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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大：同學錄上永遠看不到的同學

高都夕照

I.

用藥安全資訊

I.1. 含 Calcitonin 成分鼻噴劑型廢止藥品許可證
療效及安全性評估未獲通過，依據藥事法第 48 條及本部 102 年 10 月 1
日部授食字第 1021452102B 號公告。本院同成分鼻噴劑型已關檔、回收
完畢。
參考資料：公告廢止含 calcitonin 成分鼻噴劑型藥品許可證共 6 件。
[2013/12/1]
本主題節錄自衛生署發布之用藥安全資訊，以提醒本院同仁用藥時留
意。當醫療人員或病患疑似因為使用(服用)藥品導致不良反應發生時，
請立即於"線上藥物不良反應通報系統"通報，本院藥物不良反應相關訊
息請參考藥劑部網頁。
II. 藥物諮詢問答
II.1. 老招新用？消費紅綠燈早高掛
國內黑心食品連環爆惹得人心惶惶，11 月
10 日報載衛福部擬設擬採「食品燈號」分
級管理，初步規劃依風險程度由高到低分
4 級，分別為紅、黃、藍、綠燈。
然而，食品藥物管理署早於 2011 年 3 月底
便已經在其「消費者知識服務網」(網址)
發布「消費紅綠燈」(見圖一)，食品、藥
品及化妝品將納入此認定機制(見表)，至
今仍正常發布訊息。
或許是宣導不力，抑或是相關報導有所遺漏，施行兩年多以來，許多人
仍表示聞所未聞，仔細比較「食品」部分，除分級級數可能有所不同，
紅、黃燈分別代表長期、短期食用有礙健康，藍燈則代表超標或違規使
用範圍，綠燈則是標示不符、不明，但不影響健康外，現制偏向以輸入
食品為主，規劃中的部分則納入國產食品，無論風險程度如何？皆須將
產品下架，紅燈擬第一時間移請檢調介入偵辦，
《食品衛生管理法》擬將
最高罰金調高至 5000 萬、最重 5 年徒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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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目前民眾關切的油品混充及違法添加銅葉綠素事件已設置專區，最
新檢驗結果可見於檢驗即時資訊(網址) (見圖二)
食品消費紅綠燈認定機制與處置及建議表
燈號
紅燈

意義

處置及建議

1.問題產品有輸入紀錄且進

立即進行邊境管控；通知國內

入我國市場。2.不論是否危害 業者暫停販售，並將有疑慮產
(嚴重)

人體健康，不應供人食用。3. 品下架。發布新聞請消費者暫
對人體有立即或重大危害。4. 停使用問題產品。成立電話諮
經風險評估，於國人攝食習慣 詢服務專線供民眾詢問。
下累積之暴露量，會明顯對人
體健康造成重大危害。

黃燈
(有疑慮)

1.問題產品有輸入並進入我

違反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10、

國市場，惟未有危害發生。

11、12 和 15 條等規定。

2.對人體無立即危害，但有危
害之疑慮，須進一步調查並進
行改善者。3.違反食品衛生標

通知國內業者暫停販售，並將
有疑慮產品下架。

準，尚不致明顯危害人體健康
安全，但影響層面大者。
綠燈

請消費者及食品業者依消費紅

1.問題產品未進入我國市

場。2.雖有危害之虞，惟危險 綠燈個案處置，建議無須驚慌。
(沒問
題)

因子已被控制且未流入消費
市場。3.標示不全。4.經風險
評估，可能危害人體健康之可
能性極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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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消費紅綠燈認定機制與處置及建議表
燈號

意義

處置及建議

紅燈

1.對病患有立即嚴重危害之 發 布 紅 燈 及 新 聞 經 由 電 子 郵
虞。2.不安全程度致有嚴重損 件、網路通知醫療機構、藥局及

(嚴重)

