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獨居老人居家藥事照護 2012-成果報告書 

 

幸福宜蘭，藥師專業照護   

劉建廷、莊淑姿、安文彬、葉竹謙、張文虹、李

如玉、葉雅雯、佘佳儀、陳淑謐 

參與本計畫之所有專業人員 

 

2012/11/19 



 

目錄 

背景 ................................................... 3 

計畫內容 ............................................... 4 
指導單位 .................................................................................................................... 4 
主辦單位: ................................................................................................................... 4 
照護小組召集人 ......................................................................................................... 4 
收案範圍 .................................................................................................................... 5 
個案數 ........................................................................................................................ 5 
經費 ............................................................................................................................ 5 
選案方式 .................................................................................................................... 5 
照護記錄本 ................................................................................................................ 5 

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6 

計畫預期成果 ........................................... 7 

主要計劃人力 ........................................... 8 

結果 ................................................... 9 
(一)個案數...................................................................................................................... 9 
(二)鄉鎮及藥師貢獻度 .................................................................................................. 9 

(三)樣本資料分析: ..................................... 11 
(1)訪視次數......................................................................................................... 11 
(2)個案性別比 ..................................................................................................... 13 
(3)BMI ................................................................................................................. 13 
(4)訪視次數完成百分比: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5)血壓分析......................................................................................................... 14 
(6)用藥品項分析 ................................................................................................. 15 
(7)用藥品項與訪次次數分析 .............................................................................. 16 
(8)吸菸分析......................................................................................................... 18 
(9)醫院分佈......................................................................................................... 18 
(10)其它資訊 ....................................................................................................... 19 

資訊系統修正建議 ...................................... 19 

附錄 .................................................. 21 
(1) 專案進度表 ................................................................................................... 21 
(2) 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 22 
(3) 主要職掌及參與人員 ................................................................................... 23 
(4) 宜蘭縣政府居家照護資訊系統 .................................................................... 28 
(5) 實際訪視明細表 ........................................................................................... 26 

參考文獻 ................................. 錯誤! 尚未定義書籤。 



壹、 背景 

老化指數定義為(老年 65 歲以上人口數÷幼年 0-14 歲人口數)×100；超級老

人社會定義為 65 歲者佔 14%以上。全球老化指數 29.6%，西太平洋地區中，日本

(176%)、南韓(81%)、臺灣(72%)、中國大陸及新加坡(53%)皆為高齡化社會，但

台灣老年化速度堪稱世界第一，目前超過 65 歲者佔 11%，只剩十年即將跨入超

級老人社會
內政部 101 年資料

。宜蘭縣老化指數更高達 85％、超過 65 歲者佔總人口數的

13.2%，二者皆大幅高於全國平均值，顯示宜蘭縣老化問題嚴重。 
 

關於我國老年人口的生活現狀，在我國內政部於民國 98 年的調查下得到六

項結論，分別為： 

1、 我國有 27.2%的老人覺得自己健康及身心功能狀況不好，但我國雖有

75.9%老人患有慢性或重大疾病，卻有 78.0%老人對目前整體生活表示滿

意。 
2、 我國 65 歲以上老人有 16.8%自理日常起居活動有困難，其主要照顧者以

子女（含媳婦、女婿）居多、配偶占居次，本國及外籍看護工三，而數

據比例依序為 48.5%、20.2%及 16.6%。 
3、 老人主要經濟來源為「子女奉養（含媳婦、女婿）」，其次為「政府救助

或津貼」；但約有 21.9%老人認為自己生活費不夠用。 
4、 老人有 67.9%表示贊成政府推動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不贊成者僅占

