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局健康促進工作指引





序

社區藥局的藥事人員是民眾可近性最高

的醫療專業人員，提供藥事照護、藥物

諮詢等服務。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來臨，藥事人員提供

民眾慢性病的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健康照

護服務日益重要，本手冊將協助藥事人

員認識健康促進及其相關業務並提供電

子教育素材。

期望藥局透過本手冊能夠推廣社區健康

促進，提升民眾整體健康。



序

手冊中，

第一部分說明健康促進之定義及五大行動綱要，

第二部分說明藥局在社區推動健康促進的角色，

第三部分提供藥局健康促進實務作為及資源連

結，第四部分說明藥局疫情期間提供的健康促

進資源及健康存摺APP使用教學，第五部分提

供藥局健康促進自我檢核表，作為地方政府衛

生局及社區藥局推動健康促進之參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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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健康促進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1986年通過的渥太華憲章將

健康促進定義為：「使人們能夠強化其掌控並增進

自身健康的過程」(Health promotion is the process of 

enabling people to increase control over, and to 

improve, their health)，並能促使人們擁有「正向積

極的健康」（positive health），而所謂的健康，更

是包括心理、生理、社會安適 (mental, physical, and 

social well-being)的三面向，因此健康促進不再只是

在乎生病與否而是更全面的思維。

健康促進的對象是所有民眾 ，而在渥太華憲章中提

及了成功的健康促進包括五大行動綱要： 建立健康

的公共政策、創造支持性環境、強化社區行動力、

發展個人技巧及調整服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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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健康相關公共政策：任何能夠促使群體選擇更健

康的政策，不單一只包括衛生政策，如：騎車要戴安全

帽2以減少事故發生等交通政策亦算是

2.創造支持性環境：包括群體所在的環境應該使群體更

易選擇健康的選項，如: 綠地的增加可促進民眾的運動意

願3、高齡友善的環境 (例如: 無障礙的空間) 可提供長者

更健康的生活環境、健康職場環境的建立

3.強化社區行動力：包括促進健康社區的連結及活動而

促使群體的健康，如: 健康路跑、衛生局或機構所舉辦的

活動

4.發展個人技巧：包括健康知識的衛教宣導，如: 衛教單

張的發放、海報的張貼、健康諮詢站的設立。另外，參

與培訓以精進自我的健康促進知能及識能

5.調整服務方向：醫療相關人員應該由提供臨床及治療

服務走向健康促進的方向，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務，而所

提供的健康促進服務應該適合當地民眾。另外，對於醫

療相關人員的教育與培訓亦應該跟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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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藥局推動健康促進



藥局推動健康促進源自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藥學

會之共同聲明所提，「藥事執業的任務在於改善健

康、幫助民眾解決健康問題並讓他們的藥物達到最

佳使用」，因此任務之一即為健康促進(Health 

Promotion)。

健康促進是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之重要政策方向，

在面對超高齡化社會來臨之際，在整個健康照護體

系中，社區藥局的可近性最高，並能從健康促進的

公衛預防保健到社區居家在宅醫療中扮演日益重要

的關鍵角色，也因此在台灣醫療環境中，由「藥局

推動健康促進」是接軌國際健康照護發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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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社區藥局推動健康促進服務模式，提升健康促

進功能與形象，提供民眾慢性病的預防及健康促進

等健康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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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

目的

2. 推動健康促進工作平台建立合作模式，鼓勵社區

藥局成為長者社區資源整合平台之一，建立衛生局

及藥局間的橋樑



根據渥太華憲章，

藥局在健康促進中可扮演的角色描述如下:

1.協助建立健康相關公共政策：積極參與並落實健

康相關公共政策，以藥事人員身分關懷社會並提出

建言

2.創造支持性環境：藥局營造健康友善的服務環境，

以高齡友善城市八大面向為出發─無礙、暢行、安

居、親老、敬老、不老、連通、康健，如：高齡友

善設備 (老花眼鏡、放大鏡、輔聽器、不易滑動的

座椅)、高齡友善環境 (無障礙或替代服務通道)設立、

藥局內部擺設血壓機、體重機或相關具有實證之健

康指標量測儀器、能以民眾習慣的語言進行溝通及

衛教、協助長者叫車服務、送藥到府等、 遇到失智

者能夠「看問留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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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健康促進

角色



3.強化社區行動力：協助當地衛生局、民間團體辦

理記者會、大型宣導活動。亦可瞭解當地健康醫療

機構，適時提供民眾醫療轉介。藥師/藥劑生等藥事

人員可在社區提供藥物及健康相關諮詢衛教或講座

4.發展個人技巧：瞭解目前政府健康促進相關政策

及作為，並利用合乎時宜的衛教文宣、海報、影音

等方法宣傳健康促進及用藥安全議題。藥師/藥劑生

針對慢性病(如血壓/血糖/血脂)、用藥(含保健食品/

處方藥/非處方藥)相關議題 ，提供實質衛教及諮詢

服務。另外，藥事人員應積極參與相關健康促進培

訓加強自我技巧，例如: 戒菸衛教師、糖尿病衛教

師、長照Level 1,2,3等培訓，增加照顧老人的能力；

接受反毒、自殺防治訓練，成為校園反毒大使與自

殺防治守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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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調整服務方向：藥師/藥劑生除了能夠執行藥事照

護服務也能夠執行健康促進相關實質服務，包括：

1) 協助宣導健康促進相關政策 (如: 公費健檢、癌

症篩檢、疫苗施打、菸檳酒防治、慢性疾病預

防)

