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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藥非處方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

公告說明



背景說明

西藥非處方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

藥事法第75條第3項修法
藥物應提供點字或其他資訊易讀性之輔助措施

增進視障族群對藥品資訊之可近性
規劃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格式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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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 西藥非處方藥藥品許可證，包含以下分類

–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 「成藥」

– 「乙類成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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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單格式說明

內容應以民眾易於理解的文字表達

依照資訊的重要程度排序

「主成分」和「賦形劑」列清楚

•「有效成分及含量」應使用粗體字

•其他成分（賦形劑）幫助民眾理解

用途（適應症）一併呈現

•若無辦理適應症變更，不得修改原核定文字

用法用量表格化

•如可用單行文字敘述（如：皮膚外用製劑）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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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有效成分及含量

其他成分(賦形劑)

【用途(適應症)】

【使用上注意事項】

有下列情形者，請勿使用

有下列情形者，使用前請洽醫師診治

有下列情形者，使用前請先諮詢醫師藥

師藥劑生

其他使用上注意事項

【用法用量】

【警語】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副作用，請

立即停止使用，並持此說明書諮詢醫師

藥師藥劑生(以表格方式呈現)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症狀時，請

立即停止使用，並接受醫師診治

【包裝】

先呈現藥品使用前
應該要知道的內容

再說明如何使用

最後再說明，使用
後如果產生
不舒服的症狀應該
要如何處理

仿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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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單注意事項、警語定義

注意事項

•使用藥品前，就需要知道的資訊

•誰可以/不可以使用這個藥品

•儲存上的注意事項

警 語

•使用藥品期間或是使用藥品後要注意的狀況

•副作用

•使用藥品無效或是症狀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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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單標示內容解說

• 使用上注意事項
– 有下列情形者請勿使用

– 有下列情形者，使用前請洽醫師診治

– 有下列情形者，使用前請先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 其他使用上注意事項

• 警語
–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副作用，請立即停止使用，並持此說

明書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症狀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接受醫
師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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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注意事項

• 有下列情形者，請勿使用

–有禁忌者，即使醫生處方亦不建議使用者

–曾因本藥成分引起過敏的人

–通常是指特定族群而非狀態

• （V）孕婦

• （X）月經期間
– 此敘述為「狀態」

– 建議放至「其他使用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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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注意事項

• 有下列情形者，請洽醫師診治

–特殊族群患者用藥情形或用藥劑量可能需由醫
生評估後再使用

–例如：肝腎疾病、青光眼、特定年齡層

–孕婦（原美國FDA分級的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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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注意事項

• 有下列情形者，使用前請先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懷孕（原先美國FDA分級的A、B）、哺乳婦女有一定
的安全性

 正在服用其他的藥品、保健食品、營養補充品
 對應：原核定仿單藥品交互作用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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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注意事項

• 其他使用上注意事項

–勿超過建議劑量

–為防止兒童誤食

–避免陽光直射

–其他無法分類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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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副作用，請立即停止
使用，並持此說明書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 輕微以及常見之副作用

– 建議以能讓民眾理解的文字表達

– 需以表格呈現，建議以身體部位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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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

• 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症狀時，請立即停止
使用，並接受醫師診治

 嚴重的副作用或不良反應

 建議以能讓民眾理解的文字表達

 連續使用一定時間或次數仍沒有改善

 症狀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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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格式說明

原明訂應刊載項目

•藥事法

•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

新增「不得使用族群」以及「諮詢專線」

加入視障族群閱讀藥品資訊之輔助措施

部分資訊需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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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使用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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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優點 點字之缺點

提供不會點字視障族群使用 會使用點字人數有限。
(依歐盟統計數字僅0.03%視障族群會使用點字)

可提供充足用藥資訊 提供藥品資訊有限

較點字成本低 印製成本較高

讀取簡單，能嘉惠更多人士
如銀髮族、視覺不佳民眾等

不易確認，恐因辨識錯誤而
影響用藥安全

採用QR code之原因

視障族群輔助措施閱讀藥品資訊
輔助措施

成本低！使用方便！影響層面廣！



• 概念：處方藥是經由醫師開立

處方箋後，於醫院藥局取得: 

• 設計藥袋格式

 大字體

 高反差

 QR code統一印於藥袋右下方

• 104年8月起於27家部立醫院

先行試辦無障礙藥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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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藥部分

