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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輝博士 簡歷  
(yhtarn@gmail.com) 

 現任：執行長  藥事照護發展中心 藥師公會全聯會 

 學歷 

  1989~93    美國亞歷桑納大學   藥學行政與行為科學  

                       哲學博士 

  1985~86    美國愛荷華大學     臨床/醫院藥學  碩士 

  1976~80    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學士 

 專業經驗 

 2012~2014:  Chair-Elect, ISPOR Asia Consortium  

 2007~2009：  組長，醫藥科技評估組，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2007/ 5月：    系主任，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 藥學系 

 2005～2006：部主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藥劑部。負責九個院區 

 1993～2004：副教授，國防醫學院 藥學系 

 2003～現在：台灣藥物經濟暨效果研究學會：第二/三屆 理事長/ 

                             一/四/五屆常務理事, 第六屆監事 



譚延輝 博士 
執行長 

藥事照護發展中心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區藥局內藥師可執行的專業服務 
--以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服務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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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1. 依法台灣藥師可執行的服務 

2. 藥師在社區藥局內可執行的
專業服務 

3. 台灣 TFDA委託計畫要執行
項目 

4. 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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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21日總統公佈藥師法 
第十五條：藥師業務如下： 

讓社會有藥用 
   一、藥品販賣或管理。 

   二、藥品調劑。 

   三、藥品鑑定。 

   四、藥品製造之監製。   

   五、藥品儲備、供應及分裝之監督。    

   六、含藥化粧品製造之監製。   

   七、依法律應由藥師執行之業務。 

讓民眾會用藥 

  八、藥事照護相關業務。（新增） 

法源依據 



台灣藥事照護之定義 

 藥師公會全聯會於 2009年底特別成立       

「藥事照護發展中心」，藥事照護被認定是
藥師直接照顧個別病人藥物治療的專業行為 

 定義藥事照護是由一位獨立執業之藥師， 

針對某特定病人之藥物治療，負責地進行所
有病情與用藥的評估、擬定與執行照顧計畫
，並做療效追蹤，以確保病人藥物治療都符
合適應症、有效、安全及配合度高，進而提
升其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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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輝。藥事照護執行規範。藥學雜誌。2010;102:S33-S38. 
譚延輝。藥事照護的病人照顧流程。藥學雜誌。2010;102:S59-S69. 



   定 義 

Pharmaceutical care is a patient-centered 

practice in which the practitioner assumes 
responsibility for a patient’s drug-related needs 
and is held accountable for this commitment. 

Drug therapy problems are undesirable 

events or risks experience by the patient that 
involved or are suspected to involve drug and 
that inhibit or delay him/her from achieving the 
desired goals of therapy. 

 

 

Robert J. Cipolle, Linda M. Strand, Peter C. Morley. Pharmaceutical care practice the clinician’s guide.    
2nd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4. 

 

台灣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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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延輝。藥事照護執行規範。藥學雜誌。2010;102:S33-S38. 

譚延輝。藥事照護的病人照顧流程。藥學雜誌。2010;102:S59-S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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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需求 藥物治療的目標 藥物治療問題 

認識自己用藥 
能對症下藥 

(符合適應症) 

 1. 有病沒用藥 

 2. 沒病卻在用藥 

用藥期望有效 治療都有效 
 3. 藥物選擇不適當 

 4. 藥物劑量不夠 

排除用藥顧慮 都很安全 
 5. 劑量過高 

 6. 有不良反應 

用藥方便 配合度高  7. 用藥配合度差 

將應滿足的病人需求轉化成 
藥物治療目標，再找出無法達到目標 

的七大類藥物治療問題  



執行藥事照護之步驟 

明年「藥事照護計畫案」 

追蹤評值 

(Follow-up and 

Evaluation) 

 

評估
(Assessment) 

 

擬定與執行 

照護計畫 

(Care Plan) 

 

