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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攀民國l07年4月l0日

發文字號:新北衛食字第l0706543ll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案內相刪資料l份

主旨:為幫助民眾獲得更完善的藥事照護與醫療資源,本局委託新

北市藥師公會辦理l07年度「推動用藥整合‘性實務計豐委託

專業服務」,請貴機構惠予協助推動「醫療院所－社區藥局

個案合作機制」相關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l07年度「推動用藥整合性

實務計畫」暨本局l07年度「推動用藥整合性實務計畫委託

專業服務」辦理。

二、當民眾就醫時,醫師若發現民眾有需藥師專業協助的用藥問

題,轉介給社區藥局提供持績性的藥事照護,透過此醫藥轉

介之合作模式,以提供民眾跨專業的健康照護。

三、若病人有用藥認知、用藥配合度或用藥整今需專業協助,請

醫師惠予轉介給社區藥局藥師。倘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新北

市藥師公會陳蜊齊藥師（02-2278-3277或0988-273740﹚。

四、檢附「醫療院所﹣社區藥局轉介個案合作機制」相關流程及

轉介單l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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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新北市各區衛生所﹑新北市醫師公會﹑三重中興醫院、大順醫院﹑中英醫療
社團法人中英醫院﹑中英醫療社團法人板英醫院、宏悠療稔院、名恩療稔院
、蔥生醫院﹑中祥醫院、泓安醫院、長骨醫院、怡濟患圃醫療社團法人宏濟
神經精神科醫院﹑怡和醫院、公祥醫院﹑板橋中興醫院、北新醫療社團法人
北新醫院﹑台安醫院﹑永和復康醫院﹑全民醫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
仁濟院附股新莊仁濟醫院、永聖醫療社圓法人文化醫院﹑瑞祥婦幼醫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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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樺醫院、祥顥醫院﹑新莊英仁醫院、廣川醫院、蕭中正醫院、清福醫院、仁
安醫院、宏仁醫院﹑板新醫院、佛教您濟醫療財圍法人台北慈濟醫院、新仁
醫療社圍法人新仁醫I亮、新泰綜今醫院、瑞芳礦工醫院﹑同仁醫院、板橋國
泰醫院﹑新北仁康醫院、新北市立聯令翳院﹑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衛生
福利部八里療養院﹑衛生福利部臺北醫I亮、元復醫院、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
財圍法人恩主公醫院﹑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圍法人永和耕莘醫院、益民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圍法人耕莘醫院、國泰醫療財圍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醫療財國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來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l﹝
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興建經營﹚、仁愛醫I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圓
法人淡水馬偕紀念翳院、祐民醫院、國立憂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
、夭主教輔仁大學附設聯院

副本:新北市藥師公會

局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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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社區藥局轉介個案合作機制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今會20l8∕02／23

壹、緣起:依據本會執行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7年推動社

區多元藥事照護計畫,工作項目「精進醫療院所-社區藥局轉介

合作機制’加強暨盥及社區藥局藥師之雙向合作」打定,並經

本計暨107年2月Z3日第一次專家委員會決譏通過。

貳、前言

台灣的健保制度以及醫療院所的普遍性,讓台灣民眾在就醫

上相當便利’但也因比使得民眾容易多處就診,或是自認為藥品

無效又再次就診等’不僅有醫療資源重複使用,且暴露在多重用

藥環境的危險。

民眾領藥後’用藥行為是否與醫師處方一致?是否按照醫師

處方於正確時間用藥?是否有依照醫師指示用藥之困難或使用劑

型方式錯誤之情形?是否同時服用多家院所開立之藥品?剛出院

的民眾,用藥是否達到療效,又是否有藥品的副作用等問題發生?

