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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標準作業文件 
文件編號 RXUD – 004 
文件版本 v.3 

急救及常備藥品作業辦法  製作日期   96 年 01 月 08 日 
修訂日期 101 年 11 月 3 日 

壹、 依據 
一、 優良藥品調劑作業規範、管制藥品管理法。 
二、 全民健康保險提升民眾用藥品質方案。 
三、 新版「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2.5.10 病房及各部門的藥品供應，有

妥善配送制度及訂有管理辦法。 
 
貳、 目的 

一、 藥品之使用依據院內各單位需求、經常性耗用藥物、病人使用急迫

性，考量醫療時效性及節省人力耗損，於各醫療單位設立急救藥

品及固定性常備藥品，以供即時使用。 
二、 另急救藥品非例行性使用及多劑量藥品之有效效期與開封日期相

關，可能因資訊未完善或人為疏忽，導致藥品效期延宕過期之疑

義，為保障患者用藥之效價及安全性，針對急救藥品及常備藥品

亦予以藥品效期管理。 
三、 為使本院各護理站及醫療單位之急救藥品及常備藥品，確保藥品正

確貯存與使用狀態，並合理調撥及用藥安全考量，另明訂相關作

業辦法，以茲依循。 
 

參、 範圍 
一、 適用時機:每月常備藥品撥補及定期急救藥、常備藥效期管理及置換。 
二、 適用對象: 藥師、護理人員、相關行政人員。 
三、 適用地點: 藥劑科、各醫療單位、設置備品單位。 
 

肆、 定義 
一、 大瓶點滴：用於補充電解質或糖分、稀釋藥品以供注射或輸注之注

射用藥，由藥庫撥補或轉由廠商直接配送，如NaCl 0.9% 
injection(NS) 500ml/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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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備藥品：本院處方用藥備於非藥劑科之醫療單位者，得供經常性

使用，包含消耗性藥品(非以單一病患為計價單位之藥

品或多次劑量之藥品，如 Xylocaine 2% 20ml、Insulin)。 
 

三、 急用藥品: 備於急救車或具有醫療急迫性之藥品，於遇到醫療急需

使用時，得先就近取用應急，待療程結束後，再憑處方

箋輸入醫囑後，至藥劑科領取補回。 
 
伍、 權責： 

一、 藥劑科: a)設定/增設急救藥品、常備藥品品項之核定，及納入電腦

設定。(藥品管理組) 
b)醫療單位之急救藥品、常備藥品盤點及效期管理查核。(藥

品管理組及藥劑科交辦藥師) 
c) 急救藥品、常備藥品之撥補及效期管理藥品之置換。(藥

品管理組及住院藥局組、藥庫藥師) 
d) 審查急救藥品、常備藥品管理相關作業。(藥品管理組) 

二、 護理部: 督導常備藥品管理作業。 
三、 相關行政人員:協助相關業務辦理。 

 
陸、 作業: 

一、 設定原則 
a) 血液及生物製劑因考量生物感染疾病風險，需逐人逐批登記，

需追蹤病患用藥批號，不予設立常備。  
b) 非片裝之口服藥或不易確認效期之針劑/外用藥，因考量品質及

屆效期控管不易，不宜設立常備。 
c) 管制藥品設立常備原則需符合本院管制藥品管理辦法及相關

規定。常備管制藥品換領原則請參照「附件一 管制藥品常備

設置換領原則」。 
d) 如設定品項經藥品管理組認定為非具醫療急迫性或無常備之

必要性，則由使用單位以簽呈將常備藥設定原因呈報院方核准

後始可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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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藥品管理 
a) 各單位急救藥品、常備藥品之品項設定及新增，請填具「附件

