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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生病了該怎麼辦？

醫師，快!

歹誌大條啊
!!

媽，我只是被
胡椒嗆到而已...

家中寶貝生病了，家
長總是著急的帶小朋
友就醫，但卻常常搞
不清楚小朋友哪時容
易咳嗽，或者什麼時
候發過燒等症狀，也
有些人甚至想反正醫

師一定會知道，不需要說那麼清楚」，因此常讓看
診醫師無法獲得詳細的狀況，而影響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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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久沒寫字了...

如果不是自己照顧小朋

友時，務必要問清楚以

下資訊，必要時用紙筆

記錄，以利醫師診斷。

1. 每種症狀的持續時間、容易發生時刻、每天

   發生次數及嚴重度。

2. 小朋友的食慾、睡眠及活動力等。

3. 家裡是否還有其他人有相同症狀發生。

就醫與用藥正確觀念
看病時應告訴醫師的事項



身高75cm，體重12kg

三圍需要嗎?

除主動告知醫師小朋友身體不舒服的狀況外，也
須提供與用藥相關資訊，確保小朋友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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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與用藥正確觀念
看病時應告訴醫師的事項



就醫與用藥正確觀念
看完診後還需要注意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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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終於看完醫師了，您總是迫不及待的衝到藥
局領藥，因為小朋友身體已經很不舒服了，所以看到
藥袋上的名字對就好，其他的回家後再說了嗎?

您應該還要關心：
1. 這些藥我都會使用嗎？
2. 是否還有特別的狀況要注意？
3. 這藥要吃多久？
4. 如果服藥後，還有不舒服時可以怎麼做？

領藥處 再忍耐一下

媽媽幫你拿

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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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與用藥正確觀念
領藥學問大

領藥號: 1 2 3 4 5  Rx.東東醫院  【門診一般藥品箋】
姓名: 菜菜包    病歷號: 00123 男2歲 卡號: 0002  

診斷: 1 :主診斷 【780.53】Hypersomnia With Sleep Apnea
      2:【477.9】Allengic Rhinitis Cause Unspecified
      3:【478.9】Other And Unspecified Diseases Od Upper...

已未發 藥品名稱 :【923937】      批號 慢箋 用量 給藥頻率 途徑
未 發 【Acetaminophen 500mg/tab】 15768 1.00  QID
未 發 【BM Solution 120ml/bot】    15768 1.00  QID

開立處方醫師: 王小華
醫師執照號碼: M120XX51XX
醫院地址: 新北市板橋市南雅南路二段
看診後請務必至收費櫃檯辦理批價，以免衍生帳務問題。
本處方由東東醫院配發完成，應憑身分證件領藥，有效期間三日

在醫院領藥，總會手持這張處方箋，

大家除了看到領藥號碼外，是否還有

注意過上面所提供的資訊?



領藥時，藥師會確認病人姓名，核對病人之身分證件。

出示身分證件
領藥時請出示有姓名和照片的身分證件（如：健保卡、
身分證），讓藥師確認身份。

兔包

兔包?

不要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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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與用藥正確觀念
雙重核對  保障加倍



小朋友的身體持續在發育成長，對於藥品的吸收、
代謝、排除與感受都和大人不同。

就醫與用藥正確觀念
小朋友不是大人的縮小版

7

媽媽，不可以拿
大人的藥餵我!

皮膚：對於外用藥品的吸收比大人好，塗抹過多容
      易導致局部藥量吸收過高。
腸胃：兒童的腸胃蠕動較慢，可能造成某些內服藥
      品吸收量增加。

小朋友的藥品劑量，是依據個別的體重、年齡來
計算，因此領用兒童藥品時，需再核對小朋友的
體重，確保小朋友用藥上的安全。



了解藥品資訊與服用方式：

1.這個藥是治療什麼的？
  治療細菌感染用。
2.要怎麼使用？
  每12小時使用一次，每次
  10ml，飯後服用。
3.醫生開了幾天份的藥？3.醫生開了幾天份的藥？
  3 天份，共 2瓶。
4.使用這藥品還要注意什麼？
  可能有輕微腹瀉、胃痛、
  腹脹的副作用產生。
5.用藥後如果身體不舒服要
  怎麼辦？
  請撥打藥袋上的藥物諮詢  請撥打藥袋上的藥物諮詢
  專線。

