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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就醫用藥 
五大核心能力 



停 

看 

聽 

選 

用 

止不當看病、購藥及用藥行為 

病請合格中醫師診治，並向中醫師 
                        說清楚 
專業中醫師、藥師說 

購安全、有效中藥 

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五大核心能力 



王祿仔仙賣藥 

今日來嘎恁介紹一味好藥。 
用10味天然藥材，遵古法提煉， 
藥效強，藥性純，絕對無副作用。 
保證厚恁有病治病，沒病強身。 
一日三次，用過ㄟ郎，攏講讚。 
 
名嘴買藥 

沒病強身 他人經驗 

標榜天然 無副作用 
請問看到這樣的場景， 
我們應小心注意甚麼?? 



停 止不當看病、購藥及用藥行為 能力一  

• 停止『病急亂投醫』，遵守用藥五不原則： 

 

  $   
不聽 不信 不買 不吃 不推薦 

拒當白老鼠   
 停止「甲好逗相報」 

不聽地下電台或其他不當藥品廣告。 
不信神奇療效的藥品。 
不買來路不明的藥品。 
不吃來路不明的藥品。 
不推薦藥品給其他人。 



能力二  看 
病請合格中醫師診治，並向 
中醫師說清楚 

看病時先瞭解自己身體狀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向中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 

健康是您的權力，保健是您的責任 

1. 清楚的陳述症狀 
    不舒服的部位、情況、發生的時間…等 
2. 個人的特殊狀況  
    藥物過敏、飲食特殊情形 
3. 過去的病史 
    包括開刀、住院、檢驗結果、有無蠶豆症及家族疾病 
4.主動告知中醫師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 
   包含中、西藥或健康食品名稱、劑量及服藥時間 



大家來找碴，趕快來搶答 

市場有一間店在介紹中藥，
賣藥的人穿白袍，牆上還
掛了一堆證照，聽他講得
好像很有效。 

請問看到這樣的場景，
我們應小心注意甚麼?? 



能力三  聽 專業中醫師、藥師說 

看病找中醫師，用藥找藥師 

中醫師、藥師合格職業執照→國家考試認證 

只要穿著白袍就是專業的中醫師、藥師嗎? 

中醫師 

張   大   明 

專業優秀中醫診所 



能力三  聽 專業中醫師、藥師說 

與中醫師、藥師作朋友 

就醫、服藥時要聽中醫師、藥師說什麼？ 

 

 

    

  

1. 生病時看中醫時，找合格醫療院所及合格中醫師看診，
不隨意找無醫師執照人員看病。 

2. 用藥找藥師，聽從藥師的意見與建議。 

3. 使用中藥時，要聽從中醫師、藥師的意見與建議，了解
正確的使用方法、時間、劑量，不任意更改、停藥或增
減藥量。 

4. 聽從中醫師、藥師對用藥注意事項及可能副作用之說明，
若用藥後有不適現象，可以立即向中醫師或藥師反應。 



能力三  聽 專業中醫師、藥師說 

看病找中醫師，用藥找藥師 

服用中藥時要聽中醫師、藥師說什麼？ 

 

 

    

  

1. 正確的服用方法：如外用、內服 

2. 用藥時間：如一天幾次、飯前飯後 

3. 用藥劑量： 一次幾包，不隨便停藥或增減藥量 

4. 用藥注意事項及可能副作用 

 

 



大家來找碴，趕快來搶答 

阿姨，請問這瓶藥粉是甚
麼，怎麼包裝都沒有標示? 

這是我兒子去遊
覽，買回來說要
讓我顧筋骨的。 

請問看到這樣的場景，
我們應小心注意甚麼?? 



能力四  選 購安全、有效中藥 

1. 選擇在合法場所就醫、正確的地點購買中藥 

      至合格中醫院診所就醫，由院內藥局調劑給藥，  

      或至社區藥局、合格中藥行等地方選購。 

      避免在旅遊景點、遊覽車、攤販、廟口、夜市、    

      網路等非合格地點選購。 
 

2. 在專業人員的建議下使用或購買 

          知道用藥原因及如何選購正確中藥。 

           避免相信誇大不實之療效宣稱，如：純天然、  

           沒病強身、無副作用、用過的人都有效。 
     



能力四  選 購安全、有效中藥 

如何選擇合格的中藥?? 
科學中藥(濃縮中藥) 飲片(中藥材) 藥膏、丸劑 
1.GMP藥廠製造。 
2.具完整標示，包括衛
部(署)藥製(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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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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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食兩用的藥材可依需要
購買；治療疾病用的藥材
應請教專業的中醫師或藥
師使用。 

成藥可自行購買，但建議使
用前詳讀產品所附的藥品標
示、說明書等相關資訊，適
時適量使用。 



能力四  選 購安全、有效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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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來，動手查查看 



