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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一、做身體的主人 

二、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三、看清楚藥品標示 

四、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五、與藥師、醫師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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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一、做身體的主人 

關心自己 也關心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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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可分為普通感冒與流行性感冒，普通感
冒通常症狀較輕微，一般會自行痊癒。 
 
流行性感冒症狀通常比較嚴重，會發燒、肌
肉疼痛甚至引發肺炎。 

認識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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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與感冒的症狀不同 

流感 

(Influenza, Flu) 

普通感冒 

(Common Cold) 

症狀 高燒、頭痛、肌肉酸痛、 
疲勞與虛弱 

少見發燒或微燒、偶爾 

輕微的頭痛 

併發症 

 

肺炎、支氣管炎、中耳炎、
心肌炎、腦病變、腦炎、
雷氏症候群等 

較少出現合併症 

 

致病原 分為A、B、C三型 

易發生變異而大流行 

約200多種病毒引起感冒如
鼻病毒、副流行性感冒病毒、
呼吸道細胞融合性病毒、腺
病毒等 

潛伏期與病程 1-3天;持續1～2週 約1天;短期可復原 

治療方法 

 

抗病毒藥物治療及支持性
療法 

可自癒，支持性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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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藥主要的作用是緩解症狀，例如頭
痛、咳嗽、鼻塞、流鼻水等。 
綜合感冒藥只能緩解症狀，不能預防感
冒。 
雖然民眾能自行購買(綜合)感冒藥，但仍
應該在醫師或藥師指導下使用。 

感冒藥的作用 

http://enews.nfa.gov.tw/photo/adam20060921health0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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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冒不一定要吃藥。 
感冒會自行痊癒。成人在充分休息、補充
水分或電解質後，感冒會在一到二個禮拜
內痊癒，綜合感冒藥可以緩解症狀，但不
能殺死病毒。 

多吃藥不會比較好。自行增加綜合感冒藥
劑量，症狀不會減輕得比較快，還會增加
副作用。 

 

服用感冒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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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嚴重症狀要立即就醫。 
 

感冒可能出現嚴重併發症，出現以下情形應立即就
醫，不要依賴自行購買的感冒藥而延誤就醫。 

(1)發燒而且有其他症狀（例如吃不下東西、喘不過氣、
體溫高但覺得冷或發抖）；(2) 服藥後，感冒症狀沒有
減輕，甚至更不舒服；(3)咳嗽時胸痛或咳嗽有血。 

 

服用感冒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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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藥裡的成分可分為止痛退燒藥、抗組
織胺藥(緩解鼻塞、流鼻水)、止咳藥、化
痰藥。 
有些藥品只有單一成份，市售綜合感冒藥
則有好幾種成份。 
每個人感冒症狀不同，應該向醫師、藥師
詢問，挑選最適合自己的綜合感冒藥。 

服用感冒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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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冒不一定要吃抗生素 
 

抗生素只對細菌感染有效，對病毒引起
的感冒無效，未經醫師處方而使用抗生
素不但無法治療感冒，還可能引起過敏、
腹瀉等副作用。 

服用感冒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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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要把藥物給其他人服用： 
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不要服用別人的
藥品，也不要將自己的藥品給別人服用。 

 
(五)吃剩的感冒藥不要留著備用： 

每一次感冒症狀都不一樣，這次感冒有
效的藥，下一次感冒不一定有效。而且
留到下次使用，可能會有藥品過期的風
險。 

服用感冒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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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身體的主人-用藥五不原則 
 

 
不聽別人推薦的藥 

 
不信有神奇療效的藥 

$ 
不買地攤、夜市 

、網路、遊覽車 
上所販賣的藥。 
  

不吃別人贈送的藥 

 
不推薦藥品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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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綜合感冒糖漿，一次應喝多少呢? 