10.5%；服務方式有 67.2%比較願意在家接受服務。 
5、 老人期望政府加強提供服務之項目，以「經濟補助」、「醫療照顧保健服

務」最多。 
6、 老人對未來生活主要擔心的問題依序為「自己的健康問題」、「經濟來源

問題」、「自己生病的照顧問題」。 

從這些統計結果顯示，我國老年人口目前對自己的整體生活基本上是滿意

的，在家庭照護結構上，以受子女侍奉者較多，經濟來源也同樣來自於子女。對

政府政策要求方面，我國老年人口對我國政府推行的「長期照護保險制度」感到

樂觀，但較傾向於「在家接受長照服務」。同時，我國老年人口最擔心的問題無

非是自己的健康、經濟來源，以及當自己生病時的照護問題。人口老化最直接反



映的就是老人安養及醫療照護需求大增，老人期望的老年生活以身體健康名列第

一。 

在面對老化威脅之時，我們慶幸社會在地善心人士-林教授襄贊本縣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連續三年慷慨解囊，今年4月更挹注【獨居老人之專業藥事照護】，金

額高達50萬元；我們感受到老人對健康的期望，同時在衛生局長劉建廷、食品暨

藥物管理科莊淑姿科長、張文虹小姐的支持協助下，結合經費上的奧援，宜蘭縣

由藥師公會安文彬理事長及葉竹謙、陳淑謐藥師帶領縣內有意願的藥師一同加入

獨居老人的藥事照護計畫。 

藥事照護計畫(pharmaceutical care program)目前多重慢性病患是我國醫療照

護系統中最重要的資源使用者，多重慢性病的盛行率將因人口老化逐年升高，其

醫療照護課題也將愈趨重要(沈雅敏2011)。藥事照護計畫目的是強化其正確用藥之觀

念、避免不必要之用藥，進而節省醫療資源之浪費。老年人隨著年齡增加，身體

機能逐漸衰退，可能罹患不只一種疾病，所以老年人會比一般人服用更多的藥

物，面臨藥品交互作用、重複用藥、治療禁忌、副作用明顯增加。多重用藥 
(polypharmacy) 是指同時使用藥物等於或多於9種或每天給藥12項次稱之(譚延輝，

2007)。而且老人的生理狀態隨著年齡增加會出現更大的差異性，在藥物動力學及

藥物效力學上，都呈現高度的個人化(Donna & James,2003)。又依據統計資料顯示，65歲
以上老人五成六有慢性病，平均每人有1.4種疾病；平均用藥種類超過5種者有六

成七，超過10種者有二成八(Jyrkka et al,2006)。 

 

貳、 計畫內容 

 指導單位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主辦單位: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食品暨藥物管理科及十二鄉鎮衛生所、宜蘭縣藥師公會。 

 照護小組召集人 



陳淑謐藥師。 

 時間 

2012 年 5 月～2012 年 12 月，如計畫完成可提前結束（附錄一、專案進度表）。 

 收案範圍 

全縣 12 鄉鎮之獨居長者。 

 個案數 

預計收案 250 位以上，以獨居老人者為優先，每位以訪視 3 次為目標，經病

情改善或其他因素而結案者不在此限，共計 1000 人次。 

 經費 

由衛生局向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爭取補助：總經費 50 萬元(內含訪視紀念品+判
讀)。  

 撥補方式 

每次完成訪視記錄繳交記錄本後，由衛生所承辦人員統計資料回報至衛生

局，經衛生局確認無誤後，依據實際收案人數撥補經費至藥師個人帳戶內。 

 選案方式 

以藥師自行評估負荷承受度而定，以平均分配為基礎；如接近結案時，收案

人數尚有不足，則可透過衛生所所提供之個案，再協商增加訪視名單。 

 照護記錄本：每位個案一本，內含訪視記錄、轉介單及照片黏貼處，不足處

可自行增加頁數。於訪視完畢後，藥師將全數紙本資料交回該個案居住之衛

生所，由衛生所承辦人員統一回收。 
 電子記錄檔：藥師依據個人帳號，將訪視資料於結案時逐一輸入

http://med.sintel.com.tw/Login.aspx（畫面如附錄五)，並於輸入過程中，小心

不得刪除他人所鍵入之資料。為安全起見，每位藥師僅開放部分權限，限所

選個案之該鄉鎮內所有個案資料，其餘鄉鎮資料不能開啟或處理。 



 訪視建議表: 如藥師發現用藥或治療問題，須即時給予個案提醒並填寫"建議

表"提供個案回診時供醫師參考(附錄六)。 

參、 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一) 發現需求: 由各衛生所藥師提供民眾名單，主要以用藥超過 5 項、診斷

