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制酸劑篇>



狀況劇

 時間：傍晚下班時間

 地點：市中心街道上

 人物：水花姐計程車司機阿雄

 事情經過：

阿雄是計程車司機，三餐不定時總在車上
隨便打發過去~~這天晚上一位中年婦女急
忙攔下阿雄的計程車~~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3Fid%3Dcom.myapp99.taxip&sa=U&ei=86pHU9_pIojc8AXfroCYBQ&ved=0CDEQ9QEwAThk&usg=AFQjCNGRTZcFxWpZwE5ZzOk8s3i0cklxBg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3Fid%3Dcom.myapp99.taxip&sa=U&ei=86pHU9_pIojc8AXfroCYBQ&ved=0CDEQ9QEwAThk&usg=AFQjCNGRTZcFxWpZwE5ZzOk8s3i0cklxBg


我晚餐阿袂呷咧~你看今罵
車塞加，安那趕馬沒法度!

問將~麻煩彰基醫院拜託A啦!我
賣袂赴啊!我女兒麥生啊!

不過阿雄還是讓水花姐坐上計程車了…



卡緊A啦!無人加伊照
顧~阿是賣安昨! “喔!你害我緊張

到胃一直痛起來了”

車上的水花姐想著女兒和即將
出世的孫子~心裡相當著急..不停
碎唸及催促司機!!害阿雄司機的
胃痛了起來!!



阿雄就半推半就的吃下去~~經過10分鐘..

那A感覺無卡好~溝越來越痛

胃痛喔!我隨身攏帶一罐強
胃散~緊吃下去啦!看你攏
痛甲安捏阿!

啥米款的胃病
攏有效 !!

電台主持人

水花姐想到可能是自己害阿
雄司機胃痛了~趕緊把在電台買
的胃藥推薦給他..



歹勢啦~奈野安捏

阿雄吃了水花姐在電台買的胃藥後不但
沒改善還更嚴重，趕緊掛急診…

煞煞去~誰叫我自己亂
吃藥~醫院到了!我賣緊
來掛急診阿!



如果你是阿
雄會怎麼辦?



“胃藥”是什麼?
 許多民眾求診時，總不忘告訴醫師要加胃

藥，或自行到藥局購買胃藥使用；因為聽

說吃西藥會傷害腸胃。這裡俗稱的胃藥

 （或胃乳片），正確來說就是“制酸劑”。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yogeev.com/article/2850.html&sa=U&ei=uqVLU_ypAsyxkgWt24CYDg&ved=0CEUQ9QEwCw&usg=AFQjCNE8p-BiVCAZzfDfQ76xGX7p1sjRGA
https://www.google.com.tw/url?q=http://www.yogeev.com/article/2850.html&sa=U&ei=uqVLU_ypAsyxkgWt24CYDg&ved=0CEUQ9QEwCw&usg=AFQjCNE8p-BiVCAZzfDfQ76xGX7p1sjRGA


制酸劑的成份是什麼?
 市售制酸劑多為含有包括「碳酸氫鈉（俗稱小蘇打
-NaHCO3)」或「鎂」或「鈣」等成分的複方。

可迅速中和胃酸，但產生的二氧化碳可能導致脹氣
不適，更可能引發反彈性胃酸分泌。鈉含量高的制
酸劑，心臟病、高血壓及腎臟病病患不適合使用。

：可能會造成便秘

：可能會造成腹瀉、高鎂血症。

碳酸氫鈉

鋁

鎂



制酸劑可長期使用?

 胃酸是體內殺死細菌的第一道防線，長期服
用制酸劑，胃內酸鹼值持續升高，胃酸太少，
反而造成胃腸細菌過度生長。



吃藥一定要加制酸劑嗎?

 有些藥品的藥效會因為併用制酸劑而降低，
甚至失效，而且不是所有的藥品都會引發腸
胃不適，且大部分是輕微的，在停藥後即有
改善。

 部分藥品如解熱鎮痛劑、阿斯匹靈、鐵劑及
部分抗生素等，服用後可能導致腸胃不適，
可以在飯後服用或以其他方式來緩和腸胃不
適的副作用，並非一定要服用制酸劑。



吃藥一定要加制酸劑嗎?

 制酸劑不能防止藥品引起的胃腸潰瘍，有些
藥品會有導致胃腸潰瘍的副作用，但並非單
純因胃酸刺激所導致，併用制酸劑並不能預
防這種情形。

 醫師及藥師會衡量病人的整體用藥，並評估
是否須併用制酸劑或其他藥品。

 若有因藥品引起的腸胃不適，應告知醫師或
藥師，由專業醫療人員為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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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一、做身體的主人

關心自己 也關心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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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用藥五不原則

 來路不明或未經許可的藥品，可能傷財又
傷身。遵守五不原則：來路不明或未經許
可的藥品，可能傷財又傷身。

  $ 不聽
別人推
薦的藥 不信

神奇療效的藥

不買
地攤、夜市、
網路、遊覽車上
賣的藥

不吃
別人贈送的藥

不推薦
藥品給別人



電台藥:

誰在買？

資料來源：台灣電視台
民間全民電視台

非法藥品亂買

自身健康變壞



如何查詢「不實藥物廣告」？



二、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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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時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並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

 吃了哪一種藥品引起腸胃不適？大約何時開
始？每次持續多久？是否重複疼痛？何種情
況會痛？何種情況下覺得比較舒緩？以及其
他身體不適症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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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時要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並向醫師說清楚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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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近期是否要考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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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對藥品、食物或其他化學成分
曾經發生異常的反應或過敏現象

 過敏反應:

輕微的可能是發癢、
起皮疹，嚴重的會造成
過敏性休克。

 寫下過敏藥

要清楚曾經讓自己產
生過敏反應的任何藥物，
最好寫下來給醫師看，
以供參考。



拿任何藥時，

請注意「藥袋、藥品包裝」上

應有的標示！

三、看清楚藥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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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到藥品時應核對清楚

 姓名

 藥名

 藥物外觀

 用法

 用途

 療程

 副作用

 注意事項

 貯存條件



領藥或拿到藥品時，應核對下列事項：

 核對清楚藥袋上的資料
 姓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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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品用法：服藥前先確認用藥途徑、方法、用藥
時間及每次劑量，才能在正確時間點服用正確劑
量，使藥品發揮最佳療效。

 藥品適應症：藥品的用途與自己的疾病或症狀是
否相符。

 藥品名稱和外觀：藥品的形狀、顏色等，是否與
藥袋上的描述相符。



領藥或拿到藥品時，應核對下列事項：

 核對清楚藥袋上的資料

 注意事項、副作用或警語：看清楚藥袋上註明的
注意事項，瞭解藥品服用後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或
重要警訊。

 服用天數：藥品應服用多久，並核對藥品總量。

 藥品保存期限和方法：需要知道藥品的有效期限，
若已過期、變質、變色的藥品勿再服用；也要注
意保存條件，例如保存溫度、防潮濕、避光等條
件，才能確保藥品品質。



看清楚藥品包裝上的標示

成份、含量、適應
症、用法用量

藥品分級

中文品名

廠商名稱
廠商地址

製造日期或批號
許可證字號
保存期限

O

X

X



 如果購買成藥或指示藥時，應檢視外包裝有
無衛生福利部核准字號，並記得索取診所或
藥局名片。

 為確保核准字號的真實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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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網：http://www.fda.gov.tw

首頁→業務專區→藥品→右方「資訊查詢」→藥物許
可證暨相關資料查詢作業→西藥、醫療器材、含藥化
粧品許可證查詢上述標示應仔細看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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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藥品包裝上的標示



藥品保存期限
 藥品若為原包裝未拆封或鋁箔包，正確保存下為

包裝上之有效期限：

 藥罐上標示的保存期限是「未開封」狀態下的期
限，一旦開封後，保存期限就會縮短。

 藥品外觀若有變色，異物或有異味產生，即使還
沒有超過有效期限，也應丟棄



三原則 : 避光 避濕 避熱

藥品應放在原有包裝內或保留外盒

內服、外用藥，應分開保存，以免混淆!!

藥品不宜儲存在浴室、廚房等溼度太高的
地方

藥品保存方法



四、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制酸劑服用的時間與方法

服用時間：
 指示用藥請依藥師指示用藥。懸浮劑或液體狀

的胃乳，可直達胃部中和胃酸，效果最迅速，
常用於胃痛發作時。

 通常是飯後半小時到一小時服用效果最好，一
般藥效通常可以維持一至三小時。

 領藥時，應確認藥袋上是否有清楚標示用藥方
法及服藥時間。

 如服用制酸劑3天後，腸胃不適症狀不見好轉，
請盡速就醫。



服用制酸劑前應注意事項：

 懸浮劑 - 搖勻後直接服用

＊懸浮劑不需放冰箱＊

 散劑需要用開水泡開後吞服。

 錠劑效果較慢，大部份需要嚼碎來增加
藥品與胃酸接觸的表面積，增加中和胃
酸的效果。



服藥須知

 服用藥品應遵醫囑並依藥
袋標示的時間服用，如有
特殊服用方法，請向醫師、
藥師確認清楚。

 口服藥品應以適量的開水
一起服用。

 不要以葡萄柚汁、牛奶、
茶、果汁、咖啡等飲料
搭配服用。



如何查詢「不實藥物廣告」？

http://illegal-ad.fda.gov.tw/

http://illegal-ad.fda.gov.tw/mental/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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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找醫師 用藥找藥師

五、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諮詢醫師藥師確保用藥安全

自行購買成藥或指示藥制酸劑時，請務必
向藥師說明自身症狀及目前在服用哪些藥
品，依建議服用並且確實遵照醫囑服用。

部分制酸劑可能與其他藥品有交互作用，
影響藥效，使用前需諮詢醫師或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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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藥多費心~

永保安康尚放心!!

多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