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門急診藥事作業學習項目 

※請指導藥師依學習項目內容逐一指導並完成評核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一般作業 

環境認識：作業動線、調劑台配置、班表及各班別工作內

容、門急診作業規範、處方集介紹 
  

認識藥袋及處方箋   

藥袋列印作業   

印表機設定作業（包含故障排除）   

調劑檯藥品配置   

民眾藥量不足補發記錄   

住院藥局過賬作業   

自動分包機作業（包含系統連線、更換藥袋或色帶、預包、

故障排除） 
  

手算預包作業   

Double check 作業簡介   

發藥作業簡介   

大夜盤點（包含一、二、三、四級管制藥品及疫苗）   

寫領物本（每星期一、四領物）   

寫領藥本（每星期二、五領藥）   

整理前一日的處方簽（包括急診）   

整理門診三天以上未領之退藥 
（包含 CHECK 是否為重複出單，或真的未領藥） 

  

環境整理清潔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續）門急診藥事作業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調劑作業 

兒科疫苗調劑作業   

冷藏藥品調劑作業   

小兒科磨粉調劑作業   

高警訊藥品作業流程   

成人磨粉調劑作業   

成人檯調劑作業   

成人分包調劑作業   

檢查室藥品調劑作業   

急診公藥調劑作業   

急診緊急藥品調劑作業   

兒科門診公藥調劑作業   

管制藥品調劑作業   

自動藥品撥補作業   

手領藥品撥補作業   

疫苗撥補作業   

冷藏藥品撥補作業   

藥品上架作業   

自動資材撥補作業   

手領資材撥補作業   

資材上架作業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續）門急診藥事作業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自動分包機 

自動分包機操作作業   

自動分包機故障排除   

洗腎長期給藥分包作業   

兒科磨粉分包機 

兒科磨粉分包機操作作業   

兒科磨粉分包機故障排除   

兒科磨粉分包機清潔作業   

處方評估作業 

確認處方基本資料   

處方合理性評估   

疑義處方處理作業   

發藥作業 

一般處方發藥作業   

慢性處方發藥作業   

管制藥品發藥作業   

針劑發藥作業   

兒科疫苗發藥作業   

門急診藥品諮詢作業 

民眾藥物諮詢作業   

藥劑科資訊系統介紹及應用   

特殊藥品用藥指導   

主任覆核： 日期：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住院作業學習項目 

※請指導藥師依學習項目內容逐一指導並完成評核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一般作業 

調劑台配置(成人及兒科調劑台)   

儲藥櫃配置(口服、針劑、管制藥品、高警訊藥品、需冷藏藥

品) 
  

調劑工具(磨粉機操作、研砵、研杵操作；數藥盤、電子磅秤

操作) 
  

電腦基本操作(創泰系統指令應用)   

印表機 
(印表機操作，紙張進匝、色帶更換、狀況排除) 

  

分包機 
(分包機及自動分包機操作、分包機藥紙更換、色帶更換、藥

品充填) 
  

調劑設備清理及環境清理   

單一劑量調劑作業服務 

UDDS 概論 
(定義、目的、給藥形式：餐包、總包、服務對象、服務內容) 

  

藥師工作職責 
(藥品提供、藥事服務提供、病患用藥安全把關) 

  

單一劑量調劑作業流程   

單一劑量調劑作業傳遞系統 
(人員、藥車、氣送系統) 

  

氣送系統操作及使用注意事項   

單一劑量調劑給藥時間點介紹   

單一劑量調劑作業時間介紹   

處方類別介紹 
(ST、New、re-new、DC、Change、MBD)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續)住院作業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續)單一劑量調劑作業服務 

處方簽類別介紹 
(長期單一劑量處方箋、臨時單一劑量處方箋) 

  

單一劑量調劑作業發藥原則 
(立即量、首日量、本日給藥量) 

  

單一劑量調劑作業列印單介紹 
(調配單與病患用藥黏貼單用途及功能) 

  

調劑相關作業 

處方簽判讀、核對及歸檔 
(病患基本資料、藥品用法及用量、醫師簽章及護理人員 簽
章；歸檔：包含早、中、晚班處方箋)  

  

住院調配單整理及出院處方箋整理   

臨時及首日量調整及核對作業   

常規用藥調劑作業 
(UD 車預備作業、分包機調劑作業、交車前後處方修改調劑

作業) 
  

