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爆發降血脂藥「冠脂妥」偽

藥流入市面，偽藥集團不法所得近七千萬

元，新北地檢署依違反藥事法起訴偽藥集

團主嫌。自此偽藥事件，食藥署第一時間

要求將批號MV503的冠脂妥藥品先預防性

下架，避免病人使用到偽藥，並啟動追查

藥物流向機制。後續冠脂妥原廠-台灣阿斯

特捷利康股份有限公司於藥品加印防偽印

章，加強辨識功能。藥品的真偽常無法僅

以肉眼分辨，因此醫療院所對於藥品源頭

以及品質的把關相形之下更為重要。

本院由專責藥師負責藥品庫存管理，

保障民眾用藥安全。以下簡介本院藥品進

貨驗收、儲存、供應、管理及監控等作

業，期讓民眾瞭解本院對藥品管理的用

心，進而安心使用。

新藥評估

一、新藥申請辦法規定，必須具備下列條

件之一：

(一)已完成本院臨床試驗，在國內或國外期

刊發表者（附本院臨床試驗結果報告及

期刊抽印本）。

(二)已於二家醫學中心正式進藥者（附使用

證明）。

(三)已於衛生署完成查驗登記臨床試驗者

（附核可之臨床試驗報告及二家醫學中

心進藥證明）。

(四)藥理作用獨特，非作用機轉獨特（例

如：罕見疾病或其他特殊疾病用藥），

文獻明確且本院無其他藥品可替代者

（附代表性參考文獻）。

二、藥品招標辦法規定，參加競標之廠牌      

必須為PIC/S GMP藥廠1,2生產，且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原開發廠藥品。

(二)國內一家醫學中心使用一年（含）以上

且目前仍在使用者。

從偽藥事件看醫院藥品管理
文/藥劑科 童俊欽藥師

(三)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 歐盟藥品

管理局（EMEA）核准上市，其原料藥具

DMF（Drug Master File）且有便民包裝

者，且至少一家醫學中心採用資格。

(四)具生體可用率及生體相等性試驗證明且

至少一家醫學中心正在使用之藥品。

(五)一家醫學中心正在使用且通過美國食品

藥品管理局或歐盟藥品管理局或日本厚

生省通過之廠牌（檢附通過證明）。

進貨驗收

供應商依當次訂購單及合約交貨，進入

醫院網頁廠商專區登錄相關送貨資訊，驗貨

時查核藥品名稱、數量、規格是否與訂購單

相符，並登錄批號、有效期限資訊。若發現

上述任一項不相符，拒絕收貨並要求廠商更

換改善，專責藥師填寫「藥庫品質管制單」

紀錄。發票、訂購單由專責藥師於「西藥庫

存系統」確認輸入驗收數量、批號及有效期

限，或使用條碼系統驗收入庫，並輸入或核

對相對應之發票資訊後，彙整送至採購人員

核對。此外，藥品包裝外觀變更須事先來文

通知，並檢附衛福部核可證明或已更妥之藥

品許可證 。

儲存

本院藥品儲存環境符合評鑑標準：門禁

管制、消防設備，酒精儲存區有防火、防爆

設施；總務處定期消毒除蟲。藥庫及各藥局

採中央空調系統，設有溫度感知器，由藥師

查核溫、濕度紀錄，每月進行品管稽核並環

境6S稽核。一般藥品儲存區室溫控制在25℃

以下，濕度控制在40-65 %；而須冷藏的藥

品則存放專用冰箱，溫度控制在2-8℃，連

接緊急供電系統，並設有斷電及溫度異常警

示器，警報器連接中控室24小時監控。藥品

依針劑、口服、外用、消毒劑等不同種類分

別置放，效期不同的藥品區分放置，遵循先

進先出之原則。較大型藥品擺放於棧板上以

達藥品不落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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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

