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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照護個案討論 
─ 

問題探討與解決 

    藥師: 陳伶娥 / 晏晟藥局    

    日期: 10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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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了解藥事照護過程中需收集哪些資訊  

熟悉如何評估個案狀況  

練習發現藥物治療問題並思考解決之對
策  

熟習照顧計畫的建立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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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個案建立互信的關係，讓他信任你，願
意告訴你他私人的資訊使你可以幫助他過
更健康的生活  

蒐集、整理、紀錄與個案有關的醫療資訊  

評估個案資訊並與個案一同建立藥物治療
計劃   

 

 

 
 藥事照護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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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照護到底在做甚麼? 

確認個案應有的知識及家中備用器材來實現
藥物治療計劃 

–高血壓如何使用血壓計 

–糖尿病如何使用血糖機 

胰島素的皮下施打 

–氣喘吸入器的用藥技巧  

藥師應與個案及醫療照護團隊共同監測並依
情況調整治療計劃  

–監測血壓.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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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事照護定義  
藥事照護是藥師直接照顧民眾藥物治療的專
業行為  

藥師負責地進行用藥與療效評估、擬定與執
行照顧計畫、做療效追蹤，以確保病人藥物
治療都符合適應症、有效、安全及配合度高，
進而提升其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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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處執行藥事照護？  

社區藥局：慢性病管理，OTC藥物諮詢  

醫院：加護病房，一般病房，藥師諮詢門診 

社區照護：與里長合作/社區康復之家  

長照機構：護理之家/安養中心/養護所  

居家照顧 
–進行用藥與療效評估  

–擬定與執行照顧計畫  

–做定期的居家訪視  

–療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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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照護過程中需收集哪些資訊  
 收集患者基本資訊與疾病和用藥的相關資訊  

–判斷藥物治療適當性  

 基本資訊  

–姓名、年齡、性別、身高、體重….  

–社會經濟狀況：職業、家庭狀況、照顧者、溝通語言…  

 患者的行為及態度  

–對服藥、對自己健康的概念、接受治療意願…  

 疾病史  

–過去病史、藥物過敏史、藥物不良反應史  

–現在主要的疾病或醫療問題、症狀、相關檢驗結果、看哪些醫
師….  

 用藥資訊  

–處方藥、非處方藥、中藥、保健食品  

–藥物使用方法、顧慮、過去曾用過的藥物治療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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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估病患狀況  

判斷藥物治療是否滿足病患之需求  

–所有藥品都符合適應症、獲得最佳療效、盡可
能最安全、患者能夠服用藥物、依順性良好 

判斷病患所有醫療問題是否達到治療目標  

若需查詢資料，能評估資訊的正確性及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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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藥物治療問題並思考解決之對策  

七大藥物治療問題  

–有病沒用藥(需要增加藥物治療)  

–沒病卻用藥(應刪除非必要的用藥)  

–藥品選擇不適當 

–藥品在體內的量不足  

–藥品在體內的量過高  

–藥品不良反應  

–服藥配合度差(過期藥品? 剩餘藥品? )  

 



10 

執行藥事照護之步驟 
 

 

 

 

 

評估 
(A) Assessment 

了解病患用藥需求 

確認醫療問題與藥物治療問題 

確認用藥都有適應症、有效、安全、方便 

擬定與執行照護計畫 
(P) Care Plan 

對醫師/個案提出解決藥物治療問題的方法 

擬定疾病控制/治療目標 

預防新問題 

追蹤評估 
(F&E) Follow up and 
Evaluation 

紀錄醫生/病人改變結果 

評估療效進展狀態 

評估有無新問題 



案例一: 病人基本資料 
•周先生 71歲 

•身高 167 cm；體重 50 kg 

 (BMI: 17.9，理想體重61 kg) 

•外觀消瘦(但尚屬有活力)、意識清楚 

•視力正常、聽力正常、講話清楚 

•抽菸(1天1包)、無喝酒、無喝茶習慣 

•過去職業: 水電工人 

•家庭與生活背景:雖獨居、但租住活動中心，
亦有借宿朋友 



病人資訊: 疾病狀況 
•過去病史 

長期胃部不適 

3年前有TB(中興、台大隔離) 

3年的咳喘 

•現在主要疾病或醫療問題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Peptic ulcer 

Anemia due to malnutrition 

第一次訪視 
101年04月17日 

高診次原因 



第一次訪視用藥 
醫療院所／科

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台大／內科 

Dogmatyl Sulpiride 50mg/QD 50mg/QD 

Pariet Rabeprazole 20mg/QDAC 20mg/QDAC 

FERRUM 
HAUSMANN 
CHEWABLE 

Ferric 
Hydroxide 
Polymaltose 
Complex 

100mg/QDPC 100mg/QDPC 咀嚼 



全身系統回顧 

•肺臟: 喘鳴聲/胸緊悶/痰多/咳嗽 

•胃腸道:胃脹/胃痛/消化不良 

Due to peptic ulcer 

 



生化檢驗數值 
101/03/26 101/04/17 參考值 

AC 114 158↑ 70-110 mg/dL 

BP 107/70 

脈搏 87 

TG 86 35~200 mg/dL 

T. Chol 165 <200 mg/dL 

Ca 8↓ 8.5-10.5 mg/L 

RBC 2.87↓ 4.5~5.7十萬個/uL 

Hb 18.6 13~18 g/dL 

Neutrophil 82.1% 

Lymphocyte 9.1%↓ 20-35% 

RBC很低，但是Hb卻很高 



評估總結 
•主要醫療問題清單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次要的醫療問題 

Peptic ulcer 

Anemia due to malnutrition 



醫療問題一: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 疾病狀況: 
個案有呼吸道相關症狀已有三年之久，但均是
到診所打針來緩解症狀，且認為醫院的掛號費
較昂貴，不願前往醫院治療。 

• 目前藥物治療: 
診所打針但成分不明 

101年4月17日 



• 對醫師的藥物治療問題: 
AA碼-14-有呼吸道不適症狀而醫師僅打
針未開藥 

• 建議醫師事項: 
BB碼-11-若呼吸道不適症狀未改善，請
醫師開立解除症狀藥物 (二)101年05月9日 

• 治療目標: 改善症狀 (eg,intrinsic asthma, 
cough, sputum production) 

醫療問題一: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病人沒有用藥配合度問題，但教育病人正確就醫或自我照護做法 
AA碼-00 其他 