1.依照醫師或藥師的指示喝 

2. 想喝多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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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二、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清楚表達
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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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對藥品或食物過敏，喝酒或特殊飲食習慣。 

曾經發生過的疾病，例如：心血管、胃腸道、肝腎
疾病或家族性遺傳疾病。 

目前正在服用的藥品，包含中西藥、成藥如止痛藥
或保健食品等。 

是否需要開車或從事操作機械等需要專注力的工作 

女性需告知是否懷孕、正準備懷孕或正在哺餵母乳 

為避免重複使用藥品，同時看兩科以上門診，應主
動告知醫師 

看病時要清楚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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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攜帶用藥紀錄卡 

固定使用的藥物記錄在
「用藥紀錄卡」上，讓
醫師或藥師瞭解您的所
有用藥，避免重覆用藥
及藥物交互作用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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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三、看清楚藥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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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藥時，應核對下列事項： 

姓名、藥品用法、藥品適應
症、藥品名稱和外觀、注意
事項、副作用或警語、服用
天數、藥品保存期限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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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診後，請仔細
核對姓名、性別
等資料是否符合 

2. 檢查藥品名稱、
外觀及數量是否
正確 

3. 注意藥品用量、
用法、注意事項
等訊息，並確實
遵守 

官XX 男 

Vonal-K 25mg/tab (Diclofenac )     42 

圓形粉紅色口服/錠劑 

多喝開水，若引起胃腸不適可與食物併服。 

藥怎麼用先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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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藥袋  
(背面) 

藥物諮詢專線 

藥品使用時間 

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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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事項、副作用或警語： 
看清楚外盒、藥品說明書上寫的注意事項。 
個人感冒症狀不同，而綜合感冒藥的成分通常
不是單一成分而是含多種成分的複方，服用前
可先請教醫師或藥師。 

自行購買綜合感冒藥時，應核對 
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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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醯胺酚(Acetaminophen)、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 
 

都可做為退燒止痛，不宜長期服用。 
且服用後不宜飲酒，恐造成肝損害。 
不可自行同時使用退燒藥和綜合感冒藥，應在醫師
或藥師指示下才能同時使用，以免發生重複用藥。 

市售綜合感冒藥成分-1 



24 

抗組織胺(Antihistamine) 
 

成分用於舒緩鼻塞、流鼻水及打噴嚏等症
狀。 
可能引起嗜睡作用，如從事開車或操作機
械等工作者要小心服用。 
服用後不要使用安眠藥、鎮靜劑等之藥品。 

市售綜合感冒藥成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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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因(Caffeine) 
 

成分之綜合感冒藥具成癮性，不可長期服用。 
服用後不可飲用咖啡、茶等含咖啡因之飲品。 

市售綜合感冒藥成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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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黃素(Ephedrin) 
 

可幫助血管收縮，改善鼻塞症狀。 
過量會刺激交感神經，造成心悸。 
也會增加心血管疾病者風險，甚至腎臟衰竭。 

市售綜合感冒藥成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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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服用超過醫師或藥師指示或產品標示的劑
量。 
服藥後有不適症狀或過敏反應（例如皮膚紅疹、
嘴唇或眼皮水腫、呼吸困難等）應立即停藥就
醫。 
如持續服用綜合感冒藥三天以上，症狀仍未改
善也應儘速就醫。 
患有肝、腎疾病或其他重大疾病之患者，服用
綜合感冒藥前，應先請教醫師或藥師。 

除非有醫師指示或藥師建議，6歲以下兒童不建
議自行使用綜合感冒藥。 

使用綜合感冒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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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藥品安全效期 

未開封：以出廠有效期為主 

開封：ㄧ般以6個月為原則（保存良好的情況下） 

磨粉分包效期較短 

糖漿不可冷藏 

自行泡製的懸浮液劑冷藏可 

   放置7~14天 

藥品的有效期限，若已過期、變質或變色的藥品不
要使用。 

 



過期藥處理方法 

1.將剩餘藥水倒入夾鏈袋中。 

2.將藥水罐用水沖一下，沖過藥水罐的水也要倒入
夾鏈袋中。 

3.將剩餘的藥丸從包裝（如鋁箔包裝、藥袋等）中
取出，全部藥丸集中在夾鏈袋裡。 

4.把泡過的茶葉、咖啡渣或用過的擦手紙，把他們
和藥水藥丸混在一起。 

5.將夾鏈袋密封起來，就可以隨一般垃圾清除。 

6.乾淨的藥袋和藥水罐，依垃圾分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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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成製字第××××××號 

