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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藥局藥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指引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20 年 3 月 30 日 

壹、 前言 

中國武漢地區自 2019 年底發生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肺炎疫情，

世界衛生組織將此疾病命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

19)，而病原體命名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社區藥局作為公共衛生體系在社區的第一線機構，同時代售重

要防疫物資如口罩與酒精，每天面對大量民眾，處理防疫與日常醫

藥需求。隨著國際間疫情持續擴大，台灣的確診人數亦不斷攀升，

在面對不可預期的感染風險下，標準的防護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社區

藥師與工作人員的感染風險。 

本指引預期能夠作為適當的風險評估與空氣、飛沫及接觸防護

之建議，協助藥師與工作人員在為民眾健康把關的同時，亦能降低

感染風險，在持續為民眾提供必要服務的同時，維護自身健康安

全。本指引相關內容，未來亦會視疫情發展與相關科學實證資料進

行必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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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接觸風險與進階防護原則 

一、 接觸風險 

藥師與工作人員每日均與眾多民眾接觸，自然有與確診病人接

觸之潛在可能性。依據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對於醫療人員風險評估與處置建議，在

不同的接觸程度下，暴露於感染風險的程度與處置建議亦不相同。

詳細分類請參考下表[1]： 

流行病學風險因子 
暴露

等級 

建議症狀

監測做法

(14天) 

無症狀者的

行動限制 

長時間與有戴口罩之武漢肺炎確定病例密切接觸 

藥師並未穿著任何個人防護裝備 中 
衛生部門 

主動監測 

14天 

不可外出 

藥師並未戴醫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 中 
衛生部門 

主動監測 

14天 

不可外出 

藥師有戴醫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

但並沒有穿戴護目裝備 
低 

自主健康

管理 
無限制 

藥師有戴醫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

但並沒有穿戴手套或隔離衣 
低 

自主健康

管理 
無限制 

長時間與未戴口罩之武漢肺炎確定病例密切接觸 

藥師並未穿著任何個人防護裝備 高 
衛生部門 

主動監測 

14天 

不可外出 

藥師並未戴醫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 高 
衛生部門 

主動監測 

14天 

不可外出 

藥師有戴醫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

但並沒有穿戴護目裝備 
中 

衛生部門 

主動監測 

14天 

不可外出 

藥師有戴護目裝備及醫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但並沒有穿戴手套或隔離衣 
低 

自主健康

管理 
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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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具感染風險民眾之追蹤，確定病例的接觸者，台灣疾病管

制署的介入措施為「居家隔離」，匡列接觸者的定義則為「自個案發

病日起至隔離前，在無適當防護下曾有長時間（大於 15 分鐘）面對

面之接觸或提供照護、相處、接觸病患呼吸道分泌物或體液之醫療

人員及同住者」。另參考疾管署 3 月 16 日發布之「因應 COVID-19

（武漢肺炎）基層診所感染管制措施指引」中所提之「接觸者匡列

原則」： 

（一） 醫療照護工作人員進行收集病史資料時，如詢問 TOCC：旅

遊史（Travel history）、職業別 (Occupation)、接觸史

（Contact history）及是否群聚(Cluster) 等資訊，醫療照護工

作人員有佩戴醫用/外科口罩，且確定病例就醫時亦有佩戴

口罩，則屬有穿戴適當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列入接觸者。 

（二） 確定病例就醫時有佩戴口罩，且同時期候診之其他就醫民眾

有佩戴口罩者，屬有適當防護裝備之人員，不列入接觸者。 

（三） 曾與確定病例在無適當防護下 2 公尺近距離接觸之人員。 

（四） 衛生主管機關疫調人員於進行接觸者匡列時，除可依本原則

作業外，可視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實際執行照護行為時與確定

病例之接觸情形彈性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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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藥師接觸確定病例後，是否需要進行居家隔離，取

