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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用藥與中藥安全 
用藥問題問藥師 中西藥師不分家 

 
一般民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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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眾常有疑惑~ 
生病時看了西醫，但又想利用中藥調整體質! 
碰到這樣狀況，藥品該如何服用呢? 



藥物正確使用停看聽 

好了就可以停用 症狀好了持續用 症狀改善不能停 

止咳、化痰 

流鼻水、止瀉 

抗生素 

抗病毒藥 
慢性病藥物 



成人常見慢性疾病 

分類 疾病 

內分泌及代謝疾病 甲狀腺機能障礙、糖尿病、
高血脂症、 

精神疾病 精神病 

神經系統疾病 巴金森氏症、癲癇 

循環系統疾病 心臟病、高血壓、腦血管病
變 

呼吸系統疾病 肺氣腫、哮喘 

消化系統疾病 消化性潰瘍、慢性肝炎 

泌尿系統疾病 慢性腎臟炎 

骨骼肌肉系統及結
締組織之疾病 

關節炎、紅斑性狼瘡 

傳染病 結核病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慢性病用藥 正確使用保安康 

須不間斷長期服用 

隨意停藥容易引起
疾病復發及併發症 

併發症常引起比較
嚴重的身體傷害 



別輕忽慢性病帶來的腎臟傷害 

有越來越多慢性腎臟病，是由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所引起 



常見慢性病用藥迷思(1) 
• 慢性病病情好轉是否可以不用繼續服藥? 

 

   

 

按時服藥 

擅自停藥 

態度 結果 

控制良好 

併發症 
產生快 

病情好轉是因為按時服藥的結果，不是
因為完全痊癒了，藥物可別亂亂停喔! 



常見慢性病用藥迷思(2)-1 
• 長期服用慢性病藥會造成腎臟負擔? 

資料來源:104年民眾用藥健康素養調查 

56% 

每4人中有3人 
認為按時吃藥不可
以「保護腎臟」 

認為按時使用糖尿
病及高血壓用藥會
「傷害腎臟」 



常見慢性病用藥迷思(2)-2 

• 長期服用慢性病藥會造成腎臟負擔? 

以高血壓病人為例 

正確使用藥物，把血糖、血壓控制到安
全範圍，才是保護腎臟的正確做法。 

1.血壓升高時，灌流到腎臟血液也上升，
會直接衝擊腎臟小血管，造成腎絲球壓
力過高，容易導致腎臟病變，嚴重甚至
需要洗腎。 

2.有研究證實，按時服用藥物可降低末期
腎臟病風險。 



服用慢性病藥物的原則 
不亂加量或減量 原則一 

•按照醫囑服用藥物 

留意服藥後的身體變化 原則二 

•記錄血壓、血糖數值 

 

 

服藥沒假期不隨意停藥 原則三 

•休假期間也應確實服藥 

•               同時使用中西藥時要注意 原則四 

• 服用前都應先詢問醫生或藥師 



如何正確就醫與用藥(中藥篇) 



正確就醫行為 

停止不當看病，購藥及用藥行為 

看病請找合格中醫師診治，並應向中醫師說清楚 

聽專業中醫師，藥師說明 

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用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停止不當看病，購藥及用藥行為 

• 不隨意購服來路不明藥品 

• 停止「病急亂投 醫」的作法 

• 為了自己的健康，有病看中醫師，用中藥時
應找專業中醫師、藥師 

 

  $   
不聽 不信 不買 不吃 不推薦 



看病找合格中醫師診治，並向中醫師說清楚 

1.清楚陳述自己的症狀、部位及發生時間 

  →避免忘記說明，可先利用紙筆記錄 

2.過去是否有住院治療、醫學檢驗結果及家族史、手術 

  →提供清楚資料，幫助中醫師診斷 

3.曾經有發生的藥物及食物過敏史 

  →避免造成「過敏」現象 

4.目前服用的中西藥物及健康食品 

  →避免使用到重複藥物發生相互影響 

5.是否懷孕或準備懷孕、哺乳 

  →避免影響母體與胎兒安全 



要聽專業中醫師、藥師說明 

Q：服用中藥時要聽中醫師、藥師說什麼？ 

A：服用方法→如外用、內服 

   服用劑量→如一天幾次，一次幾包 

   不隨便停藥或增減藥量→詢問 

   服藥後產生副作用→停藥再詢問 

 

