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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保護
『 』?????

懂法律的人



【法條摘錄】
藥師的「調劑、調配、調製」

【藥品優良調劑作業準則】

• 第3條

本準則所稱調劑，係指藥事人員自受理處方箋至病患取得藥品間，所為之處

方確認、處方登錄、用藥適當性評估、藥品調配或調製、再次核對、確認取

藥者交付藥品、用藥指導等相關之行為。

• 第6條

本準則所稱調配，係指調劑作業過程中，依處方箋內容選取正確藥品
、計數正確數量、書寫藥袋或貼標籤、包裝等過程之行為。

• 第7條

本準則所稱調製，係指調劑作業過程中，依醫師所開具之處方箋，改
變原劑型或配製新製品之行為。

中藥商的「調配」

【藥事法第103條第二項人員】

• 不含毒劇中藥材或依固有成方調配而成之傳統丸、散、膏、丹、及煎
藥。



中藥商 藥師

八十二年二月五日前曾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審核，予以列冊登記
者，或領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之
中藥從業人員，並修習中藥課程
達適當標準，得繼續經營中藥販
賣業務。
前項中藥販賣業務範圍包括︰
(01)中藥材及中藥製劑之輸入、

輸出及批發；
(02)中藥材及非屬中醫師處方

藥品之零售；
(03)不含毒劇中藥材或依固有

成方調配而成之傳統丸、
散、膏、丹、及煎藥。

第十五條(規範藥師藥商)
本法所稱藥品販賣業者，係指

左列各款規定之業者：
一、經營西藥批發、零售、

輸入及輸出之業者。
二、經營中藥批發、零售、

調劑、輸入及輸出之業
者。

第三十五條(規範藥師藥局)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

師，親自主持之藥局，得兼營中
藥之調劑、供應或零售業務。

藥師、中藥商的中藥業務法條比較



「藥師藥局」與其中西藥業務範圍

【藥事法小筆記】

• 第 34 條

藥局應請領藥局執照，並於明顯處標示經營者之身分姓名。其設立、變更登記，準用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之規定。

藥局兼營第十九條第二項之業務，應適用關於藥商之規定。但無須另行請領藥商許可執照。

• 第19條

本法所稱藥局，係指藥師或藥劑生親自主持，依法執行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處所。前項藥局得兼營
藥品及一定等級之醫療器材零售業務。

• 第 35 條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親自主持之藥局，得兼營中藥之調劑、供應或零售業務。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親自主持之藥局，

得依藥事法第十五條執行中、西藥販賣業務，除批發

、輸入及輸出，但無須另行請領藥商許可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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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藥師 中藥商、藥師中藥商
第 三 章 藥局之管理及藥品之調劑 第 二 章 藥商之管理

第 34 條
藥局應請領藥局執照，並於明顯處標
示經營者之身分姓名。其設立、變更
登記，準用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藥局兼營第十九條第二項之業務，應
適用關於藥商之規定。但無須另行請
領藥商許可執照。

第 35 條
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之藥師，親
自主持之藥局，得兼營中藥之調劑、
供應或零售業務。

第 27 條

凡申請為藥商者，應申請直轄市
或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
記，繳納執照費，領得許可執照
後，方准營業；其登記事項如有
變更時，應辦理變更登記。

前項登記事項，由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定之。

藥商分設營業處所或分廠，仍應
依第一項規定，各別辦理藥商登
記。

藥事法

第 19 條
本法所稱藥局，係指藥師或藥劑生親自主持，依法執行藥品調劑、供應業務
之處所。
前項藥局得兼營藥品及一定等級之醫療器材零售業務。
前項所稱一定等級之醫療器材之範圍及種類，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藥師執業處所工作之比較
一.醫院藥師:僅調劑本院之處方箋

二.診所藥師:1.診所內藥局:僅調劑本院所之處方箋，亦兼銷售

2.屬於診所的藥局:1.調劑資方院所之處方箋為主

2.收受其他醫療院所之處方箋

三.藥局藥師:1.連鎖加盟體系(直營店、加盟店):

2.自營

3.受聘



中藥局經營規劃

1.開設中藥局應有的條件

2.中藥局需要的硬體設備

3.中藥局應準備的品項

4.管理與儲存

5.中藥局經營的困境與轉機



106年4月中藥執業現況
本屆中藥發展委員會對-執行中藥業務的藥局調查數

據:

(網路問卷+群組人員數據)

總調查數400多家，

其中有科中的藥局為：202家

其中有科中與飲片的藥局為：230家

其中有飲片與藥膳包的藥局為：103家

有意願從事中藥而尚未做中藥的藥局：97家



開設中藥局應有的條件
1.藥師（兼營中藥業務）

2.親自執業

3.確具中藥基本鑑識能力

4.諳中藥藥性及炮炙(製)

5.懂得藥膳方劑

6.學習中醫病理理論

7.學習方劑學



藥事法



中藥局開設經費(頂標)粗估

基本設備舉例項目 備註

01 中藥櫃 20萬

02 中大型冰箱 2.5萬

03 200味中藥品項飲片 6萬
假設1品項300元/斤，

200品項x300元=6萬元

04 100項單複方科中 5萬
假設1品項500元/瓶，

100品項x500元=5萬元

05 小型磨粉機 6000元/台

06
雜項：

湯匙、中藥刀、覘板、藥秤
5萬

總計 39.1萬

進階設備(非必要) 備註

07 小型真空包裝機 1500元/台

08 濃縮中藥分包機 16萬/台

09 水劑煎藥機、水劑分包機 28萬/一組

總計 44.16萬

基本設備舉例項目+進階設備(非必要)TOTAL 83.26萬



藥局基本架構
1.調劑:科中、中藥材飲片

2.庫存

3.門市:除了提供民眾中藥處方調劑、與中藥藥物諮詢服務

外，還應包括開架式的商品服務，包括健康食品、各種

中藥成藥、外國花草植物相關產品，天然成分清潔用品、

天然成分保養品…等。



中藥局應準備的硬體設備-1
1.空間:考量櫥櫃、工作檯及活動空間

以2公尺X7公尺最為恰當

2.櫥櫃 (或用保鮮盒取代)

