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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局管理 

 
 按【tga 藥庫藥局設定基本資料】圖示滑鼠左

鍵兩下。 

 輸入「登入名稱」，完成後按鍵盤 Tab 鍵

或用滑鼠點選將游標移至「密碼」欄位。 

 若有設定人事密碼，需再輸入「密碼」。 

 按 G 確認鈕，進入操作畫面；按 E 結束鈕，

取消進入【tga 藥庫藥局設定基本資料】。 

 

 

一、增刪全部藥品內容 

目的：新增 / 修改 / 刪除 藥品基本檔。 

方法： 

1、 選擇「B 增刪藥品資料」中的「１增刪藥品」。 

2、 在「查詢藥品」處輸入欲修改的藥品索引，或藥品簡稱，或藥品健保代號，再按

Enter。 

 

 

 

A、 例如：輸入「Panadol」，按 Enter 後，即顯示「Panadol 80mg」的藥品。 

B、 若輸入查詢條件且按 Enter 後，沒有顯示任何資料項，即表示無此藥品項。 

3、 新增或修改藥品內容，均是直接輸入。當按回主畫面後，即自動存檔。 

4、 資料欄「藥品名稱 / 藥品簡稱 / 藥品代號」是固定的，當左右捲動畫面時，「藥

品名稱/ 藥品簡稱 / 藥品代號」不會隨之捲動。 

5、 欄位的資料。 

A、 藥品名稱：申報健保的藥品名稱。 

B、 藥品簡稱：院所內部使用的藥品名稱，新增藥品時，預設是與「藥品名稱」相

同。 

 當所有顯示藥品項目的地方，例如醫師台、批價台 - - -，均是顯示藥品簡稱。 

C、 藥品代號：藥品的健保支付代號。 

D、 前藥品代號:藥價比對後的前藥品代號(若有做藥價比對會自行帶入) 

E、 代號生效日期:若有做藥價比對新替代藥的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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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索引 1—索引 3：是呼叫該藥品的代號索引，有 3 個索引可以設定。 

