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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內高齡人口逐年攀升，教育部 103年已於全國鄉鎮市區設有 306
所樂齡學習中心，並結合大學校院辦理 100所樂齡大學，提供社區高齡者在
地化的學習課程及活動。 

為提供全國樂齡學習中心及相關單位系統化高齡教育教材及教案，教育

部自 95年起，陸續委託專業團體研編出版適性的高齡學習教材，以協助相
關單位人員運用該教材教案，推動高齡教育的理念及專業知能。教育部編印

之高齡教育叢書，係由最基礎的高齡身心靈知識、高齡人力運用到生命教育

及奉獻課程，以完整性、系統化專業知識來協助及教導高齡者成功老化。

另為精進全國樂齡學習中心營運之專業能力，歷年來教育部已編印「高

齡學習方案企劃師訓練手冊」及樂齡學習中心創意教案、工作手冊等，並陸

續出版樂齡運動休閒保健手冊、樂齡 ing等故事集，總計編撰近 25冊樂齡
學習專業教材教案，均已上傳教育部樂齡學習網，提供民眾閱覽及運用。

基於國人年老時，所需要的不只是健全的福利體系及完善的醫療設備，

尚需面對老年期的身心靈變化及退休生活規畫，並了解經濟安全及社會資源

等。本教材係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結合高雄醫學大學以高齡者最關切的食安及

健康與用藥為主軸，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教導高齡者如何判讀盒裝標示，如何購

買安全的食材等，企盼藉由本書發行，協助全國樂齡教育相關單位及團體運用

充分及推廣，讓高齡民眾注意自己的健康，並進而擁有安全的老年生活。

教育部 10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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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從民國 97年起，可以說是開始「樂齡學習元年」，因為那一年，在
教育部政策主導下，各縣市政府協助下，以及「樂齡銀髮教育行動輔導團」

的配合之下，全臺各鄉鎮市區成立了 104所樂齡學習資源中心（現已更名為
樂齡學習中心，以下簡稱樂齡中心），在中高齡居住的社區，開辦了多樣化

的樂齡課程，提供了豐富的學習機會，幫助中高齡者成功老化。

由於樂齡中心推出之後獲得熱烈迴響，尤其是中心經營者及參與學習的

長者，多希望樂齡能夠擴大舉辦，並且永續經營。因此，教育部在 98年時
又增設了 98所樂齡中心，使樂齡中心達到了 202所。至 103年時，樂齡中
心總數達到了 306所。參與學習的中高齡者也從第一年的 20,341人次，到
目前的 1,777,787人次。由於樂齡學習中心的增加，教育部也在樂齡教育總
輔導團外，另外增設四個分區輔導團，以就近提供各中心的諮詢輔導服務。

回顧七年的樂齡學習中心之經營歷史，可以發現經營績效較佳的中心，

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例如：能夠清楚掌握活躍老化樂齡學習經營理念；擁有

持續參加教育部的培訓之樂齡學習志工團隊；願意不斷創新活躍老化樂齡學

習課程；以及在有限的補助下，積極開拓資源。樂齡學習中心的經營成效包

括：中心數量持續增長、志工人數不斷增加、經營團隊創意無限、媒體報導

日漸普及，實在令人感動，更感謝志工們的熱情投入，透過樂齡學習中心，

看見臺灣各鄉鎮市區，平凡樂齡族的生命活力與學習故事。

主編序



未來，樂齡學習還要持續、需要深耕、更要創

新，而創新的源頭，就在於活躍老化理念核心課程的

創意實踐，因此，今年度在總輔導團以及分區輔導團

的協助下，每一區都研編了一本以活躍老化為主軸的

教材手冊，共計五本，主題包括：迎向樂齡、高齡健康養生、擁抱活力快樂

的銀髮生活、學習閱讀、高齡者食品與用藥安全等，必能幫助各中心在課程

的實踐上，突破創新，再創新局。

五本教材手冊能順利出版，實在感謝各計畫主持人，包括：北區張德

永教授兼主任、中區賴弘基副教授、中南區胡夢鯨教授及南區余嬪教授兼所

長；各手冊的執行編輯，包括：總輔導團蕭玉芬助理教授兼系主任；北區輔

導團郭鐘隆教授、呂莉婷主任、方進隆教授、林怜利副教授、陳雪芬副教

授、洪德仁董事長、楊錦華醫師、梁繼權教授、湯麗玉秘書長；中區輔導團

袁瑋醫師、呂美岱講師，中南區輔導團李雅慧副教授、盧婧宜博士生；南區

輔導團李佩育藥師、李俐瑤藥師、侯吉蓮藥師、呂英豪藥師、吳玉茹營養

師。各區之執行編輯助理，包括：北區輔導團劉采婷助理、中區輔導團宋家

宏助理、中南區輔導團劉宏豪助理與南區輔導團李彩菱助理，為了手冊的出

版，定期開會、研討，並送請各領域專家審查與持續修改，才能如期完成。

當然，最要感謝的是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長官們的支持與指導，以及總輔導團

專任助理尤貞懿任勞任怨的協調聯絡與行政協助，才能使這些教材手冊能順

利出版，盼望各中心主任與經營團隊能善用這些教材，再創造樂齡中心的學

習成效。

主編　魏惠娟

教育部樂齡學習總輔導團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高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序
中國人最重視飲食養生，尤其年紀愈大，健康長壽少病痛更是長者日常

生活關心的焦點，而近年不斷的食安問題，讓人對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安全產

生很大的疑慮，也喚起國人對食品安全的重視。俗語云「病從口入」，每天

都要吃，吃什麼、怎麼吃才健康以及怎麼吃不傷身實在非常重要。

從民國 68年，臺灣爆發「米糠油多氯聯苯中毒」事件，之後「假酒」、
鎘米、飼料用奶粉冒充嬰幼兒奶粉、沙士中添加黃樟素、餿水油、綠牡蠣事

件、豆類製品污染袋鼠牛肉、重組牛肉、壯陽藥咖啡、黑心米酒、黑心素

食、超商三明治沙拉含有超標的生菌數，沙拉摻有二氧化硫、「病死豬」肉

粽、「清潔劑」梅酒、黑心澱粉、黑心糯米粉、黑心冬瓜茶、黑心麵條、黑

心滷味、滷蛋滷汁含過量防腐劑、雜貨店豆乾未過期卻發霉、散裝豆製品過

量防腐劑、市售潤餅皮及豆乾含防腐劑、孔雀綠石斑魚、毒鴨蛋、餵食實驗

用白老鼠的土虱、台糖用豬飼料製食品賣 13年、假鱈魚、鱒魚養殖場使用
禁藥、鵝肉含有瘦肉精、樹脂燕窩、假魚翅、毒茼蒿、假茶葉、應節食品殘

留漂白劑、防腐劑、黃麴毒素、⋯⋯層出不窮的食安事件，簡直不勝枚舉。

而其中影響民生最大宗的有 74年養豬餿水油變食用油、85年大量進口飼料
奶粉充當「食用奶粉」、100年有毒塑化劑 DEHP污染 50多種飲料食品事
件，而 103年在漢堡、飯糰、鳳梨酥等「市售塑膠包裝食品」又驗出塑化
劑。同時 102年 10月大統食用油添加低成本葵花油及棉籽油混充，且還添
加銅葉綠素調色成特級橄欖油之後，接著 103年 9月爆發的強冠餿水油事
件，10月又爆發頂新集團下的正義油品飼料油混攙食用豬油大量銷售。接二
連三黑心油風暴，且都是與規模非常大的食品集團有關，引發民眾共憤與不

安。隨著生活的改變，科技的進步，食品的製造、加工、保存花樣百出，長

者若沒有飲食安全相關知識，等於慢性間接自殺。



印象中小時候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本黃曆，寫著

十二生肖流年節氣與每日合宜與不宜的大小事，其中

一定會有一些食物相剋的圖畫，警告民眾小心，我總

是很愛看，同時半信半疑！而家中的長輩總是將這些

食物相生相剋的原則牢記在心。再看上述各種有毒食品案例，無奇不有，令

人瞠目結舌，這些觸犯法令害人性命的行為居然在今日台灣如此不可思議地

反覆出現！我們毫無疑問地是生活在高度風險的社會中。過去的一本黃曆再

也不能保障我們的食品安全了，那樣簡單與單純的生活有時真令人懷念！但

童年往事只能回味，當年的兒童如今已屆熟年，我們很快就要回到現實，跟

上「時代的腳步」。今日的我們必須要學習更多自我保護的方法，如判讀包

裝食品標示與安全購買食材與調理衛生；而日常生活若飲食不均衡與食物保

存不善，食品也能成毒品，自己可能都不自覺成了健康的隱形殺手。也有長

者平日除了自己料理食物，還幫忙帶孫與照顧家人飲食，食品安全相關的常

識不可不知。

另外由於自然老化造成身心功能的衰退，老年病痛難免，尤其最常見

的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甚至是多重疾病，年長者幾乎脫離不

了天天吃藥，加上養生食品、維他命與坊間各種秘方以及絕不缺少的節氣進

補，每日入口的藥物營養品實在太多了！而老年抵抗力較弱，較易產生用

藥之不良反應。依據 102年台大醫院健康電子報 (http://epaper.ntuh.gov.tw/
health/201302/project_3.html) 統計，臺灣有近六成的 60歲以上的人同時罹
患三種以上慢性疾病，因為用藥種類繁多、頻次複雜，吸收代謝與排除功能

