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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條件&執業環境」診所藥師 健康巡迴列車到桃園
本刊圖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文╱桃園市記者張淑玲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診所藥師委員會，在 5 月 5 日召
開的委員會會議中，共通過 5 項決
議。其中「 診所藥師『 健康 』巡迴
列車 」，到縣市公會推動「 勞動條
件 & 執業環境 」雙健康活動；桃園
市診所藥師委員會申請支援，邀
請到主任委員許嘉紋，於 8 月 11 日
在公會大教室專題演講。
許嘉紋在「 勞基法一例一休
政策 & 全國診所藥師勞動條件變
化 」主題上，強調「 合法 」的重
要。合於「 勞基法 」的勞動條件、
照章於「 勞退提繳、勞保 / 健保投
保薪資級距表 」。若勞、雇雙雙守
法，則免去顧忌「 高薪低報 」的罰
則，讓勞資兩造皆大歡喜。
許嘉紋提到，診所藥師相對

↑藥師公會全聯會診所藥師委員會主委許嘉紋受邀至桃園市藥師公
會主講「 勞基法一例一休政策 & 全國診所藥師勞動條件變化 」。

高警訊藥品處方之正確性。
另外，藥師公會全聯會印製
的「 高警訊藥品貼紙 」，近期將陸
續寄達各地方公會，請會員朋友
多多利用。
最後，許嘉紋希望會員多聚
焦「 全聯會 TPIP 藥事資訊網 」，
與時俱進掌握「 公告 」訊息。看
看「 不一樣的藥師 」（不同執業別
的藥師）如何各領風騷，「 診所藥
師 」又做出哪些名堂：例如，診
所藥師高警訊用藥管理原則、合
法的勞動條件、報備支援相關法
規、勞動契約等。
保障民眾用藥安全，藥師絕
對不缺席，當勞動條件轉正，執
業環境變好，就是藥師專業價值
更上層樓的明證。

禁止以各種形式複製列印
於所有藥師執業類別中較為「 逆來
順受 」，近年來經過全聯會與地方
診所委員會多方宣導，由 105 年與
107 年兩次有效問卷（共計回收 581
份）比較後得知，勞工權益相關之
合法投保金額與落實特休假等項
目，約有 2∼3 成的改善。
許嘉紋在「 高警訊用藥管理
原則 」主題中也表示，藥師公會全
聯會已訂定「 診所執行高警訊藥

品管理辦法 」，用來保障病人用藥
安全，以及避免高警訊藥品在醫
療過程中，因調劑錯誤導致發生
嚴重醫療疏失，並舉日前發生在
高雄某診所的「 包藥機卡包 」事件
作為殷鑑，提醒大家務必做好安
全藥品管理，時時保持調劑場所
及包藥機器的清潔與維護，調劑
時—定要落實「 三讀五對 」流程，
交付藥品前，也應再次確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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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管署：公費流感疫苗延至
開始分批施打
11/15
僅供線上閱覽
◎文╱台中記者劉純玉
衛福部疾管署 8 月 6 日發布，
為提供國民更周全的保護力，今
（108）年公費流感疫苗順應全球流
感疫苗供應及使用趨勢，全面採
用四價流感疫苗，疾管署雖已提
前於今年 5 月完成約 600 萬劑四價
流感疫苗的採購作業，惟配合疫
苗廠供貨時程，今年流感疫苗接
種對象將採分批接種，開打時程
分別為：11 月 15 日起為國小至高

中學生及醫事人員；12 月 8 日起為 治諮詢會流感防治組、預防接種
65 歲以上長者及學齡前幼兒；109 組聯席會議，專家建議在疫苗供
年 1 月 1 日起為其他公費對象。
應無法滿足全部對象同時開打的
今年公費流感疫苗得標廠商 狀 況 下 ， 為 阻 斷 病 毒 於 社 區 傳
反映，因世界衛生組織（WHO） 播，降低高危險族群感染風險，
流感疫苗選株會議延遲 1 個月公 減少其併發重症或死亡，今年度
布北半球疫苗選株決定，造成全 公費流感疫苗應由高傳播族群優
球疫苗生產、供貨時程延後，且 先接種，接種順序為學生及醫事
各國皆受影響。為因應此疫苗延 人員、65 歲以上長者及學齡前幼
遲供貨的可能影響，疾管署於今 兒、其他公費對象，故依據目前
年 6 月召開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 廠商提供最新供貨時程及數量推

估，今年公費流感疫苗開打時程
將延後至 11 月 15 日以後，且採接
種對象分批開打。
疾管署強調，符合公費接種
的民眾，在尚未接種疫苗時，請
落實手部衛生及咳嗽禮節，保持
良好個人衛生習慣，以降低感
染的風險，並於開打後儘
速完成接種，以保護
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文╱宜蘭縣記者蔡美琦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7 月 31 日舉
行「 停看聽－107 年全國物質使用
調查結果 」記者會，會中提到，社
區藥局是民眾的好鄰居，扮演藥
物濫用防制諮詢站的重要角色，
更是反毒庇護站。
宜蘭縣藥師公會自縣內羅東
聖母醫院成立「 東區反毒教育資源
中心 」以來，一直與該反毒教育
資源中心長期結盟，成為反毒伙
伴，且歷屆理事長皆實質參與計
畫並擔任協同主持人。
今年新任宜蘭縣藥師公會理
事長楊永安從擔任常務理事時就
積極投入，正式接篆視事時更加強
聯繫與參與反毒相關活動，有鑑於

社區藥局遍布城鄉，深
入各大、小、遠、近城
鎮，是跟民眾接觸最深
的角色，所以今年在理
事長與常務理事林子舜
（東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
計畫主持人）、常務理事
林文奎及常務監事高瑞
陽的號召下，一群由宜 ↑宜蘭縣社區藥局藥師自發性加入「 東區
反毒教育資源中心－宜蘭縣社區藥局諮
蘭縣社區藥局藥師自發
詢站及宣導展示點 」。
性加入的「 東區反毒教
育資源中心－宜蘭縣社區藥局諮詢 雯；熊野藥局藥師黎宗華 」，北到
站及宣導展示點 」成軍了。
頭城「 頭城藥局藥師林文奎 」，此
宜蘭縣幅員廣闊，諮詢站涵 外，還有藥師楊永安、林稚慧、
括了西到三星「 三星藥局藥師羅定 宋小娟、陳時香、蔡佩君、陳明
遠 」，南到南澳「 進昌藥局藥師張 志、沈景泓、蔡澄偉、黃淑珍、
智淵 」及蘇澳「 南陽藥局藥師葉雅 張哲芳、黃思霖、林雅慧、王國

正、潘為任、陳日昇、王麗芬、
高瑞陽…等的參與，幾乎每一個
鄉鎮市都有藥師加入。
社區藥局深受民眾信任，
當病患至社區藥局拿藥時，由藥
師再次做藥物正確使用的宣導及
用藥諮詢確實是最合適不過，故
由社區藥局推動藥物濫用理念，
讓反毒庇護站不僅是諮詢站、反
毒資訊的外展點，更是至社區或
職場宣導的生力軍。此次參加的
藥師皆滿懷熱誠，願意彰顯社區
藥局藥師的社會義務、價值及專
業形象，有了這些社區藥局的結
盟，更能建構反毒的基石，同時
也希望未來有更多具愛心有活力
的社區藥局藥師們一起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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