2) 社區藥局建立為高齡友善的環境 (如: 提供高齡

友 善設備、設立無障礙空間、協助長者叫車、

遇到失智者能夠「看問留撥」)並執行長者健康

整合式評估(ICOPE) 量表

3) 藥局提供民眾自我照護檢測服務(如: 量體重、

量血壓) 及相關諮詢並適時提供醫療轉介服務

4) 以民眾習慣的語言提供藥物及健康相關諮詢衛

教或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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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促進
資訊傳遞及實務作為



1.協助宣傳公費健檢服務

實務作為

說明公費健檢項目成人一般健檢、 BC 肝炎篩檢，或擺

放相關衛教單張供民眾索取。

說明內容

國民健康署 (以下稱國健署)提供

1) 健檢5

• 40歲以上未滿65歲民眾每3年1次

• 55歲以上原住民、罹患小兒麻痺且年在35歲以上者、

65歲以上民眾每年1次成人健康檢查

• 服務內容包括身體檢查、血液生化檢查、腎功能檢

查及健康諮詢等項目

2) BC 肝炎篩檢

• 45歲-79歲一般民眾，終身1次

• 40歲-79歲原住民，終身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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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宣傳公費健檢服務(續)

宣傳素材舉例

定期健檢健康百分百宣導單張

成人健康檢查-外表篇
30秒影片

成人健康檢查-需要篇
30秒影片

肝有藥醫
健保幫你出 20萬
(肝炎篩檢海報)

肝有藥醫
健保幫你出 20萬
(肝炎篩檢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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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K_-nGbT8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K_-nGbT8s
https://youtu.be/yOOfTKRDw5A
https://youtu.be/yOOfTKRDw5A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348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348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2181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2181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456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456


2. 協助宣傳癌症篩檢

實務作為

說明四癌篩檢 (大腸癌篩檢、口腔癌篩檢、乳房篩檢、

子宮頸癌篩項目)，或擺放相關衛教單張供民眾索取。

說明內容

國健署提供

1) 乳房X光攝影檢查：45至69歲婦女、40至44歲二等
血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每2年1次

2) 子宮頸抹片檢查：30歲以上婦女，建議每3年1次

3) 糞便潛血檢查：50至未滿75歲民眾，每2年1次

4) 口腔黏膜檢查：30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
或吸菸者、18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 原住
民，每2年1次

宣傳素材舉例

四癌篩檢宣導海報

大腸癌防治宣導廣告-老農篇
30秒影片

大腸癌防治衛教影片
4分50秒影片

秒懂大腸癌(篩檢)

教學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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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30399.pdf?utm_source=H_Package&utm_medium=web&utm_term=H_Package&utm_content=PDF&utm_campaign=H_30399
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30399.pdf?utm_source=H_Package&utm_medium=web&utm_term=H_Package&utm_content=PDF&utm_campaign=H_3039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jx5zUm54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jx5zUm54I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2iLdCiQz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2iLdCiQz4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61009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61009


2.協助宣傳癌症篩檢(續)

宣傳素材舉例 (續)

預防大腸癌-把握健康3原則
衛教單張

千金難買早篩到
宣傳海報

乳癌防治宣導-

我篩了妳篩了嗎？
60秒影片

乳房攝影-愛的提醒篇
4分50秒影片

如何預防子宮頸癌
教學懶人包

子宮頸癌衛教手冊

我們相約抹片檢查
守護健康保護自己
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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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99.hpa.gov.tw/flipbook/61020/
https://health99.hpa.gov.tw/flipbook/61020/
https://health99.hpa.gov.tw/flipbook/22014/
https://health99.hpa.gov.tw/flipbook/22014/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791.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791.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30582.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30582.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30356.pdf?utm_source=H_Package&utm_medium=web&utm_term=H_Package&utm_content=PDF&utm_campaign=H_30356
https://health99.hpa.gov.tw/media/public/pdf/30356.pdf?utm_source=H_Package&utm_medium=web&utm_term=H_Package&utm_content=PDF&utm_campaign=H_3035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7Fl2hEa7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z7Fl2hEa7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iD06XfP8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KiD06XfP8k


3.協助疫苗施打相關業務宣導與推動

實務作為

說明疫苗施打 (如: 子宮頸疫苗、流感疫苗、COVID-19

疫苗)，或擺放相關衛教單張供民眾索取。

說明內容

詳細說明請見下頁表格。

宣傳素材舉例

HPV疫苗衛教手冊
(民眾版)

HPV疫苗衛教單張

施打HPV海報

為什麼要打COVID19

懶人包一

為什麼要打COVID19

懶人包二

COVID疫苗接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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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22015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22015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12260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12260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792.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792.pdf
https://www.cdc.gov.tw/File/Get/DbzNzlySI60y3rD-Xzu2TQ
https://www.cdc.gov.tw/File/Get/DbzNzlySI60y3rD-Xzu2TQ
https://www.cdc.gov.tw/File/Get/R59guytobPGb85T_3D7bkQ
https://www.cdc.gov.tw/File/Get/R59guytobPGb85T_3D7bkQ
https://www.cdc.gov.tw/File/Get/mgH_L2quSpUt9kJD-pPy-Q
https://www.cdc.gov.tw/File/Get/mgH_L2quSpUt9kJD-pP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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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疫苗施打相關業務宣導與推動(續)