又較差，使其成為用藥問題的高危險群。與年輕人相較，高齡者在用藥及醫

療上易產生的問題包含：忘記服藥、服藥錯誤、錯誤的處方、不適當用藥、

禁忌用藥、不符病況及不需要的用藥、劑量太高或太低、藥物不良反應、不

遵醫囑等。吃藥的目的是希望「藥到病除」恢復健康，但吃錯藥或亂吃藥可

能致命。如何正確用藥？多重疾病如何服藥？藥品與健康食品有何差別？如

何避免藥物與藥物、藥物與保健食品或藥物與食物間的交互作用及副作用？

以及藥物如何保存與處理等都是重要的用藥安全關注焦點。



本手冊共分八章節，前半部第一至第四章為食品安全，感謝高雄醫學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吳玉茹營養師撰寫；後半部第四至第八章為用藥安

全，由李佩育、李俐瑤、侯吉蓮、呂英豪藥師撰寫。食品與藥物安全的範圍

甚廣，作者除在教學醫院從事相關服務外，均長期在社區進行衛生保健教育

的工作，深諳長者的需求與困擾，而據此成為撰寫本教案手冊的基礎。為求

審慎，本手冊的完成也特別感謝審閱者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黃孟娟教授、藥

學系黃耀斌教授，謝坤屏講師與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許玉恒營養

師，在繁忙工作與教學之餘，奉獻時間與專長細心協助審閱，提升了本手冊

的參考價值。 

本手冊的醞釀與促成也感謝高師大成教所何青蓉教授與高醫護理部林盈

慧副主任的參與，以及助理李彩菱的協助，我們都因此手冊的產製過程更瞭

解食品與藥品安全而獲益良多。這本手冊針對高齡者，撰寫流暢實用，教案

設計深入淺出，相當實用，一般大眾也能參考，希望教育相關工作者能多多

利用，大家都能吃得健康活得放心！

教育部樂齡學習南區輔導團計畫主持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

成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余嬪　103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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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正確判讀盒裝包裝
食品之標示

吳玉茹營養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營養部

1

學習目標

（一）協助高齡者了解正確的食品包裝與標示

（二）協助高齡者認識營養標示

（三）協助高齡者市售包裝食品營養宣稱規範及認識高鈣食品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為提高高齡消費者健康飲食認知，藉由此課程說明市售食

品所需之正確包裝及標示訊息。以避免因道聽塗說，而購買來

路不明或包裝不安全妥善之食品，並進一步教導高齡者認識營

養標示，提升對盒裝及包裝食品所標示之營養相關訊息之認識。

（二）學習者特性

本課程以文字說明及舉例方式，說明如何從食品包裝及營

養標示上獲得食品完整資訊及營養素訊息，引發高齡學員學習

之動機及相互討論。

（三）教師教學

1.  針對食品包裝以及標示資訊，可適當使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網站之相關資訊及法令公告事項（如：市售包裝食

品營養標示規範、藥物食品安全週報等），閱讀後可建立對食

品包裝以及標示基本概念，可以讓高齡者正確了解閱讀或檢

視食品包裝及營養標示需注意之事項。

2.  可以利用的資源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高齡者食品與用藥安全

2

教材大要

（一）前言

為保障高齡者「食」的安全，避免對市售盒裝或包裝標示

認知不足或者接受錯誤的資訊影響，而導致對於盒裝或包裝食

品的觀念及購買行為不正確，進而影響購買之食品安全。希望

藉由此課程之宣導，讓高齡者食的健康、食的安心。

（二）食品安不安？認識完整的食品標示訊息

了解市售盒裝或包裝食品，包裝外盒須依食品衛生管理法

之規定標示相關事項，包括：品名、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

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淨重、容

量或數量、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

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

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原產地（國）、有效日期、營養標

示、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可善用實體食品的包裝及標示作為教材，會有助於高齡者學習

及吸收。

以近來臺灣食安事件為例，在正確購買油品的教育宣導

上，可著重在以下幾個面向。包括：勿買散裝或來路不明的油

品，勿重複使用或使用不新鮮油品。另外，在罐裝油品選購

上，重點如下：（1）檢視包裝完整且無破損。（2）檢視包裝外
盒有無依法標示（如上所敘述幾個項目必須完整無遺漏）。（3）
如果包裝上有「調和油」字樣，再次檢視「品名」、「成分」有

無相符。如果是純單一植物油，也可檢視「成分」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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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養標示知多少？

營養標示為盒裝或包裝食品應標示項目之一，透過對營養

標示之了解及認識，可更了解明確的營養素訊息，以提升營養

知識及促進身體健康。營養標示項目必須包含：「營養標示」之

標題、熱量、蛋白質含量、脂肪、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含量、

碳水化合物、糖含量、鈉含量、出現於營養宣稱中之其他營養

素含量。若廠商有自願標示之其他營養素含量，也可採自願標

示。何為營養宣稱？係指包裝食品以任何方式表達食品具有特

定的營養特質，稱為『營養宣稱』。標示事項及方法之範例：

若所採用營養標示格式係為需加標每日營養素攝取基準值之百

分比者，反式脂肪部分不須加註每日攝取基準值百分比（見圖

1-1、圖 1-2），可以參考市售包裝食品營養標示規範。

 圖 1-1　營養標示格式（公克） 圖 1-2　營養標示格式（百分比）

以市售包裝食品營養宣稱規範並以包裝食品舉例說明（見

表 1-1）。如圖 1-3 100公克某某牌餅乾之鈉含量為 115毫克
（≦ 120毫克），即符合「低鈉」宣稱；如圖 1-4 100公克某某牌
綜合果之鈣含量為 504毫克（≧ 240毫克），即符合「高鈣」宣
稱。相關規範可參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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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市售包裝食品營養宣稱規範之低鈉、高鈣定義

營養宣稱內容
固體或半固體產

品每100公克
液體產品

每100毫升
液體產品

每100大卡
低鈉 ≤120毫克 ≤120毫克

高鈣 ≥240毫克 ≥120毫克 ≥80毫克

　

 圖 1-3　某某牌餅乾 圖 1-4　某某牌綜合果

可進一步以 94∼ 97年 臺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結果，說明國內近十多年來，臺灣成人與老人的營養素及其食

物攝取源之變遷趨勢，以加強落實使用營養標示與營養教育之

重要性。舉例說明：調查結果顯示，65歲以上老人男女則分別
攝取 673 毫克與 592 毫克，各年齡層鈣的攝取，女性皆低於男
性，成人與老人男女性鈣的攝取量僅達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

取量（Dietary Reference Intakes, DRIs）的 50∼ 70%。所以
應加強宣導選用低脂及高鈣乳品的概念，並針對國人不願意喝

乳製品的可能原因，採取可行的替代方法，適度透過含有乳品

的飲料、食譜或其他富含鈣的食物多樣化的來提高鈣攝取量。

（四）結語

為提升安全食品使用，讓高齡消費者或下游使用業者從認

識食品包裝上應該標示的產品、製造廠商及營養素成份，獲得

盒裝包裝食品應有的完整資訊。此教學活動，可促進消費者獲

得正確選擇盒裝包裝食品的知識，也可以進一步促進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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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0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 1-2　如何正確判讀盒裝包裝食品之標示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10分鐘
簡介食品包裝

的重要性

課程一開始可以影片方式說明盒

裝或包裝食品應具備完整標示之

重要性。

以「認識食品標示

傅娟版」影片為討

論的起點

30分鐘
食品包裝應標

示之項目

1. 重點解說：食品需合法標示之
項目。

2. 小組討論：以實體食品之標示
討論。

3. 強調食品標示不可誇大不實及
醫療效能、禁用標示。

以影片輔助說明；

實體之食品包裝及

標示說明

25分鐘
為什麼要認識

營養標示?

