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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衛生政策視野

2020全民健康藍圖
行政院衛生署署長侯勝茂

過

去，在台灣的公共衛生和
醫療發展，經過很多前輩

與各界的努力，闢劃出不少傲人
的成績，尤其自全民健保開辦
後，促成就醫的公平性更是全球
數一數二的成就。台灣衛生醫療
的改善，反映在台灣人民越來越
長壽的事實上，2006年國人的平
均餘命再度往上攀升，男性為
74.6歲，女性為80.8歲，和大部
分先進國家已不相上下，但相較
於全球最長壽的同樣是亞洲地區
的日本人而言（男性78歲，女性
為84.7歲），我們還有4至6年的差距需要努力。

服。如再與洛桑管理學院出版的2007世界競爭

活得長壽，並非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標，更

力評鑑的資料相比，我們大約僅和排名第25名

重要的是，能預防因老化而喪失自主，因病痛纏

的美國（69.3歲）相當，因此，我們光看「平均

身，而變成自身、家人與社會的重擔，這也就是

餘命」是不夠的，也要重視「健康餘命」才對，

我個人今年提出的要「活得長久、活得健康、活

而這部分我們也須更加努力才行。

得舒服」的施政策略，也是我國規劃2020全民
健康的願景。

目前我們的老化人口已突破10％，而且老
化速度更在全球數一數二快，加上生育率下降與

雖然台灣的衛生醫療成就是可傲視全球

少子化的趨勢，政府雖已啟動10年長期照護計

的，但好還要更好，台灣現仍有很多問題與挑戰

畫，提供各項如居家護理、居家復健與喘息服務

須待努力。

等措施，甚至，預定在2008年10月起啟動「國
民年金」，但人口老化帶來的問題，絕對仍是台

重視健康餘命
人口老化一大課題
綜觀台灣人是越來越長壽，台灣的「健康
餘命」是69.1歲，不僅和「平均餘命」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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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未來需要面對的一大課題。

疾病型態轉變
健保財務狀況待改善

落差，也與最長壽的日本在健康餘命有6年的差

國人的十大死因，也從過去急性傳染

距，所以活得長壽不代表就活得健康、活得舒

病，已轉型為慢性疾病的威脅，其中惡性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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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高居第一，事故傷害與自殺也後來居上。

患者使用人口並未下降，尤其新興毒品如安非

而台灣近年受惠於全民健保的就醫公平性，

他命有增加的趨勢。

大部分人的疾病皆可醫治，但健康不只是沒
有生病而已，我們還必須追尋一個身心與社
會完全舒適的境界。

食品衛生國際化
疫病管理從境內到境外

全民健保的投保率已達99％，其公平正

台灣人很幸福，在國內可以吃遍天下，因

義、可近性與價廉性，不僅受全球肯定，民

此食品衛生逐漸國際化，我們開始推動營養標

眾滿意度也達到7成，目前我們進一步實施

示制度，以利消費者選購，衛生署並實施「危

IDS計畫，更有效提高了山地與離島居民的

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制度，確保食

就醫品質，但健保財務狀況岌岌可危，未來

品安全，並建立「食品消費紅綠燈制度」與

還希望能增加公務預算，以降低民眾自費部
分提高的民怨。

「食品履歷制度」。
而國內的疾病管理，也已經從境內擴大到
境外，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國與東

推動病人安全
毒癮患者數目須下降

南亞等最容易發生疫情的地區，因此所受到威
脅不小，我們必須具備自己能打仗的能力，不

21世紀的醫療首重「病人安全」，國內外都

斷演習再演習，目前也有能力可以自行合成

提倡醫療的第一要務是不傷害，我們在2004年

「克流感」，早已儲存10％的人口用量。而鞏固

也成立了病人安全委員會，雖然台灣各醫療院

防疫的三聯防之中，除了疫苗接種與藥物研發

所與醫護人員都對「病人安全」有了共識，但

之外，最重要的是個人衛生，因此我也呼籲，

遺憾的是國內的院內感染（如MRSA）比例仍高

打招呼方式應由「吃飽了沒」改成「洗手了

於先進國家（台灣是瑞士的10倍）。

沒」。

此外，台灣的愛滋感染率雖曾有效的被控
制了，但從2003年卻突然以4倍速度一路上揚，

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兩大目標

尤其在我初接衛生署長時達到最高峰，我們研

面對台灣現存問題與因應未來更多挑戰，

究發現原來是藥癮者造成，最高達年度新增

我們希望能擬定一本白皮書做為未來幾年內台

AIDS感染人口的72％，均為共用針具所引起。

灣衛生施政原則及建構全民健康的藍圖。因

因此，我們立刻推動「減害計畫」，包括衛生教

此，我請國家衛生研究院來規劃，並把目標點

育、提供清潔針具、以美沙冬替代療法治療藥

訂為「2020年」，因此「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

癮者，讓比率馬上下滑到今年的40％，顯然能

就應運而生。欣聞今年7月美國衛生部也開始著

有效抑制了愛滋病的增加，但可惜的是，毒癮

手擬定該國的2020白皮書，顯然這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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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的健康國民白皮書，不只要接軌先進國

醫療照護」與「健康生活行為」三大結構間，進

家的發展經驗，更要能夠開啟台灣本土的創新模

行問題探討後並訂定分段目標與策略，雖然有許

式。畢竟，影響健康的因素，已經超過了生物醫

多工作是目前已在推動的，因應問題將來都須能

療範疇，轉為更複雜的社會生態系統所影響。我

轉換策略、擴大對象或層面來推動。像營造一個

們相信唯有讓國人活得長久、活得健康、活得更

健康的支持性環境，就須以社區為平台，整合學

舒服，拉近與世界第一的距離，才能促進健康活

校、職場、醫療院所、民間團體、志工及衛生所

力的高齡社會！

等多元化健康促進的工作。過去我們推動社區的

目前，我們為「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訂

健康營造，在80年代策略是由政府成立社區健

出「延長國人健康餘命」及「促進國人健康公平

康營造中心，90年代初期就改由專案輔導團隊

性」兩大目標，期望能為全民建構健康藍圖，為

輔導社區，讓社區熟悉自立發展並共同經營健康

台灣衛生政策開啟新視野，對於「健康國民白皮

環境的技巧，96年起我們開始以「認證制度」

書」的規劃工作，我們也成立「執行委員會」、

方式，讓各社區推動成果能獲得認同。目前我們

「執行小組」與「工作小組群」，由國衛院邀集各

也推動「健康學校」、「健康職場」、「健康城市」

領域學者與本署相關單位共同參與規劃，經過之

等多項，就是希望透過跨越多重領域之成功的結

前 多 次 主 題 及 架 構 討 論 會 議 後 ， 現 共 有2 0 個

盟，創造全民健康共生平台。

「工作小組群」依議題草擬各階段目標中，本署
也在11月29日召開公開討論會，相關資料也會
陸續放到衛生署網站上（www.doh.gov.tw），歡
迎大家隨時上網提出建言指教。

個人化醫療是實質的醫療平等
我個人也認為「個人化醫療」的時代已經
來臨！在個人化醫療時代裡，如何提升醫療品質

「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規劃概念，主要是

成為當務之急。不同的人，即使罹患相同的病

從影響健康因子的「支持性社會環境」、「優質

症，也會因為人與人之間那0.01％的基因差異，
而造成不同的藥物反應，如果我們還只是依慣例
給藥，那種形式上的醫療平等，只是讓我們的醫
療在原地踏步；唯有依照個別的需要，給予不同
處方，才是實質上的醫療平等。
在2001年5月一篇報告指出，美國醫界開出
大部分的藥物，其療效皆低於60％（Brian B.
Spear, Margo Heath-Chiozzi and Jeffrey
Huff），而台灣人的基因體與歐美人不盡相同，
歐美國家慣用的藥物與藥量，也不見得一體適用
在台灣人身上。加上疾病的不斷轉型與多元化，
像是血癌，在1975年僅有3種白血病與2種淋巴
癌，到2005年被定義的就有38種白血病與51種
淋巴癌，所以能夠做到「標靶治療」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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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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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έ៉ĂଂְԠᙸڇચ̍ү۞ˠດֽດк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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னдĂϠܲઉԠ̍̏ߏᗁᒚੰٙࣅ۞͚ߗ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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Հߏ೩઼̿ϔઉ۞Ϡ˧Ċ
ᇤ͛Ĉष͛ಬ Ꮩྙ၆෪ĈϠཌЋထܜᑛॳࡻăੑဥڱˠௐ˘ۤົⱑӀૄڒڗॻܜְົܛ

Ŝ ϠܲઉԠ̍۞ڇચΒᘲ༱෪ĂՏ˘Ҝౌߏྕ͕ڇચϔி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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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緣起及理念篇

提升國民健康的生力軍
醫院、衛生所中，除了醫護人員，還有一

在

習計畫」，除了志願服務的意義、法規及發展趨

群你或許未曾注意，但卻絕不陌生，穿著

勢等內政部規定的基礎訓練外，亦根據不同的服

背心，默默服務的身影──他們是付出但不求回

務範圍規劃特殊訓練，包括疫病防治、保健服

報的衛生保健志工。

務、藥物食品管理、醫療服務、全民健保等豐富

衛生保健的志願服務很早就開始，早在30年
前的教會醫院，就有人在當「義工」，幫忙摺紗

多元的課程內容，讓衛生保健志工提供更正確且
專業的協助。

布、為病童說故事等。1997年11月，聯合國大會

衛生署企劃處處長戴桂英表示，在醫院服

決議正式宣布定2001年為「國際志工年」
，隨著全

務的志工至少要了解醫院的流程及運作；要懂得

球促進志願服務的浪潮掀起，內政部亦於民國90

保護自己，學習預防院內感染的基本知識，避免

年1月20日公布施行「志願服務法」
，此後，「義

不必要的感染等；甚至，在最容易面對死亡問題

工」一詞逐漸轉變為「志工」
。

的醫院中工作，「生死學」也是志工必修的一門

志工們經由組織的力量，並經過適當訓

學分。

練，讓愛心更能有效的關注到需要幫助的角落。
依據志願服務法的精神，衛生署積極推展
衛生保健志願服務工作，衛生保健志工自此成為
提升國民健康的生力軍。

除了愛心 更要專業
「志願服務，和一般的工作不同，志工不求
回報，因為是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所以是高興、
喜樂的去做。」台灣推動公益團體及志願服務的
先驅、第一社會褔利基金會董事長柴松林，簡單
明瞭的闡述「志工」的意義，在於「創造旁人對
我的需要」。
但只有愛心是不夠的，柴松林強調，志工
不能侵犯專業，就像志工不能代替護士打針一
樣。所以在推動志願服務工作時，提供培訓機
會，加強志工專業能力，是很重要的一環。
因此，衛生署每年辦理「衛生保健志工研

■ 柴松林教授強調，有效運用志工力量，將更能發揮社會服
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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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保健志工受訓後在不同單位為民眾服務， 兼具專業
與愛心。

從中央到地方
衛生保健志工無所不在

仍未改善，志工們主動去找原因，終於發現，下水

從健保局、藥物食品檢驗局等中央機關，

道雖然有蓋子，卻是柵欄式的，於是志工們想到多

到醫院、各地衛生所、民間團體，衛生保健志工

加一道「水可流通，蚊子飛不過去」的網子，解決

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了登革熱的問題。戴桂英強調，能夠提出解決蚊蟲

在醫院裡，從一進門的指引、協助就診、傳

防治的點子，除了創意，這群受過訓練的志工，更

遞病歷、陪伴病人去做檢查，都是志工的服務範

懂得如何從衛生局或疾病管制局找資源來解決問

圍，幫助醫院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提供患者更好

題，所以才能化創意為行動，進而達到疫病防治的

的服務品質，安定病人及家屬無助惶恐的心情。

目的。

而在愈偏遠、醫療資源愈缺乏的地區，衛
生保健志工的存在也愈重要，他們用在地的語言
宣導健康概念、他們最
了解當地人的問題及需
求、他們從鄰居親人開
始發揮影響力，他們是

如果每個社區都能有像這樣充滿行動力的志
工隊，推動社區衛生保健工作，肯定不是難事。

保健志工分布單位組織架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衛生署

社區衛生保健概念提升
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的種子部隊。
戴桂英特別以台南巿
正覺社區的保健志工為
例，她表示，台南曾經於
發生登革熱疫情時，家戶
清除所有積水處，狀況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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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衛生局
志工運用單位
衛生署暨所屬機關志工運用單位
•中央健康保險局
•藥物食品檢驗局

各縣市所轄志工運用單位
•衛生機關（衛生局/所等）
•公私立醫療院所（含署立醫院）
•民間團體

PART Ƕ

൴णனڶቔ

ܲઉԠ̍

ឰҰԧՀઉ

ດ

ֽດкˠຐ༊Ԡ̍Ċፉ
ЇԠ̍࿅10ѐ۞അ

ࡷᔘĂҋࣣ̎ΐˢາѻᗁ
ੰԠ̍ฤॡĂˠ˧ᚑࢦ̙֖Ă
ҭдϔ઼90ѐͽޢĂΐˢ۞
ˠດֽດкĂాާ෧ă؆มܝ
෧ౌѣˠΞͽଵĂ˵ฟؕѣ
ѐᅅˠԸˢĄ
ॻژ̶ڒڗĂ༊ۤົಱྈ
ؠ˘זޘĂѣ˘ཏ̙ຓЫ
ࡍă̙ࠎछࢍ۞ˠனć
ТॡĂିֈ̈́Ăດֽດкˠ
౯ઇԠ̍۞ਕ˧ĄѩγĂன
ˠπӮုܜؼĂੜЃ֗ޢ

Ŝ 2007ѐຎ͕ረԠܑ̍߿જĂϠཌܭ౼ࡷཌܜᄃረԠ̍ЪᇆĄ

វ̪ઉĂຐĶᙋځҋ̎ᔘ
ѣϡĂᔘΞͽᑒӄҾˠķĂ҃ͷĂԠ̍ӄˠ۞Т

Ƃ40%ćϔมဥវ͌Ă่10Ƃ20%Ąᑛॳࡻ

ॡĂ၁˵ڼᒚ˞ҋ̎۞ွĄ˵ЯѩĂଂְԠ

ܑϯĂϔมဥវ၁٢๒ޝкԠ̍Ăࠎۤົઇ˞

ᙸڇચ̍үດֽດ࿆Ą

ޝкְĂҭѣֱ֭ϏϦኛјࠎԠ̍ྻϡಏҜĂߏ

ॲፂϠཌࢍពϯĂϔ઼95ѐϠܲઉԠ

ޝΞଓ۞ְĄ

̍ڇચॡᇴ࿅700༱̈ॡĂᓁˠѨ࿅2,900༱

Ϊࢋᆷ˘Њ̍үࢍ൪ĂԁϦኛܑĂШٙ

ˠѨĂߏᗁᒚੰٙࢦࢋ۞͚೯ˠ˧ĂՀߏଯજ̳

дгϠಏҜϦኛӈΞĂԠ̍дԆјቚኝ

ВϠăۤડઉᒉౄ̈́ିކጱ۞݈ዡĄ

ޢĂಶਕפԠ̍ڇચࡔᐂΊĂд̙ТಏҜፉЇ
Ԡ̍۞ڇચॡᇴӮΞࢍĂ֭ϤྻϡಏҜԠ̍

ခᐽ൳ᐂ ˠ˧ྤѣड़ྻϡ
ҋϔ઼90ѐԠᙸڇચڱ၁߉ͽֽĂ̏൳ᐂ
۞ϠܲઉԠ̍ଂ33,129ˠ˘ྮᆧΐז42,329

ڇચॡᇴ൳ᐂ˯̰߆ొԠᙸڇચྤੈშĞშӬ
http://vol.moi.gov.tw/ğĂѣӄٺϏֽซ˘Վ۞გ
நᑕϡĄ

ˠĂϫ݈ѣ613࣎Ԡ̍ྻϡಏҜĂͽ̚ᗁᒚੰ

ॻ˘ڒڗГૻአĶѣड़ྻϡԠ̍˧ณķĂְ

ٙкĂࡗΚ50%ćЧгϠٙѨ̝ĂࡗΚ30

၁˯ĂѣֱಏҜԱ̙זԠ̍ĂѣֱಏҜ۞Ԡ̍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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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Ԡ̍Ξᒔຍγְ߇
ܲᐍăણΐିֈቚ۞
ᝋӀĂԠ̍ڇચ႕˘
ѐĂڇચॡᇴ྿150̈ॡ
ͽ˯ॡĂΞϦኛԠᙸڇ
ચᒻड़ᙋځ३Ăүࠎ̿
ጯăซ࣒ăಶຽ۞ܢΐ
͛Іćڇચ႕ˬѐăڇ
ચॡᇴ྿300̈ॡͽ˯Ă
ΞϦኛԠᙸڇચၷ
Ŝ Ϡཌౘॡ̚ઘཌܜĞΠ˘ğ̈́ෞᆶ؎ࣶॻିڒڗĞΠαğăૺ൝̈ؓĞν˟ğВТ៰ײ
̂छΐˢԠ̍ҖЕĄ