為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服藥順從度較低、長期控制較差的作為優

先選擇的對象。 
(二) 確定對象: 透過衛生局和藥師公會整合名單，並和民眾確認意願後，交

由藥師長期照護小組，分配藥師，進行訪視。 
(三) 進行訪視：分配的藥師在和衛生所承辦人員及受訪對象聯繫確定時間後

到府訪視藥師訪視民眾的主要內容為藥物治療的確認，包括: 

1. 確認服藥是否正確 (服用次數和時間) 
2. 多科用藥間是否有重複用藥或藥物交互作用 
3. 藥品保存方式是否合適 (避免藥物變質或混雜造成的問題) 

(四) 分析和整理:確認是否需要再次訪視對需要協助的民眾提出合適的方案 

1. 對民眾的疑問提出安心的解答和正確衛教 
2. 提供分裝藥盒 (協助服藥的順序正確) 
3. 照會原看診的醫師 (用藥的問題需要整合) 

 

 訪視頻率：以每月一次，每次間隔 3-6 週，頻率勿過於密集或間距過長，造

成叨擾老人或遺忘疏離感。 
 訪視記錄：共三次，採紙本及電子檔記錄併行，內含個案基本資料（居住鄉

鎮、年齡、性別）、理學檢查（血壓、身體質量指數-BMI）、吸菸史、用藥

資料（醫療院所、藥品品項、藥名、服用頻率）。 
 照片：提供照護過程中，一張個案與藥師的合照，含電子檔，並另貼照片檔

於照護記錄本中。 
 相關規範：提醒藥師注意事項，包括服裝儀容整齊、配戴訪視證並注意人身

安全，務必確實依計畫內容執行辦理，並且準時繳交各項報告，另將個案做



成教材(如附件一及附件二，案例報告
宜蘭縣月例會個案
報告(佘佳儀藥師).ppt

2012-07-24獨老個
案報告（陳淑謐藥師)，讓經驗可

以不斷傳承。另外訪視前及當時接須向個案解釋取得同意，所有資料依個資

法保密。 

 

 相關會議 

(一) 計畫案實施前 

1. 宜蘭縣老人居家照護藥事論壇：一場 
2. 宜蘭縣獨居老人健康照護服務在職教育訓練暨研討會：一場 
3. 衛生局－藥師公會雙向溝通: 兩場 

 

(二) 計畫案實施時 

1. 獨老藥事居家照護案例報告：至少二場，每次個案 2 位以上。 
2. 檢討、修正會議: 衛生局－藥師公會雙向溝通，視需求召開。 
3. 其餘聯繫: 均以 e-mail 或電話聯繫即可。 
4. 各鄉鎮市衛生所分組召開討論會： 

組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總研討會 4/26 7/24 預計 12/9 

蘇澳鎮、五結鄉、南澳鄉 7/19 9/21 11/09 

羅東鎮、冬山鄉、三星鄉 6/21 9/17 10/25 

壯圍鄉、員山鄉、大同鄉 6/26  9/20 10/24 

宜蘭市、頭城鎮、礁溪鄉 6/22  8/21 10/16 

 

肆、 計畫預期成果 

1. 推廣性: 共 250 位個案以上，每位個案訪視次數上限 3 次。 



2. 成效性: 以關懷老人用藥為主，期間介入親自探視及陪伴老人、電話關心

及用藥專業建議，改善或維持老人健康，避免用藥不良反應之發生。  
3. 參與度: 獨老照護中心所有專業藥師皆納入此計畫，各善其職共同達成目

標。 
4. 創意度: 納入社會行銷 (Social Marketing) 概念，低成本高效益，將計畫

化為可行且可評量的活動，提昇用藥效益、藥師形象，為幸福宜蘭共同盡

一份心力。 
5. 進步度：將今年計劃執行過程中之優缺點逐一提出改善建議，以做為衛生

主管機關及藥師公會下年度施針方向之參考。 

 

