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師中藥專業養成暨人才培育計劃

藥劑部中藥科

蔡邱轔

110.04.08

1



8-star pharmacist (WHO)

決策者

溝通者

領導者

管理者

終生學
習者

教育者

研究者

（care-giver） （decision-

maker）

（communicator）

（leader）

（manager）

（life-long learner）

（teacher）

（reasercher） 照護提供
者



國內法源依據(藥師法)

藥師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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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藥事照護相關業務。



藥事法第28條 (中藥販賣之管理)

中藥販賣業者之藥品及其買賣，應由專任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
達適當標準之藥師或藥劑生駐店管理

藥事法第29條 (中藥製造業之管理)

中藥製造業者，應由專任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
師駐廠監製。

藥事法第15條 (中藥販賣業之定義)

經營中藥批發、零售、調劑、輸入及輸出之業者

藥事法第37條

中藥之調劑，除法律另有規定，應由中醫師監督之

國內法源依據(藥事法)



執業中藥四大核心能力

一. 具中藥(材)基本知識
及應用能力

二. 具中藥材鑑定與炮製
能力

三. 具中藥品質管控與製
程確效能力

四. 具中藥臨床調劑與服
務能力

摘錄 106.12.27衛福部藥師修習

中藥課程檢討會議紀錄



6



教 考

用 訓



第一階段

學校中藥

教育(17學

分)

第二階段

畢業前(後)

中藥實習

訓練160

小時(UGY)

第三階段

畢業後新

進人員訓

練2年

(PGY)

第四階段

中藥指導

師資培育

(中醫負責

醫師與藥

學訓練)

第五階段

藥師中藥專業養成五階段

中藥臨床

專科藥師

訓練(專業

進階)



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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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藥教育



中藥概論(1)

本草(2)

中藥方劑學(3)

中藥炮製(3)

現行條文

生藥學(7)

中醫藥概論(2)

現代本草學(3)

方劑學(3)

中藥炮製學(3)

修正條文

生藥學(4)

中醫概論(含中醫醫學理論、證型等)及中藥概論(含
中藥發展史、中藥材之應用及管理等)

中藥藥物學(2)

藥用植物與載於固有典籍(如本草綱目)、中華藥典或
臺灣中藥典之中藥材沿革與構造鑑別

中醫藥方劑理論，組成中藥材，配伍及禁忌，丹、
膏、丸、散、湯、膠、露、酒等製劑之介紹與實驗

中藥材之煉、炮、炙、煨、伏、曝等加工調製方法
之介紹與實驗

基原、成分、生合成、藥理、藥效之介紹與實驗

中藥性味、歸經、成分、主治效能、藥理及藥性分
類等之介紹與藥材鑑定

中藥實習160小時：實習場所不限一處，每一場所至
少80小時；包括中醫醫療院所(須設有中藥調劑部門)、
中藥製藥廠、藥局(須兼營中藥業務)或中藥販賣業

109學年度108學年度

中藥製劑之製造、供應及調劑資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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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兒科學應用

中醫藥診斷治則概念

中藥內科學應用

中藥婦科學應用

中藥功效概論

中藥外傷科學應用

肺系病機中醫治法與臨方應用

脾胃病機中醫治法與臨方應用

中藥配伍禁忌

心系病機中醫治法與臨方應用

腎系病機中醫治法與臨方應用

中藥性能應用學

肝膽病機中醫治法與臨方應用

中藥藥源性疾病與不良反應

中西藥交互作用

臨床養生藥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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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藥源性疾病與不良反應

中藥臨床藥理學

中藥藥學服務

中藥處方點評

中藥臨床藥學導論

臨床中藥藥物治療學

中藥藥物經濟學

中藥治療藥物監測

中藥藥學資訊檢索與應用

中藥藥性導論

中西藥物配伍

中藥藥事管理

中藥臨床藥學基本技能與實踐

常用方劑臨床使用

臨床常用中藥飲片鑒別技能

實證中藥學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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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前中藥實習訓練(UGY)



強制納入中藥實習SWOT分析

S
O

T
W

Weakness劣勢

• 許多學校實習時數已滿載

• 醫院中藥局規模差異大

• 社區藥師擔心能力有限，投入

實習指導意願低。

• 中醫診所、中藥廠與中藥販賣

業等場域聘請藥師執業意願少。

Strenghts優勢

• 醫院實習制定已臻完善

• 社區藥局實習已經開展

• 藥學教育開始規劃分流

• 醫院中藥局、社區中西藥

局各縣市廣佈。

• 已培育許多實習指導老師

Opportunities機會

• 此計畫藥師主導性高，

可超前部署。

• 提高中藥執業門檻，不易被其

他取代。

• 盤點一切中藥教育問題，凝聚

產官學及各公學會共識。

Threats威脅

• 政令已頒布，新制今年上路。

• 計畫時程緊迫，訂有多項KPI。

• 外界虎視眈眈，輿論不支持。

• 社區藥局實質進場不多

• 西藥社區藥局實習制度紊亂，

如果再加入中藥恐怕更嚴重。



規劃中藥實習制度



規劃中藥實習制度



規劃中藥實習制度

1. 具中華民國藥師或中醫師資格，並持有效之相關執業執照。
2. 具有兩年以上從事中藥學臨床相關執業經驗。
3. 具有兩年以上從事中藥相關執業經驗之中藥販賣業者或製造業者，且獲得各大學藥學系或

