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滿政府修法 中藥公會將號召萬人上街 

2014年 05月 22日 14:10 蘋果即時（許敏溶／台北報導） 

 

 不滿衛生福利部日前提出最新《藥事法》修法內容，中藥公會全聯會號召

200多位中藥商今天召開記者會，並前往衛福部遞交抗議書，他們並大喊

「反對錯誤修法，還我工作權、生存權」，會中將協助約 2000 名中藥從

業人員提起「行政訴訟」，並將發起萬人上街，要求衛福部撤回錯誤修法。 

 

中藥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朱溥霖說，衛福部日前公布新的《藥事法》修法內

容，根本是「尊西醫、卑中醫」，甚至是矮化、消滅中醫，因為將「中藥

商」矮化為「中藥材商」，嚴格限縮營業範圍，例如國人到中藥行買枇杷

膏，民眾還要寫下個資，其他國家都沒有這種規定，等於要逼中藥行關門。 

 

新的《藥事法》修法提到，西醫藥師只要修 16 個學分即可取得中藥商執

照並取得調劑權，朱溥霖說，原有中藥商都是領有證明文件且修習 162小

時的中藥課程，符合規定後才能取得調劑權，西醫只修 16 個學分夠嗎？

他更痛批政府近 20 年來都沒發出中藥商證照，從未舉辦過中藥師考試，

所以中藥公會將協助約 2000 名中藥從業人員提起「行政訴訟」，控告政

府的怠惰。 

 

跟隨父親從事中藥行工作 12 年的陳志傑說，他已經通過中醫師檢定考，

但至今政府沒舉辦任何考試，剝奪他想進入這個職場機會，他也將參與提

出控告政府。 



改革中藥販賣制度 中、西藥師都反對 
2014-05-22 17:24 中央廣播電台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沈雅雯 

 

為了建立中藥材販賣業者的管理制度，衛福部提出「藥事法」修

法，卻引發西藥與中藥界的大戰。西藥師批評修法將讓中藥商執

照大放送，影響民眾的用藥安全；部分中藥商也不贊成修法，認

為衛福部應該直接推行「中藥師」制度，才是根本之道，相關爭

議仍有待衛福部溝通化解。  

 

為了解決現行法令對於中藥販賣人員定位不明的問題，同時建立

中藥材販賣業者管理制度，衛福部提出「藥事法」修法，相關草

案已經送到立法院審議。  

 

不過，修法內容接連引發西藥界與中藥界的抗議。原本法令規定

藥師修習 16 學分的課程後可以開設中藥房；法規修改後，通過技

能檢定考試合格的「中藥材管理人」也可以開設中藥房，引發藥

師界反彈。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1 日先「路過」行政院，抗議法規

鬆綁，認為這將讓中藥管理倒退，中藥店代代相傳賣中藥，中藥

執照父傳子、師傳徒，民眾不能安心。  

 

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也不滿修法方向，22 日也到衛福部

前陳情。他們強調，法令規定中藥商只要國家考試合格，就能有

中藥調劑權，可是 20 年來，政府根本沒辦過相關考試，剝奪他們

的權益。公會理事長朱溥霖說：『 (原音 )從 87 年 (1998 年 )修法到

現在，我們 103 條第 4 項規定，經國家考試就能取得調劑權，但

是考試院跟衛福部將近 20 年，對我們中藥商並沒有做出所謂的考

試，所以說變成我們中藥商虛有其調劑權，卻沒有調劑權之實。』 

 

中藥商公會表示，衛福部應該建立完整的中藥師制度，才是真正

源頭管理。  

 

對此，衛福部中醫藥司副司長高文惠表示，由於法令規定不完備，

才會導致 20 年無法舉辦考試。對於中藥界呼籲建立中藥師制度，

衛福部也樂見其成；不過，相關修法較曠日廢時，因此希望目前

的藥事法修法能先解決中藥材販賣問題。  



醫事法修法矮化  全台中藥商串連抗爭  

2014-05-22  17:59 自由時報〔記者魏怡嘉／台北報導〕  

 