伍、 主要計劃人力 

姓名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劉建廷 衛生局長 計畫主持人 

莊淑姿 衛生局科長 專案管理人 

安文彬 藥師公會理事長 計畫共同主持人 

葉竹謙 

陳淑謐 
高診次合格藥師 照護小組召集人 

張文虹 
衛生局食品暨藥

物管理科 
衛生局主要負責人 

 

其餘詳見附錄三 

 



陸、 結果 

(一) 個案數 

1. 資料截至 2012-08-15 共分發 346 位個案，實際收案 341 位個案，達成率

98.6%。 
2. 每位個案平均訪視次數 2.9 次，共計 988 人次，截至 2012-11-07 為止。 
3. 總參與藥師人數 29 人，25 家藥局及 1 家衛生所。 
4. 總參與鄉鎮: 12 鄉鎮 

 

(二) 鄉鎮及藥師貢獻度 

1. 分發個案前三名為蘇澳鎮(36 位)、宜蘭市(36 位)、羅東鎮(32 位) 
2. 實際收案前三名為員山鄉(34 位)、宜蘭市(32 位)、五結鄉(31 位) 
3. 加乘訪視次數後，以冬山鄉 100 人次最優秀，次為礁溪鄉及羅東鎮，分別

為 85 及 83 人次。 
4. 以鄉鎮為單位，訪視總數除以總藥師人數，則以蘇澳每位藥師訪視次數達

34 次為最多，次為礁溪鄉(28 次/每位藥師)及冬山鄉(20 次/每位藥師)。 
5. 個人貢獻度中以張智淵藥師 71 次最多、次為林雅慧、王麗芬、李元武、

曾莉菱、張阿南、張瑛傑、葉竹謙、吳家祥及葉雅雯藥師貢獻度最高。 
6. 所有詳細資料參見附錄四。 

(三) 相關會議完成度 

 「陽光公益慈善基金捐贈記者會」:2012 年 4 月 24 日，宜蘭縣政府舉辦，讓

愛轉動! 宜蘭獨居老人健康照護啟動(附錄七)。 
 宜蘭縣獨居老人健康照護服務選案暨計畫內容說明會：2012 年 4 月 24 日；

主 持 人-葉竹謙藥師；地點-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四樓 
 宜蘭縣老人居家照護藥事論壇：主持人-安文彬理事長 (附錄八) 
 宜蘭縣獨居老人健康照護服務在職教育訓練暨研討會：101 年 7 月 24 日（星

期二）中午 12：30；主 持 人-陳淑謐藥師；地點-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四樓(附
錄九) 

 衛生局－藥師公會雙向溝通: 兩場 



 宜蘭縣第一期電子報: 幸福宜蘭獨居老人藥事照護電子報一篇(附錄十) 

 



 

柒、 樣本資料分析:  N=88 

來源羅東鎮、三星鄉、蘇澳鎮、頭城鎮、冬山鄉、壯圍鄉、員山鄉，共

88 位個案為樣本分析。N=88，非所有母群體。結果如下 

 

（1） 訪視次數 

資料截至 2012-08-15，多數個案（86%）已完成第三次訪視。 

 

截至 2012-11-07 尚需訪視個案(未完成第三次訪視)僅剩 8 位。 



 
（2） 藥師訪視次數 

前 20 名排序（如下圖），資料數據指出張智淵、林雅慧、王麗芬、李元

武及曾莉菱藥師貢獻度為前五名，每位藥師訪視次數皆超過 40 次，積極且認

真的態度，足為縣內所有藥師的楷模。 

 
藥師訪視次數圖 



 

 

（3） 個案性別比 

男性:女性=41%: 59%，縣內以女性獨居者居多。 

 

個案性別比例圖 

 

