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    址：臺北市民權東路一段 67 號 5 樓 
電    話：02-25953856 
傳    真：02-25991052 
連 絡 人：李莉君(分機 112) 
電子信箱：baggae112@gmail.com 

受文者： 如正、副本單位及人員 

速別： 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2 日 
發文字號： (108)國藥師博字第 1080433 號 
附件： (附件一) 社區式照護四小時培訓課程 

(附件二) 機構式照護四小時培訓課程 
 

主旨：檢送「社區式」及「機構式」照護四小時培訓課程，敬請惠允協助辦理。 

說明： 

1. 依據 108 年度食品藥物管理署「用藥整合服務推動與展望計畫」辦理。 

2. 本年度預計於宜蘭縣、新北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嘉義市、嘉義

縣、高雄市、臺東縣及澎湖縣辦理共 10 場社區式照護培訓課程。 

3. 本年度預計於宜蘭縣、新北市、苗栗縣、臺中市、嘉義市、嘉義縣、高雄

市、臺東縣及澎湖縣辦理共 9 場機構式照護培訓課程。 

4. 敬請貴局協助公告開課相關資訊。 
 
正    本：宜蘭縣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臺中市食品藥物

安全處、彰化縣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嘉義縣衛生局、高雄市政府衛生

局、臺東縣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宜蘭縣藥師公會、新北市藥師公會、

苗栗縣藥師公會、臺中市藥師公會、臺中市新藥師公會、彰化縣藥師公會、嘉

義市藥師公會、嘉義縣藥師公會、高雄市藥師公會、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臺

東縣藥師公會、澎湖縣藥師公會 

副    本：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計畫主持人古博仁、協同主持人陳合成、協同主

持人邱怡玲、本會(文存)  



QF003 

108 年度「用藥整合服務推動與展望計畫」 
社區式「用藥整合服務」四小時培訓課程   

學習重點：  

1. 認識「用藥整合服務」是配合健保署之期望，鼓勵藥師上雲端藥歷系統

執行加值服務。 

2. 學習「用藥整合服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3. 認識 “藥物治療問題” 是一個看不見的疾病，需要藥師去看見。 

4. 如何執行判斷性服務。 

5. 學習判斷性服務的藥物治療問題歸類與應用。 

6. 認識與醫師溝通處方問題的平台 

7. 學習對個案說明醫師處方問題的技巧。 

8. 學習書寫對醫師建議單的技巧。 

9. 認識花 15~20 分鐘的“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該如何執行? 

10. 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應如何做紀錄? 

11. 練習網路化管理系統之服務內容登錄 

學    分：本課程具有 4 小時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  

證    書：上完全部 4 小時課程並完成系統輸入，由全聯會授予完訓證書。  

辦理場次：本 108 年度分別於宜蘭縣、新北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

嘉義市、嘉義縣、高雄市、臺東縣及澎湖縣舉辦 10 場次教育課

程。 

對    象：參與「用藥整合服務普及化計畫」之藥師為優先培訓對象，其次

為有開課需求之縣市藥師。 

備   註：以讓參與藥師能熟悉並會操作系統為目標，將提供能讓藥師模擬

真實收案情形進行現場實作演練之環境，參加學員須攜筆記型電

腦。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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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0830~0840 衛生局長官及藥師公會代表致詞 

0840~0930 用藥整合服務 
1.醫藥合作機制 
2.用藥整合服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3.社區式照護管理系統操作教學 

0940~1230 分組案例討論 
判斷性服務、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 
服務紀錄登錄系統之實務操作 

各組討論結果報告 

各縣市訓練場次、時間、地點及講師安排: 

 場別 日期 地點 講師 

1 宜蘭市 4/14(日)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健康大樓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287 號) 
鄭文柏 

2 新北市 4/13(六) 
新北市衛生局大禮堂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 號) 
鄭文柏 

3 苗栗縣 3/17(日)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201 會議室 
(苗栗縣後龍鎮光華路 373 號) 

林彥彰 

4 台中市 4/28(日) 
台中市藥師公會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406 號 5 樓之 3) 
游佩雯(暫定) 

5 彰化縣 4/14(日) 
員林基督教醫院物流中心二樓會議室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莒光路 456 號) 

楊榮姚 

6 嘉義市 4/21(日) 
嘉義市藥師公會 

(嘉義市友愛路 562 號 8 之 8) 
張展維 

7 嘉義縣 4/14(日) 
嘉義縣政府 2 樓電腦教室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蔡有隆 

8 高雄市 3/30(六) 
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_自由會館(下午場)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 164 號 6 樓) 
黃芬民/許博程 

(暫定) 

9 台東縣 4/14(日) 
台東縣衛生局 

(臺東市博愛路 336 號) 
吳展蓉 

10 澎湖縣 3/16(六) 
澎湖縣政府電腦教室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鄭文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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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用藥整合服務推動與展望計畫」 
機構式照護四小時培訓課程 

學習重點： 
1. 認識藥師在長照機構的角色，以及該執行的服務項目與流程。 
2. 認識“藥物治療評估”是長照機構藥師服務的專有名詞。 
3. 認識“藥物治療管理”與“藥物治療評估”的差異。 
4. 認識長照機構式藥事照護需使用哪些書面記錄。 
5. 長照機構式照護評鑑將來對安全用藥之要求。 

學    分：本課程有申請 4 小時藥事人員繼續教育學分。 

證    書：上完全部課程，將由全聯會授予完訓證書。 

辦理場次：本 108 年度分別於宜蘭縣、新北市、苗栗縣、臺中市、嘉義市、

嘉義縣、高雄市、臺東縣及澎湖縣舉辦 9 場次教育課程。 

對    象：參與「用藥整合服務普及化計畫」之藥師為優先培訓對象，其

次為有開課需求之縣市藥師。 

備   註：以讓參與藥師能熟悉並會操作系統為目標，將提供能讓藥師模擬

真實收案情形進行現場實作演練之環境，參加學員須攜筆記型

電腦。 

 
 
 
 

附件二 



5 

課程安排： 
時  間 內  容  

1320~1420 藥物治療評估 
1. 機構式照護內容 
2. 藥物治療評估之標準作業流程 
3. 機構式照護管理系統操作 

1430~1630 分組案例討論 
1. 藥物治療評估 
2. 服務紀錄登錄系統之實務操作 

1640~1740 討論結果分享 

 

各縣市訓練場次、時間、地點及講師安排： 

 場別 日期 地點 講師 

1 宜蘭市 4/14(日)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健康大樓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 287 號) 
黃瑞裕/葉雅雯 

2 新北市 4/13(六) 
新北市衛生局大禮堂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 192-1 號) 
陳翊齊 

3 苗栗縣 3/17(日)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201 會議室 
(苗栗縣後龍鎮光華路 373 號) 

顏群芳 

4 台中市 4/28(日) 
台中市藥師公會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406 號 5 樓之 3) 
王人杰 

5 嘉義市 4/21(日) 
嘉義市藥師公會 

(嘉義市友愛路 562 號 8 之 8) 
張展維 

6 嘉義縣 4/14(日) 
嘉義縣政府 2 樓電腦教室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蔡有隆 

7 高雄市 4/18(四) 
高雄市藥師公會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 號 4 樓) 
黃芬民/羅國暐 

8 台東縣 4/14(日) 
台東縣衛生局 

(臺東市博愛路 336 號) 
吳展蓉 

9 澎湖縣 3/16(六) 
澎湖縣政府電腦教室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鄭文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