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 东 省 药 学 会
关于举办 zOzz药 学服务技能大赛
广东省赛 区晋级赛的通知
为提升药师职业的核 心技能,促 进药 师职业发展 ,中 国健康促进基金
“
会、中关村卓益慢病防治科技创新研究院联合发起 ⒛22药 学服务技能大
”
赛 活动 ,旨 在 通过大赛 的形式促进药师学 习,让 药师在参与 比赛的过程
中提高 自身药学知识和药学服务水平 ,提 高药学服务人文胜任力 ,让 药师
真正 能胜任 岗位 ,为 百姓提供高质量的药学服务 ,促 进健康 中国建设 。为
”
“
此,本 会决定举办 ⒛” 药学服务技 能大赛广东省赛 区晋级赛 活动 。有
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 、活动时间:⒛ 22年 7月 23日 (星 期六 )13:0∝ 18:00
二、活动地 点 :广 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 (广 州市越秀 区广 州大道 中明
月一路 9号 )
三 、参会对象 :通 过广东省线上选拔初赛晋级的 16支 队伍
四、比赛方式
1.比 赛题型 :本 届大赛从药师现实工作场景 出发 ,设 置处方审核 、用
药交代 、情景咨询三种题型,分 别考核药师的处方审核能力 、用药交代能
力 、情景咨询能力及人文胜任力
2,比 赛方式及分值
第一轮处方审核赛 :处 方审核题 2题 ,10分 /题 。
第二轮用药交代赛 :用 药交代题 2题 ,15分 /题 。
第三轮情景咨询赛 :情 景咨询题 1题 ,25分 /题 。
五、答题规则
第一轮处方审核赛 :16支 队伍按照赛前抽签顺序上场 ,每 支队伍 2名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各答 1道 处方审核题 ,答 题期间 2名 选手不能商议 ;2名
选手成绩相加为队伍成绩 。
第二轮用药交代赛 :16支 队伍按照赛前抽签顺序上场 ,每 支队伍 2名
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各答 1道 用药交代题 ,答 题期 间 2名 选手不能商议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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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成绩相加为队伍成绩。
第三轮情景咨询赛 :16支 队伍按照赛前抽签顺序依次上场 ,2名 选手
商议后 由 1名 选手进行答题 ,答 题期间 2名 选手不能商议 。
三轮 比赛成绩相加为队伍总成绩 ,总 成绩排名第一 的队伍晋级全国总
决赛 。
六、答题说明
处方审核题 :选 手根据 医院真实处方 ,按 照处方审核管理办法,指 出
处方中错误点并说明原因,答 题时间 90秒 /题 。评委根据选手答题的准确
性进行打分 。
用药交代题 :选 手根据现场屏幕上展示的正确处方及患者相关信息
现场模拟对患者用药进行交代的工作场景 ,答 题时间 90秒 /题 。评委根据
选手交代 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以及与患者沟通的表达方式进行打分 。
情景咨询题 :答 题开始后 ,屏 幕上展示 一段视频 ,内 容为患者 向药师
咨询用药问题的场景 ,选 手根据视频 内容 ,结 合视频 内药师与患者的对话
还原咨询场景 ,完 成视频内药师应完成的咨询工作 ,答 题时间 1⒛ 秒 ,题
目视频播放时间不算在答题时间内。评委根据选手 回答 内容的准确性以及
选手收集信 息的能力 、与患者沟通的能力 、表达能力、分析能力等方面进
行打分 。
七、比赛流程
1,选 手现场抽签确定出场顺序
2.选 手根据 出场顺序参加 “⒛22药 学服务技能大赛广东省赛 区晋级
″
赛 ,按 所抽号码进行 比赛
3.本 次 比赛设 一、二 、三 等奖 。
八、 日程安排 :详 见附件
九、联 系 人
韦炳华老师,电 话 :1800⒛ BBGg8
李妙奇老师,电 话 :18676671GB1
:

,

,

:

;

;

:

附件 :⒛ 22药 学服务技能大赛广东省赛 区晋级赛 日程

附件

:

⒛22药 学服务技能大赛广东省赛 区晋级赛 日程

时间

内容

人员

13:00-13:30

签到

全体

13:30-13:35

大会 主席致辞

13:35-13:40

广东省药学会领导致辞

13:40-13:45

丽珠 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领导致辞
介绍评委、实践题 比赛规则 、
注意事项及奖项
处方审核题 问答环节
每支队伍两名药师各答 1题

13:45-14:00

14:00-15:00
15:00-15:10

15:10-16:10
16:10-16:20

,

90秒 /题 ,共 2题
专家点评

16:30-17:15

主 持人

参赛选手
评委

用药交代题问答环节
每支队伍两名药师各答 1题
90秒 /题 ,共 2题
,

专家点评

16:20-16:30

主任
陈孝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伍俊妍 主任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郑志华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广东省药学会
公 司领导

参赛 选 手
评委

休息

情景咨询题答题环节
每支队伍两名药师共同商议后 由一名
药师进行答题 ,120秒 /题 ,共 1题

参赛选手

17:15-17:25

专家点评

评委

17:25-17:35

打分表收集 、统计

17:35-17:50

结果公示 、颁奖

17:50-18:00

合影

会务组
陈孝 主任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伍俊妍 主任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主席 、评委 、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