ΙĂซˢొ̶̳ϲࢲഀ
ડă͛ିన߉ඈĂΞጴ

кזଵ̖࣎͡ਕѣڇચ፟ົĂᑕྍޥ҂тң

ΙҺĄТॡࠎຏᔁϠܲઉԠ̍ࣇ۞ռ؇

ѣड़ྻϡĄ̙࿅Ăᕇ̙֭टٽĂலౣ༊Ԡ̍ߏ

ᚥĂϠཌٺϔ઼90ѐ12͡ࢎؠĶϠܲઉԠ

ٺҋϤຍԠĂ҃Ᏼፄ۞ဥវυࢋਕ͔ᄮ

ᙸڇચረᐽᏱڱķĂՏѐᓝᏱĶຎ͕ረķԠܑ̍

ТĂ̖ົણᄃĂ֭ჸШ͕˧ĄЯѩĂॻڒڗᄮ

߿જĂҌ̫̏ᜈ6ѐĄຎ͕ረෞᆶᙱࠎĂЯ

ࠎĂ̙ӸޙϲБ઼ϠܲઉԠ̍۞˘ᇾᄫĂ̙

ࠎຑ̶͕ڱᅅࢦАޢĂܮϤܛăᅙăᅚረԼ

ኢдࣹ྆ڇચĂ࠻࣎זᇾᄫಶѣညछˠਠ۞ᄮ

јᇇᛟăຑᛟ̈́චᛟረĄ
ֱа㒝Ԡ̍ࣇ۞;࠹ͧ༊ߏ̙

ТຏĄ

֖Ăҭຎ͕ረಶညߏϠܲઉԠ̍۞လѐර

ຎ͕ረāϠܲઉԠ̍۞လѐර

ົĂᔵΪѣረळĂ҃Ăረ۞Ԡ̍ࣇౌࠡޝଓ
ЊၷĂ̂छౌࡍ˯វࢬ۞җڇĂछˠ˘

னҖ۞Ԡ̍ᝋৈᄃ࠹ᙯܲᅪ͞ࢬĂ̏൳ᐂ

ᝌಈົĄ

።ѐԠ̍ˠᇴ

̫Ğ96ğѐ9͡25͟ረॡĂ
ܭ౼ࡷཌܜБણᄃĂົޢԠ̍ڈ

44,000
42,329

42,000

૱дᗁᒚੰٙڇચ۞Ԡ̍ᐹА߉χ

41,946

40,000

߹ຏࠪࡺĄܭ౼ࡷཌܜᛇ֏̝ј

38,305

38,000
36,000

̓ࣇ࠹ۋᄃཌܜЪĂ֭ޙᛉឰགྷ

39,501

நĂϹϤ়ঽგטԊෞҤޢᄮࠎቁ

37,019

ѣυࢋĂЯѩ96ѐܮ੫၆ᅳѣԠ̍
ࡔᐂ͘Ίăдᗁᒚੰٙڇચ۞Ԡ̍

34,000

ᐹА߉χ߹ຏࠪࡺĄ

33,129

32,000

ϤѩΞۢĂϠཌ၆ཏܲઉ
Ԡ̍۞ࢦෛĂЯࠎࣇ۞;Ăॖ

30,0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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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Ƿ

̶ֳቔ

ྕ͕ڇચ

ಈሄࢨ

߉ͧצѣⱑĂήҁϠ૱ኘĂ
ϒߏܲઉԠ̍ࣇ۞ৌ၁͕ଐĄ
ѨԧࣇଳణαҜຎ͕ረĂࣇ۞߇ְĂ
˵ߏ4༱кЩܲઉԠ̍۞ᒺᇆĄ

ঽĂΒ߁ˬা
ېĂ̂кᄃᔁ
া࣏ཏѣᙯĂٙ
ͽĂ੫၆ᔁ

Īέ̚Ꭹ̂ϥᗉϠٙԠ̍ฤī
ઉрዐ اĶยְķрგछ

া࣏ཏПᐍ
ཏĂּт۲ࡡ

ϔ઼82ѐϒёјϲ۞έ̚Ꭹ̂ϥᗉϠٙ

۰ĂԠ̍ฤࣶࡴ

Ԡ̍ฤĂଂϔ઼79ѐ3ҜдϠٙڇચ۞ཌྷ̍ฟ

͕ఢထЧ߿

ؕĂ൴णҌ̫Ă̏ѣ35ҜԠ̍ူҡĂฤࣶѐ᛬

જĂԓ୕͔ጱۤડϔிଂϠ߿̚ޙϲઉໄهĄ

̬ٺ35Ƃ70໐Ăፖྭҁă̚ăˬܦĄ94ѐତ

ĶԧࣇଂೠଠБछˠࢴ۞ࣇฟؕĂଯ

Їฤڒ۞ܜϨϜᔶ̃̀ĂࣧώಶߏϠٙኝࣶĂ

જĺઉາૺĻĂିጱ̂छ͌ڵă͌ៃ۞አ

ੜЃޢՀᚶᜈΐˢܲઉԠ̍ҖЕĂΞͽᄲԯϠ

៍هĄķฤڒܜϨϜᔶܑϯĂ࿅ࣇك

̚۞เܛ໐͡ĂౌԸˢۤડܲઉڇચĄ

ѩ̶ֳă˾҅࠹็ĂឰઉϠ߿ଂՏ࣎छल۞ᇀ

ϔ઼94ѐ̂ϥᗉϠٙԠ̍ฤඕЪۤડઉ

ٗฟ͙ؕॲĄ

ᒉౄ͕̚ĂԠ̍ࣇЧ֧ܜЪүĂஎˢۤડĂ

ΩγĂՀ೩Ķࢋ߿ಶࢋજķ۞˾ཱིĂခ

Вࢍణ237͗ˠछă504ˠĄణߤ̚൴னధк

ᐽۤડϔிĂ͍ߏѣ۲ࡡયᗟ۰ણΐઉጯ௫

ĶˬĞҕᑅăҕᎤăҕğķ࣎९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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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紅綠燈機制

愛美別冒風險 小心不法成分
含不法成分的黑心化粧品，可能讓你「毀容」，滿臉「痘」花！
衛生署的「化粧品紅綠燈機制」，幫你當個聰明的消費者！
撰文：陳佳佳 諮詢對象：衛生署藥政處處長廖繼洲、長庚醫院皮膚科醫師翁雯柔

「面

子」問題是愛美人士最看重
的一環，可是花了大

錢買瓶瓶罐罐的保養品、化粧

標榜一擦見效
小心添加不法成分
然而，有些業者為了促銷產

品，卻可能無效又傷肌膚！

品「一擦見效」，竟偷偷添加藥

今（96）年8月，在不

物或是有害成分，這些添加

少大型百貨公司設櫃的瑪

不法成分的黑心化粧品，讓

迪芙國際公司，被法務部

消費者花了冤枉錢又「毀

調查局台中縣調查站查

容」。長庚醫院皮膚科醫師翁

獲，涉嫌製銷含抗生素及類

雯柔表示，以瑪迪芙產品為

固醇等西藥成分的面膜、粉刺
水等，還謊稱是國外進口，以高價
出售，嚴重損害消費者的權益。

例，偷偷添加類固醇，以敏感肌
膚使用為訴求，可能會造成使用者皮
膚萎縮、長得滿臉青春痘、毛囊發炎等後

衛生署藥政處處長廖繼洲表示，化粧品是

果。如果用量大，例如當成全身乳液長期使用，

現代人常用的產品，由於非屬藥品，目前分為兩

更可能造成水牛肩、月亮臉等後遺症。而添加抗

類管理，包括染髮劑、燙髮劑等「含藥化粧

生素，除了造成單純的接觸性皮膚炎，也會讓細

品」，必須向衛生署申請查驗登記，經過核准發

菌抗藥性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萬一使用者日後細

給許可證後才能製造或輸入販售；而「一般化粧

菌感染，可能面臨無藥可用的困境。

品」則無須申請備查，唯其標示仍應符合化粧品

廖繼洲也表示，化粧品可能擅自添加的有

衛生管理條例規定，且衛生署及各縣市衛生主管

害成分，還包括汞、對苯二酚。汞早年使用於美

機關，就市售化粧品部分，亦辦理不定期抽驗，

白化粧品，但是因為對皮膚組織具有刺激性，而

若檢出添加不法成分，則移送檢警單位處辦，以

且容易引起皮膚發炎或過敏現象，衛生署早在民

確保消費者安全。

國72年就已經禁用。
另外，對苯二酚雖可以干擾黑色素的形

含藥化粧品許可證字號

成，但是也因為局部使用所產生的刺激性，可能

類別

引起皮膚炎、紅斑、灼傷等副作用，被列為藥品

字號

輸入含藥化粧品 衛署粧輸字第○○○○○○號
國產含藥化粧品 衛署粧製字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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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應該依照醫事人員指示或是處方使用，業
者也不可以擅自添加於一般化粧品中。

定期查核
並以紅綠燈機制提出警訊
目前藥政處為了加強對黑心化粧品的查核，
每年也定期針對電視、電台、網路及平面媒體，
進行藥物、化粧品等廣告監控，以今年1到6月，
共處分1,007件中，化粧品就占了837件。
為了充分提供民眾化粧品的消費資訊，藥政

■ 購買化粧品勿輕信速效，以減少「毀容」風險。

處也建立了「化粧品消費紅綠燈機制」，以紅燈
警示，告知民眾有些化粧品可能不安全。而當有

相關的警訊，消費者在選購化粧品時，不只挑選

化粧品傳出使用疑慮，藥政處隨即會依據專家學

個人膚質適用，最好能到一般銷售通路購買有品

者諮詢、現有科學資料，做好風險分析，讓消費

牌的產品，切勿聽信速效，購買來路不明或標示

者可以依循藥政處公告，判斷危急程度，其消費

不清的產品使用，並且注意產品的包裝上，是否

資訊動態可查詢衛生署消費者資訊網「消費者保

有標示廠商名稱、地址、品名、全成分、用途、

護單元」的化粧品項目（http://consumer.doh.

用法、重量或容量、批號、出廠日期等資訊，確

g o v . t w / ）， 也 可 至 衛 生 署 藥 物 資 訊 網

保自己的健康與權益。

（http://drug.doh.gov.tw）首頁左側下方點選藥物
安全紅綠燈查詢。

翁雯柔也說，若使用產品後，發現自己皮膚
容易發紅、血管擴張、或是痘痘突然冒得很厲

依據這套機制，瑪迪芙事件爆發後，被列為

害，可能要暫停使用，就診時，可以請教醫師。

紅燈警示，除了督促各地衛生局加強查處，請業者

她也建議，如果想要處理斑點、抗痘等皮膚問

盡快下架回收；同時，當前網路拍賣風行，也函請

題，最好是請教專業醫師、用對產品。

雅虎、露天、樂多等拍賣網站，協助搜尋網站產品
是否有同品牌的問題化粧品，並且下架。

而當使用有異常現象，或是發現產品可能涉
及違規，消費者可以直接向各地衛生局，或是行
政院消保會建置的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電話

使用產品出現異常 可提出申訴
廖繼洲提醒，除了可密切注意政府是否發佈

「1950」，或者是撥打衛生署免付費電話「0800625748」提出申訴或諮詢。

化粧品紅綠燈機制
燈號
紅燈
（嚴重）

意義

處置及建議

1.對人體有立即嚴重危害之虞

●立即禁止產品的輸入製造

2.成分違反化粧品衛生容許量基準，可能危害健康

●通知業者暫停販售並下架

消費者應暫停使用
黃燈

1.對人體無立即危害，但須深入調查或有改善空間

（有疑慮） 2.具有不安全的疑慮
綠燈

1.標示不全

●請轄區衛生局要求販售點暫停販賣
●通知藥檢局及衛生局抽驗市售品
●消費者無須恐慌，仍可安心使用

（沒問題） 2.產品安全無虞，但遭誤傳
3.經過健康風險評估，危害人體健康的可能性極低

17

http://www.doh.gov.tw

POLICY ONLINE


Ϡ
ቢ
˯

ϡຑᄃΒटᙯᘃຑൄঽଈ

֨ڼຑൄāБϔୁજ
Տѐ23͡2͟ࠎ͵ࠧຑൄঽ͟Ăўд೩ᏹ̂ிࢦෛຑൄᛉᗟĂ֭ϡຑᄃΒटචޞຑൄঽଈĄ
ϠཌͽᙯᘃຑൄˠᝋࠎώĂଯજĶᘽᝒຑൄഴचࢍ൪ķĂ̏ᒔځពјड़Ă
ϫ݈˵੫၆ࢦᕇཏĂଯᇃֹϡܲᐍइĂͽഇБ͞Ҝ֨ຑൄঽĄ
ᇤ͛Ĉૺฮา Ꮩྙ၆෪ĈϠཌ়ঽგטԊௐˬܜ͵Ј

Ъ઼͵ࠧϠᖐĞWHOğٺ1988ѐ೩

ᓑ

ࢍĂᘽᝒ۰Κ38.8%ăТّมّҖࠎΚ

Ķຑൄঽ֨͞ڼ९ķĂࢎځՏѐ12͡1

35.1%ăளّมّҖࠎΚ23.9%ćຏߖ۰ѐ᛬ͽ

͟ࠎĶ͵ࠧຑൄঽ͟ķĞWorld AIDS DayğĂͽ

25Ƃ29໐кΚ26.1%ăѨࠎ30Ƃ34໐Κ

ࡓකࠎ෪ᇈᇾᄫĂТॡՏѐࢎކ࣎˘ؠጱ

23.2%ĂΞ֍၆ܦӴѐണचࠤஎĂຑൄঽ֨̏ڼ

ᗟĂခᐽБЧ઼൴णຑൄࠪଐ֨ڼඉரĂ៰ײ

྿ᙯᔣॡגĄ

̂ிᙯᘃຑൄˠᝋĂ֭ͽҖજВТ࿄ͤຑൄঽቺ

ܕѐֽຑൄຏߖ۰ᇷᆧĂࢋҋᘽᝒ۰

ؼĄ̫Ğ2007ğѐ̪ؼᜈ2001ѐҌ2010ѐ۞

Вϡ੫ౄј۞ຏߖĄܕѐϤ˧̂ٺଯજĶഴ

ĶઃͤຑൄĂܫчٚᏚķĞStop AIDS. Keep the

चࢍ൪ķĂࠪଐΝѐࢵזޘଠ҃טᔌቤĂពϯ

Promise.ğ˾ཱིĂ֭ͽĶଂԧઇķĞtake the

ഴचࢍ൪дέ៉ᒔវјड़Ą͵ЈܑϯĂͽ

leadğࠎᗟĂ̂ົۤ៰ײி֨ڼຑൄᑕଂ̎֗

ିᏙྙᄃڼᒚֽᑒӄᘽᝒ۰ĂԯࣇĶ༊үঽ

ઇĂҹႽ˘̝̎ਕĂ֭дЧҋछलăጯ७ă

ଈĂ̙҃ߏཋϚķ۞າ៍هĂ˵ߏ࿅ྫྷᛋ߆ಏ

ᖐဥវ̰൴೭ᇆᜩ˧ĂВТ၆ԩຑൄঽĄ

Ҝ̙ᕝ఼Ă̖ឰᘽᝒ۰̙ົЯࠎचُజงॏĂ

ௐˣֲ͉بຑൄࡁົ˵೩˞ĶԼតன

҃١ࢬೱϡஐ੫Ą

ڶĂ౹ౄԓ୕ķĞwave of change, wave of

̫ѐ7̚͡џĂ̂ณᘽᝒ۰ഴЖႾĂࢬ၆

hopeğ˾ཱིĂ়ঽგטԊௐˬܜ͵Ј

ࣧώᘦࠪ۞ؠଐΞਕЯѩεଠĂ়ߏٺგԊ˵ᄃ

Ăពϯຑൄ֨ڼυืд៍ྫྷهၗ˯ޘԼ

ڱચొăг͞߆عЪүᏱந˞157ಞѨႾ݈

តĂ઼̰ϫ݈ซҖ۞ކጱඉரĂ̙ኢ

ώ઼ᚱຑൄঽ߲ຏߖ۰።ѐ఼ಡˠᇴ

ߏഴचࢍ൪ٕߏܲᐍइଯᇃࢍ൪Ăౌ
ߏχ็ޥჯăᅮࢋྭొົాඕ۞
ࢭّҖજĄ

၁߉ഴचࢍ൪ ຏߖͧதࢫ
ז4ј
઼̰ҋϔ઼73ѐฟ఼ؕಡຑൄຏߖ
۰ĂࢍҌ̫྿15,183ּĞώ઼ᚱ
14,550ּğĂ͵ЈܑϯĂֶПᐍЯ৵

18

Ϡಡጱ 2007 No.132

ֶ෧ᕝ͟Ğϔ઼93ѐƂ96ѐ10͡ğ

教，介紹社區中現有的減害服務，目
前計有1,137家藥局可提供清潔針
具、保險套及衛教諮詢，有58家醫
療院所已提供美沙冬替代療法，並
提供這些更生的藥癮者衛教錦囊包
及更生平安符，希望他們不再
■ 更生平安符提醒藥
癮者勿再入歧途。

走錯誤的回頭路。
■ 愛現幫韓國強老師（後排左九）與疾病管制局楊世仰組長

重點族群 藉保險套強化衛教

（後排左十一）宣導愛滋病防治，與青年學子互動良好。

除了共用針具造成血液交換而感染，性行

癮者及性工作者擬每周發放5萬片保險套。而該局

為更是愛滋傳染的重要途徑。楊世仰指出，性是

刻正預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及其他性病防治

人類的需求之一，然而現代人的性態度比較開

講習」，將遭警方查獲之性工作者、嫖客視其是否

放，保護措施卻相對不足，根據衛生署衛教推動

使用保險套列為應否參加講習的對象，以提高嫖

委員會的調查，有58%受訪者最近一次性行為沒

客配合使用保險套之意願。

有使用保險套。
事實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使用保

感染者現身說法

感動校園族群

險套可以有效預防性病及愛滋病，因此疾管局提

此外，對性事好奇又懵懂的青少年，由於

出「全民防治愛滋宣導保險套推廣計畫」，要提

常常在衝動之下發生性行為，「不設防」的比率

高保險套的可接受性、可獲性及使用率，並同時

也逼近3成，因此疾管局透過紅絲帶基金會以及

宣導「ABC及CNN」觀念（ABC = A：Abstain

教育部協助，今年7月起開始由「愛現幫」（愛

拒絕性誘惑、B：Be faithful忠實性伴侶、C：

滋感染者現身說法宣導團）進入校園，呼籲接納

Use a condom戴 上 保 險 套 ； CNN =C：

愛滋病患者。

Condoms使用保險套、N：Needles使用安全針

這項行動是師法日本的愛滋防治教育經

具、N：Negotiating skills善用磋商技巧），進而

驗，利用感染者族群分享心路歷程的方式，以小

達到預防愛滋病的目標。

型座談以及故事性的演講進行宣導，來告誡青少

同志、藥癮者及性工作者是推廣保險套的

年愛滋防治的重要性，也讓他們了解愛滋病感染

三大重點族群，楊世仰表示，過去的調查與研究

者並非想像中的可怕。楊世仰表示，目前有10

顯示，同志全程使用保險套的比率不到4成；藥

名感染者成為校園衛教師資，讓他印象深刻的

癮者在使用毒品後，往往會因過度興奮而亂性，

是，有一名成員語重心長地告訴學生：「不要因

甚至發生雜交或群交；而性工作者則有30％至

為一時疏失，像我一樣承受每天都得吃藥的痛

50％以上會遇到嫖客拒絕戴保險套。這些族群

苦。」令在場人士為之動容。原本到年底預計辦

由於性伴侶複雜，一旦有一個感染源，都可能發

理100場的宣導，由於各校接受程度很高，因此

展成樹枝狀的感染群。目前疾管局積極與相關同

擬增加舉辦的場次，期望將愛滋防治的觀念，深

志團體密切合作，製作「腕包」等來宣導愛滋議

入校園族群，未來不排除與國防部、勞委會合作

題，也透過清潔針具發放點分送保險套，針對藥

擴大推行至軍中或企業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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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醫療社區復健