藥師公會全聯會之推薦。



規劃中藥實習制度

1. 申請中藥實習之藥師或藥學生須修習完成實習單位要求之中藥課
程規定時數。

2. 若實習單位無特別規定，則以完成「藥師從事中藥製劑之製造供
應及調劑應修習中藥課程標準」1/2學分數為基本，並以具備台灣
藥學會出版《常用中藥》所列中藥品項之辨識能力為要求。

3. 藥學生進入職場後補學分將由全聯會負責統籌，委由九大藥學院
系執行(包含17學分、160小時中藥實習)，授課師資及課程規劃需
由藥學院系負責，報名者需限制領有藥學系畢業證書者。結業由
九大藥學院系所屬學校發證明。



成立編輯小組撰擬中醫醫療
院所、中藥製藥廠、社區藥
局及中藥販賣業之中藥實習
公版訓練教案、實習手冊以

及製作數位教材。

01

彙整了解各場所中藥實習機
構之收納實習名額概況，製
作「中藥實習場所及其師資

一覽表」。

04

召開至少 2 次中藥實習教案
專家諮詢會議針對所研擬之
中藥實習公版教材、教案及
實習手冊等進行討論。

02

辦理中藥實習種子師資
教學培訓課程至少 3 場

05

了解109學年度入學各藥
學大專院校之學生有意願
參加中藥實習之需求。

03

召開總檢討學者專家座談會

06



UGY 80小時課程設計(以中國附醫為例)



UGY 80小時課程設計(以中國附醫為例)



應用公版中藥實務訓練教材



應用公版中藥教學影音光碟



UGY教學成效評核模式(以中國附醫為例)

調劑DOPS

疑義處方判讀

方劑 組成與功效測驗

藥材辨識測驗



UGY多元化中藥衛教活動(以中國附醫為例)



啟發學生學習中藥的樂趣及獲得滿滿的感恩回饋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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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新進人員訓練(PGY)



教學醫院新進藥師中藥訓練課程指引 (臺灣臨床藥學會公告版本)



中藥局藥師2年PGY核心訓練課程(以中國附醫為例)



中藥局藥師2年PGY核心訓練課程(以中國附醫為例)



訓練主題 時間 內容

門診調劑

合計

2.5個月

調劑台藥品擺設、藥品認識(外觀、藥理分類)、門診疑議處方判讀、

調劑作業、退補藥作業、雙人核對(數量、品項、交互作用等)、缺

藥處理步驟、發藥作業流程、管制藥品電腦管控及調劑流程、知悉

各項作業標準書

癌症病人、

神經內外科病人

住院(針劑)藥品調劑

住院交接班作業、篩選及判讀住院疑議處方、針劑藥品調劑作業、

藥車藥品之調劑與擺設、特殊藥品調劑及發放、住院退藥

住院處方審核

疑議處方之聯絡處理與記錄、健保用藥規定與查詢、藥物安全監測、

用藥異常事件通報 (如藥品不良反應、不良品、Near miss、

Medication errors)

門診藥物諮詢 0.5個月

交付藥品時之用藥指導、藥品諮詢系統與書籍應用、藥品諮詢工作

內容認知、病歷與藥歷系統資訊查詢、藥品整合系統之使用、衛教

單張之應用、與病人溝通之基本能力

中藥局藥師2年PGY選訓西藥課程(以中國附醫為例)



訓練主題 時間 內容

中藥調劑給藥作業 1個月
(1) 門診中藥處方調劑及給藥作業

(2) 住院(或會診)中藥處方調劑與給藥作業

中藥煎煮作業 半個月

(1) 門診飲片煎煮流程及注意事項(大型煎煮機)

(2) 住院飲片煎煮流程及注意事項(小型煎煮鍋)

(3) 出院帶藥飲片煎煮流程及注意事項

中藥藥品採購、驗收、貯存
管理作業與常用中藥材辨識(
含毒劇藥)