決於疫調之判斷以及接觸當下，是否具有適當防護。 

二、 進階防護原則 

藥局內的人員必須有一定程度的保護，並且有適當的暴露評估

與之後的隔離考量，才可以維持對於民眾不間斷的服務。綜合美國

及台灣之風險等級與介入措施，藥師若要避免因接觸確診病人而居

家隔離，必須維持在低程度的暴露等級，進階防護原則如下： 

（一） 參考疾管署公布之「醫療照護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

議」，社區藥局藥師於藥局執業時，應配戴醫用/外科口罩，

另視情況可增加手套（如：協助民眾進行血壓量測）。 

（二） 建議社區藥局藥師於疫情間，應進行自主健康管理，即每天

量體溫至少 2次，確認無發燒且無呼吸道症狀。 

（三） 注意正確使用相關防護裝備及落實手部衛生。 

（四） 藥局可視情況要求進入藥局的民眾，先佩戴醫用/外科口罩

再進藥局領藥或購買口罩。 

（五） 針對購買退燒、止咳、止鼻水等症狀緩解藥物的民眾，需落

實用藥諮詢與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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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感染管制建議  

一、 個人防護裝備 

（一） 於藥局產品銷售區域的藥局人員（如：門市銷售人員），建

議佩戴醫用/外科口罩。 

（二） 藥師進行用藥諮詢、衛教、結帳等行為，建議佩戴醫用/外

科口罩。 

（三） 藥師協助執行一般性接觸病人之照護行為，如協助民眾進行

體溫、血壓量測等，建議佩戴醫用/外科口罩及手套。 

（四） 執行業務所需相關防護裝備，可參考疾管署公布之「醫療照

護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建議」。 

（五） 在脫除個人防護裝備時，須依照疾病管制署提供之正確流程

執行，在脫除後，請務必立即執行手部衛生。 

二、 藥局動線調整 

（一） 於藥局出入口設置明確公告提醒進入藥局需佩戴口罩，宣導

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咳嗽禮節與購買口罩相關注意事

項，並提醒民眾排隊時，維持適當間距或避免交談。 

（二） 確認進到藥局民眾必須佩戴醫用/外科口罩，例如：嚴格禁

止未配戴口罩者進入藥局，或將收銀與電腦櫃台挪至藥局門

口邊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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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盡可能將購買口罩民眾與其他用藥需求者分流，例如：設置

兩條收銀路線分別處理口罩業務與其他用藥諮詢業務或將處

理口罩業務之人員與器材移至藥局門口。（附錄一） 

三、 藥局人員健康監測 

（一） 針對藥局人員每日進行體溫量測，紀錄備查。（附錄二） 

（二） 針對有發燒或呼吸道等症狀工作人員進行監測，針對異常進

行追蹤及後續評估是否諮詢或通報 1922。 

（三） 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工作人員的請假規則。若有發燒（額

溫超過 37.5°C或耳溫超過 38°C）或出現呼吸道症狀，應主

動向負責人或主管報告。 

（四） 藥局人員若有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符合自主健康管理條

件，於管理期間勿至藥局上班；各類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

理機制之最新相關規定，請定期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

詢。 

四、 手部衛生 

（一） 務必依循手部衛生時機（如：接觸民眾前後、脫除個人防護

裝備後、清潔環境後）執行手部衛生，視情況使用肥皂或洗

手液和清水執行濕洗手，或酒精性乾洗手液執行乾洗手。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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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醒前往藥局民眾確實執行手部衛生，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

嗽禮節。 

（三） 藥局人員洗手時，避免穿戴戒指、腕錶，以及任何腕部裝飾

品。 

（四） 若僅由一人代售口罩，操作者應雙手配戴手套，以最少與民

眾接觸為原則，零錢收取由民眾自行投至零錢筒。 

五、 環境清消 

（一） 環境消毒前必須先清潔；由低污染區開始清潔，再清潔重污

染區；先完成藥局內藥師執行業務區域如調劑區、藥庫區

域，再針對民眾會碰觸到的區域進行清潔。清潔用具可考慮

拋棄式用品，若重複性使用，使用完畢後應清消及吊掛晾

乾；清潔用具如抹布、拖把要經常清潔更換。 

（二） 消毒劑應依照廠商建議使用，包括稀釋方法、接觸時間與處

理方式；如每日預備一桶 500ppm漂白水，進行至少一次環

境整體清潔工作，尤其對於民眾可能接觸的範圍如門把、桌

面、櫃檯等，建議每 2個小時配戴手套以漂白水擦拭消毒。

電腦鍵盤與滑鼠等藥師執行業務會使用到的範圍，也需留意

清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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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民眾購買退燒與呼吸道症狀藥品判斷條件 

