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2014.350

電子智慧   藥局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電子智慧

藥局

致力提升用藥品質的臺中慈院藥劑科，同時獲

得國家品質標章以及醫療品質獎金獎雙料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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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馬來西亞爆發一起八個月大的

嬰兒因熱診就醫，卻因用藥錯誤，而導

致塗抹藥物數天後，皮膚出現如燙傷潰

爛的痕跡，不久後就全身紅腫、皮膚乾

裂，緊急送到大醫院治療，卻仍在一個

月後因嚴重過敏導致血液感染而不幸往

生。

而在臺灣，去年五月也曾發生診所醫

師因替病人治療氣喘時，誤開氣喘病人

禁忌用藥，導致病人在服藥後失去呼吸

心跳，急救後成為植物人，因而被起訴

判刑。藥品的正確與否，除了關係著疾

病能夠被治癒，稍有不慎，甚至還會危

及生命。

藥品可以治病、但也有可能致命，

因此把關格外重要。在臺中慈濟醫院，

當一位病人到醫院診間就醫，醫師開了

處方後，直到病人從領藥櫃檯拿到手

上，這份藥品其實早已經旅行了好幾個

環節。因為每一份的處方從處方調配、

確認品項、病人的適應情況、有無過敏

史、用藥方式及劑量是否正確，都得透

過藥劑科的藥師分工處理，最後才能交

付到病人使用，發揮藥品最大的功效。

一份門診處方，最少就需要經手三位藥

師才能完成。

表面上藥師就只是把藥品依據處方

放進對應的袋子中，但就像鴨子划水，

實際上背後得依靠完善的流程及品質管

控，藥師各司其職地為用藥安全把關，

才能「又快又好」地將藥送到病人手

上。

醫師下單  藥師宅配到手

如果在整個藥品供給鏈上，把醫師比

喻成下訂單的人，那麼藥劑科就像倉儲

兼宅配公司，將指定藥品送到指定的收

貨人手上——領藥櫃檯的病人，或是各

個病房。

例如住院用藥，藥劑科從收到醫師開

單的那一刻起，就要依照處方內容正確

的完成調配藥品，並放到各病房的傳送

車內，再交由傳送人員將藥品分送到各

個病房的護理站，護理人員才能逐一將

藥品分派給病患服用或使用。

不同於宅配公司只要負責把東西送

到，藥師還需要判斷訂單是否適合病

人，需將病人狀況進行全盤考量，檢查

用藥是否正確，避免醫師點錯藥品，都

沒問題後才能送到病人口中，並持續提

供全面的諮詢及控管。

拿到藥的病人，可以從藥袋輕鬆了解各項藥品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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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候藥叫號系統

從病人需求出發

由於需要相當仔細以確保每份藥品的

安全，配藥的時間上很難打折，因此各

大醫院的領藥櫃檯總是呈現大排長龍的

景象。為了解決這種情況，臺中慈院藥

劑科跳到病人的角度，首創研發「領藥

『紅綠燈』—iSMART動態候藥叫號系
統」，果然成功解決排隊人潮，還一舉

獲得 SNQ國家品質標章及 Smart Care
醫療照護標章肯定。

「領藥只剩六分鐘，那你先叫爸爸去

開車，等我領完藥就剛好可在大門口接

我們。」因為了解當前的領藥進度，所

以在領藥區等候的一位年輕媽媽可以同

時規劃接續的事項，這也是在臺中慈院

領藥才能享受到的方便措施。

「iSMART動態候藥叫號系統」主要
是透過領藥櫃檯前放置的紅綠燈看板，

即時顯示每個領藥號碼的進度，當顯示

紅燈時，除了告知藥品尚未完成，也會

同時標示等待時間，出現綠燈就可以到

指定櫃檯領藥，打破以往單、雙號領藥

的模式，讓病人可以清楚知道還要等多

久，讓他們安心。

除此之外，這套系統也讓臺中慈院成

為全國第一個讀健保卡核對身份才發藥

有了「iSMART 動態候藥叫號系統」，讓病人能

不急不徐的等待。領藥櫃檯上的紅綠燈看板，讓

病人隨時查詢藥品是否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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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院藥局。藥師讀取健保卡時，除了