能力四  選 購安全、有效中藥 

選擇好的保存條件、保存環境。 
中藥 保存說明 

中藥飲片 
 

將藥材放置於陰涼乾燥處，並避免陽光照射；
也可放於密封的真空罐，以隔絕空氣進入。
罐子以不透光為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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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發現中藥材
有發霉、變色或是有油敗味時則不宜再使用。 

濃縮(科學) 
中藥 

一般只要在室溫下放置於陰涼乾燥處，並避
免日光曝曬及避免吸潮結塊而造成藥物變質。 

水煎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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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四  選 購安全、有效中藥 

選擇好的保存條件、保存環境。 
中藥 保存說明 

中藥飲片 
 

將藥材放置於陰涼乾燥處，並避免陽光照射；
也可放於密封的真空罐，以隔絕空氣進入。
罐子以不透光為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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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若發現中藥材
有發霉、變色或是有油敗味時則不宜再使用。 

濃縮(科學) 
中藥 

一般只要在室溫下放置於陰涼乾燥處，並避
免日光曝曬及避免吸潮結塊而造成藥物變質。 

水煎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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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 保存說明 

密封    
 真空包 

最好在冰箱冷藏室0℃-5℃度範圍內保存，保

存期間應在中醫師指示用。 

碎片劑 
(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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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議將茶包密封好，
存放冰箱內保存，以延長保存期限。 

外用軟膏 
在溫度稍高的地方會軟化甚至變質，所以應
避免陽光直接照射並放置在陰涼低溫的環境
中，以確保品質。 



大家來找碴，趕快來搶答 

中藥很純無副作用，
和西藥一起吃也無
敗害。 

@@ 

請問看到這樣的場景，
我們應小心注意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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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二：看病請合格中醫師診治，並向 

                      中醫師說清楚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及病史、過敏體質…等，
醫師才能充分考量用藥情形，避免不良反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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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五 用 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1. 中藥跟西藥一樣都是藥 

    同樣具有它特別的藥性、療效及毒性。 

2. 不要以為中藥來自天然動物、植物或礦物，就很安全 

    用量過多或用藥過久，也可能出現副作用甚至中毒。 

3. 正確使用才能確保安全 

    需遵照醫藥人員指導，配合正確用藥方式才能安全、
有效。 

 

中藥也是藥，也可能會有副作用 



能力五 用 
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中藥之煎法與服法： 
 

 
步驟 注意事項 

容器燃煤 
煎藥容器最好使用陶瓷鍋罐或不銹鋼鍋，忌用鐵器或鋁鍋、
銅鍋、錫鍋；理想燃煤是瓦斯，因可控制火勢大小。 

浸泡方法 
將藥放入鍋內加冷水浸過藥面一至二公分，如有些藥材隨水
浮起則稍攪拌，藥材經水浸溼約三十分至一小時再行煎煮。 

火候控制 
一般先用大火煎沸後改用中火或小火，以免藥汁溢出及過快
熬乾；煎藥時不宜頻頻打開鍋蓋，以減少揮發油成份損失。 

煎煮次數 
一帖藥可煎二回，頭煎與二煎的濃度不同，應把兩次煎液混
合均勻。 

服用方式 
一般煎液分二至三次飯後一小時溫服。留待下一餐喝的要放
進冰箱，防止變質，飲前加溫。 

保存方法 多日份尚未用到的中藥材應包妥放進冰箱冷藏。 



能力五 用 
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服藥時的飲食禁忌： 
 

      證分類      忌食物 
寒性病 生冷食物  

熱性病 辛辣、油膩、煎炸類食物 

肝陽上亢者 辛熱助陽之食物 

瘡瘍及皮膚病者 魚、蝦、蟹等，腥羶或辛辣刺激性食物 

脾胃虛弱者 油炸黏膩、寒冷固硬，不易消化之食物 

感表證者 亦忌油膩類食物 

禁 病 

服藥期間，凡屬生冷、辛熱、黏膩、腥臭等，不易消化及有特殊刺激
性食物，都應酌情避忌以免引起消化不良、胃腸刺激或助熱、助升散、
及斂邪等副作用。  



能力五  用 
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中、西藥是否可以合併使用? 
 

