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正確用藥教育宣導正確用藥教育宣導

五大核心能力五大核心能力五大核心能力五大核心能力五大核心能力五大核心能力五大核心能力五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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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篇銀髮族篇銀髮族篇銀髮族篇銀髮族篇銀髮族篇銀髮族篇銀髮族篇
2009年編制年編制年編制年編制
2010年增修年增修年增修年增修
2011年增修年增修年增修年增修



今天我們為什麼在這裡今天我們為什麼在這裡今天我們為什麼在這裡今天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 想瞭解一般藥物治療的好處與風險想瞭解一般藥物治療的好處與風險想瞭解一般藥物治療的好處與風險想瞭解一般藥物治療的好處與風險？？？？

• 常見的用藥問題常見的用藥問題常見的用藥問題常見的用藥問題

• 改善用藥安全的方法改善用藥安全的方法改善用藥安全的方法改善用藥安全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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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療人員的良好溝通與醫療人員的良好溝通與醫療人員的良好溝通與醫療人員的良好溝通

–備有使用藥品清單備有使用藥品清單備有使用藥品清單備有使用藥品清單

–瞭解藥品的標示與仿單內容瞭解藥品的標示與仿單內容瞭解藥品的標示與仿單內容瞭解藥品的標示與仿單內容

• 正確用藥的好處正確用藥的好處正確用藥的好處正確用藥的好處
–良好的生活品質良好的生活品質良好的生活品質良好的生活品質

–長壽長壽長壽長壽、、、、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年長者的困擾年長者的困擾年長者的困擾年長者的困擾

•全身痠痛全身痠痛全身痠痛全身痠痛 無法動無法動無法動無法動

•排尿不順排尿不順排尿不順排尿不順 想補腎想補腎想補腎想補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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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尿不順排尿不順排尿不順排尿不順 想補腎想補腎想補腎想補腎

•疲勞眼茫疲勞眼茫疲勞眼茫疲勞眼茫 想清肝又明目想清肝又明目想清肝又明目想清肝又明目



常見案例常見案例常見案例常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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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案例常見案例常見案例常見案例



酸痛藥丸
一罐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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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罐見效



好厲害的黑藥丸

筋路全通筋路全通筋路全通筋路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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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



廣告詞的啟發廣告詞的啟發廣告詞的啟發廣告詞的啟發

肝哪好，人生是彩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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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哪不好，人生是黑白的。



常見保肝丸常見保肝丸常見保肝丸常見保肝丸////保肝液廣告保肝液廣告保肝液廣告保肝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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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礙礙礙



吃肝顧肝吃肝顧肝吃肝顧肝吃肝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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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最好天然的最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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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電視/電台藥品

沒買傷心
全省各大藥房都買的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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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傷肝
又傷腎!!



坊間誇大不實健康食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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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發展史藥物發展史藥物發展史藥物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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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發展史藥物發展史藥物發展史藥物發展史



偉大的神農氏

他嚐百草，教人醫療，傳說

中的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和醫藥醫藥醫藥醫藥的發明者。

傳說神農氏的樣貌很奇特，

身材瘦削，身體除四肢和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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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瘦削，身體除四肢和腦

袋外，都是透明透明透明透明的，因此內

臟清晰可見。神農氏嚐盡百

草，只要藥草是有毒的，服

下後他的內臟就會呈現黑色

，由於神農氏服得太多種毒

藥，積毒太深，終於身亡。



本草本草本草本草

製藥工業機器化製藥工業機器化製藥工業機器化製藥工業機器化

奈米製藥奈米製藥奈米製藥奈米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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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合成半合成半合成半合成////全合成全合成全合成全合成

化學藥品化學藥品化學藥品化學藥品

軟膏軟膏軟膏軟膏 吸入劑吸入劑吸入劑吸入劑 針劑針劑針劑針劑

各種使用途徑研發各種使用途徑研發各種使用途徑研發各種使用途徑研發



老化現象老化現象老化現象老化現象
�視力視力視力視力、、、、聽力聽力聽力聽力、、、、認知力認知力認知力認知力、、、、記憶力均退化記憶力均退化記憶力均退化記憶力均退化。。。。

�藥品的吸收藥品的吸收藥品的吸收藥品的吸收、、、、分布分布分布分布、、、、代謝代謝代謝代謝、、、、排泄均改變排泄均改變排泄均改變排泄均改變

�生理的平衡生理的平衡生理的平衡生理的平衡、、、、代償的功能退化代償的功能退化代償的功能退化代償的功能退化，，，，較難調較難調較難調較難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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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血糖節血糖節血糖節血糖、、、、酸鹼值酸鹼值酸鹼值酸鹼值、、、、血壓血壓血壓血壓、、、、心跳心跳心跳心跳、、、、耗氧耗氧耗氧耗氧、、、、