1. 重點講述：說明營養標示的重
要性。

2. 營養標示需標示之項目。
3. 小組討論：以實際不同格式之
食品標示討論營養標示，並簡
易計算食用該份量之包裝食品
熱量。

以實體之食品營養

標示舉例說明

25分鐘
認識營養宣稱

之食品

1. 重點說明市售包裝食品營養宣
稱規範。

2. 介紹高鈣食品，以食品營養標
示例子做小組討論是否符合該
營養宣稱。

3. 以超商為例，說明常見符合
「高鈣」包裝之食品。

以實體之食品營養

標示舉例說明

10分鐘 結語
1. 重點講述：食品標示之重要
性。

2. 重點整理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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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食藥署網站

（一）網站

1.  食品器具容器衛生標準，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07

2.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八大行動綱領，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Video/Play.aspx?id=635358324514143596

3.  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587

4.  認識市售包裝食品營養宣稱規範，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lawid=141

5. 94∼ 97年台灣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
 台灣成人與老人營養素及食物攝取來源之變遷趨勢由
 NAHSIT1993-1996到 2005-2008，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287

（二）影片

認識食品標示傅娟版，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Video/Play.aspx?id=635272990124053273
（食藥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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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喚起高齡者對食物安全的關注及學習動機

（二）協助高齡者安心買安心吃，認識農畜產品及食品相關認證標誌

（三） 協助高齡者認識及預防食品中毒，知道如何維護食物調理存
放，及外食餐飲之衛生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以食安事件為例進行解說，喚起高齡者對食物安全的關

注。介紹構成食品中毒（Foodborne illness）的要件，本課程協
助高齡者了解食品中毒定義，及在日常生活或外食如何做到維

護食品衛生安全及預防食品中毒。

（二）學習者特性

1. 學習主題內容要貼近高齡者的經驗，以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2.  以實際新聞案例與問題討論，有助於激發高齡者參與對主題
產生省思。

（三）教師教學

1.  教師應清楚解說主要傳達之觀念，並可以提出真實的新聞案
例和經驗分享討論，激發高齡者對主題的共鳴，幫助他們理

解，提高高齡者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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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講解應以高齡者熟悉之語言或影片方式進行教學，對於
時間與深度的掌握須注意，並多予以鼓勵。

教材大要

（一）前言

近幾年，臺灣食品安全受到消費者高度關切，經常有人問：

「什麼樣的食品是可以吃的安心？」天天要吃的食物要如何確保

安全衛生？因此，想要吃得安心，除了購買上，可多購買各種

有食品相關安全標章的食材，是消費者購物的一大準則外，在

食物調理過程注意確實遵守「落實清潔」、「迅速調理」、「適當

冷卻或加熱」三個原則，就可以在食物食用安全上，又多了些

保障。

（二）食品安全事件面面觀

近年來臺灣發生塑化劑、毒澱粉、黑心食用油等食品安全

危害事件，因此，本課程將教導高齡消費者在食品藥物管理署

之食品藥物管理署消費者知識服務網（https：//consumer.fda.
gov.tw/People.aspx），搜尋食安事件相關訊息；從政府發行藥
物食品安全週報（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Detail.
aspx? nodeID=310&pid=8973）獲得正確有關熱門食品安全相
關知識。同時，可以受到社會矚目之食安事件為案例，引起學

習者對食安議題的關注。

（三）安心買安心吃，認識食品認證標誌

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上，可教導各類農畜產品及食品

相關認證標章及認識標章圖樣（見圖 2-1）。包括：健康食品
標章、優良農產品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產銷履歷農產品標

章、吉園圃臺灣安全蔬果標章、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鮮乳

標章、嬰兒配方食品標誌、GGM羊乳標章、校園食品標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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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購買食材部分，認證有標章之食品，安全性相對較高，在購

買上是一重要參考。

 健康食品標章 優良農產品標章

	 	

 有機農產品標章 吉園圃臺灣安全蔬果標章

	 	

 屠宰衛生檢查合格標誌 鮮乳標章

	 	

 圖 2-1　食品認證標誌

（四）什麼是食品中毒？如何維護食物的衛生安全？

食品中毒係因攝食汙染有病原性微生物、有毒化學物質

或其他毒素之食品而引起之疾病，其主要症狀為引起消化及神

經系統之異常現象，最常見之症狀有嘔吐、腹潟、腹痛等。食

品中毒之定義為二人或二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

症狀，並且自可疑的食餘檢體及患者糞便、嘔吐物、血液等人

體檢體，或者其它有關環境檢體（如：空氣、水、土壤）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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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出相同類型之致病原因如病原性微生物、毒素或有毒化學物

質，則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如：因食用不新鮮的海鮮，且

自人體嘔吐物檢驗出腸炎弧菌，於檢體檢測到該菌。但如因攝

食肉毒桿菌或急性化學中毒而引起死亡時，即使只有一人，也

視為一件「食品中毒」。    

一般而言，食材購買需要來源安全。而預防食品中毒發

生，除了食材本身的清洗存放以外，與所使用容器的清潔、調

理過程的溫度控制及個人衛生習慣有關聯。尤其是夏天的氣溫

加上濕度，是細菌滋生最佳的環境，此時，若食物保存或調理

溫度不當，食物容易受到汙染，導致細菌快速滋生繁殖。而預

防食品中毒有「五」要原則需遵守，第 1要洗手：調理食物時，
手部要清潔，傷口要包紮；第 2要新鮮：食材要新鮮，用水要
衛生；第 3要生熟食要分開：生熟食器具應分開，避免交互汙
染；第 4要徹底加熱：食物中心溫度應超過攝氏 70度；第 5要
低溫保存：保存低於攝氏 7度，室溫下不宜久置。

（五）如何維護外食飲食衛生? 
在外食過程亦可掌握「落實清潔」、「迅速調理」、「適當冷

卻或加熱」三個原則，例如：選擇環境乾淨的餐廳、工作人員

服裝儀容整齊清潔以及烹調方式以現煮、現炒（如：麵店）或

火鍋類為主。

（六）結語

以食安事件說明喚起高齡者對食物安全的關注。因此，想

要吃得安全，在購買上可多注意有食品相關認證標章的食材，

在食物安全上多一層保障。此外，一般在家與外食，注意調理

過程之「環境清潔」、「生熟食不交叉汙染」、「適當加熱」、「妥

善保存」及「個人衛生」，可以大大降低食品中毒之安全疑慮。

另外，為食品衛生安全把關不只是政府的責任，也是全民的責

任。身為消費者的我們也應自身提高食品知識，拒買來路不明

或有食品安全疑慮的商品，全民共同建構食的安心的健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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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2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 2-1　如何購買食材及維護調理的安全衛生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15分鐘 引起動機
以食安事件為例進行解說，喚起高

齡者對食物安全的關注。

15分鐘
食品認證標誌

的重要性

1. 重點講述：認識食品認證標
示。

2. 小組討論：以實際食品找出食
品認證標示。

5分鐘 認識食品中毒
1. 重點解說：解釋何謂食品中毒
2. 食品中毒發生之處理方式

食品中毒之新聞

案例

20分鐘
如何維護外食

飲食衛生

1. 重點解說：簡介食物危險溫度
帶，及其對食品微生物生長及
發生食品中毒之影響

2. 說明在家中烹調及在外飲食如
何做到維護食品衛生安全

3. 邀請學員分享居家食物調理及
保存經驗

4. 邀請學員分享外食選擇餐飲店
之看法及經驗

影片說明食品中

毒「五」要原則

15分鐘 結語

強調食品衛生安全維護人人有責，

強調提升食品衛生安全相關知識之

重要性，強化民眾之知識為建構安

心的健康環境之基礎。



高齡者食品與用藥安全

12 13

參考資料

1.  油品混充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事件專區首頁，103/12/26，取自

 http://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3719

2.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延伸閱讀專區，103/12/26，取自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3697
3.  認識食品標章，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27&pid=6677

4.  防治食品中毒專區，103/12/26，取自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816

5.  衛生署「預防食物中毒，食在要小心」（廣告），103/12/26，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tXhpuO_MA

6.  『中視新聞』基隆海產店出包 17人食物中毒送醫，103/12/26，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TFe_djNzI

7.  預防食物中毒五要原則─阿貴篇（廣告），103/12/26，取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a_tYkNJcxE

延伸閱讀

1. 李錦楓，林志芳（民 96）。餐飲安全與衛生。台北 :五南圖書。

2. 吳蕙君（民 99）。新編餐飲衛生與安全。台中 :華格那。

3. 蕭寧馨（民 99）。食品營養概論。台北 :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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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協助高齡者維持理想體重

（二）協助高齡者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三）協助高齡者飲食做到少油、低鹽、少糖及低膽固醇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1.  國內肥胖問題亦逐年加劇，國人年輕成人（19∼ 44歲），中
老年人（45∼ 64歲）、及老年人（65歲以上）的平均身體
質量指數由民國 76年到民國 83年間，就由每平方米 21.7、
23、21.9公斤各增加約一個單位。國人前五大死因中癌症、
腦中風、心臟病、糖尿病以及其他許多種慢性疾病和肥胖都

有密切關係，應為自己的健康把關與認識體重及維持理想體

重的重要性。

2.  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0年公布新版的每日飲食
指南中指出，均衡飲食的意義在於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因

各類食物所提供營養素不盡相同，應多元化的選擇，適量攝

取來達到均衡的目的，了解食物六大類及銀髮族每日飲食的

攝取量（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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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年來專家大力推薦「三低一高」的均衡飲食。所謂三低，
是指低油、低糖、低鹽，一高，即是高纖維。長期堅持「三

低一高」均衡飲食的習慣，不但可以維持身體健康，更可以

預防疾病，本課程教導高齡者平時飲食如何少油、少鹽、少

糖及降低高膽固醇食物的攝取。

（二）學習者特性

1.  學習主題內容要貼近高齡者的生活經驗，以引發他們的學習
動機。

2. 經驗分享與問題討論有助於激發高齡者的參與度。

（三）教師教學

教師應清楚解說主要傳達之觀念，並可以實地操作、食物

圖片、問答方式和經驗分享方式討論，激發高齡者對主題的共

鳴，幫助他們理解，提高高齡者學習的興趣。

教材大要

（一）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世界上有超過十億人過重，其

中三分之一，也就是三億人落在肥胖的範疇內，這些人罹患高

血壓、糖尿病、脂質異常、高尿酸血症、痛風等代謝相關症候

及其他肥胖相關疾病的風險大幅增高。若不積極採取防治的行

動，恐怕成千上萬的人將受到波及，無庸置疑的肥胖是二十一

世紀極為重大的公共衛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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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什麼是理想的體重

藉由本課程教導學員認識理想體重（見表 3-1）：

理想體重公式＝（身高（公尺））
2×22。

您的體重是否在理想體重範圍 ?