 
1. 中藥內含的成分較多 

中藥多為天然植物，每一種中藥內含的成分多，仍可能
和西藥產生化學反應。 

2. 中西藥可能有交互作用 

有些中藥會降低或升高西藥的作用，最好避免同時服用
中西藥，如無法避免，最好間隔一~二小時，以免影響
彼此療效 

3. 有些影響不是間隔使用就可避免 

就醫時應告知中醫師、藥師所有服用之中、西藥，諮詢
專業意見後再服用。 

   

 



五大核心能力總複習 
停 

看 

聽 

選 

用 

止不當看病、購藥及用藥行為 

病請合格中醫師診治，並向中醫師 
                        說清楚 
專業中醫師、藥師說 

購安全、有效中藥 

中藥時應遵醫囑、講方法 



慢性病長期用藥 
安全守則 



六大安全守則 

認識 

遵守 

了解 

記錄 

保存 

告知 

清楚認識自己服用的藥物 

確實遵守醫囑固定使用藥物 

了解忘記服藥的處理方式 

養成忠實記錄病症變化的習慣 

確保藥品存放的安全性 

主動告知其他醫師使用的藥品 



認識 清楚認識自己服用的藥物 

好健康綜合醫院 讀懂您的藥袋 

病人資料 

藥品中英文名稱 

藥品外觀 

使用方法 

藥品用途 

需注意事項 

可能發生的副作用 

醫師與使用期限 

使用方法圖示 



• 若有需求，可索取更詳細的藥品衛教單張或藥品說明書，
亦可請醫院提供正在用藥明細。 

認識 清楚認識自己服用的藥物 



藥吃這麼多，最近血壓
控制得很好，可不可以

就不用吃了? 

還是可以先減半顆試看
看? 

大家來找碴，趕快來搶答 

請問是否可以? 



不可自行停藥或增減藥品劑量 

遵守 確實遵守醫囑固定使用藥物 

• 除非醫師有指示，否則不應自行停
藥或增減藥品劑量。 

• 病情控制是藥品長期作用所累積出
來的成效，短期停藥可能不會使病
情波動，但可能突然發作造成更大
的傷害。 

• 應耐心持續使用，並與醫師討論治
療計劃。 



大家來找碴，趕快來搶答 

哎呀! 我早上9點應
該吃的血壓藥忘記

吃了!! 
現在趕快來補吃! 

請問是否正確? 



大家來找碴，趕快來搶答 

哎呀! 我昨天的血壓
藥忘記吃了!! 

今天一次吃兩顆吧! 

請問是否正確? 



了解 了解忘記服藥的處理方式 

補吃秘訣：時間切一半 
• 大多數藥品若忘記服藥，可將原本服藥時間與下次服藥時間
的間距切一半，若想起時仍未超過兩次吃藥時間的中點則可
補吃，若已超過則不補吃，切勿一次服用兩倍的劑量。 

以早晚飯後一天服用兩次為例 

早上9點 下午6點 中間點 13:30 

想起來立刻補吃 不補吃，直接等下次時間到再吃 

• 若無法確定是否補吃，或服藥時間特殊(如:每週一次的福善
美)，可再詢問藥師確認。 



記錄 養成忠實記錄病症變化的習慣 

1. 穩定的血壓也可能會受到心情
起伏或其他事件的影響；穩定
的血糖也可能受到不同的飲食
狀況而波動。 

2. 不知不覺中的變化可能會導致
身體不適和影響慢性病控制。 

3. 忠實記錄數值變化，可供醫師
調整藥物、調整劑量甚至停藥
的參考。 

4. 若有病症變化，應提早回診與
醫師討論，不應自行調整用藥
的頻率和劑量。 



保存 確保藥品存放的安全性 

• 藥品存放不當可能會使藥效減低影響治療效果。 
• 基本原則為防止日光直射、遠離熱源、避免存放潮濕處、遠
離兒童拿的到的地方，且除非有需要才存放冰箱。 



告知 主動告知其他醫師使用的藥品 

可索取用藥記錄卡 

• 若有其他醫療需求去就診其
他醫師時，應主動告知目前
使用的藥品及使用方法。 

• 可索取用藥記錄卡或保留使
用中藥品的藥袋。 

• 避免藥物之間的交互作用。 

• 避免醫師在不清楚的情況下
開到相似的藥品。 

• 供醫師評估病情參考。 

真健康醫院藥物不良反應及用藥記錄卡 

好健康 



六大安全守則總複習 

認識 

遵守 

了解 

記錄 

保存 

告知 

清楚認識自己服用的藥物 

確實遵守醫囑固定使用藥物 

了解忘記服藥的處理方式 

養成忠實記錄病症變化的習慣 

確保藥品存放的安全性 

主動告知其他醫師使用的藥品 



家中用藥總檢查 



家中有哪些應處理的廢棄藥品? 

1. 急性病藥品已超過半年沒吃。 

2. 沒吃完的慢性病藥品，已超過半
年以上且不確定會不會再吃。 

3. 沒吃完的指示藥或成藥，已超過
半年沒吃。 

4. 不確定藥品是否過期。 

5. 電台、夜市或朋友介紹的成藥，
不確定為合法藥品，也不確定該
不該吃。 

以下藥品應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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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藥品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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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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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