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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專專    題題題題----    
銀髮族用藥關懷篇銀髮族用藥關懷篇銀髮族用藥關懷篇銀髮族用藥關懷篇    

吳素雲 藥師 

 

台灣因健保給藥方便醫藥資源進步平

均壽命延長老化問題日益嚴重，依內政部

統計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已升占總人口數

11.2%，老化指數快速攀升，經建會推估至

114 年左右老年人口將達總人口的 20.1%， 
既每 5 人中就有 1 位老年長者，台灣將邁

入所謂超高齡社會了，而我們傳統固有觀

念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那我們該如何面對

這個問題。 

因隨著年齡增加身體機能逐漸衰退、

老化，老年人可能罹患不只一種疾病，會

比一般人服用更多的藥物，據文獻指出多

種慢性疾病的老人面臨藥物交互作用、重

複用藥、藥物禁忌、副作用明顯增加，又

健康狀態會隨年齡增加而趨向更大的歧異

性。 

台灣因就醫專科化老年人常同時看數

個醫師，醫師也不知病人還有其他的醫

師，開藥很少互相協調更容易出問題。另

外很多病人同時服用中草藥、成藥、健康

食品也不會跟醫師說，或因記憶力變差，

或因誤解醫師藥師的指示，或因隨性按照

自已的意思服藥等因素，老人應歸類於最

容易服藥錯誤與重複用藥的高危險族群。 

而老年人常見的藥物不良反應如： 

� 止痛消炎藥－刺激腸胃，消化性潰瘍，

慢性失血。 

� 止瀉藥－口乾便秘。 

� 止腹痛的藥－排尿困難。 

� 降血壓藥－低血壓，疲倦，脫水，低血

鈣，陽痿，尿失禁。 

� 抗精神病藥－錐體外症狀。 

� 抗憂鬱劑－口乾，便秘，嗜睡，排尿困

難，心跳加快，視力模糊。 

� 安眠藥－過度鎮定，步伐不穩，辨識能

力及運動失調。 

� 支氣管擴張劑－腸胃不適，心跳加快。 

� 降血糖藥－低血糖。 

� 毛地黃－心律不整，心律過緩，房室傳

導阻斷。 

而長輩們常因這些副作用再次就診多

家醫院或看診多科，造成無謂用藥。 

又該如何關懷老年人健康指標，血

糖？血壓？血脂？腎功能？等等問題，老

年人的治療重點是預防失能維持生活品

質，依美國心臟學會老年醫學會與神經科

學會的標準指出，只要： 

� 血糖：健康老人空腹血糖<126mg/dl、
飯後血糖<180mg/dl、糖化血色素

<7.0%。 

� 若衰弱老人血糖維持在：空腹血糖

<180mg/dl、 飯後血糖<252mg/dl、 糖
化血色素<8.5% 就可以了。 

� 血壓：70 歲左右維持在 120/80mmHg、
勿超過 140/90mmgHg，80 歲以上收縮

壓不能低於 130mmHg、舒張壓不能低

於 65mmHg。 

� 血脂：老年人著重於低密度脂肪膽固醇

(LDL-C)，75 歲以上健康老人維持在

130-160mg/dl，超過 190mg/dl 就需用藥

治療，若有心血管疾病或放過支架的長

者維持在 LDL-C<100mg/dl。 

� 腎功能：老年人的腎功能關鍵指標在腎

絲球過濾率(GFR)數值，若沒有慢性腎

臟病，沒有蛋白尿，血尿等腎臟傷害的

標記，雖然 GFR 只剩 70ml/min 只要維

持健康飲食與規律作息，好好保養腎臟

功能還夠身體使用。 

又因老年疾病的症狀不典型又看多科

又吃多藥，當老化遇到疾病會增加「失

能」，我們除疾病用藥關懷外更應該防治失

能的發生，如臨床上常見老人跌倒導致骨

折，跌倒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單純滑倒、眼

睛不好視線差、暫時性腦缺氧、周邊神經

病變、或吃安眠藥的副作用、或感冒藥中

的抗組織胺引起眩暈造成跌倒而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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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了年紀後由於腸胃道機能逐漸

