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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用藥安全資訊

I.1. 流感疫苗不良事件通報 112 件 毛志民藥師
季節性流感疫苗接種計畫自今年 10 月 1 日起至 11 月 29 日止，全國共施
打季節性流感疫苗總數為 557.6 萬劑，共接獲疫苗不良事件通報 112 件，
平均每十萬劑注射通報數為 2.0 件。
不良事件以「嚴重」與否區分，件數及主要症狀請見右表。
「嚴重不良事
件」是依據嚴重藥物不良反應通報辦法之定義，通報案件中後果為死亡、
危及生命、造成永久性殘疾、胎嬰兒先天性畸形、導致病人住院或延長
病人住院時間或其他可能導致永久性傷害需做處置者（具重要臨床意義
之不良事件）者。
「嚴重不良事件」中死亡案件依接種廠牌、批號、不良事件症狀及其可
預期性、歷程、既有疾病等資訊比對分析，並未觀察到疫苗安全疑慮；
其他則為接種疫苗後曾被零星報告過的不良事件，衛生福利部將持續進
行監測。
表、流感疫苗不良事件摘要
分類 非嚴重不良事件

嚴重不良事件

件數 81 件

31 件

主要 發燒、痠痛、頭

2 件 死亡

症狀 暈、嘔吐、疲倦、 2 件 疑似突發性聽力喪失
嗜睡、注射部位

1 件 疑似急性無力肢體麻痺

局部反應等。

2 件 疑似橫紋肌溶解
2 件 疑似血小板低下/原發性血小板缺乏紫斑症
1 件 疑似顏面神經麻痺

參考資料：食品藥物管理署。106-107 年度季節性流感疫苗不良事件通報
摘要報告。2017/12/6 取自 https://goo.gl/cvw4Yu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204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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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請參考藥學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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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習心得分享
II.1. 前列腺癌治療學習心得分享 劉星彤藥師
Best of 2017 ASCO Meeting. 高雄精華場
時間：2017 年 8 月 6 日(星期日)
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大樓 6 樓第五會議室
好發種族
西方人遠高於東方人因為西方飲食含脂肪含量高，此外重金屬汙染跟鎘
汙染跟缺鋅也是造成前列腺癌的機率。
好發年齡
前列腺癌是美國男性中第二大致命癌症。年歲增長，尤其是 50 (歲)以上
的男性，前列腺癌的患病機率亦隨之增高。美國防癌協會建議預期壽命
尚有 10 年以上的男士，應從 50 歲開始與醫生討論有關前列腺癌篩檢
癌症分期
1. 早期局部癌症:癌細胞只局限於前列腺內
2. 晚期局部癌症:癌細胞已擴散至前列腺上但擴散部位僅限於前列腺鄰
近組織跟精囊
3. 晚期擴散癌症:癌細胞擴散至淋巴結骨骼或其他器官如肝臟和肺部。
治療方法
一、荷爾蒙療法：這種療法主要目的是減低睾丸產生男性荷爾蒙的功能。
因為男性荷爾蒙可助長癌細胞的蔓延。雖然荷爾蒙療法無法治愈癌症，
但可以緩慢癌症的發展，縮小腫瘤的體積
二、降低男性荷爾蒙的方法：
1. 手術切除睾丸
2. LHRH 荷爾蒙注射療法
3. 荷爾蒙合併療法通過每天口服藥物來抑制由腎上腺素分泌的少量男
性荷爾蒙，間以 LHRH 注射療法來阻止睾丸所產生男性荷爾蒙。
4. 雌激素（Estrogen) 療法：每天口服一次至三次。
5. 放射性治療
分期治療
早期攝護腺癌:手術切除 >> 放射線治療 >>冷凍治療
中期攝護腺癌:放射線+荷爾蒙治療 >> 手術切除 >>荷爾蒙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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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藥師善用資料庫、掌握更新不落漆 毛志民藥師