 例如「Acemet Capsules」藥品索引可以設定「oacem、ace、acem」。設

定後，以後可使用「oacem」或「ace」或「acem」來調用「Acemet Capsules」

的藥品。 

G、 藥品種類：設定該藥品是何種種類。 

 例如內服藥、注射劑、外用藥、定量內服、開瓶即報- - - - -。若沒有設定該

欄資料，預設是第 1 個選項「內服藥」。 

H、 拆帳歸屬：可設定該項藥品之拆帳費用科目。 

I、 合約項次：可輸入藥品進貨時，該藥品項目位於合約的的第幾頁，便於以後查

詢，例如「Acemet Capsules」的合約項次為「0004」。 

J、 藥品用法：設定該藥品的預設使用用法，例如 PO、IV、IM、STAT----。 

K、 預設使用頻率：設定該藥品門診的預設使用頻率，藥品一日吃幾次，例如 TID、

QID、QD、PRN-----。 

L、 住診預設頻率：設定該藥品住診的預設使用頻率。 

M、 藥品單位：設定該藥品的預設單位，例如 Tab、Cap、CC、Amp、Bot---。 

N、 第二單位：設定該藥品的預設使用第二種用藥單位。 

O、 進貨單位：設定該藥品的進貨時使用的單位。 

P、 轉換率：設定該藥品藥庫與藥局換算的單位量，例如藥庫入庫是以「瓶」計算，

藥局是以「粒」計算，若一瓶是 500 粒，則在此輸入「500」。 

Q、 列管分類：設定該藥品屬於一般藥品、列管藥品、不計庫存、特別管制藥品。

若設定特別管制藥品則在診間會印出管制藥品的特別處方箋。 

R、 是否給付：設定該藥品是否是健保給付項目。 

 若選擇「否」，在醫師台或批價台或住診護理站，均會視為自費藥品項目，

且以自費方式批價。 

S、 經費來源：設定該藥品的經費來源。 

T、 申報單位基準：設定該藥品在申報時是以何種單位申報。 

 如：診間的注射劑是以 CC 為單位，但申報時是以「瓶」為申報單位。 

 若使用「申報單位基準」，藥品種類必須選擇「定量內服」或「定量注射」

或「定量外用」，才有效用。 

 若未選擇「定量內服」或「定量注射」或「定量外用」，則仍以「藥品單位」

為申報單位。 

U、 申報用量基準：設定申報單位的基準是以多少的用量為基準。 

 如：內服藥水以每 60cc 為 1 瓶申報，則在此設定為 60。 

 當設定申報用量基準後，當門診及住診在輸入藥品的次劑量後，會自動依次

劑量*日份*頻率，計算出「總量」，然後再除以「申報用量基準」，得出真

正的該藥品總量。 

 備註：若使用「申報用量基準」，藥品種類必須選擇「定量內服」或「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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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或「定量外用」，才有效用。 