最基本的身份及藥品核對，還能更進一

步做到當日不同科別、不同領藥號的檢

核和提醒，同時檢查批價繳費的情況，

實現單一窗口服務，讓病人不用在各個

櫃檯之間奔走，藥師也能在發藥時一次

整合病人目前的用藥與衛教提醒。

「我們期待這套系統可以幫藥師、幫

病人多一道把關的機制，更重要的是期

望這套系統可以為病人帶來更多的便利

和貼心的服務。」從啟用實行至今都維

持在九成以上的高滿意度。臺中慈院藥

劑科陳綺華主任驕傲地說，「病患現在

在臺中慈院領藥，大多願意舒服的坐在

椅子上等待領藥，而不是像過去一樣爭

先恐後的往發藥櫃檯排隊。」

QR-code即時查  藥包也加註

除了改善病人領藥的不便，藥劑科

在藥袋與藥包上也下了許多功夫。過去

為了病人的用藥安全，總是會在藥袋上

註記許多資訊讓用藥人辨識，從三餐用

藥，到藥品名稱無一不包，因此藥袋越

來越大包。臺中慈院藥劑科考量到未來

的網路科技趨勢，推動「領藥資訊『袋』

著走」改善專案，在藥袋上同時加上

QR-code(快速響應矩陣碼 )以及藥品的
彩色圖片，方便病人辨識藥品及隨時查

詢。

然而藥袋總有遺失的時候，因此藥

劑科進一步在裸錠口服藥包上也加註了

QR-code，即使病人不小心把藥袋給遺
失或是污損了，都還可以藉由藥品上的

QR-code透過智慧型設備來查詢；可
以說病人需要的，藥局都先想好了。

藥袋上不但印有彩色藥品圖片，還有藥品簡介

及 QR-code。

口服藥包上面也貼心印上 QR-code，讓病人不
用擔心藥袋遺失後忘記藥品的名稱和服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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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家庭藥師制度

用藥履歷全程把關

此外藥劑科也發現，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電腦系統已經替藥師做了太多

事，但唯一沒辦法替代的，就是跟病人

面對面的衛教。

因此，陳綺華主任帶領藥劑科進一

步推動「家庭藥師制度」，讓病人每次

在看診前能夠先找固定的藥師先協助進

行用藥的諮詢，包括主動了解病人是否

有在其他醫院領藥或者服用健康食品，

進行全盤的評估和整合後再給予專業意

見，讓病人回去和看診時可與醫師溝通

自己的需要，有效的幫病人用藥把關。

雖然臺中慈院的家庭藥師制度目前才

剛在起步階段，初期只有收錄了八十位

病人，但是平均下來已經為每位病人減

少了二至三項重複或不必要用藥。由於

大受好評，藥劑科也決定二○一四年將

開始擴大服務對象至接受化學治療的病

人，針對罹患乳癌、肺癌與大腸直腸癌

的患者，尤其是首次接受化療的病人，

在施打前置藥時，化療藥師就會面對面

的給予化療前、中、後的藥品衛教，提

供關懷與心理建設，讓病人能清楚了解

接受治療後即將面對的副作用及如何進

行預防。

除了在給藥、用藥的軟體品質上改

善，臺中慈院也在新院區啟用了敬老領

藥櫃檯，將領藥櫃檯的高度降低，讓長

者和行動不便的人能夠以坐著的方式來

領取藥品和聽取藥師的用藥指導，將領

藥的不方便降至最低。藉由軟硬體的同

時改善，也讓不同族群的民眾都能獲得

最好的照顧。

急救車藥品源頭管理

病人照護更妥善

除了從病人的角度思考，藥劑科還進

一步試著滿足「內部顧客」，針對護理

人員的工作需求，與護理部共用設計出

了「急救車藥品換盤」這項全國創舉，

除了備受評鑑委員稱讚，也讓許多醫學

中心爭相來向臺中慈院取經。

陳綺華主任指出，一直以來，病房

急救車藥品的管理都讓很多醫療院所感

到十分棘手，原本藥局傳統的管理方

式，只能定期清查急救車藥品品項、數

量與效期，縱使病房的護理人員天天三

班點藥，用掉一支就補一支，雖然確保

了品項、數量正確，但藥品的效期卻總

是不一樣，以往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護

臺中慈院的「家庭藥師」可以協助整合用藥資

訊，減少藥物浪費和副作用，也能給予民眾最正

確的用藥觀念。圖為臺中慈院的家庭藥師在敬老

領藥櫃檯前，向坐著領藥的民眾解釋各種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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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得事先把即將過期的藥品貼上紅

