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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與您的藥物 You and your Medications 

引言 Introduction 

我們鼓勵您積極參與自己的醫護計劃，也希望您的主

要照顧者和其他對您重要的人也知道您的用藥情況。

對於我們給您的藥物，歡迎您隨時向我們提出問題。 

本小冊子列出了各種方法，讓我們可合力確保您明白在

留院時所服用的藥物，並確保您回家後也可以安全地使

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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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您在留院期間的安全  
Keep you safe while in the hospital 
若您不知道我們給您的是什麼藥物，或為什麼要給您用

這些藥，請勿服用。 

我們在醫院會提供您全部所需的藥物。留院期間，將由

護士給您這些藥物。  

告訴我們您在家中服用的所有藥物，包拾草本藥物、天

然藥物、維他命和補充劑。我們會將您家中所用的藥物

與我們提供的藥物比較，以確保您齊備所有需要的藥

物。 

若從家中帶來了任何藥物、草本藥物、天然藥物、維他

命和補充劑，請通知我們。我們跟您一起查看這些藥物

後，可能會請您信任的人把它們帶回家。 

留院期間，我們或需對您的藥物作出一些更改，包括： 

• 藥物的種類 

• 藥物的用量 

• 服藥的時間 

• 藥物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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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與您的藥物 You and your Medications 

為協助我們確保您在正確的時間服用正確的藥物，歡迎

您向我們提出問題。  

以下是您可以提出的問題和其背後原因。 

1. 您可以查看我的醫院手帶和問我的姓

名嗎？ 
若我們尚未查看這些資料，這條問題可確保我們將藥

物送到正確的病人手上。 

2. 您是否已查閱過我的過敏情況？ 
這條問題使我們多去了解您因為藥物或食物而出現過

的任何過敏情況或不良反應。 

3. 這藥物的名稱是什麼？ 
您可以從中認識我們給您的是什麼藥物。不同藥物的

名稱聽起來可能很相近，因此建議您重複說出藥名，

以確保您聽得清楚無誤。 

4. 我為何要使用這藥物？ 
我們即會向您解釋使用這種藥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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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們將用什麼方法給我送藥？ 
我們在醫院的送藥方法，有時可能跟您在家時的用法

不一樣，例如我們可能用注射方式送藥，而您在家則

可能是吃藥丸。在留院期間，須清楚知道院方是如何

給您送藥。 

6. 此藥有沒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 
我們想您知道要注意的情況，這樣當您留意到有任何

副作用時，可即時通知我們。 

7. 我須在一天中什麼時候服藥？ 
要達到最佳藥效，病人需在日間或晚間的正確時間服

藥。知道目前的服藥時間，表示若日後時間有變時，

您也會留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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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與您的藥物 You and your Medications 

8. 服用此藥，可否同時服用其他藥物？ 
對於某些藥物，若跟其他藥物或補充劑同時使用，便

不能發揮其應有效用。 

以下是我們需要知道的藥物和補充劑種類。  

若您在家有服用以下任何一項，請通知我們。 

• 由醫生開出處方及藥劑師配製的處方藥物，包括藥

丸、藥貼、吸入器、藥膏、注射藥物和眼藥水 

• 無需處方也可到藥房購買的非處方藥物，例如止痛

藥、傷風感冒藥、解酸胃藥、過敏藥物和瀉藥 

• 醫生或其他醫療專業人員給您的試用裝藥物 

• 維他命和礦物質 

• 自然療法和草本藥物，例如聖約翰草(St. John’s 
Wort)、葡萄糖胺、銀杏等  

• 飲食或健康補充劑／補品 

• 大麻產品 

記緊告訴我們您的喝酒量和服用什麼其他毒品或藥

物，因為它們有可能影響藥物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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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會出錯 Mistakes happen  

我們致力避免出現錯漏，但有時也難免會發

生的。  

您可以幫助我們減少出錯機會。 
 見到您不熟悉的藥物時提出問題。 

 問我們為何這次的服藥時間跟您平時在家的服藥時間

不同。 

 若認為收到的藥物並非您平時慣服的藥物，請向我們

查詢。 

 若認為我們將要給您的藥物是錯的，請說出來。 

 服藥後若身體感到不適，須通知我們。 

若我們在給藥時出錯，必會做以下事情。 

 即時向您報告所犯錯誤。 

 將有關錯誤載入您的醫療記錄內。 

 檢討出錯原因。 

 從錯誤中學習，以免再發生同樣事情。 

  



7 

您與您的藥物 You and your Medications 

準備回家 
Getting ready to go home 
您出院時帶回家的藥物，可能跟您在入院前所用的藥物

不同。  

回家之前，您須問這些問題。 

1. 在留院期間，我有沒有用過任何新

藥？ 
確保我們給您正確的藥物。若我們有給

您用新藥，您必須明白那些是什麼藥物。 

記住要問清楚： 
• 如何服用此藥？  

• 是否可以在進食時同時送服？ 

• 此新藥幫到我什麼？ 

• 新藥需服用多久？ 

• 此藥最好存放在哪裡？ 

2. 哪些藥物在我回家後須繼續服用？ 
某些藥物只是在您留院康復期間才需要服用的。 

3. 回家後須停服哪些藥物？ 
您在出院後可能需停止服用某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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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會用另一種方式用藥嗎？ 
出院後，您用藥的方式和時間都可能有變。 

向院方索取一份詳列您全部藥物（包括任何新藥）的

清單。細閱清單內容，若不確定每種藥物的用途，請

要求我們解釋清楚。如對日後覆診有任何疑問，包括

何時應該去見家庭醫生或其他專科醫生，請向我們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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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與您的藥物 You and your Medications 

在家依時服藥 Managing your medications at home 
出院回家後，要記得依時服藥可能有些困難。以下的方

法可助您做好藥物管理，讓您清楚知道自己要吃什麼藥

和何時服藥。 

 請您的社區藥劑師協助您制定日常

服藥的安排，經商量後由您決定最

佳的做法。您可以選擇使用： 

• 藥盒或吸塑包裝 

• 提醒您服藥的日曆 

• 自動發藥機 

 使用手機或其他裝置設定電子鬧鐘，提醒自己按時服

藥。 

 做以下事情之前，必須先跟您的醫生或藥劑師商量： 

• 改變服藥方式之前 

• 開始服用任何新的非處方藥物、草本藥物或補充劑

之前 

• 停服任何藥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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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服用那些處方給您本人（非其他人）的藥物，同時

也絕不容許任何人服用您的藥物，因兩者都是非常危

險的。服用不屬於您的藥物，可導致嚴重不良反應。 

 把所有不再用的藥物拿到藥房去，以便安全棄置。為

保護環境，切勿將藥物沖進廁所內或掉進垃圾箱內。  

 每年和在加了新藥之後，都請您的藥劑師審視您的藥

物一次。 

 隨身帶備您的藥物清單。  
您可以下載「我的藥物卡」填寫藥物清單。  

• 掃描此二維碼下載藥物卡。有多種語言可

供選擇。 

• 可透過電子方式填寫資料，

或在打印後將藥物資料手寫

在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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