理想體重範圍：體重於理想體重之± 10% 間

體重過重：體重超過理想體重之＞ 10%∼ 20%

肥胖：體重超過理想體重範圍＞ 20%以上

認識身體質量指數（BMI），身體質量指數＝體重 (kg)/身高 (m2)

表 3-1　成人肥胖定義

成人肥胖

定義

身體質量指數
（BMI）（kg/m2）

腰圍（cm）

體重過輕 BMI＜18.5 

健康體位 18.5≦BMI＜24 

體位異常 

過重：24≦BMI＜27
輕度肥胖：27≦BMI＜30
中度肥胖：30≦BMI＜35
重度肥胖：BMI≧35

男性：≧90 公分
女性：≧80 公分

（三）如何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
營養是健康的根本，食物是營養的來源，均衡飲食是維持

健康的首要原則。所謂均衡飲食就是每天攝取的食物，足夠提

供熱量及各種必需的營養素，而能維持身體機能與長期健康狀

態，有助於預防慢性疾病。為了要達到均衡飲食的目標，就必

須充足而不過量的攝取六大類食物，不可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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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0年公布新版的每日飲
食指南（見圖 3-1）中指出，均衡飲食的意義在於均衡攝取六
大類食物，因各類食物所提供營養素不盡相同，應多元化的選

擇，適量攝取來達到均衡的目的。

銀髮族每日飲食要如何攝取呢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網），
以 68歲、活動量稍低的女性為例：每天可食用 2碗半的飯、4
兩豆魚肉蛋類、1-2杯低脂乳品類、3碟蔬菜、2份女性握拳大
小的水果以及大約 2湯匙的烹調油脂。

圖 3-1　每日飲食指南



第三單元：在生活中如何落實健康均衡飲食

17

（四）如何把握少油、少鹽、少糖、低膽固醇原則?
少油的飲食原則：看得見的油脂為炸物、炒菜用油及肉類

的肥肉及皮部份，一般來說，其含油脂量高，選擇上可選擇將

含汁部位去除，同時避免使用絞肉類半成品類脂高脂食材。看

不見的油脂部分，如：全脂乳製品（牛奶 /起士 /優酪乳）、水
果類：酪梨、椰子肉；油脂類：奶精；調味料：美奶滋、沙拉、

麵包抹醬（花生醬、巧克力醬等）；中西式糕點：燒餅油條、蛋

糕、餅乾、節慶酥餅類（如：鳳梨酥、綠豆椪、月餅類等）。以

上食物之油脂隱藏於食物中，雖然看不見，但是其飽和油脂量

及膽固醇皆不容忽視，也建議偶爾淺嚐即可。

少鹽飲食原則：食材選用新鮮食材，少用加工食品、高鹽

零食點心、調理食品、醃製食品、罐頭食品、加工丸子類及洋

芋片等。調味料選用天然調味料，如：蔥、薑、蒜、八角、九

層塔及香菜等，少用含鹽高的調味品辣椒醬、沙茶醬、味精、

味噌，若有使用醬油、烏醋等調味料，可加水稀釋以減少攝取

量，吃正餐避免習慣性淋肉汁。

少糖飲食原則：少吃精緻糖類，如：葡萄糖、果榶、蔗糖、

麥芽糖、乳糖蜂蜜、甜食、冰品及可樂、汽水等加糖飲料。多

選擇多醣類（複合性醣類），如：五穀根莖類的米飯、麵食、地

瓜、馬鈴薯、南瓜、芋頭、玉米、紅豆等。全榖類維生素 B群
更豐富且含有豐富纖維質，如：糙米、燕麥、薏仁。

另外，也可選擇低熱量及低糖飲料，市售的代糖飲料，如：

健怡可樂、健怡雪碧、低卡百事可樂；也可選擇不加糖或加代

糖的茶葉類飲料，如：紅茶、綠茶、烏龍茶、青草茶、普洱茶、

青茶、烤茶、決明子茶等，不加糖或加代糖的花草茶類飲料，

如：菊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香茅綠茶等。此外也可選

擇代糖點心類，如：愛玉、仙草、山粉圓、白木耳、海石花菜、

洋菜凍蒟蒻及蒟蒻製品等。各式代糖特性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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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認識代糖

特性
阿斯巴甜

Aspartame
醋磺內酯鉀

Acesulfame K
糖精

Saccharin
蔗糖素

Sucralose

甜度 蔗糖的200倍 蔗糖200倍 蔗糖200倍 蔗糖的600 倍

禁忌
苯丙酮尿症患者不

可使用

商品名
怡口E q u a l .三多
甜.健怡糖.熱甜甜

煮甜甜 .熱甜
甜.密爾康

密爾康 無熱量糖

安全量
每天每公斤

50毫克
每天每公斤

15毫克
每天每公斤

5毫克
 

低膽固醇飲食原則：（1）遵守少油飲食原則，少吃油炸油
煎食物。（2）少吃膽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如：內臟類（腦、肝、
腰子等）、蟹黃、蝦卵、魚頭等。若個人血膽固醇過高，則每週

以不超過攝取 2∼ 3個蛋黃為原則。（3）選用富含纖維質的食
物，如：蔬菜、水果、全榖類、未加工的豆類（豆腐、豆花），

纖維可促進膽固醇排出。（4）儘量少喝酒。

（五）結語

每一個生命現象都有其特殊性，身體變化是老化過程中

必然的現象，每個人發生老化年齡亦不同，給予健康均衡的飲

食，選擇營養素密度高之天然食材，如：全穀類、蔬菜、水果、

乾豆等，多選擇油脂含量低且優質類蛋白質類食物（如：黃豆、

魚類及瘦肉），自然會攝入豐富的微量營養素、抗氧化劑及植化

素。另外養成降低油脂、鹽份、糖份及高膽固醇食物之攝食，

即是在飲食中減低造成新陳代謝異常之飲食危險因子。適當的

營養是延緩老化的現象、維持身體良好機能及保持健康的不二

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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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2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 3-3　在生活中如何落實健康均衡飲食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15分鐘 引起動機

1. 以肥胖的併發症為前提，說明維持體重
的重要性，實際計算自己的理想體重。

2. 肥胖是健康的殺手，了解自己的熱量需
求才能維持健康的體重。每個人的熱量
與飲食份量需求隨著年齡、身高、體
重、活動及身體的狀況而不同。

50分鐘
如何均衡攝取

六大類食物？

1.  以食物圖片方式認識生活中得六大類食
物並以QA方式進行現場互動。

  Q1：烤地瓜為哪一類食物？
  A1：五穀根莖類
  Q2：豆腐為哪一類食物？
  A2：豆魚肉蛋類
  Q3：烤鮮奶酪為哪一類食物？
  A3：奶類
2.  利用「每日飲食指南」內頁的資料，找
到正常體重的體重範圍，再看看「生活
活動強度」，找到自己的熱量需求，然
後依熱量需求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各類食
物份量。

3.  以自己的年齡、性別及活動度，根據每
日飲食指南找到自己所需的熱量及六大
類各類食物份量。

實際以

每日飲

食指南

教學

40分鐘

如何把握少

油、少鹽、少

糖及低膽固醇

飲食呢？

1.  重點講述：以日常生活的例子來講述如
何飲食如何少油、少鹽、少糖以及如何
及避免高膽固醇的食物。

2.  以三餐菜單來舉例如何健康搭配。
  不健康的搭配：白粥+醬瓜+豆腐乳+蟹黃
  健康的搭配：白粥+燙小白菜+炒油菜+蒸
魚。

15分鐘 結語

平時多活動，一起來提升營養相關知識，讓

銀髮族的你，氣色紅潤，享受美麗的健康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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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協助高齡者了解塑膠材質的食品器具和容器

（二）協助高齡者認識塑膠種類

（三）協助高齡者認識塑膠特性及如何挑選塑膠食品容器

（四）協助高齡者使用塑膠容器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塑膠材料已廣泛應用於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且種類越

來越多。高齡者應建立塑膠食品容器使用的正確觀念，以保障

高齡者飲食衛生安全。

（二）學習者特性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有關科學研究資訊之披露，消費者對

於使用塑膠器具、容器及包裝之安全性存有疑慮。因此，應協

助高齡者建立關於塑膠類食品容器使用的正確觀念，以保障他

們飲食的安全。

（三）教師教學

1.  一般消費者對於塑膠材質並不是非常了解，針對塑膠種類及
特性，可適當使用政府的資源的教材及影片，裡面有相當豐

富的基本觀念及訊息，可以讓高齡者更容易了解塑膠容器的

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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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利用的資源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塑膠食品容器
宣導網站。