根據藥品安全庫存量及每日實際耗用數

量，推估每日應補充量及合理訂購量。藥品

撥補一律採用電腦作業自動計算，減少人為

領用導致庫存量過多或過少。

管理

藥品依使用特性分類管理：除一般常

用、備有固定存量的常備藥品，另有零庫存

專案用藥（如罕見疾病用藥，有需求時由醫

師申請後才備藥，以減少藥品過期可能）、

臨時採購藥品（非本院正式品項，醫師申請

後經藥委會核可才能購買）、特別進口藥品

（未在本國上市，需向衛福部申請核准後才

可進口）。另依據緊急藥物儲備原則設定緊

急藥品安全庫存量，供應緊急事件或大量傷

患時所需藥物。

(一)以二維條碼進行庫存管理作業：藥品依

屬性每日、每周或每月盤點，年度盤點

由財管室會同會計師盤核各藥局藥品庫

存。依據品項之責任藥師定期普查。確

認藥品效期，如低於6個月者應詳填「藥

品退回藥庫明細表」，連同藥品一併退

至藥庫更換，確保藥品品質穩定並帳務

之正確。

(二)訂有「易混淆藥品管理辦法」：進藥前

由組長針對藥品名稱、外觀或外包裝相

似之藥品進行評估，易混淆藥品進行分

開放置並有明確提示，避免藥師調劑錯

誤。

(三)訂有「高警訊藥品管理辦法」：當藥物

使用不當時，對病人會造成重大傷害，

即稱為高警訊藥品。針對高警訊藥品設

有藥品儲存專區，藥劑科計有17個高

警訊藥品需三班人員每天交班清點。高

警訊藥品名稱前加註※標示，醫師處

方、藥師調劑皆依規定執行，化療藥物

醫護人員給藥前需雙重核對，確保藥物

品項、劑型、劑量、途徑與病人的正確

附註：
1.為確保藥品之製造品質，防止藥品製造過程中可能產生之
交叉汙染及誤用不當原、物料等情形，美國率先於1963年公
佈實施藥品優良製造作業規範（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簡稱GMP），世界衛生組織（WHO）亦於1969年頒發自己的
GMP，英國則於1971年制定第一版的GMP，日本也於1974年
依據WHO版本制定日本的GMP；我國則於民國71年頒布優良
藥品製造標準，正式推動實施西藥廠GMP制度。
2.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nvention and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o-operation Scheme, 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
簡稱PIC/S。

性；部分胰島素、抗凝血劑、鎮靜劑等

設有高警訊藥品給藥後應進行監測與評

估，提高住院病人用藥安全；此外藥袋

上亦有標示及注意事項說明，提醒領藥

人使用高警訊藥品多加注意。

監控

本院藥品採購以原開發廠專利期內之藥

品及其他醫學中心使用之學名藥為主，藥品

管理組如發現或懷疑藥品質量有問題，會立

即停止該藥品之驗收作業並封存，即時與藥

廠或物流公司聯繫，要求檢附專業機構檢驗

報告作最後的確定。本院藥劑科以負責、嚴

謹的全過程監督管理，來杜絕偽劣藥品的混

入，保持藥品質量穩定，為民眾用藥安全把

關。

一、藥物不良品通報與評估

　　為方便各種管道通報，醫院採線上與紙

本並行通報，民眾則可透過網站、諮詢

專線或臨櫃通報。專責藥師接獲通報，

確認為不良品後，會即刻通知供應商更

換新品，若其情節嚴重造成用藥安全危

害，或是相同藥品不同批號一再發生，

則供應商需再提供相關調查報告，並進

行改善措施，以杜絕不良品之產生。

二、藥物不良反應通報與評估

　　醫院設有多元通報方式，嚴重藥物不良

反應，藥師於7天內完成評估與通報，

並定期召開藥物不良反應小組會議，將

決議呈送藥委會核示。藥師後續完成個

案追蹤報告、向衛生主管機關通報、病

歷註記，最後主動回饋醫師和通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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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雙手的溫度  嬰兒按摩