六 緊急用藥存量變更申請表」。 
b) 各單位急救藥品、常備藥品儲存請依「附件二 藥品儲存原則

及相關規定」及「附件三 急救藥品儲存原則」辦理。 
c) 冷藏藥品需儲存於藥品冰箱，請依「附件四 藥用冰箱管理規

範」辦理。 
d) 效期查核： 

i. 每月由藥品管理組發佈藥品屆效期簡訊，供各單位急救藥

品、常備藥品負責人進行藥品效期查核。 
ii. 相關作業請參照院內標準作業文件「藥品效期管理作業規範」

(文件編號 RXMP-003)。 
iii. 如有將屆期品項(效期至少大於 6 個月)，請儘速填具「附件

七 屆效期過期藥品退庫報廢單」，並至住院藥局更換新品或

張貼「效期管理」核章；如藥品未依「藥品效期管理作業規

範」之期限內提出更換，則無法更換新品，該耗損將由備品

單位承擔。 
iv. 急救藥品、常備藥品管理之監測，依據「附件五 緊急及常備

藥品盤點評估表」內容為評估依據。 
e) 藥劑科得視各科室所備藥品使用狀況或管理進行評估，當藥品

使用頻率減少，或因單位管理不周以至藥品不當使用，得將該

藥數量縮減或進行品項裁撤。 
f) 緊急調撥藥品:若急救藥品、常備藥品存量不足，立即與藥庫聯

絡並先行調撥；若於非上班時間，則窗口為住院藥局，先寫立

借藥本，隔日再交予藥庫後續處理。 
三、 藥品盤點 

a) 盤點期間：每三個月進行一次盤點，盤點日期責由住院藥局決

定該季之盤點週。 
b) 執行單位：由住院藥局及藥庫藥師共同執行。 
c) 分配工作： 

i. 由藥庫列印「藥品盤點表」及「緊急及常備藥品盤點評估表」，

再分配予各盤點負責人。 
ii. 盤點負責人由組長或住院藥局藥師擔任，視各單位庫存量，

由一位以上藥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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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各負責人應於盤點週內完成盤點工作。 
iv. 藥品盤點評估重點，依「緊急及常備藥品盤點評估表」辦理

且必須符合以下規範: 
1) 高警訊藥品有明顯之區隔及標示。 
2) 專科病房以不超過 10 項為原則。(急救車上藥品及大型點

滴不在此限) 
v. 總彙結果：由住院藥局將盤點結果表收集後會知藥庫，並將盤

點結果資料輸入電腦，列印報表。 
vi. 盤點注意事項： 

1) 盤點負責人應偕同該作業單位藥品管理人一同盤點。 
2) 盤點應確實記錄藥品之品項、數量，並注意廠牌、效期是否

正確適當。 
3) 若有不符存量設定之情形，應註記原因及處置方式（沒入庫

房、限期改善…等）。 
4) 評估表所列各項應確實評估；若各作業單位藥品管理人有任

何意見，亦可直接填寫於意見反應欄。 
d) 盤點結果之處置 

i. 檢視藥品之效期、現有庫存量、廠牌及包裝及儲存狀況。 
ii. 效期將屆之藥品於盤點時另行標示並提醒該單位負責人，

請其儘速使用或填具「附件七 屆效期過期藥品退庫報廢

單」，並至住院藥局更換新品。 
iii. 過期藥品一律由盤點藥師攜回藥劑科，以防誤用，並通知

該常備單位之主管督導改善。 
iv. 盤點表及評估表經作業單位藥品管理人會簽後，交由住院

藥局統一收集，轉交藥庫整彙。 
v. 盤盈虧報表由藥庫列印後，正本留存藥劑科，複本致各作

業單位於一週內填寫異常原因，並由單位主管簽名後送回

藥劑部留存備查。 
vi. 護理單位盤點後之藥品管理評估結果，將彙整予護理部督

導，以進一步對護理單位備藥情形進行檢討改善。 
vii. 藥庫人員需將盤點結果及問題提出，會知藥品管理組及藥

劑科主任，進行作業討論，作為下次常備藥品盤點改善之

依據。 
viii. 呈報結果：管理組將總彙結果呈報管理中心，請院方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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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方式，複本會知護理部。 
 
 
   各科室急救藥品、常備藥品管理流程圖 

流程 權責 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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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 
申請單位負責人 

 
 
 
 

申請單位 
藥劑科 
護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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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用藥存量

變更申請表 
 
 
緊急用藥存量

變更申請表 
 
緊急用藥存量

變更申請表 
 
 
 
藥品盤點表、緊

急及常備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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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盈虧報表 
 