半個月

(1) 中藥採購及驗收注意事項暨規範

(2) 藥品進用申請、臨時採購作業流程

(3) 中藥之保存、儲存條件與技術、變質藥品處理作業

(4) 藥品效期管控

(5) 臨床常用中藥材辨識(含毒劇藥)、臨床經驗鑑別方法、中藥

經驗鑑別術語

中藥炮製與製備
中藥諮詢與衛教指導

1個月

(1) 常用炮製方法及炮製藥材辨識
(2) 固有成方傳統製劑製備流程與品管概念
(3) 特殊中藥衛教作業(如固有成方傳統製劑)
(4) 一般門診用藥指導與諮詢
(5) 住院用藥指導與諮詢
(6) 中藥與飲食宜忌
(7) 常見病人用藥諮詢問題

西藥局藥師2年PGY選訓中藥課程(以中國附醫為例)



濃縮中藥調劑與給藥訓練

飲片調劑與給藥訓練

固有成方傳統製劑調劑與給藥訓練

常用飲片與中藥材（含炮製品）之外觀性狀、規格等級辨識訓練

中藥真偽替代、品質良窳之辨識訓練

毒劇藥之認知與貯存管理訓練

藥局經營管理訓練

藥庫管理作業訓練

中藥用藥安全及法規藥典認識訓練

中藥相關中西醫學期刊查詢討論訓練

中藥典籍研讀與討論訓練

住院(或會診)調劑及給藥作業訓練，包括飲片煎煮、出院帶藥衛教與跨團隊照護合作

中藥製劑品質管控訓練，包括濃縮中藥、飲片及成方製劑之製備流程與品管注意事項

臨床中藥學訓練，包括中醫臟腑及各器官系統之病機治法與方藥關係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民國100年開始成立讀書會(以中國附醫為例)

線上名家講授課程
 張庭模教授 《中藥學》講座
 鄧中甲教授 《方劑學》講座
 李德新教授 《中醫基礎理論》講座

網路中醫藥記錄片
 本草中國
 本草中華
 中振說本草、世說本草



外邪

風

濕

寒

暑

火

燥

癢、遊走

水飲(ex.鼻水)、重濁

痛、收引、緊

氣虛→身倦
陰虛→傷津、口渴

熱→口渴、紅腫熱痛

乾→口、咽、鼻、膚

表衛
荊芥、防風、蟬蛻

桂枝、麻黃、乾薑

人參、五味子

麥門冬

薏苡仁、白朮、茯苓
上羌活、下獨活

麥冬、天冬、沙參
玉竹、阿膠、麻仁
清燥救肺湯

黃芩、黃連、黃柏
石膏、桑白皮
銀翹散、普濟消毒飲

香薷飲：外有寒邪內有暑濕



五
臟

肝

心

脾肺

腎 物
質

精

氣血

神
志

喜
怒驚

憂恐

思 悲

協
調

統
合

提
供

七情內傷

七情內傷



化瘀止血藥

藥名 三七 茜草 蒲黃 五靈脂
(活血化瘀)

血竭 花蕊石 降香

性味 甘、微苦、溫
歸肝、胃經

苦、寒
歸肝經

甘、平
歸肝、心
包經

苦、甘、
溫
歸肝、脾
經

甘、鹹、
平
歸心、肝
經

酸、澀、
平
歸肝經

辛、溫
歸肝、脾
經

功效 化瘀止血、活血
定痛

涼血化瘀
止血、通
經

化瘀止血、
利尿通淋

化瘀止血、
活血止痛

化血療傷，
止血生肌

化瘀止血 化瘀止血、
理氣止痛

臨床
應用

出血証
跌打損傷、瘀滯
腫痛
虛損勞傷,有補
虛強壯的作用

血熱夾瘀
之出血証
血瘀經閉、
跌打損傷、
風濕痹痛

出血証
瘀血痛証
血淋尿血

瘀血阻滯
之出血証
瘀血阻滯
之痛証

跌打損傷、
瘀血疼痛

出血証 瘀血阻滯
之出血証

瘀滯出血者，宜選用化瘀止血藥

又名:田七
五加科植
物三七的
乾燥根及
根莖

原名:茜根
茜草科植
物茜草的
乾燥根及
根莖

香蒲科植
物水燭香
蒲、東方
香蒲或同
屬植物的
乾燥花粉

鼯鼠科動物
腹齒鼯鼠的
乾燥糞便
分糖靈脂與
靈脂米





湯頭歌訣創意學習遊戲(以中國附醫為例)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自行建置原藥材教學標本(以中國附醫為例)

建立包含：大黃、川芎、
天麻、木瓜、丹參、白朮、
白頭翁、水蛭、知母、當
歸、金銀花、滑石、蒼朮、
蒼耳子、枳殼、栝樓實…
等133項原藥材標本。



蒐集易混淆中藥飲片及圖片看板(以中國附醫為例)



拍攝中藥炮製教學影片(以中國附醫為例)



製作核心課程數位化教材(以中國附醫為例)

25部
數位教材



上傳至醫院電子教學平台

也可以利用
手機進行
線上端確認
學習成效



OSCE與DOPS考核(以中國附醫為例)



中藥2年PGY學習歷程 E-portfolio (以中國附醫為例)