＊瞭解病患用藥需求  

＊確認那些疾病/醫療  

    問題沒控制好  

＊確認有哪些藥物治 

    療問題存在，需要 

    解決 

＊提出解決藥物治療
問題的方法  

＊確立疾病控制/治
療目標  

＊預防新問題發生  

＊記錄醫師/病人改變
結果 

＊評值實際療效進展
狀態  

＊評估有無新問題  

明年 

 
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追蹤問題 
是否解決 

 



期望建立之藥事照護平台 

 醫院：加護病房，一般病房，血中藥物 

        濃度監測，藥師門診 

 社區藥局：慢性病管理，OTC藥事照護 
             各項專業諮詢服務 

 長照機構：用藥安全管理，藥物治療評估  

 居家照顧：健保署高診次民眾、 

      衛福部照護司之高用藥獨居老人/低收入戶 

      TFDA高關懷群個案、糖尿病醫師轉介 



10 

「全民健康保險高診次保險對象 

藥事居家照護」試辦計畫 (2013年) 

收案條件： 
（一）前1年（9810～9909）申報門診就醫次數≧100次
（排除牙醫、中醫、復健及精神科就醫者）具有2種以上慢
性疾病者，其在≧2家院所領取≧13張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者，
列入第一優先輔導個案。 

（二）前1年（9810～9909）申報門診就醫次數≧100次
（排除牙醫、中醫、復健及精神科就醫者）之藥費在前50百
分位且就醫院所家數≧8家者，列入第二優先輔導個案。 

（三）前1年（9810～9909）申報門診就醫次數≧100次
（排除牙醫、中醫、復健及精神科就醫者）且半數以上處方
箋之藥品品項≧7種者，列入第三優先輔導個案。 

（四）西醫基層醫師認為需要藥師專業輔導轉介之個案。 

 排除已參加「建構整合式照護模式並逐步朝促進醫療體系
整合計畫」等其他計畫或方案者、重大傷病或死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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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居家藥事照護之做法 

在健保六分區業務組轄區執行 

健保局給高診次名單，7,000人 

採 個案管理與照護 模式 

 持續照護8次，每次1,000元 

藥師須經過培訓及格/著藥師服/掛識別證 

受聘於社區藥局，由藥局往健保局申報 

不得拒絕收案/中斷照護/不得額外收費 

2011~2年：全台灣各縣市都執行，全年經費3,600萬元 

2013年：繼續在全台灣各縣市執行，全年經費5,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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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3年 藥事居家照護 執行架構 

健保局提供高診
次保險對象資料 

培訓及格藥師 

確定照護對象 

藥師執行居
家訪視收集
個案資訊  

發現問題 
探討原因 

決定解決 
問題之辦法 

輔導就醫
與適當安
全用藥 

教育，監測， 
督導，改善流程 

結果 
測量 

學術支援 
體系 

建立藥事照護
發展中心 

藥師32小時培訓、筆試、

實習、口試及格 

溝通協調  

月例會   

討論案例 

與醫師
溝通 



經濟上成果指標  (健保資料庫分析) 

   健保局藥事居家照護對門診表現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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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N=808,  42位藥師) 

2011年 

(N=4032, 101位藥師) 

2012年 

(N=4966, 135位藥師) 

門診就醫 總
次數 

前93.2±1.3 

後66.2±1.3 

改變率:  - 29% 

前80.90±0.41 

後66.93±0.46 

改變率:  - 17% 

前：63.56±0.33 

後：52.99±0.34 

改變率：- 17% 

門診醫療 總
花費 (元) 

前77,256±5759 

後61,587±3221 

改變率: - 20% 

-$12,660,552 

前60,395±552 

後54,333±627 

改變率:  - 10% 

-$24,441,274 

前：61,512±483 

後：52,948±508 
改變率  - 14% 

-$42,528,824 

門診  

藥品費用 

前30,847±5498 

後25,069±2749 

改變率: -19% 

前20,723±308 

後18,614±298 

改變率 : -10% 

前：16,198±244 

後：14,435±251 
改變率：-11% 

 成本利益比 

(藥師申請藥事
照護費用:門診
醫療費用節省) 