創造美麗新境界

協助精神疾病病人回歸社會
病情穩定的精神疾病病人經過社區復健，學習一技之長，也能回歸正常生活！
衛生署推展「精神醫療社區復健」多年有成，現更規劃不少配套措施，加強特殊個案的追蹤，
而在他們重回到人群的同時，更需要大眾的接納。
撰文：陳佳佳
諮詢對象：衛生署醫事處處長薛瑞元、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創會理事長呂淑貞、衛生署醫事處科長許景鑫

50多歲的林女士（化名）是一家醫院美食
坊裡的員工，每天製作的便當全數賣光，每個月

回歸社區
學習人際互動與一技之長

領到一份固定薪水，就能得到無上的成就感。因

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創會理事長呂

為她曾遭逢婚姻破碎而罹患精神疾病，情感的嚴

淑貞說，林女士的真實經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重挫折讓她只能依賴他人，以及靠著中低收入戶

證明了精神疾病病人經過社區復健，也能回歸社

的補助過日子。

會，貢獻一己之力。

在參加「精神醫療社區復健」之後，她接

衛生署醫事處處長薛瑞元也表示，精神疾

受了廚師的職業訓練，考上丙級執照。原本是打

病病人若永久收容在機構中，不只造成機構的負

零工的家庭婦女，又遭受失婚的打擊，從沒想到

擔，而且也造成照護品質下降。此外，病人往往

自己還能重新出發，擁有一技之長，並且重返就

是年輕時發病，也不宜長期待在機構中與人群隔

業市場，獨立撫養女兒，讓她十分開心，也漸漸

離。所以，「精神醫療社區復健」是保障病人人

找回對自己的信心。現在，她還以過來人的身

權的作法，目的是希望讓病人回到社區裡，盡量

分，在美食坊裡擔任老師，帶領其他學員。

過著與一般人差異不大的生活，逐漸適應社區生
活，以減少疾病復發及再住院率。
呂淑貞說，精神疾病病人若只侷限在醫院
內活動，即使模擬一般生活之情境，仍會認為自
己只是病人的角色，而無法融入情境中。若能回
歸社區，身分轉換成上課的「學員」，情緒也較
穩定，且透過與旁人的互動、鄰居的來往，以發
展正常的人際關係。同時學員們白天到社區，晚
上回家，仍能跟家庭保持緊密的連結，不會覺得
自己被放棄。
而且社區復健也能夠彈性的針對病人的需
求，像是從最基本的自我生活照顧，或是針對口
慾較強造成肥胖者來加強體適能。另外也設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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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區復健中心可培養一技之長，並與人群互動，有助早日回歸社會，重返職場。

烹飪、手工藝等課程，即使是休閒活動，如透過

歸社會的疑慮，薛瑞元強調，事實上，根據國外

讀報團體，也能讓病人知道目前發生的新聞，更

研究顯示，精神疾病病人出現暴力行為的比例並

有現實感。同時，也因為許多病人都強烈的希望

無較高情形，而與一般非精神疾病病人無異，若

自己能重拾工作、養活自己，因此設計職業訓

認為「精神疾病病人是不定時炸彈」，只是對病

練，讓他們有朝一日能夠回到職場。

人的污名化標籤。
薛瑞元也說，最擔心的就是病人未按時服

多項配套措施
照護精神疾病病人

藥，導致病情失去控制，因此病人出院後，會與
家屬溝通規律用藥的重要性。同時衛生署醫事處

衛生署醫事處科長許景鑫表示，目前衛生體

也提出了相關的配套措施，從去（95）年10月，

系納入個案管理的精神疾病病人約有8萬多人，

補助17縣市、31家機構，針對社區中的特殊個

由康復之家及社區復健中心提供社區復健服務。

案，包括生活面臨多重問題、家庭社會支持系統

根據評估，康復之家服務量，從民國82年的286

薄弱、病情不穩定、家中具有兩位以上精神疾病

床，到96年7月已有3,519床，已達到每萬人口一

病人等條件，加強社區的追蹤照

床的目標，至於社區復健中心服務量也從82年的

護，解決他們就醫、就業、就

630人次，增加到96年7月的3,090人次，預計到

學等需求，協助病人能逐步

98年底，服務量可達每萬人口2人次的目標。

適應社會生活。

許景鑫也說，目前資源分布不均，有些縣

同時，對於高危險群個

市尚未設置社區復健機構，這也是計畫未來須改

案，也會教導家屬如何危機

進之處。而為了加強病人的社區關懷，除了由現

處理，降低精神疾病病人突發

行的公衛護士訪視，95年度起也另外聘請了60

傷人及自傷的危險度，減少病人在社

位社區關懷照顧訪視員，主動提供特殊個案服

區的干擾行為；而且對於有可能出現攻擊行為的

務，97年度預計增加至70位。

病人，或是反覆發病，都會強制住院。明年7月
後，新修正的「精神衛生法」，對於被診斷出嚴

精神疾病病人絕非不定時炸彈
不過，社會新聞中常見疑似精神疾病病人
的自殘、傷人事件，也因此引起不少人對病人回

重精神疾病病人、或是遭受家人不當處理者，地
方衛生局都可以緊急處置。社會大眾也應該摒除
誤解，以更開闊的心接受這些病人重回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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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防疫大隊參與美國CDC實驗室工作。

■ 支援泰國南亞海嘯防疫任務，防疫大隊成員協助當地居民
投置氯錠消毒飲用水井。

遠赴肯亞協助裂谷熱防治並吸取
防疫經驗

熱疫苗，間接得知了這項尚未被正式公佈的
「秘密」。

肯亞的首都奈洛比雖然是國際著名觀光都
市，不過疫情最嚴重之處是在東北省的Garissa

赴疫區提供登革熱防治經驗

區，當地城鄉差距極大，疫區人民由於土地貧

其實國內累積的防疫能量頗具水準，多數

瘠，只能從事簡單游牧，主要依靠政府的救濟生

時候足以協助他國，何秉聖表示，在泰國南亞海

活，當地的基礎衛生建設本來就相當薄弱，加上

嘯救災防疫與巴拉圭登革熱疫情防治的任務中，

去年底豪雨造成嚴重水災，使得裂谷熱疫情爆

境外防疫大隊都把我國豐富的登革熱防治經驗及

發，情勢緊張。為協助其防疫，來自各國的防疫

可運用的機具，傳授給當地衛生人員。以南亞海

專家每天都舉行防治會議，我國成員也從中獲得

嘯任務為例，這種天災不但對自然環境是種破

許多經驗。

壞，既有的社會架構也被損毀，傳染性疾病可能

何秉聖表示，這是一趟寶貴的取經之旅，

因此失控爆發，當時第一要務就是去協助災後防

因為國內不曾有裂谷熱病例，境外防疫大隊成員

疫消毒環境，包括投置氯錠消毒飲用水井、清除

對它的認識，也僅止於已知的：是一種病毒引

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並協助當地的醫療架構運

起，發生在牛、羊、駱駝等牲畜身上，會傳染給

作與重建。

人的急性熱病，患者會發燒、出血，嚴重則導致

何秉聖強調，在人類互動交流頻繁的今

腦炎、甚至造成死亡，有失明的後遺症。這次實

日，遠在地球彼端的傳染病極有可能一日內兵臨

際參與防治才發現，喝牲畜的生奶、吃生肉也可

國門，入侵社區、鄰里及家庭，境外防疫大隊就

能染病，需要在P3級以上生物安全防護實驗室

是要落實「防疫災於未然，阻疫情於境外」的防

操作以避免檢驗時感染。

疫策略，除了以專業防疫知能回饋國際社會，戰

此外，裂谷熱雖然尚無特效藥，臨床上只

勝傳染病的威脅，也透過參與國際防疫事務，增

能進行支持性治療，但境外防疫大隊成員由於

加對於新興及再浮現傳染疾病的整備，以期有效

參與美國CDC設於肯亞的實驗室檢驗工作，被

提升台灣整體防疫能量，進而減少疾病對於國人

要求須先注射美國研發但仍未核准的人用裂谷

健康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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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怡碧表示，台灣
國際醫學聯盟反菸計畫
最早是在柬埔寨推展，
之後才回台灣推行，截
至目前為止，仍在推動
當中。幾年下來，黃怡
碧深深覺得，民眾與菸
商之間的差距是如何地
不對等。例如菸商就以
商業機密為由，不願揭
露菸品的成分，對於危
害人體健康的相關研究
報告，特別是二手菸的
危害，菸商態度多所保
留，而民眾所能獲得的

■ 2007年亞洲青年反菸倡議訓練工作坊提供反菸生力軍跨國交流經驗。

資訊相當不對等，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就想打破這

經過該聯盟一連串的抗議，最後校方終於在去年

道鴻溝，想辦法找出志同道合的夥伴，並告訴民

公開聲明，未來不會再繼續接受菸商贊助，幾次

眾菸商種種不當作為，藉此達到反菸的訴求。

交手之後，最近菸商的贊助活動越來越低調，不

她也坦承，儘管不吸菸，但自己年輕時，也

再明目張膽地進行。

曾為了菸品中的贈品而買過紙菸，因為菸品包裝

黃怡碧指出，菸商的勢力幾乎無所不在，

不僅精美，內含的贈品更是誘人，讓人會想掏腰

反撲力量相當大，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在從事反菸

包購買，可見菸商的行銷力量不容忽視。時下不

商工作時，曾經與菸商多次正面交鋒，甚至起了

少電視影集及電影，劇中都會出現吸菸畫面，這

衝突。與國外反菸運動比較，台灣似乎較不強調

就是另一種媒體行銷，對於喜歡看電視、電影的

菸商的不當作為，一般民眾也把菸業當成「正常」

青少年來說，確實影響非常深遠，以為吸菸就是

企業，以致輕估了菸商無所不在的影響力。「我

時尚的表徵。所幸，好萊塢電影逐漸注意到吸菸

們是越挫越勇！菸商的反撲，讓聯盟的工作人員

鏡頭對青少年可能造成之影響，未來影片中出現

更有戰鬥力！」黃怡碧態度堅毅地說，菸商背後

非必要的吸菸畫面，就可能被列入限制級；印度

有著龐大的勢力，絕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唯有反

也在2005年起規定影片中不得出現吸菸鏡頭。

菸商才能徹底達到反菸的目的，她是不會輕易被
擊倒的。

反菸商 才能徹底反菸

青年是不容小看的反菸運動力量，只要讓

為了反菸商，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在這些年

他們多認識菸害的嚴重性，喚起反菸的意識，投

投下無數的心力，終於有了收穫，例如某大學農

入反菸社會活動，相信在同儕影響力的擴散下，

學院實驗農場連續5年接受了某家菸商的贊助，

必能幫助更多青年朋友減少菸害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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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永續經營

健保藥價調整 民眾用藥保障不變
從去（95）年11月到今年9月間，全民健保歷經兩度調降藥費後，
預計將省下新台幣150億的龐大結餘，這除了讓藥品的市場更公平競爭外，
重要的是，這些結餘能夠回饋到健保做優化經營。
撰文：王昶閔 諮詢對象：中央健康保險局專員陳尚斌

隨

著藥價調整後，在自由市場機制下，不可
避免的，會有越來越多醫院勢必採購物美

價廉的學名藥，但外界在不明就裡下，容易將學
名藥誤解為品質遠落後於原廠藥的劣等藥，相關
的媒體報導，也引發了民眾的恐慌與誤解。

學名藥 品質不遜於原廠藥
究竟什麼是學名藥呢？簡單來說，就是當
原廠藥超過專利期後，其他藥廠就可以製作出
相同成分的藥物在市場上販售。在我國，無論
是原廠藥或學名藥，只要是健保所使用的藥品
均取得衛生署核發的藥品許可證，國產的學名
藥廠也已實施「現行藥品優良製造規範」（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簡稱
cGMP），藥物品質已達水準及符合國家標準。

■ 健保藥價調整，各醫院採購的藥品仍需經國家標準嚴格把
關，民眾用藥權益未受影響。

異，但民眾可以自由選擇不同價格的商品；不

美國政府對學名藥的看法是，它屬於同成

過在醫療市場中卻不是如此，一般民眾是有病

分、同劑型含量的藥品，其療效、安全及品質

才被迫就醫，用藥的種類是由醫師決定，所用

與原開發廠藥品是一致的。因此國產的學名藥

的藥卻不見得是最物美價廉的。

價格較低，可以在一致的療效、品質及安全條

藥品也是商品的一種，在市場上也有價

件下，增加藥廠市場的競爭，進而促使原廠藥

差，大型的醫療機構因為進貨量大，擁有較強

的價格下降，減少健保整體的藥費支出。

的議價能力，所以往往能取得較低廉的進貨價
格，甚至遠低於健保給付的價格，中間的落

藥價調整 消弭藥價黑洞

28

差，就被稱為藥價差，甚至以負面詞「藥價黑

在全民健保之下，藥品的市場與一般商品

洞」來形容，這筆利潤最後流入了醫院口袋

的市場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市售的商品在自

中，卻也引發了社會及媒體所反應的不公平的

由市場機制下，不同地點賣的商品都有價格差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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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醫療市場上，共有兩萬多家醫療機

進藥品競爭外，對於藥品市場的衝擊以及民眾

構、一千多家藥商隨時在進行談判與交易，背後

的影響相當有限。更重要的是，民眾不需要再

過程相當複雜，沒有一個人可以隻手操控藥價市

多付健保費，就有機會享受到更多的新醫療科

場。此時，全民健保就要去思考，如何讓藥價差

技以及新藥的給付。

的不公平現象降到最低，於是多年來，便持續透
過價格調查的方式，把每一筆交易的價格都調查

顧及民眾感受 醫院換藥須說明

出來，然後依據此資料調降健保給付的藥費，讓

媒體近日報導藥價調整引發醫院換藥潮，

醫院藉由採購藥品的行為，在全民所繳納的健保

完全是對藥品採購流程的不熟悉與誤解，其實

費中所取到的利潤能降到最低。

大多數是醫院與藥廠間合約到期，重新競標後

健保局設法取得市場上醫院跟藥廠經由競

改向其他藥廠採購罷了，是每年都會發生的事

爭、談判後的交易資料後，根據此交易價格去調

情，與藥價調整關係並無直接關連，而各醫院

降藥價，健保持續取得新的交易資料後，又能進

所採購的藥品，也絕對是符合國家標準的合法

一步持續調降藥價，如此一來，最後的健保所給

藥品。

付的藥價，就會真正逼近市場上藥物的成本，直

儘管如此，為了顧及民眾心理上的感受，

到藥價不再變動時，就會出現最合理的藥價。而

健保局仍要求醫療院所如果決定換藥，一定要

藥價調整除可降低藥價，取得較合理之價格外，

詳細對就醫病患公開相關資訊、說明換藥的理

亦可減少民眾之藥品部分負擔費用。

由，讓外界充分瞭解換藥的過程，降低民眾心
中的不安。假設民眾遇到醫院未經說明便更換

健保滿足多數人基本需求為目的

藥物，可向健保局提出申訴。

從保險經營的概念來看，健保無法滿足所

根據藥價調查所做出的藥價調整政策，全

有人的「最高需求」。因此從務實的角度來看，

民健保在總額支付制度下，能夠合理管控藥

健保應以有限的資源，去滿足最大多數人的

費，將藥價差維持在一合理範圍，亦可保障醫

「 基 本 需 求 」， 這 跟 為 什 麼 健 保 只 給 付 一 般 病

療服務之點值。所以，若將藥價差透明、公

房，而不給付頭等病房是一樣的道理。同理，

開、合理，對保險人、民眾、醫界、藥界絕對

是否以高價給付原廠藥，無關是否能治療疾

是利多於弊。

病，而是牽涉到個人追求舒適度或心裡的滿足
等因素，已超出健保應涵蓋的範圍了。更何
況，學名藥的成分與原廠藥相同，被人體所吸
收利用的情況都在國家所訂標準之上，是經過
國家標準嚴格把關合法上市的藥品，價格比原
廠藥更合理。
民眾也不必擔心醫院換藥會影響到疾病的
控制與治療，事實上，在藥價調整之前，我國

查詢健保藥品
目前全民健保給付之所有藥品品項、價格、藥品
給付規定等，均可於健保局之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nhi.gov.tw）上查詢。
1.查詢藥品品項及價格：
全球資訊網→快捷查詢。
2.查詢藥品給付規定：

藥品市場上學名藥提供的數量早就占了7成以

全球資訊網→醫事機構專區→醫事服務→藥品

上，所以藥價調降後，除了能夠抑制藥價、促

及特殊材料→藥品給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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ཌఢؠѣटጡٕΒ྅̝୵ၗफ़ĂࡶᇾϯҲשપ