害病患健康之虞等。3.屬於藥 病患停止使用，病患應至原處方
事法第 20 或 22 條所稱之偽藥 醫療機構回診並回收該藥品。 立
或禁藥者。4.屬於藥事法第 21 即禁止該產品之輸入、製造及販
條所稱之劣藥，特定批號有嚴 售。通知醫療機構、藥局停止調
重危害病患健康之虞者。5.經 劑、販售並配合回收，並通知縣
由風險評估後，有高度危害病 市衛生局。提供電話諮詢服務專
患健康之可能。

線供民眾詢問。依藥事法相關規
定辦理。

黃燈

1.對人體無立即危害，但有危 發布黃燈及全國藥物安全資訊
害之疑慮，須深入調查或有改 通報，經由電子郵件、網路 通

(有疑
慮)

善空間。2.具有不安全之疑 知醫療機構、藥局，並請民眾注
慮，可能對某些病患族群有 意。請持有藥品許可證之藥商提
危 害健康之疑慮，造成暫時 供事件詳細資料，以利本署進行
性或可回復性之危害者。3.經 再評估。經本署評估後，公告加
由風險評估後，對某些病患族 註警語、使用注意事項或不良反
群有致人體危害之虞。4. 需於 應等，並公告周知醫療機構、藥
仿單加註警語、注意事項或不 局、藥商及消費者。依藥事法相

綠燈

良反應。

關規定辦理。

1. 本署所核准仿單中已有記

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辦理。

載之警語、注意事項或不良反
(沒問
題)

應，應遵循醫師處方或藥事人
員指示使用。2.媒體報導事

病患應遵循醫師處方或藥事人
員指示小心使用。

件，經風險評後，係屬個案且 必要時發布綠燈新聞。
屬前項情形者。3.媒體報導事
件，經評估及查證與藥品無關
聯 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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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消費紅綠燈認定機制與處置及建議表
燈號

意義

處置及建議

紅燈

1.對人體有立即嚴重危害 立即禁止該產品之輸入及製造。
之虞。2.不安全程度致有嚴

(嚴重)

通知業者暫停販售，並將產品下架。

重損害人體健康之虞。3.

違反化粧品衛生容許量基 發布新聞請消費者暫停使用。
準且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安全之虞。4.經由健康風險 成立電話諮詢服務專線供民眾詢
評估後，有高度危害人體 問。
健康之虞。5.違反化粧品衛

依違反化粧品衛生管理條例第 23 條

生管理條例第 23 條第 1 項

第 1 項之禁止規定處辦。

之禁止規定者。
黃燈
(有疑
慮)

1.對人體無立即危害，但有 針對販售點，通知轄區衛生局採取
危害之疑慮，須深入調查 暫時停止販賣處置。
或有改善空間。2.具有不安
通知藥檢局及轄區衛生局抽驗市售

全之疑慮。3.違反化粧品衛

品。

生容許量標準，但不致危

害人體健康安全者，且影 發布黃燈請民眾注意。
響層面大者。4.經由健康風
險評估後，有致人體健康
危害之虞。
綠燈

1.標示不全 2.產品安全無 依違反化粧品衛生管理條例第 6 條
虞，但遭誤傳。3.經由健康 標示規定處辦。

(沒問
題)

風險評估之後，可能危害
消費者無需恐慌，仍可安心使用。

人體健康之可能性極微。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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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醫藥焦點新聞
III.1.榮民總醫院藥劑部 更名為藥學部
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新機關（高雄、台中及台北榮民總醫院）設立，
11 月 1 日起各榮民總醫院藥劑部同步更名為藥學部，組織架構見表，高
雄榮總藥劑部原調劑科新分為門診、住院兩調劑科，台北榮總、台中榮
總之藥學部則與更名前無異。
依據 7 月 3 日總統令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27241 號公布「榮民總醫院組
織通則」
，各榮民總醫院其名稱以加冠所在地地名為原則，各職稱之官等
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三家總醫院藥學部網頁亦配合更
新，台中榮總藥學部更新網址，設計民眾版、專業人士分眾網頁。
目前多數醫院仍以藥劑部(科)名之，三軍總醫院早於民國 72 年有鑒於傳
統之名稱實無法涵蓋日新月異之醫院藥學之發展及藥學專業之演變，便
更名為『臨床藥學部』
，「藥學部」目前僅彰化基督教醫院、佛教慈濟醫
療財團法人台北慈濟醫院及各地榮民總醫院採用，或許基於共同的理
由，未來會有醫院的藥劑部科跟進。
榮民總醫院藥學部組織架構表
榮民總醫院