 

    

  

 

看病找中醫師，用藥找藥師 

資料來源~奇美醫院中藥資源中心 



要聽專業中醫師、藥師說明 

1. 合法場所購買 

2. 在專業人員的建議下
購買使用 

資料來源~奇美醫院中藥資源中心 

中醫師 

張   大   明 

專業優秀中醫診所 <02-> 

專業優秀大藥局 <02-> 

中醫師、藥師合格執業執照 
→國家考試認證 



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科學中藥 飲片 藥膏、丸劑 

1.GMP藥廠製造。 

2.具完整標示，包括衛
部(署)藥製字第

○○○○○○號、品
名、成分含量、廠商
名稱及地址、批號、
製造日期、保存期限、
適應症及服用方法等。 

3.類別:需由中醫師處
方使用 

1.依規定完整標示品名、重
量、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
或保存期限、廠商名稱及
地址、批號、類別、炮製
方式、產地國家、保存方
法及使用注意事項等資訊。 

2.請信任的中醫師推薦值得
信任的中藥房。 

3.有信譽且具合格販售證明
【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
的中藥房。 

1.GMP藥廠製造。 
2.具完整標示，包括衛
部(署)成製字第

○○○○○○號、品 

名、成分含量、廠商名
稱及地址、批號、製
造日期、保存期限、
適應症及服用方法等。 

3.類別:成藥 

經中醫師開立處方，
藥師調劑後使用。 

可自行購買，但若有用藥
或選購上的問題，可請教
專業的中醫師或藥師再來
使用。 

成藥可自行購買，但建
議使用前詳讀產品所附
藥品標示、說明書等相
關資訊，適時適量使用 

資料來源~奇美醫院中藥資源中心 

調劑 



認識完整的中藥標示： 

效能 

適應症 

許可證字號 

GMP中藥 

藥名 

成分含量 

用法用量 製造批號 

保存期限 

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大家一起來，動手查查看 



   選擇好的保存條件、保存環境。 
中藥 保存說明 

1.置於陰涼乾燥處，並避免陽光照射。 
2.以密封不透光真空罐為佳，以隔絕空氣進入。 
3.有些藥材含水量和營養成分高，建議放冰箱內
保存，例如枸杞、紅棗、人參、當歸、天門冬。 

4.若發現中藥材有發霉、變色或是有油敗味時，
則不宜再使用。 

室溫下置於陰涼乾燥處密封保存，避免日光直曝。 

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中藥飲片 

濃縮(科學)中藥 



   選擇好的保存條件、保存環境。 

中藥 保存說明 

已煎煮好的藥湯- 
1.若未喝完，應存放冰箱冷藏。 
2.一般不建議隔夜服用，以免藥液變質影響健康。 
3.放置在冰箱冷藏室中，也不應超過3天，以免藥 
液變質影響健康。 

1.一般湯劑保存3-7天。 

2.冷藏在0℃-5℃可延長保存期限。 

3.若發現藥液發酵變味、有氣泡等異常  

   現象則屬變質，不可服用。 

 

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水煎劑 

密封真空包 



   選擇好的保存條件、保存環境。 

中藥 保存說明 

1.一般製作茶包需先將中藥材打碎，而打碎後的
中藥材因接觸面積變大，會比原藥材更容易受
潮而發霉變質。 

2.建議將茶包密封好，存放冰箱內保存，以延長
保存期限。。 

 

1.在溫度稍高的地方會軟化甚至變質。 
2.應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3.放置在陰涼低溫的環境中，以確保品質。 
 

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碎片劑(茶包) 

外用軟膏 



常見中藥材變質(揮發油篇) 

霍香 薄荷 荊芥 紫蘇 

1.中藥材的某些有效成分為揮發油，因具有芳香味道，所以在
藥材上就能聞到芳香味。 

2.當這些藥材的味道開始變的較淡時，藥效也會跟著減少。 
3.在煎煮加熱時會加速揮發油揮發，因此藿香、薄荷、荊芥、 
  紫蘇等含揮發油較多的藥材，應避熱儲存。 
4.在煎煮時應後下(最後再放入熬製)，以免降低藥效。 