(一)101年04月17日 



• 病人的藥物治療問題: 
AA碼-00 教育病人避免產生呼吸道不適症狀
自我照護做法 

• 與病人溝通內容: 
BB碼-58 自我照護技巧/生活型態之建議 
避免出入有刺激性氣味(菸、有機溶劑等)的場所 
維持營養需求，增加免疫力 
接種流感、肺炎疫苗 
隨身攜帶小型氧氣瓶 

 

醫療問題一: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一)101年04月17日 



• 病人行為改變情形 
CC碼-58:使用較正確自我照護技巧/生活型態 
Outcome: 
4月份因呼吸道不適症狀前往診所次數：3次 
5月份因呼吸道不適症狀前往診所次數：2次 

 

醫療問題一: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二)101年05月09日 



• 醫師之回應結果: 
CC碼-11-醫師增加藥物來治療 

醫療問題一: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三)101年08月22日 

醫療院所／
科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台大／ 
胸腔內科 

Spiriva Tiotropium 18mcg/QD 18mcg/QD 

Seretide Salmeterol/ 
fluticasone 

25mcg/125mcg
/BID 

25mcg/125mcg
/BID 

Actein Acetylcysteine 600mg/BID 600mg/BID 

診
斷
: 

ICD:496(慢性氣道阻塞/chronic airway obstruction) 
       239.1(呼吸系統性質未明及腫瘤/Neoplasm of unspecified natue) 



• 病人的藥物治療問題: 
AA碼-94 不瞭解正確用藥技巧 

• 與病人溝通內容: 
BB碼-53 教導正確用藥技巧 

• 病人回應結果: 
CC碼-53 給藥技巧更正確 
Outcome 
８月份因呼吸道不適症狀前往診所次數：1次 

醫療問題一: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三)101年08月22日 



• 呼吸道不適症狀已改善許多。 

醫療問題一:  
Wheezing、chronic cough、shortness 

of breath  (五)101年10月31日 



氣喘病的嚴重度分級標準 
根據氣喘診療指引，依氣喘症狀之頻率及 
肺功能，可將氣喘的嚴重度分為四級如表: 
 嚴重度分類 日間症狀 夜間症狀 

第四級嚴重持續性 連續性日常活動受限制 經常性 

第三級中度持續性 每天都有 大於每週一次 

第二級輕微持續性 每週都有，但少於每天一次 大於每月兩次 

第一級輕微閒歇性 
少於每週一次 
發作時無症狀 

每月兩次或兩次以下 

資料來源:氣喘管理教育(譚延輝博士著) 



氣喘病的階梯階梯式治
療 

第4級嚴重持續性:每日藥物包括吸入性高劑量類固醇+長
效吸入式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緩釋型茶鹼+白三烯受
體拮抗劑+長效口服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或口服類固醇 

第3級中度持續性:每日藥物包括吸入低到中劑量類固醇+長效吸入式乙二
型交感神經興奮劑(替代方案:吸入中劑量類固醇+緩釋型茶鹼或長效口服乙
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或口服類固醇或白三烯受體拮抗劑或只用吸入性高劑
量類固醇) 

第2級輕微持續性:每日藥物包括吸入性低劑量類固醇或單獨使用緩釋型茶鹼，
Intal，白三烯受體拮抗劑。 

第1級輕微閒歇性:必要時可不定期吸入短效支氣管擴張劑 

採快升緩降原則。氣喘疾病控制不好，要升階治療，嚴重者一次跳兩階以上。若
氣喘控制情形良好，則每次降一階 
 
降階:每3-6個月重新檢視治療。若連續3個月以上控制良好，可降階治療 
升階:若無法控制氣喘病，則要升階治療。但升階以前要先查核病人 的用藥技巧 
       是否正確? 是否遵照醫師藥量使用?是否有進行環境的控制? 
 資料來源:氣喘管理教育(譚延輝博士著) 

升
階 

降
階 



大多數氣喘病人，需要兩種氣
喘藥物 

• 需要時使用:短效型支氣管擴張劑 
–放鬆氣道周圍縮緊的肌肉，使氣道開通立刻使
呼吸變的更加順暢 

• 長期規律地使用:長效型支氣管擴張劑、白
三烯素調解劑、類固醇 
–保護肺部以及預防氣喘發作 
–能夠協助預防突然發作，但是無法停止進行中
的發作症狀 

 

 



1.吸入式短效乙二型交感神經
興奮劑 

學名 商品名 一般劑量 
最大劑
量 

Fenoterol 
Berotec Metered acrosol(備勞喘定量噴霧液) 
200mcg/dose x15mlx300doses 

1-2 puff tid-
gid 

1.6mg/day 
(8 puff) 

Orciprenaline 
Alupent Metered aerosol(喘樂克口腔定量噴
霧液) 
750mcg/dosex15mlx300doses 

1-2 puff tid 
9mg/day 
(12 puff) 

Procaterol 
Meptin aerosol(滅喘淨 氣化噴霧劑) 
10mcg/dosex5mlx100doses 

1-2 puff bid-
tid 

─ 

 
Salbutamol 

Buventol easyhaler(肺舒妥 吸入用粉劑) 
200mcg/dosex200 doses 

1-2 puff bid-
gid 

2.4mg/day 
(12 puff) 

Ventolin inhaler(汎徳林 定量噴霧劑) 
100mcg/actuationx80 dose,200 doses 

1-2 puff tid-
gid 

─ 

Terbutaline 
Bricanyl turbuhaler(撲咳喘 定量粉狀吸入劑) 
500mcg/dosex200 doses 

1 dose q6h 12 
dose/day 



2.吸入式短效乙二型交感神經
興奮劑 

   與抗膽鹼劑合併製劑  

學名 商品名 一般劑量 最大劑量 

Salbutamol 
        + 
Ipratropium 

Combivent Metered inhaler(冠喘
衛定量噴霧劑) 
Salbutamol 
120mcg+Ipratropium 
20mcg/dosex200 doses 

1-2 Puff 
gid 

12 
dose/day 



3.吸入式長效乙二型交感神經
興奮劑 

學名 商品名 一般劑量 最大劑量 
 
Formotrol 

Oxis turbuhaler(優吸舒都保
定量粉狀吸入劑) 
4.5mcg/dosex60doses 

 1-4 puff qd-
bid 

54mcg/day(12 
puff) 

Oxis turbuhaler(優吸舒都保
定量粉狀吸入劑) 
9mcg/dosex60doses 

1-2 puff qd-
bid 

54mcg/day(6 
puff) 

 
Salmeterol 

Serevent inhaler(使立穩吸
入劑) 
25mcg/dosex60doses 

 2 dose bid 200 
mcg/day(8puff) 

