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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用藥安全資訊

I.1. Acetaminophen 仿單增載「警語及注意事項」
衛生福利部彙集國內外相關資料及臨床相關文獻報告進行整體性評估，
評估結果要求仿單之「警語及注意事項」應加刊：
1. 肝毒性：
1.1. 使用 Acetaminophen (Paracetamol)曾有發生急性肝衰竭的案例，並可
能導致肝臟移植及死亡。大部份發生肝臟損害之病例係因使用超過
每日 4,000 毫克的 Acetaminophen 所致，且多涉及使用超過一種以上
含 Acetaminophen 成分之藥品。
1.2. 過量服用 Acetaminophen 可能是因想要獲得更大的疼痛緩解效果，或
是在不知道的情況下同時使用了其他同樣含有 Acetaminophen 成分
之藥品，因而造成用藥過量。
1.3. 有潛在肝臟疾病的病人，以及於使用 Acetaminophen 期間喝酒者，有
較高發生急性肝衰竭的風險。醫療人員應囑咐病人，病人亦應注意
藥品的標示中是否含有 Acetaminophen 或 Paracetamol 成分，不可同
時使用超過一種以上含有 Acetaminophen 成分之藥品。如果一天誤服
超過 4,000 毫克，即使並未感覺不適，也應立即就醫。
2. 與酒精併用：不得併服含酒精飲料，因為 Acetaminophen 可能造成肝
損害。慢性重度酒精濫用者亦可能會因過度使用 Acetaminophen 而增
加肝毒性危險，本品不應與酒精併用。
3. 過量：
3.1. 服用過量 Acetaminophen 會在服藥 24 小時內看到初期症狀，可能包
括：胃腸道不適、厭食、噁心、嘔吐、不適、蒼白及出汗。
3.2. 本品單次或多次過量使用有潛在的藥物成癮或濫用之可能，情況允許
下，建議諮詢適當的專家。
3.3. Acetaminophen 過量最嚴重之不良反應為致命性之肝臟壞死。亦可能
發生腎小管壞死，低血糖昏迷以及凝血異常之不良反應。用藥過量
之肝毒性早期症狀可能包括：噁心，嘔吐，出汗和全身不適。肝毒
性的臨床及實驗室證據可能要等到攝入後 48~72 小時才明顯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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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敏/過敏性反應：上市後曾有發生與使用 Acetaminophen 相關之過敏
及過敏性反應的報告。臨床表徵包括臉、口及喉嚨腫脹、呼吸窘迫、
蕁麻疹、皮疹、搔癢以及嘔吐。偶有發生危及生命並須緊急送醫治療
之過敏性反應的案例。醫療人員應提醒病人，如果發生這些症狀，應
立即停藥並就醫治療。曾對 Acetaminophen 過敏的病人，亦應主動告
知醫療人員，切勿使用含該成分之藥品。
5. 嚴重皮膚反應：使用 Acetaminophen 的病人中，曾有少數發生嚴重且
可能致命之皮膚反應的報告，如急性全身發疹性膿皰病（Acute
Generalized Exanthematous Pustulosis , AGEP）
、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
群（Stevens - Johnson Syndrome, SJS）和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TEN）。病人應瞭解並被告知嚴重皮膚反應的症
狀，以及出現皮疹或其他過敏症狀時，應停止使用。
參考資料：公告含 Acetaminophen 成分藥品仿單刊載事宜 [2015/2/12]
I.2. Galantamine、Ziprasidone 應留意皮膚反應
2014/11/1 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發布含 galantamine hydrobromide
成分藥品與嚴重皮膚反應風險相關之安全資訊：
1. 曾接獲使用含 galantamine hydrobromide 成分藥品後發生罕見嚴重皮
膚反應之通報案例，包括史蒂文生氏-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急性廣泛性發疹性膿皰症(acute generalized exanthematous
pustulosis)及多形性紅斑(erythema multiformeerythema)。
2. 醫療人員應告知病人及照護者上述嚴重皮膚反應之相關徵兆，並提醒
病人治療期間若出現皮膚疹，應立即停藥。
2014/12/11 美國 FDA 發布含 Ziprasidone 成分藥品與罕見但嚴重的皮膚反
應-伴隨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加與全身症狀的藥物反應（Drug Reaction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DRESS)）相關之安全訊息