衛生福利部近日提出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朱

溥霖表示，修法竟將「中藥商」矮化成「中藥材商」，且不得公

開零售傳統固有成方的成藥，等於要中藥行關門，加上兩岸服貿

「內」、「外」夾殺，傳統中藥行瀕臨滅絕，中藥商各分會決在

全省各地發起抗爭，遍地開花。  

 
今日有上百位中藥商齊聚發出怒吼，要工作權、考試權、更要生

存權；朱溥霖指出，自民國 60 多年來，政府從未發過一張「中藥

師」執照，40 多年未舉行相關的國家考試，20 多年不發照給傳統

中藥商一張執照，中藥商已日漸凋零，由原來的 1 萬 5 千多家，

到現在只剩下 1 萬家，近來藥事法修法又對中藥商不公平，中藥

商已是忍無可忍。  

 

朱溥霖表示，根據藥事法第 103 條規定，民國 82 年 2 月 5 日前

曾經主管機關審核列冊登記者，或領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之從業

人員，並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162 小時），得繼續經營中

藥販賣藥物，第 4 項則更明訂，中藥商依規定經國家考試及格者，

營業範圍增加醫師處方藥品的調劑，但多年來，政府不依 103 條

規定辦理，反觀以西藥體系為主的藥師，只要修 16 個學分即可取

得中藥商執照並擁有調劑權，叫中藥商情何以堪。  

 

衛福部中醫藥司副司長高文惠表示，對於藥事法第 103 條各方有

不同的解讀與見解，這次藥事法修法也是為了要解決中藥商的生

存問題，未來中藥商只要有一定的修業，且經過技職檢定，即可

從事中藥材批發，至於零售部分，由於處方中藥及甲類中藥成藥

屬於藥品，仍須由藥師才能販賣調劑，其主要站在保 障民眾 用藥

的角度，修法不一定各方都會滿意，但會儘量溝通。  



百位中藥商 抗議《藥事法》修正 
2014年 05月 22日 19:10 中時電子報 王錦河 

 

因不滿衛福部日前提出的《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 22日號

召上百位中藥商前往衛福部抗議，群眾高喊反對錯誤修法，還我生存權、

考試權。近 2000 名中藥從業人員將提行政訴訟，並將發起萬人上街遊行

抗議，要求衛福部撤回錯誤修法。（王錦河攝） 

 



因不滿衛福部日前提出的《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 22日號

召上百位中藥商前往衛福部抗議，群眾高喊反對錯誤修法，還我生存權、

考試權。近 2000名中藥從業人員將提行政訴訟，並將發起萬人上街遊行

抗議，要求衛福部撤回錯誤修法。（王錦河攝） 

 

因不滿衛福部日前提出的《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 22日號

召上百位中藥商在台北舉行記者會，群眾高喊反對錯誤修法，還我生存

權、考試權。隨後前往衛福部遞交陳情書抗議。近 2000 名中藥從業人員

將提行政訴訟，並將發起萬人上街遊行抗議，要求衛福部撤回錯誤修法。

（王錦河攝） 



 

因不滿衛福部日前提出的《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 22日號

召上百位中藥商在台北舉行記者會，群眾高喊反對錯誤修法，還我生存

權、考試權。隨後前往衛福部遞交陳情書抗議。近 2000 名中藥從業人員

將提行政訴訟，並將發起萬人上街遊行抗議，要求衛福部撤回錯誤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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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滿衛福部日前提出的《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 22日號

召上百位中藥商在台北舉行記者會，群眾高喊反對錯誤修法，還我生存

權、考試權，盼建立完善教、考、訓、用的制度。隨後前往衛福部遞交

陳情書抗議。近 2000 名中藥從業人員將提行政訴訟，並將發起萬人上

街遊行抗議，要求衛福部撤回錯誤修法。 

 

 

 

 

 

 

 

 

 

 



中藥公會立院抗議 爭生存權 

2014.05.22 08:24 pm【聯合報╱記者吳佳珍╱即時報導】 

  

中藥公會今號召約一百位中藥從業人員前往立法院抗議，爭取中藥商生存

權。 

 

