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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選擇

• 為了達到治療目標，醫師會根據心友的個
別疾病情況，依序或同時給予多種藥品治
療。藥品的選擇及服用的劑量，每位心友
可能不盡相同，請依照醫師指示服用，若
有任何疑問請諮詢醫師或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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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注意事項
1. 若曾有用藥過敏、懷孕或準備懷孕、哺乳等特殊情況，請先告知
醫師。

2. 服藥後如發生嚴重過敏反應，如呼吸困難或異常、口唇、舌頭或
咽喉腫脹、全身紅疹等，請立即就醫。

3. 請讓醫師知道您的疾病史與所有正在服用的藥品，包含中草藥及
健康保健食品，以避免潛在的藥品交互作用及藥品至疾病交互作用
，並避免自行購買藥品服用（例如感冒藥、止痛藥、NSAID非類固
醇消炎止痛劑等）。

4. 醫師會根據您的疾病情況調整用藥組合和劑量，每次回診後請確
認醫師指示與藥袋上的說明，並請依照指示服用，切勿自行調整劑
量或停用。

5. 服藥時請使用白開水，避免和葡萄柚汁併服。用藥期間請勿飲酒
，也請避免食用柚子、葡萄柚等鮮果或相關製品。若有食物交互作
用疑慮歡迎諮詢醫師或藥師。 3



⼀般注意事項續
6. 忘記用藥時，應於發現時盡快服用；但若接近下次服藥時
間，請跳過⼀次，並依照原來時間服用下⼀次的劑量；請勿
服用雙倍劑量。對服藥時間有疑慮時請與藥師或醫師討論。

7. 請維持每日測量記錄血壓、心跳、體重的好習慣，並且配
合飲食控制。

8. 請定期回診，定時服藥，配合抽血檢查，確保藥效並監測
可能的副作用。

9. 假日或⻑途旅行之前，請確定有⾜夠的藥量。
10. 請勿讓他人服用您的藥品。
11. 藥品應放置陰涼避光及小孩無法取得之處；口服藥品多數
不需冷藏，若藥品有特殊儲存指示，請與藥師討論。

12. 若您有任何其他相關問題，請諮詢醫師或藥師。 4



藥物治療

• 藥物對心臟衰竭治療非常重要，可延⻑壽命
、維持心臟功能、減輕症狀、減少住
院次數，提升生活品質！

• 若症狀有所緩解時，仍需持續服用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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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竭的藥品治療1

藥品 主要作用 副作用
利尿劑 增加排尿、幫助多餘的水分排

出，以降低心臟的工作負荷。
頭痛、呼吸異常、嚴重
口乾、噁心、嘔吐、腹
瀉、肌肉抽筋或聽力損
傷。

⼄型阻斷劑 控制過快的心跳並降低血壓，
減輕心臟的工作負荷，可改善
且預防心臟衰竭的症狀惡化。

改變姿勢時頭暈、手腳
冰冷、疲倦、頭痛、噁
心、腹瀉、呼吸困難、
體重突然上升、手腳腫
脹、胸悶、胸痛、持續
心跳過慢或不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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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竭的藥品治療2
藥品 主要作用 副作用

ACEI / ARB 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 血管
收縮素第二型受體阻斷劑：此
兩種藥皆可降低血壓，減少心
臟的工作負荷。

改變姿勢時頭暈、呼吸
困難、臉部、舌頭或咽
喉腫脹、嚴重腹痛、尿
量減少、發燒、乾咳、
腹瀉、頭痛、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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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竭的藥品治療3
藥品 主要作用 副作用

ARNI 血管收縮素受體阻斷劑-中性溶
酶抑制劑：降低血壓，減少心臟
的工作負荷。可改善與預防心臟
衰竭的症狀惡化。

改變姿勢時頭暈、呼吸困
難、臉部、舌頭或咽喉腫
脹、嚴重腹痛、尿量減少、
發燒、心跳不規律、嚴重
噁心嘔吐、末梢神經麻木、
四肢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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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竭的藥品治療4

藥品 主要作用 副作用
MRA 礦物皮質酮受體拮抗劑：保鉀

利尿劑；減少心臟的工作負荷
並有利尿作用。

心跳不規律、嚴重噁心、
嘔吐、末梢神經麻木、
四肢無力時、乳房腫脹
或疼痛、毛髮增生、聲
音低沉、月經不順、盜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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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竭的藥品治療5
藥品 主要作用 副作用