第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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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臨床指導師資培育



課程主題 課程大綱

中藥藥政管理

1. 中藥藥政
2. 中藥(材)品質管理
3. 中藥材邊境查驗制度
4. 含中藥材成分之產品管理
5. 不法藥物與違規態樣

109年規劃藥學教育中藥
實習制度及師資培訓計畫

說明

1. 計畫簡介
2. 160小時中藥實習規劃說明
3. 未來期望

如何成為中醫藥專業達人
藥師

1. 介紹藥師於中醫醫療機構的角色及功能
2. 如何引發學生中藥執業的興趣
3. 中醫醫療機構實習課程安排與規劃
4. 中醫醫療機構實習實務介紹

社區藥局及中藥販賣業實
習規劃共識及其重要實務

1. 介紹藥師於社區藥局以及中藥販賣業的角色及功能
2. 傳統中藥販賣業如何將藥材辨識、文創新品、舊有傳

統中藥文化在新式藥局發揚光大
3. 如何引發學生中藥執業的興趣
4. 社區藥局以及中藥販賣業實習課程安排與規劃
5. 藥局與販賣業實習實務介紹

中藥廠實習規劃共識及其
重要實務

1. 介紹藥師於中藥廠的角色及功能
2. 如何引發學生中藥執業的興趣
3. 中藥廠實習課程安排與規劃
4. 中藥廠實習實務介紹

中藥用藥安全指導實務
1. 中藥用藥安全實務解析
2. 中藥藥品安全監測與不良反應通報

 課程內容針對計畫緣由
、方向及進度說明。

 提出各實習場域與學生
實習相關的「重要本職
學能」分享。

 加上中藥用藥安全、中
藥不良反應(含通報系
統介紹)以強調中藥執
業對用藥安全性的重視
。

 參加者日後可參加計畫
下年度舉辦之中藥實習
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台中場：6/20、6/27
台北場：7/25、8/1
花蓮場：8/14、8/15
高雄場：9/5、9/12





舉辦中藥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課程(For中醫負責醫師指導師資)



108年中藥藥品製備實作教學(以三伏天為主題)

播放技能訓練中心製作灸療膏教學影片
發給製作材料實際操作
請各組標記穴位敷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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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日期與地點

中區7/18(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北區8/22(日)：高雄長庚醫院

南區8/29(日)：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時 間 主 題 課程形式 講師

08:50~09:10 報 到 / 前測評量

09:10~10:50
藥品調劑實作教學

(含中藥疑義處方案例教學)

上課/分組演練
中國附醫

詹士賢組長

10:50~12:30
藥品給藥衛教教學

(含臨床諮詢案例教學)

上課/分組演練
中國附醫

吳旻峰藥師

12:30~13:30 午 餐

13:30~15:10

中藥藥品製備實作教學

(含藥材炮製與藥劑製作教

學)

上課/教學影片/分組實作
中國附醫

涂慶業組長

15:10~16:50
中藥不良反應案例教學

(含藥品交互作用案例教學)

上課/文獻評讀/分組報告
中國附醫

李雅玲藥師

16:50~17:10 課程回饋 / 後測評量

110年中藥臨床教學實務訓練課程規劃(For中醫負責醫師指導師資)





109年培育醫院藥師計畫執行重點



撰寫中藥實務教案 (109年度為例)

題型類別 題目

中藥疑義處方案例教學

柴胡清肝湯與柴胡疏肝湯之用藥釋疑

形音相似之疑義處方探討(左歸丸與右歸丸)

麻杏甘石湯之疑義處方

中藥藥物諮詢案例教學

病人申訴給藥錯誤OSCE教案

正確認識中藥轉骨方之衛教教案

經期活血化瘀藥使用之OSCE教案

病人擔心中藥引發腎損傷之OSCE教案

中藥不良反應案例教學
(含藥品交互作用案例教學)

麻黃中藥製劑之中西藥交互作用教案

以高血壓為例中西藥是否可以併服教案

蒼耳子中毒不良反應評估案例

中藥藥品製備實作教學
「阿膠珠」炮製操作教案

「舒絡精油」製劑操作教案

中藥飲片鑑別教學
「柴胡」、「夏枯草」不良品鑑定教案
「桑寄生」、「木通」真偽品鑑定教案



主題 (比類取象) 品項選定

外觀相似-正品 細辛/徐長卿，升麻/漏蘆，萆薢/土茯苓，麥芽/浮小麥/穀芽/粳米

外觀相似-真偽 蒲公英/兔兒菜，山梔子/水梔子，酸棗仁/顛棗仁，玫瑰花/月季花
名稱相近-大小本 大金櫻/小金櫻，化石樹/化石草，大茴香/小茴香，大本丁豎杇/小本丁豎杇
名稱相近-香料藥材 公丁香/母丁香，草豆蔻/肉豆蔻，白豆蔻/紅豆蔻
名稱相近-顏色 黃耆(白皮耆)/晉耆(紅皮耆)，白芍/赤芍，墨旱蓮/紅旱蓮
名稱相近-南與北 北大黃/南大黃，北沙參/南沙參，北五味子/南五味子，北劉寄奴/南劉寄奴
名稱相近-行不行，通不通 王不留行/野牡丹，通草/木通/川木通/關木通

