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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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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當您聽到家人用藥計畫時，可能會感到很奇怪，但是請考慮下列事項：
「學生在大約 11 歲時開始自行服藥。不幸的是，若沒有相關知識與資訊可確保安全的選擇，
對青少年的身體將會造成傷害。」*
建立用藥計畫是了解您是否正確在家中使用及存放藥物的其中一種方式。向您的所有家人說明非處方藥
的用藥安全資訊。依照這些步驟引導您的討論：
1.使用下面的檢查清單調查家中的非處方藥使用風險。
2. 建立用藥計畫。
3.持續追蹤計畫施行成效。

所有這些資源與其他項目皆免費提供：

✁

scholastic.com/OTCmedsafety/parents
我們的非處方藥用藥安全檢查清單
❏ 每次都閱讀下列藥物資訊標籤。
❏ 仔
細量測。將藥物與藥物隨附的劑量量測裝置放在一起。請勿
使用家用湯匙來量測藥物劑量。

緊急連絡資訊
將這些號碼貼在家中的明顯位置。請
將它們儲存到您的手機中，以便緊急
時撥打。
家庭醫生：

❏ 檢
 查並確認所有藥物、維他命與營養補充品是放在小孩看不
到、拿不到的地方。
❏ 確認所有藥物的防誤食蓋子都已蓋妥。
❏ 提
醒訪客將包包、提袋或可能有放藥的任何袋子放在小孩看不
到且拿不到的地方。

姓名與電話號碼

藥師：

❏ 
不應該在沒有成人在場的情況下服藥。
❏ 確
認您的小孩知道不正確地使用非處方藥與處方藥會對身體造
成傷害。
❏ 將
 Poison Help (毒藥物防治中心) 號碼輸入到您的電話中：
1-800-222-1222。
影片中心：觀賞一系列由 FDA 建立的影片，了解如何教
導您的家人正確地服藥。按一下這裡的 [Video Room] (影片
中心)：fda.gov/medsinmyhome。

姓名與電話號碼

Poison Help
(毒藥物防治中心) 號碼：

1-800-222-1222
24 小時全年無休。快速回
應、免費且機密。

適用於家人
以 FDA 的 Medicines in My Home (我家中的藥物) 計畫為基礎

您是否知道您的家中可能有會對您的小孩造成風險的
非處方藥？
在課堂上，我們已經開始教授名為 OTC Medicine Safety (非處方藥用藥安全) 的單元。
在我們的健康教育學習中，此單元會教導學生有關非處方藥用藥安全的資訊。開啟此
指南以了解為何檢查您家中是否有非處方藥風險非常重要，以及尋找易於使用的祕訣
讓您與您的家人更安全。

下載更多免費資源：scholastic.com/OTCmedsafety/parents

此教育教材開發的支援提供者：

所
有
是 計
免 畫
費 資
的 料
。 都

身為父母，我們花了許多時間養育小孩並教導他們如何注意安全。

SCHOLASTIC 與關聯的標誌係 Scholastic Inc. 的商標和/或註冊商標。保留所有權利。671603

您家人的用藥計畫是什麼？

*來源：Cheryl Abel、Kerri Johnson、Dustin Waller、Maha Abdall 與 Carroll-Ann W. Goldsmith。新罕布希爾州八年級學生對非處方藥使用方式的認知與辨識能力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armacists Association (美國藥師協會期刊)。2012：77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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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上有什麼？
藥物資訊可協助您了解您服用的藥物，以及如何安全地服用。
小孩服用任何藥物時，都必須有父母或可信任的成人在場。

藥物資訊
有效成分
藥物 100 毫克
藥物 150 毫克
標籤的用途區段說明藥
物可以緩解的症狀。

用途
止咳
抗鼻塞

用途 暫時緩解：
由於輕微喉嚨與支氣管發炎而導致的咳嗽
鼻塞
警告
請勿服用 - 若您對此產品或其成分曾有過敏反應。

查看警告區段，了解
不應該與此藥物同時服
用的藥物、藥物會造成
的副作用、服藥之前是
否需要詢問醫師，以及
其他重要安全資訊 (例
如何時應該停止服用並
詢問醫師)。

服用之前請諮詢醫師有關肝臟或腎臟疾病患者是否可服用。
您的醫師應該會判斷您是否需要不同的藥物。
使用此產品時
您可能會昏睡
騎乘機車、開車或操作機械時請小心
可能會發生過度興奮情況，特別是小孩

標籤的有效成分區段說
明藥物之有效成分的名稱
與其效用 (例如，減輕疼
痛、退燒或止咳)。某些藥
物可能有多個有效成分。

立即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學專業人員 - 若發生過敏反應。
請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萬一服用過量，請諮詢醫學專業人員，
或連絡您當地的藥物防制諮詢中心，電話號碼是
1-800-222-1222。
指示
錠可在嘴巴內融化。可以配水或不配水服用。
標籤的指示區段說明您
可以服用的藥量
(劑量)、用藥頻率，
以及每天用藥量上限。

年齡

劑量

成人與 12 歲 (含) 以上兒童/青少年

每 12 小時 2 錠，24 小時內請勿服務
用超過 4 錠

6 歲到 12 歲以下兒童

每 12 小時 1 錠，24 小時內請勿服務用
超過 2 錠
詢問醫師

6 歲以下兒童

其他資訊
存放溫度 20°–25° C (68°–77° F)

對於某些藥物，問題
或意見？區段中的資
訊可讓您在對於特定藥
物有問題或意見時撥打
製藥公司電話號碼以取
得資訊。

保持乾燥

非有效成分
檸檬酸、阿斯巴甜、硬脂酸鎂、麥芽糊精、修飾澱粉、碳酸氫
鈉、D&C 黃色 10 號色素
問題或意見？
請在上班日上午 9 點到下午 5 點 (美東時間) 之間撥打電話，電
話號碼是 1-800-XXX-XXXX。

標籤的其他資訊區段說明
您必須知道的其他資訊，
例如如何存放藥物。

您可以在藥物資訊標籤的
非有效成分區段中找到
目的不是在於緩解症狀的
保存、可食用色素、食品
添加劑或其他成分的非有
效成分清單。若您或您的
家人有過敏症狀，這些資
訊可能很重要。

這不是實際的藥物資訊標籤。

非處方藥資訊
1.  非處方藥的使
用方式與處方藥
(Rx) 的使用方式一
樣重要。

2.  若您對非處方藥
有任何問題，請
詢問您的醫師、
護士或藥師。

3.  一律使用非處方
藥隨附的劑量量
測裝置。

4.  不得同時服用具
有相同有效成分
的藥物。

尋求協助  
藥物防制諮詢中心 24 小時全年無休。快速回應、免費且機密。
將 Poison Help (毒藥物防治中心) 號碼輸入到您的電話中：

1-800-222-1222

5.  所有藥物 (包括
非處方藥) 都應
該放在小孩看不
到、拿不到的地
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