 使用「申報用量基準」，在門診及住診輸入藥品時，不會理會是否有設定「預

設總量」。 

V、 預設劑量：設定該藥品預設診間開藥品處方時，預設的次劑量。 

 若不設定，則預設為 1。 

W、 預設總量：設定該藥品預設診間開藥品處方時，預設的總量。 

 不設定，則預設為「次劑量 * 頻率 * 日份」。 

 若設定的數值大於 0，則在診間開藥時會自動帶出此總量。 

 若藥品有設定為定量內服、定量注射、定量外用、開瓶即報，則預設總量無

效。 

 此適用於外用藥、注射劑之藥品。 

X、 最高劑量：設定該藥品一次處方最高可使用的次劑量。 

Y、 最大天數：設定該藥品一次處方最大天數，超過天數時住診會警告。 

Z、 限用總量：設定藥品一個月最多可健保申報的總量，例如「Methacin Gel 20g」

一個月限申報一條。 

AA、 藥局成本：設定該藥品在藥局的成本金額。 

BB、 藥庫成本：設定該藥品在藥庫的成本金額。 

CC、 健保售價：若該藥品為健保時，在「生效日期」之後計價的單價金額。 

DD、 自費售價：若該藥品為自費時，在「生效日期」之後計價的單價金額。 

EE、 前健保價：若該藥品為健保時，在「生效日期」之前計價的單價金額 

FF、 其自費價：若該藥品為自費時，在「生效日期」之前計價的單價金額 

GG、 預設空針：預設針劑使用之空針處置名稱。 

HH、 藥局安全量：設定藥局該藥品的安全存量。 

II、 藥庫安全量：設定藥庫該藥品的安全存量。 

JJ、 缺藥：勾選是否為缺藥。 

 輸入 1 為勾選缺藥，診間醫師開出此藥時，會予以警告，而且不可使用。 

 輸入 0 或空白，為不缺藥藥品。 

KK、 藥局存量：藥局目前存量。 

LL、 藥庫存量：藥庫目前存量。 

MM、 生效日期：該藥品健保規定開始可使用，以及其健保價生效日期。 

NN、 保存期限：設定藥品保存的期限。 

OO、 核備日期：設定藥品核備通過的日期。 

PP、 包藥機：設定是否為包藥機包的藥品；輸入 1 為包藥機的藥品，輸入 0 或空

白為非包藥機的藥品。 

QQ、 中藥：設定是否為中藥；輸入 1 為中藥，輸入 0 或空白為非中藥藥品。 

RR、 抗生素：設定是否為抗生素的藥品；輸入 1 為抗生素的藥品，輸入 0 或空白

為非抗生素的藥品。 



方鼎專業醫療軟體（TGK）操作手冊 

方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5 

SS、 過敏原 1-3：設定該藥品的一些過敏藥原。 

TT、 適應症：輸入該藥品適應症內容。 

UU、 藥理作用：設定該藥品特別注意的作用事項。 

 若有設定內容，在「醫師台」開藥時不會提示，但會列印至藥袋，請患者使

用時需特別注意。 

VV、 禁忌藥品：可註解該藥品與哪些藥品有互相禁忌。 

 當禁忌藥品欄有輸入文字時，在「診間醫師台」輸入該藥品時會顯示禁忌內

容。 

WW、 備註欄：可註解該藥品的一些注意或提醒事項。 

 當備註欄有輸入文字時，在「診間醫師台」輸入該藥品時，會顯示備註文字

內容。例如可輸入執行該藥品時，還必需連帶執行哪些處置或檢驗的提醒文

字。 

XX、 外觀：輸入該藥品外觀內容。 

YY、 藥廠代號：輸入藥品進貨的藥廠代號。 

ZZ、 藥廠名稱：輸入藥品進貨的藥廠名稱。 

6、 排序： 

 按「欄位名稱」可以將該欄位排序，在同一欄位再按一下可以反順序排序。 

7、 看藥品內容 

 可在藥品列上按滑鼠左鍵兩下，或按滑鼠右鍵一下再選「E 查看藥品資料」，

顯示整頁藥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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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定藥品的連帶 

1、 在「1 增刪藥品」中的「查詢藥品」處輸入欲設定連帶的藥品索引，或藥品簡稱，或

藥品健保代號，再按 Enter。 

2、 在顯示所查詢的藥品上，按滑鼠右鍵一下，選擇「增刪連帶醫令」。 

3、 藥品的連帶可以連帶多種藥品、處置、檢驗。 

 

 

A、 在「代入」輸入藥品（或處置或檢驗）索引碼，按 Enter。 

B、 刪除某一筆連帶的醫令，可以在欲刪除的醫令最左邊按滑鼠左鍵一下，使其變成

黑列，然後再按 Del。 

C、 輸入完畢後，按畫面右上方的   即可。 

 

三、修改藥品用法內容 

在「B 增刪藥品資料」中可以新增 / 修改所有藥品的各欄位資料。 

若只需修改部份有關藥品用法的資料欄，可以在「2 用法設定」修改。 

1、 選擇「B 增刪藥品資料」中的「2 用法設定」。 

2、 在「查詢藥品」處輸入欲修改的藥品索引，或藥品簡稱，或藥品健保代號。再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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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例如：輸入「Panadol」，按 Enter 後，即顯示「Panadol 80mg」的藥品。 

B、 若輸入查詢條件且按 Enter 後，沒有顯示任何資料項，即表示無此藥品項。 

3、 新增或修改藥品內容，均是直接輸入。 

4、 資料欄「藥品名稱」、「藥品代號」、「藥品種類」是固定的，當左右捲動畫面時，

這些欄位不會隨之捲動。 

5、 按「欄位名稱」可以將該欄位排序，在同一欄位再按一下，可以反順序排序。 

 

四、修改藥品變動資料內容 

在「B 增刪藥品資料」中可以新增／修改所有藥品的各欄位資料。 

若只需修改部份健保比較會變動的資料欄，可以在「3 變動資料」修改。 

 

1、 選擇「B 增刪藥品資料」中的「3 變動資料」。 

 

 

 

 

 

2、 在「查詢藥品」處輸入欲修改的藥品索引，或藥品簡稱，或藥品健保代號，再按 Enter。 

A. 例如：輸入「Panadol」，按 Enter 後，即顯示「Panadol 80mg」的藥品。 

B. 若輸入查詢條件且按 Enter 後，沒有顯示任何資料項，即表示無此藥品項。 

3、 新增或修改藥品內容，均是直接輸入。 

4、 資料欄「藥品名稱」、「藥品代號」、「藥品種類」是固定的，當左右捲動畫面時，

這些欄位不會隨之捲動。 

5、 按「欄位名稱」可以將該欄位排序，在同一欄位再按一下可以反順序排序。 

 