COVID-19疫苗相關資訊 說明內容

疫苗簡介

公費疫苗接種對象

疫苗接種院所

疫苗Q&A

註: 由於新冠肺炎疫苗施打對象隨每日政策更新，詳細資訊可參閱疾管局新冠

肺炎疫苗專區或衛服部臉書專頁：COVID-19疫苗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cdc.gov.tw) , 核心教材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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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P2pYv_BSNAzqDSK8Qhllew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3C5A0ltAiQkvot2JXJ4O2A


4. 協助宣傳健康促進的社區資源

實務作為

說明健康促進、公共衛生之服務或社區資源，或擺放相

關服務或社區資訊單張供民眾索取。

說明內容

將健康促進相關單張、海報、素材等擺放或張貼於藥局

供民眾索取，或於民眾有需要時，以電子檔案列印或傳

遞給民眾，亦可於藥局自營社群媒體平台公開宣導，以

利健康促進資訊於社區流通。

宣傳素材舉例

本場域支持無菸檳酒
宣導海報

認識菸害-什麼是一手菸、
二手菸、三手菸
衛教單張

告別壞檳友 宣導海報

雷洪招你做伙來戒
菸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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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445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445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2267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2267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275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275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887.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887.pdf


4. 協助宣傳健康促進的社區資源(續)

宣傳素材舉例 (續)

推動失智友善社區
工作手冊

推動失智友善社區
工作手冊
懶人包

失智友善組織-商店篇
折頁

失智友善組織-教會篇
折頁

失智友善組織-銀行篇
折頁

失智友善組織-廟宇篇
折頁

失智友善組織-醫療院所篇
折頁

失智友善組織-安全居家環境篇
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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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mentiafriendly.hpa.gov.tw/resources/detail/398
https://dementiafriendly.hpa.gov.tw/resources/detail/398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33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33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4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4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5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5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6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6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7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27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8019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8019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30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1&pid=14130


4. 協助宣傳健康促進的社區資源(續)

宣傳素材舉例 (續)

失智不可怕，可怕的是您不知道
影音51分鐘

預防及延緩失智，從這做起(一)

影音51分鐘

預防及延緩失智，從這做起(二)

影音51分鐘

失智友善的一天
影音5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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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1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2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3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4
https://elearn.hrd.gov.tw/info/10022794


5. 提供慢性疾病預防等相關素材

【單張/摺頁/海報/視聽教材等】

實務作為

藥局內部設有擺設針對慢性疾病 (例如: 高血壓、腦中風

防治、心血管防治 、慢性肺阻塞防治 、糖尿病防治)之

衛教單張/摺頁/視聽教材專區；該專區應該設立於民眾

易索取之處。若有張貼海報應該貼於明顯處。

宣傳素材舉例

預防高血壓3C

宣導單張

高血壓正在殘害您的
身體宣導單張

腦中風防治手冊

40秒影片腦中風防治：
症狀辨識篇

40秒影片腦中風防治：
時刻叮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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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22049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2204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VkKXrqe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VkKXrqeR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rPNXt5V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srPNXt5Vo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359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359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392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392


5. 提供慢性疾病預防等相關素材

【單張/摺頁/海報/視聽教材等】(續)

宣傳素材舉例 (續)

30秒影片預防心血管疾病-

危險因子篇(國語) 

30秒影片預防心血管疾病-

危險因子篇(台語) 

30秒影片預防心血管疾病-

症狀就醫篇(國語) 

30秒影片 預防心血管疾病-

症狀就醫篇(台語) 

心血管疾病OUT 

護心行動 四式順心 教學懶人包

遠離心臟病威脅
宣傳海報

預防心血管疾病-

天冷寒心篇宣傳海報

預防心血管疾病-

阻塞篇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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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uup1W_xaU&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uup1W_xaU&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SpD6h39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SpD6h39d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bLwmnVJI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HbLwmnVJI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ILzyIvfcg&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ILzyIvfcg&feature=youtu.be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61010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61010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682.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30682.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289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289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246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246


5. 提供慢性疾病預防等相關素材

【單張/摺頁/海報/視聽教材等】(續)

宣傳素材舉例 (續)

30秒影片糖尿病防治-

腎病變篇(台語) 

30秒影片糖尿病防治-

腎病變篇(國語) 

30秒影片糖尿病防治-

腎病變篇(客語) 

糖尿病慢性併發症
衛教單張

糖尿病足要小心
衛教單張

30秒影片慢性肺阻塞肺病-

認知篇(台語) 

30秒影片慢性肺阻塞肺病-

認知篇(國語) 

30秒影片慢性肺阻塞肺病-

認知篇(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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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XE_v_D05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XE_v_D05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wI7k13hlI&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wI7k13hlI&feature=youtu.be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51359&Type=004&kw=%e7%b3%96%e5%b0%bf%e7%97%85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51359&Type=004&kw=%e7%b3%96%e5%b0%bf%e7%97%85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12468.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12468.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12284.pdf
https://health99.hpa.gov.tw/storage/pdf/materials/12284.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YQt0N5d_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YQt0N5d_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GAbYQddLk&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GAbYQddLk&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8RN9hc-Do&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j8RN9hc-Do&feature=youtu.be


內容

成人健檢機構查詢

癌症相關核可醫事機構名單

二代戒菸合約醫事機構查詢方式

健康促進機構相關名單之查詢網站

社區營養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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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相關