名稱相近-正品 川牛膝/懷牛膝/味牛膝，佩蘭/澤蘭，白附子/白附片，川烏/草烏，黃連/胡黃連

名稱相近-真偽 石菖蒲/水菖蒲/九節菖蒲，山慈菇/光慈菇，薑半夏/水半夏，胡麻仁/亞麻仁

一藥名多基原 葛根，黨參，決明子，川貝母/浙貝
一屬多藥材-薑黃屬 薑黃，鬱金，莪朮，片薑黃

一物種多藥材(用部不同)
荷葉/蓮子/石蓮子/蓮子心/蓮藕，桑葉/桑枝/桑白皮/桑椹子/桑寄生，

大青葉/板藍根/青黛，大腹皮/檳榔

一物種多藥材(年限不同) 枳實/枳殼，烏頭/附子，廣皮/陳皮
民間蛇藥(抗癌藥) 白花蛇舌草/水線草，半枝蓮/半邊蓮

與數字五有關 五倍子，五加皮/香加皮，刺五加/三葉五加/紅毛五加，五靈脂
特殊別名 續斷(六汗)，肉蓯蓉(大云)，淫羊藿(仙靈脾)，甘草(國老)，牛蒡子(大力子)

春夏秋冬 春砂仁，夏枯草，秋丹石，冬葵子/冏麻子

拍攝中藥飲片鑑別實務教材 (110年度重點)



主題 課程大綱

中藥不良反應與中藥藥
源性疾病

兩者的定義與範圍、台灣 ADR通報發生率與發生案件分享、 ADR發生率上升與
發生原因探討、中藥藥源性疾病表現與品項(腸胃系統、肝臟系統、皮膚疾病、
呼吸循環系統、神經系統、泌尿系統、血液系統)、中藥不良反應通報系統與罰
則介紹、中藥不良反應通報評估量表介紹、中藥藥源性疾病的防治方針……等。

中藥異常物質管控及相
關法規藥典

《藥事法》、《臺灣中藥典》與中醫藥行政管理法規介紹，中藥材及中藥製劑
品質管理規範、進口中藥材品質管理措施、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可同時提
供食品使用之中藥材管理規範、可供食品使用原料之管理規範、毒劇藥品與禁
用中藥材(含保育類藥材)之管理……等。

中藥調劑與給藥

中藥處方判讀、各類藥品擺設、調劑設施設備介紹、調劑與給藥SOP、處方醫
令防錯機制、藥品調劑防錯機制、人員安全防護機制、飲片特殊處置介紹、中
藥不良品通報、藥品保存養護、毒劇中藥管理與給藥、異常事件處理、發藥衛
教指導……等。

藥品交互作用
配伍變化關係、物理性/化學性交互作用，藥動學交互作用(吸收/代謝/排泄)、
藥效學交互作用(協同/拮抗)、中西藥交互作用、藥物與食物交互作用……等。

中藥配伍禁忌
配伍禁忌、妊娠禁忌、飲食禁忌、証候禁忌、老人用藥禁忌、小兒用藥禁忌、
肝損傷病人用藥禁忌、腎損傷病人用藥禁忌……等。

拍攝中藥用藥安全實務教材 (110年度重點)



臨床混成式課程發展四階段 創意教學科技融入臨床教學

 臨床混程式學習教育理念：
良好知識結構
引領知識於應用活動中
同儕與師生互動強化學習

 線上端知識學習：
教材架構劃分與命名、內容呈
現設計、評量試題、錄製技巧

 面對面端臨床教學活動：
確認線上知識理解程度、適當
說明教學活動重點、以應用活
動為主連結線上主題、教學評
估與回饋、團隊討論

整體觀念 面對面端教學活動

 socrative融入臨床教學
 三者皆滿足，才有帶入的必要性

科技的易用
科技的有用
與應用科技的態度

 個人評量：可瞭解知識理解程度
 小組競賽：可增進同儕合作學習
 使用時機與目的：

前: 掌握先備知識
中: 小組合作學習
後: 評估學習成效

多媒體教材設計心法

 辨識重點：一致性原則
 圖像呈現：

抽象內容圖像化
邏輯關係圖解化
細節內容關鍵字呈現

 重點強化：
訊號原則(線條、符號、顏色
強化重點)、相鄰原則

 視覺美感：
字體(非襯線體)、配色(單色的
暗色與淡色組合)、圖片(滿版，
增加視覺張力)、對齊

線上端教材製作

邀請教育專家親自指導教學技巧(中國附醫)