ࢴݡΐۏĄЯѩ༊ԧࣇಅשપăਮăΞΞăμ

Я۰Ă̙ኢשપफ़ăਮٕΞΞඈĂשપЯӣ

ҹ˧ăΞሄĂౌΞਕᛷשזפપЯĄשપЯѣ

ณ̙࿅2୮ҹƝ100୮̿ćਮ̈́ΞΞफ़Ă

јᝒّĂјᝒ۰˘ό՟ѣᛷשפપЯĂಶົன

שપЯӣณ̙࿅50୮ҹƝ100୮̿ćਮă

িࢽăᐝ൭̈́χͣݣඈჟৠָͣ۞ଐԛĄ

שપ̈́ΞΞͽγ̝फ़Ăּтֹϡ͇ӣѣשપ

ѩγĂ༊˘͇ᛷש۞פપЯ࿅500୮ҹ
ॡĂटٽனᛒ̙щă൏ᇋăޤٽă͕ଙă⪰

Я̝ࣧफ़ٕᗝγΐשપЯ̝फ़۰ĂשપЯ
ӣณ̙࿅32୮ҹƝ100୮̿Ą

͕ຏ̈́Ԍ୵ᆧΐඈשપЯᅅ߲̚ޘன෪ćࡶ˘͇

ѩγĂ੫၆˘ਠాᗆשપظమ̝ړ྅ש

ᛷ  פ ࿅1 0 ̳ ҹĂΞਕ͔Б֗٩☇ă ڃ

પĂϫ݈дϠཌăঐܲົ̈́ঐૄົଯᇃ˭Ăש

ਜ਼ăᚑࢦཝͪཚăҲҕ࿔ă͕̙ޠፋă͕౫༑

પຽ۰̏၁߉ҋ൴ّ۞ᇾϯନ߉Ăଯࡓăเă

ඈাېĂҭߏՏ࣎ˠវኳЧளĂ၆שપЯ۞ͅᑕ

ქ۞ᇾᄫĄࡓҒܑ˘ړӣ200Ƃ300 ୮ҹٕ

˵̙Ⴝ࠹ТĄ

300୮ҹͽ˯۞שપЯćเҒܑשપЯӣณ̬

ᔁؠԈĂϫ݈ለ༖ࢴࡊݡጯछ؎ࣶ
ົᄮࠎĂՏˠՏ͟שપЯᛷפณд300୮ҹͽ

ٺ100Ƃ200୮ҹćქҒܑ100୮ҹͽ˭Ăֻϔ
ிᕇᏴफ़ॡĂүࠎણ҂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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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ᚊ
ˠ
Ϡ

ࢴӮᏊ

֨ᒛᙯᔣ

ᅈᗓᒛা
ଂЫฟؕ
ĶЫ৵ߏ̙ߏͧྵ̙ົᒛাĉķĶࢶབົ
ᒛĉķĶᒛাঽˠߏ̙ߏࢋЫϠ፟ࢴĉķ
տౣࢴдᒛা൴Ϡ˯Էႊ̦ᆃᇹ۞֎Ғĉྍ
тңᔖҺĶᒛķଂ˾ˢĉ
ᇤ͛Ĉเս࡚

Ꮩྙ၆෪Ĉڼܫᒛ͕̚ᗁੰᒉዳވЇͳᚊϔā

ᐌ

ᒛাѪ˸த۞˭̙اĂ઼ˠΞᄲߏኘ

кĄ༊វ۹࿅кॡĂٽጱજଐ፬৵࿅Ă

ĶᒛķҒតĂΪࢋኘזᄃᒛাѣᙯ۞ࢴ

ᇆᜩזᔁăఈႬᄋ̶کεአĂ҃ᆧΐᎮଈᒛা

ٕ༰ԟĂᓁߏົ͔൴ϔி۞ሤধኢĂ҃ధкҬ

۞ࢲᐍĄ

ߏ҃۞ܧᖱኢĂ˵дຍมజമߖăྒ̂ĂࠤҌ
ౄಶ˞Ωᙷ۞߹ҖࢲሗĄ

҃ቸăͪ˘ߏ˵ڍਠ઼ˠдࢴ̚૱
ͻ۞ᛷᙷפҾĂॲፂϠཌ઼ϔᒉዳአߤ۞ඕ
ڍĂ઼̰ѣ80%۞ˠቸăͪౌڍЫ̙ૉĄͳᚊ

ࢴ̙ӮᏊ ᒛЯ

ϔޙᛉĂࡶຐᅅᗫ֨ᒛĂĶ͇͇5ቸڍķ̙Ξ

ણᄃϠཌᒛা֨ڼࢴކጱࢍ൪۞ܫ

͌ĂຍӈјѐˠՏ͇ࢋЫ3Ⴤቸ2ЊͪڍǕ

ᗁੰᒉዳވЇͳᚊϔܑϯĂॲፂࡁտĂ۞ቁѣ

Ǖቸ˘Ⴤࡗ100̳ҹνΠĂሢࡗޢΗ༦ฺĂ

35ƦνΠ۞ᒛাᄵЯߏᄃࢴѣᙯĂ̚Ă

ͪ˘ڍЊࡗߏ˘࣎ॉᐝ̂̈۞ЊณĄ

ࢋ۞ࣧЯĂ၁ߏЯࠎࢴᛷ̙פӮᏊĂጱ
ˠវٙᅮᒉዳ৵̙֖ٕ࿅ĂЯ҃ᆧΐ˞Ꭾଈ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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ᒛᗼ̶̄ ืຍ

া۞ࢲᐍĂтܜڍഇ̙ٺઉࢴېၗĂಶट

ੵ˞ϡӮᏊࢴֽᅈᗓᒛাγĂഴ͌ᛷࢴ

ٽᄵ൴ᒛাĄЯѩĂࡶຐЍያкЫಏ˘۞ࢴۏĂ

ѣᒛПᐍ۞ࢴ˵ۏѣᑒӄĄд઼ˠр൴ᒛা

ٕᔖЫߙᒛࢴۏĂಶ྿זԆБ۞֨ᒛड़ڍĂ

̚Ăᄃࢴͧྵѣᙯ۞ᒛাĂΒ߁̂བᒛăᛷ᜕

˵ளߏቡ͢Ր౦Ą

ཛྷᒛăϥېཛྷᒛă̄झᐚᒛă֯ᒛăքᒛăࡤ

ͳᚊϔĂсдઇ֯ᒛࡁտॡĂಶ൴ன

ᒛă˾ටᒛăᆄݟᒛăࢴᒛĄࢴ̚ᄃᒛাѣ

̙͌֯ᒛଈ۰ౌޝሴăޝ႓ܪĂсࣇ૱ࠎ˞ჯ

ᙯ۞ПᐍЯ̄Ă૱֍۞ѣᛷࢴ࿅к҇ᙷă

ࡺ୧۞֗ՄĂଳϡ̙Ыฺ۞͞ёֽഴࢦĂ҃ͅឰ

۹ăӣเᚌ߲৵۞ᙷ֑ٕۏăࠓڵă႑ă፵

 ۹ д ˬ ̂ ᒉ ዳ ৵ ۞ ҫ ͧ Ă ଂ ࣧ А ۞3 0 Ʀ ͽ

থඈĄপҾߏඵă੧ăᕠຼăࢶབĂ૱ᄃঐ̼

˭Ă಼̂˯̿ז40ƦĄᇹ۞ഴࢦ͞ڱĂटٽ

۞ᒛাѣᙯć҃ඵă੧ăᕠຼ۞ˠĂ˵૱ߏቸ

ֹࣇሴ˞҉҇к˞۲҇Ă҃ͅౄјវ۹࿅

ăͪڍЫপҾ͌ăࢴ̙ޝӮᏊ۞ˠĄ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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ѩĂΞ೩ֻ֨ᒛ᜕ܲ۞ԩউ̼ۏኳăჯϠ৵ăញ

ᘦָّؠăΞă̙ٽតኳ˫ࢶฒĂ૱జྻ

ჯ৵ඈᚑࢦͻĂ҃ڱ೩ֻ֖ૉ۞ઉ᜕ܲĄ

ϡд֯Ⴓ൞ăങّۏηڵăڵฒăࠓᓥ୧ă̈ᗗ

࿅ณ۹˵ᙋ၁ᄃᒛা௲̙˞ᙯܼĂ̚

ăڵ୧ăமமăηฒ̈́ͱ֎ᛧΒăࢴăம

ࢦࢋ۞ߏ۹۞ݭၗྫྷᛷ۞פณĄᔵዋณ

ᕇăᅷ̚Ăឰϔி̙֨౼֨Ąͳᚊϔ˵ܑϯĂ

۹ߏ֗វυᅮĂΞ೩ֻ֗វڱᄦౄ۞۹ᅕᄃ

ځĞ:8ğѐξࢬ˯۞Β྅ࢴౌݡᇾϯ

໘ّჯϠ৵AăDăEăKĂᔘਕᆧซࢴ࡚ۏ

۹̈́ͅё۹۞ӣณĂΞͽүࠎ̂छдᏴᔉ࠹ᙯ

קĂҭࡶᛷפ࿅кĂ˵тТд֗វ̰ः˭ᔳԛࠓ

ய۞ݡણ҂ྤੈĄ

ᇅĄࠎ˞ઉĂੵ˞ᓁ۹ᛷפณࢋଠטрĂ˵

ְ၁˯Ă၆ԩᒛাᖎಏăҋ۞ࣧĂ

ࢋഴ͌ࢴ̚۞۹Ğsaturated fatğ̈́ͅ

ಶߏӮᏊࢴăЫ֖ณ۞ቸڍĂ֭ͷഴ͌ᛷڵפ

ё۹Ğtrans fatğĂтѩΞͽഴҲᎮଈ͕ҕგ

ࠓă፵থඈࢴۏĂ˼༱̙ࢋࠎ˞၆ԩᒛাĂརˢ

়ঽ۞ПᐍĂ˵ѣӄٺᅈᗓᒛাĄ

۠ϫՐԩᒛࢴՄ۞ਜ਼ ޥĂͽҺࢴεᏊĂౄ

̚Ăొ̶གྷ࿅୰̼ந۞ങڵۏĂ˵

јՀ̂۞ઉП፟Ą

ΞਕயϠ၆ˠវѣच۞ͅё۹ᅕĂᙷڵЯ

ઉࢴ̈৪థ
1. ˘ࢋؠЫฺĈࢋᛷࢴ֖ૉ۞ࢴᙷĂЫĂ̖̙टٽᛷפ࿅к҇ᙷٕ
۹Ăᒉዳ̖ົӮᏊĂ˵ΞͽЫฺ̣ٕБ౪ᛧࢴᙷĂפϨฺٕϨᛧΒ
Ğᛧ୧ğĂТॡᆧΐញჯᛷפĄ
2. ͇͇5ቸڍĈቸͪڍӣѣᖳಱ۞ԩউ̼ۏăញჯኳĂѣӄᒺൺѣचۏኳ఼
࿅བ۞ॡมĂޙᛉጐณЫ༊؞ய۞ࢴۏĂᒉዳᖳಱăᆊॾЪநĄ

3. ᔖҺࠓڵă۹ĈڵགྷົតኳĂѣचٺˠវĂ˵ࢋᔖҺЫ࿅ณ۞
۹ăͅё۹Ą
4. ͌Ы፵থĈͽࠒͫ፵থ҇ᙷॡĂࡶڵႍдࠒͫ˯ົயϠкᒖ۾Ăܳซ
ࡪ۞ࡎតĄޙᛉ፵থॡĂΞϡᐁიࢴۏΒрГথĂͽഴ͌ᄃࠒͫۡ
ତତᛈĂ˵рລ੨֖ૉ۞ቸ˘ڍЫĄ
5. ͌Ыΐ̍ࢴݡĈࢶབăᘷ҇ăͫჿă҇ඈΐ̍҇ݡĂдᄦౄ࿅̚૱ົ
ΐ̂ณ۞ៃĂ҃ซࢴ͉кៃटٽᆧΐᎮଈࡤᒛҕᑅ۞ࢲᐍĄੵ˞҇
̝ݡγĂ˵ࢋዋ۞ޘᏴፄЧᄦăᕲٕΐ̍
ࢴݡĄࢴۏᔘߏЫາᔿ۞рĊ
6. ຍࢴۏາᔿޘĈ൴ዪ۞܅ϠăϜѼ̈́ᙷצٽเᚌ߲৵ѳߖĂ͔҃൴ք
ᒛĂࢋጐณᔖҺ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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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ᚊ
ˠ
Ϡ

ᕚ௲Ķጿ̙ҝķ۞ᑌԉ

ႍ̙ઃ

ّ̃Ԍε༰֨ڼ

ధкѣ႒ԌĂــݒЯ௧ୁٺጎă̙ՐᗁĂ
҃ᇆᜩϠ߿ݡኳĄ઼ϔઉԊனϒଯજۤડԌε༰ିĂ
ᑒӄ̃ҋԧᜪ࠴ઉĂͽ֨ڼԌε༰Ą
ᇤ͛Ĉषָָ Ꮩྙ၆෪Ĉ઼ϔઉԊјˠ̈́̚ҁѐܲઉˬࡊࡊ߸ܜսጙă܅ቷຎᑻԫఙጯੰ᜕நրઘିችऍս

ܠ

ॿܠᑊĞ̼Щğ̫ѐ̏70໐˞ĂܕՅ
྆ᓝᏱྼᜓ߿જĂсޝଲ͙ࢋ̙ࢋણΐĄ

Ķ༱˘˫႒ԌިᆃᏱĉ༱˘ѣקĂజˠछჷ
זĂ̙ߏޝᙱࠎଐĉķԌε༰۞યᗟ˘̙ۡᕝ
ӧᕘܠॿܠᑊĂҭсԱ̙זˠ෦ᄲĂְଐ
˵̙ۢྍԱኡᑒѓĂĶ࠻ֽ̫ѐ۞߿જĂᔘߏ
̙ࢋણΐр˞ČČķ
Ԍε༰ߏЯ࠴҇҉غăิ͚˧ࢫ
ҲĂ͔̙ҋ႒ԌĂ͍टٽд̂৯ăݜမٕ

Ŝ ۤડ̃Ԍε༰֨ڼିĂጯࣶቚ௫ॾႬྻજଐഀĄ

ྻજॡĂ൴Ϡ႒ԌĂᔵԌε༰̙ົౄјᚑࢦޢ
াٕѪ˸Ăҭ΄ــˠᛇᑌԉĂԧ઼̃˫

߸սጙܑϯĂ֗វኳณᇴBMIŵ27۞۲ࡡ

च௧ܲчĂ̙ົજವՐᗁᒚםӄĂጱা̙ې

̃ĂᎮଈԌε༰۞ࢲᐍߏநຐវࢦ۰۞1.67ࢺă

ҭᇆᜩϠ߿ă̍үĂᔘᇆᜩۤϹĄ၁Ԍε༰Ξ

ϠயѨᇴ4Ѩͽ˯۞̃ĂԌε༰ࢲᐍߏଂϏ

ͽԼචĂੵ͘ఙᒣϔ́ᘽۏଠטγĂᔘΞͽઇ

Ϡய̃۞1.55ࢺĂᎮଈҕᑅٕ̚ࢲඈၙ়ّ

࠴ྻ҇҉غજĂૻ̼҉˧͚ΑਕĂԼච࠴

ঽĂ˵ົᆧΐԌε༰۞፟தĄЯѩĂ઼ϔઉԊ

ጡݬ˭ء͔ٙ۞યᗟĄ

ଂϔ઼94ѐฟؕĂౙᜈᄃЧгϠԊĞ܅ቷ
Ꭹăૄษξăέ̚ξăέΔξăฯᎩăڌލᎩ

۲ࡡᄃயѨ̃ Ꭾଈ፟த
ॲፂϔ઼94ѐ۞Ķ઼ϔઉణયၱᘽۏᑿ

࠹ᙯࢍ൪̈́ିކጱ߿જĂԓ୕ૻ̼ϔி࠹ᙯܲ

ϡአߤķ൴னĂ઼̰35໐ͽ˯ّ̃ĂՏ4Ҝಶѣ

ઉۢᙊҖࠎĂခᐽ̃ҋԧቚ࠴҇҉غĂԼ

1Ҝд࿅Ν˘ѐ̰ѣԌε༰ଐԛĂᔌ๕ᐌ

චԌε༰ଐԛĄ

ѐ᛬ᆧ҃ܜᆧΐĂ35Ƃ44໐ߏ14.5Ʀă45Ƃ54

߸սጙᄲĂޝкҁˠछౌ࿃࿅ܠॿܠᑊ

໐ߏ24.7Ʀă55໐ͽ˯྿3јĂ͍۲ࡡă

ଐڶĂҭέ៉ϔࢲܲчẴԌε༰ౌ௧ୁٺ

Ϡயᇴດкăѣҕᑅ̈́അ̚ࢲ۰Ăౌͧྵटٽ

ጎĂ͌ޝˠົಶᗁĂ˵͌ޝ೩̈́ᙷયᗟĂͽ݈

൴ϠԌε༰Ą

߆۞ع̃ܲઉ߆ඉઐШϠֈăᒛাᎡᑭඈĂன

઼ϔઉԊјˠ̈́̚ҁѐܲઉˬࡊࡊ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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ඈϠԊğЪүĂᏱந࠴ઉᄃԌε༰֨۞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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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ᑕྍԯˠ˾ҁ̼ౄј۞Αਕੜ̼ĂтԌε༰ય

ᗟЕࠎࢦᕇ̝˘Ąсܑϯсҋ̎۞ϓᏐ
ѐᅅॡಶѣԌε༰ӧᕘĂҭҁˠछᄲ
ฟ˥ޝ൭ăЫᘽົ˾ҎᒌĂٙͽ˘ۡ
ԡĂώֽါϠജါĂֽޢϠജ
ါݓĂᔘυื෴˘ݓᕇ۞̰ᏌͽҺႣ
ԌĂಶᇹԡ˞ԣ30ѐĂଂֽౌ̙
ᅈܝĂాዐࡗ࠹اྼ˵̙ΝĂĶԧ
ࣇछѣ4࣎ˠ༊ᗁϠĂԧౌإͷтѩ
Ꮥ়ԟᗁĂՀң˘ڶਠˠĉķ߸ܕ
ٺдౖ̃Т˭જ˞͘ఙĂᕚ௲˘
ݜಶ႒ԌඃဩĂа෧ॡᔘд෧มμ࿃ዐ
اĂ̖൴னĂֽࣧౌѣ࠹Т

Ŝ ॾႬྻજਕૻ̼࠴҇҉غĂᖎಏٽጯĂдछ˵ΞҋҖቚ௫Ą

યᗟĊ
࠴ି҇҉غጯĂኝົିጱጯࣶॾႬྻજĄጯ

ҋԧቚ֗វ ѣӄԼච
߸սጙܑϯĂࠎར၁࠴ઉކጱᄃଯ
જĂ઼ઉԊ؎έ៉Ԍε༰֨ົםڼᏱநАᜭࢍ

ࣶಡזதπӮౌ྿9јͽ˯Ă̫ѐކጱ߿જᔙ
ˢௐ3ѐĂѣֽк۞ጯࣶᄮᙊҋ̎۞֗វĂ
ጯົĶአநķҋ̎ĂឰކጱˠࣶڟޝᇐĄ

൪ĂޙၹۤડԌε༰ିშࢱĞhttp://www.tcs.