老化，再加上生活習慣改變服用藥物種類

增加，引起老人家排便不順、火燒心、「胃

灼灼」、「胃堵堵」(台語)的困擾，而疾病如：

巴金森症、甲狀腺功能低下、糖尿病、神

經系統的病變等，也會延緩腸胃運送時

間，藥物如含鋁的胃藥、鐵劑、延緩骨質

疏鬆的鈣劑、非類固醇消炎止痛藥、某些

鎮定、抗憂鬱的精神科用藥、以及降血壓

的藥物也會抑制腸胃道運動神經的反應而

降低便意造成便秘。此外老年患者因消化

道機能退化與橫隔膜疝氣比例高，或常服

用包括治療氣喘、高血壓的藥物，易造成

食道下方括約肌(賁門)鬆弛無力使胃酸往

上逆流造成胃不舒服。 

而經常奪走老人健康的殺手“心臟

病”發作著重於預防，除控制好三高﹙血

糖，血壓，血脂﹚外，有心臟病疾病的人

遵醫囑服藥外，最好戒菸、酒、咖啡等危

險因子，多攝取蔬果、魚或魚油、大蒜等

護心食材，充分睡眠，正常作息，適當運

動。 

另一讓老年人措手不及的閃雷殺手

“中風”常是血壓控制不良以及心血管疾

病、高血脂、糖尿病引起的腦血管病變，

此外周邊血行不良也會造成間歇性跛行，

俗稱“腳中風”，視網膜病變造成血流阻

塞或血栓而引起“眼中風”而造成視力模

糊。並且糖尿病病患是視網膜病變的高危

險群，而老化現象也有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與退化，白內障，青光眼與角膜疾病，因

此更需大家關懷與照護。 

又美國老年醫學會認為最常見的老年

病症侯群有：憂鬱、失智、膽妄、體重減

輕、暈眩、失禁、跌倒、衰弱、多重用藥、

骨質疏鬆、壓瘡、行動力減損與步態不良、

睡眠問題、感官功能改變等，因此若只有

其中一項可以找專科醫師診治，但若有兩

個症狀以上建議找老年醫學科整合服務可

以整體評估老人身心狀況，給于適當的治

療與用藥，協助衰弱老人改善或維持功能

以提升生活品質。 

因此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問題，除善

用健保高檔制度的有效資源外，改善老年

人面臨的疾病，如心血管問題，三高問題、

失眠、憂鬱、失智、眼科白內障等等問題，

也該用藥用得巧，很多晚輩因關懷長輩醫

療與用藥，比如有高血脂的長輩其晚輩可

能會幫他們準備當紅的紅麴類健康食品，

此時應該讓醫師知道同時服用多少劑量或

頻率，以便醫師能適當控制好病情也可減

低不良反應發生，又比如看多家醫院或同

時服用中藥等等問題，為改善其用藥安

全、處方整合、減輕副作用，以達到安全

又有效的治療是未來醫療上需要努力加一

把勁的關懷指標。因老化是你我必經的過

程，要如何活得健康又有品質才是最重

要，因此銀髮族的用藥需要大家一同來關

懷，讓我們的長輩活得健康、快樂又有自

信心，今日關懷我們的長輩等於關懷未來

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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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介紹藥品介紹藥品介紹藥品介紹----    
EXELON PATCH 5 

憶思能穿皮貼片憶思能穿皮貼片憶思能穿皮貼片憶思能穿皮貼片5555    
 

洪瑄蔚 藥師 

� 主成分名主成分名主成分名主成分名：：：：Rivastigmine 9mg/Patch 
(5cm2) 4.6mg/24hr    

� 衛署藥輸字第 025234 號 

【【【【一一一一】】】】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適應症    

輕度至中度阿滋海默氏病之癡呆（失

智）症。 

【【【【二二二二】】】】組成組成組成組成、、、、劑型及保存劑型及保存劑型及保存劑型及保存    

每個貼片為薄的基質型穿皮貼片，具

有三層結構。第四層為釋放襯墊，在使用

前有粘貼層覆蓋，要貼在皮膚上之前移除。  

請儲存於室溫 25℃。 

 

 

 

 

 

 

 

 

 

 

 

 

 

 

 

 

