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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認識兒童過敏與居家照護  兒童用藥安全 

 兒童用藥安全常見的Q&A  常見用藥Q&A

身為第一線的小兒過敏科醫師，時常被問到與

兒童過敏及居家照顧有關的問題；同時也發現，大

眾對於小朋友的過敏問題，多少有著錯誤的衛教觀

念以及不正確的處理方式，因此筆者覺得有必要對

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鼻炎和過敏性氣喘等小兒常

見的過敏性疾病，為家長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異位性皮膚炎 (皮膚過敏)

異位性皮膚炎主要的特徵是長期的搔癢性濕

疹，4 歲以下的小朋友常見發生濕疹的地方在臉

頰、額頭及四肢的外側；4歲之後濕疹的分佈主要

在手肘的前面、膝蓋的後面、足踝的前面。異位性

皮膚炎基本上可以視為全身性的疾病，舉凡免疫、

遺傳、新陳代謝、感染、神經及內分泌甚至於皮膚

結構方面都多少存在些問題。

異位性皮膚炎要如何保養

有異位性皮膚炎寶寶的皮膚亟待細心的保養，

其講究的程度比起女士們保養漂亮的臉蛋是有過之

而無不及！

1.  注意皮膚保濕，特別是洗澡後一定要抹保濕的乳

液、凡士林或尿素藥膏。植物油脂(例如：燕麥)

泡澡可以止癢及滋潤皮膚。

2.  清潔沐浴用品及所有保養乳液、乳霜，不要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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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香料、酒精和防腐劑成份的品項。

3.  夏天選用透氣、寬鬆、吸汗的棉質衣物；冬天避

免表面粗糙、羊毛製、人工尼龍材質或絲綢等衣

料。

4.  汗水容易刺激皮膚，導致異位性皮膚炎惡化，所

以大量流汗後，最好趕快用清水沖洗，或是以濕

毛巾擦拭，再換上乾爽的衣物。

5.  環境要保持通風涼爽、溫濕度適宜，冷氣房是不

錯的選擇。

6.  建議做過敏原檢查，處理食物過敏或塵 過敏的

方法，及聽取專家的建議。

過敏性鼻炎和過敏性氣喘 (呼吸道過敏)

過敏性鼻炎的小朋友大多在5～6歲開始出現

症狀，80～90%氣喘的小朋友在4～5歲即第一次發

作；大部份氣喘的小朋友只會偶爾的發作，並且

其嚴重度為輕到中度；少部份氣喘的小朋友(約佔 

5～10%)則是經年的、嚴重地發作。

大氣壓力、溫度和濕度的變化都是引起過敏

症狀或造成呼吸道過敏惡化的因素，但是其背後的

生理機轉仍舊不太清楚。有研究報告說氣候的變化

會改變空氣中過敏原的濃度，進而間接影響敏感性

的呼吸道；亦有研究指出秋、冬的乾、冷和氣喘的

常見用藥Q &A
台大醫院藥劑部藥師　黃淑慧

1.  孩童是否需要額外補充維生素？

A： 一般孩童只要營養均衡，並不易發生維生
素缺乏的情形，因此大多不需要再額外補
充。但若是偏食或營養不均衡的孩童，可
以視情況補充綜合性維生素。

  此外，有些疾病或症狀是與維生素相關，
可在醫師的建議下補充，例如維生素C可以
促進傷口癒合，若有外傷或燒燙傷時可以
考慮補充。缺乏維生素B6可能導致抽筋，
缺乏維生素B12或是葉酸可能造成惡性貧
血；而新生兒或早產兒因為缺乏腸道菌，
易有維生素K不足的情況，可能需要給予維
生素K作為出血的預防及治療。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補充維生素，
如：凝血功能異常，或是服用抗凝血劑的
病人，如果使用維生素K，可能會影響病情

或抗凝血劑的治療效果；而高血鈣的病人
不建議補充維生素D，以免惡化高血鈣的情
形；有進行性肝臟疾病、進行性消化道潰
瘍及動脈出血的病人，則禁止補充菸鹼酸
等。

  建議在考慮補充維生素時，應該事先諮詢
醫師或藥師的意見，並且參考衛生署建議
的每日攝取上限量。

2. 維生素在哪個時間服用較合適？

A： 一般而言，大多數維生素並不需要在某特
定時間服用。不過，脂溶性維生素於飯後
服用吸收力較佳；而水溶性維生素服用的
時間不拘，但若有腸胃不適的狀況，建議
可於飯後服用；此外，菸鹼酸由於可能造
成暈眩，建議可於睡前服用。