3.  可以利用「塑膠類食品容（器）具或包裝衛生安全與標示
100問手冊」。

教材大要

（一）前言

塑膠材質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用品，為保障高齡者「食」

的安全，清楚了解塑膠類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安全管

理政策及選購原則，是保障飲食安全重要之一環。

（二）生活週遭到處可見塑膠製品

家裡盛裝食物容器、外食的各種盛裝食物的容器、包裝食

品的包裝袋、飲料的瓶子、覆蓋食物的保鮮膜、水瓶或是奶瓶

等。生活中如此大量的使用塑膠材質，主要是因為它具有下列

幾項優點：質輕、不易導電、耐衝擊不易損壞、攜帶方便及價

錢低廉。

（三）認識塑膠材質回收符號

行政院環保署於 99 年 1 月 8 日環署基字第 0990001344 
號修正公告「應標示回收相關標誌之物品或容器責任業者範

圍、標誌圖樣大小、位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規定業者必須

於製造完成之容器上標示容器回收標誌。不同的塑膠材質，由 1
至 7的阿拉伯數字（見圖 4-1），來顯示每一項回收辨識碼皆有
規定的耐熱溫度。民眾在使用塑膠品加熱或包裝前，應先注意

該材質及耐熱溫度多少。

　　　　

圖 4-1　三角回收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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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號 1 號的 PET 材質，其特性及常見產品為何？

　  PET（聚乙烯對苯二甲酸酯）由乙烯對苯二甲酸酯為單體
聚合而成，以 PET 為原料做成的容器，就是俗稱的「寶特
瓶」，瓶底下方有一圓點。其具有韌性、透明度佳、質量輕，

攜帶方便，生產時能量消耗少，再加上不透氣、不揮發及耐

酸鹼等特性，常用於製造一次性拋棄式使用之容器。然而其

耐熱性不佳（約 60~85℃），使用時應避免盛裝高溫飲品。常
見產品：茶、碳酸飲料、飲用水及醬油等包裝容器。

◎ 標號 2 號的 HDPE 材質，其特性及常見產品為何 ?

　   HDPE（高密度聚乙烯）由乙烯單體聚合而成，為硬質之熱
塑性塑膠，因在低壓下生產，故含有較多長鏈，因此密度較

高，大部分為不透明，手感似臘，具有耐酸鹼等特性，以其

為原料製成之塑膠袋揉搓或摩擦時有沙沙聲。HDPE 耐熱溫
度約 90~110℃。常見產品：厚塑膠袋、清潔劑瓶及牛奶瓶
等。

◎ 編號 3 號的 PVC 材質，其特性及常見產品為何 ?

　  PVC（聚氯乙烯），由氯乙烯單體聚合而成，具有可塑性高、 
透氣性高、熱收縮性高、價廉等特性，耐熱溫度約

60~85℃，然而其結構含氯，且製程中添加可增加其材質柔
軟度的塑化劑添加物，造成其對環境及衛生安全上之疑慮。

常見產品：早期之保鮮膜、手套、水管、雨衣、建材、塑膠

膜及塑膠盒等。

◎ 編號 4 號的 LDPE 材質，其特性及常見產品為何？

　  LDPE（低密度聚乙烯）由乙烯單體聚合而成，屬於半硬質
的熱塑性塑膠，因以高壓法生產，故支鏈較多、強度低，

多用來生產薄膜製品，以其為原料製成之塑膠袋較柔軟，

揉搓時較不會發出沙沙聲。LDPE 較不耐高溫，耐熱溫度約
70~90℃。常見產品：塑膠袋及塑膠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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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5 號的 PP 材質，其特性及常見產品為何 ?

　  PP（聚丙烯）由丙烯單體聚合而成，其熔點高達 167℃、
耐熱，且製品可用蒸氣消毒是其特點。此容器屬不透明或半

透明容器，具有耐化學物質、耐碰撞、耐酸鹼及耐高溫（約

100~140℃）等優點，是相對穩定之塑膠材質。常見產品：
微波容器、果汁瓶、豆漿瓶及塑膠碗。

◎ 編號 6 號的 PS 材質，其特性及常見產品為何 ?

　  PS（聚苯乙烯）之單體為苯乙烯，一般依其是否經過「發
泡」製程區分為發泡與未發泡兩類，其中發泡 PS 即為俗稱
之「保麗龍」，具有極佳之隔熱（冷）效果。PS 材質的吸水
性低，耐熱溫度約 70~90℃。常見產品：養樂多瓶罐、冰淇
淋盒等。

◎ 編號 7 號 other 中，其特性及常見產品有哪些 ?

  1.PC 材質

　  PC（聚碳酸酯），由碳酸酯單體聚合而成，雙酚 A 為其原料
之一，具有質量輕、透明性佳及耐衝擊性等物理特性，耐熱

溫度約 120~130℃。常見產品：運動水壺、水杯等。

  2.美耐皿樹脂（塑膠）材質

　  美耐皿樹脂（Melamine Resin)是由三聚氰胺（Melamine）
與甲醛進行縮合反應而得到的熱固性樹脂（塑膠），又稱

為三聚氰胺樹脂、三聚氰胺甲醛樹脂等，其耐熱溫度可達

130℃。常見產品：碗、盤、碟、筷子及湯匙等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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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費者使用塑膠類食品餐器（具）時應注意？

1. 一般塑膠類之材質編號及分類，共分為七類，各有不同特性。

2. 分辨方法可由容器底部或標籤上的塑膠材質回收辨識碼辨別。 

3. 使用塑膠類食品容器（具）或包裝時應注意其材質為何。 

4.  使用時，避免盛裝高熱或過酸之食品，導致可塑劑等物質汙
染食品，造成食品衛生安全疑慮。 

5. 消費者應正確及妥善使用各類塑膠類食品餐器（具）。 

6. 以塑膠容器盛裝醃製品時，應注意其材質特性。

（五）如何挑選塑膠食品容器？

1.  購買食品塑膠器具或餐具時，注意包裝或產品上的標誌，並
確認標誌上所標明之材質或是耐熱度之資訊。

2.  在使用產品前，先確認產品材質後，再進行食物的盛裝、加
熱或保存。若是非耐熱材質，不宜盛裝熱食或微波加熱。 

3.  使用塑膠餐器具時需注意，不同塑膠對耐酸性及耐鹼性的能
力不同，為了避免民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錯誤的塑膠餐

器具，造成溶出對人體有害之物質，對於酸性或鹼性（如檸

檬汁、醋等）食品，應選擇耐酸及耐鹼性較好之 PP材質，
且儘可能選擇塑膠本色之餐器具。 

（六）加熱時如何安全使用適當的容器？

1. 微波加熱
目前塑膠材質中，可適用於盛裝食物，進行微波加熱之塑

膠材質為聚丙烯（PP）材質，其他材質不建議使用。若要使
用微波加熱時，挑選的聚丙烯產品應有 CNS 2446檢驗通過微
波爐高頻適當性、微波爐耐久性之產品，在微波時應打開其上

蓋，避免熱量集中，導致溫度過高。若其上蓋或有其他部件非 5
號 PP聚丙烯材質，應避免一同進入微波爐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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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鍋加熱
電鍋加熱的原理是利用水加熱變成蒸氣，利用蒸汽進行食

品加熱，蒸氣的溫度可高達 120℃以上，通常塑膠在此溫度下
會有變形、軟化或是融化的現象，因此，塑膠產品絕對不可使

用電鍋加熱。

3. 其他加熱方式
其他加熱方式如炭火加熱、烤箱加熱、使用爐火加熱等加

熱方式調理食品時，不適合使用塑膠容器。

烹調類食品，常用紅燒、清燉、蒸、炸、快炒等方法，食

品過程皆需使用到食用油，除須考慮材質之耐油脂特性外，亦

須控制烹調過程溫度不致超過耐熱溫度，建議可以瓷器或不銹

鋼容器來盛裝使用。

（七）結語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應標示之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品項」已經開始生效，特別設立此規定是要減少

食安問題，讓消費者或下游使用業者獲得完整資訊及瞭解其整

體特性與品質，以達消弭消費者之疑慮及能正確選擇使用合適

食品容器具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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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0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 4-1　食品容器有學問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10分鐘
簡介塑膠材質

及種類

1.  開始時可以影片方式說明生活
上塑膠容器使用的重要性。

2.  了解食品器具容器衛生標準。

以「美女型男主廚

終極測驗∼塑膠食

品容器與美食配對

大作戰」影片為討

論的起點

30分鐘

認識塑膠材質

回收符號

1.  重點解說：塑膠容器的瓶身、
瓶底或是外標籤上，大多數都
有印上三角形的回收標示，這
些三角回收標誌裏面有一個數
字，數字的不同代表著塑膠材
質的不同。了解其材質後可以
幫助高齡者在選購及使用上的
安全。

