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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老藥事居家照護案例報告

地點: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藥師: 陳淑謐 藥師

日期: 201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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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訊_基本資料

李伯伯，71歲

身高167公分，體重85公斤
 (BMI: 30.4 kg/m2)

外觀身體強壯，步伐平穩，意識清楚，皮膚外觀完整，
膚色正常

視力正常、聽力正常、對話很順暢

自行服藥沒問題(可整顆吞服)

無過敏記錄，不曾有藥物不良反應

家庭與生活背景
 與家人同住，女兒為衛生所護士
 停車場負責人，每天騎車運動
 戒菸(過去是老菸槍)、不喝酒、偶爾泡茶

第一次訪視
1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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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資訊

李伯伯，71歲

身高167公分，體重85公斤 (BMI: 30.4 kg/m2)

現在主要疾病或醫療問題

高血壓、心律不整、缺血性心臟病

頭痛

https://login.medscape.com/login
/sso/getlogin?urlCache=aHR0cDo
vL3d3dy5tZWRzY2FwZS5vcmcvd
mlld2FydGljbGUvNTc5MDg3&ac=
401
Yvanne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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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訪視用藥記錄 (101/6/9正使用全部藥品)

醫療院所/
科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A醫院
心臟內科

Bisoprolol 1.25mg/1#QD 1#QD

Diovan Valsartan 160mg/1#QD 1#QD

Erispan Fludiazepam 0.25mg/1#HS 1#HS

Propranolol 10mg/1#BID 1#BID

Isormol Isosorbide 20mg/1#BID 1#BID
Norvasc Amlodipine 5mg/1#QD 1#QD

Plavix Clopidogrel 75mg/0.5#QD 0.5#QD

Spironolactone Spironolactone 25mg/1#QD 1#QD

A醫院 Folic acid Folic acid 5mg/1#QD 1#QD

Concor

In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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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ference.medscape.com/drug-interactionchecker
http://reference.medscape.com/drug-interactionchecker

第一次訪視用藥記錄 (101/6/9正使用全部藥品)

醫療院所/
科別

商品名 學名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B醫院
神經外科

NEURONTIN GABAPENTIN 300mg/1#BID 1#BID

ULTRACET TRAMADOL
ACETAMI
NOPHEN 

37.5 mg
325 mg /1#BID

1#BID

SIBELIUM FLUNARIZINE 5mg/1#BID 1#BID

C醫院
神經內科

U-CHU  TONEC ACECLOFENAC 100mg/1#BID 1#BID

DEANXIT FLUPENTIXOL 
MELITRACEN 

0.5 mg
10 mg /1#BID

沒有使用

EUCLIDAN NICAMETATE 50mg/1#BID 沒有使用

衛生所
診所

NICOTINELL Nicotine 2mg/PRN 1#PRN
(約2小時就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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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腎功能考
量外，血壓
藥也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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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檢驗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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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值 101.1.10
SGOT (U/L) 5-35 32
SGPT  (U/L) 0-40 23
CREA(mg/dL) 0.7-1.5 1.1
BUN (mg/dL) 7-20 26
GFR(ml/min/1.7.3m2) >60 66(第2期)
RBC(106/UL) 4.6-6.2 4.38

PLT(103/UL) 150-400 72

第一次訪視
10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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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心跳記錄值

*個案表示目前約控制在收縮壓120-130mmHg，舒張壓70-80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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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BP(mmHg) HR↑(次)

6/9 123/72 71

6/16 131/76 72

手量一
分鐘



2012/7/24

5

最主要需追蹤的醫療問題清單
疼痛控制

NRT使用1-2年

缺血性心臟病

次要的醫療問題
心律不整

高血壓

續發性血小板缺乏症

9

第一次訪視
101/6/09評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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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一: 疼痛控制照護計畫

疾病狀況:
個案多發性神經痛 (尤其是頭痛)病史約10幾年，因頭痛到處就醫，
過去也曾因半夜頭痛到台北醫院掛急診，一直有藥物控制，自覺
天氣改變或聞到菸味會引發頭痛，會使用暖暖包後可獲得改善。

目前藥物治療:
Neurontin  300mg          1#BID
Ultracet 1#BID
Sibelium 5mg                 1#BID
U-chu  tonec 100mg      1#BID
Deanxit 0.5 mg               1#BID
Euclidan 50mg               1#BID

第一次訪視
10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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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一：疼痛控制照護計畫
藥物治療問題 :

 兩醫院重複處方止痛藥NSAID(Ultracet、 Tonec)

 長期使用Nicotine 咀嚼錠

建議醫師事項: 

 將2醫院用藥進行整合，統一由B醫院醫師開立處方(自訴
不會再回C醫院，因為B醫院的藥物有效)。

治療目標 :

 疼痛控制好、減少藥物使用、減少副作用

須監測 :