國內製造許可之成藥 

衛生署藥製字第××××××號 

國內製造許可之指示藥或處方藥 

衛生署藥輸字第××××××號 

國外輸入許可之指示藥或處方藥 

 

 

(3)有無藥證字號 
ㄧ定要有6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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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藥品貯存方式 

避光、避濕、避熱 

浴室不可：又濕且熱的地方，藥品容易變質 

家中陽光與光線較強的地方不可 

陰涼處 

暗處的抽屜或櫃子 

需要冷藏的藥品 

放置於冰箱冷藏室攝氏2-8℃之間 

內服藥品與外用藥品分開 

不同藥品不要混雜在一起 

置放於小孩不可以碰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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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 vs 藥丸 

資料來源：中華電視台 



(5)諮詢方式 

 

要保留藥品外包裝及仿單(使用說明)，及索取診所
或藥局聯絡電話。 

如有疑慮或服用後有不適感，請即時諮詢醫師、
藥師或藥劑生。 

可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首頁西藥醫
療器材、含藥化粧品許可證查詢系統查詢核准字
號。官網：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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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詢藥品是否具有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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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分級制度 

 處方藥 指示藥 成藥 

藥效 強烈 中等 緩和 

購買方式 持有醫生處方

箋，請專業藥

師給藥 

不需處方箋，於

藥局內購買 

於一般超市或藥局

等自由選購 

指導用藥方法 藥師依照醫師

的處方給藥，

藥師指導用藥

方法 

藥師指導藥品說

明書上的使用方

法 

依藥品說明書上用

法、用量使用 

 



38 

動動腦 

藥品通常應該存放在家中的什麼
地方? 

1.廚房 

2.浴室 

3.陰涼乾燥的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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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四、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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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綜合感冒藥時，應了解藥品適應症，以及服用方
法及時間。 
 
各項劑型的使用方法： 

發泡劑：需溶水後服用。 
液劑：服用前先振搖均勻，應使用所附量器取藥 
散劑及粒狀：成人應配溫開水並依指示服用；兒童
服用藥粉則需倒入溫開水攪拌均勻、完全溶解後再
依指示服用。 

應了解如何服用感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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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時間應遵醫囑並依藥袋、仿單(使用說明) 
    標示的時間服用。 

如有特殊服用方法，請向醫師、藥師確認。 
口服藥品應以適量溫開水服用（不要以葡萄 

     汁、牛奶、茶、果汁、咖啡等飲料搭配服用）  

服藥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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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服用感冒藥注意事項 

兒童併用兩種退燒藥品時，應遵照醫師或藥師指
示服用，退燒藥水1小時後會開始退燒，退燒效果
可持續3至4小時。 
如果服藥1小時後仍持續高燒，則依醫師指示使用
另一種退燒藥品。 
務必瞭解每一種退燒藥物的使用時機，給藥前要
看清楚藥品標示和量取正確劑量。 

http://www.lohastime.com.tw/upload/image/origin/article41_1307779013.jpg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blog.xuite.net/aguiter/twblog/124583755-%E8%97%A5%E5%B8%AB%E8%AA%AA~+%E8%87%A8%E5%BA%8A%E4%B8%8A%E5%B8%B8%E8%A6%8B%E5%B0%8F%E5%85%92%E6%9C%8D%E7%94%A8%E5%8F%A3%E6%9C%8D%E8%97%A5%E7%9A%84%E6%B3%A8%E6%84%8F%E4%BA%8B%E9%A0%85&rct=j&frm=1&q=&esrc=s&sa=U&ei=ysUGVb7BGua2mwXImIG4AQ&ved=0CBkQ9QEwAg&usg=AFQjCNHCFZbMvSvmJfIAHamqm_owmTSB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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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前與飯後 

飯前（空腹） 

時間：飯前一小時或飯後二小時。 

哪種藥物須空腹：易被食物影響吸收、胃
腸刺激性小的藥物。 

飯後 

時間：飯後一小時內 

哪種藥物須飯後服用：可藉食物協助吸收、
減少腸胃刺激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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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藥袋上寫著”每日四次飯後”應 

在什麼時間吃藥? 

