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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太大顆，我吞不下去，可不可以剝

半或磨粉呢？」面對許多民眾的用藥疑

惑，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藥劑科

蘇柏名藥師表示，這個問題因藥品而異

，除了一般口服壓製錠可以磨粉之外，其

他類劑型設計本就有其特殊目的，剝半

或磨粉服用，往往會失去設計此類劑型

的「美意」。

一般常見不適合剝半或磨粉的口服劑型，

有長效緩釋劑型及腸溶膜衣錠兩種。長效

緩釋劑型是為了使藥品能在身體裡緩慢釋

放，讓藥品在血液中一段時間內可以維持

一定之濃度，達到穩定治療的效果，萬一

劑型被破壞，可能會造成藥品在短時間內

大量吸收，除會影響治療效果，甚至引起

藥品過量之不良反應。「腸溶膜衣錠」的設

計，是為了讓某些藥品避開胃酸的破壞，使

藥品能進到腸道內再被溶解吸收，如果缺

少這層外衣，藥品結構極可能在胃中就因

酸性環境而改變，失去治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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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需要使用鼻胃管或有吞嚥困難者，

請掌握「藥劑3要記原則」：

1 .要記得就醫時告訴醫師，家中長輩有

特殊需求，請醫師開立能夠剝半或磨粉

劑型，避開特殊劑型的藥品。

2 .要記得若是不確定藥品劑型是否可以

磨粉，一定要聯繫原領藥藥師，或是至

鄰近的社區藥局尋求藥師的協助，千萬

不要自行磨粉給長輩使用。

3 .要記得有些藥品雖然可以泡水或磨粉

經鼻胃管管灌，仍不建議久放，最好立

即使用，避免藥品變質，影響治療效果。

藥品的劑型種類越來越多，許多同成分

的藥品同時有多種不同劑型可供選擇，

建議民眾千萬不要貪圖方便，未經確定

前就隨意將藥品剝半或磨粉，應該要將

個案狀況詳實告訴醫師，請醫師開立適

當藥品；若是於用藥前有疑慮，要儘快

聯繫藥師，請藥師協助判斷該藥品是否

可以剝半或磨粉，以免造成藥品不良反

應，或是治療失敗。

為建構完整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我國

已推動三級品管制度，第一級品管係由

業者自主管理；第二級品管是透過第三

方單位驗證；第三級品管則由政府稽查

抽驗。此外，業者也可參照強制檢驗8步

驟，以確認產品安全衛生。

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稱為食藥署)已於

107年9月20日公告修正「應訂定食品安

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

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中

資本額達3千萬元以上的食品工廠，已於

108年全數納管實施強制性檢驗。業者應

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

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

體檢驗，如檢驗不合格者應有改善或矯

正措施。

考量食品品項多元，重要管制點會因產

品原料、製造過程、廠區環境、儲運方

式及溫溼度控管條件等因素，致影響成

品表現，故需要檢驗的項目繁多，業者

可參照「強制檢驗8步驟」，制定廠內產

品檢驗計畫，以善盡自主管理之責。

食品強制檢驗8步驟

睡前滑手機、搭車時變低頭族，許多學生

經常在光源不足、晃動的車上看手機，很

容易有近視。近視有數種治療方式，專業

眼科醫師診治後，會視情況建議孩子配戴

「角膜塑型片」矯正視力。

藥太大顆可剝半
  或磨粉服用？1 夜間配戴，矯正視力

角膜塑型片是一種夜戴型隱形眼鏡，適

合9歲到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可暫時矯

正配戴次日的視力。鏡片內緣會根據個