 監測頭痛情形

第一次訪視
101/06/09

醫療問題一：疼痛控制照護計畫

病人教育 :
 止痛藥與腎功能之關連性

 建議固定就醫，避免重複使用止痛藥

 尼古丁會使血管收縮，影響腦部血液供應，造成慢性頭
痛，所以不建議長期使用尼古丁咀嚼錠，應逐漸減量

 自我照護

 停下手邊的工作，讓自己靜靜的坐一會兒。閉上眼睛，慢慢地吸
氣、吐氣，試著放鬆頭部及頸部肌肉。

 嘗試做一些放鬆運動。

 紓緩的按摩頸部肌肉。

 熱敷疼痛的區域，或者洗個熱水澡

第一次訪視
101/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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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一: 疼痛 追蹤

病人行為改變情形:

 因聽藥師說止痛藥會傷腎臟，而昨晚不敢服藥，今天
到11點多頭就很痛，就吃ㄧ顆Tonec

疼痛控制情形

 稍好

 沒發現新問題

第二次訪視
1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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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二: NRT照護計畫
個案狀況:

從初中開始抽菸，一天約抽1包多，後因為抽菸甚至聞
到菸味即會感到頭痛，所以決定戒菸。衛生所處方
Nicotine 咀嚼錠，每天約使用十幾粒，從未減量，使用
1-2年

藥物治療問題:
 長期使用NRT之適當性

 建議療程為12週之六個月

 尼古丁替代療法不適合以下人仕使用：不抽菸者、對尼古丁
或產品其他任何成分過敏者、嚴重的心臟病患者（包括明顯
心絞痛、嚴重的心律不整或三個月內有心肌梗塞者）、目前
正患有消化性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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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問題二: NRT 照護計畫
 建議醫師事項:

 個案符合尼古丁替代療法的禁忌

 應衛教個案正確使用方法

 治療目標:   
 慢慢減量至完全停用

 病人教育:
 尼古丁咀嚼錠

 通常固定每一至二小時使用一錠，如果期間有突如其來的抽煙慾望
時，也可以再使用一錠，一個療程為十二周，前六周每一至二小時
使用一錠，接下來的三周每二至四小時使用一錠，最後的三周每四
至八小時使用一錠。當用量降低至大約每天一至兩錠的時候，便可
以隨時停止使用。

醫療問題三：缺血性心臟病照護計畫

疾病狀況:
個案表示曾做過64切電腦斷層掃描，醫師解釋結果有一
條血管95%阻塞，另兩條約阻塞60%多，但因為血小
板缺乏症因此醫師不敢使用支架，目前只有使用口服
藥物。

目前藥物治療:
Plavix 75mg                  0.5#QD

藥物治療問題 :
減半劑量是否可達到療效???
 說明: 血小板缺乏症目前已10幾年，且至醫院檢查骨髓未發現
異常，目前沒有出血或紫斑現象，故醫師仍繼續減量處方使用。
沒有同時處方Aspirin (之前P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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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教育 :

 居家自我照顧及預防方面：

 生活宜規律：

 飲食宜定時、定量，勿暴飲暴食。

 每天至少6 ～ 8 小時睡眠，避免熬夜。

 上下午各安排一次30 分鐘的休息或睡眠時間。 

 生活中保持心情輕鬆愉快，避免生氣、緊張、興奮的情況。


 禁止抽煙喝酒，吸煙會造成心肌能利用的氧氣減少，喝酒會促
進心肌的耗氧量。

 保持大便通暢，勿用力解便。

 避免過冷或過熱的洗澡水及避免三溫暖。

 藥物方面注意事項：

 按醫師指示按時服藥。

17

醫療問題三：缺血性心臟病照護計畫

病人教育 :
 居家自我照顧及預防方面：

 飲食方面注意事項：

 採低鈉飲食及避免過鹹食物，儘量採新鮮食物烹調，勿食用罐
頭類、醃製食品、蔬菜中的紫菜、海帶、胡蘿蔔含鈉量高，不
宜大量食用。

 採低膽固醇飲食，避免油炸烹調方式，以植物油代替動物油，
避免動物內臟、蟹黃、蝦卵等食物，蛋黃以一個星期不超過三
個為主。

 飲食以易消化、質軟為原則，採少量多餐。

 肥胖者應採低熱量飲食，以逐漸減輕體重，食物中宜避免純糖
及脂肪高之食物。

 減少酒類、茶、咖啡等刺激的食物。

 避免刺激性之調味品，如:辣椒、胡椒、咖哩粉等。 

18

醫療問題三：缺血性心臟病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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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獨居老人之照護建議
獨老: 目前衛生局、社政單位皆有照護措施
加上藥事照護，將更趨完整，但資源須要避免過度集中及重複
建議: 獨老之藥師照護著重於【正確用藥+關懷】
進度: 多數藥師已完成第二次訪視，目前已有之問題
1. 個案重覆
2. 用藥簡單
3. 其它:
http://www.drugs.com/drug_interactions.php (不用帳號密碼)
http://reference.medscape.com/drug-interactionchecker
(帳號Yvanne11 密碼65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