【【【【三三三三】】】】用法用法用法用法    

由膠囊或口服溶液轉換成貼片，已經

以 3mg 膠囊一天兩次治療，若耐受性良好

且治療情況穩定逹四週以上時，可轉換為

Exelon Patch 5 cm2 一天一片。治療期間

若發生胃腸道不良反應（如：噁心、嘔吐、

腹瀉、食慾不振），應暫時停止治療直至這

些不良反應的問題獲得解決。若停藥僅在

數日內，可使用相同的藥品劑量或劑型重

新開始治療，如果停藥超過數日，否則應

由口服最低劑量 1.5mg 膠囊一天兩次開始

治療。若重新治療後，不良反應仍持續時，

應降低至之前有良好耐受性的劑量。 

【【【【四四四四】】】】用量用量用量用量    

每天一片，貼於清潔、乾燥、無毛髮、

完整健康(無割傷、皮疹及或受到刺激)的

皮膚上，不可將貼片剪成一半，貼片應確

實向下壓平直至邊緣都貼住，穿合身的衣

服時，貼片粘貼的地方應選擇不會因穿著

而磨擦掉貼片的部位。建議粘貼的部位可

參考下圖圖解，建議每天變換不同的部位

粘貼，以避免對皮膚產生刺激性。相同的

點於 14 天內不宜重複黏貼，一次只能貼一

片，每 24 小時要更換新的貼片。貼片於洗

澡及酷熱的天氣等情況下仍可繼續使用，

貼片不可貼在有擦乳膏、乳液、油、保濕

劑或粉的皮膚上（因這些會使貼片無法妥

當地粘貼在皮膚上）。 

 

 

 

 



仁愛藥訊季刊 Vol.19 Num.01 

 4 

 

 

 

 

 

 

 

 

 

� 此貼片為薄的、不透明的塑膠貼片，每

個貼片放在一個密封的小袋中，在未使

用前，請勿打開小袋或將貼片取出，需

保護存放貼片直到要準備使用之時。 

 

 

 

 

 

 

 

 

 

� 沿著點線或切痕剪開，取出貼片，貼片

不可裁剪或折疊。  

 

 

 

 

 

 

 

 

� 在貼片的粘貼面上覆蓋一層保護襯

墊。撕下保護襯墊的一側，手指不要碰

到貼片的粘貼部份。 

  

 

 

 

 

 

 

 

 

� 將貼片的粘貼部份放在上背下背、上臂

或胸部，然後撕掉另一側的保護襯墊。 

  

 

 

 

 

 

 

� 以手確實按壓貼片以確保貼片的邊緣

都粘妥。 

 

可用原子筆在 Exelon Patch 上寫字

（例如:星期幾或日期），如欲丟棄撕下的

貼片時，將粘貼的一面向內對摺壓緊後，

放進原來的保護袋中，小心丟棄在兒童及

竉物拿不到和看不到的地方，撕下貼片後

以肥皂和水洗手。 

【【【【五五五五】】】】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副作用    

頭暈、頭痛、焦慮、難以入睡、貧血、

憂鬱、腹瀉、喪失食慾、胃炎、飯後胃部

不適、鼻咽炎、肺炎、QT 波延長、脫水、

尿失禁、腫脹、搔癢、疲倦、虛弱、顫抖、

跌倒、及體重減輕。 

【【【【六六六六】】】】不良反應之細述不良反應之細述不良反應之細述不良反應之細述    

1. 當使用 Exelon Patch 的劑量高於建議

劑量時，會有明顯的胃腸道不良反應，

包括噁心、嘔吐、腹瀉、厭食、食慾減

退及體重減輕。若中斷治療超過數日，

應由每日口服最低劑量 1.5mg 膠囊一

天兩次重新開始治療，以降低發生嚴重

嘔吐的可能性及其潛在的嚴重後果（例

如:食道破裂、厭食及體重減輕），若病

人停藥超過數日，在未和醫師討論前，

不可自行重新開始使用貼片。 

2. Exelon 是乙醯膽鹼酯酶之拮抗劑，在

麻醉時可能會加強肌肉鬆弛劑的肌肉

鬆弛效果，故使用 Exelon Patch 期間

如需動手術，應告知醫師，不可和其他

具有類似類膽鹼作用及抗膽鹼藥物一

起併用。 

3. Exelon Patch 有增加膽鹼作用，具有

迷走神經興奮作用會影響心跳（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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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徐緩），對本身已有房竇節疾病症