ችऍսܑϯĂͽ݈ഇౌົડ۞̃ᑕྍ

org.tw/ğĂ֭೩ֻᏙྙ̈́Ϲ߹გĂТॡૈۤ

ͧྵ̙ົѣયᗟĂҭ၁ᅫଯજ̖൴னĂౌົડ

ડ̃Ԍε༰֨ڼ̄ିरĂՏѨ۞ᓾळ߿જϔ

̃ᑖԱྤੈĂҭົ̙ݒΝઇĂੵ˞Ԍε༰̝

ிͅᑕౌޝሤধĂϏֽᚶᜈᕖ̂Ᏹநٕઇି

γĂᔘѣޝкĶ˭Η֗ķ۞યᗟ՟ѣజࢦෛĂЯ

ՄăDVDĂឰ՟˯ኝ۞̃˵Ξͽҋԧጯ௫Ă

ѩԌε༰ߏ˘࣎៑ટĂχฟምѧٛ۞̄Ăឰ̃

ᖣϤ೩̃၆࠴۞غᒢྋĂ˵Ξึܮᆧซ̄

Ϡ۞ઉΞͽజՀԆච۞ᜪĄ

झᐚᒛᎡᑭதĂ࿅ކጱ˵ΞͽឰշّՀᒢྋΩ
˘Η۞ϠநڶېĂឰ̙̃ွĄ
܅ቷຎᑻԫఙጯੰ᜕நրઘିችऍսܑ
ϯĂԌε༰̙Ϊߏಏ৷۞کԌયᗟĂ˵ົౄјّ
યᗟĂѣֱ̃ፉ͕႒Ԍᑌԉ̙ྫྷАϠҖٗĂ
ĶЃਆķ˟˩ѐĂགྷ࿅࠴ྻ҇҉غજޢĂѣֱ
Ξͽࢦ߂ĶّķĂᔘЯ҃च௧ֽĄ
ችऍսᄲĂдۤડଯજԌε༰ି݈ĂົА
ઇፋЪّᎡᑭĂ̶јΞҋԧܲઉăПᐍཏᅮ
ࢋᗁᒚ̬ˢˬĄҋԧܲઉ۞Ξͽኬ
ᝋઇࠎ̄ିरćПᐍཏົซҖαѨኝ
Ăଂ࠴ҜཉăጡءฟؕДĂᅃͽજၗ۞

ॾႬྻજ
œՏ͇ઇ3аቚ௫ĂՏаቚ௫ઇ10Ƃ15ѨྻજĄ
œྻજ͞ڱĈ

1.ଳӱٕݻ৭ݻĂᗕཙૺฟᄃ۷ТᆵĄ
2.ќᒺ࠴҇҉غᇴז5ĂٸޢᗫĄ
3.тѩͅᖬ10Ƃ15ѨĄ
4 . ጐณֹ̙ᗕჿăᓗొăཛొ۞҉҇ќᒺ
Ğ҉҇ϡ˧ॡົតർğĄ
œ ༊ଋ̏ሢଉϒቁ۞҉҇ќᒺॡĂΞᐌॡᐌг

ઇྻજĄ
œ ᐌޢՏฉౌᆧΐᒺࡋ۞ٸᇴĂΞͽԼචٕ

֨Ԍε༰Ą
Ğŏྤफ़ֽĈ઼ϔઉԊ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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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ᚊ
ˠ
Ϡ

ϡᘽˬล߱

ቤྋᒛাূ൭

Һצᒛࡴ൭

Ϡѣᚑ

ԩᒛߏಞ˳۞˧ᔈĂ҃ᒛাҡᐌ۞ূ൭Ă΄ݒˠഛ͕וć
ࡶਕѣड़۞ଠטĂ၆ٺᒛাଈ۰۞Ϡ߿ݡኳᜈԩᒛ۞ຍԠ˧Ăౌѣϒࢬ۞ᑒӄĄ
ᇤ͛Ĉเս࡚ Ꮩྙ၆෪ĈϠཌგטᘽݡგநԊԊܜᖎܷϠ

াдԧ઼̏ాᜈ25ѐᖩᓑ઼ˠ˩̂ѪЯ

ᒛ

ᓜԖ۞ࢍĂᒛাଈ۰дࢵޘᙋ၁ᎮଈᒛাॡĂ

۞ௐ˘ҜĂΝѐЯᒛাѪ˸ˠᇴ྿3༱

ࡗѣ30Ƃ40Ʀ۞ଈ۰̏ѣ̚ࢦূ۞ޘ൭યᗟĂ

7,998ˠĂπӮՏ13̶50ࡋĂಶѣ1ˠѪٺᒛ

ᒛϐঽˠՀߏ྿75Ʀͽ˯Ăࡶѣᐝᖼொ۞

াĄ҃ੵ˞Ѫ˸۞ౚᇆγĂҡᐌᒛাֽٙ۞ႝ

ঽˠĂᆐ൭Հົѣт២̄២זᐝ྆Ă͔൴ᙱͽ

ܜăഛ͕۞וλ̂ূ൭Ă၆ٺϠᚑ۞ၨ

ԡ۞צᜈّূ൭Ą

ണĂՀߏᒛাឰˠჷ̝Ғត۞ࢋࣧЯĄ
ᒛা۞ূ൭Ăֽҋٺཚሳ۞Ϡٕܜᖼொ

ԩ൭ߏᝋӀ ˵ߏࢦ

ॡĂౄјጡ۞ءᑅ࢝ăҕă൴̈́ۆᗼѪѣᙯĂ

ࠎѩĂ͵ࠧϠᖐĞWHOğѝд1990ѐ

ѣॡߏᒛাڼᒚĂּт͘ఙă̼ᒚඈֽ۞׀

ކӘĶҺূٺ൭ߏՏ˘࣎ᒛাঽˠ۞ᝋӀĂᗁ᜕

൴াćҭ˵̙ߏՏᒛাౌົ͔ূ൭ĂּтĈ

ˠࣶឰᒛাଈ۰Һੵূ൭Ăߏ၆ีᝋӀ۞

ҕ୵͞ࢬ۞ᒛাĂྵ͌ົ͔൴ᆖच۞ূ൭Ąॲፂ

ࢦĄķֶፂ2003Ƃ2005ѐ͵ࠧࢋ઼छͤ൭౫
ዕᘽֹݡϡณ۞̶ژពϯĂ࡚ăΐгડՏѺ༱ˠ
˾Տࠧ͟ؠณĞStatistical Defined Daily
DosesĂᖎჍS-DDDğ۞ࢋ౫ዕᘽֹݡϡณĂ
ࡗࠎέ៉۞20Ƃ30кࢺĂពϯ઼ˠдᒛাͤ൭
۞ϡᘽ˯Ă̪ѣј۩۞ܜมĄѣֱଈ۰˵૱ົЯ
ࠎ၆ᒛাͤ൭ѣᄱ۞ᄮۢᄃऻᛵĂှΞૻݍԡ
൭Ă˵̙ᙸຍତצϒఢ۞ᒛাূ൭ڼᒚĄ
გטᘽݡგநԊԊܜᖎܷϠܑϯĂᒛাଈ
۰١ֹϡͤ൭ᘽ۞ۏࢋࣧЯĂߏፉ͕ҋ̎ົ
ᘽۏјᝒĂ၁ĂЯᒛাূ൭ֹϡͤ൭ᘽ҃ۏј
ᝒ۞፟தĂΞᄲߏͼĂҲ˘̶̝˼ٺĄࠎ
˞ُјᝒĂֹ̙҃ϡᒛাͤ൭ᘽۏĂགྷ።Ϡ̙
тѪ۞൭ࡴ࿅Ă၆ᒛଈώˠ̈́छᛳĂ˵ߏໂ̙
ˠ۞͕֗Զ᎐Ą
ĶΩγĂ˵ѣଈ۰ົፉ͕Ăтڍᗁर̶͕д

Ŝ გטᘽݡგநԊԊܜᖎܷϠܑϯĂචϡͤ൭ᘽĂҺূٺ൭
ߏՏ˘࣎ᒛাঽˠ۞ᝋӀ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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நҋ̎۞ূ൭ଠ˯טĂົᇆᜩזᒛা۞᎕ໂڼ

ᒚĂҭְ၁˯Ăᒛাূ൭ֽٙ۞൭ࡴĂ̙Ϊ
ົᇆᜩזଈ۰ଐჰăҺࠪ˧Ă˵ົࢫҲᒛଈତ
ڼצᒚ۞ຍᙸĂֹঽଐާిೋ̼ĂࠤҌົ
Яܜഇ۞ᆐ൭ĂಉεՐϠ۞ຍԠĂனᅅϠ۞
هᐝĄķᖎܷϠĂࡶਕઇрᒛা۞ূ൭ڼ
ᒚĂՀѣӄٺϠ߿ݡኳ۞೩̿Ăᆧΐᜈԩᒛ
۞ຍԠ˧Ą
Ķͤ൭ᘽЫк˞Ăົ̙ົ՟ड़ĉͽޢՀ൭

Ŝ ᒤᅕΞޞЯᏺΞቤྋ̚ূ۞˯ͽޘ൭ĞνဦğĄӗκ෭ͯ̈́
પͤ൭ᏺᛳૻड़ᙷገͯᗉ൭ᘽĂืѣᗁरֹ͞ϡĄĞΠဦğ

ॡĂົ̙ົᘽΞᗁĉķ˵ߏᒛাଈ۰૱ົ
ѣ۞ਜ਼ޥĂְ၁˯Ăͤ൭ᘽۏдֹϡ˘߱ॡม

ฟؕᛇ൭ॡĂಶఢ۞ޠϡᘽĂֽჯͤ൭۞ड़

ޢĂ۞ቁົயϠᘽّć̙࿅ĂΪࢋአፋณٕ

ڍĂ̙҃ࢋඈז൭˞̙צॡĂ̖ฟֹؕϡĄ

ͤ൭ᘽ۞ᙷĂౌΞҹڇĂдֹϡ༊۞ଐڶ

Ķؠॡගᘽķ۞ᐹᕇдٺΞჯҕ୵̚ᘦͤ۞ؠ

˭Ăࡗѣ80Ƃ90Ʀ۞ᒛাূ൭ĂΞͽז։р

൭ᘽณĂ྿̙ז൭۞ϫᇾĂТॡĂΞഴ̙͌ᕝ

۞ଠטĄ

ᆐধূ൭ֽٙ۞൏ᇋă̙ዋĂͤ൭۞ड़ͧົڍ

҃Ăূ൭ߏ࠹༊៍۞ຏצĂШᗁ᜕ˠ

ྵрĄ

ࣶϒቁᖼҋ̎۞ূ൭Ăߏܧ૱ࢦࢋ۞Ăрਕ

ࡶߏܜड़ͤڇ˾۞ݭ൭ᘽĂтĈપܜड़

Β߁ূ൭۞Ҝཉăߏغזน൭ăו൭ٕ٩൭Ăূ

ᏺĂϤߏٺቤၙᛖ۞ݭĂڇϡॡĂ̙Ξ᎐

൭ߏ˘۞گگ൭ăᔘߏᜈّ۞൭Ăূ൭۞ૻޘ

ৰăݕ༤Ăᅮፋᔺӌ̖ڇҖćࡶߏ෭ͯͤ۞ݭ൭

ѣк൭ăֱࣹଐົڶՀ൭ٕቤྋඈඈĂͽܮᏴፄ

ᘽۏĂтĈӗκ෭ͯĂϤߏٺགྷϤϩቲӛќᘽ

ዋ༊۞ͤ൭͞ڱĄ

Ă྿זБّ֗۞ͤ൭ड़ڍĂֹϡॡĂޙᛉ෭д
ያ͕ܕ۞ϩቲĂ҃ͷ˘ࢋؠАԯᖞ۞෭ͯᇧ

ϡᘽˬล߱ ֨ূ൭ड़ָڍ
дͤ൭ᘽۏᏴፄ˯Ă̂Ξ̶ࠎˬ࣎ล
߱ĂึԔ̶Ҿߏௐ˘ล߱۞ᙷܧገͯᗉ൭ᘽĂ

ଫĂ̖ਕГ෭˯າ۞ćѩγĂ˵ࢋᅈᗓٕͫ
ືᚤĂͽҺޘ࿅Ăᛖ࿅к۞ณĂ҃ౄј
ᘽۏ࿅ณ۞ПᐍّĄ

тĈोূăܠ̽ីĂௐ˟ล߱۞ऴड़ᙷገͯ

ᖎܷϠૻአĂѣड़ͤ൭ߏᒛাঽଈ۞ᝋ

ᗉ൭ᘽĂтĈΞޞЯĞCodeineğĂͽ̈́ௐˬล

ӀĂѣӄ೩̿ᒛাঽଈ۞Ϡ߿ݡኳ̈́ϠᚑĄ

߱ ۞ ૻ ड़ ᙷ ገ ͯ ᗉ ൭ ᘽ Ă т Ĉ  પ

༊၆ᒛা۞ূ൭ଠטѣႷયॡĂΞШᗁरᏙྙĂ

ĞMorphineğă੨ҘϘĞPethidineğăӗκ
ĞFentanylğĂົෛূ൭۞পّĂග̟ዋ༊۞ͤ൭
ᘽۏĄ
҃дֹϡͤ൭ᘽۏॡĂઘүϡ۞֨˵̙
ਕنரĂͽΞޞЯăપֽᄲĂ૱ົனܮ৪۞
াېĂϡᘽॡᅮЪ׀హܮĂ֭ͷкಅͪăкЫ
ቸۏࢴᙷڍĂֽනቤܮ৪Ąдᒛা۞ূ൭ଠט
˯Ă˵ޙᛉĶؠॡගᘽķĂ˵ಶߏдଈ۰ᔘ՟ѣ

̷̻ૻݍԡ൭Ăᗝγٚূצ൭۞͕֗ሣĄ

ᒛাূ൭ڼᒚϡᘽࣧ
1. ጐณଳϡ˾ڇගᘽĄ
2. ᑕଂ̈ѣड़ณฟؕԸᘽĄ
3. ؠॡϒቁගᘽĄ
4. ଳϡᘽˬล߱ࣧගᘽĄ
5. υࢋॡ׀ϡᗉ൭ᅃӄᘽĄ
6. ᑕ֨ͤͤ൭ᘽ̝ઘүϡ൴Ϡ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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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ᚊ
ˠ
Ϡ

ࠡຑីᅿ̝

ෛ˧ܲઉ
ଂ̈ઇ
ॲፂአߤពϯĂܕ5ѐֽĂԧ઼઼̈ጯආܕෛ۞Җ
தĂᆧΐ಼ޘᔌٺቤĂҭ̪ѣܕ2ј۞̈˘ጯϠ̏Ꭾ
ଈܕෛĂᄃέ៉ጯආ࿅ѝϡீጯ௫ăᆷфăጯ̖ᘹ
௲̙˞ᙯܼĄੵܕෛγĂෛăऴෛăЍ˵ߏ࠹༊
ࣃࢦෛ۞ආෛ˧યᗟĄ
Ŝ ආᑕጐѝઇऴෛϲវຏᎡᑭĂт൴னયᗟΞԯ
೪เܛล߱ڼᒚĄ

ᇤ͛Ĉเս࡚āᏙྙ၆෪Ĉ઼ϔઉԊආ̈́͌ܦѐܲઉܜഅᇇྻă
έ̂ᗁੰ̈ࡊீᗁरڒษЍ

ෛߏආ࿆۞ઉ̙։યᗟĂБආ۞

ܕ

Ԋٙଯજ۞ጯආෛ˧ܲઉ̍ү̏ѣјड़Ą҃ॲ

ܕෛதౌдᆧΐ̚Ă߷ֲͽ˫̚гડ઼छ

ፂ2006ѐޘາ۞Б઼አߤࡁտĂ̈˘ጯϠѣ

ࠎᚑࢦĂέ៉6ז7໐ጯආ۞ܕෛதĂ่Ѩٺາΐ

˟ܕјᎮଈܕෛĂ˵ពϯ઼̈Ҳѐ৺ޅආ۞ෛ

Ą઼̰҃ܕෛયᗟ۞ˬีপّߏ൴Ϡѐ᛬ѝă

˧ܲઉĂ̪ѣӅ˧۞۩มĄ

ҖதĂͷᎮଈܕෛޘᇴ˵எĂܕޘෛͧத۞
ЯĂᄃ͉ѝ൴Ϡܕෛѣ̷ᙯܼĄ

ᛏдᕇ ਜ਼ޥचෛ˧
ౄјܕෛத۞˭̙اࢋࣧЯ̝˘Ăಶ

ܕෛதаᘦ ܲઉ֍јड़

ߏͭϓឰ̈ޅ೩ѝ३ăᆷфăጯཝĂԓ୕

ٙضĂֶፂ઼ϔઉԊՏ5ѐ؎έ̂ᗁੰ

Ķᛏдᕇķ۞ਜ਼ޥĄͭϓ˵૱ົᄱͽࠎܕෛ

ீࡊᗁरڒษЍٙઇ۞Ķέ៉гડ6-18໐ئЍې

Ϊࢋᑛ˯ீᙡᒣϒಶрĂҭ͉ѝܕෛĂֽត

߹̝ڶҖঽጯķඕڍĂܕ5ѐ઼̈ܕෛҖதు

јܕޘෛ۞፟ົ̂ᆧĂՀົឰீ̙ϒ૱۞ٛ

ѐ˯̿۞ᔌ๕̏ரѣᔌቤĂពϯିֈొ઼̈́ϔઉ

ܜĂֹீᖐតޝᓠऴĂᆧΐෛშቯࣤ

έ៉ܕෛҖதĞ1986-2006ѐğ
1986ѐĞ%ğ

1990ѐĞ%ğ

1995ѐĞ%ğ

2000ѐĞ%ğ

2006ѐĞ%ğ

઼̈˘ѐ৺

03

06.5

12.8

20.4

19.6

઼̱̈ѐ৺

27.5

35.2

55.8

60.6

61.8

઼̚ˬѐ৺

61.6

74

76.4

80.7

77.1

̚ˬѐ৺

76.3

75.2

84.1

84.2

85.1

ѐҾ
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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ᗓăเొঽតăܦЍீăϨ̰ᅪඈෛ˧ᅪᘣĂ
ࠤҌ۠۞ࢲᐍĂߏ࠹༊ࣃࢦෛ۞ீ༗়ঽĂ
˵ߏົᇆᜩ̄ޅ֗ෛ˧۞ְ̂Ą
ڒษЍ೩ᏹĂࡶ۞̄ޅෛ˧ѣયᗟĂ๕υ
ົᇆᜩ˘זዅ̄۞ጯ௫Ă҃ӪมٙᏜ۞ᗕ൏ٕ
႙ซк൏ீᙡ̈́֎ቯԛᔳԛீᙡĂӮڱѣड़
ଠܕטෛĄ֨ͤܕෛѣड़۞͞ёĂಶߏഴ͌
ආܕᗓăܜॡมă̙༊۞ϡீ௫ၚĄ