3,850,000元 

 12,660,552元  

 =  1 : 3.3 

 24,420,000元 

24,441,274元   

=  1 : 1 

30,182,200元 

42,528,824元   

= 1 : 1.4 



(一)討論居家、機構或社區式藥事照護之流程與建立標準作
業模式。 

(二)設計訪視紀錄表等表單，擬定藥師執業的電腦記錄軟體
與成效評估的方法。 

(三)訂定藥師培訓教育計畫，建立師資庫，並發展藥師執行
藥事照護之培訓課程，進行藥師培訓課程與評估。 

(四)輔導各縣市藥師公會建立實習與口試安排辦法，學術支
援體系並規劃辦理月例會，做案例報告與研討。 

(五)規劃區域督導之培訓，設計監測居家、機構或社區訪視
提高品質之方法。 

(六)建立五個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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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年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委託 
   

建立用藥高危險族群藥事照護模式與服務計畫 
  

主題一「建立全國藥事照護模式」 



所建立之標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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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則 
1.藥事照護執行規範 

2.藥師執行藥事照護與案例報告之標準流程 

居家式 

3.藥師執行居家照護之標準作業流程 
    3.1首次訪視紀錄總整理表 

    3.2持續訪視紀錄總整理表 

    3.3結案紀錄總整理表 

    3.4藥師居家照護對醫師用藥建議書 

    3.5藥事居家照護報告書 

    3.6廢棄藥品清除機制之立場聲明 

機構式 4.長期照護機構藥事服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4.1長照機構用藥安全管理之品質評估表 

社區式 

5.藥師執行處方判斷性服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6.病人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7.民眾輕微症狀藥事照護之標準作業流程 

8.七日藥盒分裝服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9. 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服務之標準作業流程 

10. 慢性病管理之標準作業流程 



社區式照護 

 調劑 + 判斷性服務 +二維條碼+ IC卡上傳 

 建立病人藥歷檔、網路轉介病人就診 

 社區藥局內設立半隱私性空間做病患諮詢 

慢箋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 

民眾輕微症狀藥事照護 + OTC藥 

戒菸/減重諮詢服務 

廢棄藥品清除服務 

七日藥盒分裝服務 

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服務 

慢性疾病管理 (氣喘、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往外做藥事照護: 長照機構、居家照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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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更多藥師可使用的工具  

 每個藥的 用藥指導單張 (323個藥) 

http://www.tpech.gov.tw/lp.asp?ctNode=13750&CtUnit=7952&BaseDSD=7&mp=109011 

 輕微症狀之 自我照護單張 

 三角架結構之各慢性病自我照護教材 

http://www.tpech.gov.tw/lp.asp?ctNode=13750&CtUnit=7952&BaseDSD=7&mp=109011


藥師專業服務之給付費用 
 藥事居家照護 

 健保署/照護司/TFDA: 1000元/次家訪 

 健保署: 偏遠地區: 1200元/次家訪 

 機構式照護 

 健保署/TFDA: 選擇個案: 700元/次照護 

 建議: 全院式用藥安全管理: 2000元/3個月； 

             每位住民藥物治療評估: 250元/次/3個月 

 社區式照護 

 國健署: 戒菸管理: 100元, 8次/期, 藥品費, 調劑費  

 TFDA: 判斷性服務/用藥配合度諮詢服務: 200元/次 

 七日藥盒分裝服務/慢性疾病管理:   ? 元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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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 

 隨著生活型態改變、飲食習慣偏油脂、工作壓
力劇增及人口老化，罹患心臟血管疾病機會大
幅增加，已威脅民眾健康。 

 許多危險因子(年齡、男性、肥胖、家族史、抽
菸、高血壓、糖尿病及高血脂)是可被控制與改
變的。 

 社區藥局是民眾接觸的最前線，是發揮公共衛
生執行預防功能的最佳處所。 

 從風險評估，藥師可引導民眾飲食及生活習慣
改進，養成運動習慣，達到有效控制危險因子，
減少罹病率，降低死亡率。 



藥師的公共衛生角色 

1. 執行公共衛生方面最重要的預防功能： 

    篩檢與轉介。例如：篩檢許多疾病的危險因子， 

    屬於中/高危險群應轉介個案給醫師進一步診治  

    ，如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骨質疏鬆篩檢、 

    用藥易導致跌倒的風險評估等。 

2. 以預防保健為出發點，指導民眾在家自我照顧 

    方法。例如：戒菸或減重諮詢；篩檢 

    疾病的危險因子，若屬於低危險群，可指導 

    民眾在家的自我照護。 

3. 教導民眾重大流行性疾病之自我保護。例如： 

    流行性感冒或SARS的洗手與預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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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 