體溫等體溫等體溫等體溫等。。。。

�協調功能退化協調功能退化協調功能退化協調功能退化，，，，反應遲鈍反應遲鈍反應遲鈍反應遲鈍，，，，易跌倒易跌倒易跌倒易跌倒、、、、骨骨骨骨

折折折折、、、、頻尿頻尿頻尿頻尿、、、、尿失禁尿失禁尿失禁尿失禁。。。。



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老年人用藥常見的問題

�重複吃藥重複吃藥重複吃藥重複吃藥、、、、吃錯藥吃錯藥吃錯藥吃錯藥

�用藥時間錯誤用藥時間錯誤用藥時間錯誤用藥時間錯誤

�自行調藥或停藥自行調藥或停藥自行調藥或停藥自行調藥或停藥

�互贈藥品互贈藥品互贈藥品互贈藥品((((吃好逗相報吃好逗相報吃好逗相報吃好逗相報))))

藥藥藥藥 盒盒盒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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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贈藥品互贈藥品互贈藥品互贈藥品((((吃好逗相報吃好逗相報吃好逗相報吃好逗相報))))

�喜歡買藥喜歡買藥喜歡買藥喜歡買藥、、、、偏方偏方偏方偏方、、、、中草藥中草藥中草藥中草藥

�過期藥捨不得丟棄過期藥捨不得丟棄過期藥捨不得丟棄過期藥捨不得丟棄

�藥品保存方式錯誤藥品保存方式錯誤藥品保存方式錯誤藥品保存方式錯誤

�藥品副作用發生率增加藥品副作用發生率增加藥品副作用發生率增加藥品副作用發生率增加



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造成老年人用藥問題的原因

�有多種慢性病有多種慢性病有多種慢性病有多種慢性病，，，，用藥種類複雜用藥種類複雜用藥種類複雜用藥種類複雜

�同時服用多家醫療院所處方藥品同時服用多家醫療院所處方藥品同時服用多家醫療院所處方藥品同時服用多家醫療院所處方藥品

�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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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作息時間與服藥時間無法配合

�身體機能退化身體機能退化身體機能退化身體機能退化

�記憶力記憶力記憶力記憶力、、、、認知力下降認知力下降認知力下降認知力下降

�自行購買中草藥自行購買中草藥自行購買中草藥自行購買中草藥、、、、偏方偏方偏方偏方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一一一一....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二二二二.... 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

三三三三.... 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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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四四四四.... 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

五五五五.... 與藥師與藥師與藥師與藥師、、、、醫師做朋友醫師做朋友醫師做朋友醫師做朋友



一一一一、、、、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一一一一、、、、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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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看病時要瞭解自己身體狀況，，，，
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並能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

• 哪裡不舒服哪裡不舒服哪裡不舒服哪裡不舒服

-不舒服的部位不舒服的部位不舒服的部位不舒服的部位、、、、情形情形情形情形、、、、大約何時開始不舒服大約何時開始不舒服大約何時開始不舒服大約何時開始不舒服

• 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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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有無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

• 發生過的疾病史發生過的疾病史發生過的疾病史發生過的疾病史

• 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

-包括醫師開的西藥或中藥包括醫師開的西藥或中藥包括醫師開的西藥或中藥包括醫師開的西藥或中藥、、、、自行買的藥自行買的藥自行買的藥自行買的藥、、、、維維維維
他命他命他命他命、、、、避孕藥避孕藥避孕藥避孕藥、、、、減肥藥減肥藥減肥藥減肥藥、、、、保健食品或菸酒等保健食品或菸酒等保健食品或菸酒等保健食品或菸酒等



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

• 固定使用的藥物記錄在固定使用的藥物記錄在固定使用的藥物記錄在固定使用的藥物記錄在
「「「「用藥紀錄卡用藥紀錄卡用藥紀錄卡用藥紀錄卡」」」」上上上上，，，，讓讓讓讓
醫師或藥師瞭解您的所醫師或藥師瞭解您的所醫師或藥師瞭解您的所醫師或藥師瞭解您的所
有用藥有用藥有用藥有用藥，，，，避免重覆用藥避免重覆用藥避免重覆用藥避免重覆用藥
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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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
。。。。



看病須知看病須知看病須知看病須知、、、、不可不知不可不知不可不知不可不知

看醫生要說些看醫生要說些看醫生要說些看醫生要說些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不舒服的症狀不舒服的症狀不舒服的症狀不舒服的症狀、、、、過敏史過敏史過敏史過敏史、、、、疾病史疾病史疾病史疾病史

我兒子生意做很大我兒子生意做很大我兒子生意做很大我兒子生意做很大，，，，目前還沒有目前還沒有目前還沒有目前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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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紀錄卡用藥紀錄卡用藥紀錄卡用藥紀錄卡