貼紙，提醒護理人員優先使用。雖然有

效，卻也讓護理人員增加不少工作負

擔。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臺中慈院採用

「從源頭管理」的方式，新添「急救藥

品盤」。一旦病房使用過急救藥品後，

就將「急救藥品盤」送回藥庫，由藥師

親自確認所有藥品的品項和單一效期。

在確認的同時，也將全院急救藥品效期

建檔，當藥品即將過期，同仁就能夠第

一時間知道是哪一個急救藥品盤需要更

換。

陳綺華主任說，雖然以往定期查核的

藥品變成天天查核，或多或少增加了藥

劑科同仁的負擔，但由於將工作量分散

在每天，因此藥劑同仁也都能接受。而

更重要的是原本護理同仁每天必須照三

班點交藥車，即使一班只花了三分鐘，

全院有四十多臺藥車，換算下來，一天

就花掉至少十個半鐘頭，而這些時間他

們可以將病人照顧得更妥善。

電子化系統導入

藥品管理更安全

「剛剛醫師開的藥品，傳送人員去拿

了沒呢？」因應病人病情的改變，醫師

常需要更改用藥，而送藥的過程，讓藥

師經常接到護理人員著急詢問的電話。

這樣一來一往的電話確認，在無形中也

加重了護理人員和藥師的負擔，因此臺

中慈院建構「條碼給藥系統」，讓所有

藥品在出入關卡時透過條碼來進行記

錄，隨時方便查詢給藥進度，也順利解

決這項溝通的問題。

藉著電子化系統，藥劑科更進一步整

合住院病人的自備藥品管理，讓用藥安

全更上一層樓。陳綺華主任指出，現今

國內的自備藥管理幾乎都是以紙本方式

記錄，從病人安全的角度來看是很不安

全的，而「病患自備藥管理系統」就是

在這情況下孕育而生。

目前市面上有一萬多種藥品，而臺中

臺中慈院藥劑科設計「急救車藥品盤」，由藥

師源頭管理病房各種藥品的使用更換，每天更

新送至病房，讓護理人員使用更方便，也提升

照顧病患的品質。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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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院只有八百多個品項，這龐大的差距

也突顯了病患自備藥品的管理難度。如

何將一般病人自行帶到醫院的藥品，收

整到現存的藥品管理系統中進行管控，

經過多次和護理部、資訊室討論，最後

總算找出方法，就是只針對特定藥品進

行監控的「病患自備藥管理系統」。

譬如陳小姐入院後，病房護理人員

就會詢問她原本正在服用的藥品，若是

慈院也有，會請陳小姐先暫停使用自備

藥，而由慈院藥劑科與醫師討論後找出

同樣或可替代的藥品，再隨同醫囑開出

的其他藥品一起給陳小姐服用，但若是

健保管制不能重複開立的特定藥品，則

請病人交由藥劑科，經由藥師核可、建

檔管理，再由藥劑科循醫囑配藥一起配

送至病房給病人使用。

「病患自備藥管理系統」主要是運用

醫院統合藥品的單一劑量給藥系統仔細

確認病人的過敏史、用藥劑量、頻率等

資料，判斷病人是否能夠使用該藥品，

在不改變醫師處方的行為和護理人員的

作業前提下，不但分攤了護理人員的工

作，更能為病人用藥安全把關。

因為凡事都以病人的角度思考，不但

便民又提高用藥品質，臺中慈院藥劑科

也在二○一三年獲得第十四屆醫療品質

獎金獎、第一屆 Smart Care智慧醫院
標章以及 SNQ國家品質標章等三項肯
定。

陳綺華主任表示，只要不被現有做

法限制，也不以「難度高、行不通、做

不到」為理由，運用跨領域資訊科技去

嘗試突圍創新，才能造就如此亮麗的成

果。因為品質改善的腳步永無止境，持

續以病人為中心，就會帶來更好的服

務。

臺中慈院的藥劑科團隊，用心用

專業守護每個病人的藥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