美國 FDA 審核 6 例疑似因使用含 Ziprasidone 成分藥品引起 DRESS 的
不 良 反 應 通 報 案 件 後 ， 發 現 其 DRESS 的 發 生 與 含 的 發 生 與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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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rasidone 成分藥品之使用時序具關聯性，病人於開始含 Ziprasidone 成
分藥品後 11 至 30 天間出現 DRESS 症狀，其中 3 例於停藥後再投時次
出現 DRESS 症狀，故要求廠商新增 DRESS 相關警語於該成分藥品仿單。
2. DRESS 為可能致命的藥物不良反應，其死亡率高達 10% ；初始症狀
初始症狀為皮膚疹，且可能擴展至全身，同時伴隨發燒、淋巴結腫大；
並會引起肝臟、腎肺心胰等器官發炎，引起嗜伊紅性白血球（eosinophils）
增加。
參考資料：
1. Galantamine 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5/1/13]
2. Ziprasidone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2015/2/11]
3. FDA Drug Safety Communication: FDA reporting mental health drug
Ziprasidone (Geodon) associated with rare but potentially fatal skin
reactions [12/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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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醫藥焦點新聞
II.1. 日系藥大降價 適量購免過期
日系藥商考量「社會觀感」或回應消費者的期待，大降價或研擬優惠方
案登上新聞版面，這般另類的藥物廣告，頗令人擔心。
藥物與食物都是有使用期限的，大多數在沒有開封使用前，在建議儲存
的溫溼度條件下，可以擺放個三至五年，也就是藥瓶或包裝上所印的末
效期（Expiration Date，常以 EXP 或 E 印製，即未開封時的保存期限）
；
不過，藥品在一般家庭中，可能受到溫度、光照或濕氣等諸多因素影響，
可能會讓藥品的「有效期限」縮短，提前「壽終」
，以藥丸為例，最常見
的就是變色、變質、或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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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藥物說明書中有說明開封後的使用期限便以之為準，但若沒有說清
楚，簡易的方法是如果原瓶末效期還有 3 至 5 年，只要把瓶蓋封口打開，
「使用期限」最多就只剩下一年。
因此，即使購買藥物變得較便宜，也不適合屯積過多。
II.2. 參加藥師週刊教育訓練營紀要
今年度的藥師週刊教育訓練營於 3/28 上午在高雄蓮潭會館舉行。
陳世傑執秘援引清代張潮於《幽夢影》一書中所提到的五福。
「有功夫讀
書，謂之福；有力量濟人，謂之福；有學問著述，謂之福；無是非到耳，
謂之福；有多聞、直諒之友，謂之福。」鼓勵藥師記者多多投稿。
待週刊為初戀的新任鄭喻仁總編，期勉藥師記者讓週刊品質保持 A+，藥
學雜誌林富莉總編輯期盼可以與藥師週刊攜手合作，鄭喻仁總編對此表
示公會兩大刊物可以分進合擊，讓藥師們了解會務、增長知識。
鍾瑩瑩董事長講演「產業轉型競合之認知表達及溝通技巧」
，分享自己原
是美術老師養魚的痛苦，絕處逢生，對橫逆一笑置之，令與會者印象深
刻。從對任何旁人眼中是件壞事，全都認為沒關係的爺爺處事態度開始，
利用家裡三公頃的地，從養雞、猪、吳郭魚、金魚、到錦鯉的養殖順逆；
認為養錦鯉是寶島優勢，因為地震多、颱風多，氣候、土壤優勢，讓水
裡面有許多微量元素，錦鯉吃下了這些台灣寶島的日月精華，都進水裡
面，魚就可以養得很漂亮，產業要降低風險，溝通無礙，才能與客戶搏
感情，建立品牌，對藥師而言亦然。從董事長十多年來的如在歐洲參展，
魚兒被偷或被下毒等親身經歷中，讓我們體會人生的挫折是有許多樂趣
的，享受挫折所帶來的樂趣，成為加分的良機。
找對人、辦對事，一定是好事。鄭總編輯強調任何藥師都可以投稿，只
要一年刊出量達到十二篇以上，來年就可以享受免費參加藥師週刊的訓
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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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民眾教育藥文
III.1.慢箋領藥小確幸