Serevent accuhaler(使立穩
準納乾粉吸入劑) 
50mcg/dosex60doses 

1dose bid 200 
mcg/day(4puff) 



4.吸入式抗膽鹼劑 

學名 商品名 
一般
劑量 

最大
劑量 

Ipratropi
um 
bromide 

Atrovent Metered inhaler(定喘樂
定量噴霧劑) 
0.4mg/mlx200dose 

1-4 
puff 
tid-
qid 

─ 



5.吸入式類固醇 
學名 商品名 一般劑量 最大劑量 

Beclomethasone 

dipropionate 

Beclomet easyhaler dry power 
inhaler 
200mcg/dosex200doses 

 1-2 dose bid-
qid 

2mg/day(10pu
ff) 

Beclomet easyhaler aerosol 
50mcg/dosex200doses 

1-4 puff qid 2mg/day(40pu
ff) 

Budesonide 

Pulmicort turbuhaler 
200mcg/dosex200doses 

1-2 dose bid-
qid 

1.6mg/day(8p
uff) 

Duasma Metered dose inhaler 
200mcg/dosex200doses 

1-2 dose bid-
qid 

1.6mg/day(8p
uff) 

Fluticasone 

Flixotide accuhaler 
50mcg/dosex60doses 

1-4 dose bid 2mg/day(40pu
ff) 

Flixotide accuhaler 
250mcg/dosex60doses 

1-2 dose bid 2mg/day(8Puf
f) 

Flixotide inhaler 
50mcg/dosex60doses 

    1-4 dose 
bid 

2mg/day(40pu
ff) 

Flixotide inhaler 
250mcg/dosex60doses 

    1-2 dose 
bid 

2mg/day(8puf
f) 



6.吸入式長效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
劑與類固醇合併製劑 

學名 商品名 一般劑量 最大劑量 

Propionate 
        + 
Salmeterol 
Fluticasone 
 

Seretide Accuhaler 100(使肺泰準納乾粉吸入劑
100) 
FP 100mcg+Salmeterol 50mcg/dosex60doses 

1dose bid ─ 
Seretide Accuhaler 100 (使肺泰準納乾粉吸入劑
250) 
FP 250mcg+Salmeterol 50mcg/dosex60doses 

1dose bid ─ 
Seretide Evohaler 50 (使肺泰優氟吸入劑50) 
FP50mcg+Salmeterol 25mcg/dosex120doses 

1puff bid ─ 
Seretide Evohaler 125 (使肺泰優氟吸入劑125) 
FP 125mcg+Salmeterol 25mcg/dosex120doses 

2 puff bid ─ 

Budesonide 
        + 
Formotrrol 

Symbicort turbuhaler(吸必擴定量粉狀吸入劑) 
Budesonide 80mcg+Formoterol 
4.5mcg/dosex120doses 

1-4dose bid ─ 
Symbicort turbuhaler(吸必擴定量粉狀吸入劑) 
Budesonide 160mcg+Formoterol 
4.5mcg/dosex120doses 

1-4 dose bid ─ 



7.咽達永樂吸入劑 

學名 商品名 
一般劑
量 

最大劑
量 

Na 
Cromoglycate 

Intal 5 inhaler(咽達永樂
吸入劑) 
5mg/dosex112doses 

2 puff 
qid 

─ 



醫療問題二: Peptic ulcer 
• 疾病狀況: 
個案長期胃部不適，經醫師診查後確診為胃潰
瘍，再加上營養不良，使胃部不適加劇。 

• 目前藥物治療: 
 
醫療院所／科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台大／內科 Dogmatyl Sulpiride 50mg/QD 50mg/QD 
Pariet Rabeprazole 20mg/QDAC 20mg/QDAC 

(一)101年04月17日 



醫療院所／科
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

法 實際用法 

台大／內科 
(1)101/04/17 
至 
(3) 101/08/02 

Dogmatyl Sulpiride 50mg/QD 50mg/QD 

Pariet Rabeprazole 20mg/QDAC 20mg/QDAC 

(4)101/09/27 
Strocain Strocain 2#TIDAC 2#TIDAC 

Dogmatyl Sulpiride 50mg /QD 50mg/QD 

(5)101/10/31 無用藥 

(6)101/11/14 Pariet20mg Rabeprazole 20mg/QDAC 20mg/QDAC 

(7)101/12/19 

Dogmatyl Sulpiride 50mg /QD 50mg/QD 

NaHCO3 2#BID(PRN) 2#BID(PRN) 

Strocain  2#TIDAC 2#TIDAC 

Peptic ulcer 藥
物使用 



• 對醫師的藥物治療問題 : 
      AA碼–41 目前已使用Dogmatyl 50mg /QD、Pariet    
                              20mg/QDAC但是病人胃部情形沒有改善。 
• 建議醫師事項:  
      BB碼- 14 建議增加劑量，或換用另一種藥品。  
• 治療目標 :  
     (1) 希望可以緩解病人長期以來胃部不適的情況。 
     (2) 促進潰瘍癒合 
     (3) 防止潰瘍復發 
• 醫師調整用藥: 
    (1)至第七次訪視(101/10/29)時，病人用藥為 
        Dogmatyl 50mg 1# QD 
               NaHCO3  2BID(PRN) 
               Strocain 2 TIDAC  

醫療問題二:  Peptic ulcer 
(一)101年04月17日 



• 病人的藥物治療問題: 
     AA碼 –41 劑量過低或血中藥品濃度不夠 
     目前已使用Dogmatyl 50mg /QD、Pariet 20mg/QDAC但

是病人胃部情形沒有改善。 

• 與病人溝通內容-1: 
     BB碼 – 58自我照護技巧/生活型態之建議 
     希望病人的生活型態可以漸漸改善，飲食的均衡、作息
要正常；心情放輕鬆，不要時常處於緊繃狀態。 

       BB碼 – 53用藥技巧 
     由於不同的制酸劑會有不同的用法，教育病患Dognatyl 

50mg /QDPC、 Pariet 20mg/QDAC，若不按照正確時間服
用，恐怕不會達到理想的治療效果。 

醫療問題二:Peptic ulcer (一)101年04月17日 



• 病人行為改變情形: 
    CC碼- 58 使用較正確自我照護技巧/生活型態 
    CC碼- 52 較依指示時間服用藥品 
• 病人治療效果追蹤: 
• 持續此情形至第八次訪視(102/02/05)，病患用藥已縮
減成兩樣Dogmatyl 50mg /QD、Strocain 2# TIDAC，且
也不再抱怨有胃部不適的情形發生。 
 