機構查詢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7&pid=1093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7&pid=1093
https://www.nhi.gov.tw/QueryN/query3.aspx?n=1E7E51442140327A&sms=36A0BB334ECB4011&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www.nhi.gov.tw/QueryN/query3.aspx?n=1E7E51442140327A&sms=36A0BB334ECB4011&topn=5FE8C9FEAE863B46
https://ttc.hpa.gov.tw/Web/Agency.aspx
https://ttc.hpa.gov.tw/Web/Agency.aspx
https://www.mohw.gov.tw/cp-189-210-1.html
https://www.mohw.gov.tw/cp-189-210-1.html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40&pid=9947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40&pid=9947


• 國民健康署委託國衛院建立慢性疾病風險評估模

型，民眾得以自行輸入基本資料及健檢報告數據，

計算未來10年後罹患5種慢性疾病(如:冠心病、腦

中風、糖尿病、高血壓、心血管不良事件)風險

• 模型評估的對象以35-70歲為主，使用前請事先準

備最近一次健檢報告

• 若民眾沒有健康數據，建議40歲以上民眾利用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 若平台發現民眾健康數據超過正常值，提供建議

並根據風險結果提供健康指引及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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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風險評估平台

慢性疾病

素材

慢性疾病風險評估平台
QR-Code

https://cdrc.hpa.gov.tw/index.jsp
https://cdrc.hpa.gov.tw/index.jsp


1. 提供自我照護檢測服務(量體重)或健康飲食諮詢

實務作為

藥局內部放置體重機或體脂機供民眾使用，並提供健康

飲食諮詢。

體重量測服務相關資訊

1) 肥胖的量測方法有許多，各有其優缺點，其中，

最為人知的是身體質量指數(BMI)及腰圍的測量

2) BMI的計算：
體重(公斤)

身高(公尺)×身高(公尺)

3) 國健署成人BMI計算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 – 成人版BMI計算機

4) 國健署兒童及青少年BMI 計算器：兒童及青少年

版BMI計算機

5) 腰圍的量測位置

32

健康促進
實質服務

https://km.hpa.gov.tw/obesity/TC/BmiCalculate.aspx
https://km.hpa.gov.tw/ChildBMI/ChildBMI.aspx


1. 提供自我照護檢測服務(量體重)或健康飲食諮詢(續)

體重量測服務相關資訊 (續)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公布的成人健康體位標準：

1) 成人 (18歲以上)BMI：

• 「正常」：18.5kg/m2 ≦BMI＜24 kg/m2

• 「過輕」：BMI <18.5 kg/m2

• 「過重」：24 kg/m2 ≦BMI ＜27 kg/m2

• 「肥胖」9：BMI ＞27 kg/m2 

2) 成人腰圍：

• 成人男性腰圍小於90公分(35英吋)

• 成人女性腰圍小於80公分(31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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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自我照護檢測服務(量血壓)

實務作為

藥局擺放血壓計並指導如何正確使用血壓計。

血壓量測服務相關資訊

1) 正常血壓值應等於或小於120/80mmHg，當血壓達
130/85 mmHg即有偏高情形，140/90 mmHg以上就
代表有高血壓

2) 根據國健署的血壓3C原則，建議提供民眾紙本紀
錄冊，使民眾能定期量血壓(Check) 並建議調整生
活型態(Change)及按時吃藥 (Control)

3) 量血壓時應在心情平靜且安靜之環境下進行測量，
測量前應休息約10分鐘，採坐姿為佳，並確保測量
點與心臟心房位置儘量水平，才能測得較準確之血
壓值

4) 測量血壓可分別於手腕或手臂處測量，於手臂處測
量，應將壓脈帶置於肘窩下約2公分處；於手腕處
測量，置於手腕位置，不論於何處測量，皆應注意
壓脈帶的寬度及擺放的位置，避免過鬆或過緊

5) 如需測量第二次血壓，應休息五分鐘左右後再測量
較為妥適

6) 電子血壓計在使用一段時間後可能會有不準確的問
題，應該定期送回經銷商進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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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慢性病(如血壓/血糖/血脂)衛教及諮詢服務

實務作為

藥局備有慢性病(如血糖、血壓)紀錄冊，並提供自我監

測衛教及諮詢。

慢性病之衛教及諮詢相關資訊

藥事人員可持續以國內外醫學實證新知來提供民眾諮詢，

建議藥局可以優先參考台灣相關專業學會之最新治療指

引進行衛教與諮詢以達到專業共識。

建議相關指引及連結

財團法人高血壓學會

台灣腦中風學會相關

血壓與血脂控制指引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糖尿病臨床照護與

第二型糖尿病藥物治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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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s.org.tw/
https://www.ths.org.tw/
https://www.stroke.org.tw/GoWeb2/include/index.php?Page=3
https://www.stroke.org.tw/GoWeb2/include/index.php?Page=3
http://www.endo-dm.org.tw/dia/direct/index.asp?BK_KIND=29&current=2018%BF}%A7%BF%AFf%C1{%A7%C9%B7%D3%C5@%AB%FC%A4%DE
http://www.endo-dm.org.tw/dia/direct/index.asp?BK_KIND=29&current=2018%BF}%A7%BF%AFf%C1{%A7%C9%B7%D3%C5@%AB%FC%A4%DE