我兒子生意做很大我兒子生意做很大我兒子生意做很大我兒子生意做很大，，，，目前還沒有目前還沒有目前還沒有目前還沒有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介紹乖一點的護士給他介紹乖一點的護士給他介紹乖一點的護士給他介紹乖一點的護士給他。。。。

會讓大家知道我吃很多藥會讓大家知道我吃很多藥會讓大家知道我吃很多藥會讓大家知道我吃很多藥，，，，影影影影
響以前健康的形象響以前健康的形象響以前健康的形象響以前健康的形象。。。。

讓醫師讓醫師讓醫師讓醫師、、、、藥師了解我的用藥情形藥師了解我的用藥情形藥師了解我的用藥情形藥師了解我的用藥情形，，，，
避免重複用藥避免重複用藥避免重複用藥避免重複用藥，，，，造成傷害造成傷害造成傷害造成傷害。。。。



中草藥中草藥中草藥中草藥////保健食品與處方藥保健食品與處方藥保健食品與處方藥保健食品與處方藥////成藥混用成藥混用成藥混用成藥混用
————可能造成的問題可能造成的問題可能造成的問題可能造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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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衛生署



併用健康食品
降脂藥毒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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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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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亂吃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
中天新聞台中天新聞台中天新聞台中天新聞台



二二二二、、、、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二二二二、、、、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看清楚藥品標示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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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領領領領領領領((((((((拿拿拿拿拿拿拿拿))))))))藥須知藥須知藥須知藥須知藥須知藥須知藥須知藥須知

• 請出示健保卡或身份證件請出示健保卡或身份證件請出示健保卡或身份證件請出示健保卡或身份證件

• 確認這是我的藥嗎確認這是我的藥嗎確認這是我的藥嗎確認這是我的藥嗎? 

29

• 確認這是我的藥嗎確認這是我的藥嗎確認這是我的藥嗎確認這是我的藥嗎? 

• 藥袋標示的資訊清楚完整嗎藥袋標示的資訊清楚完整嗎藥袋標示的資訊清楚完整嗎藥袋標示的資訊清楚完整嗎?

(藥名藥名藥名藥名、、、、作用作用作用作用、、、、用法用法用法用法)



藥怎麼用先看清楚藥怎麼用先看清楚藥怎麼用先看清楚藥怎麼用先看清楚

1.就診後就診後就診後就診後，，，，請仔細核對請仔細核對請仔細核對請仔細核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性別等性別等性別等性別等
資料是否符合資料是否符合資料是否符合資料是否符合

2. 檢查藥品名稱檢查藥品名稱檢查藥品名稱檢查藥品名稱、、、、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用藥停看聽用藥停看聽用藥停看聽用藥停看聽

30

2. 檢查藥品名稱檢查藥品名稱檢查藥品名稱檢查藥品名稱、、、、外觀外觀外觀外觀
及數量是否正確及數量是否正確及數量是否正確及數量是否正確

3. 注意藥品用量注意藥品用量注意藥品用量注意藥品用量、、、、用法用法用法用法、、、、
注意事項等訊息注意事項等訊息注意事項等訊息注意事項等訊息，，，，並並並並
確實遵守確實遵守確實遵守確實遵守



你看得懂藥袋標示嗎你看得懂藥袋標示嗎??
�ooxx附設醫院附設醫院附設醫院附設醫院
�xx市市市市oo區區區區xx街街街街ggg號號號號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99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14日日日日

�病歷號病歷號病歷號病歷號︰︰︰︰x9x9�姓名姓名姓名姓名︰︰︰︰xxx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男男男男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x歲歲歲歲

�領藥號領藥號領藥號領藥號︰︰︰︰520

�用法用法用法用法/用量用量用量用量︰︰︰︰

� 口服口服口服口服 每日三餐飯後每日三餐飯後每日三餐飯後每日三餐飯後 每次一粒每次一粒每次一粒每次一粒

�給藥天數給藥天數給藥天數給藥天數︰︰︰︰

� 7天天天天

�領到藥品時，核對藥袋的姓名
是否正確。避免拿到別人的藥品，
保障自己及他人的用藥安全。�服藥前先確認用藥途徑、方法、用藥

時間及每次劑量。才能在正確時間點使
用正確劑量，使藥品發揮最佳療效。�藥袋上標示的用途是

否治療您本次看的病。�核對藥品實物及藥袋
上藥名是否正確。

�知道藥品的療程要吃
多久，並核對應領到藥
品的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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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服口服口服口服 每日三餐飯後每日三餐飯後每日三餐飯後每日三餐飯後 每次一粒每次一粒每次一粒每次一粒 � 7天天天天