 
 

醫療問題二:Peptic ulcer 
(三)101年08月22日 



Topics: 
Pharmacotherapy 

for peptic ulcer 



Petic Ulcer 
•幽門螺旋桿菌引起的Peptic ulcer 
•非幽門螺旋桿菌引起的Peptic 
ulcer 



幽門螺旋桿菌引起的
Peptic ulcer 

對Penicillin不過敏，且未使用過macrolide 
PPI + Clarithromycin 500mg BID + Amoxicillin 

1000mg BID for 10-14 days 

對Penicillin過敏且未使用過macrolide及
metronidazole ，或對bismuth quadruple 無
法忍受 
PPI + Clarithromycin 500mg BID + 

metronidazole 500mg BID for 10-14 days 

對Penicillin過敏或對以上療法無效者 
PPI + Bismuth subsalicylate 525(420) mg QID 

+ Metronidazole 250(375) mg QID + 
Tetracycline 500(375) mg QID for 10-14 days 

 

 

簡報者
簡報註解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 first-line H. pylori regimens (adult dosing, oral administration) 



幽門螺旋桿菌引起的Peptic 
Ulcer 

PPI 
Esomeprazole 40 mg QD 
Lansoprazole 30 mg BID 
Omeprazole 20 mg BID 
Pantoprazole 40 mg BID 
Rabeprazole 20 mg BID 



非幽門螺旋桿菌引起的Peptic 
ulcer 

• H2 blocker 
Cimetidine (Tagamet®)  

Ranitidine (Zantac®)  
Famotidine (Pepcid®)  
Nizatidine (Axid®) 

• Antacids 
Aluminum 
Magnesium 

hydroxide  
 

• PPI 
Esomeprazole 
Lansoprazole 
Omeprazole 
Pantoprazole 
Rabeprazole 

• Others 
Sucralfate (Carafate®)  

Bismuth  
Misoprostol (Cytotec®)  

 
 



醫療問題三: 
Anemia due to malnutrition 

• 疾病狀況: 
個案因經濟、家庭因素導致營養不足，使得其
產生貧血的相關症狀(頭暈、無力、易喘等等)，
經血液檢查之後也發現RBC數量不足。 

• 目前藥物治療: 
 醫療院所／科

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台大／內科 Ferrum 
hausmann 

Ferric 
Hydroxide 
Polymalto

se 
Complex 

100mg/QDPC 
100mg/QDP

C  
咀嚼 

(一)101年04月17日 



• 鐵劑DC 
• 對醫師的藥物治療問題: 
AA碼-14 貧血應服藥而醫師未開藥 

• 建議醫師事項: 
BB碼-22 向原處方醫師確認用藥 
確認病人是否有貧血相關症狀出現? 
確認DC原因，RBC counts normal ? 
 

醫療問題三: 
Anemia due to malnutrition 

(五)101年10月31日 



• 醫師之回應結果: 
 CC碼-11-醫師增加藥物來治療 
 

醫療問題三: 
Anemia due to malnutrition 

(七)101年12月19日 

醫療院所／科
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台大／內科 Ferrum 
hausmann Ferrum 100mg/QDPC 100mg/QDPC  

咀嚼 



Outcome 
• 經藥師藥事照護介入之後,病患就診次數降

為54次/年。 
• 病患生活品質已改善,笑容也增加了。 
• 有任何狀況願意與藥師溝通諮詢。 
• 答應嘗試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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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 
劉爺爺(臥床病人的藥事照護) 

病人資訊_基本資料 

103歲(100歲以後才臥床) 

165公分、58公斤(BMI:21.3) 

有專屬四位特護輪流看護 

國語、大學學歷、商人退休 

無菸酒、無藥物過敏 

長期臥床/氣切管/鼻胃管/導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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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訊: 疾病狀況 
• 心律不整 
• 氣喘 
• 慢性阻塞性肺病 
• 便秘 
• 腸胃道出血 
• 失智 
• 攝護腺肥大 
• 泌尿道感染 
• 糖尿病(100年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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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爺爺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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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視用藥記錄 

科別 治療之疾病 商品名 學名 
實際用
法 

呼吸治療
科 
 

糖尿病 
Amaryl 2mg  GLIMEPIRIDE  1#QDAC 

Glucophage 500mg METFORMIN  1#TIDPC 

利尿劑 Burinex 1mg Bumetanide 1#QD 

強心劑 Lanoxin 0.25mg DIGOXIN  0.5#QD 

支氣管氣喘 Duasma 200mcg BUDESONIDE  2puff/QI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mbivent MDI IPRATROPIUM BROMIDE 
/ALBUTEROL SULFATE  1puff/BID 

降低呼吸道黏稠液 Actein 200mg ACETYLCYSTEINE  1#QDAM 

消化內科 

幫助消化蠕動 
Mopride 5mg MOSAPRIDE  1#TID 

Primperan 5mg METOCLOPRAMIDE  1#TID PRN 

便秘 
Forlax POLYETHYLENE GLYCOL  1#QD 

Dulcolax 5mg Bisacodyl 2#HS 

消除脹氣 Gascon 40mg DIMETHICONE  1#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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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值及血糖值變化 

日期 血壓 心跳 血糖 HbA1C 
100.6.4 100/50 82 141/194 
100.7.6 148 
100.8.31 291 
101.3.15 291 
101.3.29 170 
101.8.17 228 9.2 
101.11.12 118/58 73 110/15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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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訪視 100/6/4 

•發現Drug-drug Interaction (Lanoxin–
Burinex) 

–由於Loop Diuretics增加尿中K+及Mg+ +排出，易
造成電解質不平衡而影響心肌作用，增加心律不
整的機會。 

•建議: 

–Lanoxin 0.25mg定期濃度檢測 

–Dulcolax為腸溶錠不可磨粉 

•結果: 

–醫師改開Spirolactone 25mg 

–醫師停用Dulcolax 



54 

 第2、3次訪視
(100/7/6~100/8/31) 

•便秘相當嚴重，同時有血便現象 
(住院時用Steroid) 

•長期有尿路感染的問題 

– Dolcol 1#QD → Cravit 500mg1# QD (7天) → 
Dolcol 1#QD → Dolcol 1#BID 

• AC/PC血糖持續偏高 

•建議: 

–是否需要作大腸鏡檢查 

–注意抗生素使用的使用療程 

–血糖指數偏高是否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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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次訪視 (101/3/29) 

•大便呈現糞石 

•尿管白色沉澱物經細菌培養驗出: 
–(proteus mirabilis+enterococcus spp.) 