人眼球屈光度、角膜曲率和角膜特性特

別訂製，在夜間睡眠時配戴，鏡片會輕

輕接觸眼角膜，適度壓迫角膜外弧度區

域，以物理性方式鏡片弧度控制角膜形

狀，達到暫時矯正近視效果。

想讓角膜塑型片發揮最佳作用，夜間配

戴時間至少要有6小時，如果睡眠時間不

足，配戴效果會打折扣；但也不能超過

10小時，以免容易造成角膜缺氧。

仔細清潔，避免感染

由於角膜塑型片會直接接觸眼角膜，接

觸鏡片前，一定要徹底洗淨雙手並擦乾。

每天清潔時，都要使用專用清潔液輕輕

搓洗鏡片，並更換隱形眼鏡保存液，千

萬別用自來水直接沖洗或浸泡鏡片，更

不要為了攜帶方便而分裝清潔液，以免

汙染清潔液，或不小心拿錯藥水。如兒

童使用角膜塑型片，家長務必一起學習及

協助孩子每日清潔、配戴及取下鏡片。

散光太高，不宜配戴

角膜塑型片屬於高風險的第三等級醫療

器材，近視度數在400度以下，散光150

度以下，使用效果比較好。度數愈深，

角膜愈凸，壓平角膜的力道必須更強，

角膜回復原本狀態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矯正效果沒那麼好。

此外，眼部開過刀、患有嚴重乾眼症、

嚴重過敏性結膜炎、急性結膜炎、角膜

炎、角膜弧度太平或太陡、散光度數大

於近視度數、不規則散光或散光度數大

於150度、晶體散光（非角膜散光）大於

-1.00D、先天性近視患者，以及睡眠品

質不佳者，可能也不適用此種產品。食

藥署提醒，消費者一定要經眼科醫師評

估驗光檢查依照醫師指示矯正視力，切

勿自行購買角膜塑型片使用。如配戴角

膜塑型片，亦必須遵照眼科醫師指示定

期回診，以確保眼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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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滑手機、搭車時變低頭族，許多學生

經常在光源不足、晃動的車上看手機，很

容易有近視。近視有數種治療方式，專業

眼科醫師診治後，會視情況建議孩子配戴

「角膜塑型片」矯正視力。

認識角膜塑型片3

夜間配戴，矯正視力

角膜塑型片是一種夜戴型隱形眼鏡，適

合9歲到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可暫時矯

正配戴次日的視力。鏡片內緣會根據個

人眼球屈光度、角膜曲率和角膜特性特

別訂製，在夜間睡眠時配戴，鏡片會輕

輕接觸眼角膜，適度壓迫角膜外弧度區

域，以物理性方式鏡片弧度控制角膜形

狀，達到暫時矯正近視效果。

想讓角膜塑型片發揮最佳作用，夜間配

戴時間至少要有6小時，如果睡眠時間不

足，配戴效果會打折扣；但也不能超過

10小時，以免容易造成角膜缺氧。

仔細清潔，避免感染

由於角膜塑型片會直接接觸眼角膜，接

觸鏡片前，一定要徹底洗淨雙手並擦乾。

每天清潔時，都要使用專用清潔液輕輕

搓洗鏡片，並更換隱形眼鏡保存液，千

萬別用自來水直接沖洗或浸泡鏡片，更

不要為了攜帶方便而分裝清潔液，以免

汙染清潔液，或不小心拿錯藥水。如兒

童使用角膜塑型片，家長務必一起學習及

協助孩子每日清潔、配戴及取下鏡片。

散光太高，不宜配戴

角膜塑型片屬於高風險的第三等級醫療

器材，近視度數在400度以下，散光150

度以下，使用效果比較好。度數愈深，

角膜愈凸，壓平角膜的力道必須更強，

角膜回復原本狀態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矯正效果沒那麼好。

此外，眼部開過刀、患有嚴重乾眼症、

嚴重過敏性結膜炎、急性結膜炎、角膜

炎、角膜弧度太平或太陡、散光度數大

於近視度數、不規則散光或散光度數大

於150度、晶體散光（非角膜散光）大於

-1.00D、先天性近視患者，以及睡眠品

質不佳者，可能也不適用此種產品。食

藥署提醒，消費者一定要經眼科醫師評

估驗光檢查依照醫師指示矯正視力，切

勿自行購買角膜塑型片使用。如配戴角

膜塑型片，亦必須遵照眼科醫師指示定

期回診，以確保眼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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