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藥師公會 

高診次藥事居家照護月例會（5） 

 
 
 
 
 
 
 
 
 
 
 

時間：102 年 10月 3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地點：本會會館小會議室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 號 8 樓） 

 

 



第 1頁 

會議程序： 

序 會議程序 時間 主持人 / 報告者 

1 報告事項 14:00~14:20 陳昭元 常務理事 

2 經驗分享（個案報告） 14:20~14:40 
陳藥局 

陳怡樺藥師 

3 問題討論 14:40~15:00 黃畹藀 藥師 

4 經驗分享（個案報告） 15:00-15:20 
祐民醫院 

葉志成主任 

5 綜合討論 15:20-15:40 陳昭元 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 

糖尿病衛教學會 

衛教師培訓課程 



新北市藥師公會糖尿病衛教師（藥師）培訓課程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 102 年 07 月 25 日公告修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基準」將藥

事專業人員納入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並自 102 年 7 月 25 日起正式實施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承辦單位：新北市藥師公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辦理時間：102 年 12 月 08 日（星期日）、102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 

102 年 12 月 22 日（星期日）、10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新北市藥師公會會館大、小會議室（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 號 8 樓） 

 

課程內容： 

由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籌劃（共計四天課程） 

核心課程（32 小時）：3 天核心課程（24 小時） + 1 天：共照網照護管理課程（4 小時）及糖尿病

完整衛教流程課程（4 小時）。 

 

課程費用： 

 會員 非會員 

入會費 1,000 元  

常費會費 800 元  

課程費用（會員自付 + 本會補助） 2,000 元 2,400 

原衛教學會 32 小時核心課程收費 2800 元 

 

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聯絡窗口：健康管理科張桂蓉（02）2257-7155 分機 1429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聯絡窗口：顏秀妃（02）2560-3118 分機 12 

 

糖尿病衛教學會 

最近筆試時間：103 年 5 月 

最近口試時間：103 年 8 月（台中）  

 

 

 

 

 

 

 



取得資格流程： 

 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課程 

必修：「藥師糖尿病專業知識課程 24 小時」 

必修： 4 小時糖尿病照護管理課程【台北 E 大課程】 

或 32 小時【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舉辦之核心課程】 

必修：32 小時【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舉辦之核心課程】 

選修：18 小時（未加入會員，參與課程費用較高；一般 8 小時

課程會員 400 元；非會員 800 元。） 

共計：24 + 4 = 28 小時或 32 小時 共計：32 + 18 = 50 小時 

備註 

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認定之專業學會認證之糖尿病衛教合

格者：檢附有效期間內之糖尿病衛教合格證書，可直接提出申

請無需再參加課程、筆試或實習。 

糖尿病衛教學會不接受非衛教學會舉辦之課程，故修完「藥師

糖尿病專業知識課程 24 小時」，若要加入衛教學會，需再重修

32 小時核心課程。 

筆試 

 參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舉辦之「糖尿病專業知識電腦考試」

並取得及格證明書 

 需拜訪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溝通協調有關辦理筆試之場所

（電腦教室）。 

 筆試成績有效期限三年。 

 由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舉辦，費用 1,000 元整。 

 筆試合格資格保留二年，二年內需完成實習及口試，若未

完成需重新考取筆試。 

實習/見習 

 通過「藥師專業知識課程」筆試後，再參與診療見（實）

習 1.5 日（或 3 個半日）。另須參加「照護管理課程」4 小

時。 

 向新北市糖尿病共同照護網申請（本次參與課程之會員如

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同意，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願意

協助會員跨縣市至宜蘭縣見習或照會新北市共照網醫療院

所提供藥師見習。）因大型醫院較不喜歡安排 1.5 日見習(走

馬看花，學不到東西) 

 實習時數為 80 小時（10 天）一年內完成，筆試合格的會員

得依照學會公佈之【合格實習機構名單】，參考本身的意願

及時間、地點等條件，填寫三個實習志願地點，由學會與

實習機構統籌安排。 

 10 天實習需與醫師跟診、病房實習及實際參與衛教病人、

案例報告及團體衛教…等。 

口試 
  筆試合格資格兩年內，有六次口試機會，分北區、中區、

南區輪流辦理。口試報名費為 1,000 元整。 

申請認證條件 

（藥師） 

 糖尿病照護管理課程 4 小時（台北 E 大課程）。 

 參加各縣市衛生局舉辦之「糖尿病專知識電腦考試及格證

明書」。 

 見(實)習證完成明書(護理人員及營養人員：1.5 日或 3 個半

 口試及格。 

 加入成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會員。 

 向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申請 CDE 認證  



日)。 

 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認定之專業學會認證之糖尿病衛

教合格者：檢附有效期間內之糖尿病衛教合格證書，可直

接提出申請無需再參加課程、筆試或實習。 

認證期限  認證有效期限及期滿後之展延期限為六年  合格糖尿病衛教人員證書期限為六年，取證之後學分歸零。 

資格展延 
 於認證有效期限內，參加 48 小時「糖尿病繼續教育」課程

（繼續教育修習時數之有效期限為 6 年）。 

 在六年內需繼續修滿 150 學分，其中甲類需有 75 學分以

上，方得展延其證書。 

由於要取得衛教師資格需 8-9 個月時間，若尚未決定是否要取得衛教師資格者，建議可先朝向加入糖尿病共照網：上完 32 小時核心課程，再通過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舉辦之「糖尿病專業知識電腦考試」並取得及格證明書，再參與診療見（實）習 1.5 日（或 3 個半日），即可取得共照網資格。

往後只要再上 18 小時選修課程，通過筆試，實習 10 天，通過口試，即可取得衛教師資格。



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會員入會申請： 

A. 入會資格： 

1. 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具有醫師、護理人員、營養師、藥師、社工人員、物理治療

師、職能治療師、心理輔導專業人員、醫事技術人員、衛生教育專業人員等資格者，得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同時繳納入會費、常年會費後，即成為本會會員。 