•尿路感染及消化差(餘奶量)會影響血糖值 

•因消化道餘奶量高:使用Primperan1#TID 
•因為水腫:又恢復使用Burinex (prn) 
•綜合建議: 

– 追蹤UTI :是否改善、是否將Dolcol停藥 

–血糖值仍偏高:向護士建議是否從呼吸治療科轉診新陳
代謝科從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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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DATA (101.7.6) 

品項 數據 正常範圍 
Albumin 3.5 3.4~4.8 g/dL 

WBC 13.9↑ 3.9~10 千個/uL 

RBC 4.58 4.5~5.7十萬個/uL 

Hb 12.6↓ 13~18 g/dL 

Cr 1.4 0.5~1.3 mg/dL 

GOT 29 10~39 U/L 

T.Chol 164 <200 mg/dL 

T.G 183 35~200 mg/dL 

K+ 4.5 3.3~5.1 meq/L 

NA+ 141 133~145 me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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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次訪視 (101/8/17) 

•新陳代謝科:Lantus sc (由低劑量3 IU開始施打) 

• UTI持續2個月有Staphyllococcus infection,但因沒
有發燒所以停止用藥 

•鼻頭疔瘡:目前已停止用藥 

• Gluphage 500mg → Kotang 500mg X.R 
•大便糞石調整Diet(愛力美+益立康+健立挺)已有改

善 
–建議: 

• HbA1C: 9.2 → Lantus 劑量需再調整 

•鼻頭疔仍泛紅尚未痊癒→建議繼續使用藥膏 

• Kotang X.R (遇水變果凍無法管灌)緩釋劑型不能管灌→請

恢復原來的Glucop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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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次訪視 (101/11/12) 

• Lantus 31 IU  
• Amaryl 2 mg → Glurenorm30 mg 0.5# (隨餐服用:一

天5餐) 
• 11/8 Glucose:117/173  
• 11/12 Glucose:103/134 
•血糖值穩定(HbA1c:7.1)，1天管灌5次，總熱量

1500Kcal 
•白天嗜睡情況減少醒時精神狀況佳 
•特護希望能再增加進食的熱量(最好1700Kcal)但是

Glucophage造成餘奶量↑，無法再追加1餐。詢問藥
師是否能改變Glucophage的使用 
–建議:1.Glucophag減量2.或採用增敏素類.DPP4類藥物 

 

(增敏劑與胰島素合併使用可能會增加水腫和鬱血性心臟衰竭的危險
(資料來源:Actose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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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次訪視 (101/12/5) 

• UTI有Aerococcus viridans(綠淺氣球
菌)+Aecinetobacter ursingii(不動桿菌) 
infection  
– 使用藥品:Cravit 500mg 1#QD 
– 建議尿管採用奈米銀.離子銀包覆的材質 

• 嘗試每次Diet 多20ml，Glucophage 
500mg 0.5#由5次減為2次，血糖狀況穩
定 

• EKG 無異狀 
– 心內醫師已於11/21停用Lanoxin0.2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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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訪視用藥記錄
(101.12.5) 

科別 治療之疾病 商品名 學名 實際用法 

新陳代謝科+
呼吸治療科 

糖尿病 

Lantus 100iu  Insulin largine 30iu/day 

Actos 30mg Pioglitazone 1#QDAM 

Glucophage 
500mg METFORMIN  0.5#BID(已減

量) 

利尿劑 Burinex 1mg Bumetanide 已停藥 

強心劑 Lanoxin 0.25mg DIGOXIN  已停藥 

支氣管氣喘 Duasma 200mcg BUDESONIDE  2puff/QID 

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  

Combivent MDI 
IPRATROPIUM 
BROMIDE 
/ALBUTEROL SULFATE  

1puff/BID 

降低呼吸道黏稠
液 

Actein 200mg ACETYLCYSTEINE  1#QDAM 

消化內科 

幫助消化蠕動 
Mopride 5mg MOSAPRIDE  1#TID 

Primperan 5mg METOCLOPRAMIDE  1#TID 

便秘 Forlax POLYETHYLENE 
GLYCOL  1#QD 

消除脹氣 Gascon 40mg DIMETHICONE  1#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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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大致穩定，先不做任何藥物變動 
• 對於高齡的長者的藥事照護 

– LAB DATA參考相當重要 
– 藥品品項，應力求安全有效 
– 需注意藥物不良反應 
– 需與家屬及護士充分溝通後，再將建議單轉介給醫
師 

• 值得省思：同樣狀況的高齡者該如何照顧 
• 如果不是這樣的有錢人 
• 在無法復原的狀況下，該如何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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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陳爺爺(腎衰竭末期) 

病人資訊_基本資料 

爺爺86歲/身高165 cm/體重51.2 kg 
(BMI:18.8) 
外型瘦削虛弱/臉色黑黃/皮膚青紫暗沉 

活動型態需稍協助，可短距離走動 

有兒媳、看護照顧/意識清楚 

視力、聽力(助聽器輔助)尚正常/語言反應佳 

50年菸齡，每日一包(2年前因裝置心導管後
才戒菸) 

有酒精依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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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系統評估(自量) 

•視力改變 
•聽力尚正常(助聽器) 
•胸痛 
•食慾及味覺改變 
•搔癢/濕疹 
•腎臟功能不全  
   (Clcr:7.7ml/min) 
•凝血問題/容易瘀青 
•貧血 
•焦慮/神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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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視用藥記錄
(100/5/26) 

科別 治療之疾病 商品名 化學名 實際用法 

腎臟
內科 

Calcium 
carbonate 
500mg 

Calcium 
carbonate 

1#BID 
 

心臟
內科 

狹心症   

Sigmart 
5mg NICORANDIL  1#BID 

Coxine SR 
40mg 

ISOSORBIDE 5-
MONONIT  1#BID 

前列腺肥大症  Harnalidge 
0.2mg TAMSULOSIN  1#QD 

預防血栓 Plavix 75mg CLOPIDOGREL  1#QD 

高血壓、鬱血性心
臟衰竭  

Dilatrend 
6.25mg CARVEDILOL   1#QD 

便秘 Senokot SENNOSIDE B  1#HS 



65 

LAB Data  
品項 數據 正常範圍 

Glucose AC 103 70~110 mg/dL 

Albumin 4.4 3.4~4.8 g/dL 

T.CHOL 179 <200 mg/dL 

T.G 120 50~130 mg/dL 

BUN 81 8~20 mg/dL 

Cr 5.0 0.5~1.3 mg/dL 

Uric acid 7.4 3.4~7 mg/dL 

Na+ 142 133~145 meq/L 

Ca++ 4.92 3.6~5.6 mg/L 

K+ 4.3 3.3~5.1 meq/L 

P+++ 5.2 2.5~4.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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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總結: 
• 主要的醫療問題 