中藥公會表示，自民國 82 年修法後，未曾舉辦中藥人員的國家考試，讓

近 2千位已經修習中藥課程的人員無處考照，預計向衛福部主管機關提起

行政訴訟，將創下司法體系最高記錄。 

 

中藥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朱溥霖指出，根據最新修法版本，先將中藥商降格

為「中藥材商」，且嚴格限縮營業範圍，僅能進行中藥製劑的批發、輸出

入，而不能零售中成藥。 

 

目前可以領中藥商執照執業者，僅有民國 82 年以前列冊登記的中藥商，

及另有藥師執照的藥師，朱溥霖憂心，在中藥業大半輩子的從業人員，帶

著苦學多年卻無法依法取照的年輕一代，已造成中藥公會會員近 10 年來

減少近 6千人。 

 

衛福部中醫藥司副司長黃文惠表示，新的藥事法修正案就是要解決過去法

律的瑕疵，新增中藥材管理人員，讓現有的中藥從業人員，透過技能檢定

考試，取得可以申請中藥商執照的資格。至於考試的內容規範，將由衛福

部與勞動部共同討論。 

 

 

 

 

 

 

 

 

 

 

 

 



中藥商反對修法 爭取國家考試 

2014.05.22 10:39 pm【台灣醒報╱記者李昀澔╱台北報導】 

  

「藥師反對修《藥事法》開放中藥材管理人員為民眾調配中藥，我們也不

稀罕。」中藥公會全聯會 22 日串聯全台百餘名公會代表，至衛福部及立

法院陳情並提出行政訴訟，要求衛福部重啟中藥商國家考試，讓合格者得

以執行中藥材及中藥成藥的批發、零售及輸出、入等業務，而非修法另增

無法零售成藥的管理人員。 

 

【增設中藥材管理人】 

現行《藥事法》規範中藥商的藥品買賣，應由中醫師或修習中藥課程達一

定時數的藥師、藥劑生駐店管理；衛福部為強化中藥販賣分工，擬增修具

備中藥製造、批發或零售實務經驗，且研習相關課程達 162小時者，在通

過勞動部主辦的「中藥材管理技術士技能檢定」後，即可進行中藥成藥批

發，以及中藥材批發、零售、輸出、入等業務；該草案已於上週送交立院

衛環委員會審議。 

 

中藥商反對修法主因在於，國內現存 9千餘家由中藥商開設的中藥房已逐

漸減少，係政府自 1998 年後就不再核發除藥師外的中藥商執照，當老一

輩的中藥「師傅」逐漸凋零，其子嗣或學徒將面臨「無照」窘境，即便未

來通過中藥材管理人員技能檢定，仍無法進行中藥成藥零售買賣。儘管中

藥房只要聘請藥師駐店即可繼續營業，但中藥商仍希望重啟「中藥商國

考」，讓通過者繼續持照。 

 

【中藥商控遭扼殺】 

中藥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朱溥霖指出，衛福部長久以來並未解決中藥從業人

員教育、應考及任用資格等問題，反欲修法增設中藥材管理人員一職，「方

向完全錯誤」。衛福部中醫藥司副司長高文惠表示，該國考當初的適用對

象是 1993 年時已在經營中藥房者，也就是應試者並不像其他醫事人員國

考以「新血」居多，也缺乏對合格者的管理法源，實已不符合國內現況。 

 

【藥師亦反對修法】 

政院版《藥事法》修正草案也引來藥師全聯會抨擊，認為開放僅通過技能

檢定，卻未經完整藥理學教育的中藥材管理人員，可依民眾需求調配藥

物，根本是「中藥商資格大鬆綁」。中藥全聯會陳姓顧問認為，藥師只修

習 16 學分，也未通過任何中藥相關國考，其實務經驗多不如中藥從業人

員，卻能調劑、販售中藥材，也不盡合理，曾中龍則反駁，「各大學藥學

系 16學分時數絕對超過 162小時。」 



被矮化成中藥材商？中藥商上街頭 
2014年 05月 23日 04:10中時電子報 林宜慧／台北報導 

 

 

 不滿衛福部日前提出的《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 22 日號

召上百位中藥商前往衛福部抗議。（王錦河攝） 

 

