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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主計總處調查，因在家照顧長輩而無就業意願以及無法就業比

率已經連3年走升，109年人數更超過15萬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4



4.26%
107年

5.07%
109年

『需照顧年滿65歲年長家屬』無就業意
願、不願就業而成為非勞動力之比率

5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國發會最新發布人口推估報告指出，隨著人口結
構老化，國人將面對社會扶養負擔加重的挑戰。

20204.1 20302.5 20401.9

有生產能力者(20-64歲)負擔1名老人的人口數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2070年人口推估報告6



藥師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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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在長照扮演的角色

• 對病人進行正確的用藥指導

• 如何用藥、用藥技巧、忘記用藥處理、藥品儲存
正確用藥教育者

• 提供簡易飲食與運動建議，協助醫療團隊追蹤慢性病

控制成效

• 確認用藥配合度，監測藥物治療效果、不良反應與疾

病變化

慢性病管理者

• 除了用藥叮嚀寶盒還有提供送藥到府服務，更深入機

構或民眾家中整理用藥、提供藥事服務，解決長者用

藥相關問題

健康促進推手

用藥把關者
・用藥適當性評估
・評估藥物合理性、重複用藥、交互作用、禁忌、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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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DA依長期照護發展之慨念 藥事照護專業服務可分為:

長期照護

社區式照護

日間照護

送餐服務

陪伴就醫

機構式照護

護理之家

安養中心

養護中心

居家式照護

居家護理

居家照顧

家事服務

喘息服務

藥事照護

處方調劑
判斷性服務
配合度諮詢服務

用藥安全管理
藥物治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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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之路怎麼走?
-機構照護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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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長照體系

長照Level Ⅰ 長照Level Ⅱ 長照Level Ⅲ

長期照顧數位學習平台
18小時線上課程
完成課程接受測驗，成
績皆達70獲得認證
長照服務中心登記成為
長照藥師

Level II 31小時授課，1個
小時筆試，五個案例實習，
取其中二個案例做口頭報告。
藥師公會安排下，以口頭案
例報告的方式，經通過即可
由全聯會給予證明。

跨醫療專業的整合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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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式藥事照護經驗分享

•完成長照 Level  I 、II課程測驗

• 109年度社區式及機構式照護培訓課程

• 110年度藥師公會計畫案相關課程

長照相關課程

•管灌病患用藥、老人潛在不適當用藥評估

工具Beers Criteria簡介

•機構糖尿病用藥、營養品的補充

•藥師如何評估老人多重用藥

閱讀相關文章

•藥師公會安排指導老師，帶領學員至護理之

家，指導如何對住民進行用藥評估。
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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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運用

護理之家提供一組公用帳號供藥師評估使用

• 長照系統提供住民基本資料、生命徵象、護理記錄

• 用藥資訊、血糖及胰島素記錄單

利用雲端巡房系統，不在院內時也可以評估住民用藥

• 歷次處方中可以掌握住民門診看診日期、科別、用藥

• 檢驗報告可查詢住民檢驗數值以供用藥評估參考

Micromedex(行動版) 用於評估藥品適當性、交互作用

Notability 簡單易用的筆記及PDF註釋工具

• 由長照系統下載住民資料(PDF檔)，直接寫評估筆記，方便好用

• 可拍照(公會需要)，訪視時可寫筆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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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執行藥事照護?
-以居家照護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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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居家照護步驟流程

取得個案簽署接受照護同意書

1、居家訪視個案，收集資料

2、評估個案醫療問題

3、擬定照護計畫

4、執行照護計畫

5、追蹤建議結果及問題現況

6、擬定下次照護計畫

個案基本資料、家庭生活背景、過去病史、目前疾
病控制情形、所有用藥紀錄、暸解個案之需求、過
敏或藥品副作用的經驗、抽菸喝酒、用藥配合度、
預防注射、身體系統回顧

總結清單(主要醫療問題、次要醫療問題)

每一個醫療問題
(1)醫療問題情形 (2)目前用藥
(3)治療目標 (4)需監測之療效指標

(5)發現到的藥物治療問題
a、個案用藥方式所導致 b、醫師處方所導致
c、藥物作用所導致

(6)對個案建議 (7)對醫師建議

個案觀念或行為改變情形 醫師處方改變情形
17



準備事項 注意事項

藥師執行居家照護需注意及準備事項

居家訪視前

1、結伴前往
2、注意藥師專業形象，

準時前往

1、申請報備支援
2、備好訪視紀錄表格、教育教材、

七日藥盒、證件
3、對個案的疾病、用藥有初步暸解
4、準備用藥指導單張或自我照護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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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事項 注意事項