–腎功能衰竭面臨洗腎的抉擇 
–貧血 

 
• 次要的醫療問題 

–皮膚搔癢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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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醫療問題 
 

到底腎衰竭的病人什麼時候開始接
受透析呢？ 
–不接受透析時是否有立即生命危險或
短期內極高致命的危險性 

–不接受透析所產生之長期合併症是否
讓病患將付出極大代價 

–透析治療是否可以改善病人目前的生
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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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的評估，如果將其換成客觀
條件 

•所謂的透析適應症可分為：  

–絕對適應症:當肌酸酐廓清率在每分鐘五毫
升以下 

–相對適應症:血清肌酸酐在6.0mg/dL 以上，或
肌酸酐廓清率每分鐘在十五毫升以下 
合併有下列中之一項： 
•心臟衰竭或肺水腫  
•心包膜炎 
•出血傾向 
•神經症狀:意識障礙、抽搐或末稍神經病變  
•高血鉀(藥物難以控制〉 
•噁心、嘔吐〈藥物難以控制〉 
•代謝性酸血症 (藥物難以控制) 
•惡病體質〈cachexia〉 
•重度氮血症〈尿素氮大於100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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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檢測腎功能？ 
•血尿素氮(BUN ):尿素氮是人體代謝的產物，
並由腎臟將其濾到尿中而排除體外，血中尿素
氮太高會對身體產生毒性，危害器官。 

•肌酸酐 (Creatinine, Cr):來自於身體肌肉活動
的代謝產物，而全部都經腎臟由尿液排泄。肌
酸酐是肌肉代謝的廢物，因此血中肌酸酐的濃
度與每個人的肌肉總量或體重多少有關，卻與
飲食或水份攝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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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絲球過濾率(GFR) 公式 

 (140 -  年齡(歲)) x 體重(公斤)         

血清肌酸酐(mg/dl) x 72  
GFR = (女性 x 0.85) 

GFR= (140-86) x 51.2 /5 x 72 
       = 7.7 ml/min 第5期(末期腎臟衰竭) 

範例: 陳爺爺，男86歲， 51.2公斤，血清肌酸酐= 5 mg/dl  

腎臟病衛教網站:http://ckd.ts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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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臟病的五個階段 
─腎絲球濾過率為依據 

病
程 

類型 GFR ( mL/min/1.73 m ) 備註 

第1期  
腎功能正常但有腎臟實質
傷害，如微量蛋白尿、血
尿者  

>=90 
腎臟功能約正常人60%以上，注
意是否有糖尿病及高血壓，需要
控制血糖、血壓與飲食，每半年
作腎功能檢查，一般皆能穩住腎
功能。但若有腎絲球腎炎之病患
必需接受治療 

第2期  
輕度慢性腎功能障礙且有
腎臟實質傷害，如微量蛋
白尿、血尿者  

60 - 89 

第3期 

3A 
3B  

中度慢性腎功能障礙  

30 – 59 
    45~59 
    30~44 

腎臟功能約正常人15~59%，積
極配合醫師治療，減緩邁入第5
期腎臟病變 

第4期  重度慢性腎衰竭  15 - 29 

第5期  末期腎臟病變  ＜15 

腎臟功能約正常人15%以下，若
逐漸無法排除體內代謝廢物和水
份，則必須準備與接受透析治療
及腎臟移植 



72 

主要醫療問題-貧血 
•當紅血球數在男性少於450萬，在女性少於380萬 

•血紅素量在男性少於13.0 g/dl，在女性少於11.5 
g/dl 

•血容量在男性少於40 %，在女性少於35 %  
• 原因:  

–失血過多所導致的貧血 

– 紅血球製造減少所造成的貧血 
–缺鐵性貧血 

–惡性貧血  

–缺乏維生素B12所引起的貧血  

–缺乏葉酸所引起的貧血 

–再生不良性貧血 

– 因末期腎衰竭、子宮肌瘤、大腸癌等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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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醫療問題- 搔癢症 
• 原因: 

– 細胞內化學物質（組織胺）釋放 
–各類組織蛋白被破壞和各種刺激都會引發搔癢 

– 常見發生於 
•腎臟疾病(尿毒症) 
•肝膽疾病：由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或藥物引起的肝
內膽汁滯留，或膽管結石、癌症波及膽管使肝外膽
管阻塞，病人會出現黃疸和皮膚發癢  

•皮膚病:感染或皮膚發炎 

•因過敏原產生過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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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照護計畫 
• 爺爺因腎臟衰竭生理、心理都不開心 

–需心理建設讓病人增加生存的勇氣(如增加
家人陪伴的時間) 

–皮膚搔癢的正確保養 
–貧血的飲食注意事項 
–腎臟病飲食注意事項 
–漸進溝通進入血液透析治療的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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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爺爺仍不敵病魔的摧殘，而須進入洗腎
的階段。 

• 積極面來看病人接受良好透析治療後，
大多數能使生活回復或接近正常。 

• 一洗就回不去了，是不正確的說法。 
 
 
 
 



案例四-蔡媽媽(乾燥症) 

病人資訊_基本資料 

67歲 

身高149CM/體重52KG(BMI23.42) 

視力正常，聽力有問題(助聽器) 

高等教育 

讀寫，認知，行動能力正常 

無使用社交類藥物 



病人資訊－疾病狀況 

現在病史 
 乾燥症 



全身系統評估(自量) 

 口乾／頭痛／頭暈昏眩／入睡困難 
視力改變／聽力出問題／經常性耳鳴 
過敏性鼻炎／青光眼／白內障 
常感胸悶及胸口疼痛／突發性非貧血 
性暈眩／末梢冰冷泛白／喘鳴聲 
胸緊悶／呼吸窘迫／呼吸急促／食欲 
改變／味覺改變／胃脹／胃痛／消化 
不良／便秘／排便習慣異常／搔癢 
濕疹／乳房腫塊／更年期症候潮紅 
肝指數持續增高／常感疲倦不想動 
不正常分泌增加／陰道搔癢／腰背痛 
夜間頻尿／排尿困難／腎臟功能不好 
牙齦時常出血／關節炎疼痛／肌肉疼 
痛／肌無力／走路平衡感喪失／沮喪 
憂鬱／緊張焦慮神經質／注意力無法集 
中／易激怒情緒不穩定／記憶力減退／ 
發炎紅腫感染／躁動不安精神變差／ 
脫水／水腫／虛弱無力 