以48公分X214公分最為洽當或48公分X340公分

3.工作檯

4.冰箱

5.工具

6.工具書



中藥局應準備的硬體設備-2
必備工具:

秤子 (或磅秤、電子秤)

烤箱

肉桂刀

切藥機

砧板磨刀石搗臼藥帖紙粉碎機計算機或算盤



中藥材的管理與儲存
1.使用頻率高、不易蟲蛀、不易發黴、低成本、體積較小

之飲片藥材，可存放於櫥櫃的抽屜中。

2.依個人習性與使用頻率，存放飲片藥材於櫥櫃的抽屜中

3.依藥理分類，存放飲片藥材於櫥櫃的抽屜中。

4.依用部，存放飲片藥材於櫥櫃的抽屜中。

5.不易儲存或需低溫保存著，放置於冷藏庫中保存。



應單獨存放之飲片藥材
可置於蓋甌中

考慮因素：

1.細小質量輕之藥材，易混雜於其他

藥材中者。

2.味道濃烈之藥材。

3.醃漬、蜜炙、濕、黏之藥材。

4.毒性高之藥材。



供貨盤商

1.盡量找當地的，二家以上

2.康麗生技有限公司-李日興藥師

3.華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凃嘉榮藥師

4.找公會協助



常用中藥材-1
人參人參鬚八角茴香小茴香川芎天麻木瓜冬

蟲夏草甘草生決明子生桃仁生麥芽白朮白芍

白胡椒地龍乾朱貝百合肉桂肉蓯蓉艾草西

洋參何首烏杜牛膝沙參沉香沒藥赤芍防風

乳香花椒東洋參羌活炒杜仲金銀花芡實故

紙花枸杞子紅棗



常用中藥材-2
枳殼枳實核桃桂子桂枝桔梗柴胡烏梅益母草荊芥

草果骨碎補茯苓淮山淮牛七荷葉陳皮菊花黃耆

黃連黑棗當歸當歸尾胖大海熟地黃蓮子龍眼肉

薏仁藏紅花鎖陽黨參蘿漢果共計71種



次常用中藥材
大黃山茱萸山梔子川紅花丹參五味子六汗鈎藤升麻天

門冬木香王不留行北茵陳半夏玄參玉竹白芷杏仁吳茱

萸牡丹皮延胡索炒酸棗仁炙甘草狗脊知母阿膠附子前

胡厚朴威靈仙柏子仁炮薑砂仁香附桑白皮淡竹葉淫羊

藿細辛連翹鹿茸麥門冬麻黃莪述紫河車紫花地丁菟絲

子黃芩黃柏黃精葛根補骨脂蒲公英蒼耳子遠志蓁艽澤

瀉獨活龍骨龍膽草雞血藤藿香鱉甲生地黃等63種



較少用之中藥材

丁香山奈土茯苓大腹皮女貞子山豆根五靈脂巴戟天火

麻仁牛蒡子半枝蓮生杜仲白豆蔻白花蛇舌草白扁豆石

決明石菖蒲肉豆蔻旱蓮草車前子枇杷葉炒桃仁夏枯草

射干桑枝桑螵蛸海馬海龍神麯蛇床子檳榔覆盆子煅牡

蠣韮菜子共計35種



非常少用之中藥材-1
人中白人中黃大小薊大青大麥芽大腹皮小麥石膏五加

皮五倍子化州橘紅天仙藤天竹癀天花粉太子參木賊牛

癀代赭石仙茅仙鶴草冬葵子瓦楞子甘松香白果白芥子

白茅根白微白鮮皮白蘝石南葉石斛石葦全蠍冰片合歡

皮地骨皮地榆地膚子百部竹茹米穀芽自然銅血竭皂角

良薑赤小豆赤石脂辛夷防己使君子卷柏夜明砂昆布板

藍根松節玫瑰花金箔金櫻子青皮



非常少用之中藥材-2

青黛青鹽芫花孩兒茶扁蓄括蔞仁珍珠紅豆蔻胡麻仁胡

黃連苦參根苦棟子郁李仁降真香食鹽香櫞佛手枳椇子

凌霄花桑螵蛸海金砂海桐皮海帶海螵蛸海藻浮萍烏藥

秦皮荔枝核荊三稜草豆蔻草烏頭馬齒莧馬鞭草茜草茯

神敗醬草旋覆花牽牛蛇蛻貫眾通草楮實子款冬花無名

異琥珀紫草紫菀紫蘇絡石籐菁蒿萊菔子萎蕤訶子陽起

石雲母萆薢滑石蜈蚣槐實磁石



非常少用之中藥材
蒲黃榧實蒺藜子豨薟草劉寄奴蔓荊子豬苓蓽菝澤蘭燈

草蕤仁蕎麥檀香薄荷殭蠶檳榔瞿麥蟬蛻藕節蘆根蘆

薈蘇木露蜂房鶴蝨鬱金藁本天南星膽南星共計147種



中藥局的阻礙與轉機



中藥局的藍天在哪?

自助才會有人助

換個角度思考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