4. 適時提供醫療轉介服務

實務作為

藥局備有轉介合作院所及社區資源合作單位之清單，相

關機構可參閱p.37. 之資訊。

5. 提供高齡友善設備

實務作為

藥局擺放老花眼鏡、放大鏡、輔聽器、座椅建議有靠背

與扶手。

6. 藥局內及入口處設有無障礙通道或替代服務提

供使用輪椅者或長者進出

實務作為

藥局內及入口處設有無障礙通道或替代服務(如: 愛心服

務鈴)提供使用輪椅者或長者進出。

無障礙空間相關資訊

1) 藥局出入口兩側地面距離在120公分以上之範圍內應

平整、防滑、易於通行，不得有高低差，且坡度(上

下兩端之高度與水平長之比值)不得大於1:50

2) 藥局內部走廊寬度大於或等於120公分

3) 室內通路走廊上若有上下平台高差超過3公分，或坡

度超過1:15者，則須具有坡道或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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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民眾習慣的語言進行溝通及衛教

實務作為

藥師/藥劑師能以民眾習慣的語言進行溝通及衛教。

對長者溝通建議

1) 與視覺功能下降長者溝通技巧

• 使用簡單易懂的設計並且字體對比明確

• 建議至少16或是18號字型並調高行距

• 建議圖文轉成語音或點字

2) 與聽覺功能下降長者溝通技巧

• 降低環境噪音，說話語調清楚而明確

• 盡量使用面對面的溝通技巧

• 請個案重複聽到的訊息

• 適時提供聽力輔助用品，但需考慮個案意願

• 建議搭配文字及圖卡協助溝通

3) 與認知功能下降長者溝通技巧

• 重複重要訊息，細節講清楚、強調想要的成效

• 直接具體表達該做的事情，避免條列不可以做的事情，

造成混淆

• 建議溝通搭配簡單圖卡及易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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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供民眾失智症「看問留撥」的處理四步驟

實務作為

提供民眾「看問留撥」的處理四步驟：1) 看到有疑似失

智症患者，2) 能夠主動關心詢問，3) 給予適當協助慰留

並4) 若有需要撥打110請警方協助。

看問留撥相關素材

認識失智症

看問留撥SOP

衛教單張

2分57秒影片

歌仔戲看.問.留.撥

失智友善「憶」起來！

看問留撥４步驟，及時

協助失智症者！

宣傳海報 38

8. 協助長者叫車服務

實務作為

藥局能協助長者叫車服務。

可參考的叫車方式

可以瞭解各縣市敬老愛心卡之補助方式，備有相關車隊

之聯繫方式以利叫車。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12492&Type=000&kw=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12492&Type=000&k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Ctb5xK9C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ICtb5xK9Cg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584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584


10. 提供民眾用藥諮詢整合服務(含保健食品/處

方藥/非處方藥)或提供雲端藥歷查詢服務，檢

視民眾是否有多重用藥及不適當用藥的情況

實務作為

能實際幫民眾進行雲端藥歷查詢並檢視是否有多重用藥

並懂得健康存摺。

雲端藥歷及健康存摺相關資訊

1) 藥局藥事人員能透過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以下簡稱雲端藥歷)，憑藉民眾健保卡，藥事人

員調劑或用藥諮詢時，可查詢民眾過去就醫資訊，

包含西醫、中醫用藥紀錄、檢查檢驗紀錄與結果、

藥物過敏紀錄、特定凝血因子用藥紀錄等資訊，

可減少重複用藥，評估交互作用、進行療效監測、

藥物不良反應等專業藥事服務，增進用藥安全

2) 中央健康保險署推廣的健康存摺是一個線上健康

資料查詢系統，提供健保保險對象可隨時隨地掌

握個人健康資訊，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3) 可在https://myhealthbank.nhi.gov.tw/ihke0002/IHKE0002S01.aspx 

執行，亦可以下載「全民健康快易通」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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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執行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ICOPE)問卷

實務作為

藥師/藥劑生能夠執行ICOPE問卷中用藥3問(第46頁) :

1) 您每天使用的藥物是否10種(含)以上(包括中藥等任

何用藥)？(註：中藥算為1種藥物)

2) 您服用的藥品中是否包含止痛藥、幫助睡眠用藥等？

3) 您是否因為服用藥品而發生平衡感改變、睏倦、眩

暈、低血壓或口乾舌燥等症狀？

ICOPE相關資訊

國健署所推廣之長者功能自評(ICOPE，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量表-長者自評版及家屬評估版 (第41頁

至第46頁)是參閱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之高齡整合照護指

南(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Guidelines，ICOPE)所

訂定，包含認知功能、行動能力、營養不良、視力障礙、

聽力障礙、憂鬱等項目。透過該量表的這6項功能評估，

可以瞭解長者是否有健康警訊。建議藥局可以執行初步

評估並且有必要之時轉介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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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功能自評量表-長者自評版

量表說明：

人老了一定會失能嗎? 您知道可以延緩失能發生嗎?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延緩失能的關鍵，需要管理六大面向

的內在能力：「認知、行動、營養、視力、聽力及憂鬱」。國

民健康署據此發展本量表，透過簡單的測驗，可以瞭解自我功

能的狀況，及早介入處理，進而延緩失能。

若您已年滿65歲(原住民提早至55歲)，請利用背面量表，評估自

我的身心狀況。

長者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手機：_______________ □無，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現居地址：_______縣(市) _______鄉鎮市區 具原住民身分：□是 □否

第1次使用本量表評估：□是

□否，前次評估日期：_____年 _____月

本量表回收後，相關資料將作為衛生單位政策評估及查詢或個案追蹤健康管理使用。

長者同意請簽名或蓋章(手印)：_________________ 41



項目 題目
評估結

果

認知

功能
1. 您最近一年來，是否有記憶明顯減退的情形?