報乎您知

本院自去年年底高齡大樓開幕後，為了方便持「慢性病連續處方箋」
（簡
稱慢箋）患者領藥，在慢箋上增列印上「領藥地點」相關訊息，可以引
導您正確地前往「藥局」，領取您所需要持續服用的藥物。
因為在門診、高齡、及醫療大樓，醫師皆可能為患者看診，院方體恤您
的領藥方便性，在醫師處方系統中，便預設至距離您回診處最近的藥局
領藥，若您所持是醫師新開立的慢箋，
「首次領藥地點」所示藥局，就是
這次領藥地點（如圖示Ａ處）。如果是第 2、或第 3 次領藥，則可在您當
日編號櫃檯所在大樓的藥局領藥（如圖示Ｂ處）；而且在領藥號欄位處，
寫下的文字也有「密碼」喲，即在領藥號前面加英文字母以供區別，如：
「F」表五官科、
「G」表高齡藥局、
「E」表急診藥局、和「C」表中央藥
局，方便藥師清楚您這回應該在那間藥局領藥。
不過，要特別提醒您假日或下班時段僅急診藥局提供慢箋領藥服務，平
日高齡藥局下午五點半關閉，門診藥局下午六點關閉，若屆時您尚未領
藥，當日仍可至急診藥局領取；不過，若是自次日起，所有未領的慢箋
藥物，都會集中於門診藥局，即使該藥局關閉，這些藥物也全數關在其
中。
此外，這次慢箋在經過資訊工程師成功地「微整形」後，若患者需要領
取針頭，慢箋上亦直接列印規格、數量（如圖示Ｃ處）
。
因此，持慢箋患者一定要知道這些「新」標示，感受領藥的小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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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空針(針頭)規格及數量

IV.
IV.1.

藥師藝文園地
〈愛•慕〉觀後感

〈愛•慕〉是一對老夫老妻堅持「自尊」和「愛」的故事，透過疾病的
惡化，面對死別關頭的有情似無情，考驗著夫妻、子女之愛，如何面對
人生末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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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家庭醫學部杜明勳主任在 103 年 12 月 4 日於藥學部專題演講「從安
寧病房談人生意義」中提到，每個人每天活著，就越接近死亡，但是對
於談死，傳統上是犯忌諱的；杜主任與《天下雜誌》560 期中也都提到「預
立安寧緩和醫療暨維生醫療抉擇意願書」
，就是當罹患重大傷病，經醫師
診斷認為不可治癒，且有醫學上的證據，近期內病程進行至死亡已屬不
可避免時，可以依照己願來預作準備；杜主任還提醒需有兩位成年家屬
見證，否則仍有可能無法如願。
人是為了幸福而活的，從這部得獎無數的影片中，要抓住與放下什麼？
煎熬著安娜與喬治，喬治問安娜：
「換成你是我，你會怎麼做?」
，易地而
處，我們怎樣才會放心地求助外人? 或是如何讓年長者安心地向醫師、
藥師、護理師、社工師、復健師及心理師等專業人員尋求協助？在醫學
教育上就需要多加把勁，讓我們對年長者的貼心關懷，更加絲絲入扣。
最後，讓年長者善終並沒有標準的解答，身為子女、醫療人員及社會保
險或福利制度的擘畫者都該為凝聚明確而清楚的完善解方而共同努力。
※榮獲全人電影心得票選第一名
IV.2.

今天會幾勝幾敗?

上下班面對「刷卡裝置」
，20 年多來讓大多數員工從用識別證、指紋、到
掌靜脈，卻總是機械式地告知「成功」或「失敗」
。
曾經有段時間，
「百戰百勝」讓我變得狂妄，連女兒們、同事都被騙來做
「親緣測試」
，竟也「成功」的莫名其妙。
最近幾日，靠近西雅圖咖啡處的「刷卡裝置」
，卻讓許多人遭受「屢戰屢
敗」的無情打擊，明明就是「本尊」
，機器就直說你不是，即使換掌再試，
也是落個「失敗」下場，眼看時間倒數，分秒必爭地趕緊快速移動，換
一處試試手氣。
上下班之際，體會「成功」與「失敗」的人生，成了每天最大的娛樂活
動，面對「成功」與「失敗」，哭笑不得，很好奇今天會幾勝幾敗?
感謝主，辨公室的電腦也能簽到及簽退，可以逃避這些「成功」與「失
敗」
，只要別忘記做這檔事，保證萬無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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