B. 入會辦法： 

1. 請先上網填寫「會員入會申請」。＊為必填欄位。 

2. 填寫完後，按「申請」，即進入上傳檔案畫面，將備好之「畢業證書」及「專業證書（醫師、

護理師或護士，營養師等證照）」檔案，上傳至系統。（其上傳之檔案僅限 jpg、jpeg、gif

檔案格式） 

3. 完成後，請列印出「入會申請表（個人）」及「超商繳費單」。（請用雷射印表機列印） 

4. 「入會申請表」中請黏貼一吋照片一張。完成後，再連同「繳費單影本」後於理監事會議前

兩週（如 2 月，請於 1 月 15 日前寄達--），寄回學會審查。 

5. 請保留線上入會申請表影本及超商或郵局繳費正本，以便於日後查詢。 

C. 會費： 

1. 入會費用明細說明： 

本會自 101 年度起，學會會訊紙本採需求者投送，如不需紙本者（電子會訊），年費減為

800 元整，如需投送者，則維持 1,000 元。 

紙本會訊 電子會訊 

1、入會費 1000 元、常年會費 1000 元 

（共計：2000 元）。 

2、第二年起每年僅收常年會費：1000 元。 

1、入會費 1000 元、常年會費 800 元 

（共計：1800 元）。 

2、第二年起每年僅收常年會費：800 元。 

6. 學會於每年 11 月會進行年度常年會費調查，屆時會員可再自行決定要繳交 1000 元或 800 元

常年會費。 

7. 若超商繳費超過七日期限，請改至郵局匯款：  

● 抬頭：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 帳號：1884-4484  

8. 逾期未繳費者，將列入申請不良紀錄名單。  

D. 入會申請程序說明： 

1. 入會申請件，需經理監事會審核通過。理監事會議月份訂於（2 月、6 月、9 月、12 月上旬），

入會成功者，將於理監事會後一週，由學會致歡迎信，E-mail 至新會員信箱。或請上學會網

站最新消息公告入會成功會員名單，屆 時可至會員專區，以身份證字號為帳號，其「後四

碼」為密碼，進入後，即可查詢到自己的會員編號。 

2. 如入會不通過者，會以電話個別通知。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102年度北區核心課程時間表及内容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承辦單位： 
上課時間：102 年 
上課地點： 
學    分：本會甲類 32學分   

日   期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主持人 

12/8 

(週日) 

08:00-08:20 報    到 

08:20-08:30 開 幕 詞   

08:30-09:20 糖尿病的疾病生理學及流行病學  

 

09:20-10:10 糖尿病大血管併發症  

10:10-10:30 休    息  

10:30-11:20 生病日、住院及手術期的照護  

11:20-12:10 監測  

12:10-13:10 午    餐  

13:10-14:00 懷孕與糖尿病  

 

14:00-14:50 糖尿病腎臟病變  

14:50-15:10 休    息  

15:10-16:00 糖尿病神經病變  

16:00-16:50 兒童與青少年  

12/15 

(週日) 

08:00-08:20 報    到   

08:20-09:10 糖尿病目標照護   

 

09:10-10:00 糖尿病患之血壓、血脂的藥物治療  

10:00-10:20 休    息  

10:20-11:10 糖尿病患的醫療營養治療﹝一﹞  

11:10-12:00 糖尿病患的醫療營養治療﹝二﹞  

12:00-13:10 午    餐   

13:10-14:00 教與學的應用原則  

 

14:00-14:50 糖尿病人之行為改變與健康調適  

14:50-15:10 休    息  

15:10-16:00 高血糖 低血糖  

16:00-16:50 糖尿病之口腔與足部照護及衛教  

 



日   期 時    間 講            題 講    師 主持人 

12/22 

(週日) 

08:00-08:20 報    到   

08:20-09:10 糖尿病患的自我照護與問題解決  

 

09:10-10:00 糖尿病之運動  

10:00-10:20 休    息  

10:20-11:10 預防糖尿病之生活型態  

11:10-12:00 糖尿病知輔助與替代醫學  

12:00-13:10 午    餐   

13:10-14:00 糖尿病患的藥物治療(一)  

 

14:00-14:50 糖尿病患的藥物治療(二)  

14:50-15:20 休    息  

15:20-16:10 糖尿病眼部疾病  

16:10-17:00 糖尿病老人照護  

 

 

 

 

 

 

12/29 

(週日) 

 

08:00-08:20 報    到   

08:20-09:10 團隊運作與管理原則  

 

09:10-10:00 照護品質監控與成效評估  

10:00-10:20 休    息  

10:20-11:10 糖尿病自我管理教育的完整衛教流程  

11:10-12:00 衛教評估之臨床應用技巧  

12:00-13:10 午    餐   

13:10-14:00 完整衛教計畫之擬定  

 

14:00-14:50 如何有效的執行糖尿病衛教  

14:50-15:20 休    息  

15:20-16:10 衛教的評價與成果評量  

16:10-17:00 應用臨床個案呈現完整衛教流程  

 

 



 

 

個案分享 

陳藥局 

陳怡樺藥師 

  



1 

高診次藥事居家照護 
案例報告 

 報告人：陳怡樺 藥師 

服務單位：陳藥局 

報告日期：102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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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藥事照護之步驟 

追蹤評值 (F&E) 

Follow up and Evaluation 

＊瞭解病患用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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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解決醫師/個案藥物
治療問題的方法  

＊確立疾病治療目標/監測
項目  

＊預防新問題發生  

＊記錄醫師/病人改變結果 

＊評值實際療效進展狀態  

＊評估有無新問題  

評估 (A) Assessment 

擬定與執行照顧計畫 (P) 

Care P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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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訊-基本資料 

• 丘彭奶奶，76歲 

• 身高 140 公分, 體重 56公斤(BMI = 28.57) 

第一次訪視 

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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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葷素不拘 