ࠡຑீ༗ઉ

ԯ೪เ̱ܛ໐݈

ੵ˞ܕෛγĂෛăЍăޘᅈෛ̈́ऴ

Ŝ ೩ѝጯ௫ăϡཝĂࠎᇆᜩආෛ˧۞˘̂ЯĄ

ෛĂ˵ߏࣃͭϓڦຍ۞૱֍ρෛ˧યᗟĄ

˧ܲઉ̍үγĂ˵ඕЪయЇડ̰۞ϠҖ߆ăீ

ෛ۞ߏ࠻ڌҘॡĂீ༗۞ீҜள૱Ă˘

ࡊᗁᒚੰٙĂޙϲෛ˧ܲઉڇચშඛĂ೩ֻள૱

ீ༗ઐШ̰ĂΨ̰ෛĂܸჍĶᗗீķćࡶ

࣎९ᖼ̬ăᒣ̈́ڼᏙྙ۞ڇચĄ

ߏઐШγĂΨγෛĂܸჍĶ௲ķĄ̰ෛ

̄ޅଂ̈ጾѣĶрீ˧ķĂ̖ົѣĶр၁

૱ྫྷᅈෛீѣᙯĂࡗѣ5јົѣऴෛયᗟĂົᇆ

˧ķĄࠎˠͭϓ۰Ăᑕࢦෛ۞̄ޅෛ˧યᗟĂ˼

ᜩזෛ˧۞൴ֈĂࡶϏ̈́ॡᒣϒĂӈֹᑛீᙡĂ

༱Ҿឰ۞̄ޅෛ˧Ăଂ̈ᏮдᕇĂ҃ᇆᜩז

ෛ˧̪ڱ྿ז0.8ͽ˯ĄЍ۞ߏீ༗۞ீ

˘Ϡ۞ீ༗ઉĄ

֎ቯܑࢬ̙πፋĂౄјЍቢڱϒ૱ჸ൏дෛშ
ቯ˯Ăֹ࠻ڌҘ̙ăѣᝑᇆĂ૱ᄃ̙༊ϡ
ீѣᙯĂ˵ٽጱݻ๕̙։Ăౄјܕෛೋ̼ٕऴ
ෛĄ͍ऴෛٙౄј۞ෛ˧̙։ĂՀࢋԯ೪ᒣڼ
เܛഇĞ6໐݈ğĂ̖ਕֹෛ˧ᚶᜈ൴ֈĄ҃
ֱෛ˧યᗟߏѣྫΞೈ۞Ăࡶᛇ̄ޅ૱ீ࠻
ˠĂΞਕѣෛć૱૱ሻீĂΞਕѣܕෛć૱Ҳ
ᐝሸ࠺ĂΞਕѣЍĄ
઼ϔઉԊආ̈́͌ܦѐܲઉܜഅᇇ
ྻܑϯĂԧ઼ϫ݈ጯආෛ˧ܲઉ߆ඉĂϒ᎕ໂଯ
જĶጯ᛬݈ආ۞ऴෛ̈́ෛ˧Ꭱᑭڇચࢍ
൪ķĂ֭Ϥ5໐ࢫҲҌ4໐Ăಶߏԓ୕࿅ѝഇᎡ

֨ܕෛࢋథ
1. ܲઉ֗វĈࢦڦӮᏊ۞ᒉዳăዋྻ۞ޘ
જ̈́ЃिĄ
2. ։р۞ዦᒖဩĈዋ༊۞ځă۞Оהă
̂̈ዋ༊۞фវă։р۞৽ኳ̈́Ъዋ۞ॸഎ
ޘĄ
3. ֨ͤீ༗ি౻ĈᔖҺܜॡมܕᗓ۞ϡீĂ
֕͗γ୕ᅈĂкତ̂ܕҋĂͽٸᗫ
ீ༗Ą
4. ։р۞ዦ௫ၚĈݻ๕ბϒĂ࠻३ॡܲ30Ƃ
45̶̳۞ᗓĂ֭ᔖҺдॸ˯࠻३ă൪ဦĄ
5. ഴ͌ܕෛ۞ᒖဩĈкШᅈ୕Ăкࢠזγ
ኼܦĄ

ᑭăѝഇᒣڼĂឰጯආෛ˧Ξϒ૱൴ֈĄ2006

6. ࠻ෛăχཝĈ30̶ᛗЃि5Ƃ10̶ᛗĄ

ѐБ઼ВᎡᑭ265,699ˠĂள૱ᇴ26,925ˠĂள

7. ϒቁ੨ᑛீᙡĈυืϤீࡊᗁरᑭߤޢĂГ

૱࣎९ᖼ̬ᖸத྿96ƦĄ
̫Ğ:7ğѐĂ઼ϔઉԊ˵ྃӄనཉ2छۤ
ડෛ˧ܲઉ͕̈́̚9छڇચშĂੵ˞ଯજආෛ

ֶፂ͞੨ᙡĄ
8. ؠഇҌீࡊᑭߤෛ˧ĈՏѐ1Ҍ2ѨĄ
Ğŏྤफ़ֽĈ઼ϔઉԊ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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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Q&A

全
民
好
問

藥物與飲食的交互作用

全

民

好問

Q〉
〉有 些 藥 品 不 能 和 葡 萄 柚 、 高 纖 食

Q&A

現代人重視養生保健，常食用健康食品、高纖食物
或進行中藥食補等，然而，這些食物若同時與藥物
吃，有些成分可能會產生交互作用，影響藥物的療
效。以下列舉飲食與用藥常見的問題與解說，希望
藉此幫助民眾提升用藥安全認知。
撰文：台北榮民總醫院藥劑部主任周月卿

Q〉
〉哪 些 中 藥 或 保 健 食 品 容 易 與 西 藥

物、牛奶併用，但這些食物都是
對人體有益的，為什麼不能一起
吃呢？

發生藥物交互作用？

A〉
〉中藥多屬天然物，其化學成分及藥理作
用十分複雜，所以中草藥如果跟西藥同時服用，

A〉
〉由於葡萄柚含有抑制體內代謝藥物酵素

在身體內作用很難預測，須更謹慎使用。例如常

的成分，併用後會使藥物濃度上升。通常飲用葡

見的當歸、丹參與warfarin抗凝血藥劑或阿斯匹

萄柚汁4小時內，酵素濃度會顯著下降，且長達

靈併用時，可能會延長凝血時間，增強抗凝血劑

24小時，所以服用某些鈣離子阻斷劑（用來治

藥效，提高出血危險性。而人參的作用則和丹參

療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statin類降血脂藥品、

相反，會抑制warfarin藥效，如果不增加war-

巨環類免疫抑制劑（移植病人用於抗排斥）、第

farin用量，可能增加病人產生血栓之風險。此

二代抗組織胺（治療感冒鼻塞或過敏）、麥角鹼

外，人參還可能會降低血糖，所以跟降血糖藥及

衍生物（用於偏頭痛等疾病）和某些鎮靜劑等，

胰島素併用時，須密切偵測血糖，避免患者血糖

都應避免飲用葡萄柚汁。

過低。

另外，高纖食物會增加胃排空速率及小腸蠕

很多人吃水果時喜歡沾甘草鹽，但是甘草因

動，進而減少藥物吸收，例如毛地黃（治療心臟

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會加強類固醇類藥

衰竭或心律不整）；而高脂肪食物則會延遲胃排

物藥效和副作用，還會促進腎臟鉀離子排泄，使

空速率而增加吸收。

體內鉀離子減少、增加心臟對毛地黃的敏感性，

有些藥物則會跟牛奶中的鈣鹽結合，形成不

因此長期服用甘草恐引發毛地黃中毒。而烏梅、

溶性鹽類，減少藥物吸收，降低療效，尤其是抗

山楂、五味子等含有機酸的中藥會酸化尿液，併

生素藥物；還有些腸衣錠可能會因鹼性的牛奶改

服磺胺藥會造成結晶析出引起排尿困難或血尿。

變胃腸道酸鹼度而使藥物提早遭到破壞，所以服

保健食品方面，常用來治療偏頭痛的小白

用抗生素和腸衣錠劑型藥物，最好都別併服牛

菊、甘菊、大蒜精與銀杏葉等，有抑制血小板作

奶，藥物和牛奶服用時應該錯開至少一個小時。

用，會加強抗凝血劑和抗血小板劑的作用。用來

因此，建議以溫開水服藥為宜。

治療精神緊張、焦慮、壓力、心神不定的卡瓦根
（Kava；Kava-Kava）則會抑制藥物代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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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ᘽۏᔁቤၙĄΞቤྋགྷ݈া࣏ཏ۞͡֍ਨ

ᔖθᘽᔁిதᆧԣĂ

Ğevening primroseğົԺטឩਕઃĞphenytoinğ

ࢫҲᔖθड़ڍĄֱᘽ

ᘽड़Ăٙͽឩ⿔ঽˠื͕̈Ąࡓᚌӣѣ࠹༊ٺ

ۏΒ߁̂ొ̶ԩឩ⿔ᘽ

0.4%۞ࢫҕҘᘽlovastatinј̶Ăٙͽڇϡࢫ

Ğтcarbamazepinë́

ҕᘽָLopidĞgemfibrozilğٕߏҺࠪԺט

phenytoinğĂԩඕ८ᘽ

າវ༙NeoralĞcyclosporineğഇมĂрᔖ

rifampicinrifabutḯ͐ͧԁᙷщ্Ğтphe-

ҺЫࡓᚌᄦݡĄ

nobarbitalğඈćтڍΪߏൺᇶڇϡͽ˯ᘽۏĂ

Ŝ ࢴᄃᘽڇۏϡ̙ຕĂౄј֗វ๋चĄ

ᑕдڇᘽഇมҌઃᘽޢ7͇Ğԩඕ८ᘽืۏҌઃ

Qĳ
ĳԩ Ϡ ৵ ă ঐ  ۆᘽ  ࡤ ᘽ ౌ ߏ ૱ ֍
ᘽ  ݡĂ ѣ՟ѣֱֹࣹϡ༰ԟĉ

Aĳ
ĳࡤٕ֯ͯͱη̚۞ถៃĂົᄃڼᒚෂຏ

ᘽޢ4ฉğĂੵ˞˾ڇᔖθᘽγĂГΐ˯۞
ᔖθ͞ёĄ
ΩγĂѣ˘ᙷԩϠ৵˾ޢڇΞਕᗼབ̰ϒ

ⓇᙷԩϠ৵ٕαᒖឣ৵ᙷԩϠ৵Ăԛј

૱ෂᕍĂᇆᜩᔖθᘽᔁĂٙͽтڍᅮࢋൺᇶڇ

̙໘ّៃᙷĂЯ҃ഴ͌ԩϠ৵ӛќĂࢫҲᒚड़Ă

ϡԩϠ৵Ăрਕ੨Ъᔖθ͞ёזઃᘽޢ7

ٙͽڇϡ

ⓇᙷԩϠ৵ٕαᒖឣ৵ᙷԩϠ৵݈

͇Ąϔிಶ෧ॡΞͽજӘ෦ᗁरϒд˾ڇᔖθ

ޢ3̈ॡĂ̙ࢋࢴϡͱ֯ăถͯăࡤ֯ͯඈĂͽ

ᘽĂឰᗁर҂ณϹ̢үϡ۞ᇆᜩ˧ĄтڍҋҖᔉ

ҺӸᘣᘽۏӛќĄѣͤ൭ăੜ፵̈́ԩ൴ܧ۞ۆ

෴јᘽٕϯϡᘽĂΞͽજྙયᘽरߏӎᇆᜩ

ᙷዔᙷঐۆᘽĂܜഇֹϡົѣࡤབו፬ĂࠤҌ

ᔖθड़ڍĄ

ߖ۞

னࡤབҕ̈́ሚႹଐԛĂЯѩืᔖҺᄃ֙ᅇă
ו፬ّٕट͔ٽབࡤ̙ዋ۞ࢴۏĞт̂ณ

Qĳ
ĳϔ ி т ң ֨ ͤ ҋ ̎  ז צᘽ  ݡϹ ̢

੧ăᅇചඈğڇ׀ĂͽҺᆧΐࡤሚႹࢲᐍĄ҃ధ

үϡăᘽݡࢴݡϹ̢үϡౄј̝

кᙷܧዔᙷঐۆᘽົܜؼԩҕᘽ۞ᘽड़Ăᆧ

๋चĉ

ΐҕࢲᐍĂٙͽТॡڇϡԩҕᘽ۞ଈ۰ࢋপ
ҾڦຍĄ

Aĳ
ĳޙᛉଈ۰ᑕጐณдТ˘มᗁੰಶ෧Ăྵ
टٽӈॡ൴னϹ̢үϡćтڍд̙ТᗁੰಶᗁĂ

ΩγĂΞ̚ࡤᅕăቤྋࡤᅕ࿅к͔̝̙

ᑕજӘۢᗁरҋ̎۞ϠநڶېĂт͕ăքăඪ

ዋ۞טᅕĂϺჍࡤٕ֯ͯࡤᘽĂࢋј̶ߏถ

Αਕăࢴ௫ၚă٩ඵಅ੧ඈĂͽ̈́ϒдڇϡ۞

ៃăᔡៃ̈́ዞៃĂᖣϤֱܛᛳวᗓֽ̄̚ࡤ

ᘽۏĂΒ߁͞ăܧ͞ᘽ̈́̚ᘽ۞ֹϡĂቁؠ

ᅕĂҭ˵ΞਕົᄃߙֱԩϠ৵Ğт

Ⓡᙷ̈́α

ᜪҰ۞ᗁᒚˠࣶĞ͍ߏᗁर̈́ᘽरğۢٙ

ᒖឣ৵ğԛјኑЪۏ൴ϠՕ፥ĂࢫҲԩϠ৵ᘽ

ѣҰϫ݈ϒдڇϡ۞ᘽݡĄдϏӘۢᗁᒚˠࣶٕ

ड़Ăٕߏឰབҗᏺ೩݈໘ྋĂጱᘽݡεड़ٕ၆

ϏдႾଠ˭Ăጐณ̙ࢋҋҖڇϡЧᙷᘽݡĂͽ

ࡤயϠۡତ۞ו፬ّĄ

ҺѣЇң̙Ξഇ۞Ϲ̢үϡ൴ϠĄ
ᘽڼۏᒚഇมѣЇң̙ವ૱۞াېĂ˯

Qĳ
ĳ၆ڇٺϡᔖθᘽ۞ّ̃ĂѣֱࣹТ
ॡֹϡ̚۞ᘽۏΞਕᇆᜩᘽड़ĉ

Aĳ
ĳϫ݈̏ۢѣᙷ̂ᘽۏΞਕᇆᜩᔖθᘽ
ᒚड़Ąௐ˘ᙷᘽົۏᄵጱքᔁᅔ৵Ăֹ˾ڇ

ӘۢᗁरăᘽरĄᅳᘽͿืޢዦᘽఠ˯۞ᄲ
ځĂтڍаछ̖ຐזયᗟĂΞͽШЧ̂ᗁੰᘽۏ
ᏙྙቢྙયĂٕ˯ϠཌᘽۏᏙྙშ৭
Ğhttp://drug.doh.gov.tw/ğᏙྙ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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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NEWS