�藥藥藥藥 名名名名︰︰︰︰

� Acetaminophen 80mg tab

� 乙醯胺酚錠劑乙醯胺酚錠劑乙醯胺酚錠劑乙醯胺酚錠劑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 解熱鎮痛解熱鎮痛解熱鎮痛解熱鎮痛

�藥物外觀描述藥物外觀描述藥物外觀描述藥物外觀描述: 

� 圓形圓形圓形圓形 白色錠白色錠白色錠白色錠
劑劑劑劑�特殊注意事項特殊注意事項特殊注意事項特殊注意事項︰︰︰︰(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

� 請依照醫師請依照醫師請依照醫師請依照醫師、、、、藥師指示服用藥師指示服用藥師指示服用藥師指示服用

�效期與貯存條件效期與貯存條件效期與貯存條件效期與貯存條件:

� 領藥後六個月領藥後六個月領藥後六個月領藥後六個月/常溫貯常溫貯常溫貯常溫貯
存存存存

�處方醫師處方醫師處方醫師處方醫師︰︰︰︰王王王王OO醫師醫師醫師醫師 �調劑藥師調劑藥師調劑藥師調劑藥師︰︰︰︰黃黃黃黃OO藥師藥師藥師藥師�覆核藥師覆核藥師覆核藥師覆核藥師︰︰︰︰陳陳陳陳OO藥師藥師藥師藥師

�請核對藥袋姓名請核對藥袋姓名請核對藥袋姓名請核對藥袋姓名，，，，當面點清藥品數量及種類當面點清藥品數量及種類當面點清藥品數量及種類當面點清藥品數量及種類 藥物諮詢專線藥物諮詢專線藥物諮詢專線藥物諮詢專線: 23456789

�1.1.1.1.要知道藥品的副作用。

�2.2.2.2.要知道警語及特別注意事項。

�有任何用藥問題有任何用藥問題有任何用藥問題有任何用藥問題，，，，請撥打藥物請撥打藥物請撥打藥物請撥打藥物
諮詢專線諮詢專線諮詢專線諮詢專線



三三三三、、、、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三三三三、、、、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清楚用藥方法、、、、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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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清楚使用途徑先看清楚使用途徑先看清楚使用途徑先看清楚使用途徑

–內服內服內服內服

–外用外用外用外用

•不一定膠囊不一定膠囊不一定膠囊不一定膠囊、、、、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

33

•不一定膠囊不一定膠囊不一定膠囊不一定膠囊、、、、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錠劑長相就是口服使用

�註:支氣管擴張劑



確認服用方法確認服用方法確認服用方法確認服用方法

–緩釋錠緩釋錠緩釋錠緩釋錠：：：：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咬碎

–腸衣錠腸衣錠腸衣錠腸衣錠：：：：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與制酸劑不能與制酸劑不能與制酸劑不能與制酸劑

34

–腸衣錠腸衣錠腸衣錠腸衣錠：：：：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咬碎、、、、不能與制酸劑不能與制酸劑不能與制酸劑不能與制酸劑
同時服用同時服用同時服用同時服用

–制酸錠制酸錠制酸錠制酸錠：：：：咬碎作用好咬碎作用好咬碎作用好咬碎作用好



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

•須按醫師須按醫師須按醫師須按醫師、、、、藥師指示的用藥師指示的用藥師指示的用藥師指示的用
法及劑量服用藥物法及劑量服用藥物法及劑量服用藥物法及劑量服用藥物。。。。

•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開水開水開水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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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開水開水開水開水
一起服用一起服用一起服用一起服用。。。。

–不要以不要以不要以不要以葡萄柚汁葡萄柚汁葡萄柚汁葡萄柚汁、、、、牛奶牛奶牛奶牛奶、、、、
茶茶茶茶、、、、果汁果汁果汁果汁、、、、咖啡咖啡咖啡咖啡等等等等飲料飲料飲料飲料
搭配搭配搭配搭配服用服用服用服用。。。。



不速配！

葡萄柚汁+藥物

36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

正確用藥正確用藥正確用藥正確用藥



服藥『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不是『倒好勢』

37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



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服藥須知

�不同藥品不要放在同一容器內不同藥品不要放在同一容器內不同藥品不要放在同一容器內不同藥品不要放在同一容器內，，，，尤其外尤其外尤其外尤其外
用藥品與內服藥品勿混淆在一起用藥品與內服藥品勿混淆在一起用藥品與內服藥品勿混淆在一起用藥品與內服藥品勿混淆在一起。。。。

�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以防以防以防以防

38

�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不要因症狀減輕而自行中斷服藥，，，，以防以防以防以防
病情復發病情復發病情復發病情復發。。。。

�痊癒後之剩藥痊癒後之剩藥痊癒後之剩藥痊癒後之剩藥，，，，不可任意服用或提供他不可任意服用或提供他不可任意服用或提供他不可任意服用或提供他
人服用人服用人服用人服用。。。。



如何儲存藥品如何儲存藥品如何儲存藥品如何儲存藥品？？？？如何儲存藥品如何儲存藥品如何儲存藥品如何儲存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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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光避光避光避光、、、、避濕避濕避濕避濕、、、、避熱避熱避熱避熱

����藥品應放在原有包裝內藥品應放在原有包裝內藥品應放在原有包裝內藥品應放在原有包裝內，，，，內服內服內服內服、、、、

外用藥外用藥外用藥外用藥，，，，應分開保存應分開保存應分開保存應分開保存，，，，以免混淆以免混淆以免混淆以免混淆!!!!!!!!