行動

功能

2. 您是否出現以下"任一種"情況?

 非常擔心自己會跌倒?

 過去一年內曾跌倒過?

 坐著時，必須抓握東西才能從椅子上站起來?

營養

不良

3. 在非刻意減重的情況下，過去三個月，您的體重是否減輕
3公斤或以上?

4. 過去三個月，您是否曾經食慾不好?

視力

障礙

5. 您的眼睛看遠、看近或閱讀是否有困難?

(此題回答「是」，請答題目5-1.；此題回答「否」，請跳
答題目6.)

□是 □否

5-1. 您過去1年是否"曾"接受眼睛檢查？

聽力

障礙

6. 您的聽力是否出現以下"任一種"情況?

 電話或手機交談時聽不清楚，或因為沒聽到鈴聲常
漏接電話?

 看電視/聽收音機時，常被家人或朋友說音量開太大
聲?

 與人交談時，常需要對方提高說話音量或再說一次?

 因為聽力問題而不想去參加朋友聚會或活動?

憂鬱

7. 過去兩週，您是否常感到厭煩(心煩或「阿雜」)，或覺得
生活沒有希望?

8. 過去兩週，您是否減少很多的活動和原本您感興趣的事?

評估日期：_____年___月___日

長者功能自評量表-長者自評版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以上功能評估結果如有異常(也就是您有勾選灰底處)，可於回診時請教醫師，

若您暫時沒有尋求相關協助，可參考以下健康資訊，或查找以下住家附近可利

用的社區資源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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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功能自評量表-家屬評估版

量表說明：

人老了一定會失能嗎? 您知道可以延緩失能發生嗎?

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延緩失能的關鍵，需要管理六大面向

的內在能力：「認知、行動、營養、視力、聽力及憂鬱」。國

民健康署據此發展本量表，透過簡單的測驗，可以瞭解自我功

能的狀況，及早介入處理，進而延緩失能。

若您家中有65歲以上長輩(原住民提早至55歲)，請利用背面量表，

評估長輩的身心狀況。

長者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手機：_______________ □無，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現居地址：_______縣(市) _______鄉鎮市區 具原住民身分：□是 □否

第1次使用本量表評估：□是

□否，前次評估日期：_____年 _____月

本量表回收後，相關資料將作為衛生單位政策評估及查詢或個案追蹤健康管理使用。

長者同意請簽名或蓋章(手印)：__________________ 43



長者功能自評量表-家屬評估版

項目 題目 評估結果

認知

功能
1. 您是否覺得長輩近一年來有記憶減退現象?

行動

功能

2. 椅子起身測試：長輩雙手抱胸，完成連續起立坐下5次。
 需要幾秒？
 是否大於12秒？

_______

秒

營養

不良

3. 詢問長輩在非刻意減重的情況下，過去三個月，體重是否
減輕3公斤或以上?

4. 詢問長輩過去三個月，是否曾經食慾不好?

視力

障礙

5. 詢問長輩眼睛看遠、看近或閱讀是否有困難?

(此題回答「是」，請答題目5-1.；此題回答「否」，請跳
答題目6.)

□是 □否

5-1. 詢問長輩過去1年是否"曾"接受眼睛檢查？

聽力

障礙

6. 詢問長輩聽力是否出現以下"任一種"情況?

 電話或手機交談時聽不清楚，或因為沒聽到鈴聲常漏
接電話?

 看電視/聽收音機時，常被家人或朋友說音量開太大
聲?

 與人交談時，常需要對方提高說話音量或再說一次?

 因為聽力問題而不想去參加朋友聚會或活動?

憂鬱

7. 詢問長輩過去兩週，是否常感到厭煩(心煩或「阿雜」)，
或覺得生活沒有希望?

8. 詢問長輩過去兩週，是否減少很多的活動和原本感興趣的
事?

評估日期：_____年___月___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以上功能評估結果如有異常(也就是您有勾選灰底處)，可於長輩回診時請教

醫師，若暫時沒有尋求相關協助，可參考以下健康資訊，或查找以下住家附

近可利用的社區資源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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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 QR-CODE連結

認知

微電影-認知篇

行動

微電影-行動篇

失智是什麼 高齡健康操

營養 微電影-營養篇 憂鬱 微電影-憂鬱篇

均衡飲食帶動跳 認識老年憂鬱

症

聽力
微電影-聽力篇

視力
微電影-視力篇

哪裡有適合長者使用的社區資源及課程？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長者社區資源整合運用平台

(https://healthhu

b.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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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hub.hpa.gov.tw/


評估項目 初評內容 初評結果 結果說明

G.用藥 1.您每天使用的藥物是否10種(含)以上
(包括中藥等任何用藥)?
(註：中藥算為1種藥物)

任一答案為「是」
者，請依長者情況
轉介藥物諮詢及提
供用藥衛教。

2.您服用的藥品中是否包含止痛藥、幫
助睡眠用藥等?

3.您是否因為服用藥品而發生平衡感改
變、睏倦、眩暈、低血壓或口乾舌燥等
症狀？

H.

生活
目標

現在最困擾您的健康問題是甚麼 ? 您最擔心這個健
康問題影響到生活上的甚麼事 ?