處方日期 104/05/19 10:58
病歷號 262045
領藥號 A049門診
姓 名 OOO 男 42歲

用法 每天三次飯後 每次1粒
藥名 艾胃道服咀嚼錠 200MG

ALGI/Chewable tab
外觀 錠劑圖扁形 白色
適應症 逆流性食道炎胃灼熬

注意事項 腎衰竭患者需注意長期服用含
鋁之胃藥

處方醫師鄭ＯＯ 藥師王ＯＯ
科別 內科



外盒格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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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部分



外盒「QR code」規範-1

要印在哪裡？

•藥品開口下方最大面積處的右下角

有沒有規定印刷材質？

•應以不易磨損之固定標籤或印刷標示

讀取出來需以什麼格式呈現？

•文字檔，使用者再利用輔助程式轉成語音

•不能以「網頁」或是「語音檔」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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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QR code」規範-2

要呈現什麼資訊？

•品名、用途(適應症)、用法用量

•藥品劑型及形狀等可供辨識藥品之資訊、諮詢電
話

•上述內容記得包含標題！

如果QR code放不下怎麼辦？

•若確為版面受限，外盒QR code內容可僅提供中文
品名及諮詢電話

•於藥品仿單之右下角，提供完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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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QR code」規範-3

沒辦法放在公告位置？

•部份非處方藥品因機器印刷問題，規定之位置已放置產
品效期以及批號等資訊，無法更動

•另「圓罐」以及「非方型包裝」之產品，難以辨別最大
面積位置，且QR Code無法在非平面的包裝上成功掃瞄

•另部份產品具有「雙開口」，難以判別「藥品開口下方
最大面積處的右下角」之確切位置

來源：105年7月18日非處方座談會會議紀錄23



外盒版面不夠怎麼辦？

• 若產品因版面受限而無法在最大面積之同
一面刊載規定之資訊？

–得使用連續面並使用箭頭標示方向

來源：105年7月18日非處方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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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模擬示意圖

品名、用途(適應
症)、用法用量、藥
品劑型及形狀、諮

詢電話



法規查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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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查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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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查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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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仿單外盒變更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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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操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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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操作示範(io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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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操作示範(ios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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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操作示範(Android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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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仿單常見問題-1

• 有效成分及含量、其他成分（賦形劑）

–和原核定內容不一致

• 拼音有誤

–有效成分及含量沒有使用粗體字

–標題有誤

• 其他成分（賦形劑）（v）

• 賦形劑（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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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單常見問題-2

• 用途（適應症）

–標題有誤

• 適應症（x）

• 用途（適應症）（v）

–和原核定內容不同

• 若沒有辦理變更，不能自行口語化

• 如想要使用「消費者語言」表達產品特性，應刊於
仿單起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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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單常見問題-3

• 使用上注意事項

–未依規定分項

• 例如：僅將文字內容列出卻未分類

–分類的定義有誤

• 例如：禁忌症、過敏未列於「有下列情形者，請勿使用」

–文字內容需要修改

• 例如：「授」乳婦應修正為「哺」乳婦

• 不夠口語化的文字

–未使用紅字或加紅框或使用粗黑異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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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單常見問題-4

• 用法用量

–沒有表格化

• 如果僅用單行文字陳述（如外用皮膚製劑）可免

–表格範例如下：

• 以用法用量製表

• 以不同年紀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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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單常見問題-5

• 警語

–未使用紅字或加紅框或使用粗黑異體字

–第一項未使用表格

–文字不口語化

• 專有名詞建議與可能發生的症狀並列

• 例如：水楊酸中毒（呼吸困難、發汗、體溫過高…）

–表格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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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常見問題



外盒常見問題-1

• 下列資訊未置於外盒最大面積同一面
（可以於連續面刊載，但要使用箭頭標示方向）

– 有效成分及含量--不一定要使用粗體

– 其他成分（賦形劑）

– 用途（適應症）

– 不得使用族群—要和注意事項第一項對照

– 用法用量—不一定要使用表格

– 類別
• 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成藥/乙類成藥

– 諮詢專線（如：0800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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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盒常見問題-2

• QR code

–位置不正確

–刊載內容有誤

–刊載內容未列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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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QR-code位置問題討論
開口處下方有兩面，這兩面的右下角都可以放置QR-code，即QR code 1、2位置皆可



其他QR-code位置問題討論

「橫式印刷」貼布案例

視障族群無法辨別「直式」和
「橫式」印刷，因此還是以開口
處那一面的右下角的位置為主
（不分直式、橫式）
即圖片中的
QR-code 1以及QR-code 6 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