常見中藥材變質(油耗篇) 

當歸 桂圓 麥冬 黨參 

1.在潮濕環境下儲存藥材，容易因受潮之故，在表面會有發軟
及油狀物出現，甚至有油耗味產生，像是有一層油，又叫“
走油”。 

2.種子類及含油量高的藥材易走油，如當歸、桂圓、麥冬、黨
參、枸杞、杏仁等。 

3.這類藥材應放置於乾燥地點。 



常見中藥材變質(蟲蛀篇) 

人蔘 澤瀉 黃耆 白芷 

1.中藥材在採集、製作和存放過程中可能就有蟲侵入或帶有蟲卵 
  ，才會引起蟲蛀現象。 
2.藥材蟲蛀後，會有蛀洞和粉末產生，甚至會成為有些害蟲繁 
  殖溫床，讓這些藥材無法再使用。 
3.常見容易受蟲蛀的藥材有人參、澤瀉、黃耆、白芷、大黃等。 
4.當發生嚴重蟲蛀的藥材應及時丟棄，不要再使用。 



常見中藥材變質(變色篇) 

牡丹皮 

1.藥材都有其本身的顏色，牡丹皮可能在變色的同時效果降低。 
2.有些藥材含的類黃酮（Flavonoids）/黃芩、鞣酸（Tannins)/

山楂、蒽醌類（Anthraquinone）/何首烏易發生氧化而變色。 
3.製作過程中日曬和烘焙溫度過高，也可引起藥材變色。 
4.保存這類藥材應避免日曬。 

何首烏 山楂 黃芩 



用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Q：本身有在吃西藥跟中藥，可以混著一起吃嗎？ 

A： 

 

Q：若同時服用中西藥需要間隔多久？ 

A：最好間隔一~二小時，以免影響彼此療效 

         若有特殊用藥，可以先詢問專業中醫師或藥師 

        再 服用 

 

資料來源~奇美醫院中藥資源中心 



中西藥併用可能的交互作用 



服用中藥的飲食禁忌 

正在治療&服用 不可吃的食物 

溫熱進補藥物 
(人蔘、何首烏) 

白蘿蔔 

清熱涼血滋陰藥 熱性食物 
(蔥、蒜、辣椒、羊

肉) 

解表散寒藥 生冷及油膩食物 

資料來源: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2012年3月31日院訊 



中藥的使用方法與禁忌 

1.依據藥物本身特性及適應症，有不同使用方法 

– 補益藥宜在飯前服用 

– 對胃腸刺激者宜於飯後服用 

– 瀉下、驅蟲藥物則應在空腹狀態下服用 

– 安神藥物宜在睡前服用。 

2.建議與水混合後再喝（微溫的水效果更好） 

  ，沾於杯上的殘渣再用一些水沖過後送入 

  口中，不建議把藥粉倒入口中才喝水。 

3.服中藥時，也不要同時以茶配服（除非醫 
  師特別指示），才不會影響藥效。 

 

 資料來源:華人健康網張伶祝藥師 

＊川芎茶調散-配合茶水一起使用效果最佳! 



中藥的使用方法與禁忌 

• 第一步~煎藥器具： 

  1.以使用陶瓷鍋或煎藥壺為最佳﹔ 

  2.忌用鋁、鐵或錫器材 

• 煎藥方法： 

  1.冷水超過藥材面約1~2公分為宜；浸泡30分鐘為佳。 

  2.一般一帖藥分兩次煎煮。 

• 混合服用： 

  1.將頭煎和第二煎的藥汁混合均勻。 

  2.依照中醫師指示服用。 

資料來源:台中慈濟醫院藥學部 

煎
劑 



中藥也有副作用 

        簡先生因為異位性皮膚炎一年多，前來中
醫門診就診，醫師開立主治異位性皮膚炎的”
消風散“給病人使用，不料引起過敏產生皮膚
癢，手肘水泡的藥物不良反應。 

    停藥後症狀好轉。 

 