•溝通語言：台語, 國語 

•視力, 聽力, 讀寫, 認知, 行動都還算正常,服
藥可整顆吞服 

•不菸, 不酒, 不喝咖啡跟茶 

• 無過敏記錄，不曾有藥物不良反應 

• 家庭與生活背景 

• 與女兒跟兩個孫子同住, 生活起居自己打理 

病人資訊-基本資料 第一次訪視 

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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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訊-疾病狀況 

•過去病史： 
•腎結石 (＜1年) 

•白內障 (3-4年) 

•泌尿道感染 (＜1年) 

•現在主要疾病或醫療問題 
•氣喘 

•過敏性鼻炎 

•高血壓 

•骨質疏鬆症 

•腰椎椎間盤移位 

•慢性結膜炎 

 

成為健保高就診病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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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視用藥紀錄 

醫療院
所/科別 

治療之疾病/ 

醫療問題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台安/  

骨科 
骨質疏鬆症 FORTEO Teriparatide 20mcg QD 下午4點 

台安/  

神經外
科 

腰椎椎間盤
移位，未伴
有脊髓病變 

CELEBREX  Celecoxib 200mg 1#QD 
1# 早餐
飯後 

馬偕/胸
腔內科 

氣喘 NOSMA  Theophylline 125mg 1#BID 
有時一天
只吃一顆 

氣喘 

 
SINGULAIR Montelukast 10mg 1#QD 

1# 早餐
飯後 

氣喘 

SERETIDE   

125 EVOHAL

ER 120DOSE 

Fluticasone  

Propionate/  

Salmeterol 

125/25 mcg    

2puff BID 

視情況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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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
所/科別 

治療之疾病/ 

醫療問題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
法 

馬偕/胸
腔內科 

氣喘 

  

COMBIVENT 

MDI 200DOSE 

10ML 

Ipratropium  

Br/Salbuta-  

mol Sulfate 

20/120 mcg   

PRN 

視情況
使用 

高血壓 COAPROVEL 

Irbesartan/    

Hydrochloro- 

thiazide  

300mg/12.5m

g 1# QD 

1# 早餐
飯後 

重新診
所 

心悸 CARTIL Diltiazem  30mg 1# BID 
心跳不
穩才吃 

泌尿道感染 PURFEN Ibuprofen 400mg 1# TID 

泌尿道感染 ULEXIN Cephalexin 500mg 1# TID 

泌尿道感染 GOWELL 

Aldioxa/Alum

inum magnesi

um silicate 

50mg/450mg    

1# TID 

第一次訪視用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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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系統回顧 

8 

這些資訊的用途: 
1. 疾病是否沒控制好 
2. 是否有藥品副作用出現 
3. 是否有新的醫療問題出

現 

一般系統： 

         4.頭痛  5. 頭暈    

心血管： 

        15. 心跳過快, 心慌慌的   

         

(病人依表單說出 
號碼，藥師紀錄) 

第一次訪視 

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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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總結 

•最主要需追蹤的疾病/醫療問題 

•氣喘 

•次要的疾病/醫療問題 

•高血壓 

•骨質疏鬆症 

•腰椎椎間盤移位 

•慢性結膜炎 

•過敏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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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疾病狀況： 

•個案表示常因呼吸短促跟心跳過快到診所就診 

 

•目前藥物治療： 
• NOSMA SR CAP. (Theophylline) 125MG 1#, BID 

• SINGULAIR (Montelukast) 10MG 1#, QD  

• SERETIDE EVOHALER (Fluticasone  Propionate/Salmeterol) 125/25 

mcg 2puff, BID 

• COMBIVENT MDI (Ipratropium  Br 20μg/Salbutamol Sulfate 120μg) 1

puff, P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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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YING ASTHMA SEVERITY & INITIATING TREATMENT 

http://www.nhlbi.nih.gov/guidelines/asthma/09_sec4_lt_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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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WISE APPROACH FOR MANAGING ASTHMA 

http://www.nhlbi.nih.gov/guidelines/asthma/09_sec4_lt_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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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ASTHMA CONTROL AND ADJUSTING THERAPY 

http://www.nhlbi.nih.gov/guidelines/asthma/09_sec4_lt_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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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considerations for older adults 

• Chronic bronchitis/emphysema may coexist with           
asthma. 

• Asthma medications may aggravate coexisting     
medical conditions (e.g., cardiac disease, osteo-    
porosis); adjustments in the medication plan may 
be necessary.  

• Be aware of increased potential for adverse drug/ 
disease interaction (e.g., aspirin, beta-blockers).  

• Review of patient technique in using medications 
and devices is essential 

http://www.nhlbi.nih.gov/guidelines/asthma/09_sec4_lt_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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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治療問題 1 

• AA 92 服藥觀念不正確 

• 個案沒有規律使用 SERETIDE 氣喘吸入劑 

• BB 63 教育個案認識疾病長期控制不佳的狀況 

• 類固醇類吸入劑為控制氣喘的第一線用藥，應按時使用以
控制病情。 

•重新教導並確認個案會使用氣喘吸入劑 (務必請個案操作
一次!!) 