候群或是其他上心室傳導障礙的病人

需特別注意。 

4. 膽鹼作用的增加可能引發尿道阻塞的

發生。 

5. 具有增加膽鹼作用的藥品可引發癲癎

發作，但癲癇發作也可能是阿滋海默氏

症的症狀。 

6. Exelon Patch 可能引發錐體外症狀或

使之惡化，Exelon 膠囊用於治療與帕

金森氏症相關的失智症時，曾發生顫抖

的症狀惡化的情形。 

7. 有氣喘或肺阻塞性疾病病史的患者使

用 Exelon Patch 時要小心。 

8. Exelon Patch 會產生頭暈及嗜睡的現

象，主要發生在開始治療及劑量增加

時，如果感到頭暈或想睡時，不可開

車、操作機械或從事任何需集中注意力

的工作。 

9. 失智症亦可能會逐漸造成駕駛或操作

機械能力的損害，治療時應定期讓醫師

評估患者駕駛及操作機械能力。 

【【【【七七七七】】】】特殊族群特殊族群特殊族群特殊族群    

1. 懷孕分級:B，會不會被分泌至人類的乳

汁中目前並不清楚，因此授乳婦女不可

使用 Exelon Patch。 

2. 不建議使用於兒童 

3. 體重較輕者的曝露量較高，與體重 65 

公斤的患者比較，體重 35 公斤患者於

穩定狀態的 Exelon 的血中濃度約為 2 

倍;而體重 100 公斤的病患則約為一

半，因此建議體重很輕的患者在調整劑

量時，要特別小心。 

4. 肝功能損害患者無須調整劑量，因劑量

依個人的耐受性調整。 

5. 腎功能損害病患不需調整劑量。 

6. 對本品處方中之任何成份過敏者，則禁

止使用。 

【【【【八八八八】】】】忘記用藥或使用過量忘記用藥或使用過量忘記用藥或使用過量忘記用藥或使用過量    

如果病人忘記用藥時，應立即貼上新

的貼片，到了隔天相同的給藥時間，再換

貼另一片貼片，不可同時貼二片來補償忘

記貼的劑量，萬一貼片脫落了，在這一天

的剩餘時間內要補貼上新的貼片，然後在

第二天和往常同樣時間，再換新的貼片。

如果連續幾天都忘記用藥，應告知病人或

照護者，在未與醫師討論前，不可自行重

新開始使用貼片。應由口服最低劑量 1.5mg 

膠囊一天兩次開始治療。 

任何過量情形發生時，應採用一般性

的支持療法。在極大的過量時，可以使用

Atropine 治療。膽鹼酯酶抑制劑過量時會

產生膽鹼作用的危險，症狀包括嚴重噁

心、嘔吐、流口水、流汗、心跳徐緩、低

血壓、呼吸抑制、循環衰竭及痙攣。使用

過量時若產生嚴重的噁心、嘔吐，此時應

該考慮使用止吐劑，在 24 小時後大致可完

全恢復。 

【【【【九九九九】】】】使用上之須知使用上之須知使用上之須知使用上之須知    

1. 貼片粘貼的部位應輪流替換以減少對

皮膚的刺激性，相同的部位在 14 天內

不可重覆粘貼，貼片應每 24 小時更換

一片，且每日粘貼的時間應一致。 

2. 應避免將貼片長時間曝露在外部的熱

源（過度日曬、三溫暖、日光浴）。 

3. 應告知病人及照護者，貼片使用後，要

將粘貼面向內對摺，丟棄在兒童及竉物

看不到及無法取得的地方，並應告知在

使用 24 小時後，貼片上仍有藥量殘

留，要避免接觸到眼睛，處理完貼片後

要洗手。 

4. 應告知病人及照護者，使用 Exelon 

Patch 時，不可再服用 Exelon 膠囊或

Exelon 口服液劑及其他具有膽鹼作用

的藥品。 

【【【【十十十十】】】】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1. 仿單 

2. 三軍總醫院臨床藥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