ᆷৌ

ઉ

ᆷ
ৌ

2007ѐέ͟Ϲ߹ϠۏщБᄃ߹ຏ
֨ڼᛉᗟ
Ϡཌ়ঽგטԊĞCDCğᄃ͟ώ઼ϲຏߖ

୭͕֨̚ڼĂপҾώ
Ğ96ğѐࢎࠎĶҋ୭֨ڼч
ܝˠѐķĂඕЪ߆̈́عϔม

Ŝ щ͕ቢБ͇ତצϔி
Ꮩથ͕நયᗟĄ

াࡁտٙĞNIIDğ̫ٺĞ96ğѐ9͡6ă7͟д͟

࠹ᙯဥវĂ੫၆ҋ୭ࢲᐍཏ̝छˠăᏐ̓̈́

ώΡฟĶௐαبέ͟ᗕᙝ֨ࠪࡁົķĂᗕ͞ಶ

ᜪ۰ٕڇચ۰ඈчܝˠĂଯҖҋ୭֨ڼчܝ

ϠۏщБڱఢ̈́გநᄃ߹ຏ෧ᕝăࠪࡺࡁ൴ăԩ

ˠቚĂΪࢋયĞᏰᄮҋ୭ࢲᐍ۞ᇾğăᑕ

ঽ߲፟ᖼඈᛉᗟซҖགྷរϹ߹ᄃј̶ֳڍĄ
Ϥٺ።Ϋஅ̈́гநҜཉඈЯ৵Ăԧ઼ᄃ
͟ώϹ߹ᅲࠎ̷Ăд2003ѐ൴Ϡᚑࢦާّײ

Ğ၆ҋ୭Пᐍཏઇዋ༊۞аᑕğăᖼ̬ĞವՐ
ዋ༊ྤםӄٕᖼ̬ğೀ࣎ᖎಏՎូĂಶਕѣ
ड़ͤܡҋ୭ְІ൴ϠĄ

ӛা࣏ཏĞSARSğࠪଐޢĂ઼எ̷វᄮࠪ
ঽ઼઼ࠧ̈́ᅫЪү۞ࢦࢋّĂЯѩᘪࢎ
ĶSARSВТࡁտᒢྋ౯ԞᐂķĂϤ়ঽგטԊᄃ

Ϡཌᘽ߆ᄃTMPACЪүχᑝ
̙ڱᘽۏ

͟ώNIID੫၆SARS̈́̂ఢሀͷᚑࢦ̝າᎸᄃГ

Җ߆ੰϠཌᘽ߆ᄃۤဥڱˠέ៉χᑝ

ঙன็ߖঽซҖВТࡁտĄҋ2004ѐĂՏѐ

̙ڱᘽۏҖજᓑ༖ĞTMPACğ̫ٺĞ96ğѐ9

ϤಏҜ߹ᏱࡁົĂಶϫ݈ࢦࢋ়ঽ֨

͡15ă16͟ᓝᏱχᑝ̙ڱᘽۏඉரࡁົ̈́ઉ

ڼᛉᗟซҖ֨ڼགྷរϹ߹ᄃࡁտј̶ֳڍĂᖣ

Җ൳̋߿જĄ

ͽ઼ٛࠪ֨ܕछጯ۰̝ᗓĂТॡܳјк
ีᗕᙝЪүࢍ൪Ą

ࡁົ̰ट೩̈́WHO̳ο۞ᇴፂពϯĂБ
߹఼۞ᘽࡗݡѣ10%ߏંᘽĂҤࢍдฟ൴̚
઼छંᘽͧத྿25%ĂࡶͽБՏѐ3˼ᆆ̮

щ͕ቢϡ͕௮ ڇચ̙χণ
ࠎםӄϔிӈॡந͕நᄃଐჰયᗟĂ

̮Ąχᑝ̙ڱᘽۏଯण̝ҖજΒ߁Ĉ

Ϡཌҋϔ઼94ѐ12͡ĂฟᏱ24̈ॡҺ;

1.ંᘽаќዚᒎĈࠀኛᑭᛋአಏҜТຍĂᐌॡ

ҋ୭֨ڼĶщ͕ቢķ0800-788995ĞኛᑒᑒĂ

೩ֻঘ̈́ϡᘽщБ࠹ᙯྤੈĂͽܮϠಏҜਕ

ାାԧğĄϫ݈ྍቢܼ؎̱छჟৠᗁᒚ፟

ӈॡેҖயߛ˭ݡăаќዚᒎүຽĄ

ၹĂֶέΔડăΔડă̚ડăݑડăڌડă

2.ࠎ೩̿ߤड़தĂᑢޙϲᘽۏăࢴݡপࠁࣶޘטĄ

ލડඈડાĂͽՏડϨ͇˟ቢĞБ઼В12ቢğĂ

3.ࡁᛉ࣒ؠځڱᗁᒚ፟ၹăᘽથăᗁᒚຽˠ఼ࣶಡ

˯˘ቢĞБ઼6ቢğ͞ёĂϤჟৠᗁᒚຽˠ

యЇĂ֭ޙϲ̙ڱᘽۏშྮ఼ಡրͽӈॡ఼ಡĄ

ࣶ೩ֻᏙྙڇચĂҌ96ѐ9͡ྍቢତณࢍ

4.ఢထޙϲࡓܕγቢĞNear IRğઍീԫఙ̈́ᇾݡ

̏྿5༱఼Ăםኘ̰टкࠎϠ߿ዋᑕયᗟĂΚ

̝ྤफ़ऱͽԣిઍീĄ

40.5%Ăཉ͞ё˯ͽᅃጱ͚ࠎĂΚ

5.ᄃ઼γ̝ߤ̙ڱᘽۏᖐЪүĂВТχᑝϚཋĄ

66.6%Ą

6.ΐૻᄃΦੰڱ఼ĂኛଂࢦณЖĂ̻ᅅٽϹ

ΩࠎଯᇃĶҋ୭֨ڼăˠˠѣయķ៍هĂ
Ϡཌ؎έ៉ᇎা֨ົםڼᏱந̝Б઼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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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ͽ྿זχᑝ̙ڱᘽۏăቁܲᘽݡۏኳ̈́ঽ
ଈϡᘽщБ̝ϫᇾĄ

ᖳࣧăέݑăѥ̄ăመസඈ11छཌϲᗁੰĂϏ
ֽᔘົѣՀк۞ཌϲᗁੰౙᜈฟᏱĄ
Ϡཌཌܭܜ౼ࡷܑϯĂˠវᐝ۞ྤ
ܧ૱ࠡෳĂԓ୕ᖣϤր̼ăᇾ̼۞үຽ
ԔĂޙϲѣఢሀ۞ᐝᅙҖĂౄѣᅮࢋ۞
ঽଈĄܕѐֽĶጡءॕᙑăຑˠมķ۞៍ه
႙ࠎ઼ˠٙତצĂ͕ăඪăீ֎ቯඈጡء
ॕᙑ̝ᇴณӮѣјܜᔌ๕ĂҭĶᐝॕᙑķ۞
៍ݒهᔿࠎˠۢĄᔵࡊԫ͟ৈ൴྿Ăˠ̍Ъ
Ŝ ຎ͕ረረᖃĄ

ј̪פڱˠវᐝĂˠវᐝ˵૱̙ᇳ
ֹϡĂЯѩခᐽϔிᐪЕˢጡءॕᙑᏴ

ϡ͕āᇫຎຑ
ǕǕܑϠܲઉᒻᐹԠ̍

ีĂॕΞͽାˠĂౄঽଈĂΑᇇณĄ
ώĶ˘छಶᗁăкछڇચķ۞ჟৠĂϏ

Җ߆ੰϠཌᓝᏱ̝Ķ96ѐБ઼Ϡܲઉ

ֽĂঽଈΪࢋдЇң˘छϠཌٙᛳᗁੰಶ

ᒻᐹԠ̍ၱဥฤܑ߿જķĞຎ͕ረğඕڍ೬

ᗁĂࡶ൴Ϡᗁੰᅮࢋᐝ۞ଐڶĂ˯Ξд

ፍĊ̫ѐௐ6ޘᓝᏱ۞ຎ͕ረĂٙ൴̝ረีડ

ᐝᅙҖ۞ྤफ़ऱ̚አϡᐝĂΞ୕ቤྋĶඈ

̶ࠎဥฤረᄃ࣎ˠረᙷ̂ҾĂ࣎ˠረ۞ొ

ᐝķ۞ඃဩĄ

ЊĂֶڇચॡᇴ̶ࠎᇇᛟረăຑᛟረ̈́ච
ᛟረĄဥฤረ۞ొ̶ࢍѣ3ฤᒔረĂ࣎ˠረ۞ొ
̶Вѣ90Ҝ۞Ԡ̍ᒔረĂ̚পঅᒻᐹᚥረ3
Ҝăᇇᛟረ23Ҝăຑᛟረ36Ҝăචᛟረ28ҜĄ

Ķᙯ͕͟ྻજķ
ฟؕ

ଂᙯᘃк̮̼͛

Տѐ10͡10͟ࠎ͵͕ࠧநઉ͟Ă͵͕ࠧ

Տ˘بຎ͕ረ۞ෞᏴ࿅Ăᓁߏ΄ෞᆶࣇ

நϠᓑ༖ĞWFMHğ೩̫ѐޘᗟࠎĶត

ຏזᙱͽԭፄĂЯࠎՏҜԠ̍۞јಶౌܧ૱̙

ዏ͵ࠧ̚۞͕நઉĈ̼͛кّ̮۞ᑝķĂ

π˲Ăдࣇ֗ౌְ߇۞ޢឰ̂छຏજ̙̏Ă

ഇ࠽Ч઼ਕฟ౹˘າ۞ϠܲઉԛёĂ̙Т

ࣇٙ็ᅍ۞̙ΪߏҖࠎ˯۞ᑒӄĂՀΒӣࠎ

ཏ۞̼͛ࡦഀ̈́هܫᏉЪĂநрᄬ֏఼

ޝкˠ̶ᇎྋ౻۞ሤԢᄃ͕ຍĂТॡ˵дଂְ

ᅪᘣĂ౹ୂ̼͛ޙຏݭ၆ྖԛёĂᆧซ̙Т͛

གྷរ۞̶ֳᄃ็ٚĄϠཌԓ୕ᖣώѨܑ߿

̼ม۞࠹̢நྋĄ

જĂГѨШՏ˘Ҝረ̈́ˢಛ۰˯எᔁ

Ϡཌᄃ̚ර͕நϠົם੨Ъྍѐ߿ޘ

ຍĂ˵࠽୕ЯԠ̍ࣇ۞Ӆ˧ĂਕૉಓՀкϔ

જᗟĂВТ઼៰ײˠĶᜩᑕ10͡10͟͵͕ࠧ

ிڦຍĂ˘ԸˢԠ̍ҖЕĄ

நઉ͟ůଂᙯ͕к̮̼͛ฟؕķĂ֭ؼᜈ࣍ጱ
Ķᙯ͕͟ྻજķĂ͇͇ౌߏᙯ͕͟ĂВТᙯ͕֗

Б઼̂ాᗆĶᐝᅙҖķୁϡ

វĂᙯ͕͕நĂᔘࢋᙯ͕֗य़۞ˠĂপҾߏࣧ

Б઼̂ాᗆᐝᅙҖ̫Ğ96ğѐ10͡3͟

ҝϔăາҝϔăγ઼̝ጯϠඈ̼͛זצᑝ

ฟؕ˯ྮĂϫ݈̏གྷฟᏱᐝᅙҖຽચ۞ѣૄ

ͧྵ̂۞ϔிĂՀᅮࢋԧࣇዋॡҩ೯͘ග̟

ษăέΔăॿăາѻăѻڌăࡺॷăέ̚ă

ᙯᘃĂͽར၁јࠎк̮Βटّ۞ᚗफາέ៉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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ઉ

ᆷ
ৌ

ຑ˘ච هϠ̙ᕝቢ
ੑဥڱˠጡءॕᙑொങ൳ᐂ͕̫̚ٺĞ96ğ
ѐ11͡6͟ᓝᏱĶϡຑј˘࣎ဥůጡءॕᙑ
ކጱ۰ົķĂົ̚ᔛኛώ֗ϒдତ̂צབᒛ̼
ᒚ۞ӓ̀̃ڑܛĂݒдАϠ൴Ϡຍγޢላॕ
Ŝ Ϡཌܭ౼ࡷཌܜĞναğܑԧ઼ણΐௐ˟بέ៉ᄃ͉
π߶֣̮̓ࢵपົĄ

έ៉ᄃ͉ݑπ߶֣̓ᗁЪүາ
ค

АϠΞϡጡءĂͽ̈́ତצքொങ̝ޢˠϠ
̂ᖼត۞ధڗ൴АϠĂҜৌྕ̶ֳॕᄃ۞צ
͕ྮ።Ą
ᐌᗁጯ۞ซՎĂϫ݈έ៉ጡءॕᙑொങԫ

̫Ğ96ğѐ10͡12͟Ăԧ઼ౘͪᓁᄃ

ఙ̏ܧ૱јΑĂҭ̂۞યᗟᔘߏдٺጡءॕᙑ

Р֧͐ăႬཏफăᏚጆăشলă৶ᘲܝ

۞៍̙هϒቁĂጱॕᙑࢲঈ۞̙֖ĄፂࢍĂ

ཏफăФϞጆඈ6઼͉ݑπ߶֣̮̓ࢵĂٺ

ҋ̫Ğ96ğѐ1͡1͟Ҍ11͡20ͤ͟Ăԧ઼ގវ

ႬཏफΡฟĶௐ˟بέ៉ᄃ͉π߶֣̮̓ࢵ

ጡءॕᙑ̝ˠᇴࠎ123ˠĂྵΝѐТഇ˭ࢫࡗ20

पົķĄϠཌܭ౼ࡷཌܑܜԧ઼ШЧ઼̮ࢵ

ƦĂצˠᇴ483ˠĂྵΝѐТഇ˭ࢫࡗ11ƦĄ

ಡӘ࿅Ν˘ѐֽĂέ៉ᄃ͉ݑπ߶֣̓ౙᜈԆ

ࠎૻ̼ጡءᚍ๒ޘטĂϠཌ̏ࢎؠĶϠ

ј˞૱ዸᗁᒚဥࠁᅋăᗁ᜕ˠࣶቚăާᙱା

ϐഇঽˠᓜ᜕ຍᙸᇈྙүຽ͔ķĂבኛ

ӄڇચăᓜԖᗁᒚڇચă઼ᅫ߿જણᄃඈ̣̂

Чछᗁᒚ፟ၹણ҂ĂഇᖣϤྍ͔ޙϲĶυࢋ

ЪүјڍĄ

ᏙྙķĞrequired requestğ፟טĂϏֽϺৼˢ

т̫ѐ10͡8͟ϒё˯ྮ۞ዸ৶ᘲܝཏफ૱

ᗁੰෞᝥีϫĂͽܮ൴ଧՀкሕд̝ጡءॕᙑ

ዸᗁᒚဥĂӈϠཌ؎ٙᛳາѻᗁੰᏱநĂ

۰ĄϠཌᗁጯࣖந؎ࣶົ̏˵͟ܕઇјՙ

ഇԧ઼јΑ۞ඕ८ঽ֨ڼགྷរĂଯᇃҌ৶

ᛉĂጡءொങඈ࣏۰ˬᏐඈ̰̝ҕᏐĂтഅࠎ

઼Ă҃੫၆়ঽڼᒚӧᙱ࣎۞ྵޘ९Ăາѻ

ጡ̝ءॕᙑ۰Ğ͕ă۱ăքăඪă

ᗁੰ˵ࠁᅋዋЪ۞ྤஎڼᗁर݈͚ـ೯Ą

ăீ֎ቯ̝ॕᙑ۰ğĂٺඈ࣏۰̝ෞ̶̚Ă

ԓ୕ᖣϤѩ˘ࢍ൪೩ֻ৶઼ϔிԆፋ۞ᗁᒚڇ

ົ੩̟ΐ̶ĂͽࣇֹܮЯᏐˠ۞̂ຑ҃צ

ચĂ·၁༊гຽˠࣶ۞ᗁᒚ᜕ିֈቚĂ

 Ą ጡ  ءॕ ᙑ ொ ങ ൳ ᐂ ̚ ͕ შ Ӭ

೩̿༊гᗁᒚͪπĄϏֽѩ˘ᗁᒚЪүሀёĂ

http://www.torsc.org.tw/Ą

Ŝ ဦᄲ೩ֻϔி24̈ॡྖᏙྙڇચĂΞᆧซᗁঽม۞ܫᏥ
ᙯܼĄ

ົᜈ൴णĄ
ܭ౼ࡷཌܜдົ̚Тॡ೩ϏֽЪүค
ࠎĈĶ͉π߶гડᗁᒚڇચ̝೩̿Ǖҋԧਕ˧

ᕠछलăᖚಞ
ͧض

ޙၹᄃγдྤፋЪķĄԓ୕࿅Ϡొ఼۞ܝ

ॲፂϔ઼93ѐາᒛ

˧ЪүĂుѐԼච͉π߶फ઼۞ᗁᒚˠ˧ྤ

া൳ྤफ़95ѐѪЯ

Ăૻ̼༊г̳ВϠăᓜԖᗁᒚᄃ֨ᗁጯ

ࢍĂ10ѐ̰Ăέ៉ՏѐᎮ

̝ਕ˧ĂВТ೩̿ᗁᒚϠ۞ኳᄃณĂͽ྿ז

ଈ˾ටᒛ۞ˠᇴଂ1,700

ᓑЪ઼ٙކϯ˼ᒩѐ̝ϫᇾĄ

Ҝᆧΐࠎ4,700ҜĂјܜ
160ƦćѪ˸ˠᇴଂ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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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 ᘹˠ͈ܦܜ̶ֳԦᕠ৪ᾯĄ

