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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經歷
▹學歷
▸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

▹現職
▸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
▸建壽藥局負責人
▸泓誼生技有限公司負責



個人學經歷
▹經歷
▸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業界講師 2006~至今

▸台南市社區藥局聯誼會會長

2006~2008

▸社區藥局指導藥師種子師資 2005~至今

▸社區醫學(PGY)業界教師 2005~至今

▸健保署高診次照護藥師 2010~至今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公衛藥師 2011~至今

▸台南市社區大學講師 2003~至今

▸社區藥局藥品供應平台暨最佳服務模式試辦計畫 執行單





一、執業環境障礙
二、自我專業能力的提升
三、從政策面的建言

綱 要
以社區藥局

目前執業困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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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之105年度「社區藥局轉型回顧與探討」計畫

社區藥局處方量少：
• 約4成5之社區藥局每月一般處方調劑張數在

200張以下。
• 約6成5之社區藥局每日調劑量低於合理調劑量

80張。
每日調劑處方數超出80張以上之情形 n(%)

不曾超出 1668(64.6%)
每天超出 162(6.3%)

假日後營業日 168(6.5%)

每週超出二天(含)以上 201(7.8%)

其他 86(3.3%)

未填答者 298(11.5%)



六都的藥師光靠調劑處方每月能有
多少藥事服務費？

六都縣市
每月一般處方調劑

平均張數

每月慢性病連續處方調劑

平均張數

台北市 398張 505張

新北市 578張 459張

桃園市 1505張 511張

台中市 440張 269張

台南市 493張 392張

高雄市 449張 379張

平均 643張 419張
一般處方箋藥事服務費48點 38元
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藥事服務費69點 55元

藥事服務費收入＝（643*38）+（419*55）＝47479
六都以外之社區藥局，其狀況更慘

浮動點值*0.8

資料來源: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藥事服務費收入
遠低於營運成本



社區藥局營運成本

序 項目 費用/月

1 人事費用(藥師1名+店助1名) 10萬元

2 水、電、網路、電話…等費用 2萬元

3 店租費用 3萬元

4 藥單列印及藥袋費用 2萬元

5 藥品耗損銷毀費用 2萬元

6 成本攤提費用(以120萬元分10年計算) 1萬元

總計 20萬元

近幾年來因為物價指數及各種經營成本均上漲，社區藥局的經營是越
來越困難，成本分析資料假設以各項目的最低額來計算，平均下來每
個月藥局的經營成本至少需要20萬元。

資料來源: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區藥局工時長：
營業休息時間 是 (%) 否 (%)

週休一日 982(38.0%) 1565(60.6%)

週休二日 110(4.3%) 2437(94.3%)

國定假日 129(5.0%) 2418(93.6%)

全年無休 1021(39.5%) 1526(59.1%)

目前每日營業時間 n(%)

8小時以下 38(1.5%)

8小時 90(3.5%)

9~12小時 846(32.8%)

13~15小時 1271(49.2%)

15小時以上(非24小時) 227(8.8%)

24小時 18(0.7%)

未填答者 93(3.6%)

近四成全年無休
近四成僅週休一日

近五成每日營業13-15小時
三成多每日營業9-12小時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之
105年度「社區藥局轉型回顧與探討」
計畫



社區藥局藥事人員所面臨之生
存壓力已逐漸導致高工時的血
汗工作環境

如何營造友善執業環境？
有待主管機關與藥師公會

一同努力



健保藥局經營面困境
(台南市藥師公會健保藥局提供)

▹1.健保署調降藥價(醫療院所重新招標)造成健

▹ 保藥局庫存品項與藥價的損失。

▹2.為提升病人用藥安全，健保署要求藥局提

▹ 升軟硬體配備(VPN)、檢視雲端藥歷，而

▹ 藥事服務費不見對等提升。

▹3.藥品採購價格平健保價甚至高於健保價的狀

▹ 況。

▹4.藥品保存期限標示方式未統一易造成病

▹ 人誤解。

▹5.處方籤格式大小未統一化，判讀易有疏失。



▹6.藥品貨源短缺
甚至藥廠不供藥給社區藥局。

▹1. BC21221100  MINIPRESS TAB 1MG
▹ 脈寧平錠１毫克
▹2.  BC19749100  SALAZOPYRIN EN-
▹ TABS 斯樂腸溶錠



7.在健保署官網上可查詢到健保給付價的藥品，
建議應標註目前有無生產或進口，以免造成醫
師誤開，藥師無法照處方箋調劑之困境。

▹1. AC19915429  DELONE EYE DROPS 
▹ 10ML"SINPHAR" 滴朗眼液

▹2. BC24129100  CRESTOR 20MG FILM-
COATED TABLETS 冠脂妥膜衣錠20公絲

▹etc



8.同成分 同規格 同劑型 同健保碼 同健保價

▹AC40038100 SCHNIN 9.6MG F.C.TAB 
▹享寧膜衣錠，有排裝和散裝分別存在不同通路



9.藥品分類準則不一

指示用藥 處方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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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區藥局功能與價值
▹輔導傳統社區藥局轉型
▹提升社區藥局服務內容
▹結合長照B、C據點(巷弄照護站)
▹成為個人的、社區的健康諮詢中心

19



社區藥局藥師是最接近民眾的醫療人員
不但可針對長期於藥局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的民眾提供照護

也可透過醫院醫師的轉介請社區藥師持續追蹤病人的用藥情形

跨專業醫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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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提升藥事服務費。
• 提供民眾至社區藥局之誘因，例
如：到社區藥局可以免部分負
擔…等。

• 加強教育民眾分級醫療觀念：大
病到醫院、小病到診所、輕微症
狀可到社區藥局依藥師指示服用
指示藥。

• 可參考日本制度：民眾到社區藥
局購買指示藥，可給予抵稅。



不論在哪個職場，提升藥師的專業能力是每
個藥師打從考取執照執業後都必須努力的。
投資自己，包括職場的空間，動線，安全，
避免職業傷害，營造對藥局及病人都友善的
空間。
要讓醫師讓民眾都能肯定，遇到藥品問題第
一個就想到要諮詢藥師。
營造友善的執業環境除了與學習多元的溝通
方式外，還需注意與上司及一起工作的伙伴
的相處互動，畢竟工作場所的氣氛也會影響
病人就診意願。



總
結

• 落實分級醫療、促成醫藥合作
• 提升藥事服務費
• 藥事照護專業給付
• 多元政策整合銜接

執業環境
政策面

• 合理、公平(無差別?)之供應價
• 藥品包裝標示一致化
• 智慧溯源流向管理

執業環境
藥品供應

• 提升藥事照護專業能力
• 跨領域合作
• 自律、不遊走法規灰色地帶
• 藥師的核心價值為何?

藥師自我要求

• 分級醫療觀念
• 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 藥師是您健康的好鄰居(藥師能為您
做什麼?)

消費者教育



感謝您的聆聽
社區藥局守護您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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