一、 有以下任一狀況不可自行服用退燒藥品，應立即就醫[2] 

（一） 年齡大於 3個月，肛溫大於等於攝氏 40 度（或其他相當

的溫度測量) 

（二） 年齡小於 3個月，肛溫大於等於攝氏 38 度 

（三） 感染症狀嚴重而且判斷為非自限型感染（自限型指的是

不吃任何藥物或做任何治療，也會自行痊癒） 

（四） 有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的狀況 

（五） 免疫力不佳者（如，正接受癌症治療者、愛滋病患者） 

（六） 有中樞神經損傷者（如，頭外傷、中風） 

（七） 有熱痙攣病史的孩童 

（八） 兩歲以上，不論治療或未治療，發燒超過 3 天 

（九） 拒絕攝取任何水分的孩童 

（一〇） 身上有紅疹的孩童 

（一一） 嗜睡、易怒、或不易叫醒的孩童 

（一二） 持續不停腹瀉的孩童 

（一三） 頸部僵直的孩童 

（一四） 目前在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居家自主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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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以下任一狀況不可自行服用一般綜合感冒藥品，應立即就

醫[3] 

（一） 胸部疼痛 

（二） 呼吸急促 

（三） 併有慢性心肺疾病（如，氣喘、慢性阻塞型肺病、心衰

竭、等） 

（四） 愛滋病患者或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者 

（五） 年長脆弱者 

（六） 小於三個月的嬰孩 

（七） 對成分過敏者 

（八） 目前在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居家自主管理者 

（九） 疾病管制署 TOCC判定高風險者[7]  

 

三、 有以下任一狀況不可自行服用止咳劑，應立即就醫[4] 

（一） 呼吸困難或急促 

（二） 痰中帶血或吐血 

（三） 明顯體重減輕 

（四） 夜間盜汗 

（五） 咳嗽在過去 3-5 天有惡化的傾向 

（六） 咳嗽了 2-3週沒有改善 



 10 

（七） 小於 4歲孩童 

（八） 併有發燒 

（九） 愛滋病患者或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者 

（一〇） 具有愛滋病高風險者 

（一一） 慢性疾病 

（一二） 目前在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居家自主管理者 

（一三） 疾病管制署 TOCC判定高風險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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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送藥到府建議 

一、 依健保署規定，民眾因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由他人持處方

箋至院所調劑單位或健保特約藥局代為領藥，需檢具下列文

件：一、保險對象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或影像)。二、受

託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供查驗。三、簽具代領藥切結書。 

二、 民眾若聯繫藥局，告知因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而無法取得慢

箋藥品，可請民眾洽詢各縣市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關懷服務

中心，告知有用藥需求，需要協助媒合至某指定藥局或提供

相關服務。目前部分縣市藥師公會已與所在縣市關懷服務中

心合作，媒合藥局協助進行調劑、送藥等服務。 

三、 若有送藥至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民眾之業務，建議在居所大

廳或戶外將藥品交付予未接受隔離的病人家屬，避免進入隔

離處所。如需進入隔離處所，應配戴口罩，並且在手部清潔

後才可觸摸自己的眼口鼻等部位。 

四、 若接受隔離的病人獨居，應要求病人以手機照相或傳真將處

方傳給藥局，藥師以處方副本進行藥品準備。送藥到府時應

注意以下步驟： 

（一） 攜帶手提電腦/行動 VPN/讀卡機到病人住處。 

（二） 進入病人居所前戴上醫用/外科口罩與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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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求對方戴上醫用/外科口罩。 