（4） BMI 

23.3±3.1kg/m2，平均落於正常體重範圍。 



 

（5） 血壓分析 

多數個案(>55%)有血壓異常現象。三次訪視中，血壓數值變化大，平均

以第 2 或 3 次訪視低於第 1 次訪視，推論原因為個案對藥師較為熟悉，減低

焦慮所致。所有數值判斷以低值為標準，例如同一個案資料中有第一期及正

常血壓數值，則分析時取正常值。總 N 值=85 位。 

 

 
血壓分期與個案數分布圖 



 

（6） 用藥品項分析 

用藥品項平均 7.2 種，女性多於男性，經由藥師訪視後，二者皆有下降趨

勢，且以女性下降幅度高，自 7.67 項降為 6.88 項。 

  
用藥品項分析圖 

 

 



 

（7） 用藥品項與訪次次數分析 

用藥品項以 4~8 種居多(>%60)，用藥品項最多高達 13 種。 

 

案例一 

90 幾歲老師，藥師訪視過程發覺藥物品項過多，而 BMI<18kg/m2，
進食量少，建議多活動、多吃東西，尤其是蔬菜可增加糞便體積，以

減少用藥品項。但溝通數次後，個案表示覺得沒這些藥很不安全。故

到第三次訪視時，用藥品項並未減少。藥師建議 : (1) 血壓 : 
139/49mmHg，降壓藥三種，劑量雖輕，仍建議透過早晚量測血壓進行

藥品品項調整 (2)減少軟便劑，增加活動及進食量 (3)無符合之適應

症，建議停用 Amylase 酵素。因活動量少、血壓不穩，建議重新評估

眩暈安眠藥之使用。 

 腸胃道用藥: 5 種(Senoside、Dimethicone、Mosapride、Normacol、
Xylmol) 

 心血管用藥: 5 種 (Aspirin、Nifedipine、Valsartan、Doxazosin、
Fexofenadine) 

 酵素: Amylase 
 眩暈安眠: 2 種 (Nicamefate、Alprazolam) 



 

案例二 

Amoxicillin 250mg 需要時(PRN)使用。要殺死細菌服用抗生素的時

間間隔為重要因素之ㄧ，如果間隔時間拉長或減少服藥次數，則會使

細菌容易產生抗藥性。由用藥頻率-PRN 之事實，我們發現某些處方將

抗生素當預防性使用，或病人不重視抗生素的用法、劑量、時間，(因
藥師第二次及第三次訪視皆發現病人此藥並未按時服用完畢)，皆是導

致台灣抗生素濫用的情況。但今年訪視結果，我們並未發現大量使用

抗生素之情況。用藥品項仍以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為主，次

為便秘及前列腺用藥。 

 

案例三 

個案血壓 114/41mmHg，但降壓藥達 4 種(Terazosin, Hydralazine, 
Lercanidipine, Indapamide)，藥師的建議是應多監測血壓數值，並請個

案回診時帶回數據，轉達醫師請其重新評估用藥，要小心生活起居防

止跌倒。 

 

其它案例 

例如忘記服藥，一經藥師量測血壓後，才想起忘記吃藥；Aspirin 二
家院所同時開立；不知名藥物已服用逾 20 多年(疑似疑似 Ponstan®，

止痛消炎藥)，是家屬自台北寄來的外科藥物，於是藥師提醒家屬最好

連用藥明細一併寄過來讓藥師進一步瞭解。 

其餘健保品或成藥以甘草止咳藥水、痠痛貼布、眼藥水及綜合維他命

居多。 



 
 

品項 用藥人數(總N值=87人) 

Aspirin(抗血栓) 35 
Metformin (降血糖) 15 
Amlodipine (降血壓) 14 
Losartan (降血壓) 14 
Atorvastatin (降血脂) 12 
SennosideA＋B (緩瀉劑) 12 
Tamsulosin (治療前列腺肥大) 10 
Diltiazem (降血壓、抗心律不整) 8 
Isosorbide (心絞痛用藥) 8 
Lacidipine (降血壓) 8 