第一次訪視用藥記錄 
(10２/４/1７) 

科名 適應症 商品名 學名 用法 

精神科 失眠 Eurodin Estazolam 1 HS 

眼科 淚液薄膜不
足 

Vidisic 
gel 
維蒂斯眼用
凝膠 

1 TID 

Tears 
naturale 
淚然 

1 HS 



甚麼是乾燥症？  
•乾燥症又稱作修格蘭氏症候群，是種免疫
系統失調，免疫系統攻擊自身的疾病 

•主要攻擊產生滋潤的腺體，如淚腺、唾液
腺等，導致嘴巴與眼睛的乾燥  

•此外也可能攻擊其他體內腺體，如消化系
統的腺體，而導致消化吸收不正常 

•其他如喉嚨、呼吸道、皮膚及陰道，也都
可能出現問題 



乾躁症好發族群 

•與其他典型的自體免疫性疾病同時發生 

  例如:  

  類風濕性關節炎(RA) 
全身性紅斑狼瘡(SLE)   

• 好發於四十歲以上族群 



乾燥症常見症狀 
•口乾  

  唾液主要功能有抗菌、清潔及酸鹼中和，  

  假如唾液功能不足，無法產生足夠的唾液 

  時，蛀牙及口腔感染的機率便會上升。 



乾燥症常見症狀 
• 眼睛乾 
眼睛可能會出現發紅、乾澀，灼熱及搔癢 

  的感覺，視力可能會變模糊，較嚴重可能會 
  因為角膜無法得到適當的滋潤，導致角膜潰 
  瘍，造成視力減退。 



如何改善乾燥症引起的不適? 

眼睛乾燥  

使用人工淚液，或睡前使用眼藥膏來加強 

  滋潤與保護  

避免面對冷暖氣出風口或窗口 

煙會刺激的眼睛，避免帶在抽菸有煙的環
境。 

多吃富含維生素A的食物    



如何改善乾燥症引起的不適? 

口腔乾燥  

避免使用含有糖、酒精或咖啡因的飲料 

減少使用辛辣及酸性食品，必免過度刺激 

使用刺激唾液腺分泌的要務 



如何改善乾燥症引起的不適? 
皮膚乾燥  

擦乳液或軟膏讓身體保持溼潤 

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清潔用品 

 

陰道乾燥 

使用陰道保溼劑維持溼潤  

使用水溶性潤滑劑，減少因陰道乾燥引起的性交
疼痛   

 
 
(資料來源:http://www.drymouth.com.tw/02aboutdry04.html乾燥症照護網) 

http://www.drymouth.com.tw/02aboutdry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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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黃先生 
(糖尿病暨痛風的傷口護理) 

病人資訊_基本資料  

 44歲，資訊業 

身高168cm，體重145kg (BMI:51.3) 
肥胖/走路吃力/上班仍可自行開車 

下肢有多處痛風結晶游離引發之傷口 

意識語言表達清楚/視力正常 

有三女/幸福美滿 

不抽菸喝酒/每日小於兩杯的茶或咖啡 

無過敏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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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訊: 疾病狀況 
過去病史 

–痛風:二十年，自16歲發病，在23歲時痛風石
形成，嚴重時，痛風值大於11.5 mg/dL 

–高血壓:三年 

–糖尿病: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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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訊: 疾病狀況 
訪視時的主要疾病或醫療問題 

–痛風及糖尿病(此案例討論的主因) 
–高血脂 
–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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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系統評估(自量) 

•體重改變大 (減肥) 

•入睡困難+睡不飽 
•常疲倦(不想動) 
•性慾下降 
•夜尿2-3次 
•發紅、紅腫、感染    
  (糖尿病傷口不易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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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視用藥記錄
(102/5/25) 

科別 治療之疾
病 

商品名 學名 實際用法 

新陳代謝科 
 
 

糖尿病 

Actos 30mg  Pioglitazone 1# QDPC 

Bentomin 
500mg Metformin 1# TIDPC 

Deglu 5mg Acarbose 2# TIDAC 

Novomix Insulin Aspart 20IU SC BID 

高血脂症 Lipitor 10mg Atrorvastatin  1# QD 

高血壓 Sevikar Olmesartan  
/Amlodipine 1#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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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Data  

品項 數據 正常範圍 
T.Chol 184 <200 mg/dL 

TG 95 35~200 mg/dL 

Uric acid 6.6 女2.6~7 mg/dL 

HbA1C 9.8 4.6~6.3 mg/dL 

Glucose AC 175 70~11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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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值及血糖值變化 
日期 血壓 心跳 血糖 糖化血色素 尿酸值 

102.5.25 125/80 109 107 9.5 6.6 

102.6.22 120/80 75 88/103 

102.7.20 9.2 

102.8.30 112/84 93 125 7.8 8.6 
102.9.25 127/83 83 
102.10.26 130/95 78 110 7.2 8.6 

102.11.20 120/80 80 115 7.5 8.5 

102.12.27 130/85 85 119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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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總結 
•最主要須追蹤的醫療問題清單 

–糖尿病傷口的癒合情況(自99年底開始) 

–痛風(因痛風石不斷從傷口游離出結晶) 

–高血壓、高血脂 

•次要的醫療問題 

–減肥(成效、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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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一:糖尿病傷口的照護
計畫 

•疾病狀況 

–個案於99年底出現下肢傷口，但因痛風石形成
的游離結晶，導致幾個部位的傷口不容易癒合，
且傷口潰爛面擴大，下肢皮膚顏色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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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傷口護理 
傷口無分泌物時，每天換一次即可  

一處傷口使用一支棉棒，不同傷口再使用
另外一支棉棒  

貼透氣紙膠的部位應輪流貼，以防皮膚受
損 

換藥時,須觀察傷口局部症狀，有沒有紅、
腫、熱、痛、膿樣分泌物、臭味或出血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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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傷口護理 
•平時需保持傷口紗布清潔乾燥,若不小心弄
髒或弄濕時，則需立即換藥，以避免造成
感染 