2.  小組討論：以實體食品之標示
討論。

以實體之食品容器

說明

25分鐘
如何挑選塑膠

食品容器？

1.  重點解說：了解不同的塑膠材
質會有不同的特性。

2.  小組討論：不同食品塑膠容器
及如何於生活上正確使用。

以實體之食品容器

說明

25分鐘
烹調使用注意

事項

重點說明微波、電鍋等加熱方式

時應注意之事項

10分鐘 結語
1.  互動式問題討論。
2.  重點整理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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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塑膠食品容器宣導網站，103/12/26取自 
http://jensen.happywin.com.tw/know_index.php

2.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103/12/26，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Law/Detail.aspx?nodeID=518& lawid=107

3. 塑膠類食品容器具，103/12/26，取自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724

4.  美女型男主廚終極測驗∼塑膠食品容器與美食配對大作戰，
103/12/26，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 ayer_embedded&v=_r0La7uPRT0

延伸閱讀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民 102）。塑膠類食品容（器）具或包
裝衛生安全與標示 100問。台北：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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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協助高齡者了解自己的用藥

（二）協助高齡者了解如何維護自己的用藥安全

（三）協助高齡者知道忘記用藥該如何處理

（四）協助高齡者認識詢問用藥相關問題的管道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1.  本次課程將協助高齡者學習正確用藥的知識及便利的用藥安
全管理方法。

2.  經由對新聞報章雜誌的解說，推廣正確用藥安全觀念。

（二）學習者特性

1.  隨著年齡的增長，器官功能會逐年衰退，身體的毛病也隨之
增加，高齡者就醫拿藥的機會比年輕人高，種類多且複雜。

有調查發現，高齡者吃錯藥的機率比一般人高出七倍之多。

2.  高齡者易相信坊間謠言，誤信誤用來路不明的藥品，治病不
成反傷身。

3.  高齡者重複用藥的情形是一般人的五倍之多，記憶力卻大不
如前，因此常產生許多用藥問題，不知該如何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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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教學

1.  要了解藥要怎麼吃，首先可以先從認識藥袋做起。教學重點
在協助學習者看懂藥袋內容與注意事項。其次則是要了解自

己的狀況，並確實告訴醫師。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有用藥問

題應知道該如何尋求協助。藥袋內容與使用方式請參見（高

醫藥劑部民眾用藥專區說明 http://www.kmuh.org.tw/www/
pharmacy/patient.html）。

2.  教師可以適當的運用圖片、影音等多媒體教材輔助，引發學
員興趣，並以小口訣、歌謠、小遊戲或一問一答等方式，帶

領學習者記憶當日講授重點。

教材大要

（一）前言

家中或鄰居長輩年紀大了常都會服用許多藥物，討論可以

詢問「您是否了解目前吃了哪些藥物 ?」為起頭。

（二）拿了一堆藥，該怎麼吃呢?
藥袋，不單只是裝藥的袋子，上頭寫了很多種藥的用藥資

訊，藥袋內容包含：病患姓名、性別、藥品商品名、藥品單位

含量、藥品數量、用法、用量、調劑地點（醫療機構或藥局）

之名稱、調劑地點之地址、調劑地點之電話號碼、調劑者姓

名、調劑（或交付）日期、警語、主要適應症、主要副作用、

其他用藥指示等。

教師可以樣本藥袋圖示藉由問答的方式，引導學員了解藥

袋所提供的資訊並播放「阿嬤看醫生有藥就吃，一天吞近百顆

藥」的新聞來做用藥方式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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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看醫生該注意什麼？
鼓勵高齡者主動告知醫師自己的病況、用藥情形，讓醫師

了解目前病人的病況與用藥情形，以便讓醫師處方最適合病人

的藥品。

（四）忘記吃藥該怎麼辦？

幾乎每個人都有忘記吃藥的時候，想起來時，可能都已經

超過很久，甚至快到下一次的服藥時間，到底該不該趕緊服藥

呢？高齡者一天往往需要服用多種慢性病藥物，服用方式也很

複雜，常搞不清楚該如何服藥而吃錯藥或忘記吃藥。可以和高

齡者一起討論用藥問題，例如可利用用藥記錄卡註記病人目前

的用藥或可購買週藥盒，協助高齡者正確用藥方式。

（五）藥物資訊何處尋？

有用藥不適（如過敏）或問題，一定要撥打藥物諮詢電話

（一般標示於藥袋上）或儘速回診尋求協助。可以問答的方式引

導高齡者了解生活周遭可以尋求醫藥諮詢的管道與方式（例如

藥物諮詢專線與諮詢窗口）。

（六）結語

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生活周遭的高齡者會遇到許多用

藥問題，學習正確用藥的觀念，不但可以保障自身與家人的健

康，也可以避免很多憾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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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1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 5-1　正確用藥方式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15分鐘 引起動機
討論「您是否了解目前吃了哪些

藥物？」

本次課程活動可

製作簡報檔輔助

教學

15分鐘
拿了一堆藥，

該怎麼吃呢？

討論「藥袋上的內容有仔細看過

嗎？」

15分鐘 認識藥袋
協助高齡者認識藥袋標示：藥袋

問答小遊戲

20分鐘
看醫生注意事

項

情境討論：

1. 播放「阿嬤看醫生有藥就吃一
天吞近百顆藥」的新聞

2. 討論：「看醫生該注意什麼？」

104/1/7取自
https://www.yout 
ube.com/watch? 
v=uNV6SV-rTWI

20分鐘
忘記吃藥該怎

麼辦？

重點說明：

1. 忘記吃藥補服的基本原則
2. 特例解說

15分鐘
有用藥問題該

怎麼辦？

討論「生活周遭可以尋求醫藥諮

詢的管道」

10分鐘
結語：用心愛

護我們的老寶

貝

重點複習：

多關心與了解高齡者用藥安全需

求，並適時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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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用藥安全短片五大核心能力 2分鐘，103/12/30，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0DIw7qVnvY

2. 阿嬤看醫生有藥就吃，一天吞近百顆藥，103/12/30，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V6SV-rTWI

3. 用藥五大核心 保障身體健康，103/12/30，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5j2vTTPTM

4.  衛生福利部正確用藥互動學習網，103/12/30，取自
 http://doh.gov.whatis.com.tw/

5.  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提昇正確用藥認知系列，103/12/30，
取自 https://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 nodeID=524

6.  我會正確用藥 -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103/12/30，取自
 https://isp.moe.edu.tw/resources/search_content.jsp?rno=1 591704

延伸閱讀

1.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民 99）。就是藥健康：你不可不
知的正確用藥常識。台北：洪葉文化。

2. 林雨欣（民 94年 8月）。忘了吃藥怎麼辦？。康健雜誌，81。

3.  陳樹功、鄭慧文、曾千芳、陳惠芳、鄭秋真、蔡佳芬、朱正明
（民 97年 2月）。銀髮族「藥」怎麼吃？。藥物食品安全週報，
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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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一）了解高齡者健康狀態及疾病型態

（二）建立高齡者多重疾病正確服藥觀念

（三）了解藥品交互作用及中西藥併服之正確觀念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1.  老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必須了解老化可能帶來的影響及疾
病，思考面對相關問題時應有的準備及態度。

2.  當老化所帶來的多重疾病來臨時，每一次就診後應建立屬於
自己的藥品完整記錄清單，提供下一次就診之醫師做為參

考，並了解高齡者服用藥品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可經由醫師或

藥師的協助建立正確之服藥方式及觀念。

3.  針對藥品交互作用與多種藥品（含西藥與西藥、中藥與西藥）
如何併服提供概括性的介紹。

（二）學習者特性

1.  高齡者多因生理功能減退，可能已逐漸面臨多重疾病纏身的
現象，以臺灣目前罹患慢性病現狀之統計數據導入，引發高

齡者學習之動機及相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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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齡者使用到藥品的種類或頻率也會增加，可分享自身服藥
之經驗及習慣，有助於提升高齡者參與討論的意願，並藉由

分享及討論的過程產生共鳴與互動，並導正高齡者不正確之

觀念以提升其用藥安全。

（三）教師教學

1.  教師能清楚把握主題內容，讓高齡者可先透過測驗檢測個人
的用藥風險高低，並讓學員對自己的用藥風險有基本的認知。

2.  由於每個人教育程度及識字能力不一，須善用圖片及影片等
媒體教材，有助於高齡者學習及吸收，儘量避免使用專業語

言溝通，宜使用高齡者熟悉之語言說明，並隨時留意高齡者

對於內容之反應。

3.  高齡者用藥安全教材相當豐富，包含了「正確用藥互動數位
資訊學習網」、「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行政院衛生署中醫

藥委員會」等網站所提供之用藥安全相關知識，教師可適當

使用網站內合法之圖片或影音教材，使高齡者對用藥安全之

觀念更加具體化。

教材大要

（一）前言

高齡者由於生理功能減退，如：免疫力降低、抗體減少、

腸胃蠕動變慢、肺功能降低，容易肺部感染、心臟疾病增多、

基礎代謝率減少，易造成血糖耐受不足、骨質密度減少，復原

緩慢、口腔黏膜萎縮，牙齒缺損、記憶力、學習能力、智力及

判斷力改變等，這些因素使得高齡者病人容易產生多重疾病。

根據統計，近九成高齡者罹患一種以上的慢性病，而有三成高

齡者更同時患有三種以上的慢性病。多重疾病則又常導致多重

併發症、多重用藥與生活功能降低等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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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齡者多重疾病就診及建立用藥史