 

（8） 吸菸分析 

共有 8 位個案吸菸 (=9%)，其中 2 位個案(廖海 X 及陳玉 X)經藥師介入

後成功戒菸，另有一位個案於第一次訪視時表示無抽菸，但之後即表明有抽

菸，由此可見，個案對藥師的到訪，一開始是有壓力的，但經過藥師專業及

親善的形象介入建立關係後，長者也會打開心房，坦誠以對。 

（9） 結案分析: 除已正常/正確用藥外，其餘結案原因為 

死亡 3 人，住養老院、找不到個案、暫住外地各 1 人。個案於訪視過程

中過往確實存在，照護藥師亦應注意此現象，而先做心理準備。 

（10） 醫院分佈 

 以陽大附醫最多，N=88。 

醫療院所 人數 
陽大附醫 19 
羅東博愛醫院 19 



聖母醫院 13 
游能俊診所 10 

 

（11） 其它資訊 

 自資料分析中發現，藥師最能掌握病人的理學檢查是血壓數值，對於血糖

數值，因缺乏驗血糖工具及相關專業訓練，較為缺乏。 
 病人因失憶嚴重，藥師建議另予照顧，於下一次訪視病人已住居鴻徳療養

院。 
 個案訪視前、後用藥及對疾病認知之差異性: 由資料中無法呈現，但自個

案口述中發現有改善生活型態及對用藥有較多的認知，但是否具統計意

義則無法探知。此一限制，可做為下年度計畫案改善建議事項之一，進

行訪視前、後滿意度及認知調查問卷。 
 另從資料分析發現，藥師於輸入藥品資料時，存在筆誤現象，如學名拼錯

字、大小寫不一、賦型劑疏漏標示…，此現象建議可自資訊系統輸入方

式修正，改成藥品下拉並自動帶出健保局品項名稱而防止。 

 

捌、 資訊系統修正建議 

問題 建議 
資料未建置完整，無法儲

存 
系統判定空格可列為暫存檔，註記未完成。 

只可看見自己的個案資料 非該負責藥師開放權限可供閱覽，但無法修改 
資料無法以系統方式匯出 請以 Excel 方式，有欄位可供勾選: 用藥品項、

基本資料、區間..，以避免系統負荷過重。採權

限開放制度。 
無法上傳訪視照片檔 提供上傳電子照片欄位。但須提醒藥師尊重個

資，須將眼睛等重要判定位置適度遮蓋。 
忘記密碼 提供自己查詢功能: 須有 ID, 藥師字號及所屬藥

局之檢閱條件即可。 
用藥檔案管理 直接連結健保局，不論輸入商品名、學名、健保



問題 建議 
(此問題之修改，建請與葉

雅雯藥師當面討論) 
碼皆可檢索，不限完整字串。並於檢索後，自動

帶出所有相關欄位，避免輸入錯誤或浪費時間。 
一次不限輸入一種藥品，系統允許多列同時進

行。 
新增資料欄位最下面再加『確定新增鍵』，以免

得還須回到最上面畫面或忘記確定新增而未存

檔 
院所名稱、藥局、藥師名稱皆能複製貼上 
討論區: 開放檔案讓藥師直接於該個案處輸入問

題，並開放所有藥師討論解決辦法 
用藥、疾病認知問卷即時調查單機版或網路版 

缺乏全身系統評估 建議比照全聯會高診次照護系統，供藥師有需要

時可系統性進行評估。且所有數據欄位皆可匯出

分析統計。 
系統線上分析 有樞紐鍵可供即時轉出 

個案數分布、完成%、用藥品項平均數、年齡分

布、用藥分類分布..可以 Bar, 區線圖、圓餅圖..
等方式適當呈現，以利專案進度追蹤者即時掌握

進度及修正進行方向。 
系統即時備份功能 如無法即時備份，則手動開放管理人每週備份資

料，以免遺失或因操作錯誤而遺失寶貴資料庫。

如此，則可放新開放權限供藥師及管理者更順暢

運用。 

 