藥事法修正條文爭議不斷。中藥公會全聯會昨號召百餘名藥商上街頭，

到衛福部及立法院門口遞陳情書，抗議剛送進立院審議的藥事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竟將「中藥商」矮化成「中藥材商」，更限制他們零售成

藥，連固有成方的枇杷膏都不能賣，簡直要中藥商「滅亡」。 

 

「還我考試權、還我生存權」百名藥商在街頭怒喊。中藥公會全聯會理

事長朱溥霖指出，民國 60年衛生署訂定「藥物藥商管理法」施行細則，

規定中藥商資格須經考試產出，但至今 40 多年來只舉辦過 1 次考試，

20多年不發 1張執照給傳統中藥商，讓往後想擁有中藥商資格的後進，

就算空有技能也無法開業。 

 

朱溥霖解釋，87年通過藥事法第 103條修正案，將 82年前登記在冊的

中藥商納入發照範圍，但是往後的年輕從業員，苦守中藥業數十年，也

沒有管道可以拿到證照。 

 



衛福部提出的解套方式，是在目前送進立院審議的藥事法修正草案中，

增設一類「中藥材管理員」，這類人員通過勞動部主辦的中藥材技術士

技能檢定，並接受相關訓練，可成為「中藥材販賣業者」，進行中藥材

批發、零售、輸入、輸出作業，但與以往藥商不同之處，在於不得零售

成藥，也不能執行調劑。 

 

朱溥霖直指，這跟本就是矮化中藥商！目前已依法修習中藥課程的從業

人員近 2000 名，這些人有技能卻無法開中藥房，若依循修正草案規定，

考取中藥材管理人員證照，卻限制他們原本可執業的範圍；反觀西藥體

系為主的藥師，只要修 16學分，就可取得中藥商執照並擁有調劑權，政

府簡直打壓傳統中藥商。 

 

衛福部中醫藥司副司長高文惠回應，對於藥事法第 103條，各界多年以

來持不同意見，難達共識，這次藥事法修法正是為了解決中藥商的工作

權問題，未來中藥商經一定修業且技職檢定合格，即可從事中藥材批發，

至於零售，由於處方中藥、指示用藥、成藥屬於藥品，仍須由藥師販賣

調劑。 

 

 

 
 

 

 
 

 

 
 

 

 
 

 

 
 

 

 
 

 

 



還我生存權！ 中藥公會抗議錯誤修法 
健康醫療網／記者郭庚儒報導 2014/05/23 

 

衛生福利部日前提出《藥事法》修正條文，中藥公會全聯會認為，根本是

「尊西醫、卑中醫」，甚至會毀了中藥行，該會「反對錯誤修法，還我生

存權！」，並要求政府對於中、西藥產業應各自建立不同的教、考、訓、

用制度。 

  

中藥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朱溥霖表示，日前衛福部提出《藥事法》修正條文，

不僅將「中藥商」名稱矮化成「中藥材商」，並嚴格限縮營業範圍，不得

公開零售傳統固有成方的成藥，等於要中藥行關門，加上兩岸服貿「內」、

「外」夾殺，傳統中藥行瀕臨滅絕。 

  

根據《藥事法》第 103條規定，民國 82年前曾經主管機關審核列冊登記

者，或領有經營中藥證明文件的從業人員，並修習中藥課程達 162小時，

得繼續經營中藥販賣藥物，第 4項則更明訂，中藥商依規定經國家考試及

格者，營業範圍增加醫師處方藥品的調劑。 

  

朱溥霖指出，自政府遷台 60多年來，從未發過一張「中藥師」執照，40

多年未舉行相關的國家考試，20多年不發照給傳統中藥商一張執照，現在

卻以西藥體系為主的藥師，只要修 16個學分即可取得中藥商執照並擁有

調劑權，「根本是對藥師的大放送」。 

  

朱溥霖強調，反對衛福部錯誤的修正條文，若政府為了民眾用藥安全，應

對於中、西藥產業各自建立不同的教、考、訓、用制度。以新加坡為例，

當地由中藥公協會團體共同設立中藥學院，分 3級修習經政府認定的訓練

課程，逐級取得衛生部認可中藥從業人員證照及大學文憑。 

  