兒科磨粉調劑作業 
(包含 ST、DC、Change、new) 

  

轉科、轉床調劑作業(交車前、交車後)   

出院帶藥調劑作業 
(兒童、成人分包、磨粉服務) 

  

退藥作業 
(出、住院退藥原則、護理站綜合性退藥原則、屆效期退藥、

退庫作業) 
  

護理站急救車管理作業  
(屆效期、餘藥退藥作業、虧損補料作業) 

  

Medication error 紀錄 
(藥事作業異常處理) 

  

疑義處方紀錄   

藥物諮詢紀錄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續)住院作業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特殊藥品調劑 

1~3 級管制藥品調劑作業 
(調劑、撥補耗用紀錄、盤點作業、管制單書寫原則) 

  

二線以上抗生素藥品調劑作業 
(調劑、管制單書寫原則) 

  

高警訊藥品調劑作業   

Albumin 調劑作業 
(調劑、撥補耗用紀錄、管制單書寫原則) 

  

-TPA；Aggrastat 藥品調配作業 
(調劑、管制單書寫原則) 

  

Penicillin skin test 配製   

KCL solution、Acrinol、chloral hydrate 配製及調劑   

MTE 調劑作業   

需冷藏藥品調劑作業 
(包含疫苗批號登載) 

  

身心科日間留院給藥作業   

電腦相關作業  

開、關機   

藥品每日過帳作業   

住院調劑相關表單列印 
(病患用藥黏貼單、調配單、重整單、每日口服管制藥品核對

單、出院病患用藥藥帶補印、床位卡) 
  

維護人員 
(資訊室：程式修護、電腦相關儀器修護) 

  

病患用藥資料查詢 
(用藥紀錄) 

  

藥品庫存及撥補紀錄查詢 
(耗用、撥補、設定量、庫存量查詢) 

  

主任覆核： 日期：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藥品諮詢作業學習項目 

※請指導藥師依學習項目內容逐一指導並完成評核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藥品諮詢介紹 
(藥品諮詢功能及目的、常見問題、諮詢及回答技巧、科內藥

品諮詢服務作業流程…etc.) 
  

諮詢問題分析   

常用書籍查詢技巧及應用 
(AHFS、PDR、Martindale、Drug fact and comparisons、Drug 
interaction facts、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Handbook of inject 
able drugs、Sanford guide…etc.) 

  

常用醫學資料庫及網路資源查詢技巧 
(UpToDate、Micromedex、Medscape、健保局…etc.) 

  

實證醫學基本概念   

文獻查詢技巧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etc.) 

  

文獻證據評讀   

用藥指導介紹 
(用藥指導功能及目的、常見問題、指導及回答技巧、科內用

藥指導服務作業流程…etc.) 
  

常用藥品用藥指導 
(口服、針劑、水劑) 

  

特殊藥品用藥指導 
(吸入劑、胰島素、塞劑及其他特殊使用方式之藥品) 

  

Warfarin 用藥指導   

NTG 用藥指導   

慢性病或依順性不加病人用藥指導   

用藥指導單張   

門診衛教宣導   

主任覆核： 日期：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特殊藥品調劑作業學習項目 

※請指導藥師依學習項目內容逐一指導並完成評核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一般作業 

環境介紹   

無菌操作念觀念、流程及操作技術簡介   

庫存管理   

處方箋介紹   

設備操作及清潔   

化療藥品資訊 

院內化學治療藥品品項   

化療藥品之分類及基本資訊   

化療藥品之組合應用及注意事項   

化療藥品之危害及毒性   

化療藥品之副作用及處理方式   

抗腫瘤藥品外滲之預防及處理   

化療藥品之儲存及安定性   

化療注射劑之包裝及標示   

其他醫護人員及病人用藥指導技巧   

化療藥品調劑作業 

病人基本資料及適應症合理性   

評估化療藥品劑量合理性   

化療前置藥品合理性   

化療處方評估及疑義處方之處理   

化療藥品調配流程（包含前置作業、調配及核對）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續) 特殊藥品調劑作業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續)化療藥品調劑作業 