心臟節律抑
制

降低心跳，減低心臟的工作負
荷。

改變姿勢時頭暈、心跳
低、光幻視、視線模糊。

毛地黃 增強心臟收縮力與降低心跳，
可改善心臟衰竭的症狀。

頭昏、倦怠、嚴重噁心、
嘔吐、腹瀉、視覺改變
（黃綠色視覺）、心跳
不規律、心跳過低、暈
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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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知識
認識交互作用



什麼是交互作用

同時服用兩種以上的藥品、食品，可能會影
響藥物特性，而造成藥效增加、減低，或增
加副作用發生機會，即稱為交互作用
• 藥物與藥物
• 藥物與食物
• ⻄藥與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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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與藥品交互作用

13



食物與藥品交互作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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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知識
認識副作用



認識副作用

藥品發生療效在預期之外的部位，即稱為副作用，
如果這些作用對身體有害，就需要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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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副作用怎麼辦
• 造成藥品不良反應的原因，包括患者體質、藥
品交互作用、個人生理狀況不佳等，有些反應
自己能感受得到，像是噁心、嘔吐感；有些則
需要醫師的追蹤檢驗，例如血液病變、腎毒性
等。

• 藥品副作用並非每位心友都會發生，大部分的
人可正常服用，或僅有輕微的副作用。若副作
用症狀持續並影響您的生活，請告知醫師。嚴
重副作用通常罕見，但若發生請立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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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知識
五要、五不



用藥「五要」原則

• 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 清楚用藥方法、時間
• 看清楚藥品標示
• 作自己身體的主人
• 與醫師、藥師作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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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

看病時要能向醫師說明以下各項:
• 哪裡不舒服
• 過敏史或特殊飲食習慣
• 發生過的疾病史心衰

• 工作或生活習慣
• 目前正在用的藥物心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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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用藥方法
• 服藥應依照藥袋或醫療人員指示
• 內服、外用要看清楚
• 確認使用方法

– 舌下錠、發泡錠、咀嚼錠、緩釋錠
– 鼻噴劑、吸入劑、耳滴劑、貼片

• 口服藥品應以⾜量的開水服用
（不要以牛奶、茶、果汁、咖啡等
飲料配合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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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用藥時間

• 飯前（空腹）：吃飯前⼀小時或飯後⼆小時
• 飯後：吃飯後三⼗分至⼀小時或與食物⼀起服用

午餐 晚餐 睡前＊

＊

早餐

⼀⽇⼀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或是⼀個固定的時間* 

有特殊情形應遵醫囑或藥師指導服用(例如利尿劑最好不要在睡前服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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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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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注意事項
1. 若曾有用藥過敏、懷孕或準備懷孕、哺乳等特殊情況，請先告知
醫師。

2. 服藥後如發生嚴重過敏反應，如呼吸困難或異常、口唇、舌頭或
咽喉腫脹、全身紅疹等，請立即就醫。

3. 請讓醫師知道您的疾病史與所有正在服用的藥品，包含中草藥及
健康保健食品，以避免潛在的藥品交互作用及藥品至疾病交互作用
，並避免自行購買藥品服用（例如感冒藥、止痛藥、NSAID非類固
醇消炎止痛劑等）。

4. 醫師會根據您的疾病情況調整用藥組合和劑量，每次回診後請確
認醫師指示與藥袋上的說明，並請依照指示服用，切勿自行調整劑
量或停用。

5. 因為藥吃了⼀陣子致嘴巴比較沒什味道，服藥時就用葡萄柚汁併
服，讓口中的感覺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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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注意事項續
6. 忘記用藥時，若接近下次服藥時間，想起來就趕快服用下
⼀次的劑量；服用雙倍劑量，讓疾病好的快。

7. 請維持每日測量記錄血壓、心跳、體重的好習慣，並且配
合飲食控制。

8. 請定期回診，定時服藥，配合抽血檢查，確保藥效並監測
可能的副作用。

9. 假日或⻑途旅行之前，請確定有⾜夠的藥量。
10. 請勿讓他人服用您的藥品。
11. 藥品應放置陰涼避光及小孩無法取得之處；口服藥品多數
不需冷藏，若藥品有特殊儲存指示，請與藥師討論。

12. 若您有任何其他相關問題，請諮詢醫師或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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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安全檢測
覺得藥袋或是藥品外包裝文字太小

不清楚所吃的藥物到底有什麼作用或副作用

有跨院、跨科就診領藥的情況

除了醫生開的藥，同時也吃中藥或營養品

常忘記服藥或不清楚服藥的正確時間及用法

屬於慢性病（⻑期用藥）、藥物過敏之族群

覺得比較好就自行停藥、加藥或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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