根據統計，臺灣老年人平均有近三種慢性病，前五大罹患

疾病分別為自發性高血壓、骨關節病、白內障、功能性消化疾

病及糖尿病等。以罹患糖尿病再合併其他疾病的機率最高，最

高可同時合併八種以上之其他疾病；其次為高血壓性心臟病之

合併症則有七種、其他慢性缺血性心臟病則有六種，可見多重

疾病問題在老人健康問題上是相當重要。多重疾病就會衍生出

多次就診的問題，因此高齡者可選擇至擅長整合各種慢性病的

專門科別就診，也就是「老年醫學科」或「高齡整合」門診就

醫。

對於高齡者而言，多次就診造成重複開立藥品是無法避

免的，不僅浪費資源，也恐傷身，因此若家中有慢性病的高齡

者，應建立自己完整的藥品紀錄清單（如用藥紀錄卡），詳細記

載服用藥品後的副作用、至其他醫院或其他科別領取的藥品、

服藥的時間用法等，且於就診時出示相關的用藥紀錄。

（三）藥品交互作用及併服藥品正確觀念

每一項治療疾病的藥品都有其應服用之劑量及頻次，由於

罹患多種慢性疾病，高齡者經常要服用很多藥品。同時服用兩

種以上的藥品，可能會受到藥品特性的交互作用，而造成對人

體的影響，例如降低藥品效用，或是造成血壓下降等，在多重

用藥的情況下，不論藥品不良反應或交互作用都更加危險。為

此，老年醫學科或高齡整合門診的醫師與藥師可為病患統整藥

品，以達到吃最少的藥，而可獲得最佳的治療效果。

除了西藥與西藥有交互作用外，很多高齡者亦有同時服用

中藥的習慣。一般而言，如需併服中西藥時，兩者最好相隔兩

小時以上，而中西藥併服有的情況可能加強藥效，但有時也可

能產生不良反應。如丹參、黃耆、當歸等與西藥之抗凝血劑併

用時，有增加出血的風險，故應謹慎使用。各種中西藥交互作

用影響程度不一，同時服用中西藥時，還是要記得告知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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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藥小撇步

長期領取慢性處方箋之高齡者，應對藥品的外觀、形狀和

顏色有所了解與認識，而高齡者因為記憶力、認知力下降，可

能會忘記該在何時服用藥品，若本身藥品種類多或者服藥時間

複雜時，建議可利用「藥盒」依時間分配好，標示清楚，並保

留原來的藥袋以便需要時查詢。

（五）結語

高齡者用藥安全一直是大家關心的議題，藥品治療成功與

否，病人本身及家屬的配合也扮演重要角色，除了抱持正確用

藥觀念及態度外，需配合療程並確實遵守醫囑服用藥品，不可

自行調整藥品或併服藥品，才能真正提升高齡者用藥安全。



第六單元：多重疾病如何服藥

39

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2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 6-1　多重疾病如何服藥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15分鐘
高齡者健康

狀態及疾病

型態介紹

重點解說：了解老化可能帶來的影

響及疾病，思考面對相關問題時應

有的準備及態度。

以圖表輔助說明

30分鐘
高齡者多重

疾病就診及

建立用藥史

1. 重點解說：高齡者用藥型態及模
式。

2. 小組討論：討論自己用藥型態。
3. 強調建立用藥史之重要性。
4. 模擬用藥史建立實作。

25分鐘
藥物交互作

用簡介

1. 重點解說：藥品交互作用說明及
重要性。

2. 常用藥品交互作用介紹（三高藥
品）。

3. 小組討論：目前服用藥品是否有
交互作用?

25分鐘
藥物併服之

基本原則及

注意事項

1. 新聞影片：血糖藥混四神湯，糖
尿病患者昏倒，案例：有個糖
尿病患者，喝了四神湯後又吃了
降血糖藥，結果突然昏倒了。原
來四神湯裡面，有不少中藥材本
身就含有降血糖的功效，如果再
吃西藥可能藥效會太強，導致昏
倒。）

2. 重點解說：西藥與西藥、中藥與
西藥併服原則。

影音輔助

新聞影片發佈日

期： 1 0 3年 4月
1 1 日 （ 華 視 新
聞：血糖藥混四

神湯，糖尿病患

者昏倒_h t t p s：
//www.youtube. 
com/watch? v= 
IgWmlfmCcOg）

15分鐘 服藥小撇步
1. 重點解說：強化對藥品認識。
2. 討論：提供更多的服藥小撇步。

10分鐘 結語
1. 重點解說：強調用藥正確觀念及
家人協助之重要性。

2. 重點整理及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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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藥品與健康食品的差別
侯吉蓮藥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藥劑部

學習目標

（一）協助高齡者認識合法的藥品標示

（二）協助高齡者了解藥品與健康食品的差別

（三）協助高齡者了解藥品與食品的交互作用

（四）協助高齡者了解藥品的特殊設計和用法

（五）協助高齡者了解藥物多吃有害無益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本課程重點在傳遞用藥需注意的事項，以避免錯誤用藥造

成的危害，包括什麼是合法藥物，避免買到假藥，健康食品與

藥品有何不同，以及吃藥的相關禁忌。

（二）學習者特性

高齡者常因老化或慢性病需要使用藥品，同時認知學習能

力也相對退化，可以用簡單易懂的影片或故事來導正高齡者常

見的用藥錯誤觀念。

（三）教師教學

1.  針對高齡者用藥安全資訊，可適當使用政府提供的資源的教
材和影片，裡面有相當豐富且重要的基本用藥觀念，可讓高

齡者更容易了解用藥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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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利用的資源有：「正確用藥物數位資訊學習網」、「食品藥物
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等。

教材大要

（一）前言

高齡者常有老化或慢性病需要使用藥物的問題，但也因為

對藥物的認知不足，或被不實資訊影響，而導致用藥觀念和行

為不正確 ，危害健康。希望能藉由本活動宣導，讓高齡者用藥
更安全，身體更健康。

（二）認識合法的藥物標示

王媽媽年紀大了，常常這邊痠那邊痛，影響了生活起居，

一個朋友介紹她吃一種藥，是治痠痛的！她說：「介紹給很多人

吃過，大家都說效果真的很好，且完全無副作用，你吃ㄧ次就

有效果啦 !」王媽媽應該接受朋友的建議嗎？

事實上，我們周遭常充斥著不法的藥品或誇大不實的藥

品廣告，在不肖商人的誤導下，導致民眾花錢又傷身，在此提

醒大家合法藥品的標示，包括： 廠商名稱及地址、品名及藥物
許可證字號、製造日期或批號、主要成分含量、用量、用法、

主治效能、性能或適應症、副作用、禁忌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當有人向您推薦藥品時，應該留意是否

為合法藥品，而且要請教過醫師或藥師才可以使用。拒絕來路

不明的藥品，凡是廣告內容太過神奇的產品，都要特別提高警

覺，不要購買，以保障健康。

（三）藥品與健康食品的差別？

有些民眾認為藥品和健康食品比較起來，健康食品是天然

的，比較沒有副作用，所以會比較喜歡吃健康食品勝過藥品，

但這是正確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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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必須要了解健康食品是什麼？根據《健康食品管

理法》對健康食品的定義：指具有保健功效，並標示或廣告其

具該功效之食品。而保健功效，是指增進民眾健康、減少疾病

危害風險，且具有實質科學證據之功效，「非」屬治療、矯正人

類疾病之醫療效能，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意思就是，健康食品主要在輔助與預防的角色，也不能宣

稱具有療效。民眾在購買時，應特別注意是否有經衛生署檢驗

合格的「衛署健食字號」或「衛署健食規字號」及健康食品標

章（見圖 7-1）。

圖 7-1　健康食品標章

藥品與健康食品的不同在於：藥品可以「治療、減輕或預

防」疾病。不管在有效成份的質、量或強度，添加物的規定，

或是製造過程和藥廠設備等規定都比較嚴謹，在療效的部分也

會比健康食品更確實，使用時應認明是否有經衛生署檢驗合格

的「衛署成製字號」、「衛署藥製字號」或「衛署藥輸字號」。所

以有疾病發生時還是應先求助醫師，以藥品治療，才不會花了

錢又延誤病情。

（四）了解藥品與食品的交互作用

許多人都知道藥物與藥物之間可能會發生交互作用，但食

物對藥物的交互作用就比較容易被忽略。其實食物的影響也不

容小覷，輕則會影響藥效，重則危及生命，像是酒精、牛奶、

茶葉、葡萄柚汁、高鉀食物、富含維他命 K的食物、含酪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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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等，都會與某些藥物發生交互作用。因此，用藥前建議可