藥師執行居家照護需注意及準備事項

居家訪視時

1、建立與個案間互信基礎
2、與個案溝通時，不得傷害醫師

與個案間的互信關係
3、結束前約定下次訪視日期與時

間及下次預定之照護內容
4、必要時陪同個案就醫，並與醫

師討論用藥相關問題
5、照相時需徵求個案同意
6、每次訪視請個案簽名，結束後
書寫訪視報告書，準備做服務
費用申報

1、配戴執業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
讓個案確認您的身分

2、建議準備七日藥盒，必要時協
助個案整理用藥

3、攜帶居家訪視紀錄表
4、使用「全身系統評估表」，評

估個案身體狀況，登錄在訪視
表內

5、筆電、讀卡機、醫事人員卡、
血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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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藥師執行居家照護需注意及準備事項

居家訪視後

1、每次家訪後參考訪視紀錄表書寫訪視報告
書，準備做服務費用申報

2、將訪視紀錄表上資訊登錄到電腦系統，並
上傳至藥師全聯會設置的電腦化居家照護
管理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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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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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機構住民)

第二型糖尿病伴有糖尿病腎病變，高血壓性心臟病，膿黏液性慢性支氣管炎，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便秘，胃食道逆
流性疾病，甲狀腺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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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型糖尿病伴有糖尿病腎病變 :固定於桃總家醫科開藥治療，從

3/1-3/25生命徵象紀錄表中，觀察住民血糖控制不佳，ex: 3/4 

AC 185 mg/dl ，3/18 AC 212 mg/dl ，3/25 AC 70 mg/dl ，

109/11/10 HbA1c 6.7%。

● 高血壓 : 於桃總家醫科用藥治療，從3/1-3/25生命徵象紀錄表中，

住民BP控制狀況不穩定，ex: 3/08 154/92mmHg，3/22

157/80mmHg 。

● 膿黏液性慢性支氣管炎:固定回桃總胸腔科用藥治療，住民 1/14

因肺部感染問題住院治療，2/04出院返回護理之家，目前持續回

診用藥。

● 妄想型思覺失調症 : 於桃總精神科開藥治療控制中，狀況穩定。

● 便秘 : 於桃總家醫科用藥治療，住民因長期臥床便秘問題無法有效

緩解，持續用藥治療中。

目前主要疾病與醫療問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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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控制問題

1、DKD的血糖控制不佳，血糖控制目標值 HbA1c 7-7.5%(未洗腎病人) ，

良好的血糖控制延緩腎功能惡化， DKD病人因胰島素阻抗升高、胰島

素作用延長所以要預防低血糖發生。

2、肺部感染問題需持續追蹤。

● 藥物與藥物間交互作用問題

1、Concor 1.25mg 與 trajenta 5mg  嚴重併用可能增加或降低trajenta

5mg的降血糖作用或掩蓋低血糖症狀。

2、Clonopam 2mg與Dormicum、SU-CHIN 併用 嚴重 會導致過度

鎮靜與心肺抑制。

● 管灌病人藥物磨粉適當性問題

1、Bisadyl E.C.tab、depakin 200mg為腸溶錠，磨粉後破壞腸衣，

降低藥效， depakin 200mg藥品易吸潮，磨粉後對黏膜有刺激性。

2、Thoin SR 為腸溶微粒膠囊，不適合磨粉使用，但可打開膠囊管灌。

評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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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護計畫與追蹤結果

(一)疾病控制問題

藥師發現的問題 藥師對醫師的建議 追蹤問題改善結果

日期:110/04/09   AA碼:01

・住民為DKD患者，觀察 3/01-

3/25 測量之飯前血糖值，血糖

控制狀況不穩定。

・DKD未洗腎患者血糖控制目

標值 : HbA1c 7-7.5%，且要

預防低血糖發生。

(109/11/10 HbA1c 6.7%)。

日期:110/04/09   BB碼:23

・ 請監測是否有低血糖狀況

發生，必要時調整胰島素

施打劑量。

日期:110/04/09   CC碼:27

・醫師逾一個月未回覆，
事後追蹤住民 HbA1c 
6/23 HbA1c  6.5%。
胰島素施打劑量維持
原來劑量並未更改，
無低血糖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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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護計畫與追蹤結果

(二) 藥物與藥物間交互作用問題

藥師發現的問題 藥師對護理師的建議 追蹤問題改善結果

日期:110/04/09   AA碼:61

・Clonopam 2mg與
Dormicum、SU-CHIN  
併用 嚴重 會導致過度
鎮靜與心肺抑制。

日期:110/04/09   BB碼:23

・照護時，請注意住民是否

氣道阻塞或呼吸異常狀況

日期:110/04/09   CC碼:23

・住民仍有精神症狀，規
律返診精神科，需要時
會請醫師調整藥物，目
前每2小時抽痰，保持
呼吸道通暢，定期測量
生命徵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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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護計畫與追蹤結果