可使用的篩檢工具 

 請參考書面資訊。可依據「佛萊明漢(Framingham)風
險指數」預估出10年冠心病風險有多高。 

 進入電腦軟體來做預估 

 http://hp2010.nhlbihin.net/atpiii/calculator.asp可用來預估一個人10

年內會有一個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風險。 

 另一英文版本https://www.heart.org/gglRisk/main_en_US.html 

     較複雜，需輸入更多資訊。 

 世界衛生組織在2008年出版的「心血管疾病預防
」心血管風險評估和管理袖珍指南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8/9789245547242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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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到風險結果時，要記得下列
幾個觀點： 

這風險結果只是預估值 

你的實際風險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與此
預估值相同。 

若你已有心臟問題或糖尿病，這結果
對你不一定真實。 

這結果不是用來提供您醫療或其他專
業意見(不是藥師做診斷，而是轉介或自我照顧

教育)。 23 



對有心血管風險因子者 

預防心血管疾病的在家自我照顧 

(一) 改變飲食習慣 

(二) 戒菸 

(三) 少喝酒 

(四) 規律運動 

(五) 維持理想體重 

(六) 使用抗高血壓藥物 (依等級) 

(七) 使用降血脂藥物 (依等級) 

(八) 使用抗血小板藥物 (依等級)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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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檔案紀錄 

 

           社區藥局             藥師          評估日期: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地址: 

電話: 體重:      公斤 身高:      公分 BMI:      kg/m
2
 

性別: 男 / 女 腰圍:     公分 生活/工作壓力大小: 

生日:   年  月  日 飲食習慣: 

年齡:     歲 運動習慣: 

直系親屬心血管疾病家族史: 

個案是否有□短暫缺血性發作、□心血管氣球擴張術、□繞道手術、□周邊動脈血管疾病、

□腿部血循環手術、□頸動脈疾病、□裝心血管支架、□心絞痛、□心肌梗塞 

 

抽菸紀錄 

□ 每天 0-1 包 

□ 每天大於 1 包 

□ 曾有吸菸史 

□ 企圖戒菸 

□ 沒吸菸 

喝酒習慣 

□ 每週少於兩次 

□ 每週 2-6 次 

□ 每週大於 6 次 

□ 偶爾應酬喝酒 

□ 平常不喝酒 

茶/咖啡習慣 

□ 每天少於 2 杯 

□ 每天 2-6 杯 

□ 每天大於 6 杯 

□ 有咖啡因依賴史 

□ 平常不喝茶/咖啡 

是否有下列疾病: 

□ 高血壓 

□ 糖尿病 

□ 心臟病 

□ 高血脂/膽固醇 

□ 中風 

收縮壓/舒張壓:    /     (日期) 清晨空腹血糖值:       mg/dl (日期) 

服用降血壓藥:  □ 是  □ 否 總膽固醇: LDL 膽固醇: 

是否為代謝症候群:  □ 是  □ 否 HDL: TG:       mg/dl 

預估您的心血管疾病風險是:      %，屬於    風險 

 

藥師建議處置: 

□請盡快尋求醫師診治   □做發炎指標的檢查 

□做自我照護，包括: 

 

 

 

 

 

 

 

 

個案簽名: 



願  景 

強化調劑的臨床功能(判斷性服務、諮詢服務) 

社區藥局經營形態與形象的改變  

                (需要更多兩位以上藥師執業的社區藥局) 

 有藥師調劑與用藥管理，另有藥師做藥事照護 

 有藥師關心民眾健康，願保護民眾用藥安全 

有健保給付藥師的各項專業服務  

                                              (全聯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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