40

外用藥外用藥外用藥外用藥，，，，應分開保存應分開保存應分開保存應分開保存，，，，以免混淆以免混淆以免混淆以免混淆!!!!!!!!

����有些藥物必須儲存在攝氏有些藥物必須儲存在攝氏有些藥物必須儲存在攝氏有些藥物必須儲存在攝氏2~82~82~82~8度的度的度的度的

冰箱內冰箱內冰箱內冰箱內((((冷藏室冷藏室冷藏室冷藏室))))。。。。



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藥罐內乾燥劑開罐後就該丟了

����藥罐內的棉花和乾燥劑藥罐內的棉花和乾燥劑藥罐內的棉花和乾燥劑藥罐內的棉花和乾燥劑，，，，在開罐後就在開罐後就在開罐後就在開罐後就
必須立刻丟棄必須立刻丟棄必須立刻丟棄必須立刻丟棄！！！！

����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未開封未開封未開封未開封」」」」

41

����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未開封未開封未開封未開封」」」」
狀態下的期限狀態下的期限狀態下的期限狀態下的期限，，，，一旦開封後一旦開封後一旦開封後一旦開封後，，，，保存期保存期保存期保存期
限就會縮短限就會縮短限就會縮短限就會縮短。。。。



正確保存藥物
藥用量不馬虎

42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



藥品放冰箱藥品放冰箱藥品放冰箱藥品放冰箱
持久不變質持久不變質持久不變質持久不變質

藥品送他人藥品送他人藥品送他人藥品送他人 內服外用看清楚內服外用看清楚內服外用看清楚內服外用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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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乾燥劑棉花乾燥劑棉花乾燥劑棉花乾燥劑

開罐即丟棄開罐即丟棄開罐即丟棄開罐即丟棄

害人又損己害人又損己害人又損己害人又損己
內服外用看清楚內服外用看清楚內服外用看清楚內服外用看清楚
對症下藥疾病除對症下藥疾病除對症下藥疾病除對症下藥疾病除

良藥苦口良藥苦口良藥苦口良藥苦口

果汁汽水果汁汽水果汁汽水果汁汽水

拿來配拿來配拿來配拿來配

用藥須知用藥須知用藥須知用藥須知

大考驗大考驗大考驗大考驗 I



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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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



飯前與飯後飯前與飯後飯前與飯後飯前與飯後飯前與飯後飯前與飯後飯前與飯後飯前與飯後
• 飯前飯前飯前飯前（（（（空腹空腹空腹空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飯前一小時飯前一小時飯前一小時飯前一小時或或或或飯後二小時飯後二小時飯後二小時飯後二小時。。。。

–哪種藥物須空腹哪種藥物須空腹哪種藥物須空腹哪種藥物須空腹：：：：易被食物影響吸收易被食物影響吸收易被食物影響吸收易被食物影響吸收、、、、
胃腸刺激性小的藥物胃腸刺激性小的藥物胃腸刺激性小的藥物胃腸刺激性小的藥物。。。。

• 飯後飯後飯後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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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後飯後飯後飯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飯後一小時內飯後一小時內飯後一小時內飯後一小時內

–哪種藥物須飯後服用哪種藥物須飯後服用哪種藥物須飯後服用哪種藥物須飯後服用：：：：可藉食物協助吸可藉食物協助吸可藉食物協助吸可藉食物協助吸
收收收收、、、、減少腸胃刺激的藥物減少腸胃刺激的藥物減少腸胃刺激的藥物減少腸胃刺激的藥物。。。。

•糖尿病用藥及特殊情形應遵醫囑或藥師指糖尿病用藥及特殊情形應遵醫囑或藥師指糖尿病用藥及特殊情形應遵醫囑或藥師指糖尿病用藥及特殊情形應遵醫囑或藥師指
導服用導服用導服用導服用。。。。



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什麼時候用藥????????