運用教學基金購置圖書及設備(中國附醫)

項次 書籍名稱 項次 書籍名稱 項次 書籍名稱

1 大坑藥用植物解說手冊：1至5號登山步道 21 本草綱目中藥學 41 漢英雙解中醫小辭典

2 中國藥用植物種子原色圖鑒 22 現代中藥商品學 42 百科藥草

3 中國藥用動物原色圖鑒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藥材及原植物彩色圖鑒

(上下冊)
43 百寶藥箱

4 全國中草藥彙編(第三版)(卷一) 24 中藥飲片標準圖鑒 44 飲食宜忌與食物搭配綜合大典

5 全國中草藥彙編(第三版)(卷二) 25 中藥材鑒定圖典 45 中醫兒科學

6 全國中草藥彙編(第三版)(卷三) 26 中藥飲片炮製彩色圖譜 46 中醫眼科學

7 全國中草藥彙編(第三版)(卷四) 27 青草世界-彩色圖鑒（三） 47 中醫基礎理論數位教材(光碟)

8 常見疾病保建植物手冊 28 常用中草藥彙編原植物彩色圖鑒 48 中藥不良反應與警戒概論(簡體書)

9 常見藥用植物圖鑑：強力推藨500種 29 最新中藥材真偽圖鑒 49 常見藥物不良反應與救治：中藥分冊(簡體書)

10 彩色藥用植物圖鑑《超強收錄500種》 30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0版）（一部） 50 中藥學綜合知識與技能

11 當代藥用植物典1冊 31 中藥飲片用量標準研究 51 實用中藥臨床調劑技術

12 當代藥用植物典2冊 32 福字阿膠 52 中醫藥養生彩色圖譜

13 當代藥用植物典3冊 33 (英漢對照)新編實用中醫文庫-中藥學 53
臨床中藥學科服務手冊：中藥不良反應與警戒
實踐（簡體書）

14 當代藥用植物典4冊 34 臺灣中藥典第二版 54 中藥合理應用指導手冊(第二版)（簡體書）

15 新編中藥志（共五卷） 1套5本 35 (英漢對照)新編實用中醫文庫-中醫基礎理論 55 基礎與臨床中藥毒理學

16 臺灣藥用植物圖鑒-輕鬆入門500種 36 (英漢對照)新編實用中醫文庫-中醫內科學 56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5年版)：一部（簡體書）

17 臺灣鄉野藥用植物(一) 37 (英漢對照)新編實用中醫文庫-中醫婦科學 57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2015年版)：四部（簡體書）

18 臺灣鄉野藥用植物(二) 38 (英漢對照)新編實用中醫文庫-中醫骨傷科學 教學用筆記型電腦一台

19 臺灣鄉野藥用植物(三) 39 (英漢對照)新編實用中醫文庫-中醫養生康復學 教學用投影機一台

20 臺灣常用藥用植物圖鑒 40 (英漢對照)新編實用中醫文庫-中國針灸 教學用藍牙專業擴音器一台



 101年度中藥藥事服務PBL教案模式之建立計畫

 102年度建立中藥臨床技能操作能力評核模式(DOPS) -內容與其應用、

執行成效初探計畫

 103年度建立中藥團體衛教之情境教案教學模式計畫

 104年度建立中藥飲片鑑定教學評估模式計畫

 105年度建立翻轉教學於中藥臨床炮製課程之應用模式計畫

 107年度建置中藥核心課程數位化教材暨教學評估模式計畫

 108年度建置中藥製劑課程數位化教材暨教學評估模式計畫

申請院內教學改善計畫(中國附醫)



參加院內教學創新競賽並獲獎(中國附醫)



參加院內教學創新競賽獲得特優獎(中國附醫)



中國醫訊

腦中風常用方劑-補陽還五湯 吳姿儀藥師
中醫藥治療更年期症候群涂慶業藥師
守衛孕婦中藥用藥安全李雅玲藥師
桂枝茯苓丸治療婦女經痛應用黃義時藥師
枸杞子、地骨皮與枸杞葉李雅玲藥師
破除坐月子禁忌-大風藥浴包顏婉婷藥師
炮製不同功效各異-槐花溫悅如藥師
綿茵陳與茵陳蒿-黃瑞權藥師
中藥外用散劑之金黃散 蔡炎璋藥師
十全大補湯的研究和應用 涂慶業藥師
探討中藥質量對中醫療效之影響 蔡邱轔
秋冬補品-活力元氣湯 李雅玲藥師
六味地黃丸之臨床功效 賴群丰藥師
纖寧茶-去油解膩的幫手 劉芷妘藥師
吹喉散-本院自製散劑的介紹 涂慶業
失眠的中藥調理 張美玲藥師
天水茶的介紹 吳姿儀藥師
消食藥 陳婉宜藥師
刺蒺藜與潼蒺藜 黃瑞權藥師
荊芥–風病、血病、瘡家聖藥 郭文誠
扶正沖劑對癌症患者的照護 黃義時
傷寒論中的藥物煎煮與炮製法 涂慶業