　　為響應愛地球無紙化的世界環保潮流，本院『兒醫通訊』已電子化並併入台大醫

院健康電子報共同發行，讓讀者除了原有的小兒相關衛教訊息外，亦同步取得更豐

富、更完整的台大醫院各類訊息及衛教資訊。台大醫院健康電子報網址為：http://

epaper.ntuh.gov.tw/health/index.html，歡迎讀者上網訂閱。

國人營養素參考上限攝取量(中華民國91年修訂)

營養素
單位

年齡

維生素A
微克

(mgRE1)

維生素C
毫克
(mg)

維生素D
微克
(μg)

維生素E
毫克

(mgα-TE2)

維生素B6
毫克
(mg)

葉酸
微克
(μg)

膽素
公克
(g)

菸鹼素
毫克

(mgNE3)
0月~

600  25      
3月~
6月~
9月~
1歲~ 600 400

50

200 30 300 1 10
4歲~

900 650 300 40
400 1 15

7歲~ 500 1 20
10歲~ 1700 1200 600

60
700 2 25

13歲~
2800 1800 800

800 2
30

16歲~

80

900 3
19歲~

3000 2000 1000 1000 3.5 35
31歲~
51歲~
71歲~

懷孕 第一期
3000 2000 50 1000 80 1000 3.5 35 第二期

 第三期
哺　乳　期 3000 2000 50 1000 80 1000 3.5 35

1.  R.E.(Retinol Equivalent)即視網醇當量，1μg R.E.= 6μg β-胡蘿蔔素(β-Carotene)。
2.  α-T.E.(α-Tocopherol Equivalent)即α-生育醇當量。
3.   N.E.(Niacin Equivalent)即菸鹼素當量。菸鹼素包括菸鹼酸及菸鹼醯胺，以菸鹼素當量表示之。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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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率增加有關，因為冷空氣會降低肺功能導致氣