•傷口未癒合或未拆線前，請用擦澡方式清
潔身體，避免沖水淋浴  

•病人若有持續高燒不退、傷口有任何異狀
，請儘速就醫  

•換藥之用物可在一般醫療器材行或藥局購
得，並請注意保存期限  



98 

糖尿病傷口護理 
•傷口請保持清潔乾燥，若有浸溼或碰到水，請立
即換藥  

•縫合傷口在24小時內，仍會有輕微腫脹及疼痛，
可將受傷部位抬高並冰敷，以減輕不適感 

•請依醫師指示正確使用消毒物品或抗生素藥膏，
避免塗擦來源不明的藥物 

•觀察傷口的局部症狀,包括紅、腫、熱、痛,是否
有逐漸改善等情形 

•當傷口滲液多，沾到尿液或糞便時，需隨時更換
敷料及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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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視 (10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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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訪視 (10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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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訪視 (102.10.26) 



102 

第八次訪視 (102.12.27) 



103 

醫療問題二:痛風 

• 5/25 Uric acid : 6.6 mg/dl 
• 8/30 Uric acid : 8.6 mg/dl  
•原因 

–平常喝水少造成尿酸升高  

–降尿酸藥停藥  (此訪視時已停藥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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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訪視用藥記錄
(102/10/26) 

科別 
治療之疾

病 商品名 學名 實際用法 

新陳代
謝科 

 

糖尿病 

Novomix Insulin aspart 20IU/SC/BID 

Glucophage 
850 mg 

Metformin 1#TID PC 

Actos 30mg  Pioglitazone 1#QD PC 

Deglu 5mg Acarbose  2#TID 

預防栓塞 Bokey 100 mg Aspirin 1#QD PC 

高血壓 Sevikar 5/20 mg Amlodipine 
/Olmesartan 1#QD PC 

痛風 Nogout 100 mg Benzbromarone 1#QD AM PC 

降血脂 Lipitor 10mg Atorvastatin 已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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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風照護計畫 
•藥物治療 

•避免劇烈運動 :運動後所產生之乳酸亦會阻
礙尿酸的排泄  

•多喝水：每天喝3000~4000 c.c以上的水分，
能幫助尿酸的排泄  

•避免攝取高普林(purin)飲食：內臟、海產
類、肉湯、魚肉類、乾豆類、香菇、養樂多、
發酵乳、胚芽類以減少尿酸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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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風照護計畫 
•避免喝酒：酒在體內代謝後會影響尿酸的
代謝，引起痛風，故應盡量避免喝酒  

•烹調時用油要適當，以植物油為主，少吃
油炸食物  

•肥胖者應控制體重  

•避免暴飲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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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醫療問題 
•減肥，原本145kg 

–第一個月減重6kg 
–第二個月減重4kg 
–目前體重停滯在13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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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的照護計畫 
•健康減重首飲食控制及運動  

•飲食應秉持「3餐7分飽」、「低鹽、低油、低糖、
高纖」、「一定要吃早餐」、「肉類選擇魚類優
於雞鴨、雞鴨優於豬牛羊」、「水分攝取每日至
少2000c.c」等原則  

•運動: 
每天至少應養成30至60分鐘的運動量，且應從事
全身運動，例如走路、騎腳踏車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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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藥師:如果您是照護這位
個案的藥師，您會怎麼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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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保藥事居家照護5 
年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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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民國98年為例 

–九千人單月就醫超過二十次 

–二二八四人全年就醫超過兩百次 

•98年7月17日健保局公佈資料 

–重複拿藥：全年領藥天數達8134天 

          （＝1年領22年份的藥） 

–1年就醫1078次，幾乎照3餐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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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提升病人自我照護能力 
• 導正病人用藥知識 
• 改善病人生活品質 
• 改善就醫習慣 
• 減少就診次數 
• 減少用藥品項 
• 減少醫療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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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高診次病患收案流程  

•健保局釋出名單讓藥師挑選 

•待配對名單寄出至病患手中後 

•打電話自我介紹，約定訪視日期與時間 

•經由病患或家屬同意 

•收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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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投入高診次照護遭遇的問
題  

1.名單錯誤率太高，或被誤認為詐騙集團 

2.約定時間後病患地址難找或約定時間不恰當 

3.藥師被個案放鴿子 

4.個案零散，不集中 

5. 個案及家屬不配合(不提供個資或不同意下
個月再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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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投入高診次照護遭遇的問
題 

6.藥師的人身安全? 

7.對Stilnox依賴與洗腎病人的無力感... 

8.就醫諮詢是否有窗口? 
(協助在有口碑的良醫下看診例如:氣喘…) 

9.獎金制度的制定，給予高診次藥師ㄧ點肯 

 定與鼓勵。 

10.書面報告是否簡潔、易於書寫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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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診次居家藥事照護經驗談 

種類 背景介紹 照護經過 

針劑癮、
藥癮 

1.疼痛追求快速止痛成癮 

2.長期濫用安眠藥成癮 

1.建議疼痛門診就醫 

2.意志力及藥師的鼓勵 

貧困 

1.弱勢族群 

2.不是喜歡就診，是貧病造
成狀況多(抵抗力不好百病
就來找) 

1.至大醫院整合病歷(建
議能開立慢箋) 

2.如何提昇免疫功能 

富貴VIP 
1.總裁、董字輩、將軍輩 

2.不在乎錢且有閒的病患 

3.掛號諮詢是幫醫生捧場 

從子女著手，教化約束就
醫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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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診次居家藥事照護經驗談 

種類 背景介紹 照護經過 

孤單 
1.子女不在身邊，獨居 

2.利用就診尋求安慰或引  

  起子女注意 

陪伴及付出關心 

無可奈
何 

從孩提時抵抗力就差 
教育如何增加抵抗力
及避免重複用藥 

印象深
刻 

就醫及用藥觀念不正確 導正就醫習慣 

糖尿病 多科多重用藥 
減重、飲食控制、血
壓血糖監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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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高診次相關因素 
•面臨死亡 

•沒病有閒愛逛醫院 

•精神科stilnox藥癮 

•牙科、復健科、打針立即見效 

•病患配合度太高或太低 

•多科多重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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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照片 

 

在立法院舉辦的頒獎盛況(100.7) 



 
 

 

頒獎照片- 藥師節慶祝大會(102.1.6) 



衛福部健保署─感恩茶會的頒獎    
                             10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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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結論 
• 不要怕犯錯失敗，知錯能改，從錯誤中學
習照護方法 

• 熱忱、愛心、使命感 
• 醫療領域不斷學習新知 
• 學習傾聽與人際溝通的技巧 



藥師藥事照護 
歷史見證 

• 太陽花學運的啟示 
• 藥師的社會責任 

  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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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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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懇請指教 

Email:meangel0630@yahoo.com.tw 
TEL:092514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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