玖、 附錄 

(一) 專案進度表 

 

 

 



 

 

(二) 實施方法及進行步驟

 



 

(三) 主要職掌及參與人員 

姓名 職稱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劉建廷 衛生局長 計畫主持人 

莊淑姿 衛生局科長 專案管理人 

安文彬 藥師公會理事長 計畫共同主持人 

葉文謙 

陳淑謐 
高診次合格藥師 照護小組召集人 

張文虹 
衛生局食品暨藥

物管理科 
衛生局主要負責人 

 



 

 

類別 鄉鎮  姓名 

藥師或檢驗師 

衛生所（12 鄉鎮） 

1. 三星 吳淑珍 

2. 大同 陳康妮 

3. 五結 姚淑貞 

4. 冬山 劉佳蕙 

5. 壯圍 楊惠君 

6. 宜蘭 鄭素足 

7. 南澳 林慧靜 

8. 員山 鄭麗玲 

9. 頭城 陳麗秋 

10. 礁溪 簡德雄 

11.羅東 林明慧 

12. 蘇澳 李宛真 

 



 

類別 姓名 藥局 

藥師公會 

執業藥師（29 位） 

王秀媛 仁俊藥局 

王麗芬 博善藥局 

王麗芬 博善藥局 
朱惠榕 柏心藥局 

佘佳儀 三華藥局 

吳家祥 新達藥局 
李元武 李藥局 

李德仁 南陽藥局 

沈景泓 五結藥局 

林文奎 頭城藥局 
林俊銘 壯圍藥局 

林雅慧 怡林藥局 

林雅慧 怡林藥局 
林稚慧 安心藥局 

張阿南 李藥局 

張智淵 鑫聖藥局 

張瑛傑 杏和醫院 
陳日昇 日昇藥局 

陳淑謐 東安藥局 

曾莉菱 一生藥局 
黃天來 黃藥局 

黃李若庭 柏心藥局 

黃昇熙 順昇藥局 

楊惠君 壯圍衛生所 
葉竹謙 南陽藥局 

葉雅雯 南陽藥局 

蔡偉舜 新安藥局 
蔡麗容 杏元藥局 

鄭凱元 宜和藥局 

謝清潭 上新藥局 
簡士凱 民生藥局 

羅定遠 三星藥局 



 

(四) 實際訪視明細表 

資料截至 2012-08-15。 

鄉鎮別 
衛生所 
負責人員 訪視藥師 

A: 分派收案

名單人數 

B: 實際總收案

數（人） 

每位病人平均訪

視次數(=C/B) 