藥學部組織架構

台北

調劑科、製劑科、臨床藥學科

台中

調劑科、臨床藥學科

高雄

門診調劑科、住院調劑科、臨床藥學科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5 期
III.2.高齡友善健康照護 藥師合作表現亮眼
102 年 11 月 15 日國民健康署於臺北醫學大學杏春樓大禮堂辦理第三屆
「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推動成果發表會」
，表揚典範獎得獎機構。從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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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署發布的新聞稿及相關文件中，可以深刻感受到藥師在高齡醫學團隊
中表現亮眼。
先以榮獲「典範獎」高雄榮民總醫院為例，藥師、營養師、社工師及個
案管理師與醫師同時提供老年人各自專業照護服務，減少多重用藥與藥
物交互作用；透過整合性門診，成功將一直跌倒的長者，由原來使用 40
幾顆藥減為 3 顆藥，長者便不再跌倒。經追蹤高齡醫學整合門診 999 位
病患，發現一年內每人平均門診次數由 12.7 次降為 10.0 次，健保藥費降
低了 12.3%（約 186 萬元）。
再以「組織再造獎」為光田醫療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為例，以智慧藥
袋為長者用藥安全做把關(如圖)，具彩色藥品圖片、服用圖示、半顆藥品
者以紅色字體列印、鎮靜安眠類藥物加印「小心跌倒」
、QR code 及系統
篩選需要衛教長者加印紅色愛心圖示六大特色，並且因為藥袋所印的資
料清楚，讓民眾平均個人用藥配合度超過 95%。
我國是唯一以政府力量推動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證的國家，亦獲國
內醫療院所支持，今年新增 26 家，累計 64 家醫療院所通過認證，藥師
同是此團隊的重要成員，提供直接負責地提供高齡患者藥事照護，評估
用藥及維護用藥安全，改善患者生活品質。此外，高齡友善藥局自嘉義
市於全國首推後，新竹、南投、苗栗與高雄等各縣市也陸續開枝散葉，
免費提供血壓量測、藥物諮詢、錠劑剝半及藥盒分裝及放大鏡使用、藥
袋字體放大等貼心服務，相信藥師專業表現，亦可獲高齡患者及其親屬
肯定及信賴。
參考資料：
1.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 智慧不老領先全球 急時行樂服務、智慧藥袋，
讓您健康到老 －高齡就醫佔醫療費用三成。國民健康署社區健康組。
[2013/11/15]
2.劉鳳瑩。苗栗縣老人整合性醫療照護計畫成果記者會。大成報。
[2013/11/15]
3.嘉義市領先全國首推高齡友善藥局有成。台灣時報。[2012/01/06]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7 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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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調劑專注力 專業大考驗
調劑疏失一直是值班藥師的夢魘，特別是在「一錯再錯」之後。
早在 1990 年，James Reason 提出「瑞士起司理論」(Swiss Cheese Model)，
用一片片的瑞士起司比擬一道道的安全防護系統，每片起司上的小孔洞
代表該道安全防護系統上的漏洞，一片起司的孔洞通常不會造成不良結
果，但是如果每片起司的洞在某個時間點剛好排成一列，亦即一連串的
小錯誤沒有被擋下來，如九星連珠一般，疏失便有機會發生。系統分析
藉由找出孔洞並設法縮小、降低排成一列的機會，便能避免疏失發生或
者在傷害造成前擋下來。
藥師調劑流程同樣依此理論，需要環環相扣、層層把關，要求藥師雙重
核對，有的醫院更加碼為三重核對，每當我們氣定神閒地看待投影在牆