(三) 管灌病人藥物磨粉適當性問題

藥師發現的問題 藥師對醫師的建議 追蹤問題改善結果

日期:110/04/09   AA碼:31

・住民為管灌病人，
depakin 200mg為腸溶
錠不適合磨粉，且藥品
易吸濕解潮，磨粉後對
黏膜有刺激性。

日期:110/04/09   BB碼:13

・建議可改 Sod.Valproate

oral solution 200mg/ml

替代depakin 200mg。

日期:110/04/09   CC碼:18

・5/31 PSY OPD 陳00

主治醫師處方已更改為

Sod. Valproate oral

solution 200mg  1ml

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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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

陳蔡婆婆，女，出生 : 24/06/29 (86歲)

身高/體重 : 152.4cm/57Kg

● 過去病史 :

CKD 3b 、青光眼、胃食道逆流、便秘、失眠

● 過敏史 : 無

● 抽菸/喝酒 :無

● 110/03/23 因失眠問題，用藥無法改善須藥事人員介

入照護，由龍潭衛生所轉介居家藥事服務。

案例二(居家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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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D 3b期 :固定於國軍桃園總醫院腎臟科回診，婆婆對於CKD患

者之飲食只知道青菜要水煮，其他不是很瞭解如何正

確飲食。

● 青光眼 :於龍潭眼科就診，覺得用藥症狀沒改善而自行停藥。

● 胃食道逆流 : 於易修成肝膽腸胃科診所就診，有症狀才吃藥。

● 便秘 :於易修成肝膽腸胃科診所就診，婆婆會根據便秘狀況，增減

服用藥物數量。

● 失眠 :於國軍桃園總醫院神經內科就診，因睡眠症狀無法改善，自

行停藥且未持續回診，為婆婆最想要解決之醫療問題

目前主要疾病與醫療問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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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檢驗數據

名稱 1/26 03/23 正常值 單位

BUN 21.0 6-24 mg/dl

Ca 9.63 8.8-10.6 mg/dl

P 3.32 2.6-4.4 mg/dl

K 4.5 3.1-5.3 mg/dl

Creatinine 1.40 1.41 0.5-1.4 mg/dl

eGFR 38.0 37.67 ml/min/1.73m2

Albumin 4.3 3.1-4.8 g/dl

尿蛋白 (一) (一)

血糖 102 60-100 mg/dl

總膽固醇 188 <200 mg/dl

三酸甘油酯 95 <150 mg/dl

LDL 70 <130 mg/dl

HDL 99 >=4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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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症
商品名
含量/劑型

劑量/用法 實際用法 沒有規律使用原因

腎臟疾病 VITAMIN B COMPLEX S.C. TAB.  
50 MG 

1 # QD 每日一次，早餐飯後1顆

失眠
CLONOPAM TAB. 0.5MG  錠劑 0.5 # HS 

婆婆因使用藥物後失眠症狀並未改善，
而自行停藥

失眠 FENOX TAB. 500MG 錠劑 1 # HS 

便秘 THROUGH TAB.  12 MG 3 # HS 
病患會根據便秘狀況，增減藥物，原本睡前
服用 3顆，拉肚子時會改服 2顆。因有符合病

情需求，並未建議改善。

胃食道逆流 MOZAPRY F.C. TAB. 5 MG 膜衣錠 1 # QD&HS. 
每日二次，早餐前及睡前服

用 1 顆

胃食道逆流 FAMOTIDINE F.C. TAB. 20MG   1 # QD&HS. 
每日二次，早餐前及睡前服

用 1 顆

胃食道逆流 TOWELL TABLETS 60 MG 1 # QD&HS.
每日二次，早餐前及睡前服

用 1 顆

青光眼
TAFLOTAN OPH. SOLUTION / 0.02 

MG/ML / 點眼液劑
1 / HS

婆婆因使用效果不佳而自行停藥
青光眼

ARTEOPTIC 2% OPH. SOLUTION / 
20 MG/ML / 點眼液劑

1 / BID

青光眼
SANCOBA EYE DROPS / 0.2 

MG/ML / 點眼液劑
1 / QID 

藥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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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藥順從性問題

1、覺得藥物效果不佳而停藥

2、覺得症狀已獲改善而停藥或減少藥物劑量

● 缺乏CKD病人正確的飲食觀念

對婆婆身體評估時，發現小腿有水腫情形，經詢問最近吃了親戚送了

自製的醃製食品。

● 藥物無法治療失眠問題可能是心理因素導致

經訪談婆婆似乎有憂鬱的傾向，太關心家人得不到家人認同，可能是

導致藥物效果不佳原因。

評估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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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護計畫與追蹤結果