瞭解老年人的生活、
期待、偏好、需求、
價值觀，且制定個
人化的照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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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用藥及生活目標評估量表

說明

初評任一項以上異常，詢問個案是否有下列問題，並依
建議提供相關處置

12. 提供藥品及健康相關諮詢衛教或講座

實務作為

到社區或校園進行藥品、健康食品諮詢或講座。



補充:政府健康促進相關即時資訊之提供

國民健康署-
健康九九網頁

國民健康署-
官方臉書平台

食品藥物管理署-
TFDA官方Line帳號

食用玩家食藥署-
官方臉書平台

食品藥物管理署-
守護厝邊頭尾
安全用藥臉書平台

疾病管制署-
疾管家官方Line帳號

疾病管制署-
1922防疫達人
官方臉書平台

中央健康保險署-
官方臉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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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lth99.hpa.gov.tw/
https://health99.hpa.gov.tw/
https://zh-tw.facebook.com/hpagov
https://zh-tw.facebook.com/hpagov
https://www.facebook.com/tfda2014.tw
https://www.facebook.com/tfda2014.tw
https://zh-tw.facebook.com/tfda.dr.medicine/
https://zh-tw.facebook.com/tfda.dr.medicine/
https://zh-tw.facebook.com/TWCDC
https://zh-tw.facebook.com/TWCDC
https://www.facebook.com/nhi.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nhi.gov.tw/
https://page.line.me/vqv2007o
https://page.line.me/vqv200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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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健康促進自我評核表項目 藥局健康促進電子文宣類別

A1.協助宣傳公費健檢服務 宣傳公費健檢

A2. 協助宣傳癌症篩檢 宣傳癌症篩檢

A3. 協助疫苗施打相關業務宣導與推動 宣傳疫苗施打

A4. 協助宣傳健康促進的社區資源 宣傳健康促進的社區資源

A5. 提供慢性疾病預防等相關素材(單張/摺
頁/海報/視聽教材等)

提供慢性疾病預防等相關素材

B9.提供民眾有關失智症「看問留撥」的處

理四步驟。

B11. 執行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ICOPE)量表，

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1)您每天使用的藥物是否10種(含)以上(包

括中藥等任何用藥)?

(2)您服用的藥品中是否包含止痛藥、幫助

睡眠用藥等?

(3)您是否因為服用藥品而發生平衡感改變、

睏倦、眩暈、低血壓或口乾舌燥等症狀？

高齡(含失智)友善資源:

(1) 看問留撥
(2) ICOPE

B10.提供民眾用藥諮詢整合服務(含保健食

品/處方藥/非處方藥)或提供雲端藥歷查詢

服務，檢視民眾是否有多重用藥及不適當

用藥的情況。

B12. 提供藥品及健康相關諮詢衛教或講座。

用藥安全

電子文宣放置處:

藥局健康促進學習園地 | Facebook

本表格針對藥局健康促進自我評核表，藥局健康促進電子文

宣主要分為七大類。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78562106606664/


4.
健康促進與COVID-19



1. 疫情間的健康促進:保持良好體態

說明

疫情間長時間待在家中，仍需保持良好體態，根據國健

署的建議有下列資源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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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間保持良好體態相關素材

居家運動新模式

健康動起來

異地、遠距辦公之

「新生活運動」

親子宅料理

吃出保護力

天然蔬果 抗疫給力

吃出五彩人生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76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76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66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66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72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72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84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306&pid=14084


2. 疫情間的健康促進:保持良好心理健康

說明

疫情間的心理健康極為重要，根據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

腔健康司建議

1.遇到焦慮的民眾可以

1) 找個自己喜愛的或信賴的人談談

2) 主動加以關切與詢問並追蹤

3) 狀況發生一週或兩週以上建議轉介相關資源

2.遇到易感人群及大眾可能出現恐慌、不敢出門、盲目

消毒、失望、恐懼、易怒、攻擊行為和過於樂觀、放棄

等情緒，建議:

1) 正確提供資訊及有關進一步服務的資訊

2) 交流、提供適應行為的指導

3) 不歧視確診或疑似個案

4) 提醒注意不健康的應對方式（如飲酒、吸煙等）

5) 自我識別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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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促進素材

防疫心理健康5大招

安靜能繫望

衛教文宣

防疫心生活運動

衛教文宣

疫情心理健康

( 心口司圖卡)

衛教文宣

2. 疫情間的健康促進:保持良好心理健康(續)

心理健康促進相關轉介資源

衛生福利部1925 (依舊愛你)

24小時防疫安心專線

各地方衛生局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單次30分鐘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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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cpu.org.tw/news/heart-home-delivery-heart-life.html
https://www.tcpu.org.tw/news/heart-home-delivery-heart-life.html
https://www.mohw.gov.tw/Public/Images/202006/5582006091126faa39.JPG
https://www.mohw.gov.tw/Public/Images/202006/5582006091126faa39.JPG
https://www.mohw.gov.tw/Public/Images/202105/7842105181658e0e3b.PNG
https://www.mohw.gov.tw/Public/Images/202105/7842105181658e0e3b.PNG
https://www.mohw.gov.tw/Public/Images/202105/42921052411435f214.jpg
https://www.mohw.gov.tw/Public/Images/202105/42921052411435f214.jpg
https://topics.mohw.gov.tw/SS/cp-4621-49581-204.html
https://topics.mohw.gov.tw/SS/cp-4621-49581-204.html


3.健康促進與健康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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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在我手，健康促進跟著走

個人成人預防保健、免費四癌(乳癌、大腸癌、子宮頸

癌與口腔癌)篩檢結果，就醫、用藥或疫苗注射紀錄可

透過健康存摺查詢，同時掌握疾病衛教及風險預測資訊，

協助民眾實踐健康促進行為，落實自我健康管理。

健康存摺有哪些功能

1.自我健康管理

1) 生理測量紀錄(收縮壓、舒張壓、身高、體重等)