上的調劑疏失案例時，或許會有一種「怎麼那麼離譜」的困惑，但當被
直指◎◎挖洞給○○跳，又覺得滿腹委屈與不平，為什麼會有如此複雜
的情緒呢？
正如您我熟背過的《三字經》中的這段「教之道、貴以專」
，為了確保病
人用藥安全，藥師「專心」調劑貴至為重要。然而，現實總難如願，醫
院藥師平均每一值班次，需調劑數百筆藥物，除了藥物名稱、劑型、規
格量及數量要配得對，各個藥的單次劑量、給藥頻次、單日劑量，藥與
藥間的交互作用，患者本身肝腎功能、是否需要管灌等都需要＂專心＂
的專業評估。
舉凡缺藥調藥或補藥，磨粉處方或藥袋(包藥紙)用完，和那三不五時 CALL
IN 接不完的電話，還有藥局外那些"渴望"快點領藥的灼熱眼光...，這眼下
的工作環境有這麼多的"洞"要你我分心，一旦處理失當便動則得咎。
藥師調劑的既快又好是多數患者所期望的，如果連這點小事都沒法做
好，又如何讓人信賴您的專業？固然這"賣命"的調劑工作不能出錯，但對
於意外「出包者」需要更多關懷與了解，理性地探究及解決問題，優先
得面對的如何是"專心"調劑這個陳年難解的問題，努力地提升自我立馬專
注的修為或系統性的修改作業模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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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5 期
III.4.處方箋個資應可部分隱藏
中央健康保險署日前函復，針對該保險特約醫療院所交付調劑的處方箋
(含慢性病連續方箋)需載明內容中的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月日，應可
以部分隱藏方式呈現(如以*號取代)，即可避免影響病人的個人資料安全。
個人資料保護法修正後，民眾亦發留意個資外洩的可能性，僅管全民健
康保險門診交付處方箋(網址)有清楚載明病人必要的相關基本資料，以便
特約藥局藥師確認病人身分、申報藥品等費用，及為日後費用稽核之查
對；然而，處方箋上，列印完整的病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
月日，恐有病人個資洩漏問題；再者，依據「醫師法」第 13 條規定，
醫師處方時，應於處方箋載明醫師姓名、病人姓名、年齡、藥名、劑量、
數量、用法及處方年、月、日等事項，並簽名或蓋章，所述須載明之事
項，並無包括病人的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月日。另依「全民健康保
險醫療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民眾至健保特約藥局領藥，除應繳驗
保險憑證(健保卡)、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外，並應繳交
特約醫院、診所交付之處方。
所以，兼顧病人用藥安全與個資，特約藥局藥師得藉由病人出示之健保
卡或國民身分證等證件，檢視病人的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月日，且
不影響其查核與申報費用。
※ 轉載自藥師週刊電子報第 1846 期
III.5.誰是接班人？美女藥師 PK 超人醫師
即日起至 12 月 9 日藥害救濟基金會舉辦「誰是接班人?藥害救濟宣傳大
使票選活動」
，快來幫藥害先生選出最適合的接班人，投票就抽平板和多
項好禮喔！活動網址：www.tdrf2013vote.com(圖一)
藥害先生這幾年每場藥害救濟的宣傳，必定露面、使命必達，讓越來越
多正當使用合法藥物的受害者得到幫助，但是他想交棒了；有想要用專
業和熱情為更多人服務的美女藥師「小膠兒」
、給予病人溫暖與幫助的高
8

意見回饋信箱

帥醫師「安心超人」和經常告訴大家正確用藥觀念的「聰明小兵」三位，
拜託大家支持賜票。(圖二)
只要您登入臉書帳號並投票選出您認為最合適的人選，加入「聰明用藥
健康吃 FB 粉絲團」，留下基本連絡資料和把活動訊息分享製個人臉書塗
鴉牆上即可，歡迎藥師們把握機會相挺所好。
IV. 藥劑部大事紀
日期

事項

1021202

恭喜謝昀曄藥師、楊
清良先生獲院慶盃
羽球男子雙打冠軍

V.