 
藥品盤點表、緊

急及常備藥品

盤點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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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因考量每年藥品品項增修，細則部分將會略有改正，將擬採藥劑科簡訊

發放周知，並即時納入本辦法，以茲依歸。 
  

使用單位提請 
常備藥品品項 

依規定使用及撥補 
效期管理 

盤點及查核 

異常處理及檢討 

記錄保存備查 

異   常 

符合 

藥品管理組審核 
並由藥庫給予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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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訂者  
審查者/ 

藥劑科主任  
核准者/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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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管制藥品常備設置換領原則 
一、第一-三級管制藥品針劑換領原則 

茲考量該一-三級管制藥品針劑礙於法令規定，流程上無法採一般 UD 單一調

劑作業，並傳送過程風險較高（含運送破損、遺失等），第一-三級管制藥品

針劑以常備換領為原則。 
換領常備一-三級管制藥品針劑，應具備以下資料： 

1、一-三級管制藥品必須由領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之醫師開立，並完整登

載「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及使用記錄表」及加蓋「管制藥品使用執

照號碼」(M開頭之麻管字號)。 
2、批價明細：請先與書記確認該批一-三級管制藥品針劑已批價完成。 
3、藥品空瓶、空包：同時繳回與當次換領數量吻合之藥品空瓶，並為避

免盜用之疑慮，請務必保留空瓶，始得請領。換領貼片亦

請繳回已使用過之貼片，初次使用或有其他原因而無法繳

回亦請告知住院藥局藥師。 
4、領藥：單位領取藥品時，須與藥師當面點交品項及數量，以確認領回

藥品正確無誤。 
 

二、第一-三級管制藥品口服劑型暫仍採 UD 單一調劑作業，逐日逐次給予，惟

須符合本院管制藥品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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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藥品儲存原則及相關規定 
一、 藥品未開封前請依照藥品說明書上之保存方法保存。 
二、 單一劑量口服藥品有包裝者勿破壞其外包裝，依其標示之有效期限內使用。無單一包裝之裸錠，應保持乾燥、乾

淨，並確認有效期限之標示，儘速用完並注意雜陳，如藥品外觀、顏色有改變。 
三、 注射針劑為安瓿（Ampule）包裝，應單次使用，開封使用後不再保存。 
四、 多劑量包裝（如 NTG 舌下錠、胰島素…）、外用製劑，拆封時須註明開封日期及使用期限，並在規定時間內用完，

屆時需以空瓶換領。 
五、 各別相關備藥領取，暫依下述列表及後續藥劑科相關公告。 
六、 大型點滴配送方式 

庫存代號 藥      材     名      稱 包裝 包裝材質 備註 
I0.9GS 0.9% GS 500ML/BOT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0GS 10% DEXTROSE 500ML/BOT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2.5GS 2.5% GS 500ML/BOT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5FRUC FRUCTOSE 5% 500 ML/BOT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5GW DEXTROSE 5% 500ML/BOT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5LACT L-R 500 ML/BOT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5NS NS 0.9% 500ML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5RING RINGER'S 500ML/BOT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TAIT2 台大 二號 500ML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TAIT3 台大 三號 500ML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TAIT5 台大 五號 400ML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TAITA 台大 一號 500ML 30 瓶/箱 塑膠  W1 送單 , W4  分送單位    
I25NSC NS 250ML 軟袋 50 包/箱 軟袋 限定 CV、CRK、MT、ANS、ICU 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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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代號 藥      材     名      稱 包裝 包裝材質 備註 
I5NSC NS 500ML/BOT 軟袋 30 包/箱 軟袋 限定 CV、CRK、MT、ANS、ICU 領用 
EDW1 DW 10001ML 沖洗 瓶裝 18 瓶/箱 塑膠   
IDESW2 DW 2000ML 軟袋 8 包/箱 軟袋   
IDESWT DW 20ML/AMP 60AMP/盒 塑膠   
I25DEX DEXTROSE 5%250ML(玻璃瓶）  30 瓶/箱 玻璃   
I25GW 5%DEXTROSE 250ML 軟袋 50 包/箱 軟袋   
I5%GW1 5%DEXTROSE 1000ML 軟袋 18 包/箱 軟袋   
I5DEX DEXTROSE 5% 500ML(玻璃瓶）  20 瓶/箱 玻璃   
IDEXTA DEXTROSE 5% 20ML/AMP 60AMP/盒 塑膠   
IDEXTB DEXTROSE 20% 20ML/AMP 60AMP/盒 塑膠   
IDEXTC DEXTROSE 50% 20ML/AMP 60AMP/盒 塑膠   
I3GLYC GLYCEROL 300ML (玻璃瓶）   30 瓶/箱 玻璃   
I1LACT L-R 1000ML/BOT 軟袋 18 包/箱 軟袋   
I3MANI MANITON-S 300ML/BOT (玻璃瓶）   30 瓶/箱 玻璃   
I1RING RINGER'S 1000ML/BOT 軟袋 16 包/箱 軟袋   
ENS1 N/S 1000ML 沖洗 瓶裝 18 瓶/箱 塑膠   
I0.45N 0.45% NaCl 500ML 軟袋 30 包/箱 軟袋   
I0.9NS NS 250ML 南光 60 瓶/箱 塑膠   
I1N/S NS 0.9% 1000ML 軟袋 18 包/箱 軟袋   
I2N/S 沖洗 N/S 2000ML 軟袋 8 包/箱 軟袋   
INS5 0.9% NS 500ML(玻璃瓶） 20 瓶/箱 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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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耗性藥品藥效期限使用規定 