• 提醒個案用後記得漱口 

• CC 52 個案回應較依指示時間服用藥品 

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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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治療問題 2 

• AA 22 重複用藥(同一種藥或同一藥理分類) 

• 醫院跟診所都開立含 Theophylline 成分的藥品給個案服用 

• NOSMA S.R. CAP 125mg 1#, BID (長期處方) 

• THOIN S.R. CAP 250MG 1#, BID 或 TELIN S.R TAB. 200

MG 1#, QD (短期處方) 

 

• MAX= 800 mg/day 

• 副作用：腸胃不適（噁心、嘔吐）、心跳過快、頭痛、失眠 

• [Theophylline] ↑：年齡, Cimetidine 

Diltiazem 心跳不穩才吃 頭痛喝友露安 

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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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治療問題 2(續) 

• BB 52 教育個案用藥知識 (藥名/作用/劑量/用
法/用藥時間須知/警語/保存/常見副作用) 
•教導個案認識手邊含有 Theophylline 成份的藥品外觀，提
醒不要同時服用，以免有心跳過快的副作用發生 

• CC 59 個案回應能自己正確調整用藥 

•會注意不要同時服用 

 

 

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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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治療目標  (Evidence A) ： 

• Reducing impairment 

♦ Prevent chronic and troublesome symptoms (e.g., coughing or 

SOB in the daytime, in the night, or after exertion)  

♦ Require infrequent use (≤2 days a week) of SABA for quick      

relief of symptoms  

♦ Maintain (near) normal pulmonary function  

♦ Maintain normal activity levels (including exercise and other   

physical activity and attendance at work or school)  

♦ Meet patients’ and families’ expectations of and satisfaction    

with asthma care 

http://www.nhlbi.nih.gov/guidelines/asthma/09_sec4_lt_12.pdf  

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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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治療目標  (Evidence A) ： 

• Reducing risk  

♦ Prevent recurrent exacerbations of asthma and minimize the     

need for ED visits or hospitalizations  

♦ Prevent progressive loss of lung function; for youths, prevent    

reduced lung growth  

♦ Provide optimal pharmacotherapy with minimal or no adverse  

effects  

http://www.nhlbi.nih.gov/guidelines/asthma/09_sec4_lt_12.pdf  

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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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監測項目： 

 

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http://www.taiwanasthma.com.tw/downloa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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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asthma.com.tw/download.htm  

醫療問題一：氣喘 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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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醫療問題一：高血壓 照護計畫 

•疾病狀態： 

•個案血壓值及心跳速率大致有控制在理想範圍, 藥也都
有照醫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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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醫療問題一：高血壓 照護計畫 

•疾病狀態： 

•個案血壓值及心跳速率大致有控制在理想範圍, 藥也都
有照醫囑使用。 

 

目標值： 

140/90 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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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藥物治療： 

• COAPROVEL(Irbesartan/Hydrochlorothiazide)   

300mg/12.5mg 1#, QD 

• 藥物治療問題：無 

• 建議醫師事項：無 

• 須監測 ：定時測量血壓 

• 病人教育 ：無 

 

 

次要醫療問題一：高血壓 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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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醫療問題二：骨質疏鬆症 

• 疾病狀態： 

• 持續施打骨穩(≦18個月)並補充廠商提供的       

FORTECA 1#, QD (CaCO3 1500MG+D3 800IU) 

• 目前藥物治療： 

• FORTEO (Teriparatide) 20mcg, QD 

• CELEBREX (Celecoxib) 200mg, 1# 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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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治療問題： 

• 00 其他,沒有藥物問題但有教育病人正確就醫或
自我照護 

• 個案表示有多汗和腿部痙攣問題,懷疑是打骨穩所造成 

• BB 52 教育個案用藥知識 (藥名/作用/劑量/用法/用藥時間
須知/警語/保存/常見副作用) 

• 查閱骨穩仿單得知,多汗和腿部痙攣確實是骨穩的副作
用之一,療程只剩三個月建議把它打完,若汗流得多建議
可補充點電解質(如舒跑稀釋後喝),也可請醫師開立B

群或B12來服用可維持神經肌肉的正常功能 

• CC 58 個案回應使用較正確生活形態/自我照顧 

•知道遇到同樣情況的處置方法 

次要醫療問題二：骨質疏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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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是否有藥品儲存問題？ 

• FORTEO要施打前置於室溫約1.5小時，時間過長。告知個
案此藥不可離開冰箱太久，需儘快完成注射放回冰箱冷藏。 

•A1 其他問題 
•個案將FORTEO以皮下打入後倒數了約 2 分鐘才將針頭拔
出，告知只需倒數 5 秒就好。  

•建議醫生事項：無 

•須監測：骨質密度 

次要醫療問題二：骨質疏鬆症 



 

 

個案分享 

祐民醫院 

葉志成藥師 

 

 



高危險族群藥事照護與服務 

 

案例報告 

報告藥師: 葉志成 
服務單位: 祐民醫院 
報告時間: 102年10月03日 
報告地點: 新北市藥師公會 



病人資訊-基本資料       第一次訪視 102/7/29 

•許女士 (29年次)、73歲，三重區，就診於台北馬偕。  

•身高：154公分，體重：52公斤(BMI: 21.9 kg/m2)  

•外觀：身體虛弱，短距離行動(HIVD)，意識清楚 

•感官：視力正常(矯正)、聽力可、慣用台語(國語可)  

•可自行服藥(整顆吞服)，但抗拒使用太多藥品。  

•過敏記錄：無。 

•藥物不良反應：肝功能昇高 (抗黴菌藥品? 101-05)  

•家庭與生活背景 

–與丈夫同住(4/22F)，飲食起居自理，102-09雇用外勞 

–長子大陸經商偶而回台，W6/日時女兒會來探視照顧   

–不菸不酒，住宅大樓區活動，有飲食限制(CKD)  



病人資訊-疾病狀況       第一次訪視 102/7/29 

  過去病史 
   心血管疾病：高血壓     (＜10年)  
   腎臟  疾病：慢性腎衰竭 (＜10年) 
   血液  疾病：貧血       (＜10年)  
   精神  疾病：睡眠障礙   (＜3年)  

            憂鬱症     (＜3年) 
骨骼肌疾病：脊椎滑脫(L4/5, L5/S1 )    (＜3年)  
            退化性關節炎              (＜3年)  
(101年前復健治療，102年後停止，僅以護具保護 ) 
 

現在主要疾病或醫療問題 

＊高血壓 ＊睡眠障礙 
＊暈眩     憂鬱症 
  慢性腎衰竭 

高危險族群符合條件： 

＊A1-慢性病 ≧ 3種 

＊A3-服用藥品 ≧ 5種。 

＊B3-病人常覺得吃藥效果不理想 

＊B6-病人常吃藥後覺得有藥品不良反應 

資訊來源: 