東東醫院藥袋

科別:小兒科 醫師:王醫師 日期: 103.1.1

姓名:菜包包 性別:男 年齡:11歲 34kg

Augmentin Syrup 35ml/bot!!

藥名: Augmentin Syrup 457mg/5ml 安滅菌糖漿用粉劑

用途: 治療細菌感染(請依醫囑使用，勿隨意停藥)

每十二小時使用，每次10M，飯後服用

用藥指示與警語: 
使用前請先加冷開水到指示箭頭刻度，搖均勻後，
依醫囑使用。

用藥期間偶爾可能出現輕微腹瀉、胃痛、腹脹，以上
情形停藥後大多數會緩解;若持續或加重，請主動告知
醫師或致電藥物諮詢。

藥師 張小瑜
外觀 白色，懸浮液
三日份，共兩瓶(口服藥)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
藥物諮詢電話: (XX)XXX-XXXX 轉分機XXXX

吃藥之前
先懂藥!

確認基本資料:
姓名、性別、年齡、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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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醫與用藥正確觀念
讀懂藥袋上的秘密



我才不吃!

因害怕而拼命拒絕

堅持不開口

吐把藥吐出來

親愛的爸媽，在餵小朋友吃藥時，曾出現以下的
困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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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吃藥不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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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哇哇哇
...!!

     重要提醒

千萬別在小朋友哭鬧時強灌藥品，以免小朋友嗆到，
或是對藥品產生懼怕。

此外，也不可以誘導小朋友認為吃藥像吃糖，以免造
成日後小朋友誤食藥品！

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口服用要給藥要注意



在使用滴管、量杯
、或口服注射筒餵
食藥品時，都應確
認量具、餵藥器及
藥水瓶上的藥量刻
度，給予正確的藥
量，這樣才能確保
治療效果。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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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
 吸筒量杯

滴管

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藥水量取方式



1.用冷開水軟化後，
  以湯匙壓散服用。

2.將錠劑切成1/2或1/4
  大小，讓小朋友容易
  吞服。

1.若為膠囊則需先剝
  開，取出其中的粉
  劑。

2.將藥粉灑在蘋果泥、草
  莓果醬等食物上，或用
  開水泡製後餵食。

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非藥水時該如何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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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藥袋上有特別指示，一般都以溫開水服用，必要
時可添加糖水，增加小朋友服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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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將藥品加在果汁（例如：
葡萄柚汁）或茶類飲料裡。
避免因為相互影響，
改變藥效。

不可將藥品加在牛奶裡，以
避免牛奶中的鈣質與藥物發
生作用，影響藥品效果。
藥加在牛奶中，可能會讓牛
奶變苦，容易造成小朋友之
後不願意喝牛奶。

吃藥就別喝我！

口服藥品當然是

跟我一起服用囉！

口服藥品應以
溫開水服用。

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非藥水時該如何服用



兩次正常服用時間點的中點，即為補服時間點，
在補服時間點之前，都可以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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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不建議補服此時可補服

正常服藥時間

12:00

兩次給藥

時間中點

10:00

正常服藥時間

8:00

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該如何補服藥品



噁 你還好吧？

若嘔吐時間離服藥時間已超過半小時，或只是輕微嘔
吐，此時藥物不需補服。

你皮在癢
嗎？？

呸!