庫存代號 藥      材     名      稱 單位 備註 

EALB ALBOTHYL  100ML Bot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5℃EXP 6個月 

EAUREO AUREOMYCIN  5G Tube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5℃EXP 1個月 

ENEOMY NEOMYCIN OINT  30G Tube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5℃EXP 1個月 

EXYLJE XYLOCAINE  JELLY  30G Tube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5℃EXP 1個月 

IHEPA5 HEPARINE  5000IU/ML Vial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8℃EXP  15天 

IINSUN 優泌林－中效型     NPH Vial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8℃EXP  28天 

IINSUR 優泌林－常規型    RPH Vial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8℃EXP  28天 

IMIX30 NOVO-MIX30 PENFILL 3ML  Vial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8℃EXP  28天 

ILID2 LIDOCAINE  20ML Vial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8℃EXP  3天 

IXYLO2 XYLOCAINE   2%  20ML Vial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8℃EXP  3天 

IXYLOE XYLOCAINE 2% + E  20ML Vial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8℃EXP  3天 

EWHITE 凡士林 250G Bot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5℃EXP 6個月 

ESULFA 燙傷軟膏  500G Bot 需以空瓶換領 ,標示開封日期 ,25℃EXP 6個月 

W1 係指星期一；W4 係指星期四   

CV-心臟內科病房、CRK-心導管室、MT-新超音波檢查室、ANS-麻醉科、ICU-成人加護病房 

EXP係指開封後有效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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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急救藥品儲存原則 

一、 各單位由藥局領回之藥品應核對品項與數量，核對無誤後歸位於固定儲

位，並謹守先進先出之原則 

二、 一般藥品儲存環境應為常溫(15~25℃)，並避免潮溼、高溫及陽光直射之處。 

三、 當急救藥品品項於本院更換廠牌、包裝或藥品停用之際，由藥劑科發予藥

劑科簡訊通知備存單位，將所有之備藥庫存送回藥劑科集中管理及分配，

並補回新品予各單位。如遇藥品停用，則取消該品項備藥。 

四、 各科室備存之各項藥品應妥善儲放，高警訊藥品(註一)應與其他藥品區隔

存放，且明顯標示以供辨識。 

五、 本科藥品管理組得視各科室備藥品項的數量及耗用量，將效期較短的藥品

調往耗用量大的單位優先使用，並列入追蹤。 

 

註一: 

高警訊藥品-某些藥物因錯誤或不當使用，而容易對病人造成嚴重的傷害，此類

藥品則被定義為高警訊藥品。本院高警訊藥品品項則採用美國

ISMP(Institate for Safe Medication Practices)所公佈之高警訊藥物表

內之藥品為依據來收載，並於藥品外包裝加蓋「高警訊藥品」標示

或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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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藥用冰箱管理規範 
一、原則說明 