1.病人使用之藥品藥袋 

2.詢問與病人自述 

3.查閱病歷記錄 



第一次訪視用藥記錄 (102/7/24全部處方藥品) 

醫療院所/科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起始日 實際用法 

台北馬偕 

心臟內科 

蔡O鵬 

Adalat OROS Nifedipine 30mg 1# QD (>07/24 ~) 1# 1300或沒服用 

Labtal Labetalol 200mg 1# QD (>07/24 ~) 1# 1300 & 2000 

Methycobal Mecobalamin 500mcg 1# BID (>07/24 ~) 1# 1300 & 2000 

Rivotril Clonazepam  0.5mg 1# HS (07/24 ~) 1-2# 2200 

台北馬偕 

精神內科 

徐O棋 

Mirtapine Mirtazapine  30 mg 1#  HS (>07/24 ~) 1# 2200或沒服用 

Rivotril Clonazepam  0.5mg 1# HS (>07/24 ~) 1-2# 2200 

Zolon Zopiclone 7.5 mg 1# Hs (>07/24 ~) 0.5#~1# 2200 

台北馬偕 

腎臟內科 

吳O仁 

Cal-carbonate Cal-carbonate 500 mg 2# TID (>07/24 ~) 偶而服用(便秘) 

Carlatrend Carvedilol  25 mg 1# QD (07/24 ~) 1# 2000或沒服用 

NESP Syringe Darbepoetin alfa  20 mcg QW (>07/24 ~) 20 mcg QW  

宏林診所 

何O山 

Through Sennoside A & B  20 mg 2# HS (06/30) 1-2# 2200 
 

※「＞」表示07/24前已處方使用(藥袋判斷) 



以治療疾病歸類          (102/7/24全部處方藥品) 

院所/科別 醫療問題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起始日  實際用法 

馬偕心內  高血壓 Adalat OROS Nifedipine 30mg 1# QD (07/24 ~) 1# 1300或沒服用 

  高血壓 Labtal Labetalol 200mg 1# QD (07/24 ~) 1# 1300 & 2000 

馬偕腎內 高血壓 Carlatrend Carvedilol  25 mg 1# QD (07/24 ~) 1# 2000或沒服用 

馬偕心內  睡眠障礙 Rivotril Clonazepam  0.5mg 1# HS (07/24 ~) 1# ~ 2#  2200 

馬偕神內  睡眠障礙 Rivotril Clonazepam  0.5mg 1# HS (07/24 ~) (1# ~ 2#  2200) 

馬偕神內  睡眠障礙 Zolon Zopiclone 7.5 mg 1# Hs (07/24 ~) 0.5# ~ 1# 2200 

馬偕神內 憂鬱症 Mirtapine Mirtazapine  30 mg 1#  HS (07/24 ~) 1# 2200或沒服用 

  慢性腎衰竭  Cal-carbonate Cal-carbonate 500 mg 2# TID (07/24 ~) 偶而服用(便秘) 

馬偕腎內 貧血 NESP Syringe Darbepoetin alfa  20 mcg QW  20 mcg QW  

馬偕心內  暈眩 Methycobal Mecobalamin 500mcg 1# BID (07/24 ~) 1# 1300 & 2000 

宏林診所 便秘 Through Sennoside A & B  20 mg 2# HS (06/30) 1-2# 2200  

  退化性關節炎                     護具保護  

※ Rivotril重覆為個案要求心臟內科處方。 



第二次訪視用藥記錄 (102/8/23全部處方藥品) 

院所/科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起始日  實際用法 

馬偕心內  Labtal Labetalol 200mg 1# BID (08/23 ~) 1# 1300 & 2000 

  Methycobal Mecobalamin 500mcg 1# BID (08/23 ~)) 1# 1300 & 2000 

馬偕神內  Rivotril Clonazepam  0.5mg 2# HS (08/23 ~) 1-2# 2200 

  Zolon Zopiclone 7.5 mg 1# Hs (08/23 ~) 0.5-1# 2200 

  Seroquel Quetiapine 100 mg 1/4 #  HS (08/23 ~) 1/4# 2200 

馬偕腎內 NESP Syringe Darbepoetin alfa  20 mcg QW  20 mcg QW 

  Cal-carbonate Cal-carbonate 500 mg 1# TID (08/23 ~) 1# 1300 & 2000 

  Through Sennoside A & B  20 mg 2# HS (08/23) 1-2# 2200  

心臟內科： DC    Adalat OROS(30 mg) 1# QD，     Ch  Labtal(200 mg) 1# QD→1# BID 
 

精神內科： Ch      Rivotril(0.5 mg)   1# HS→2# HS 

                     DC    Mirtapine(30 mg) 1# HS  

                     New  Seroquel(100 mg) 1/4 # HS 
 

腎臟內科： DC     Carlatrend(25 mg)1# QD，            Ch  Cal-carbonate 2# TID →1# TID 

                     New  Through(20 mg) 2# HS                   (處方藥品由11項變為8項) 



以治療疾病歸類          (102/8/23全部處方藥品) 

醫療問題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起始日  實際用法 

高血壓 Labtal Labetalol 200mg 1# BID (08/23 ~) 1# 1300 & 2000 

睡眠障礙 Rivotril Clonazepam  0.5mg 2 # HS (08/23 ~) 1-2# 2200 

睡眠障礙 Zolon Zopiclone 7.5 mg 1# Hs (08/23 ~) 0.5-1# 2200 

貧血 NESP Syringe Darbepoetin alfa  20 mcg QW  20 mcg QW  

慢性腎衰竭  Cal-carbonate Cal-carbonate 500 mg 1# TID (08/23 ~) 1# 1300 & 2000 

憂鬱症 Seroquel Quetiapine 100 mg 1/4#  HS (08/23 ~) 1/4# 2200 

暈眩 Methycobal Mecobalamin 500mcg 1# BID (08/23 ~) 1# 1300 & 2000 

便秘 ＊ Through Sennoside A & B  20 mg 2# HS (08/23 ~) 1-2# 2200  

退化性關節炎                     護具保護  

＊馬偕腎內原處方 Normacol Plus Gr.(102-06)改善便秘，但個案反應差而未服用，另 

    由診所處方Through。個案回診反應後，馬偕腎內於102-08-23處方Through，並指 

    示藥品使用可依排便情形由個案加減用量。 



全身系統評估 

一 般    系 統： 05.頭暈/昏眩 

                           06.入睡困難/睡不飽  

 