(一) 服藥順從性問題(個案用藥行為)

藥師發現的問題 藥師對個案的建議 追蹤問題改善結果

日期:110/04/27   AA碼:92

婆婆的服藥順從性問題

1、覺得藥物效果不佳而停藥
2、覺得症狀已獲改善而停藥

或減少藥物劑量

日期:110/04/27   BB碼:57

・有些疾病(青光眼)是無
法完全治癒，用藥是防止
進一步受損或惡化，有些
疾病是需要持續用藥症狀
才獲得改善。

・提醒婆婆用藥一定要遵從
醫囑，切勿自行停藥或調
整藥量次數，如想停藥或
減量務必與醫師溝通討論。

日期:110/04/27   CC碼:59

・婆婆接受藥師的建議，
會與醫師溝通討論。

・5/14第二次訪視時，
查看餘藥與回診情形，
確認婆婆服藥順從性問
題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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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護計畫與追蹤結果

(二) 缺乏CKD病人正確的飲食觀念(醫師處方建議)

藥師發現的問題 藥師對醫師的建議 追蹤問題改善結果

日期:110/04/27   AA碼:02

・婆婆為CKD 3b期病人，

對CKD飲食控制方面完全不

清楚要注意什麼?(吃了親戚

送的醃製食物引發水腫問題)

日期:110/04/27   BB碼:24

・煩請CKD衛教師，指導
婆婆慢性腎臟病飲食原則，
哪些可以吃?可以吃多少
量?避免吃哪些食物....。
可以喝多少水?(婆婆年紀
大不易記住衛教內容，如
有衛教單張可請給婆婆帶
回復習)。

日期:110/04/27   CC碼:23

醫師回覆 : 個案為Pre-
ESRD計畫之收案個案，
本院皆定期依據檢驗結果
給予適當衛教，因個案86
歲，家人又無法陪同，將
努力說明衛教內容。

CKD衛教師回覆 : 已給予
相關飲食衛教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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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護計畫與追蹤結果

藥師發現的問題 藥師對個案的建議 追蹤問題改善結果

日期:110/05/14   AA碼:92

・婆婆因使用藥物後失眠

症狀並未改善，因而停

用藥物且未持續回診。

日期:110/05/14   BB碼:58

・建議看精神科門診，
評估是否有憂鬱症造成失
眠用藥無效狀況，進而用
藥改善。

日期:110/05/14   CC碼:56

・婆婆於4/19至龍潭楊延壽
身心科就診，開Alprazolam
與Escitalopram 1#HS，
初始用藥婆婆反映未見成效，
經解釋要繼續服用藥效才顯現，
需要繼續服藥，

・5/03回診加開 Zolpidem 
0.5#HS。

・5/14訪視時詢問，已大幅改善
失眠狀況。

(三)藥物無法治療失眠問題可能是心理因素導致(個案用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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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曲-展望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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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計畫 : 

● 運用本院藥劑科推行的慢簽預約，結合居家護理所與資訊中心對居

家個案進行感動式服務。

● 方法 : 本院居家護理所轉介需居家藥事照護個案(為本院慢簽病人)，

個案透過線上預約慢簽領藥(日期為訪視當天)，藥師於訪問當日將

預約慢簽用藥送到家中，利用資訊設備過卡完成批價手續，藥師對

個案進行用藥指導與居家藥事照護。

更優質的藥事服務與人才培訓

居護所轉介 個案上網預約慢簽領藥 過卡完成批價
藥師進行用藥指導與

居家藥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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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進行中 : 

● 為培訓新進藥師，提升醫院藥師專業技能、長照藥事服務品質，培

育更多人才投入長照藥事服務。

● 目標 : 新進藥師藉由參與見習長照個案訪視、評估及個案討論的過

程，學習長照藥事服務的藥品管理、個案評估分析的架構方法。

● 內容 : 由執行長照服務藥師，指導長照藥事服務作業，透過個案訪

視及案例討論，進行工作問題研議及經驗分享。

更優質的藥事服務與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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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展望 :

● 長照是一個跨領域與跨專業醫療合作照顧，在這方面需要更多

的努力與合作，才能讓長照資源發揮更大。

● 桃園地區的藥師長照服務模式，可以建立交流合作平台，配合

病人所需，醫院與醫院間，醫院與機構間、醫院與社區藥局間、

醫院藥局與社區診所間等多面向的共同交流。

跨領域跨專業醫療團隊合作

跨領域跨

專業合作

醫院

機構

社
區
藥
局

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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