1.醫療護理單位應依規定設置藥用冰箱，以妥善保存冷藏藥品。 
2.藥用冰箱須定期監測與清潔。 

二、管理規範 
    1.藥用冰箱不可放置食物。 
    2.藥用冰箱之冷藏室溫度需維持在 2~8℃之間；備有專用之溫度計，並記錄

溫度。 
    3.需確定電源插頭固定於插座，無鬆脫之疑慮。 
    4.有專人負責冰箱之清潔與管理。 
    5.醫療護理單位常備之冷藏藥品，需明確區隔存放並標示藥品名稱及規格。 
    6.病患因臨床醫療所需處方之冷藏藥品，應註明病患姓名及床號，並與常備

藥品區隔存放。 
    7.供多次使用之藥品，開封後須於藥品包裝註明開封日期與使用期限，並在

規定時間內用完或用畢依規定更換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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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緊急及常備藥品盤點評估表  

單位：                
評估內容 

項  目 內             容 是 否 備       註 

品項及數量 1.藥品之品項及數量是否與盤點表相符？ 10 0 沒收退庫或限期補足 

2.相同成份是否有不同廠牌或包裝？ 0 5 舊包裝退庫銷毀 

3.是否有非常備量表所列之藥品？ 0 5 沒收退庫 

4.是否有非本院處方所列之藥品？ 0 5 沒收銷毀 

效期管理 1.藥品之效期是否均適當（在六個月以上）？ 10 0 退庫 

2.是否將效期將近藥品置於優先使用之位置？ 10 0  

貯存條件 1.貯存空間是否適當整潔？ 10 0  

2.藥品是否直接照光曝曬？ 0 5  

3.需冷藏藥品是否置冰箱？ 10 0  

4.冰箱內是否有溫度計？ 5 0  

5.冰箱冷藏溫度是否適當（2-8℃）？ 5 0  

6.冰箱內是否將藥品與食物或不當藥品併置？ 0 5  

麻醉藥品 1.麻醉藥品之品項及數量是否正確？ 5 0 沒收退庫或限期補足 

2.是否有加鎖保存並有專人管理？ 5 0  

其他事項 1.藥品或包裝是否污損？ 0 5  

2.緊急用藥存量是否需變更？ 0 0 請填存量變更申請表 

總                計  

反應意見 

 
 
 
 
 
 

管理人 盤點藥師 盤點日期：   年   月   日 

藥品管理組 藥庫 藥劑科主任 

（註）盤點完畢→盤點藥師及藥品管理人簽名→藥品管理組→藥劑科主任→藥庫存檔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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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緊急用藥存量變更申請表 

計價代號 藥品名稱 劑量/劑型 原設定量 新設定量 變更原因 備註 

       

       

       

       

       

       

       

       

       

       
 

申請單位： 申請人： 醫療單位主管：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藥品管理組： 藥劑科主任： 藥庫： 存檔日期：  年  月  日 
流程: 藥品管理人填單       醫療單位主管      藥品管理組       藥劑科主任      藥庫     

            收回過多存量品項或補充新增（量）品項定期整彙資料呈報藥劑科主任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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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藥單位填寫) ※ 屆效期、過期藥品欄 ※ 填報人姓名： 
藥名 數量 單位 批號 末效日期 

     

     

     

     

 

 

 

 

  

 

 

 

 

 

 

 

 

 

 

 

 

 

 

 

退藥單位：  屆效期、過期藥品報廢暨更換單 填單日期： 

(更換單位填寫) ※ 更新藥品欄 ※ 更換者姓名： 
藥名 數量 單位 批號 末效日期 

     

     

     

     

 ※ 備 註 欄 ※  

 

 

 

 

 

藥庫： 結案日期： 

附件七 

作業流程：  
1.退藥單位填寫本單張 → 將本單張連同過期品帶至藥局 →(藥局備有新品) 藥局接收舊品與本單張，並更換新品予該單位。 

(藥局沒有新品) 藥局電話聯繫藥庫，以決定處理方式。 
2.藥局填寫本單張→ 將本單張連同過期品帶至藥庫→ 藥庫更換新品，或是協議其他處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