化療藥品調配技巧   

化療藥品潑灑處理   

化學治療藥物之廢棄物處理   

化學治療廢棄物之儲放   

化學治療廢棄物之銷毀   

全靜脈營養製劑調劑作業 

院內 TPN 品項認識   

各類 TPN 處方內容及成分   

TPN 標準處方設計考量及應用   

TPN 配方的選擇、配伍禁忌及監測項目   

TPN 調劑流程及技巧   

Penicillin skin test solution 調配作業 

PST 調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其他學習項目 

   

   

   

   

   

   

   

主任覆核： 日期：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臨床藥事服務學習項目 

※請指導藥師依學習項目內容逐一指導並完成評核 

壹、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一般作業 

病房環境及其他醫療人員職務介紹   

臨床訪視流程介紹   

病歷閱讀及醫院資訊系統查詢介紹   

常用生化檢驗數值意義及評估技巧   

藥物治療合理性評估   

案例報告技巧：SOAP 教學及練習   

藥品使用評估介紹   

藥物血中濃度監測介紹   

臨床訪視 

參與醫師查房並填寫「臨床藥事服務記錄表」追蹤病人住院期

間用藥情形 
  

依據病人臨床狀況，評估用藥適當及合理性，並記錄於藥事服

務記錄表中（包括：藥物交互作用、劑量、頻次、劑型適當性、

與疾病有相衝突的用藥、考量病人的潛在性疾病，如肝或腎功

能不良者，建議適當的減量或改換其他類似更安全有效的藥

物、配伍禁忌等、藥品與營養配方的禁忌…等） 

  

評估病人用藥後若有疑義，提供醫師相關文獻並討論，且記錄

於藥事服務記錄表中 
  

追蹤並記錄醫師是否更改處方及病人的臨床反應   

住院用藥指導 

評估住院病人用藥指導需求 
（如：藥物服用順從性不佳、疾病控制不佳、疾病與生活相關

須知、使用特殊藥品、藥物過敏史…等） 
  

提供用藥指導及藥品衛教單張（如：Warfarin, Digoxin, 口服降

血糖藥…等）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續) 臨床藥事服務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藥物不良反應通報 

接獲醫護人員通報或於訪視時得知疑似藥物引起之不良反應   

告知醫師並協助評估停藥或投予藥物治療之需求   

追蹤病人不良反應後續情形及與此不良反應相關檢驗數值   

填寫藥物不良反應評估表並評估不良反應嚴重程度及相關性

（參考 WHO-UMC 制訂標準及 Naranjo 量表） 
  

疑似不良反應依據嚴重程度通報制衛生署藥物不良反應中心

（致死或導致住院，7 天內通報；其餘一個月內通報完成） 
  

紀錄存檔並於科內會議及病患安全委員會提出討論   

病患出院用藥指導 

針對特殊用藥（Warfarin、NTG、Digoxin、口服降血糖藥）、特

殊用法（抗生素、Takepron)、用藥種類大於 8 種以上…等其他

服藥注意事項衛教 
  

提供藥品衛教單張（Warfarin、Digoxin、NTG）給予病人，並

再次確認病人理解衛教的內容。 
  

其他學習項目 

   

   

   

   

   

   

主任覆核： 日期：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藥品管理作業學習項目 

※請指導藥師依學習項目內容逐一指導並完成評核 

貳、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管制藥品管理 

管制藥品自動補充   

管制藥品每日盤點   

管制藥品濫用通報   

管制藥品每日收支耗用及結存報表   

麻醉藥品居家治療使用記錄   

冷藏藥品管理 

冰箱高低溫度記錄   

冰箱溫度異常緊急通報   

院內需冷藏藥品品項   

疫苗分類及盤點   

其他管理 

藥品異動公告   

藥品品質異常作業   

藥品編碼原則   

特殊藥品電腦管制方式   

醫令系統異常管制方式   

藥品盤點方式   

自動分包機操作   

自動分包機處理品項   

不可磨粉品項   

藥品及資材自動撥補   

門診調劑—特殊作業事項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藥劑科 二年期新進藥師 訓練計劃 

(續) 藥品管理作業學習項目 

學習內容 日期 指導藥師 

(續)其他管理 

限量品項作業   

科內資訊系統介紹   

屆效期藥品通知查核   

其他學習項目 

   

   

   

   

   

   

   

   

   

   

   

   

   

   

   

   

   

主任覆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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