（四） 進入病人家中除非必要不要觸摸家中家具。 

（五） 手或手套不可觸摸自己的眼口鼻。 

（六） 使用手提電腦/行動 VPN/讀卡機完成過卡程序。 

（七） 交付藥品進行用藥相關衛教，或可提供病人或家屬書面

的衛教單張，再以視訊或電話方式補充。 

（八） 離開病人處所以後，以正確方式脫下手套廢棄。（附錄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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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藥局動線安排建議 

一、 貼出公告告知民眾，進藥局前佩戴醫用/外科口罩。 

（一） 先佩戴醫用/外科口罩再進入藥局 

（二） 藥局可備 75％酒精供民眾手部消毒。 

（三） 將收銀與電腦櫃台挪至藥局門口邊或門口外，同時可以

讓買口罩者不進到藥局，也可以確認進到藥局者戴口罩 

（四） 給民眾的公告內容（書面或錄音） 

1. 排隊時請戴醫用/外科口罩，並維持適當距離及避免交談 

2. 預備零錢，避免找零。 

3. 以手攤開零錢，以便藥師確認數量後，自己投入零錢桶。

若沒有讓民眾自行投零錢，建議可使用零錢盤或藥蓋作為

中間傳遞媒介。 

二、 可將買口罩與其他用藥需求者分流為佳 

（一） 空間許可，把交付處方的諮詢台隔成兩邊，一邊標示

「領處方藥與用藥諮詢」，另一邊標示「口罩代售」。 

（二） 訂出口罩販售時間，僅於固定時間進行口罩代售服務。 

（三） 人力充足下，可將收銀與電腦櫃台挪至藥局門口邊或門

口外，同時可以讓買口罩者不進到藥局，也可以確認進

到藥局領慢箋藥品或用藥諮詢者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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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要準備一個行動 VPN網路（可向中華電信申請）或將

行動 VPN 的 SIM卡插入手機，手機開熱點當成基地台，

兩者都可與手提電腦連線 

2. 一個手提電腦 

3. 一台讀卡機 

4. 一個零錢桶 

5. 一個放口罩的容器 

 

 
 
 
 
 
 

以右手持民眾健保卡進行

過卡及購買流程操作 

民眾應自備零錢，

自行放置零錢箱 

口罩置於左側，可由另一志工協助

給民眾，或藥師左手操作。 



 15 

附錄二、正確量測體溫[5] 

（一） 人體體溫會受到許多因素短暫的變化，剛運動完、水分

補充不足、過度疲累都可能會使體溫升高，一般而言，

清晨時體溫較低，傍晚時體溫會稍高。因此，要測量正

確的體溫，從戶外活動後進入室內，應休息 5 分鐘以

上，再量體溫比較準確。 

（二） 使用不同體溫計、量測不同部位，量出來的體溫值也不

太相同，發燒標準建議如下： 

  
 部位 發燒標準 測量時間 注意事項 

口溫 攝氏 37.5 度 一分半至兩分鐘  

額溫 攝氏 37.5 度 數秒鐘  

耳溫 攝氏 38.0 度 數秒鐘 6歲以下孩童須留意耳溫量測 

腋溫 攝氏 37.0 度 三分鐘  

肛溫 攝氏 38.0 度 一至一分鐘半 3個月內嬰兒建議測量肛溫 

（三） 注意事項 

1. 3個月以內的嬰兒以肛溫為最標準。 

2. 因耳道結構不同，小於 6歲的孩童量測耳溫時，應詳見耳

溫槍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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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手部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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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醫用手套脫除 

醫療用手套是乳膠材質的，含粉不含粉或有無滅菌均可，另外

應注意使用適當之手套尺寸。正確脫除手套步驟如下[6]： 

（一） 雙手戴手套欲脫除時，由右手戴著手套捏著左手手套外

側脫下，不可接觸左手手套內側 

（二） 左手手套脫下後，左手手指必須伸入右手手套內面脫下

手套，不可赤手接觸右手手套外側 

（三） 雙手手套脫下後應以手套內面外翻包覆，丟入有蓋垃圾

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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