早餐 午餐 晚餐 睡前

一天四次

46

一天四次

一天三次

一天二次

一天一次 每天固定一個時間



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一次

•每日的固定一個時間每日的固定一個時間每日的固定一個時間每日的固定一個時間

•適合早晨適合早晨適合早晨適合早晨

47

–利尿劑利尿劑利尿劑利尿劑

•睡前睡前睡前睡前

–鎮靜安眠劑鎮靜安眠劑鎮靜安眠劑鎮靜安眠劑



平平是3 擺，差很大！

4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

用藥時間對用藥時間對用藥時間對用藥時間對
藥效才發揮藥效才發揮藥效才發揮藥效才發揮
用藥時間對用藥時間對用藥時間對用藥時間對
藥效才發揮藥效才發揮藥效才發揮藥效才發揮



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利用圖解標籤按時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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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清楚明瞭的記號做自己清楚明瞭的記號做自己清楚明瞭的記號做自己清楚明瞭的記號

•藥盒藥盒藥盒藥盒

年長者或獨居老人的用藥密訣年長者或獨居老人的用藥密訣年長者或獨居老人的用藥密訣年長者或獨居老人的用藥密訣

50

•服藥前再次確認服藥前再次確認服藥前再次確認服藥前再次確認

•詢問家人或周遭鄰居詢問家人或周遭鄰居詢問家人或周遭鄰居詢問家人或周遭鄰居



用藥好習慣用藥好習慣用藥好習慣用藥好習慣

• 吃藥前將燈打亮吃藥前將燈打亮吃藥前將燈打亮吃藥前將燈打亮（（（（不要在黑暗中服藥不要在黑暗中服藥不要在黑暗中服藥不要在黑暗中服藥））））

• 不要將藥品混合放置於同一藥袋中不要將藥品混合放置於同一藥袋中不要將藥品混合放置於同一藥袋中不要將藥品混合放置於同一藥袋中

51

•內服藥品應與外用藥品分開內服藥品應與外用藥品分開內服藥品應與外用藥品分開內服藥品應與外用藥品分開，，，，以免誤服以免誤服以免誤服以免誤服

•保留您的處方用藥紀錄保留您的處方用藥紀錄保留您的處方用藥紀錄保留您的處方用藥紀錄



忘了服藥怎麼辦忘了服藥怎麼辦忘了服藥怎麼辦忘了服藥怎麼辦忘了服藥怎麼辦忘了服藥怎麼辦忘了服藥怎麼辦忘了服藥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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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12:0010:00

正常服正常服正常服正常服
藥時間藥時間藥時間藥時間

正常服正常服正常服正常服
藥時間藥時間藥時間藥時間

二次給藥二次給藥二次給藥二次給藥
時間中點時間中點時間中點時間中點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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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可補服此時可補服此時可補服此時可補服 此時不建議補服此時不建議補服此時不建議補服此時不建議補服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下次服藥時使用正常劑量下次服藥時使用正常劑量下次服藥時使用正常劑量下次服藥時使用正常劑量

切勿服用二倍劑量切勿服用二倍劑量切勿服用二倍劑量切勿服用二倍劑量



忘記服藥，不需補服!
劑量雙倍，療效毒性也加倍…

5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



利尿劑早上吃利尿劑早上吃利尿劑早上吃利尿劑早上吃
安眠藥睡前服安眠藥睡前服安眠藥睡前服安眠藥睡前服

昨天忘記吃昨天忘記吃昨天忘記吃昨天忘記吃
今天雙倍量今天雙倍量今天雙倍量今天雙倍量

懸浮劑搖一搖懸浮劑搖一搖懸浮劑搖一搖懸浮劑搖一搖
藥量均勻藥量均勻藥量均勻藥量均勻
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用藥須知用藥須知用藥須知用藥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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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藥次數記清楚服藥次數記清楚服藥次數記清楚服藥次數記清楚

飯前飯後不馬虎飯前飯後不馬虎飯前飯後不馬虎飯前飯後不馬虎

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

久病成良醫久病成良醫久病成良醫久病成良醫
藥量調整我決定藥量調整我決定藥量調整我決定藥量調整我決定

大考驗大考驗大考驗大考驗 II



四四四四、、、、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四四四四、、、、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56

關心自己關心自己關心自己關心自己關心自己關心自己關心自己關心自己 也關心別人也關心別人也關心別人也關心別人也關心別人也關心別人也關心別人也關心別人



看似安全，
其實暗藏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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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



電台藥:

誰在買？

58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台灣電視台
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

非法藥品亂買

自身健康變壞



要硬!
不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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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
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



健康食品不健康健康食品不健康健康食品不健康健康食品不健康?
想要強身變傷身想要強身變傷身想要強身變傷身想要強身變傷身!