媽咪們，有沒有曾經覺得家裡的小寶

貝，對充滿聲光刺激的世界感覺特別的不

安，常沒來由的容易哭鬧？

在文獻中提到，有些寶寶對於光、聲

音、食物、氣味、環境、接觸，過度敏感，

而此時媽媽的雙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減敏

感媒介。在醫院的新生兒加護病房裡面，有

些寶寶雖然還無法用自己的嘴巴喝奶，但醫

師們會安排袋鼠式護理，讓爸爸或媽媽用他

們手掌的溫度來安撫病情較重的寶寶；文獻

中也的確顯示，可以增加寶寶們的存活率，

甚至在國外會要求爸媽及寶寶有更完整的肌

膚接觸。

嬰兒按摩也可以配合使用精油使用，只

是有幾點需要注意的事項：

1.任何精油避免使用在小於三個月大的嬰兒

   身上。

2.精油的使用必須經過稀釋。

3.避免使用精油擦拭、接近寶貝的氣道，禁 

   止讓寶貝服用精油。

4.使用精油若寶貝產生任何意識模糊、過敏

   性反應等請立即停止使用並就醫。

按摩時，還可以搭配和緩、安撫性質

的音樂（胎教音樂、心靈音樂等），音樂的

音量必須小於媽媽說話的音量，媽媽和緩、

溫柔的聲調對寶寶來說才是最自然的安撫音

樂。

但在接觸寶寶時，必須要先靜下自己的

內心，跟寶寶說說話，讓寶寶看看爸媽的笑

容，也試著逗逗寶貝，記得別讓寶寶在睡覺

的狀態下按摩，最好的時機是在躁動、哭鬧

的時候或睡前，既可以安撫寶寶，按摩到

最後漸漸入睡是可以的，也是我們的目標之

一。

以下講解幾個比較簡單的按摩手法，媽

媽們在家可以嘗試看看：

一開始可以先使用痱子粉或天然、溫

和、不刺激的乳液，倒在自己的手上，用雙

手搓至溫熱，放鬆自己的手指頭。

第一個動作先從寶寶的頭側往腳側包覆

式的往下滑，在執行的過程中，感受到寶寶

的皮膚在手中服貼，不要太輕讓寶貝感覺癢

癢的，但又切記不可太重讓寶貝感受壓力，

這個動作可以安撫寶寶，甚至可以配合寶寶

的呼吸頻率，當寶寶吐氣時順勢的往下滑，

能讓寶寶呼吸更加平順、緩和。

  

（圖片示範手勢一）

第二個動作是輕輕地用手在寶貝的身上

畫圈，比較大面積的地方使用掌根，小面積

的地方用大拇指或手指，一樣要服貼寶貝的

文/物理治療室 陳奕佳 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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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由頭側一路畫圈到腳底板，由身體的

中心畫圈至外側，這個動作可以舒緩寶貝比

較緊張的肌肉，降低寶貝的敏感問題，此按

摩要感受皮膚和筋膜之間的滑動，才能有效

地放鬆，而不是讓寶寶癢癢，反而會出現更

緊繃的肌肉。

 

（圖片示範手勢二）

第三個動作是將手掌輕輕握成空拳，由

近端往遠端，像擠牛奶一樣輕柔的按摩寶寶

的四肢，一側肢體重複十到二十次。

 

（圖片示範手勢三）

第四個動作雙手大拇指及四指夾住寶貝

的手掌，帶動寶寶輪流舉高雙手，期間如果

寶寶有主動的頻率出現，媽媽應配合，動作

儘量流暢緩慢，兩邊各舉十至二十次，腳的

部分則是握住腳跟由肚子側往下踩，策略和

次數與雙手一致。

（圖片示範手勢四）

而最後一個動作則是重複第一個動作作

為結束，並告訴寶貝運動已經結束，可以乖

乖睡覺囉！

嬰兒按摩的技巧有許多種，但不外乎都

是為了能夠安撫寶寶焦躁的情緒，有時候可

以搭配來誘發寶寶的動作發展。媽咪們在按

摩時必須要掌握與寶寶說話的音調必須輕柔

有節奏，臉上的笑容能夠安撫寶寶讓寶寶更

加配合。有的寶寶在配合按摩時會比較慢進

入按摩的情緒和節奏，可以持續施行第一個

動作，直到寶寶靜下來，甚至給予寶寶踏實

的擁抱也是有幫助的，按摩的節奏也是媽媽

配合寶貝的呼吸及速度為主，不要急著去調

整。

如有按摩相關問題，歡迎洽詢專業物理

治療師【04-24739595分機21600】，或參

加本院辦理之嬰幼兒按摩課程，以獲得更完

整的相關資訊，祝福媽咪們都能和寶寶獲得

開心的按摩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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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 不失志、失智 
不漏接-失智共照中心

文/失智共照中心 郭慈安執行長、黃怡嘉個管師

本院於106年08月，獲衛生福利部甄選

成立臺中市第一家「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目的是為整合40個醫療與社區單位，組成

「失智不失志、失智不漏接」安全守護網，

打造臺中市成為失智友善城市，成為1萬

五千個失智家庭與社會資源服務的支援中

心。

在黃建寧總院長的帶領之下，本院組成

跨專科醫療團隊，由失智個管師擬訂照顧計

畫，連結服務，陪伴支持，進行一路到底的

「十全十美、雙倍照護」，共同成立一個全

人、全隊、全家的失智守護網。

「十全十美」，是讓每位來到失智共照

中心的個案與家屬，透過專業的個案管理師

評估，可向十個不同專業人員進行諮詢，其

中包括醫學（中西醫）、護理、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社工、心理諮商、營養、藥理、

法務等，讓失智者和照顧者在疾病醫療、照

護技巧、家屬關懷、資源連結、養生調理、

運動復健與身心輔導等處得到跨專業領域的

服務。

「雙倍照護」，始因失智症的特殊照

顧需求，大部分家屬仍為自己照顧，容易造

成對於疾病的不了解，及照顧負荷無法得到

紓解，產生嚴重的心理疾患，「失智共照中

心」以全人的概念，連結十年長照2.0的社區

網絡，集結超過40個組織，提供「失智不失

志、失智不漏接!」的安全照護網，讓失智者

的家庭在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需

求上得以尋求協助。

短短兩個月，共照中心已經服務超過

100對失智個案與家屬。每天在共照中心，

幾乎都可以看到個案與家屬一同學習生活技

能與照顧技巧。有家屬提到，自從跟共照中

心連結之後，每每遇到照顧困難，都可尋求

個管師協助，連結不同專業的諮詢，得到很

多幫助。另一位家屬提到，有了共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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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面對長輩失智的糾結因而得以化解，避免了許多家庭間無謂的怪罪與誤解。許多家屬對