上述情況’皆有可能使得民眾的用藥安全以及疾病控制亮紅燈‧

民眾離開醫療院所後’在社區最接近民眾的用藥專家即是社區藥

局的藥師,社區藥師可藉由健保署所建置的雲端醫療資訊查詢系

統’一一確認民眾的用藥品項,包括是否使用自我保健的健康食

品或中藥等’完整收集及整合用藥,同時也確瞭解他們實際用藥

情形‧社區藥師不但可就近提供民眾用藥知識以及使用藥品相關

問題的教育’也可協助醫師隨時追蹤病人用藥情形以及藥品是否

達到療效等疾病控制,若發現有就醫需求的民眾也可轉介就診,

全方位地為民眾的健康及用藥把關‧協助確保其用藥更力口符合民

眾的需求’也間接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浪費也可將照護結呆回覆給

原處方醫師,

建立本辦法期望可將醫藥轉介及合作模式建構完善’提供民

眾跨專業的健康照護’當民眾就醫時,醫師若發現民眾有需藥師

專紫協助的用藥問題需求’轉介給社區藥局提供持續性的照護。

社區藥局藥師提供民眾藥事專業照護時’也對所發現有需就醫需

求的民眾提供轉介,讓民眾的就醫與用藥,在醫療院所與社區藥



局之間得以無縫接軌。

參﹑醫師-社區藥局轉介個案合作流程

醫師與藥師依個案就醫或用藥需求,相互轉介或溝通個案照瀏

問題。以下分別敘述藥師轉介個案就醫或與醫師建讖處方修正問

題,以及醫師轉介有藥事照護需求個案予社區藥局藥師提供服務之

流程。

一、社區藥局藥師轉介個案就醫或與醫師建議處方修正問題

（一﹚轉介就醫:當民眾到社區藥局購買0TC藥品﹑保健食品或諮

詢健康相關問題’藥師若發現需要就診,可用本單記錄該呂

眾就診應告知醫師之資訊,以於就診時提供醫師參考。藥自1

提供建議病人就診單（附件一﹚,並應影印一份留底。

（二﹚對醫師提供處方修訂建議（意即”處方判斷性服務”）:民即

持處方箋到社區藥局,藥師調劑處方進行處方適當性評估

時,若對該處方有所疑義,則應依本會所訂之判斷性服務游

程,與醫師溝通並記錄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參考全聯會藥寧

照護發展中心「全國藥寧照護標準作業模式」5.l藥師執行處方判斷

性服務之標準作黨流程﹚

二﹑醫師轉介個案到社區藥局接受「用藥整今服務」之轉介流程;翳師轉介個案到社區藥局接受「用藥整今服務」之轉介流程;

因各醫療院所經營模式不同,本機制辦法提供醫療院所「有輜

介窗口」（方法一﹚及「無轉介窗口」（方法二）之兩種轉介流程∣

使用者可因地制宜簡化修正。

（一）方法一:醫療院所有轉介窗口之轉介流程（如圖一）:本沂

程之轉介窗口建議由醫療院所之藥劑部門擔任。

l.醫師評估病人有用藥照護需求’經病人同愈後’填寫」﹦﹣匡 •

醫師在病人就診時’認

之「用藥整合服務之需

時,醫師可以在徽求病

介單（附件二韉整合服

為病人有符今「個案轉介單」中之「用藥整合服務之需

求」情況’需藥師協助病人問題時’醫師可以在徽求病

人同意後填寫轉介單’向病人說明可靖社區藥局藥師協

助的問題’並請病人到轉介窗口,由轉介窗口人員協助

病人選擇至可提供服務的社區藥局。

2.傳送轉介單到轉介單窗口:可為以下兩種方式

（l）醫師接交給病人,請病人持轉介單前往該服務窗口。

||



（2﹚醫療院所人員代交:例如’由診間之鰱理人員。

3.轉介單轉給社區藥局之方式:依轉介窗口人員是否知道有

哪些社區藥局可提供服務,可分為以下兩種方式。

（l﹚是:窗口人員協助病人挑選藥局後’將轉介單給病人

並請他帶到該藥局,以接受服務。窗口人員同時副知

計暨執行單位,請計暨執行單位通知社區藥局,請其

主勁與個案聯繫.

（2﹚否:窗口人員提交轉介單給計靈執行單位轉介’計畫執

行單位確認該病人是否已有藥師輔導。

A‧病人已被輔導:計晝執行單位將醫師的轉介單提

供給該病人原照護的社區藥局。

B病人未被輔導:計靈執行單位進行派案,並通知該

派案社區藥局。

3.社區藥師接獲派案通知後:

（l）與病人電話聯繫:約定病人可接受用藥整合服務的時

間‧（若為原照護個案,則藥師可依照醫師之需求預約

下次服務時間）

（2﹚聯絡原轉介醫師（或轉介窗口人員﹚:通報已與個案聯

絡,並取得近一步的個案醫療與用藥資訊。

小藥師收案輔導病人後,依病人霄際用藥情形做臨床判斷,

（l）將紀錄輸入至矛巳式藥事照鰱管理系統

﹙附件毛1或 騁師對巾用諷單﹙I

’﹙2﹚以轉介單

與醫師溝通照

護結呆’同時須副失口計聱執行單位‧

5‧藥師追蹤及記錄個案用藥配合度及後續療效改變情形.