60

亂購買自製藥丸亂購買自製藥丸亂購買自製藥丸亂購買自製藥丸,
一吃健康就完蛋一吃健康就完蛋一吃健康就完蛋一吃健康就完蛋!?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中華電視台
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



別亂『鈣鈣鈣鈣』

61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62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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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

�不要買廣告內容太神奇的產不要買廣告內容太神奇的產不要買廣告內容太神奇的產不要買廣告內容太神奇的產
品品品品~~~~如特效藥如特效藥如特效藥如特效藥、、、、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

�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

65

�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拒絕來路不明的藥品

�勿輕信誇大不實廣告勿輕信誇大不實廣告勿輕信誇大不實廣告勿輕信誇大不實廣告，，，，以免以免以免以免
花錢又傷身花錢又傷身花錢又傷身花錢又傷身。。。。

�堅持堅持堅持堅持『『『『用藥五不用藥五不用藥五不用藥五不』』』』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做身體的主人-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用藥五不原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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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聽不聽不聽不聽別人推薦的藥別人推薦的藥別人推薦的藥別人推薦的藥

♥♥♥♥♥♥♥♥
不信不信不信不信有神奇療效的藥有神奇療效的藥有神奇療效的藥有神奇療效的藥

$$
不買不買不買不買地攤地攤地攤地攤、、、、夜市夜市夜市夜市

、、、、網路網路網路網路、、、、遊覽車遊覽車遊覽車遊覽車
上所販賣的藥上所販賣的藥上所販賣的藥上所販賣的藥。。。。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別人贈送的藥別人贈送的藥別人贈送的藥別人贈送的藥

��������
不推薦不推薦不推薦不推薦藥品給其他人藥品給其他人藥品給其他人藥品給其他人



合法藥品辨識有四招合法藥品辨識有四招合法藥品辨識有四招合法藥品辨識有四招
用藥停看聽用藥停看聽用藥停看聽用藥停看聽

�第二招第二招第二招第二招：：：：衛生署核准字號衛生署核准字號衛生署核准字號衛生署核准字號 (官方的身分證官方的身分證官方的身分證官方的身分證)

�第一招第一招第一招第一招：：：：

�於合法醫院於合法醫院於合法醫院於合法醫院、、、、診所或藥局取得藥品診所或藥局取得藥品診所或藥局取得藥品診所或藥局取得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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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署衛署衛署衛署成製成製成製成製字第字第字第字第XXXXXX號號號號

�國內製造國內製造國內製造國內製造許可之許可之許可之許可之成藥成藥成藥成藥

�衛署衛署衛署衛署藥製藥製藥製藥製字第字第字第字第XXXXXX號號號號

�國內製造國內製造國內製造國內製造許可之許可之許可之許可之指示藥或處方藥指示藥或處方藥指示藥或處方藥指示藥或處方藥

�衛署衛署衛署衛署藥輸藥輸藥輸藥輸字第字第字第字第XXXXXX號號號號

�國外輸入國外輸入國外輸入國外輸入許可之許可之許可之許可之指示藥或處方藥指示藥或處方藥指示藥或處方藥指示藥或處方藥



合法藥品應有下列資訊合法藥品應有下列資訊合法藥品應有下列資訊合法藥品應有下列資訊

中文品名中文品名中文品名中文品名

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廠商地址廠商地址廠商地址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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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份主要成份主要成份主要成份、、、、含量含量含量含量
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用法用量

藥品分級藥品分級藥品分級藥品分級、、、、保存期限保存期限保存期限保存期限

廠商地址廠商地址廠商地址廠商地址

儲存條件儲存條件儲存條件儲存條件
製造日期或批號製造日期或批號製造日期或批號製造日期或批號
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許可證字號

X



國內不法藥物之型式國內不法藥物之型式國內不法藥物之型式國內不法藥物之型式
•藥品類藥品類藥品類藥品類

�未經核准之藥品
�經核准但非屬原製造者之藥品
�標示誇大不實之藥品

•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食品摻加西藥

69

�食品摻加西藥
�食品／健康食品宣稱療效、誇大不實

•中草藥中草藥中草藥中草藥
�未經核准不知名”黑藥丸”
�摻加西藥之（草）藥

經衛生署檢驗發現經衛生署檢驗發現經衛生署檢驗發現經衛生署檢驗發現，，，，被檢驗出摻加西藥成分以標榜具被檢驗出摻加西藥成分以標榜具被檢驗出摻加西藥成分以標榜具被檢驗出摻加西藥成分以標榜具
「「「「壯陽壯陽壯陽壯陽」」」」、、、、「「「「減肥減肥減肥減肥」」」」及及及及「「「「消炎鎮痛消炎鎮痛消炎鎮痛消炎鎮痛」」」」作用之三類產品最多作用之三類產品最多作用之三類產品最多作用之三類產品最多。。。。