心     血    管 ： 17.肢體出現麻木無力感 

                           18.從坐突然站起會頭暈 

  

胃      腸    道： 28.便秘/排便習慣異常  

 

皮              膚： 30.搔癢/濕疹 

 

腎 臟 / 泌 尿： 49.腎臟功能不好 

 

骨骼肌/關節： 54.關節炎/疼痛(骨/類風濕性)  

 

神 經   精 神： 61.沮喪/憂鬱 

            63.緊張/焦慮/神經質 

 

營養/體液/電解質：75.水腫 

                                 37.常感覺疲倦/不想動 

(12項問題/8系統) 



生化檢驗數值     第一/二次訪視 07/29 & 08/28 

1.計算慢性腎臟疾病之分期 

 

 

 

 

2.長期貧血，Ferritin低於200 ng/L，減低NESP (Darbepoetin alfa )改善貧血作用。 

 

3.I-PTH數值顯示高磷低鈣趨勢(鈣在9.5mg/dl以上，磷在5.0 mg/dl以下) 。 
 

4.血鉀數值未提供。 



血壓記錄值              第一/二次訪視 07/29 & 08/28 

心博率： 

未同步記錄，詢問
個案後，大約都落
在60-70/min之間。 

領藥日 

領藥日 



評估總結             第一次訪視 102/7/29 

最主要需追蹤的疾病/醫療問題 
1.慢性腎衰竭  

2.高血壓 

3.睡眠障礙 
 

4.暈眩 
 
次要的疾病/醫療問題 
1.憂鬱症 
 

2.便秘 
 

3.退化性關節炎 
 

4.皮膚搔癢 



主要醫療問題一:慢性腎衰竭   照護計劃 

疾病狀況:   

個案慢性腎衰竭病史約10年以上，一直於台北馬偕醫院腎臟內科治療 

尚未透析，有使用藥物與定期追蹤，肉類食物每日限制3兩(113克) ， 

鼓勵多喝水份(尿量+500 ml)。檢驗數值： 

BUN≒90 mg/dl，Creatinine ≒ 7 mg/dl，P=5.0 mg/dl，Ca=8.7  

mg/dl，I-PTH=336.7ug/L。 

目前藥物治療:       

1.Cal-carbonate(500 mg)  2# TID，因會造成便秘(每週1-2次排便)，所以只偶 

   而服用。 

2.NESP Syringe 20 mcg QW，4劑/月一次買回，自行施打。 

藥物治療問題 :  
AA95：常忘記服藥 

作為磷結合劑之Cal-carbonate ，未遵醫囑服用。     

第一次訪視 102/7/29 



主要醫療問題一:慢性腎衰竭  照護計劃 

建議醫師事項: 
無 

治療目標 : 
維持鈣磷乘積小於 55 mg2/dl2。 

06/18：Ca x P=6.2 x 8.7=53.9 ( ≒ 55 ) 

07/20：Ca x P=5.0 x 8.7=43.5 

頇監測 : 
血中磷、鈣 、鉀數值。 

病人教育 : 
BB51：疾病與就醫知識/對就醫看門診之建議  

1.對慢性腎病而言，血磷過高不僅會使皮膚發癢，同時在已經有高血壓的情 

   況下，也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此一定要確實服用鈣片。 

2.回診時反應便秘問題，請醫師評估改善。(102-06處方Normacol Plus Gr.) 

第一次訪視 102/7/29 



主要醫療問題一:慢性腎衰竭    追蹤 

醫師回應情形: 
CC11：醫師增加一藥來治療       新增 Through(20 mg) 2# HS  以改善便秘 

CC14：更改劑量                           更改Cal-carbonate 劑量 2# →1#  (TID) 
 

病人行為改變情形: 
CC52：較依指示時間服用藥品    

Cal-carbonate會每天服用，至少一日兩次(1# 1300 & 2000，偶而再加 2200) 
 

慢性腎衰竭控制情形: 

維持定期追蹤(目前每月一次回診)。 
 

藥品副作用出現情形: 
便秘仍然產生， 但告知個案每週 2-3 次排便即可。 
 

沒發現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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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醫療問題二:高血壓    照護計劃 

疾病狀況:   
個案高血壓病史約10年以上，一直於台北馬偕醫院心臟內科治療，有使用藥 

物與定期回診。會每日紙本記錄血壓值2-3次(1PM/8PM)，但未記錄心博率， 

若自覺暈眩且血壓測量值太低(SBP<120)時，會自行加減用藥。血壓值： 

 
 

 

 

目前藥物治療:       

1. Adalat OROS 30 mg (心內)               1# QD     1# 1300或沒服用。 

2. Labtal 200 mg(Trandate) (心內)       1# QD    1# 1300 或 2000再服用第2顆。  

3. Carlatrend 25 mg (Dilatrend) (腎內) 1# QD   1# 1300或 2000或沒服用。 

藥物治療問題 :  

AA22：重覆用藥                   同時處方2種非選擇性α-1& β-1,2 -Blocker。  

AA61：藥品-藥品交互作用  同時服用3種藥品時，SBP＜120，加重暈眩。 

AA92：服藥觀念不正確       用藥未照醫囑，自行加減，血壓控制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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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醫療問題二:高血壓     照護計劃 