（二）方法二:醫療院所有轉介窗口之轉介流程（如圖二﹚:

l.醫師評估病人有用藥照護需求,並經病人同意後’填寫E且
藥整合服務I轉介單（附件二 醫師在病人就診時’認為

病人有符合「個案轉介單」中之「用藥整合服務之需求」

的情況’再徵求病人同意後填寫轉介單,向病人說明可請

社區藥局藥師協助的問題’並請病人到可提供服務的社區

藥局接受服務。

2.轉介單轉給社區藥局之方式:醫師可依是否知道有哪些社



區藥局可提供服務以下兩種方式。

（l﹚是:建議病人可選擇接受服務的藥局’將轉介單給病

人’請病人帶到該藥局接受服務。

（2）否:將轉介單正本給病人’另提交轉介單副本給計豐執行

單位轉介’由計靈執行單位確認該病人是否已有藥師輔

導後進行派案‧

A.已被輔導:計暨執行單位將醫師的轉介單提供給該

病人原照護的社區藥局‧

B‧未被輔導:計靈執行單位進行派案,並通知社區藥

局。

3‘社區藥師接獲派案通知後:

（l）與病人電話聯繫:約定病人可接受用藥整合服務的畸

間。

（2）聯絡原轉介醫師（或轉介窗口人員﹚:通報已與個案聯

絡’並取得近一步的個案醫療與用藥資訊‧

4.藥師收案輔導病人後,依病人窗際用藥情形做臨床判斷!

仕叵..含一留護管理系統 ’（2）並以螫企﹙l）將紀錄輪入至

與醫師溝通斟師用藥建盥單﹙附件二）動

照護結呆,I

附1 一
＝一

照護結呆,同時須副知計畫執行單位‧

5.藥師追蹤及記錄病人用藥配今度及後續療效改變情形‧

本合作機制,社區藥局應遵循「用藥整合服務」流程提供對醫師

所轉介之個案的照護,前述服務流程請參閱本會藥事照護暨執紫

發展中心所制定之「全國藥寧照護標準作紫模式」5‧8藥師執行

「用藥整合服務」之標準作紫流程﹚。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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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推勁社區多元藥寧照嫂計笠」

社區藥局轉介病人就診單2’!wl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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撻:煩漪慨院所回覆個案就診悄形予轉介藥局,以利藥師後鑽援供個案照護’戚駙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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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單為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今會為承辦政府藥事照護相關汁蠡所設計.

使用表單或亦﹢晝相關問題,聯絡窗口:

奄話:02﹣2595.3856﹟l33﹑﹟l34傅真:（02）2599﹣l052

社
區
藥
局
填
寫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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縞人

基本

資勰

姓名

身份證勸

聯絡電話

性別:□男□女 年鈴: 歲

聯絡人 關係﹩

住划

藥
師
建
蜊
就
診
原
因
蛻
明

□病人因腦買保健食品’藥師發現可能有肅要醫師診斷的醫療問題。

□病人希望就近就醫。

□其他;

病人概況﹙Suhiective﹑Ohjective）,藥師如何發現問題:

□是□否檢附目前用藥及過敏藥品紀錄述蠟日期: 年月日
-••••••••••·••••••••••

藥肩

基本

資料

藥局名琍 藥局地址

藥師姓名 聯絡電竄 E﹃MAⅡ 傳真

建蛾就珍醫療院所／科別 醫師姓名 醫療院所地划

00

就
診
醫
療
院
所
回
覆
欄
僻

處理

情形

述蜊

寧項

l完所名稱 聯絡雹飼

醫師姓名 科月 醫師簽章
回覆

日期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推動社區多元藥事照護計暨」

醫師轉介個案給社區藥局提供「用藥整合服務」之流程

醫師填寫

（評估病人有藥寧照護需求,並經病人同意﹚

將轉介單給該院所協助本訏靈之窗口

是

單給個

﹠務的社

】時副知

卜避執行

主勁輿

（於輟藥時﹚將轉介單給個

案,並靖到可提供服務的社

區藥局接受服務。同時副知

汁靈執行單位,由計避執行

螳位通知社區藥局主勁輿

倒案聯繫‧

社區計暨執行單位通知社區

藥局‧

k轉介雌人鬨是否知道j

些社區藥局可提供服務些社區藥局可提供服務

是

計畫執行單位將

醫師的轉介單提供給該個

案原照護的社區藥局。

位將

單提供給該個

社區藥局。

否

援交轉介單給計暨執行單社縱

介,計暨執行單位確認該個案是

否﹑已右藥師輔導‧／

援交轉介單給

介,計暨執行L

否﹑已右藥師輔藥師輔導

否

’計畫執

分派個

區藥局

’計畫執行』

分派個案,

區藥局』

’計畫執行單位進行

分派個案,並通知社

區藥局』

社區藥師與病人電話聯繫’約定病人可接受用藥整合服

務的時間。並於緹供個案服務前先典原轉介醫師﹙或窗

口）聯繫’取得個案醫療與用藥資訊＠

藥師收案輔導病人後

1‧依病人實際用藥情形做臨床判斷’將紀錄輸入至
7
﹄■ 以盤介單（附件二）或
須副知計靈執行單位

藥師追蹤及紀錄病人用

藥配合度及後鑽療效改

變情形‧

圖一、醫師轉介個案至社區藥局流程圖l

區式藥事照護管理糸統

與醫師溝通照護結果’同時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推動社區多元藥事照護計暨」

醫師轉介個案給社區藥局提供「用藥整今服務」之流程

醫師填寫

（評估病人有藥事照護需求’並經病人同意）

是

個案,請個

服務的社

服務。

將轉介單給個案,請個

案到可提供服務的社

區藥局接受服務。

醫師是否知道有哪些
魅區藥局可提供服務魅區藥局可提供服

是

計暨執行單位將

醫師的轉介單提供給該個

案原照護的社區藥局‧

位將

單提供給該個

社區藥局‧

否

堤交轉介單給

介,計暨執行』

吝﹑己右藥師輔

堤交轉介單給計晝執行單社樅

介,計暨執行單位確認該個案是

吝﹑己右藥師輔導‧／藥師輔導

否

計霆執

個案,

計霆執行

個案,並

計霆執行單位進行分派

個案,並通知社區藥局。

社區藥師與病人菴話聯繫,約定病人可接受用藥整合服務

的時間。並於提供個案服務前先與原轉介醫師﹙或窗口）聯

繫,取得個案翳療與用藥資訊‧

藥師收案輔導病人後

l。依病人實際用藥情形做臨床判斷,將紀錄輸入至社區式藥寧照護

管理糸統。

照護結采,同時須副知計暨執行單位.

藥師追蹤及記錄病人用

藥配合度及後續療效改

變情形。

圖二﹑醫師轉介個案至社區藥局流程圖2

與醫師溝通



附件二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推動社區多元藥事照護計蜇

醫療院所請社區藥師提供「用藥整今服務」之轉介單
I07/0l/02

本殺單為中韉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今會為承辮政府藥寧照邋相刪汁薑所股古﹢:
使用表單或汁靈相關問翅’聯絡窗口:

L╴-＝╴雹塗β0些亞9s﹣385亟l璽-﹑-紐4╴傳莫:﹙02﹚2599?Ⅲ鏗﹣╴-…﹣.﹣…－

[

化
算
鬧
劍
諺
醫
摒
陘
月
嘐
驚
赧

:
刻
辭
個
基
資

轉1

目旬

轉刊

藥后

院所

基本

資料

個案姓名 性別:□男□背 年鈴:歲

身份騷號 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緒 住址

l.病人有用藥繩知或配今度簫尋紫協剛

L-1□講做配今度諮詢服務,以協助病人援升對藥品的認知或用藥配合度‧

L﹣2□病人有閱鑽困難、語言困難、昏暈﹑失憶等認知狀況,講協助或毓認病人可堊壁用藥‧

L﹣且□病人有不方便取藥、視力不好、艙力障礙等狀況,鑽協助或確涊病人可上亟用藥‧

2‧病人因跨院就珍、甫出院或即將轉介至他院就醫’請協助以下項目並回餓醫師

2‧l□進行藥物交互作用、治療禁忌等評估‧

且﹄2□尬壁整今用藥

請協助追蹤病人籐效∕用藥反煦

3﹣n其化Z:﹙燼糙述）

與所勾選個案特閻有關的疾病／症狀及用藥之簡述﹩

藥局

電括

藥囪

姓列

醫療院肛名稱:地址∣

醫師姓名 鏗
塗

堡塑
號關

E╴ⅢaiI
••••••••••••••••

轉介日撕 .年﹣月－--』 轉介醫師簽章

藥
局
回
覆
欄

處理

情形

藥局

名稱

藥師

簽章

回擱

日撕
電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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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7年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推動社區多元藥事照護計晝」

藥師對醫師用藥建議單

姓名; 性別呂□男□女出生年月日:∕／電話:

醫師姓名 服務單位: 科別:＝

尊敬的 醫師’您好曷

我是╴藥屆藥師,本建蛾單是在調劑您閒立的處方’或檢視病人靈端藥歷

檔時,發現病人有疑似藥物洽療問題,茲援供解決問題之方案給供您參考’敬鵝
回覆愈見’共同為瘺人健康與用藥安全而努力,謝謝您!

病人概況（Suhiective﹑OⅡective﹚’藥師如何發現問題:

參考資料采源; □藥品仿單□其他

藥師: 電話:日期:年月日

藥師e﹣mai】: 傳真:

藥師瞽醫師回應CC碼:﹣

醫師回覆內容:

回覆醫師: 年月日

.本表單為中華民國藥師公含全國聯今會為承辨政府藥事照護相關計畫所設計‧

使用濯單或汁畫相關問題’聯絡窗口:

i╴-╴－-﹣蔥塗﹙!:蜇?鑾墮鯉塑﹣具﹣翅4…-傯雞鯉啞鰥N里-﹣﹣…-╴-.

疑似檠物治療問題之描述

﹙Assessme㎡
藥師述蛾﹙PIan】

AA碼 BB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