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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導入中藥服務?
• 盤點藥局的窘境與出路 • 差異化?實質與感受

• 產品分級與顧客分級 • 中藥決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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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實際還是感受?盤點藥局的窘境與出路

03 04

中藥決勝點產品分級與顧客分級

為什麼要導入中藥服務?



同業競爭

非同業也來競爭

健保綁架

金流條件不佳

大環境改變

購買行為也改變

社區藥局的窘境與出路



藥師嚴選 ?

什麼最貴?

實質差異化VS感受差異化



賠錢貨 小毛小利 剛好夠吃穿 主力商品 睡覺都會笑

自費調劑 / 自有OEM產品淺貨保健品OTC / 藥膏 等20%-30%衛生紙/牙膏 等生活用品安素/善存 等廣告品

產品定位法則影響行銷管理策略



攻擊用商品 突擊商品 滿足金流商品 毛利商品 超有毛商品

自費調劑 / 自有OEM產品淺貨保健品奶尿 or 一般OTC衛生紙/牙膏 等生活用品安素/善存 等廣告品

產品定位法則影響行銷管理策略



利潤 = 營業額 X 毛利率

= (                      消費來客數 X 客單價 ) X 毛利率

= (        進門來客數 X   消費比率 X         客單價 ) X                    毛利率

= ( 曝光量 X進門比率 X   消費比率 X         客單價 ) X                    毛利率

= (人流 X 曝光率 X進門比率 X   消費比率 X         客單價 ) X                    毛利率

產品定位法則影響行銷管理策略

✓5000個人路過 有20% 1000個人注意到有你這家店

✓1000人注意到而其中有15%因為種種原因踏進門 = 150人

✓其中100人因為種種原因消費(另外50個因為種種原因沒消費)

✓因為產品力/行銷力等因素客單價為$400 => 營業額$40,000

✓因為產品力/行銷力等因素毛利率為40% => 利潤 $16,000



買安素/善存的客人?

80/20法則?

顧客分級藉由產品分級而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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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中醫藥的容忍度很高

沒有條碼的都無法比價

傳統中藥店會漸漸式微
但需求持續在

藥師 名正言順 實至名歸

中藥服務決勝點



中醫藥概論中的概論
• 氣血陰陽 • 望聞問切

• 脈浮中沉 • 君臣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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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聞問切氣血陰陽

03 04

君臣佐使脈浮中沉





氣血陰陽五臟六腑

✓中醫講的是整體平衡, 生病就是因為失衡.

✓氣-無形動能 (防衛力/推動力等)

✓血-有形液態 (津液/血液等)

✓陰-有形固態 (組織/器官等)

✓陽-無形熱能 (轉化/溫煦/生命力)



氣血陰陽五臟六腑

肝 (膽):將軍之官,謀慮出焉.主謀慮疏洩

心 (小腸):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神明血脈.

肺(大腸):相傅之官,治節出焉. 主呼吸宣發.

脾(胃):倉廩之官,五味出焉.主運化升清.

腎(膀胱):作強之官,技巧出焉.主藏精納氣.

(腎上腺素,幹細胞內分泌)

(微循環分布.血壓)

(腦+心臟+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

(消化吸收)

(呼吸,排汗,消化道蠕動)

六腑的部分當作做業大家自己多查查



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

望聞問切



部分案例展示

氣血運行的通道 謂之脈

身體內部發生狀況,
氣血運行就會有所變化. 

並非 A脈像->A疾病 而是 A疾病->A脈像

脈的邏輯

脈浮中沉



部分案例展示

不是血管 而是整個皮下組織肌肉韌帶血管骨頭

脈診原理

寸關尺

脈浮中沉



位置 速度 力量 大小

把脈是要把什麼?

脈浮中沉

健康脈: 中取明顯 沉浮力減

A
B

C
D

E



部分案例展示

由 腎陽(火) 與 腎陰(水) 開始

左手: 水生木 木生火

腎陰 -> 肝 -> 心

右氣 左血

脈浮中沉



部分案例展示

喜脈

懷孕可把出滑脈
但滑脈不一定是懷孕

脈浮中沉



君臣佐使



中藥服務如何導入藥局中
• 專業技能的精進 • 佈置與陳設

• 話術與策略 • 中西合治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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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置與陳設專業技能的精進

03 04

中西合併話術與策略



話術與策略

✓Q : 藥師你怎麼現在開始用中藥了阿? 之前都沒看過你用阿



話術與策略

✓Q : 你是中醫嗎?你不是西藥局嗎? 你會用中藥嗎? (懷疑貌)



話術與策略

✓Q. 中藥有效嗎? 中藥都很慢吧!



話術與策略

✓Q . 你的藥怎麼那麼貴?去看中醫診所才多少錢



話術與策略

✓Q . 藥師你好,你也有用中藥喔? 我對中藥也略有研究.

你這裡也有白朮喔? 還有枳實喔? 他們作用是什麼啊?



話術與策略

✓Q . 你都不用把脈喔? 這樣準嗎?



法跟不上時代



法總有機會被改變



中藥的快與慢
• 固有成方之優缺點 • 單味 單方 與疊方

• 秋冬常用中藥方劑 • 常見中藥OTC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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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味單方與疊方固有成方之優缺點

03 04

常見中藥OTC應用秋冬常用中藥方劑



白虎湯: 解熱使用

固有成方之優缺點



(補心脾、通行水)甘溫，益脾助陽；滲淡，利竅除溼。色白，入
肺瀉熱，而下通膀胱(1)。甯心益氣，調營理衛，定魄安魂(2)。
治憂恚驚悸(3)，心下結痛，寒熱煩滿，口焦舌乾(4)，欬逆(5)嘔噦，
膈中痰水(6)，水腫淋瀝，泄瀉(7)遺精(8)。小便結者能通，多者能
止(9)，生津止渴(10)，退熱安胎。

茯苓

單味藥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1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2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3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4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5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6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7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8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9
http://yibian.hopto.org/shu/?sid=224#n10


單味單方與疊方

頭痛
發燒
沙啞
咳嗽
噁心
發炎
鼻塞
水腫
排熱



感冒症狀 : 鼻水多 清澈

因____不可久服
可加____增加效果

基本固有成方之使用



感冒症狀 : 鼻塞

可加____增加效果

基本固有成方之使用



感冒症狀 : 鼻水黃 發炎

可加____增加效果

基本固有成方之使用



感冒症狀 : 咽喉痛

可加____增加效果

基本固有成方之使用



感冒症狀 : 慢性咳嗽

可加____增加效果

基本固有成方之使用



感冒症狀 : 發燒 中暑

可加____增加效果

基本固有成方之使用



建議使用:唱歌前潤喉可使用

京都念慈安 川貝枇杷膏

寒客肺中作嗽者勿服

常見中藥OTC應用



喉嚨沙啞 喉嚨痛 可用

龍角散 (甘桔湯 之 變方)

甘桔湯 甘草2桔梗1

常見中藥OTC應用



清肺散 杏蘇散 定喘湯 之變方

鄭杏泰 救肺散們~

治本不明確 痰咳不出來 發炎狀況 慢性氣管炎狀況

常見中藥OTC應用



起念而動

勇敢跨出

邱議權

Line ID : daddario222

Daddario@pharmacis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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