建議醫師事項: 
BB13：建議換用另一種藥品        兩種β-Blocker 

BB14：建議改變劑量                   Adalat OROS  30 mg            

治療目標 : 
CKD降壓目標值：維持130/80mmHg範圍，並避免暈眩發生。 

頇監測 : 
SBP、DBP、HR。 

病人教育 : 
BB51：疾病與就醫知識/對就醫看門診之建議  

1.血壓控制目的在於減緩腎功能的惡化及預防心血管疾病，自行加減藥品， 

   會影響處方醫師對實際病情的判斷，應該按醫囑用藥，記錄血壓與心跳數 

   值，以實際治療結果，供醫師評估。 

2.請個案回診時反應血壓偏低、暈眩問題，請醫師評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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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醫療問題二:高血壓     追蹤 
醫師回應情形: 
CC12：停用某藥                       DC Adalat OROS(30) & Carlatrend(25) 

CC16：更改用藥間隔/頻率     更改Labtal(200) 1# QD →BID 

病人行為改變情形: 
CC52：較依指示時間服用藥品    

Labtal 200 mg，一日兩次(1# 1300 & 2000) ＊SBP>140時，會加用Adalat  

OROS 30 mg  Prn  1# 。 

 

 

高血壓控制情形: 
並不穩定，同時個案會因情緒而影響血壓值。 

藥品副作用出現情形: 
尚未發現，心博率還維持＞60/min。 

發現新問題：追蹤心博率，避免心博過緩發生 (Labtal  400 m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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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 藥物治療問題  探討  

 
 

 

1.AA61：藥品-藥品交互作用   

1.1.Increase anti-hypertensive：BP ↓ (Dizziness,Changes HR)  

      Adalat OROS(30) + Labtal (200) + Carlatrend (25) 
 

1.2.Decrease anti-hypertensive：BP ↑ (Risk factor for CKD ) 

      Calcium carbonate + Labtal 、Carlatrend    (Inhibition of GI absorption ) 

      Calcium carbonate + Adalat OROS              (Pharmacodynamic antagonism) 
 

1.3.Increase serum potassium：K+ ↑ (Risk factor for CKD ) 

      Labtal (200) + Carlatrend (25)  
 

2.BB13：建議換用另一種藥品  

2.1.Selective β1 blocker ： Bisoprolol (Concor 5 mg) 

2.2.Dihydropyridine CCB： Lercandipine (Zanidip 10 mg) 

2.3.Timing for「Ar/C/D」用藥模式    
 

3.Goal  BP value for CKD：130/80 mmHg ？ 

 

 
 

 

 

基於聯合分析收縮壓與舒張壓的校正後風險比(adjusted hazard ratios, AHR)，血壓介於130～139/90～99 

mmHg者的死亡率最低。 

校正年齡、性別、種族、糖尿病、心血管和腦血管疾病及用藥情況等因素後，血壓介於130～159/70～89 

mmHg者的死亡率最低 。 

How Low Can You Go? Blood Pressure and Mortality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 

2013-08;159:302-3) 



主要醫療問題三:睡眠障礙    照護計劃 

疾病狀況:   
個案睡眠障礙(失眠)病史約3年以上，睡不久因半夜易醒( 2-3小時)，醒後不易 

再入眠；會半眠半醒狀態到中午起床。於台北馬偕醫院神經內科治療與定期 

回診。醫師指示藥品使用可依睡眠情形由個案加減用量。 
 

目前藥物治療:       

1. Rivotril 0.5 mg                        1# HS(心內)          1~2# 2200 

2. Rivotril 0.5 mg                        1# HS (神內)        (1~2# 2200) 

3. Zolon 7.5 mg (Imovane)         1# HS                     0.5~1# 2200 

4. Mirtapine 30 mg (Remeron)  1# HS                    1# 2200或沒服用 
 

藥物治療問題 :  

(AA67：病患特異體質)    

本藥品已使用超過 3 個月，個案自訴服用Mirtapine 後暈眩感會加重到中午起 

床後。 (個案不能適應藥品導致頭暈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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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醫療問題三:睡眠障礙   照護計劃 

建議醫師事項: 
BB13：建議換用另一種藥品           Mirtapine(30 mg)導致加重暈眩 
 

治療目標 : 
增加穩定睡眠時間( 4-5小時)。 
 

頇監測 : 
起床後是否有暈眩感發生及其頻率。 
 

病人教育 : 
BB58：自我照顧技巧/對生活形態之建議 

因血壓並不穩定，半夜易醒若有下床動作時，要注意行動安全，避免暈眩導 

致跌倒意外發生。 

BB51：疾病與就醫知識/對就醫看門診之建議 

請個案回診時反應藥品 Mirtapine 加重暈眩問題，請醫師評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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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醫療問題三:睡眠障礙     追蹤 

醫師回應情形: 
CC12：停用某藥               DC Clonazepam (0.5 ) 1# HS (心內) 

CC13：換用另一種藥物   更換Mirtapine(30 mg) 為Seroquel(100 mg) 1/4 # HS 

CC14：更改劑量               更改Rivotril (0.5 ) 1#  →2# HS 

病人行為改變情形: 
CC52：較依指示時間服用藥品    

Clonazepam + Zolon  &  Seroquel(100 mg) 1/4 #  HS  at 22：00 

睡眠障礙控制情形: 
睡眠時間較為延長( > 3Hr) ，但仍無法改變半眠半醒狀態到中午起床的生活 

習慣，更換Seroquel後暈眩情形已有改善。 

藥品副作用出現情形: 
明顯感覺口乾(Seroquel)，處方醫師已告知，要求個案忍耐並多喝水。 

發現新問題：以Seroquel(25 mg) 1 #取代 Seroquel(100 mg) 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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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障礙：藥物治療問題探討  

 
 

 

1.AA67：病患特異體質 

   Increase sedation  & side effect (dizziness) 

   Rivotril + Zolon、Rivotril + Mirtapine、 Mirtapine + Zolon 

   Sedation  ( V )  

   dizziness ( X ) 

 

2.BB13：建議換用另一種藥品 

   Hydroxyzine (Vistaril 25mg)  

   ◆1st antihistamine  

   ◆ Diphenylmethane and piperazine class.  