11 月 22 日，臨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藥師曾玉靈分享今年 7 月下旬參加
「Micromedex 使用者大會」與會心得。
其中以高醫黃合吟藥師於專題演講中所舉的「Tazocin 可用 Lactated
Ringer's Injection 稀釋嗎?」提問為例，便可知數月之間，結果便有不同。
曾藥師不但指出查詢結果的差異，還提醒藥師們可以點選超連結，查閱
物理相容性詳細資訊，讓藥師們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原來是該藥品
的新款藥劑處方加入 EDTA，所以
可與 Lactated Ringer's Injection 相
容；而舊款藥劑處方則不相容。
此例也提醒我們，許多資料庫已日
日更新，藥師當善用、掌握更新、
堅持「要學步」，才能讓專業表現
不落漆。
III. 醫藥焦點新聞
III.1. 多元文化用藥資訊 高雄醫院藥師齊推動 毛志民藥師
1 月 17 日，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發表自去年年底整合區域級以上醫院推動
多元文化用藥資訊執行成果，透過跨院際藥師們合作，將藥袋上的英文
藥品與中文指示，增列「印尼語、越南語、泰語」標籤或用藥指導單張、
並搭配「使用圖案」貼紙、藥袋上有行動條碼(QR code)，方便新住民、
外籍移工透過母國文字理解正確用藥資訊；此外，不識字或視力不佳的
患者也可輕鬆使用台語語音說明，共同提高民眾的健康知能及用藥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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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語言之用藥衛教指導單張」
內容應包括
「藥品之外觀、頻次、
用法用量」，外觀以彩色列印；
本市「多元文化藥事服務圖騰標
示」將提供醫療機構、藥局作為
推動多元文化藥事照護之用。
高雄市衛生局長黃志中表示，高
雄外籍人士比例高，提供友善多
元文化用藥資訊，是高雄致力健
康城市象徵。高雄市衛生局藥政
科代理科長郭垂香說高雄市首
創結合圖案與文字，視需求提供個別化的語文用藥資訊，讓外籍看護可
以看懂藥袋上的說明，照顧阿公阿嬤吃藥時才不會弄錯；再者，阮綜合
醫院另有日文版，並貼心的在藥袋說明標籤加防水膜；市立聯合醫院亦
有韓文版，呈現各院對於多元文化用藥資訊的用心及努力。
藥師亦可視實務需要，搭配衛福部食品藥物管理署編定「新住民安全用
藥手冊」(中文、英文 English、印尼文 bahasa Indonesia、越南文 Tiếng Việt
Nam、泰文 อักษรไทย、柬埔寨文 ភាសាែខមរ)(網址:https://goo.gl/4dkiha

)(圖

四)，相信隨著外籍照護者對用藥資訊的正確理解，能減少吃錯藥的憾事，
會更願意配合服藥，確保藥物治療效果。
參考資料：
1. 李怡欣。新住民看病沒煩惱！高市 11 所區域醫院增「印、越、泰語」
用藥資訊。大紀元時報。 2018/1/17 日取自 https://goo.gl/CYt6Nu
2. 呂素麗。高市 11 醫院推藥袋多國語 用藥更清楚。中國時報。2018/1/17
取自 https://goo.gl/j2S2vt
3. 蔡容喬。高市醫院藥袋「圖文並茂」 老人看護再也不怕吃錯藥。聯
合報。2018/1/17 取自 https://goo.gl/ixgRtm
4. 方志賢。高市 11 家區域級醫院 全國首推 5 語用藥圖示紀錄。自由時
報。2018/1/18 取自 https://goo.gl/KZXSB1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205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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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 台灣藥學聯合學術研討會