藥師藝文園地

V.1.1. 贈晴翔佩芬新婚詩

晴點佳人鳳冠佩
翔鴻高榮鸞集芬
英姿煥發誠意純
挺身昂首執愛真
V.1.2. 贈炎富啟千新婚詩

炎皇帝后喜連啟
富足康樂福萬千
耿懷恩同心合德
良辰吉歡慈愛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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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3. 邂逅之後

小笑
輕夢
微風
回擁
原默約
淡現
沉憶
再
世隱
識深
光亮
雲流
※創作點子源自廖之韻《邂逅》
V.1.4. 了

情
沒了
緣
難了
花兒
開
謝
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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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兒
來
去
誰了
鈴兒
動
靜
誰了
緣
難了
情
沒了
運用「了」(ㄌㄧㄠˇ、ㄌㄜ)、
「沒」(ㄇㄟˊ、ㄇㄛˋ)字音與字意的轉
換，藏韻詩意和展延詩境。
V.1.5. 袁老大：同學錄上永遠看不到的同學
他，宣稱是港澳僑生的大陸同胞，其實是位既聰明又有趣的人。
他，曾因國防醫學院藥學系 78 期大一沒招到新生，成為「P78 唯一傳人」
。
殘存的印痕裡，他是藥學系 75 期降期的學長、76 期同學、77 期~78 期學
弟，永遠的大一藥學生。
說他聰明，是我跟他下過象棋，我從沒贏過；他老是三不五時成功地挑
戰門禁、悠遊公館。
說他有趣，是當時流傳的經典對話，至今還記憶猶新。
話說當他還是入伍生時，如廁時，一名輔導長盯著他瞧。
輔導長問：「你是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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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老大反問：
「你又是誰?」
輔導長正經地答：
「報告長官，入 N 連輔導長 某某某」
袁老大也很鎮靜地說：
「報告長官，入 N 連入伍生 某某某」
輔導長…
為了嬉遊公館，翻牆、矇騙阿兵警衛可說是無所不用其極，最好笑地是
還故意地與菜鳥阿兵聊著天、搏感情，趁其不備，突然間拔腿向校外狂
奔，阿兵根本追不著，氣得用鋼盔丟他。
他的罩門是物理，成績如果能破蛋就算是校園裡的大新聞了。現任的北
榮藥劑部臨床藥學科主任，當時擔任實習排長，大三的課本就很忙，卻
令人感動地在考試前，彎著腰、教了袁老大一個晚上，未料，成績公布
時卻仍是零分；一直不敢問，成績第一名的學長心情如何？幾年後，聽
聞 P77 時在同學們的支援掩護下，物理單科僥倖過關了，但是，被當的
科目還是不少，所以，再度留級。
他，一直想當個醫師，據傳 P78 沒新生報到，牙科又只有一位新生，聰
明的袁老大竟成功地勸退那位牙醫新生，很有勇氣地提出轉醫學系申
請。當然，沒能如願，也正因無此，才讓他享受一個人獨睡一寢的頂級
尊榮禮遇，在寢室門口貼上「P78 唯一傳人」
。
造化弄人，隔年就因為積滿三大過而慘遭退學，對藥學系系史而言，卻
足具有存亡絕續之大功，四位軍官學長適時「補位」
，讓 P78 的人才，在
今日的藥業，閃耀發光。
我與袁老大的緣分卻未盡，約莫於民國 86 年返校讀研究所時，他在校門
口遇上我，說他要結婚了，託我送喜帖給學指部輔導長。當我送給那位
長官後，長官說：
「袁老大真是有一套，喜歡打電玩，竟然可以把老闆娶
來當老闆娘，自己從玩客快速升等成老闆…」哇！聽了真是甘拜下風，
滿心祝福。
註：P 為藥學系代表縮寫字
※轉載自源遠季刊第 46 期。2013 年秋季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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