   ◆作為抗憂鬱/焦慮劑 (助眠) & 皮膚搔癢之改善。  

   ◆缺點：mild antimuscarinic effect 

 

 

 

 



主要醫療問題四:暈眩     照護計劃 

疾病狀況:   
個案自訴以前就有偶而頭暈的現象(CKD/Anemia)，但這幾年來情況較為明顯 

與頻繁，但是因為活動量減少，出外就醫有人照料，且不願增加藥品使用， 

因此並未積極尋求醫療改善，僅適應去接受症狀。 

目前藥物治療:       
 

Methycobal 500 mcg   1# BID          1# 1300 & 2000 

藥物治療問題 :  

AA61：藥品-藥品交互作用 

高血壓、睡眠障礙使用藥品之醫療問題衍生現象。  

照護計劃與追蹤 

合併於醫療問題二：高血壓與醫療問題三：睡眠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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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的疾病/醫療問題 

1.憂鬱症 

   個案自覺沒有憂鬱，但承認睡眠不好和擔心血壓不穩定的情況，會讓情緒  

   上感到煩惱和焦慮。但認為上述情況改善後，這種情況會改善。 
 

2.便秘 

   個案帄日飲食量不太，而且需使用Cal-carbonate(500 mg) ，因此有便秘 

   情形。衛教個案增加每日水份攝取，並使用Through(20 mg) 2# HS 作為症 

   狀改善。 
 

3.退化性關節炎 

   個案有脊椎滑脫與退化性關節炎，101年前一直於以復健和酸痛貼布治療。   

    之後因體能關係停止復健，僅以護具作為支撐保護。預雇用外勞後，再由  

    其協助到院復健。 
 

4.皮膚搔癢 

   個案不願使用藥品，帄日使用保濕乳液、抗菌清潔劑，搔癢時以女兒提供  

    的止癢藥膏作為症狀處理之方式。  



目前評估與後續追蹤 

 
 

 

目前評估 
1.個案為 CKD-Stage V，尚未進入透析階段，因習慣於自行加減藥品，以致 

   血壓控制情形未臻穩定。 

   訪視目的以輔導個案遵醫囑用藥，再於回診時，反應實際治療結果為先，     

   以利於醫師評估及調整用藥品項與劑量。 
 

2.個案用藥之品項與頻率已精簡，個案目前呈現之順醫囑性與治療反應，較 

   首次訪視時略有改善。 
 

後續追蹤(第三次訪視) 
1.個案順醫囑性之維持，與目前藥品對血壓控制之實際治療結果。 
 

2.睡眠時間與起床暈眩之改善實況。 
 

3.目前藥品是否產生新的藥物治療問題 。 

   3.1.Labtal (400 mg/天)對心博率之影響。 

   3.2.Cal-carbonate造成便秘之程度。 
 

4.評估提供用藥建議之需要。 藥事照護次數(102-07-29 ~ 102-09-25) 

家訪：2次、電訪：7次。 



 

 

 

報告指導 

黃畹藀藥師 

  



Clcr <40 ml/min: initial 2.5 mg/day;  

increase cautiously. 

Not dialyz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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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er降低SA 和AV node的傳導，藉由降低病人休
息時心跳速率的程度可作為評估用藥反應的指標。 

使用-blocker理想的心跳速率應控制休息時心律不低
於60bpm，同時要避免發生傳導阻斷(Heart block)。正
常心律下，當心跳低於60 bpm，就可能發生first-
degree heart block，此時應降低劑量。當出現second 
and third-degree heart block會使心跳低於55-40 bpm並
呈現傳導異常。若發生此狀況應立即停藥。 

要從小量開始使用。可單獨使用，亦可與利尿劑、鈣
離子阻斷劑及甲型阻斷劑併用。 

中國人比較敏感易發生徐脈，遇徐脈時必須慢慢減量
(每三天減量50 %) ，不可忽然停用，以免因病人有潛
在之冠狀動脈疾病，而導致急性心肌梗塞。 

 

 

乙型阻斷劑 (-Blo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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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fy 

Zyprexa 

Seroquel 

Risperidal 



抗膽鹼副作用 
器官 輕度 中度 重度 

口腔或消化道 口乾(抑制唾液腺
的分泌)，口乾必
須要喝水，喝了
水之後又有頻尿、
急尿的問題 

說話障礙及食慾
減低 

咀嚼吞嚥困難、
言語及味覺喪失、
黏膜受損 

皮膚 體溫過高(排汗受
抑制)，皮膚潮紅 

造成體溫調節失
調，導致體溫過
高(熱休克) 

腸胃道 便秘(抑制腸胃道
的蠕動) 。惡化
便祕問題 

麻痺性腸阻塞 
 

在使用的時候必須要調整劑量，有時我們並不需要給
病人太高的劑量，就可以達到理想的效果。 



器官 輕度 中度 重度 

泌尿道 尿液滯留、泌尿道
感染 (尤其是有泌
尿道感染病史的病
人) 

眼睛 瞳孔擴張，眼壓增
高，惡化白內障之
視力模糊，及青光
眼，易造成跌倒及
意外發生。 

心血管 心跳過快、高血壓 傳導異常、上心室
心搏過速的心律不
整(SPVT) ，誘發心
絞痛、心衰竭 

中樞神經 嗜睡、疲倦 興奮、靜坐不能 顯著的靜坐不能、
方向感喪失、焦慮
不安 
 

認知功能 輕微健忘、注意力
不集中 

記憶力減退、混亂 運動失調、肌肉顫
搐、反射亢進、癲
癇、認知障礙、幻
覺、譫妄，惡化(失
憶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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