管收縮而誘發氣喘發作；至於春季和夏天，室外的

空氣污染物質和過敏原( 在國外是指花粉 )的濃度增

加則是元兇！多雨的氣候，潮濕的空氣也是黴菌類

( 臺灣常見的過敏原之一 )喜好繁殖的溫床。高氣壓

和低氣壓，都有研究結果發現和氣喘的發作有關！

過敏性鼻炎和過敏性氣喘要如何保養

1. 進行減少塵 含量的環境控制。

2.  詳實記錄天氣變化與過敏症狀的關係，然後和小

兒過敏免疫科醫師作深入的諮詢與討論，以確認

其關聯性。

3.  建議抽血驗過敏原。有過敏症狀而懷疑是否與過

敏原有關的人，建議作過敏原檢查。但臨床實務

上，曾發現有的人過敏原檢查結果顯示陰性反

應，卻持續有過敏症狀；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是

這些人對天氣變化敏感，而氣候的因素並不包括

在過敏原檢查的項目中！

4.  隨時注意氣象報告，例如有沙塵暴的當天儘量避

免外出。太冷、有風的天氣也要特別注意。

5.  適度的空調，最好有清淨、除濕的效果。

6.  任何運動都有誘發氣喘發作的可能，有文獻指出

游泳是所有運動種類中最不容易引發氣喘的發

作。游泳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對於氣喘的症狀雖

然可能無法完全改善，卻是被公認對罹患氣喘的

小朋友有其好處。

吃益生菌可以預防過敏性疾病嗎？

1.  益生菌會促進第一型T輔助細胞（Th1）反應，進

而有助於抑制第二型T輔助細胞（Th2）反應，因

為若是第二型T輔助細胞（Th2）反應太強則會促

進過敏性疾病的發生。

2.  雖然現有的學理證據支持益生菌應用於治療小朋

友的異位性皮膚炎，但是臨床療效並不確定；不

過也有一些證據支持益生菌作為預防小朋友的異

位性皮膚炎之用途。

3.  對於呼吸道過敏( 指過敏性鼻炎與過敏性氣喘 )，

這方面的研究與證據都比較少，無論是作為預防

或治療用途，現有的證據其結論並不一致。

過敏性疾病仍需醫師診治及建議，如有上述問

題，請至小兒過敏科或皮膚科就診。

兒童不是縮小的大人
新生兒、嬰兒、幼兒與兒童的身體由於尚未

成長完全，對於藥品的吸收、代謝、排除與大人不

同。皮膚吸收方面，一般來說嬰幼兒的角質較薄，

穿透性較高，許多在成人屬於安全的外用藥，在嬰

幼兒可能因吸收過多而發生全身性副作用。胃腸吸

收功能也不同，嬰幼兒胃排空和胃腸蠕動時間較

慢，約6～8月大時才會和成人腸胃功能相近，所以

某些藥品的吸收比率與成人不同。

兒童的代謝及排除功能與成人不同，新生兒肝

臟代謝功能只有成人20～40%，腎臟功能只有成人

30% 或更低，一般來說，一歲以後排除藥品能力才

會與成人相近。也有部分藥品幼兒的代謝功能可能

高於成人。

為了給與兒童適當的照護，我們應該學習認

識兒童用藥應注意的事項和原則，「兒童用藥安

台大醫院藥劑部藥師　張香瑩

藥品不適合磨粉的原因
「藥品磨粉就可以給小兒使用」是台灣積非

成是的錯誤觀念。藥品磨粉後不易辨識，易發生給

藥錯誤，藥品分包器具未徹底清潔可能發生交互污

染，造成藥品不良反應。

除此之外，並不是每種藥品都可以磨粉，不適

合磨粉的藥品包括：

1.  延長釋放型藥品：延長釋放劑型藥品的內容物被

磨碎後，藥效無法持續到原先設定的給藥間隔；

此劑型的設計是為了延長給藥時間，一旦破碎會

馬上釋出全部的劑量，而產生不良反應。

2.  腸溶錠的藥品：其主要目的有避免藥物在酸性中

被破壞；減少藥品對胃黏膜的刺激傷害；希望藥

品直接作用於腸內；利用「腸衣」把藥品保護起

來，避免胃酸的破壞，使藥品安全到達十二指腸

吸收，而發揮作用。

3.  舌下錠：最好的例子是用來治療急性心絞痛發作

的硝化甘油，這類藥品如吞服，藥效會變差。嚼

碎或磨粉則無效，緊急時可能危及生命。

4.  其他：如藥品成分刺激性強，可能傷害口腔黏

膜；充滿液態藥物的膠囊；尤其癌症患者所服用

的藥物等，都應避免磨碎。

這些皆為不適合磨碎或嚼碎的藥品，藥品外型

並沒有特色，必須經由專業人員告知，或是從藥品

說明書中取得資訊。因此，當藥師告知不能替你磨

粉時，請不要認為藥師不幫忙，那是為了保障藥品

能夠得到最佳效用。台大醫院的藥袋上皆有用藥指

示說明，請遵照指示使用，以確保用藥安全。

藥師們給爸爸媽媽的小叮嚀
新生兒或嬰兒給藥技巧

新生兒或嬰兒通常會使用糖漿藥水，藥水要

使用正確的量具給藥才準確，以有刻度的滴管、口

服吸筒較佳，有刻度的小量杯亦可。建議將新生兒

或嬰兒放在膝上，用手支撐頭部，讓孩童處於舒服

的狀況，一次只給少量藥較不會嗆到。要正確的量

取藥水，視線水平一定要對齊量具的刻度線與液面

下緣。口服吸筒是用來量取藥品，千萬不可拿來打

針。

全」不只是專科醫師或藥師的責任，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等最常照顧、了解小朋友的人，小朋友

最習慣的人，都應該瞭解，才可以參與小朋友的治

療，可以給小孩最好的照顧。

兒童專用製劑

台大醫院基於保障兒童用藥安全，儘量使用

衛生署核准的「兒童專用製劑」，減少自行磨粉分

包可能導致的汙染與藥效不確定等潛在風險。「兒

童專用製劑」就是專門為兒童設計製作的藥品，多

半是具有甜味的「糖漿」、「咀嚼錠」或「口溶

錠」口服藥品，也有些是小劑量的錠劑、小劑量的

膠囊、粉劑、顆粒劑等。實在沒有可用的兒童專用

製劑，且給藥劑量需要很精準時，才會磨粉分包

藥品。我們提供的小兒分包，每包包裝上都有「藥

名」、「含量」、「分包日期」與「使用期限」。

幼兒給藥技巧

可 以 與 小 朋 友 溝
通吃藥的目的，讓小朋
友認識吃藥的工具（如
滴管、口服吸筒、小量
杯），可以給他們選擇
吃藥方法，或先吃哪一
種藥；可用少量食物或
飲料掩蓋藥品味道，服
藥後喝水或飲料以去除
味道。

「 咀 嚼 錠 」 通 常
香香甜甜的像嚼糖果一
樣，可以給小朋友簡單
的指示，鼓勵他們合作。藥錠如需要剝半或分成四
分之一時，可利用切藥器，給藥前才切割，以保障
藥品品質。

若幼兒無法吞食藥粒，切好的藥粒可放在瓷湯
匙，加冷開水靜置數分鐘使軟化，再用茶匙壓碎，
加點糖漿即可餵食。必要時可將藥粉或軟化的藥粒
撒在少量蘋果泥、果凍、果醬、或布丁上讓小孩吃
下。
學齡兒童（> 6歲）給藥技巧