依據藥物吐出的時間來判斷是否
應補服。若服藥後立即吐出（非
乾嘔），應再補服一次劑量。

若無法判定藥品是否該補服，請
諮詢處方醫師或藥師以保安全！

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餵藥後吐出來  要補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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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藥品在症狀減輕或沒有症狀時可以停用，醫師或藥
師會特別告知，如：
  1.退燒藥及止痛藥。
  2.止咳化痰及流鼻水的感冒藥。
  3.止吐、止瀉的藥物。
需依醫師指示，而且一定要吃完的藥有:
  1.治療細菌感染的抗生素。  1.治療細菌感染的抗生素。
  2.治療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藥。

一般藥品需要按照醫師的指示使用，

千萬不要自行調整藥量與間隔，這樣

才不會影響整體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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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領到的藥要全部吃完嗎？



在服用抗生素及抗病毒感染藥品期間，若小朋友有發生
身體不適的狀況，應儘速與就診醫療院所聯絡，確認是
否需繼續服用藥物。

17

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善用醫療院所咨詢電話

要乖乖把藥
吃光光喔！



在治療過程中，難免對小朋友的用藥反應有疑問，但又
不想帶著小朋友一直跑醫院，這時可以打藥袋上的諮詢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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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怎麼使用才正確
善用醫療院所諮詢電話

喂?請問是
東東醫院嗎?



 來!媽媽摸摸看
你是不是發燒了!

媽，單靠手觸
摸不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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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了怎麼辦？



發燒了怎麼辦？
發燒了，趕快降溫！？

嗚~媽媽
小朋友發燒時，家長通
常第一個想做的事情就
是趕快幫小朋友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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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枕或擦酒精會破壞正常體溫調節功能，容易引發小兒
寒顫[起畏寒](四肢冰冷、發抖)，不建議使用。

退熱貼的原理是利用水汽化
帶走熱量，輔助散熱，可以
協助減緩發燒時的不適感，
但並沒有治療效果。



發冷期（體溫上升中）：
1. 泡個溫水澡，或用溫水
   擦拭身體。 
2. 避免狂穿衣服或拼命蓋
   被子，影響體溫調節。

發熱期（發燒溫度達最
高）：
1. 保持室內通風。
2. 觀察症狀。
3. 適時給予醫師指示藥
   物。

咕嚕
咕嚕

退熱期（溫度開始退了）：
1. 換掉濕透的衣服。
2. 鼓勵兒童多喝水，補充
   流失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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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發燒照護與用藥 
發燒分期及物理性退燒方法



服用退燒藥的目的，是讓生病的人感覺舒適。

約在服藥後半小時才開始
有退燒的作用產生，藥效
持續時間為4-6小時，因
此不要太頻繁使用藥物。

太頻繁了
!

不可同一時間使用口服退燒藥與
肛門栓劑退燒藥，兩者須至少間
隔一小時。 

哼!

若體溫越來越高，或兩次發燒間隔時間越來
越短，應儘速回醫院檢查治療，以免延誤病
情！

註：如醫師有特別指示，則應以醫師告知為主。

小朋友發燒照護與用藥 
退燒藥投予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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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藥品的保存與存放原則
預防小朋友誤食藥品的存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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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因藥品色彩與糖果相
似，加上家長未妥善
存放，造成小朋友誤
食新聞時有所聞。

我看起來

很好吃喔!

點頭

1. 將所有藥品放在小朋友無法拿到的地方，並與其他
   保健食品及家庭用品分開放置。

3. 使用小朋友安全包
   裝，避免孩童輕易
   打開藥罐。

2. 藥品應存放在原來的包裝內，不要分裝到別的容器
   中，避免混淆。 

哥，你拿不到
的啦!放棄吧!

請說出打開藥
罐的通關密碼!!

你只有一次機會
答錯這輩子都
打不開了!