檔案可供參 毛志民藥師

「第一屆台灣藥學聯合學術研討會」由台灣藥學會主辦、成大藥學系及
藥劑部承辦，陽明大學藥物科學院、台灣醫藥品法規學會、台灣年輕藥
師協會、藥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藥學生聯合會、成大研究發展基金會及
台灣愛滋病學會協辦，於元月 13 至 14 日上午在成大醫學院盛大舉行，
本屆大會手冊、論文摘要皆在網址 https://goo.gl/rMjrG1 下載。 (如圖
一、二) 本次研討會會同時表揚多位藥學系老師、同學與藥師的優秀論文。
(如表)

表、論文得獎者
口頭論文
組別

海報論文

獎項
優等

教育及藥事法規

黃淑芬、顏莉貞

臨藥與流病

林彥君、楊璦瑜

藥物科學

鄭淑貞、駱雨利

藥物開發

賴弘岳

優等

佳作

李惠娟、王詩瑋、

王四切、徐紹禔、

謝松佑

陳意莉

詹皓文、唐立怡、

關雅婷、陳品豪、

晉祥恩

蔡孟耕

侯郁琦、葉勳樺、
劉怡文

林敬浩、蔡昇翰

郭詠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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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 藥師與民眾搏感情有話頭 毛志民藥師
藥品當用則用，藥師深知自乃發現、預防及解決用藥問題的最佳人選。
2017 美國藥師月標語:「認識您的藥師、知道您的用藥。」(Know Your
Pharmacist—Know Your Medicine) 就是民眾與藥師相識，可以更清楚所
服用藥品；當評估藥品確實當為民眾所用後，為了改善服藥配合度，幫
助病人認識藥師、知道所能提供的藥事照護服務有什麼?
萬事起頭難，藥師首先要打開話匣子，確認民眾了解所服用藥品，起個
「話頭」便是指說話的前頭，亦即是在動念要說話、未說話之前的那個
念頭。援引自修行者把自己的念頭集中在一句話，或一個問句上，觀察
自己內心，隨後升起疑情，在打破疑情之後，由此心領神會，本文提供
19 個藥師與民眾搏感情的「話頭」供參：
1. 你服用了哪些藥品，可以形容外觀是什麼模樣的嗎？
2. 這是什麼藥？作用是什麼?能治療什麼疾病或是改善什麼症狀?
3. 您應該如何及何時服用此藥品？
4. 此藥品您應該服用多久時日？
5. 目前服用這種藥品，是否意味著要停止服用醫師先前所開立的藥品？
6. 如果您未按建議服用這種藥品會出現什麼情況？
7. 您知道這藥品什麼時候會開始產生藥效？
8. 用藥後可能會出現的藥品不良反應是什麼？
9. 服藥的好處和壞處是什麼？
10. 你曾經因為服用藥品而發生過敏症狀嗎？
11. 您知道這種藥品和所服用其他藥品的交互作用嗎？
12. 您知道這種藥品與食物、酒精及營養補充品等的交互作用嗎？
13. 妳知道這種藥品對孕婦或哺乳媽媽的影響嗎？
14. 您知道這種藥品需要定期接受抽血檢驗監測嗎？
15. 你應該如何儲存(或丟棄)這些藥品呢？
16. 如果對這種藥品有任何問題，你應該怎麼處理？
17. 你有完整的藥品和疫苗接種紀錄清單嗎？
18. 您是否接種最新的(如流感)疫苗？
19. 您可知您的藥師的名字是什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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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
1. Diana Yap. APhM: 20 questions to start conversations with
patients.2017/10/10 取自 https://goo.gl/kFL9ZL
2. 話頭禪。維基百科。2017/10/10 取自 https://goo.gl/YW1JpA
※轉載自藥師週刊第 2038 期。