建議將錠劑或膠囊放在兒童舌根，用水或飲料
吞服，服藥後給予飲料去除藥味。怕吞服不易時，
僅需在服藥前將藥錠切成數片，或將膠囊內粉劑倒
出，就可吞服。如果小孩牙齒鬆動，應告訴醫師，
請醫師不要開咀嚼錠。會使牙齒染色的藥水（注意
藥袋上指示），應使用吸管服用。
「兒童用藥安全」不只是醫師或藥師的責任。請積
極為孩子的醫療品質把關，

不去「給嬰仔穿大人鞋的醫療院所」，
不拿「標示不明的藥袋」，
拒絕「標示不明五顏六色的藥水或藥粉」。

糖漿 咀嚼錠
有刻度口服吸筒 糖漿

◎	如何選擇好吞服不會苦的藥？

– 選擇藥廠提供的兒童專用製劑較安全。 
– 不要使用標示不清的分裝藥水、磨粉藥品。

◎	如何準確量取藥水，如何餵藥粉？

 – 小孩的劑量需根據年齡、體重或身高來計算，
請清楚記得小朋友現在的體重。 

 – 依照醫師或藥師建議給藥劑量和次數，不可任
意改變用量或次數。

 – 以小量杯、口服吸筒、滴管，視線水平一定要
對齊量具刻度線的液面下緣。

 – 必要時可將藥粉粒撒在少量蘋果泥、果凍、果
醬、或布丁上讓小孩吃下。 

◎	吐了怎麼辦？

 – 吃藥後馬上嘔吐，請教醫師或藥師是否需要補
服。 

 – 吃藥後半小時後才嘔吐，不需要再補服藥品。 

◎	藥品牛奶、果汁與藥物之間的交互關係？

 –建議以開水服用藥品（除非有特別指示）。 
 –可加少許巧克力糖漿或糖漿掩蓋味道。
 –不可與葡萄柚汁混合或一起服用。 
 –不建議將藥品加在牛奶裡。

◎	忘了吃藥怎麼辦？

 – 依照藥品特性和服藥時間而定，請教開方醫師
或藥師以保安全。

◎	為什麼要保留藥袋，藥袋上有哪些訊息？

 –姓名。 
 –藥名、單位含量、藥品品項、藥品數量。
 –藥品用法、注意事項，服藥時間、頻率次數。
 –藥品保存方法。

◎	什麼是用藥五問？

 –是什麼藥？
 –為什麼使用？ 
 –如何使用？ 
 –使用多久？ 
 –注意事項？

◎	適當的服藥時間

 – 請參照藥袋用藥說明，若無特殊指示，一般原
則如下：

  •  空腹：進食前一小時或進食後二小時服

用。

  • 飯後：飯後立即服用或隨餐服用。

  •  未註明「飯前」「飯後」「空腹」表示均

可。

  •  每天一次：依醫師指示，每天固定一個時

間服用。

  •  每天兩次：早、晚服用。

  •  每天三次：早、午、晚服用。

  •  每天四次：早、午、晚及睡前服用。

◎	如何儲存家中的藥品？

 – 一般藥品建議避光、避濕、避熱，儲存在陰涼

乾燥，兒童無法取得的地方。 

 – 醫療院所領回的藥品，連同藥袋置放於可密封

的玻璃容器或鐵盒內。

 –磨粉後的藥品，應避免受潮。

 –遵照藥品標籤註明的保存方法和期限。

 –無效期者，領藥當次沒使用完應丟棄。

◎	肛門栓劑適當儲存方法？

 – 放在乾燥陰涼處，臺灣溫度較高，一般放於冰

箱冷藏防止栓劑變軟。

◎	藥水適當儲存方法及有效期限？

 – 未開封藥水可參考藥廠標籤註明的有效期限。

 – 開封或調製後藥品，依照藥瓶或藥袋上標示，

或依醫師藥師建議。

 – 有的藥須放在乾燥陰涼處，有的須冷藏，請注

意藥袋上說明。

 – 無效期者，領藥當次沒使用完應丟棄。

 – 藥水經打開或乾粉泡製後，效期會縮短，且多

數需冷藏保存。

 –如果不清楚，可以請教藥師。

◎	用不完的藥品怎麼辦？

 –請教藥師或拿到有回收的藥局或醫院。

◎	預防兒童藥物中毒或誤食藥品的方法？

 –藥品應存放在兒童無法取得的地方。 

 –兒童安全包裝。 

 –安全瓶蓋。

 –鋁箔裝。

台大醫院藥劑部藥師　張香瑩

兒童用藥安全  常見的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