家中藥品的保存與存放原則
預防小朋友誤食藥品的存放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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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急著催吐，先觀

察小朋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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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藥袋上的諮詢電話

諮詢藥師處理方式。

若有異狀發生，需緊急送醫。
就醫時，請攜帶疑似小朋友誤食藥品、藥袋
至醫院，讓醫療人員掌握緊急處理方式。

家中藥品的保存與存放原則
發生小朋友誤食藥品事件時



領回家的藥品，各種劑型都有，每－種都有它需
要注意的保存事項喔！

家中藥品的保存與存放原則
常見小朋友專用劑型的保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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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開封的藥水：依藥罐上的保存期限存放。
已開封的藥水：除特別說明外，一般只能存放一
              個月。
已泡製的抗生素藥水：需依藥袋上的指示保存。

 藥水



一般於陰涼處保存即可，但若有變軟的狀況，可放置於
冰箱冷藏處保存。

進來吧!

孩子

磨粉後的藥品應依照開立天數儘速使用完畢，若環境較
為潮濕，可以放置於防潮箱中，但若已發生潮解、硬塊
等情況，請勿再使用。

如果潮溼
了，就不要
吃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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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藥品的保存與存放原則
常見小朋友專用劑型的保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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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藥品的保存與存放原則
藥品保存三大原則

喔不! 我
怕光啊~!

我快不行了...

將藥品一股腦地塞入冰箱，並無法延長保存期限大多
數藥品不需冷藏，除非藥袋上另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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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藥品的保存與存放原則
家有剩藥要如何處理？



第一步：先將藥品妥善分類

30

依丟棄場所分為兩類

可交由垃圾車清運
(大多數廢棄藥品)

須交由藥局或
醫療院所回收

可能或確認致癌的細
胞毒素或其他藥品

您學會分
類了嗎?



小叮嚀【未完全封口】
容易讓藥品在垃圾處理過程
中，燃燒不完全，滲入土壤
或水源中造成汙染。

第二步：準備一個可封口的夾鏈袋

31



再將液態藥品(藥水)倒入袋內，並用少
量的水沖洗藥瓶中殘餘的藥液，而沖

洗用的水也一併倒進袋中。

第三步：將藥品內容物集中在袋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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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膠囊、錠劑及藥膏從原
包裝取出或擠出來，集中
在袋子裡。

排好隊!
一個個來



將泡過的茶葉、咖啡渣或用過的擦
手紙等放入袋中，吸附液體藥品。

第四步：吸附液體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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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 滿



盡量將空氣擠出後密封袋口，交給垃圾車。

藥品外包裝及清洗過的藥瓶，可依種類作資
源回收。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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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分類回收好環保



貼心小提醒！

確實做到

勿隨意亂丟！

勿倒入水槽！

勿沖入馬桶！

人人都可以為愛環境、
保健康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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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尖銳器具
注射針頭、與針頭相連之

注射筒及輸液導管、針灸針

依事業廢棄物

貯存清除處理

方法及設施標

準處理，高溫

( 1000℃以上)

焚燒處理，剩

餘灰燼需掩埋餘灰燼需掩埋

於具有防止污

水滲入地下水

設備之特定地

區

可能致癌之細胞毒素或其他藥物

Azacitidine、Bleomycin、

Carmustine、Chloramphenicol、

Chlorozotocin、Cisplatin、

Dacarbazine、Daunorubicin、

Dihydroxymethylfuratrizine、

Doxorubicin、Lomustine、Doxorubicin、Lomustine、

Methylthiouracil、Metronidazole

、Mitomycin、Nafenopin、

Niridazole、Oxazepam、Phenacetin

、Phenobarbital、Phenytoin、

Procarbazinehydrochloride、

Progesterone(黃體素)、Sarcolysin

、Streptozocin、Trichlormethine.、Streptozocin、Trichlormethine.

基因毒性

廢棄藥物

屬致癌之細胞毒素或其他藥物

Azathioprine、Chlorambucil、

Chlornaphazine、Ciclosporin、

Cyclophosphamide、Melphalan、

Semustine、Tamoxifen、

Thiotepa、Treosulfan.

分類                  品項              環保局處理方式

須交由藥局或醫療院所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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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著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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