三星鄉 吳淑珍 王麗芬 6 6 3 

  
林雅慧 6 6 3 

  
簡士凱 7 7 1.42 

  
羅定遠 11 11 2 

大同鄉 陳康妮 張瑛傑 4 4 1.5 

  
李德仁 7 7 1.57 

五結鄉 姚淑貞 黃天來 6 6 1.83 

  
黃昇熙 8 8 1.13 

  
沈景泓 6 6 1.5 

  
陳日昇 6 6 2.67 

  
蔡偉舜 5 5 3 

冬山鄉 劉佳蕙 黃李若庭 4 4 2 

  
林雅慧 4 4 4 

  
林稚慧 7 7 2.71 

  
張智淵 4 4 3 

  
曾莉菱 11 11 3.64 

壯圍鄉 楊惠君 張智淵 2 2 3 

  
林俊銘 8 7 2 

  
鄭凱元 12 12 2 

  
楊惠君 8 8 2 

宜蘭市 鄭素足 王秀媛 1 1 3 

  
朱惠榕 2 2 3 

  
吳家祥 20 17 1.8 

  
李元武 3 2 3 

  
張阿南 8 8 2.1 

  
黃李若庭 2 2 1 



南澳鄉 林慧靜 葉竹謙 2 2 1 

  
張瑛傑 3 3 1.33 

  
張智淵 5 5 3 

員山鄉 鄭麗玲 王秀媛 4 4 2 

  
朱惠榕 5 5 2 

  
張阿南 11 11 2 

  
黃李若庭 6 6 2 

  
張智淵 4 4 2 

  
李德仁 1 1 1 

  
謝清潭 3 3 2 

頭城鎮 陳麗秋 佘佳儀 1 1 1 

  
林文奎 9 9 3 

  
張瑛傑 9 9 2.8 

  
蔡麗容 10 10 2.8 

礁溪鄉 簡德雄 李元武 12 12 3 

  
佘佳儀 8 8 3 

  
張智淵 10 10 3 

羅東鎮 林明慧 陳淑謐 0 0 0 

  
王麗芬 10 10 3 

  
林雅慧 5 5 3 

  
黃天來 4 4 2.75 

  
黃昇熙 4 4 2.5 

  
簡士凱 5 4 3 

  
林稚慧 4 4 2.5 

蘇澳鎮 李宛真 葉竹謙 20 15 2 

  
葉雅雯 16 15 2 

Total 
  

339 人 327 人 平均: 2.28 次數/人 

 



 

(五) 宜蘭縣政府居家照護資訊系統 

 

 

 

 

 



 

 



 

(六)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長者居家藥事照護個案訪視建議表 

個案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歲 

聯絡電話（手機）：                

住址：      市（鄉.鎮）     里（村）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用藥問題： 

用藥建議： 

 

參考資料來源： 

 

照護藥師：              電話：              日期： 

 
 

醫師回覆內容： 

 

回覆醫師：                                  聯絡電話：                          
日期：                         

 

第一聯：交個案（白）        第二聯：交所轄衛生所（紅）       第三聯：

照護藥師自存（黃） 



 
(七) 藥師週刊:刊載宜蘭獨老健康照護啟動 

 



 
 

(八) 宜蘭縣老人居家照護藥事論壇課程表 

學員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19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所屬公會 
□宜蘭縣藥師公會 

□宜蘭縣藥劑生公會 

聯絡電話  餐    點 □葷  □素 

e-mail  □公務人員學分 

時間 課程 講師/現職 積點 主持人 

08:00-08:20 學員報到 ------ -- 工作人員 

08:20-10:40 

宜蘭縣社會資源簡介 
林世奇處長 

社會處長 
1 安文彬理事長 

藥事照護過去、現在及未來 
許銘能副局長 

TFDA 副局長 
1 安文彬理事長 

介紹長官及致詞 
林聰賢縣長等

貴賓 
-- 司儀 

頒獎（成果分享） 
林聰賢縣長等

貴賓 
-- 司儀 

訪視藥師經驗分享 
宜蘭縣藥師公

會 
-- 安文彬理事長 

10:40-10:50 休息 ---- -- 工作人員 

10:50-12:30 藥師與社區照護的關聯性 
黃雋恩藥師 

新北市常務理事 
2 安文彬理事長 

12:30 歸賦 領取餐點 -- 工作人員 



備  註 □協助本會配合大仁科大計畫案  □協助本會及衛生局老人居家藥事照護 

 
 

(九) 宜蘭縣獨居老人健康照護服務在職教育訓練暨研討會 

 

 



 

(十)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電子報: 第一期-幸福宜蘭獨居老人藥事照護

(http://www.ilshb.gov.tw/epaper/201209/index.html#4-2) 

 

 
8/13/2012 宜蘭縣 藥師公會 

 

壹拾、 結論 

今年度宜蘭縣獨居老人居家藥事照護執行期間自 2012 年 5 月～2012 年

12 月，共分發 339 位個案，實際收案 327 位個案，達成率 96.5% (資料截至

2012-08-15)。每位個案平均訪視次數 2.28 次，共計 772 人次，預計截止日期

(2012-12-31)前可達 1000 人次。總參與藥師人數 29 人，含 25 家藥局及 1 家衛

生所。所有結果依據計畫如期且完整執行，唯藥師對於資訊系統輸入並未完

整，此一限制可於次年度改善資訊系統及事先說明規範後應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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