中國藥訊
(每季一篇)

藥師週刊

2015年度 20篇

2016年度 25篇

2017年度 24篇

2018年度 18篇

2019年度 23篇

2020年度 11篇

2015年度 11篇

2016年度 6篇

2017年度 4篇

2018年度 2篇

2019年度 2篇

2020年度 3篇

鼓勵發表中藥期刊文章
(中國附醫)



參加院外藥學教育論文發表(中國附醫)



第五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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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臨床專科訓練(專業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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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建立中醫住院中藥
藥事照護模式建立計畫

97年

與西藥臨床藥
師申請院內計
畫建立住院病
人共同藥事照

護模式 中藥製劑組改名中藥臨床組
編置組長一名，藥師三名

出版「安全使
用中藥實證寶
典─常用中藥

方劑篇

出版「安全
使用中藥實
證寶典─高風
險西藥與中
藥交互作用

篇」

擴展中藥臨床藥事照護
模式至全國重點醫院

承辦中區中醫藥衛
生教育資源中心

與中醫部合作執行全國推動中醫藥衛
生教育及成效評估計畫

與中醫部合作執行全國中藥藥物不良反應通報系統
整合及教育訓練計畫

與學校教授合作承辦中藥安全使用暨風險管理模
式計畫+建置本土中西藥交互作用資訊平台計畫

與中醫部合作執行「中醫臨床技能評估及中藥臨床
教學訓練計畫」，成立中藥臨床教學訓練中心

98年 99年 100年102年103年104年 106年107年 108年109年

協助健保署執行中
西藥交互作用文獻
探查與資料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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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大陸三甲醫院已開始安排藥師參加臨床會診與查房，從中藥辨證施治原則、藥
物配伍、用藥劑量、用藥時間、用藥禁忌、中藥合理使用等方面展開具體的處方點
評工作；收集、整理、上報、回饋中藥安全資訊，提供中藥諮詢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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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國內中醫專科分科制度的實施，與中醫臨床專家組成導

師團隊，開展中醫門/住診帶教及查房、分科輪訓、病例分

析、制定用藥方案或處方評論、藥歷書寫、中藥(含院內製

劑)上市後安全性及有效性評價、病人用藥教育指導、鼓勵

撰寫實證研究文章等；開發AI輔助決策工具(藥品驗收、審

核處方)，制定中藥臨床藥師培訓目標、培訓原則、培訓方

式、培訓內容、培訓要求及考核要求，以及各中藥臨床專業

服務項目大綱與具體實施細則。



中藥學通科臨床訓練(個人建議)

訓練主題 訓練大綱 訓練內容

跨團隊合作照護
參與以病人為中心之跨領域團
隊照護實作或演練

1.參與多科住院照護團隊治療計畫會議
2.參與預出院會診計畫會議

中藥實證研究 實證醫學資料應用
1.實證醫學基本概念及執行步驟
2.醫學資料庫搜尋技巧與演練
3.中醫藥數位學習資源應用

中藥處方用藥評價 評估病人用藥與治療問題
1.提供類方與類藥選擇之建議
2.病人用藥後療效監測與藥不對症評估
3.藥物不良反應預防、偵測、評估與通報

用藥連貫性照護
多重共病、高風險用藥療程、
多重用藥審視

1.撰寫SOAP書面記錄
2.提供藥品諮詢
3.辨識藥物交互作用
4.找出疏於監測與遵醫囑性問題

中藥品質管理及實
務教學

學習解決問題、溝通、藥事服
務管理與教學能力

1.參與中藥品質改善專案
2.參與學生實習教學活動



臨床中藥學中醫內科訓練(個人建議)

訓練主題 訓練大綱 訓練內容 評估方法

中醫內科常見疾病之
治則與方藥

1.探討中醫內科名醫臨床方藥心
悟

2.評讀中醫內科疾病方藥治療與
研究案例

1. 腎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2. 消渴證中醫治則與方藥
3. 冠心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4. 痹證中醫治則與方藥
5. 肝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6. 老化中醫治則與方藥
7. 肺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8. 過敏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9. 腫瘤中醫治則與方藥
10肥胖證中醫治則與方藥

