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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藥學實務模式的新趨勢
 傑出藥師必備的十大執業品質
 有效的藥事照護與照護模式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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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學實務模式的新趨勢

 跨專業(Interprofessional)的病人照護模式

 合作型藥物治療管理 (CDTM)
 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Integrated)照護

− patient-centered medical home (PCMH)
(以人為本的居家醫療)

 以證據為基礎，結果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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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P

CDTM : https://www.accp.com/docs/positions/positionStatements/pos2309.pdf
PCMH: https://www.aafp.org/practice-management/transformation/pcmh/recognition.html



一、跨專業(Interprofessional)的
病人照護模式

Multidisciplinary (多專科)
 Interdisciplinary=Interprofessional (跨專科)
 Transdisciplinary (超專科)
對提供醫療服務至關重要
─ 無縫的 (Seamless)
─ 高效能 (Efficient)
─ 高品質 (High quality)
─ 獲得獨特的見解和創新醫療照護的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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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在跨團隊病人照護中的角色

 參與跨團隊的疾病管理

 提供藥物治療的解決方案

 確認及解決藥物相關問題

 協助管理藥費成本以提高醫療照護負擔的能力

 發展治療指引

 執行處方集的調劑業務



二、合作型藥物治療管理
Collaborative Drug Therapy Management

在醫師充分的理解和授權下，
藥師在獨立的空間與病人進
行面對面的藥事照顧，甚至
開立處方。

 CDTM 是提供持續性醫療照
護管理的團隊。

將藥師和醫生兩個不同領域
的專業發揮到最大，讓病人
獲得最佳的照護結果


6

Physician Pharmacist

Patient 



合作型藥物治療管理(例) 
Collaborative drug therapy management(C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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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lideshare.net/CodyMidlam/incorporating-emerging-technologies-with-independent-
pharmacy-care-final



三、以人為本的居家醫療服務
Patient-Centered Medical Home (PC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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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全性的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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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服務

以團隊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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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兼具可
近性

照護管理與
協調

https://pcmh.ahrq.gov/page/defining-pcmh

健康與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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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性的
社區照護
模式

美國醫師學院與
美國家庭醫學會推廣



以人為本的居家醫療服務
Patient-Centered Medical Home (PCMH)

現行醫療服務體系
 以醫療院所為主
 以器官疾病為導向
 片段式醫療
 專科、急性醫療為主
 可近性不佳
 以醫師為中心的醫療
 照護品質欠佳
 論量計酬 (fee-for-service)

以人為本的居家醫療服務
 以社區為主要場域
 整合式照護/連續性照護
 以全人照護為本
 以團隊為基礎的基層照護
 有效率及可近性的照護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注重品質與安全
 論質計酬 (pay-fo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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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cmh.ahrq.gov/page/defining-pcmh



Pharmacist Role in PCMH

10https://www.slideshare.net/CodyMidlam/incorporating-emerging-technologies-with-independent-
pharmacy-care-final

藥物治療管理
(MTM)

藥費管理、用藥計劃擬訂

持續性的用藥照護

以 人 為 本 的 居 家 醫 療 服 務

病人與照護者的教育訓練

用藥依順性監測

合作型藥物治療管理
(CDTM) : BP, DM, Anti-
coag.



加強以病人為中心的藥師服務

 Promotion of health and wellness
促進民眾健康與身體的保健

 Prevention of diseases 
疾病的預防

 Education of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教育病人與照護者

Medication reconciliation and transitioning of 
care
持續性的用藥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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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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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for-Service  Vs. Pay-for-Performance
(論量計酬) (論質計酬)



傑出藥師必備的十大執業品質

1. 溝通技巧 Communication Skills
─非專業的、外行的、有語言障礙的

2. 人際關係技巧 Interpersonal Skills
─醫生、病人、每天的工作人員

3. 諮詢技巧 Counseling Skills
─告知並教育病人處方藥品的功用與對人體的幫助。

4. 好的記憶 A Good Memory
─記得數百種藥品，副作用和交互作用。

5. 責任心 Conscientiousness
─關注工作中的細節，並了解每個環節對病人健康的重大
影響。

13http://pharmacyschools.com/resources/top-10-qualities-of-a-great-pharmacist



傑出藥師必備的十大執業品質

6. 科學能力 Scientific Aptitude
─不但能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化學，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等相關知識，也能夠輕
鬆地學習新的科學概念。

7. 電腦技能 Computer Skills
─使用電腦軟體獲得訂單、藥品資訊、並管理庫存等。

8. 分析能力 Analytical Skills
─敏銳的分析能力，能跟病人和醫生提供的訊息以及新的研究結果輕鬆做出
結論。

9. 領導能力 Leadership Skills
─領導力強，可掌控任何艱難情況下的壓力

10. 對繼續教育的興趣 Interest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不僅因為擁有執照的基本所需，也對新研究和發展感興趣，
並持續關注研究期刊與相關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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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M計劃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藥師直接提供病人特定及個別化的服務
 藥師與病人需面對面的互動
 藥師和其他合格的醫療照護者有機會去判斷可接
受MTM服務的病人