中藥也有副作用 

• 藥即是毒，毒即是藥，它會隨體液分布到全身各處
，對於體質敏感的人，仍有機會造成副作用與過敏
症狀。因此，中藥的安全性，也需要建構在中醫師
的正確診斷處方用藥及遵照藥師指示服藥的基礎上
，並且自身保持警覺。 



中藥也有副作用 

台南一名60歲王先生，日前因手腳麻痺、頭暈、噁心
嘔吐，緊急由救護車送往安南醫院救治，到院時情況
危急，不僅血壓收縮壓只剩60~70，心跳也只有30下
左右，急診醫師詢問下發現，病患為了治療腰痛，剛
吃完中藥房所抓的中藥30分鐘，驚覺可能是藥材出問
題。 



中藥也有副作用 

 
 
性味歸經：辛、甘，大熱；有毒。歸心、腎、脾經。 

 

        依照2010年中國藥典將中藥材分為大毒、小毒、有
毒，附子屬於大毒藥品，在使用上常因炮製不完全、劑
量過高而導致毒性。 

        主要成份為Aconitine(烏頭鹼)等生物鹼，有強心、
利尿、興奮迷走神經中樞及消炎鎮痛的作用，中毒時可
見心率變慢、心律不整，嚴重時出現抽搐，昏迷以致死
亡。 圖片來源：台灣中藥典圖鑑(2013) 

附子 



貼心小叮嚀 

中藥也是藥，同樣具有它特別的藥性、療效及毒
性，當用量過多或用藥過久，可能出現副作用甚
至中毒。故需依照醫藥人員指導正確使用才安全。 

 

1. 知道中藥使用禁忌。 
2. 知道如何正確使用中藥、健康食品及一般食品。 
3. 知道中藥正確的使用時機與服用方法。 
4. 明白藥物間及藥物食物間交互作用。 



廢棄藥物剩很大 

家中剩藥處理流程 



廢棄藥物剩很大 

廢棄藥物剩很大影片 https://youtu.be/xAvt4tN13Yk 



可居家自行處置 回原開立醫院處置 

• 處方藥 
• 指示藥 
• 成藥 
• 動物用藥 
• 維他命 
• 軟膏/乳劑 
• 噴霧吸入劑 
• 液體藥劑 
• 藥丸鋁箔包裝 
• 空罐子 

• 麻醉/管制藥品 
• IV袋 (點滴袋) 
• 含血或感染廢棄物 
• 注射器/針頭 
• 癌症類藥物 

如何處理廢棄藥品? 



家中廢藥處理流程 

藥物檢收宣導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pRrXEb4P2Y 4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pRrXEb4P2Y


重要衛生政策宣導 

藥事照護服務宣導 



精進醫療院所-社區藥局轉介合作機制，加
強醫師及社區藥局藥師之雙向合作 

43 

目的：透過醫藥轉介之合作模式，提供民眾跨專業的
健康照護。 
 

 

 
 

 

 

病人 

藥師 醫生 
雙向合作模式 



精進醫療院所-社區藥局轉介合作機制，加
強醫師及社區藥局藥師之雙向合作 

44 

當民眾就醫時，醫師若發現民眾有需藥師專業協助的
用藥問題，轉介給社區藥局提供持續性的照護。 



精進醫療院所-社區藥局轉介合作機制，加
強醫師及社區藥局藥師之雙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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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藥局藥師提供民眾藥事專業照護時，對有就醫需
求的民眾提供轉介。 



新北市衛生局提醒您 

• 衛生局呼籲民眾，主動配合用藥整合、注
重個人用藥安全，才能有效減少健保資源
浪費，提升醫療健康照護品質。 

 

• 若有任何疑問也可撥打 

  新北市藥師公會專線(02)2278-3277詢問 



參考資料來源 
• 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 

•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 正確用藥互動數位資訊學習網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奇美醫院中藥資源中心 

• 中國醫藥學院院訊 

• 台中慈濟醫院藥學部 

• 華人健康網-吃中藥不NG！6點禁忌非知不可 

• 圖片來源:台灣創用cc圖片 



Thanks! 

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