IV. 民眾教育藥文
IV.1. 近冬時節，團聚闔煮薑母鴨 洪義成藥師、方柔壹藥師
寒冬歲末之際，該當好好對自己及家人進補一番，並共同享受「溫暖歡
聚、共享美食」的時刻。台灣各類的火鍋好幾種，如麻辣鍋、刷刷鍋、
酸菜白肉鍋等，而今天為各位介紹的藥膳鍋，就是台灣特有火鍋－「薑
母鴨」
。它的藥膳滋而不膩，溫而不燥，適合於秋季和冬季食用，是該時
節最熱賣商品。它含有老薑、鴨肉和麻油，是最能抗寒的妙方，利用這
篇文章來介紹這道雅俗共享、全家闔樂品嘗的饗食火鍋。
「薑母鴨」主要由三個部位合併，形成一道美味湯餚。因此主材料可分
三大部分：
一、整隻的鴨子一隻（或半隻）
，以正番鴨為上品，也可以選用半番鴨或
者一般的菜鴨。建議以皮薄肉厚、體型特大之公鴨為主，整體脂肪較低。
二、
「薑母鴨」藥膳包。
三、老薑（或老薑榨汁）與芝麻油（以黑芝麻油為佳）等。
說明：
薑母鴨是冬令進補的美味佳餚。在寒冷的冬季裡，吃過薑母鴨以後，驅
走了一身的寒氣，整個身體也就立刻溫暖起來。其中，最最重要的關鍵
點，就是其中的「薑母鴨」藥膳包，本院取用安心藥材，以特殊比例調
製而成，可達到食補的強壯兼具藥補的修繕作用。本院傳統醫學科，特
別為需要盡心調理家中小孩或老人，尤其是一到節氣變化時，特別容易
感受到寒氣變化而感冒的家庭成員，提供一味「薑母鴨」安心藥膳包，
擁有數種以上常用的中藥材，依特殊比例調劑而成，每一味藥材皆通過
國家藥食同源的檢測標準，並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理等相關標準及規定，
不必擔心吃到農藥、重金屬、黃麴毒素或二氧化硫等危害人體物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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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母鴨作法：
1. 先將藥膳包泡水 20 分鐘後，加適量的水用中火燉煮 45 分鐘，水沸騰
後轉小火（文火）
，續煮 15-20 分鐘後備用。
2. 將鴨肉洗淨後，剁成丁塊狀；老薑洗淨後拍打備用。
3. 取一炒鍋，倒入黑麻油，先用小火爆香老薑（不可炒到冒煙）
，後放入
鴨肉塊拌炒（可加入蒜等香料同炒）
，炒至肉質緊縮，有鴨肉的香氣。
4. 將鴨肉一鍋，加入米酒煮滾後，續煮 10-15 分鐘可降低酒精濃度，加
鍋蓋悶一下（若有不適合飲酒的家屬，此步驟可以省略不加米酒）
。加入
適量已備好的中藥材藥液，蓋上鍋蓋，水滾後轉小火繼續燉煮 20 分鐘以
上。
4. 燉煮過後，起鍋前可再加入薑蓉及薑粉拌勻即可。
5. 並可依個人喜好添加高麗菜、米血糕、豆皮等配菜。
服用禁忌症：
1. 食用過程中切不可過度，高血壓以及血脂異常的人群尤其需要注意。
2. 吃完藥補若覺得睡不著、便秘或長痘痘、嘴破等症狀，就表示補過頭
了，需要忌口不宜過量。
3. 發燒、喉嚨痛、呼吸道急性發炎等症狀，不宜服用薑母鴨藥膳，對上
呼吸道會有加重病症疑慮。
4. 體質燥熱兼無濕氣積聚於身體者忌服之。
薑母鴨藥膳味道鮮美，營養豐富，用食膳補而不膩，溫而不燥，適用於
氣血兩虛的人群。煮薑母鴨其實很簡單的，還不會煮的話不妨學起來，
氣溫下降時也來煮一鍋吧。
V. 藥學部大事紀
壹、
「國家品質標章」角逐達陣
一、主題：＜管制藥品 e 管理＞
二、成員：
藥學部：李建立部主任、葉明欽科主任、毛志民科主任、楊俊、黃鈺惠、
蔡明記、許碧釗藥師
護理部：洪正隆、李婷婷
三、認證紀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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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榮獲得 2017 年「國家品質標章」殊榮。
貳、行動小組：「藥合圈」得獎連連
一、主題：＜提升高齡病人的用藥整合率＞
二、成員
(一)圈長：洪碧蓮藥師
(二)圈員：
1. 藥學部：陳蓉誼、王子誠、梁晏慈、黃慈婷、李寳琳、李尉綺、陳妙
婷、陳淑梅藥師。
2. 高齡醫學中心：周明岳科主任、王郁均醫師
(三)輔導員：林佩津主任、黃偉春主任、李季黛藥師
三、得獎紀錄：
1. 3/27 榮獲「2017 年全面醫療品質提升成果發表暨競賽活動」佳作。
2. 6/23 榮獲財團法人先鋒品質管制學術研究基金會第 202 屆全國品管圈
大會 特優獎。
3. 9/23 榮獲第十八屆(HQIC)醫療品質競賽主題改善組金獎。
4. 12/1 榮獲醫療品質協會 金品獎
5. 12/6 榮獲中衛團結圈至善組銀塔獎
參、全國實證醫學競賽 屢創佳績
1. 7/26 醫策會主辦「第十八屆(HQIC)醫療品質競賽 EBM 文獻查證臨床
組銀獎」。成員：羅彤縈藥師、黃鈺珊、張耿銘醫師。
2. 8/14 臺北醫學大學考科藍臺灣研究中心、台灣實證醫學學會主辦
Cochrane review 改變了我的行動-Cochrane Library 使用心得分享徵文
比賽。毛志民主任作品＜咖啡因讓止痛藥更有效? ＞榮獲佳作。
3. 9/19 醫策會主辦「第十八屆(HQIC)醫療品質競賽 EBM 文獻查證菁英
組銅獎」。成員：許瀞尹藥師、林靖榕藥師、李時雨醫師。
4. 11/14 醫策會主辦「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競賽」，主題＜自費清腸
劑＞榮獲佳作。成員：蘇怡嘉、黃彩桂、楊晴翔、黃竫穎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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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高榮藥品異動 2017.12.01-2017.12.31 林靖榕藥師整理
狀態
藥名