1.三餐飯後 

2.三餐飯後和睡前 

3.想到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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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吃藥時應搭配什麼ㄧ起吃? 

1.白開水 

2.茶 

3.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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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緩解的藥品(例如：止痛劑、鎮咳劑、鼻涕藥) 

忘了服藥沒有關係 

下等待下次服藥時間服藥即可 

46 

忘了服藥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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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或預防的藥品(例如﹕抗生素) 
忘了服用抗生素藥品，應盡快補服。 以維持藥物在
體內的濃度。  
若幾乎已接近下次用藥時間：  
(1) 用法是一天一次者：立刻補服一劑，十~十二小
時後再服一劑。 
(2) 用法是一天二次者：立刻補服一劑，五~六小時
後再服下一劑。 
(3) 用法是一天三次以上者：有二種補救方法。 
 a. 立刻補服一劑，二~四小時後再服下一劑。 
 b. 不補服，而在規則服藥時間服用兩劑的藥量。 

忘了服藥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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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五、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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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藥局自行購買感冒藥時，應至有藥師執業之
合法藥局購買。 
 
向藥師諮詢時，應說明自身症狀及目前使用的
藥品，並確實遵照藥師建議服用。 

 
可主動向藥師索取聯絡電話以方便日後諮詢。 

生病找醫師，用藥找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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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感冒藥可能與其他藥品有交互作用 
     如：併用預防血栓藥物和非類固醇消炎止痛 
     藥，可能會增加出血的風險。 
 

用藥前諮詢醫師或藥師是最好的辦法，有任
何醫藥疑難問題，可撥打藥局或藥袋上電話
諮詢。 

 

生病找醫師，用藥找藥師 



51 

藥師角色 

藥師是民眾「藥的老師」。 

領有一張「藥師執照」的特殊意義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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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家值得信賴的藥局 

健保特約藥局的標示 

藥師識別證 

掛在牆上的藥師執照 

照片核對 

將藥師電話加入家庭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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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有病看醫師，有用藥的問題應該 

問誰? 

 

1.老師 

2.藥師 

3.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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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這些藥局哪裡不一樣?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4/%E5%BA%B7%E6%98%AF%E7%BE%8E%E8%B1%90%E5%8E%9F%E5%BA%9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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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大考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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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 

需有誰的指示才可併用一種以上 

的感冒藥? 

 

(1)醫師 

(2)藥師 

(3)護士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health.china.com/html/zixun/jiankangkuaixun/200909/16-534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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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 

服用感冒藥幾天後，若症狀沒有 

改善或合併發燒，應停藥並立即 

就醫? 

(1)一天 

(2) 三天 

(3)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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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 

甘草糖漿比較溫和，超過醫師或 

藥師指示劑量也不會有副作用？ 

 

(1)正確 

(2)錯誤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sharemysoul.pixnet.net/blog/post/354185507-%E3%80%90%E5%80%8B%E4%BA%BA%E7%94%9F%E6%B4%BB%E3%80%91%E6%99%9F%E5%BE%B7%E7%94%98%E8%8D%89%E6%AD%A2%E5%92%B3%E6%B0%B4&rct=j&frm=1&q=&esrc=s&sa=U&ei=syQJVcaMFuK-mwWz3IKwBg&ved=0CBkQ9QEwAg&usg=AFQjCNEB-o7Ax_KhWz0uZl4oDNuZaxL_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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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題 

感冒日間錠含有咖啡因預防嗜睡，
可搭配咖啡或茶服用，增強效果。 

 

(1)正確 

(2)錯誤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myhealthplus.com.tw/product/robitussin/robitussin-day-night&rct=j&frm=1&q=&esrc=s&sa=U&ei=1iQJVenMDKe7mwWw6ICgCA&ved=0CBkQ9QEwAQ&usg=AFQjCNFTPA0OSVAFbGhtdNa5XGms-jon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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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題 

6歲以下兒童、孕婦、有肝腎疾 

病或其他重大疾病、曾服用感冒 

藥過敏的人，應該在醫師或藥師 

指示下服用感冒藥。 

 (1)正確 

 (2)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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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健康~ 

慈濟醫院藥物諮詢電話:  
03-8574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