1.中醫內科常見疾病案
例討論

2.中醫內科藥不對症處
方判讀

3.中醫內科常用方藥擇
優評價

中醫內科實證研究 中醫內科實證研究方法與技巧
中醫內科用藥實證研究的現況與
發展

中醫內科用藥專題研究
練習

中醫內科製劑應用與
研發

中醫內科製劑應用與研發

1.認識醫院中醫內科製劑品項內
容、應用及注意事項，清楚製
劑作業流程與製作原理。

2.參與中醫內科製劑處方研發作
業，並進行中醫內科製劑療效
評估研究

院內中醫內科製劑應用
心得報告



訓練主題 訓練大綱 訓練內容 評估方法

中醫婦科常見疾病之
治則與方藥

1.探討中醫婦科名醫臨床方
藥心悟

2.評讀中醫婦科疾病方藥治
療與研究案例

1 月經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2 帶下中醫治則與方藥
3. 腫瘤中醫治則與方藥
4. 婦女更年期中醫治則與方藥
5. 不孕證中醫治則與方藥
6 妊娠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7 產後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8. 婦科雜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9.坐月子中藥調養與中醫保健
10婦科預防與保健

1.中醫婦科常見疾病案
例討論

2.中醫婦科藥不對症處
方判讀

3.中醫婦科常用方藥擇
優評價

中醫婦科實證研究
中醫婦科實證研究方法與技
巧

中醫婦科用藥實證研究的現況與發
展

中醫婦科用藥專題研
究練習

中醫婦科製劑應用與
研發

中醫婦科製劑應用與研發

1.認識醫院中醫婦科製劑品項內容、
應用及注意事項，清楚製劑作業流
程與製作原理。

2.參與中醫婦科製劑處方研發作業，
並進行中醫內科製劑療效評估研究

院內中醫婦科製劑應
用心得報告

臨床中藥學中醫婦科訓練(個人建議)



訓練主題 訓練大綱 訓練內容 評估方法

中醫兒科常見疾病之
治則與方藥

1.探討中醫兒科名醫臨床方藥
心悟

2.評讀中醫兒科疾病方藥治療
與研究案例

1 .氣喘中醫治則與方藥
2. 腸胃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3. 腫瘤中醫治則與方藥
4. 小兒成長中醫治則與方藥
5. 腸病毒中醫治則與方藥
6. 小兒腎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7 . 小兒雜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8. 小兒心臟病中醫治則與方藥
9. 兒童中藥調養與中醫保健
10青春期預防與保健

1.中醫兒科常見疾病案
例討論

2.中醫兒科藥不對症處
方判讀

3.中醫兒科常用方藥擇
優評價

中醫兒科實證研究 中醫兒科實證研究方法與技巧
中醫兒科用藥實證研究的現況與發
展

中醫兒科用藥專題研究
練習

中醫兒科製劑應用與
研發

中醫兒科製劑應用與研發

1.認識醫院中醫兒科製劑品項內容、
應用及注意事項，清楚製劑作業流
程與製作原理。

2.參與中醫兒科製劑處方研發作業，
並進行中醫內科製劑療效評估研究

院內中醫兒科製劑應用
心得報告

臨床中藥學中醫兒科訓練(個人建議)



訓練主題 訓練大綱 訓練內容 評估方法

中醫傷科常見疾病之
治則與方藥

1.探討中醫傷科名醫臨床方藥
心悟

2.評讀中醫傷科疾病方藥治療
與研究案例

1. 傷科常見疾病方藥組成與規律
2. 外用膏劑開發與製作
3. 傷科常見疾病膏布製作練習

1.中醫傷科常見疾病案
例討論

2.中醫傷科藥不對症處
方判讀

3.中醫傷科常用方藥擇
優評價

中醫傷科實證研究 中醫傷科實證研究方法與技巧
中醫傷科用藥實證研究的現況與發
展

中醫傷科用藥專題研究
練習

中醫傷科製劑應用與
研發

中醫傷科製劑應用與研發

1.認識醫院中醫傷科製劑品項內容、
應用及注意事項，清楚製劑作業流
程與製作原理。

2.參與中醫傷科製劑處方研發作業，
並進行中醫內科製劑療效評估研究

院內中醫傷科製劑應用
心得報告

臨床中藥學中醫傷科訓練個人(建議)



各級醫院藥師專業進階制度標準(臺灣臨床藥學會版)



藥師專業進階標準(以中國附醫為例)



醫院圖

總 結





國內中醫醫療機構與團隊執業現況



精進中醫優質發展計畫

81

• 持續建立中藥臨床技能評估模式，齊一受訓學
員臨床技能測驗方式。

建立中藥教學臨床

技能中心

• 賡續培育中藥學指導教師，完善中藥臨床教學
訓練環境。

培育中藥學指導師資

• 建立中醫藥實證研究及人才培訓基地，及培育
中醫藥臨床試驗專業人員，並與產業鏈結，開
創中醫藥藍海。

建立中醫藥實證研究

及尖端技術人才培訓

• 推動醫院中藥局新進人員PGY教育訓練計畫，及建立
中藥局在職人員專業進階制度訓練與認定標準，並納
入教學醫院與中醫醫院評鑑。

培育醫院中藥人才訓

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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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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