中藥公會也將協助近 2千名依法修習中藥課程達適當標準的從業人員，向

衛福部提起「行政訴訟」，並將發起萬人上街，要求撤回錯誤修法。 

 

 

 

 

 

 

 



中藥行批打壓生存權 
台灣新生報【記者陳敬哲／台北報導】 2014/05/22 

 

中醫藥已有上千年歷史，以往都已傳承或師徒制延續，但民國 82 年藥師

法確立，僅能合格藥師能調劑醫師處方，傳統中藥行嚴重受到打擊，各方

角力下政府做出落日條款，卻引起藥師與中藥商長期抗爭。 

 

衛福部中醫藥司副司長高文惠表示，50 年前藥師法與藥物藥商管理法並

行，除合格藥師可經營藥房外，非專業認證者也可以經營中藥房，但民國

82年藥事法修訂，除法律修訂前的中藥行業者，任何藥物調劑與販賣都必

須由藥師執行。 

 

行政機關認為藥事法 103條是落日條款，雖然承認該法實施前的中藥行業

者，可以不需要有專業認證，但絕不能發生父傳子或師徒制，接續營業者

一定要有合法證照資格，但中藥材商認為這是日出條款，必須有特別專業

教育與認證。 

 

認知不同導致 30 年紛爭，中藥行業者不斷批評衛福部打壓生存權，數十

年間沒有新核發中藥行營業執照，但高文惠表示，藥事法在 82年修訂後，

共有 8788 張相關執照核發，並沒有打壓中藥業者，但強調取消證照制度

不可能。 

 

高文惠強調，隨著時代進步，科學教育與考試認證已是普世價值，不可能

再回到傳承制度，雖然計畫開放中藥材管理人員，但依法仍然需要考試認

證，許可的執業行為也有不同限制，沒有證照絕不可從事醫事行為。 

 

依照目前藥師法與藥事法規定，唯有合格藥師能夠調劑醫師處方箋與販賣

成藥；藥師訓練過程中，學生選擇特定中藥學程，未來就能夠執行中藥調

劑業務，考取藥劑師執照後，從事西藥或中藥業務就可依個人需求選擇。 

 

 

 

 

 

 

 

 



不滿藥事修法 中藥商號召上街頭 
台灣新生報【記者李叔霖／台北報導】 2014/05/23 

 

不滿最新《藥事法》修法，中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昨（廿二）對外

召開記者會，宣布即將號召支持者上街頭抗議。理事長朱溥霖表示，衛生

福利部尊西藥、卑中藥，甚至於錯誤修法，導致變成中藥行消滅四部曲，

因此，中藥商公會全聯會堅決反對錯誤修法，甚至於不排除發動萬人上街

頭。 

 

朱理事長指出，第一部曲就是將中藥商名稱矮化為中藥材商；第二部曲就

是嚴格限縮營業範圍；第三部曲，台灣民眾習慣到中藥行購買非醫師處方

藥品，修法後規定不能公開零售，中藥商只能做批發並不合理。 

 

第四部曲，民眾要買枇杷膏、四物丸需要登記姓名、地址，已經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而且在其他國家也沒有這種做法，西藥也沒有這樣的規定，

只能說，修法後就是要逼中藥行關門大吉。 

 

除了中藥行消滅四部曲之外，中藥商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朱溥霖強調，政府

從八十七年修法到現在，已近二十年沒有發過一張中藥商執照。另外，根

據《藥事法》第一○三條第四項規定，中藥商經國家考試就可取得調劑權，

然而，考試院、衛福部對中藥商人員沒有舉辦任何考試，造成中藥商空有

法令卻沒有調劑權之實。 

 

由於相關部門職務怠惰，進而導致依法修習中藥課程且達到適當標準的近

二千名民眾都無法取得中藥商執照，因此公會委託律師提告，從訴願、行

政訴訟逐步開始做起。他呼籲政府盡快正確修法，否則千人告官將成為事

實，各地方公會也會在全台各地舉辦小規模抗議，達到遍地開花的作用，

最後就是全聯會號召萬人上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