1,000Ҝᆧΐࠎ2,200ҜĂјܜ110ƦĂߏշّ

߉χ߹ຏࠪࡺĂ˘็˩ă˩็ѺĂឰՏҜҁˠ

ࢋᒛা̚൴ϠѪ˸ᆧΐଐԛԣ۰ĄϠཌ

ౌਕઉ࿅Ċ

઼ϔઉԊᓝᏱĶᕠछलăᖚಞĂͧضķ

়გԊܑϯĈ269༱۞߹ຏࠪࡺĂӮࠎ఼

۰ົĂᔛኛԦᕠຼјΑ࣎९ણΐԦᕠຼͧ

࿅઼छᚑॾᑭរăͷ౯צᗁࠧ۞ؠۺщБࠪ

ᔈ۞छलĂ̶ֳࣇԦᕠຼ۞གྷរĄ

ࡺĂໂ͌൴ϠઘүϡĄҭߏтڍϔி၆కᙷ࿅

னಞপҾᔛኛႊĶ౧ֽұᄃ˩ˬݽķࢶ

ୂăϒд൴፵ăާّঽଈٕߏͽڦـडഅѣ̙

བұ˘֎Ꮠ̝֖˩˧ᘹˠܦܜĂઌТ̄؍ᓑ

։ͅᑕ۰ĂΞਕౌ̙ዋЪତĂٕ۰˵ΞͽА

ੀयĂ̂˧̶ֳԦᚒᕠຼགྷរĂ̳֭ฟ۞

ྙયᗁरĂགྷ࿅ຽෞҤ̝ޢГҖତĄ

Ԧᕠ৪ᾯĂΒ߁Ӏϡആّࢴݡăܲ˾ঈ
າăछˠ̍үॡ۞ᒖဩ͚ඈĄ۰ົТॡ

ԧ઼ᜩᑕௐ˘ࠧ͵بᎤԌঽ͟

ᔛኛிкྻᏮຽဥវܑᘪཌᕠᖚಞాཌ

ᓑЪ઼̂ົᝥٺБᎤ

३Ăឰ֙ࡴ۞ዼዺࣶࣇᔖҺᚒᕠຼֽٙ۞˾

Ԍঽ߹Җ۞યᗟĂౄј͵ˠ

ට়ঽᄃགྷᑻፉĂ˵ᖣѩ೩ᏹĂдछलᖚ

ᚑࢦ۞়ঽፉĂͽ̈́Ξ

ಞ̂̚छ˘ВТᒉౄԦᕠࢲঈĂՀਕ෭ܕઉ

ّ֨Ăٺ2006ѐ12͡20఼͟

ĂВֳضϠ߿Ą

࿅ĶᎤԌঽՙᛉ९ķĂࢎؠ11
͡14 ͟ࠎ͵ࠧᎤԌঽ͟Ăײ

Ķ̙ҁආķཱིΡ߉χ߹ຏࠪࡺ

៰͵ˠВТ࿄ͤᎤԌঽ۞ރ

ࠎခᐽЪҺତ୧І۞ϔிĂ͍ߏ

Ą2007ѐĂௐ˘ѨϤᓑЪ

ѣຍᙸତăؕݒͣજ˧;ኜҖજ۞65໐

઼ᄃ઼ᅫᎤԌঽᓑ༖ЪүĂ
Ŝ ဦᄲ೩ֻϔி24̈ॡྖᏙྙڇ

ͽ˯ҁѐˠĂጐి߉χ߹ຏࠪࡺĂϠཌ়ঽ

ચĂΞᆧซᗁঽม۞ܫᏥᙯܼĄ
БТՎᓝᏱĶௐ˘بᓑЪ

გטԊপҾᔛኛזԛ෪ઉă̙ܦܜҁ۞ۢЩ

઼͵ࠧᎤԌঽ͟ůUnite for

ᘹˠę̂ઈĞץץğњ๊ࢦЇĂ̙ҭ

DiabetesķྻજĂͽĶආă

࣎ˠјࠎ߹ຏ֨ࠪ۞ކጱԠ̍ĂՀ೩Ķԯᙯ

͌ܦѐᎤԌঽķࠎކጱᗟĂ

͕็ᅍΝķ۞၁ᅫүڱĂཱིΡ̂छ˘ᇹ

˘ࠎ၆ԩᎤԌঽဥඕЪүĄ

Ŝ ᜩᑕ3118ѐ͵ࠧᎤԌঽ͟Ăέ
Δ212̂ሁᄃБТՎᕇ፶Ă
χVOXEEфᇹĄ

ଂҋ̎ฟؕĂ˘͞ࢬԯϒቁ۞֨ࠪ៍هӘ෦

дέ៉Ă2006ѐѪٺᎤԌঽ۞ˠᇴ྿9,690

ዎ۞Ꮠڈр̓ĂТॡՀវ۞ࣇ˘Ν

ˠĞӈπӮࡗ54̶ᛗಶѣ1ˠЯᎤԌঽѪ˸ğĄ
ፂఄϲϔିඈ۞ࡁտĂ6-18໐ጯආᎤԌঽ
ҖதĈշϠࠎ˩༱̶̝8.3ˠẵϠࠎ˩༱̶̝
12ˠĂௐ2ݭᎤԌঽආࠎௐ1ݭᎤԌঽආ۞6ࢺĂ
͍ͽ13-15໐ࢲᐍĂԼតͽ็ـᗁጯͽࠎ
ྍѐ᛬ᆸ̝ᎤԌঽଈ۰кр൴ௐ1ݭᎤԌঽ۞៍
هĂϺӈྍඈጯආϠ߿ݭၗޞܨԼචĂௐ2ݭᎤ
Ԍঽ̙Гߏјˠ۞ӀĂдආă͌ܦѐѣᆧ
ΐ۞ᔌ๕Ą

Ŝ ྤஎᘹˠ̂ઈĞν˟ğᄃϠཌܭ౼ࡷཌܜĞνˬğ
ВТཱིΡ65໐ͽ˯ҁѐˠ߉χ߹ຏࠪࡺĄ

ࠎײᑕ2007ѐᓑЪ઼͵ࠧᎤԌঽ͟߿જ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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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寫
真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

實，「健走」是最容易達成健康的運動方

會、財團法人糖尿病關懷基金會、財團法人天

法，提醒國人，秉持「多走、少坐、動一

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民間團體、產界、

動，隨時隨地可以運動」的健康概念，每天

學校及行政院衛生署等，共同辦理「健康活力

利用生活中的空檔，有空就走，營造動態生

園遊會」，活動內容包括246健走（246意指全球

活，不僅11月11日為「全民健走日」，天天

2億4千6百萬糖尿病人口）、台北101大樓點燈、

都是健走日，走出活力，走出健康！

小朋友繪畫比賽，並發布及簽署「台灣糖尿病
宣言」，宣達台灣將為糖尿病防治工作盡最大的

2007年全球衛生領袖論壇

努力，共同促進台灣及全球人類的健康。

1111全民健走日 快樂台灣向前走
衛生署自民國95年起訂定每年11月11日為
「全民健走日」，象徵「兩人雙腳，結伴而行」，
透過彼此的提醒，把走路融入日常生活，鼓勵
民眾建立健走、健身的健康觀念。今（96）年
衛生署與體委會及中華健康生活與運動協會，

■陳水扁總統於2007全球衛生領袖論壇中，表達我國參與國
際衛生的強烈意願。

11月11日於25縣市同步舉辦「1111全民健走
日，快樂台灣向前走」活動。台北市部分，前

「2007全球衛生領袖論壇」於今（96）年11

行政院謝院長夫人游芳枝女士、衛生署署長侯

月18∼21日隆重召開，有來自30多個國家，

勝茂、體委會主委楊忠和均與會指導，計有

200多位衛生領域的官員和學者參與此項盛會，

3,000人參加，其他縣市亦參與熱烈。

陳總統水扁先生並親臨論壇開幕式致詞歡迎來

侯勝茂署長表示，衛生署自91年起將健

自國內外的來賓。

走列入重要施政計畫，持續倡導「每日一萬

陳總統表示：近幾年，隨著經濟、科技、

步，健康有保固」的理念，同時也鼓勵企業

物質及社會變遷，人類的健康問題，也面臨新

及民間積極推動各項健走活動，有許多企業

的挑戰。台灣這幾年持續辦理「全球衛生領袖

更將健走活動當作是年度例行運動，讓健走

論壇」，是希望能夠利用這樣的國際交流機會，

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現代醫學研究證

審視全球重大衛生議題，凝聚與會人員的智
慧，尋求解決問題的良策，讓作為地球村一分
子的台灣，能對全球公共衛生做出貢獻。
本次論壇有來自世界醫師會、美國藥物食
品檢驗局及世界衛生組織下之委員會等國際醫
療衛生組織的專家與會，在論壇中就「健康的
權 利 與 平 等 」、 「 變 遷 社 會 中 的 醫 療 品 質 」、

■ 2007年全民健走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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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與藥物安全」等議題，發表演說。

9月4日
9月6日
9月6日
9月7日
9月7日
9月6∼7日
9月9日
9月9日
9月12日
9月12日
9月13日
9月14日
9月19日
9月19∼26日
9月27日
9月30日

10月1日

DEPARTMENT EVENT

9月1日
9月1日
9月3日

96年9月份大事紀

要
聞
導
覽

正式實施「限制傳染性結核病人搭乘大眾航空器出國（境）」政策。
正式實施「大陸籍配偶比照外籍配偶，於結婚後申請第一次來台團聚時，即須檢附健康證明」政策。
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乳癌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結核病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慢性B型
及C型肝炎治療試辦計畫」，並追溯至自96年6月26日起實施。
召開「96年度本署原住民族衛生諮詢委員第1次會議」，邀請原民會報告有關94年「原住民健康狀況統計年報」成果。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於9月6日、17日、10月29日至30日舉辦「探索未來中草藥生技及其產業發展趨勢與對策計畫」
參訪活動。
本署恆春旅遊醫院揭牌儀式由侯署長勝茂主持。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73條之1修正草案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修正案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擬將健保局改制為行政機關。
與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NIID）於日本召開「第4屆台日雙邊防疫研討會」，會議議題為生物安全與流感防治。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委託高雄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於96年8月12日、9月9日及16日舉辦「中藥用藥安全及輻射滅菌
研討會」。
本署侯署長勝茂於「第一屆台非元首高峰會議」專題報告我國與非洲的醫療衛生合作。
邀集產官學界、母乳哺育團體及消費者團體共同達成「鼓勵藥局藥房協助推廣母乳哺育，配合政策推行，不得以
任何形式促銷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之共識。
公告餐盒食品工廠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相關規定。
公告「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特殊功能人工水晶體診療服務，但超過一般功能人工水晶體診療服務之費用差額不給
付」，並自96年10月1日起實施。
史瓦濟蘭衛生部部長Hon.Mabuza及醫政處副處長Dr.Magagula至疾病管制局參訪。
參加「第3屆台日藥政聯合會議」。
邀請斯洛維尼亞世界衛生組織基層保健協作中心處長Tatjana Gec 及Matthias Radajewski來台參訪，進行國內外
經驗交流。
本署管制藥品管理局辦理「疼痛控制之正確觀」國際研討會，特別邀請國際知名疼痛研究學者小川節郎專題演講。
配合今年世界心臟日主題「健康家庭，健康社區」，國民健康局以「手牽手，心護心」口號辦理「護心」活動。

96年10月份大事紀

96年免費流感疫苗接種作業全面展開，施打對象包括65歲以上老人、機構對象與罕病患者、「6個月以上到2歲以
下」嬰幼兒、醫護人員、禽畜工作人員，並新增國小一、二年級學童。
10月1日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四部中醫通則，並追溯自96年9月1日起施行。
10月1日
發布修正「中央健康保險局對外提供資料作業要點」及相關收費標準，自本日生效。
10月1日
召開「96年度食品中毒防治工作會報」，由各縣市衛生局、藥檢局、疾管局、醫事處及食品處等食品中毒案件相
關承辦人員與會。
10月2日
舉辦「96年全國醫院耐震補強系統研討會」。
10月2日
修正發布「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5條至第8條、第10條及第11條之條文。
10月2日
舉辦「2007年人體細胞組織產品國際法規研討會」。
10月7∼10日
本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簡局長俊生赴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第44屆歐洲毒理學年會」，並拜會荷蘭衛生部所屬VGP
首長A.M.P.van Bolhuis等。
10月8日
委辦「索羅門群島常駐醫療團」計畫，派遣2名醫師及1名護理師前往索國，執行雙邊衛生合作計畫。
10月8日
美國羅德島州副州長Ms. Roberts暨紐英崙州議會領袖訪台團乙行10人，前來健保局瞭解全民健保制度並交換
意見。
10月9日
公告「傳染病分類及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防治措施」，並訂於10月15日生效。
10月11日
公告修訂「96年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
10月15∼21日
舉辦「全球抗菸 永不缺席—2007年台灣菸害防制系列活動」。
10月15∼18日
舉辦「藥物依賴及減害研習會」。
10月15日∼11月5日 2007年友邦國家高階護理人員培訓，共有17個國家之資深護理人員來台參訓。
10月18日
修正發布「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基準及審議辦法」第1條、第2條之1、第2條之2、第7條、第13條之條文，
名稱並修正為「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
10月18日
修正發布「處置傳染病媒介物補償辦法」之第1條、第2條、第4條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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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10月22日∼11月3日
10月23日
10月20∼27日
10月25∼31日
10月26日
10月29日
10月30日

11月2日
11月6∼7日

修正發布「傳染病危險群及特定對象檢查辦法」第１條、第４條之條文。
代訓蒙古各省地方首長共11人，辦理「醫療照護管理課程」。
疾病管制局、教育部及台灣紅絲帶基金會共同合作，舉辦「愛現幫、建北會—走向陽光防愛滋宣導活動暨記者會」。
舉辦「96年度全國病人安全週」活動，以病人安全議題之控制院內感染為主軸，推廣全民洗手運動。
舉辦「卡介苗製造國際研討會」，共有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越南、厄瓜多爾、菲律賓及日本之BCG製造專家與會。
召開「女性心臟疾病防治議題宣導及行銷—世界心臟日活動記者會」。
第6屆「藥物科技研究發展獎」頒獎典禮。
因應日方派遣「長期照顧制度規劃與實施經驗」專家來台指導，辦理「長期照顧制度規劃與實施經驗研討會」。

96年11月份大事紀

修正「屍體解剖喪葬費用補助標準」第2條之條文。
舉辦「2007年國際藥物濫用防制研討會」，邀請美國、日本、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泰國及國內藥物濫用防
制專家分享經驗。
11月6∼30日
辦理「96年度不法藥物、化粧品及食品第11次聯合稽查專案計畫」。
11月7日
修正發布「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全文17條。
11月7日
新加坡衛生科學局法證科學中心副主任Dr. Lee Tong Kooi蒞管制藥品管理局訪問，並進行專題演講。
11月8日
辦理「第一屆聯合國世界糖尿病日」記者會，今（2007）年首次由聯合國與國際糖尿病聯盟（IDF）合作，全球
同步舉辦「第一屆聯合國世界糖尿病日－Unite for Diabetes」運動。
11月8日
「聖多美普林斯比民主共和國瘧疾防治保全期講習班」成員乙行9人至疾病管制局學習我國疾病監測及實務。
11月9日
舉辦「國內外醫療器材臨床試驗及查驗登記審核實務研討會」。
11月8∼11日
舉辦「2007年台北國際醫療器材、藥品暨生技展覽會」。
11月13日
發布修正「內科及外科專科護理師申請甄審收費標準」第2條。
11月13∼14日
舉辦「食品檢驗科技研討會」。
11月15日
發布修正「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11月16日
公告「全民健康保險週產期論人支付制度試辦方案」，自96年12月1日起實施。
11月16日
舉辦「2007藥物監視國際研討會」。
11月16日
修正發布「執行新感染症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部分條文，名稱並修正為「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
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
11月18∼21日
「2007全球衛生領袖論壇」於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11月20日
舉辦「第2屆台菲衛生合作會談」，由本署侯署長勝茂主持，菲國衛生部部長Francisco T. Duque偕同衛生部次長
Alexander A. Padilla來台共同與會。
11月20日
世界醫學會理事主席Dr. Edward Hill及韓國首爾大學衛生政策教授Mr. Moon Ok Ryun，前來健保局瞭解全民健保
制度及相關政策，由朱總經理澤民主持接待。
11月20日
邀請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標準委員會前秘書長Dr. Alan Randell及加拿大衛生部食品處化學安全局局長
Dr. Samuel Godefroy來署參加食品安全研討會，講解風險分析之方法及實務。
11月21日
辦理「踢爆色情、情慾自主」性教育教學課程發表會暨研討會。
11月21日
公告修訂「小兒腦性麻痺中醫優質門診照護試辦計畫」「小兒氣喘緩解期中醫優質門診照護試辦計畫」及「96年
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特殊服務項目醫療服務試辦計畫」，自96年12月1日起實施。
11月23日
公告「97年度西醫基層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品質保証保留款實施方案」。
11月25日∼12月4日 本署駐美代表阮副處長娟娟率領署立桃園醫院醫護人員赴秘魯、巴拿馬，瞭解評估未來之衛生合作發展。
11月26日
本署中醫藥委員會11月6日及11月26日接受ISO 9001：2000國際品質驗證之第一階段稽核（文件審查）及第二階
段稽核（實地查核），並順利通過ISO 9001：2000國際品質重新驗證。
11月26∼30日
疾病管制局與「全球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防疫網」共同舉辦「第4屆東南亞及西太平洋雙區聯合應用流行病
學研討會」。
11月27日
舉辦「2007亞太地區（APEC）藥政管理聯繫網會議」。
11月28日
公告臍帶血定型化契約範本。
11月29日
召開「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研討會」，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廣納各方意見，與會人員約2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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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眼行動

愛您寶貝眼睛

6 招式

愛護眼睛，是一輩子的事，
從小培養孩子良好的視力保健習慣，一生受用！

35
公

分

以

上

2

第

招：閱讀習慣要養成

看書寫字保持3 5 公分以上的距

1

第

離，每閱讀30分鐘休息10分鐘。

護眼
有一套

20瓦以上的日光燈。

6

招：定期檢查要知道

每年定期1-2次眼部常規檢查。

招：執筆、坐姿要正確

坐端正，腰打直，不宜太小握

光線要充足，60瓦的燈泡、

第

3

第

招：讀書環境要注意

筆寫字。

4

第

5

第

招：眼睛休息不忘記

看6公尺以外遠方景物；看電
視距離3公尺以上。

招：均衡飲食要做到

多吃新鮮蔬果，補充維他命A、
C、B群。

上

以
尺

3公

相關視力保健資訊，請上國民健康局網站查詢。http://www.bhp.doh.gov.tw/

100

300
0
0
2

?

喝飲料
康
健
顧
也要

你今天喝了多少「咖啡因」？
喝咖啡、茶、可可、可樂、提神飲料等飲品，小心咖啡因過量！
當一天攝取的咖啡因超過500毫克時，
容易出現煩躁不安、焦慮、心悸、噁心感及尿液增加等
咖啡因輕度中毒現象，

衛生署提醒您──
開飲前，記得先看包裝容器上的成分標示，
每日咖啡因攝取總量控制在300毫克以下，
才能喝得悠閒自在不傷身。
欲進一步瞭解飲料類衛生標準資訊，請上食品資訊網查詢。

http://food.do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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