 MTM服務費用:依據藥師花費的時間與臨床的嚴
重度

 是一種連續性照護，持續改善照護結果與結果的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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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M服務−病人資料記錄的基本需求(但不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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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類別 舉例

病人的人口統計
資料

基本資訊：地址，電話，電子郵件，性別，年齡，種族，教育狀況；患者的特殊需
求

主觀觀察 (S) 病人提供的相關訊息：過去病史，家族史，社會史，主訴，過敏，過去的藥物不良
反應

客觀觀察 (O) 已知的過敏，疾病，狀況，實驗室結果，生命徵象，診斷
症狀，身體檢查結果，系統性評估

評估 (A) 列出病人的問題，藥物相關問題(DRP)的評估

計劃 (P) 一個照護計畫是醫療照護專業人員的行動方針，以協助病人達到特定的照護目標

教育 為病人設定目標及提供指導，同時驗證病人的理解程度。

合作 與其他健康照護專業人員溝通，推薦，轉介，及與其他專業人士的聯繫(轉介信；
SOAP的記錄)

個人用藥記錄
(PMR)

所有的藥物記錄，包括處方、非處方藥、中草藥及其他膳食補充劑

藥物相關之行動
計劃(MAP)

以病人為中心的文件資料，包含用於追踪自我管理的進度列表

後續追蹤 下次訪視之臨時計劃或時間表

計費 照顧病人所花費的時間，複雜程度，收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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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用
藥
紀
錄

緊急聯絡人

基層照護醫師

藥局/藥師

過敏記錄
(藥物或食物、
過敏發生的症
狀)

其他的用藥問
題(藥品名稱、
用藥問題描述)

當被開立新的藥物時，
要詢問醫師或藥師:
•我吃的是什麼藥
•此藥的作用
•甚麼時候吃
•有甚麼副作用
•有甚麼特別指示
•忘記服藥怎麼辦

MTM



藥物治療管理(MTM)服務模式流程圖
Flow Chart of a 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Servi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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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照護模式MTM之應用

醫院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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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M服務使病人能積極地管理自己的藥物。
 而MTM服務有賴於藥師、醫生和其他健康照護專員在實證的基礎下共

同合作，進一步優化藥品的使用。



社區慢性病照護一

社區藥局
調劑，慢性病管理，建立病人用藥檔、用藥諮詢
或指導；送藥到宅，教育自我健康照護的知識，
教導使用非處方藥。

長照機構
確認藥品調劑、儲存及發送的正確性；提供及衛
教病人、家屬及其他醫療人員藥物資訊；評估病
人藥物治療的合適性及解決藥物治療問題

新住民安全用藥手冊21



社區慢性病照護二

居家的照護
−評估--瞭解病人對自己疾病的認知

−擬定與執行照護計畫--提出解決藥物治療問題、
正確用藥、用藥整理、過期藥物整理

−記錄與檢討--與其他照護人員溝通、監測追蹤、
用藥疏失原因記錄

−其他 -- 居家醫療之衛材、藥品儲存及不用藥品
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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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預防藥物相關問題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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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s +Causes: 9 
domains (50 items)

 Interventions: 26 items
- Physician: 13 items
- Patient: 13 items 

 Response outcome: 34 items
- Physician: 16 items
- Patient: 18 items 

 Problems: 3 primary domains, 
(7 grouped sub domains) 

 Causes: 8 primary domains (36 
grouped sub domains) 

 Interventions: 5 primary 
domains (17 grouped sub 
domains)

 Acceptance: 3 primary domains 
(10 grouped sub domains)

 Outcome: 4 primary domains (7 
grouped sub domains)  for 
problem resolved

AABBCC Classification system
Pharmaceutical Care Network Europe 
drug-related problems (PCNE-DRP v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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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NE –DRP Record  example

CODE Descriptions
Problem P2.1 Adverse drug event; non-allergic

Causes C1.5 Inappropriate duplication of therapeutic 
group or active ingredient

C1.7 Too many drugs prescribed for the same 
indication

Intervention I1.3 Intervention proposed to prescriber

I3.5 Drug stopped

Acceptance A1.1 Intervention accepted and fully 
implemented

Outcome O1.1 Problem totally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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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扁鵲論醫:
上醫治未病，中醫治已病，下醫治大病



Be a Top 10 quality and Seven+1-star 
pharmacist

藥事照護者
(Caregiver)

決策者
(Decision-

maker)

教師
（Teacher）

終生學習者
(Life-long 
learner)

領導者
(Leader)

經營管理者
(Manager)

溝通者
(Commu-
nicator)

研究者(Researcher)

2006 WHO/FIP “Developing Pharmacy Practice-A Focus on patient Care
FIP statement on Good Pharmacy Education Practice  in 2000. 29



感謝聆聽
~Thank You~

王慧瑜
Email: cmh5500wa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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