於共照中心，都有著"相見恨晚"的感嘆。

成立後間，失智共照中心免費提供個案與家屬16次諮詢服務。針對疑似個案也可經由個

管師安排確診，讓家人一起擬出適當的照顧計畫。

【服務對象】：

  (一) 年滿五十歲以上，疑似或確診失智症。

  (二) 設籍或現居於臺中市，主要為南區、南屯區、東區、大里區、烏日區。

【服務內容】：

  (一)諮詢服務

  ● 個別諮詢：依當天的專業類別排程，或於2~3個工作天前預約諮詢類別。

  ● 團體諮詢：定期依各類別專業安排小型團體諮詢。

  (二)失智症訓練與活動

  ● 活動課程：定期舉辦小型活動，例如：認知遊戲、紓壓輔療等。

  ● 家屬支持：提供家屬情緒支持與紓壓。

  ● 衛教講座：舉辦失智症議題的講座，提升民眾對失智症的認識。

  ● 社區連結：針對家屬的問題，提供轉介服務與資源連結。

上述活動，失智共照中心不定期舉辦，另行公佈，名額有限，請提前報名！

若有其他疑問，歡迎致電04-2473-9595轉34501~4洽詢。

臺中市失智共同照護中心醫事成員

失智個案與家屬可以尋求個別化的專業諮詢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服務e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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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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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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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車乘車訊息



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文，瞭解民眾、
病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
內容以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
安全的相關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稿請email至
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

一經採用，均酬稿費。

106年11-106年12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6.11.01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肝膽腸胃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1.01 12:30-14:00 兒童部

seminar on dynamic 
mitochondria 

heterogeneity and its 
coevolution with nuclear 

genome in cancer.
醫教部專題講座

黃張梨君教授 行政大樓
11樓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無

106.11.03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科
楊子緯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6.11.04 08:30-12:00 口腔醫學部 翻轉教學工作坊 吳家維主任 文心院區B1 
D04教室

楊世煌
55011 無

106.11.06 07:30-08:30 口腔醫學部 翻轉教學工作坊 吳家維主任 文心院區B1 
D04教室

楊世煌
55011 無

106.11.09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

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專題報告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講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
學學會5積分

106.11.10 08:30-17:20
中華民國護理
師護士公會全

國聯合會

106年銀髮產業
商機與趨勢研討會

丁秀娟
理事長等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童淑芬
34951

繼續教育積分
申請中

106.11.13 07:30-08:30 口腔醫學部 口病CPC特別演講
哈佛大學牙科

醫學院
李佳錚研究員

文心院區B1 
D05演講廳

趙建維
55273 無

106.11.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心臟內科
蘇峻弘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1.18 08:30-18:00

達文西微創
手術中心、
台灣內視鏡
外科醫學會

2017 International 
Reduced Port Surgery 

Forum─ Focus on HBP 
and GI Surgery

一般外科
彭正明主任等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
34936

相關醫、
護學分申請中

106.11.19 08:00-17:00 台灣護理學會 第29次護理專案發表會 張麗銀 委員 正心樓
0211教室 林秀慧 台灣護理學會

教育積分6.4點

106.12.01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6.12.02 08:30-18:00

達文西微創
手術中心、
台灣內視鏡
外科醫學會

2017 International 
Thyroid Surgery 

Symposium─Endoscopic 
and Robotic Approach

Dr.Angkoon、
彭正明主任等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孟皓
34936

相關醫、
護學分申請中

106.12.06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肝膽腸胃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6.12.06 07:30-08:30 口腔醫學部 贋復科特別演講
 阿拉巴馬大學

伯明翰分校
劉朋儒醫師

文心院區B1 
D05演講廳

趙建維
55273 無

106.12.14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

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個案報告

門諾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
學學會5積分

106.12.15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風濕免疫科
王世叡教授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2.17 08:00-16:40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兒童
部新生兒科

106年新版新生兒
高級救命術(NRP)

訓練課程

兒童部
陳家玉顧問等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汝
川大樓17樓 
1703 會議室

陳逸慈
21728

新生兒科醫學
會積分、臺灣
兒科醫學會積
分、中華民國
重症醫學會積
分。(學分申請

中)

106.12.22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醫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6.12.28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
台灣安寧

緩和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個案回覆

彰化基督教
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