2) 回診提醒、領藥通知、成人預防保健檢查提醒

2.疾病管理服務

• 疾病風險預測、就醫及用藥紀錄

3.衛教資訊連結

• 健康促進、健康飲食、心理健康促進



4. 協助長者使用健康存摺APP 

1.掃描下列QR-Code或在google play store搜尋「【全民

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摺APP】」，執行APP下載

2.打開APP，在銀幕下方點選「健康存摺」

3.點選【行動碼認證】或【裝置碼認證】

👉【行動電話認證】限「本國籍」人士使用「本人

申辦」的「月租型門號」及「個人4Ｇ以上行動網

路」，才能經由門號所屬的電信業者確認身分。

👉若使用預付卡、或門號非本人申辦、使用公司門

號，請改用【裝置碼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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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長者使用健康存摺APP (續)

3.點選【行動碼認證】或【裝置碼認證】

1) 點選【行動電話認證碼】進行步驟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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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長者使用健康存摺APP (續)

2) 點選【裝置碼認證】進行步驟如下:

 請準備健保卡及讀卡機至健保署「健保卡網路

服務註冊系統」

 點選「首次登入請先申請」之連結，依步驟完

成申請並完成「電子信箱認證」。

※注意:申請過程須用到戶口名簿的戶號及戶籍地址，建議備
妥再進行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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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Login.aspx


4. 協助長者使用健康存摺APP (續)

 以健保卡登入「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系統」點

選「行動裝置認證」；點選【產生裝置認證

碼】，畫面顯示QR-Code及裝置認證碼。

※注意：認證碼有效時間為15分鐘，逾期請重新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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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長者使用健康存摺APP (續)

 開啟健保快易通APP，點選「健康存摺」，讀取

QR-Code或輸入裝置認證碼進行認證，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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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藥局健康促進自我評估表



藥局名稱 醫事機構代碼

基本符合條件
□ 1.現為「戒菸服務補助計畫契約藥局」 (二代戒菸藥局：給藥/衛教、調劑)

□ 2.現為「戒菸輔助用藥契約調劑藥局」(僅能執行戒菸處方調劑藥局)

類別 檢核項目(請勾選以下描述內有提供之項目，符合一項即為是) 藥局自評

A.

提供資訊傳遞與
教育

1. 協助宣傳公費健檢服務

□成人一般健檢 □B、C肝炎篩檢
□是□否

2. 協助宣傳癌症篩檢

□大腸癌篩檢 □口腔癌篩檢 □乳房篩檢 □子宮頸癌篩
□是□否

3. 協助疫苗施打相關業務宣導與推動

□子宮頸(HPV)疫苗 □流感疫苗
□是□否

4. 協助宣傳健康促進的社區資源

□菸害 □檳榔 □酒精濫用防治 □均衡飲食 □運動

□身心健康
□是□否

5. 提供慢性疾病預防等相關素材(單張/摺頁/海報/視聽教材等) 

□高血壓 □腦中風防治 □心血管防治 □慢性肺阻塞防治

□糖尿病防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

B. 

提供健康促進實
質服務

1. 提供自我照護檢測服務(量體重)或健康飲食諮詢。 □是□否

2. 提供自我照護檢測服務(量血壓)。 □是□否

3. 提供慢性病(如血壓/血糖/血脂)衛教及諮詢服務。 □是□否

4. 適時提供醫療轉介服務。 □是□否

5. 提供高齡友善設備

□老花眼鏡 □放大鏡 □輔聽器

□不易滑動的座椅(座椅是否有□固定扶手□靠背□無扶手或靠

背)

□是□否

6. 藥局內及入口處設有無障礙通道或替代服務提供使用輪椅者

或長者進出。
□是□否

7. 能以民眾習慣的語言進行溝通及衛教。 □是□否

8. 藥局能協助長者叫車服務。 □是□否

9. 提供民眾有關失智症「看問留撥」的處理四步驟。 □是□否

10.執行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ICOPE)量表，至少應包括下列項目:

(1)您每天使用的藥物是否10種(含)以上(包括中藥等任何用藥)?

(2)您服用的藥品中是否包含止痛藥、幫助睡眠用藥等?

(3)您是否因為服用藥品而發生平衡感改變、睏倦、眩暈、低血

壓或口乾舌燥等症狀？

□是□否

11.提供民眾用藥諮詢整合服務(含保健食品/處方藥/非處方藥)或

提供雲端藥歷查詢服務，檢視民眾是否有多重用藥及不適當

用藥的情況。
□是□否

12.提供藥品及健康相關諮詢衛教或講座。 □是□否

藥局健康促進自我檢核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本檢核表項目內容符合者，請勾選「是」；不符合者，請勾選「否」。
•審查通過標準：
(1)提供資訊傳遞與教育：評分為「是」須≧3項。
(2)提供實質服務(可依藥60局執行業務情況進行檢核)：評分為「是」須≧7項。
(3)整體評分為「是」須為≧10項。
(4)績優標準: 整體評分為「是」須為≧13項以上且其中勾選 (1) 提供慢性疾病預防等相關素材 (2) 提

供慢性病(如血壓/血糖/血脂)衛教及諮詢服務 (3) 執行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ICOPE)量表至少應包括用

藥相關項目 (4) 提供藥品及健康相關諮詢衛教或講座，並另可自提績優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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