行政院衛生署不法藥物專區行政院衛生署不法藥物專區行政院衛生署不法藥物專區行政院衛生署不法藥物專區

70
http://www.doh.gov.tw/IllegalMedicine/false.htm



藥物查詢

71http://www.doh.gov.tw/cht2006/index_popula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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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不實藥物廣告」？

74

http://www.fda.gov.tw/



如何查詢如何查詢如何查詢如何查詢「「「「不實藥物廣告不實藥物廣告不實藥物廣告不實藥物廣告」？」？」？」？

75

http://www.fda.gov.tw/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810



如何查詢「不實藥物廣告」？

76http://illegal-ad.fda.gov.tw/mental/index.php



• 衛署藥製字第 xxxxxx 號
• 衛署藥輸字第 xxxxxx 號
• 衛署成製字第 xxxxxx 號

從藥品許可證字號從藥品許可證字號從藥品許可證字號從藥品許可證字號
認識合法藥物認識合法藥物認識合法藥物認識合法藥物

77

77

• 衛署成製字第 xxxxxx 號
• 衛署醫器製字第 xxxxxx 號
• 衛署醫器輸字第 xxxxxx 號



我媽媽一個朋友介紹她吃一種青草藥青草藥青草藥青草藥青草藥青草藥青草藥青草藥

，是吃酸痛的喔!她說：「介紹給很多人

狀況題-大家來找碴大家來找碴大家來找碴大家來找碴

78

吃過，大家都說效果真正讚啦，且完全

攏無副作用，你吃ㄧ次就有效果啦 !」



您的想法您的想法您的想法您的想法????

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選擇題

79

這好用這好用這好用這好用!!!!!!!!

我嘛來吃看嘜我嘛來吃看嘜我嘛來吃看嘜我嘛來吃看嘜…………
有影嘸有影嘸有影嘸有影嘸????

我來試吃我來試吃我來試吃我來試吃ㄧㄧㄧㄧ次次次次…………

一次應該不會傷身體一次應該不會傷身體一次應該不會傷身體一次應該不會傷身體

這青草藥安全嗎這青草藥安全嗎這青草藥安全嗎這青草藥安全嗎????

我還是來問藥師我還是來問藥師我還是來問藥師我還是來問藥師
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的意見。。。。

� � 	



五五五五、、、、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五五五五、、、、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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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醫師家庭醫師家庭醫師家庭醫師

•病人有了健康問題可以向經常看診的病人有了健康問題可以向經常看診的病人有了健康問題可以向經常看診的病人有了健康問題可以向經常看診的
醫師詢問醫師詢問醫師詢問醫師詢問

•

81

•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與醫師、、、、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藥師作朋友



找一家值得信賴的藥局找一家值得信賴的藥局找一家值得信賴的藥局找一家值得信賴的藥局

健保特約藥局的標示健保特約藥局的標示健保特約藥局的標示健保特約藥局的標示

藥師識別證藥師識別證藥師識別證藥師識別證

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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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

照片核對照片核對照片核對照片核對

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命運的三叉路命運的三叉路命運的三叉路命運的三叉路

–不知道怎麼用藥時不知道怎麼用藥時不知道怎麼用藥時不知道怎麼用藥時

–服藥後不舒服時服藥後不舒服時服藥後不舒服時服藥後不舒服時

–買成藥時買成藥時買成藥時買成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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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用藥相關疑問時有任何用藥相關疑問時有任何用藥相關疑問時有任何用藥相關疑問時…………
可以問誰可以問誰可以問誰可以問誰？？？？

–買成藥時買成藥時買成藥時買成藥時

–有人推銷藥品時有人推銷藥品時有人推銷藥品時有人推銷藥品時



廟口賣藥的廟口賣藥的廟口賣藥的廟口賣藥的
王祿仔仙王祿仔仙王祿仔仙王祿仔仙

領有執照的領有執照的領有執照的領有執照的
專業藥師專業藥師專業藥師專業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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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n

電台賣藥的主持人電台賣藥的主持人電台賣藥的主持人電台賣藥的主持人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 教材製作教材製作教材製作教材製作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藥劑部

�馬偕紀念醫院藥劑部馬偕紀念醫院藥劑部馬偕紀念醫院藥劑部馬偕紀念醫院藥劑部

�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中華景康藥學基金會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藥劑科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藥劑科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藥劑科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藥劑科

�阮綜合醫院藥劑科阮綜合醫院藥劑科阮綜合醫院藥劑科阮綜合醫院藥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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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綜合醫院藥劑科阮綜合醫院藥劑科阮綜合醫院藥劑科阮綜合醫院藥劑科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藥劑部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藥劑部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藥劑部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藥劑部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藥劑科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藥劑科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藥劑科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藥劑科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藥劑部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藥劑科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藥劑科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藥劑科奇美醫療財團法人柳營奇美醫院藥劑科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祝您祝您祝您祝您祝您祝您祝您祝您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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