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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您的药物 You and your Medications 

引言 Introduction

我们鼓励您积极参与您的医护。我们请您让您的基本

照护伙伴和其他对您来说重要的人参与讨论您的用药

问题。关于我们给您的药物，欢迎随时提问。 

这本小册子概述了我们可以如何协作，确保您在住院期

间了解您的药物，并确保您在家中安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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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您在住院期间的安全 
Keep you safe while in the hospital
如果您不知道是什么药，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给您这

种药，就不要服用。 

您需要的全部药物都由我们提供。住院期间，您的护士

会把这些药发给您。  

告诉我们您在家里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草药、天然产

品、维生素和保健品。我们会将您在家中服用的药物与

我们提供的药物进行对比，确保您有所需的全部药物。 

告诉我们您是否带了自己的药物、草药、天然产品、维

生素和保健品。我们会和您一起查对药物。我们可能会

要求将您自己的药交给您信任的人带回家。 

在住院期间，我们可能需要对您的用药做些变动。这些

变动可包括： 

• 药物的种类

• 药物的数量

• 服药的时间

• 药物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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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帮助我们确保您在正确的

时间得到正确的药物。 

以下是您可以提的一些问题，以及为什么

应该问这些问题。 

1. 您能查对我的医院臂带和我的名字吗？

如果我们还没有查对，这样就能提示我们确保不要发

错药。

2. 您检查过我的过敏症吗？

这提示我们要了解您过去对药物或食物的任何过敏或

不良反应。

3. 这种药叫什么？

这帮助您了解我们给您提供的是什么药。药物名称可

能听起来彼此很相似。我们建议您重复说一遍药名，

确认您没有听错。

4. 我服用这种药是为了什么？

这提示我们解释您为什么服这种药。



4 

5. 你们如何给我用药？

有时我们的给药方式与您在家里不同。例如，我们可

能以注射方式给您用药。在家里，您可能是服用药

片。了解医院里如何给药是有益的。

6. 这种药有没有不良副作用？

我们希望您知道应该注意什么，这样您就可以在发现

任何副作用时立即告诉我们。

7. 我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服用这种药？

为了发挥最佳效果，人们需要在白天或晚上的正确时

间服药。知道什么时候服药意味着安排的服药时间有

所改变时您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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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可以将这种药与其他药同时服用吗？

有些药与其他药或保健品同时使用时，无法发挥应有

的作用。

以下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药物和保健品的种类。

如果您在家里使用这些药，请告诉我们。

• 由医生开处方并由药剂师配发的处方药，包括药

片、贴片、吸入剂、药膏、注射剂和眼药水

• 您无需处方就能在药房购买的非处方药，如止痛

药、感冒药、抗酸剂、过敏药和泻药等

• 医生或其他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给您的药品样本

• 维生素和矿物质

• 自然疗法和草药，如贯叶连翘、葡萄糖胺、银杏等

• 饮食或保健品

• 大麻制品

请务必告诉我们您喝多少酒，以及您使用哪些其他物

质或药物。这些也会改变药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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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 Mistakes happen

我们竭尽全力防止出错，但出错很难避免。 

下面谈谈您能如何帮助我们减少出错。 

 如果您觉得某种药物不熟悉，请提出询问。

 询问我们的给药时间为什么与您平时在家的时间不

同。

 您认为您没有得到通常服用的药物时，请向我们询

问。

 当您认为我们给您的药不对时，要坦率说出来。

 如果您用药后感觉不舒服，要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在给药方面出了差错，我们总是会做好以下几

件事。 

 马上向您报告错误

 在您的健康记录中记录下错误。

 审查错误的原因。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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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回家准备 
Getting ready to go home 
出院回家后使用的药物可能与来院前使用的药物不同。 

以下是您在回家前要问的问题。 

1. 我在住院期间有没有使用任何新的药

物？

确保给您的药正确无误。如果我们给

您提供了新的药物，您必须了解这些是

什么药。

记得要问：

• 如何服用这种药？

• 可以在进餐时服用吗？

• 这种新的药物对我有什么帮助？

• 这种新的药物要服用多久？

• 这种药放在哪里最好？

2. 哪些药可以在家里继续服用？

有些药只在您住院康复期间才给您使用。

3. 回家后要停用哪些药？

出院后，您可能需要停用某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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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是否要以另一种方式用药？

出院后，我们可能会改变您的用药方式和时间。

请向我们索取一份所有药物的清单，包括任何新的药

物。仔细阅读药物清单。如果您不确定，可以要求我

们解释每种药的用途。

如果您对后续疗护有任何疑问，包括何时去看家庭医

生或其他专科医生，请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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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管理好您的用药 Managing your medications at
home 
在家时可能很难记住何时服药。这里有一些方法可以掌握该

用哪些药物及何时用药。 

 请社区药剂师帮助您整理安排好在

家里服用的药物。你们一起决定哪

种选项最适合您。选项可包括：

• 药盒或吸塑包装

• 用药日历

• 自动分药器

 用手机或其他设备设置用药的电子提醒。

 在做以下这些事情之前，一定要咨询您的医生或药剂

师。

• 在改变用药方式之前

• 在开始使用任何新的非处方药、草药或保健品之前

• 在停用任何药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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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服用为您开的药，不要服用为别人开的药。也不要

让其他人服用您的药。这两种行为都非常危险。服用

不适合您的药物可能会导致严重反应。

 把您不再服用的所有药物都送回药房，以便安全处

置。帮助保护环境。切勿将药物冲进马桶或丢进垃圾

桶。

 每年要请药剂师查对您的药物，添加新药时也要这么

做。

 随身携带一份药物清单。

为帮助您做到这一点，请下载“My Medication Card
（我的用药卡）”。

• 扫描此二维码下载。用药卡有多种语言

版本。

• 可以用电子方式填写或打印

出来，写上您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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