以詢問藥師是否有食物交互作用，尤其是慢性疾病需要長期服

藥的病人。若無法得知相關訊息，也盡量固定服藥與吃飯的時

間，並在服藥期間避免喝酒、葡萄柚汁等上述食物，以確保用

藥安全。

（五）了解藥品的特殊設計和用法

有些高齡者因為吞嚥困難，需要將藥品磨粉才能使用，但

藥品可不可以磨粉，取決於藥品是否有特殊劑型。所以應該先

告知醫師，有磨粉需求，並且在領藥時詢問藥師，藥物是否可

以磨粉，以免藥物失效或增加副作用。外用藥品像是鼻噴劑、

吸入劑、栓劑，用法和用量比較特殊，領藥時一定要詢問藥師

正確的使用方法，才能使藥效充分發揮。

（六）多吃藥有益嗎？

食物吃多可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危害，但藥品吃多可是一

件危險的事，因為不是藥量加倍，藥效就一定加倍，但是藥量

加倍，副作用或毒性可能就會出現了。所以千萬要按照醫師、

藥師指示使用藥物，而不可因為自覺效果不好就自行增加藥量。

（七）結語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就如同藥物一樣，可以治療疾

病，也可以造成身體不舒服，甚至傷害身體，所以對於藥物的

使用我們一定要小心，多一分了解，多一分保障。「看病找醫

師，用藥問藥師」，才能保障我們身體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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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2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 7-1　藥品與健康食品的差別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20分鐘
認識合法的藥

物標示

講述法、影片

1. 合法的藥物標示有哪些？
2. 哪些來源的藥可能是不合法的？

可輔以時事

新聞

20分鐘
了解藥品與健

康食品的差別

講述法

1. 了解什麼是健康食品？又與保健食
品有何不同。

2. 藥品與健康食品的差別在哪裡？

40分鐘
了解藥品與食

品的交互作用

講述法、影片

舉例說明藥品與食品的交互作用，並以

影片說明

可輔以時事

新聞或影片

20分鐘
了解藥品的特

殊設計和用法

講述法

1. 舉例說明藥品的特殊設計和用法。
2. 藥物可不可以磨粉？

可配合特殊

設計的藥品

圖片

20分鐘
多吃藥有益無

損嗎？

講述法、影片

傳遞藥量加倍，副作用或毒性可能就會

出現的觀念。

可輔以時事

新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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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藥沒吃完怎麼辦
呂英豪藥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藥劑部

學習目標

（一）協助高齡者了解良好服藥配合度的重要性

（二）協助高齡者了解藥品正確保存方式及重要性

（三）協助高齡者了解如何處理廢棄藥品及未正確處理對環境影響

設計理念

（一）主題內容

1.  高齡者因記憶力變差及多重疾病就診因素，造成服藥配合度
低，而服藥配合度不佳可直接反應出治療成效不佳，不僅造

成藥品成本浪費也增加健康照護成本的支出。

2.  廢棄藥品的產生除了因服藥配合度不佳外，也可能是對於藥
品保存觀念不足，導致藥品變質及過期，提供藥品保存之正

確觀念，了解正確儲存藥品之重要性。

3.  教導高齡者正確廢棄藥品處理方式，除提升用藥安全外，亦
可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二）學習者特性

1.  高齡者可能因多重疾病就診，服藥配合度不佳而累積不少藥
品，也會因為拿取方便而易忽略藥品保存方式之重要性，可

以此為切入點提出高齡者常發生的問題，啟發高齡學員的自

我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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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齡者常因家中剩藥過多而與家人或鄰居分享自身藥物，或
自身經驗及習慣，其中可能有不適當的用藥習慣，可藉由正

確訊息的傳達及討論的過程產生互動，激發高齡者對主題內

容之省思。

（三）教師教學

1.  教師應清楚解說用藥重要觀念，並可以提出真實案例和經驗
分享討論，激發高齡者對主題的共鳴，幫助他們理解，提高

高齡者學習的興趣。

2.  教師講解應以高齡者熟悉之語言與方式進行教學，對於時間
與深度的掌握須注意，並多予以鼓勵。

3.  廢棄藥品處理教學，除了影片或圖片解說外，可藉由實作教
導高齡者如何處理廢棄藥品，幫助他們記憶，亦可從過程

中，導正高齡者不正確之觀念及做法。

教材大要

（一）前言

依據國民健康局調查顯示，近九成高齡者自述曾經醫師診

斷至少有一項慢性病，具患有三項以上慢性病的老人比率亦高

達三成。根據統計，住院的高齡病人中有 28%是因為藥物不良
反應及服藥配合度不佳所導致。

（二）服藥配合度（遵從醫囑服藥為什麼那麼重要？）

高齡者常因對服用藥物治療疾病的重要性不完全了解，導

致用藥配合度或遵醫囑性不高，也可能因為給藥時程複雜，會

忘記吃藥，而降低高齡者服藥的配合度而導致未準時領藥、療

程結束前即停用、不依用藥指示服藥等，也可能與藥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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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副作用、無法清楚閱讀標示或未充分了解相關資訊有關。

但是，有一些研究指出年齡並不會顯著影響服藥的配合度，所

以只要讓高齡者充分了解藥品的正確用法及服藥的必要性，他

們也可以做的和年輕人一樣好。

另外，服藥配合度不佳除了會影響藥品療效，若醫師誤以

為病人有遵照指示服藥但療效不佳，可能會增加劑量或調整藥

物，在這樣情形下可能會導致藥物過量等嚴重後果。

（三）藥品保存方式及重要性

高齡者可能因為拿取方便或不正確之觀念，而忽略藥品保

存的小細節，但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小地方，卻是可能造成嚴

重後遺症。其實，藥品跟食物一樣，都是有保存期限的，過期

的藥品對於疾病治療是會造成影響，所以正確的藥品保存方式

就是定期檢查家裡的藥品是否有變質，可以保障藥品使用時還

具有良好藥效，更能確保疾病治療。

一般藥品保存方式有：避免陽光直射並放置於乾燥陰涼處，

一般室溫的口服藥品並不需要放置於冰箱中，冷藏藥品置於

2-8℃之冰箱中冷藏等原則。此外，藥品保存時也應該保持藥品
包裝外觀的完整，若是有藥袋則與藥品一同保存，一方面可確

保藥品正確性，也可獲得藥品的保存資訊及取得日期，確保下

次用藥品質。

（四）廢棄藥品處理

高齡者常見的用藥問題有過期藥捨不得丟棄，或病情好轉

就自行停止吃藥，使得藥物囤積過剩，還有人常常會買一堆綜

合維他命及保健食品，卻在一段時間後忘記它們存在，這些過

期藥品或營養補充品該如何處理呢 ?有些人可能是丟垃圾桶或
丟馬桶沖掉，殊不知已經汙染我們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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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針對全臺灣七大河川進行檢驗，在卅六個地

點採樣，檢出普拿疼、咖啡因的比率達九成，而非類固醇類消

炎止痛藥，也有八成檢出率，其次是抗生素、類固醇及避孕藥

所含的賀爾蒙。這不只會對水裡的魚蝦造成危害，透過動植物

食物鏈，同樣也對人類健康不利。

廢舊藥品清除有六大處理步驟，參考網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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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將剩餘的藥水倒入夾鏈袋中。

【步驟二】 將藥水罐用水沖一下。沖過藥水罐的水也要倒入

夾鏈袋中。

【步驟三】 將剩餘的藥丸從包裝（如鋁箔包裝、藥袋等）中
取出，並將全部藥丸集中在夾鏈袋裡。

【步驟四】 可以用泡過的茶葉、咖啡渣或用過的擦手紙等，
把它們和藥水藥丸混合在一起。

【步驟五】將夾鏈袋密封起來，就可隨一般垃圾清除。

【步驟六】乾淨的藥袋和藥水罐就可以回收。

不過，癌症用藥或管制性藥品（如鎮靜安眠藥、嗎啡類止

痛劑）建議送回原開立處方之醫療院所處理。

（五）結語

未吃完之藥品不贈予他人，也不留到下次生病再吃，因為

別人生病的原因與你下一次生病的原因可能不盡相同，養成正

確用藥，避免藥物浪費，正確保存藥品及處理廢棄藥品，不但

提升用藥安全，亦可保護地球，留給後代子孫美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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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一）時間：120分鐘

（二）教學活動主題與教材教法

表８-1　藥沒吃完怎麼辦活動教案

時間
教學活動
主題

教材教法 備註

15分鐘 引起動機

以數據顯示國內高齡者服藥

配合度不佳的狀況，提高學

員注意。

25分鐘
服藥配合度的

重要性

1.  重點解說：強調服藥配合
度的重要性，並舉例解說
服藥配合度不佳的危險
性。

2.  小組討論：討論自己服藥
配合度的狀況並分享之。

25分鐘
藥品保存方式

及重要性

1.  重點講述：認識藥品保存
期限及一般保存原則。

2.  小組討論：討論自身如何
保存藥品。

3.  需特殊保存方式藥品提醒
及解說（胰島素或骨質疏
鬆治療藥品）。

圖片輔助解說

40分鐘 廢棄藥品處理

1.  重點解說：廢棄藥品處理
六大步驟。

2.  邀請高齡者上台實作，並
確定學到正確做法。

參考網址

1.  http: //www. 
youtube.com/
watch?v=VpR 
rXEb4P2Y

2.  http://www.greenh 
osp.tw/medical/

15分鐘 結語

1.  重點解說：高齡者對於吃
不完的藥品還有哪些處理
方式？

2.  重點整理及強調愛護環
境，保護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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