五、修改藥品過敏禁忌內容 

在「B 增刪藥品資料」中可以修改所有藥品的各欄位資料。 

若只需修改部份有關過敏、禁忌的資料欄，可以在「4 過敏禁忌」修改。 

1、 選擇「B 增刪藥品資料」中的「4 過敏禁忌」。 

2、 在「查詢藥品」處輸入欲修改的藥品索引，或藥品簡稱，或藥品健保代號。再按 Enter。 

A、 例如：輸入「oamp」按 Enter 後，即顯示「Ampicillin 500mg」的藥品。 

B、 若輸入查詢條件且按 Enter 後，沒有顯示任何資料項，即表示無此藥品項。 

3、 新增或修改藥品內容，均是直接輸入。 

4、 資料欄「藥品名稱」、「藥品代號」、「藥品種類」是固定的，當左右捲動畫面時，

這些欄位不會隨之捲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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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修的欄位只有 6 個：藥理作用、禁忌藥品、備註欄、副作用、用藥須知。 

6、 按「欄位名稱」可以將該欄位排序，在同一欄位再按一下可以反順序排序。 

 

 

六、設定代號 

自訂代碼，新增或修改代碼內容，均是直接輸入。(分類名稱/代號/內容) 

 

 

 

 

 

 

 

七、設定體重年齡表 

1、設定「標準體重表」 

A. 請點選「B增刪藥品資料」「6體重年齡表」標準體重表  

出現「標準體重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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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查詢藥品內，輸入欲設定之藥品→再選擇「標準體重表」或「標

準年齡表」。 

C. 分別 key 入各公斤數或各年齡所應帶出之劑量，亦可 key入「最

低公斤所帶劑量」即「最高公斤所帶劑量」欄位，並點選「計算」

鈕，系統自動算出區間內應帶劑量。 

(標準年齡表設法亦同) 

如：於 1kg欄位 key入劑量0.1，5kg欄位 key入劑量0.2，

則系統自動算出 2kg/3kg/4kg之劑量，以此類推，亦可依次算出

1~40公斤之劑量。 

D. 點選「S 存檔」鈕，即存檔 

E. 點選「回主畫面」鈕，即可離開此畫面。 

 

註 1：帶出主劑量為可由參數設定，若您不知主劑量為日劑量或次劑量，請詢問您

的醫療資訊軟體廠商，謝謝。 

註 2：當 tga醫師台，key入病患體重，則依體重帶出設定之劑量。 

 

七、刪除藥品資料 

1、 在「B 增刪藥品資料的 1 增刪藥品」的畫面，先選擇欲刪除的藥品，按滑鼠右鍵一

下。 

2、 選擇「刪除本筆資料」，然後在出現的詢問畫面中選是 Y 即可。 

A、 有使用過的藥品也可以刪除，不影響健保的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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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列印藥品報表 

1、 在「B 增刪藥品資料的 1 增刪藥品」的畫面，任何一個藥品上，按滑鼠右鍵一下。 

2、 選擇「列印藥品明細表」或「列印藥品標籤」或「列印藥品條碼」或「列印藥品基

本資料」。 

A、 藥品基本資料：是只列印所選的某一藥品的資料表。 

 

九、列印配藥單及藥袋 

目的：列印住院藥品處方配藥單及藥袋；及急診藥局配藥單及藥袋。 

方法： 

1、 啟動桌面上【tg 列印分派精靈】圖示。 

2、 當住診新增或修改藥品時，住院藥局會即時印出住院藥品處方箋及藥袋。 

3、 當急診新增或修改藥品時，急院藥局會即時印出急診藥品處方箋及藥袋。 

 

 

 

 

 

 

 

 

 

 

 

十、補印藥單藥袋 

目的：補印急診（出院帶藥）藥單及藥袋。 

方法： 

1、 選擇桌面上【tga 補印藥單_地區】圖示。 

2、 輸入欲補列印藥單的領藥號或病歷號。 

A、 例如補印急診領藥號「0001」的藥單。 

B、 若是輸入病歷號，則記得要按 Enter。例如輸入「9999999」再按 Enter，才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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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該病歷號的領藥號。 

C、 例如補印出院帶藥領藥號「0005」的藥袋。 

 

3、 按列印，列印至印表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