備註

新進藥品 35mcg/hr Transtec Patch

＜管 3＞全克痛穿皮貼片劑 35
新進藥品 52.5mcg/hr Transtec Patch

＜管 3＞全克痛貼片 52.5
新進藥品 Xigduo XR Tab 10mg/1gm

自費

釋多糖持續性藥效膜衣錠
新進藥品 Jardiance Duo 12.5/850mg

自費

恩美糖膜衣錠 12.5/850
新進藥品 Dicetel Tab 100mg

得舒特膜衣錠 100 毫克
新進藥品 Repatha Inj 140mg/ml(Evolocumab)

自費

瑞百安注射液
新進藥品 Cimzia Inj 200mg/ml

自費

欣膝亞 200 毫克／毫升注射液
新進藥品 Remsima Inj 100mg(Infliximab)

自費

類希瑪凍晶注射液
新進藥品 Doxynin Cap 100mg(Doxycycline)

得喜寧膠囊＂瑞士＂
VII. 藥師藝文園地
VII.1. 年度代表字詩 毛志民藥師
聯合報報載《台灣 2017 年度代表字「茫 」 前八名都是負面字》
，試以
得票數第一到第十名代表字和其中候選字，善用中文字縱橫、串連今年
度代表字詩：

茫躍跨虛情時變，
勞革新盪誠信惜；
憂轉齊滯慈心亮，
亂愛行厭正唉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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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近十年之年度代表字，串連成台灣十年代表字詩：

亂紛積憂成疾苦，
盼滅弄假勇跨茫；
淡描白黑分明辨，
讚嘆默換潛移風。
可以想見台灣人民的心思，相信
顛簸不破的真理、明辨是非，儘管憂心、茫然甚或唉嘆，仍然心慈地期
待未來會更好。
※轉載自源遠季刊。2018;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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