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懂的仿單-「西藥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
公告歷程與實施辦法
周煜恆1

前言
依據藥事法第 8 條，藥品分為醫師處方藥品、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成藥及固
有成方製劑等 4 類別藥品。其中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成藥及固有成方製劑統稱非
處方藥，無須經醫師開立處方箋，民眾可於藥局(或一般通路)經藥事人員指示後取得，
通常用於短期症狀的緩解。過去非處方藥品之部分品項，關於懷孕或特殊病患不得使用
的資訊，僅刊載於仿單中，民眾須於購買後拆除原包裝始可獲得相關資訊，除了不利辨
識外，亦常因退換貨而造成消費糾紛。另外，醫改團體所公布的民調指出，高達八成五
的民眾希望於藥盒明顯處，能有警語或重要指示，每五人就有一人認為仿單用詞過於專
業，顯見現行非處方藥品之標示仍有改進空間[1]。

說明
藥品標仿單外盒應標示之事項，係依藥事法第 75 條及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 20
條規定，經審查同意後始得刊載。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稱食藥署) 為增進藥
品資訊對於視障族群的可近性，確保用藥的權益，原規劃於藥品外盒提供輔助辨識的措
施；惟經審慎研議後認為「點字」可提供的資訊有限，且不易確認，恐怕因辨識錯誤而
影響用藥的安全。另亦配合智慧型行動裝置(手機、平板)的普及，遂要求業者於外盒附
加 QR code，利用手機辨讀的功能，提供用藥資訊的語音說明，不僅較「點字」提供的
資訊更多，亦能嘉惠視力不佳的銀髮族群。

公告適用對象及歷程
一、本公告訂定依據：藥事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8 款。
二、本公告適用對象：「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成藥」及「乙類成藥」之藥品仿
單及外盒。
三、公告訂定歷程詳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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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事法第75條第3項修法通過：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藥物，其標
籤、仿單或包裝，除依第一 項規定刊載外，應提供點字或其他足以提供
資訊易讀性之輔助措施；其刊載事項、刊載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 部授食字第1041407666號預告「西藥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及
實施方法[2]
• 邀請製藥公會等9個公協會，以及愛盲基金會、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針對各界所提意見進行討論
• 決議成立西藥非處方藥仿單外盒規範專案小組
• 署授食字第1051402838號公告「西藥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及
實施方法[4]
圖 1、公告訂定歷程

實施辦法
一、食藥署為強化非處方藥使用安全，鼓勵民眾在使用藥品前閱讀用藥資訊，爰參考先
進國家規定及配合閱讀習慣，制訂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格式，並於 105 年 3 月 8 日署
授食字第 1051402838 號公告「西藥非處方藥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及實施辦法[4]。
二、仿單規定[3,4]
(一) 依照藥品資訊的重要程度，依序為 1【成分】、2【用途(適應症)】、3【使用上
注意事項】、4【用法用量】、5【警語】、6【包裝】。
(二) 除成分外，其餘刊載的內容應以民眾易於理解之文字表達。
(三) 「成分」乙欄應一併呈現主成分及賦形劑資訊，惟應分別標示。主成分以粗體
字呈現，並標示「有效成分」，賦形劑則以「其他成分」標示。
(四) 避免民眾不諳「適應症」一詞，與「用途」一併呈現。
(五) 業者若於仿單中擬刊載其他資訊，則應檢送科學性及藥理作用相關資料，經審
查後始得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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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盒規定[3,4]
(一) 應刊載項目依序為 1【品名及許可證字號】、2【QR Code】、3【廠商名稱及地
址】
、4【批號】
、5【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或保存期限】
、6【有效成分及含量(其
他成分-賦形劑)】、7【用途(適應症)】、8【不得使用族群】、9【用法用量】、10
【類別】、11【諮詢專線】。
(二) 為便於消費者掃描，刊載項目 2「QR Code」應印於藥品外盒開口處下方最大
面積處的右下角。刊載項目 6 到 11 應標示於外盒最大面積處同一面，且不得
更換順序。
(三) 字體不得小於電腦字體 7 號字，字體顏色應與外盒顏色有明顯的區隔，以利民
眾閱讀。
(四) 輸入藥品或受限於包裝而未能於外盒刊載者，得以小籤條或其他經食藥署核准
的方式標示之。
(五) 有關刊載項目 2「QR code」增列的規範包括：
1.

應以不易磨損之固定標籤或印刷標示。

2.

應以市面流通之行動裝置(如智慧手機) ，QR code 讀碼軟體可輕易讀取，
且解碼成功後之文字可轉為語音供使用者聽取為原則。

3.

QR Code 應提供包括品名、用途(適應症)、用法用量、藥品劑型及形狀等
可供辨識藥品的資訊及諮詢電話。

標籤仿單外盒變更時程
一、所有市售的非處方藥品，應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仿單外盒變更之核備函。各
階段的產品，辨理仿單外盒變更之作業時程如下[6]：
第一階段：凡列屬胃腸製劑、綜合感冒劑及鎮咳祛痰劑之非處方藥，應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標籤仿單外盒變更核備函。
第二階段：凡列屬一般皮膚外用劑之非處方藥，應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標
籤仿單外盒變更核備函。
第三階段：其餘非處方藥，應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標籤仿單外盒變更核備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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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本公告辦理仿單外盒變更作業者，應依「西藥及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審查費收費標
準」繳納費用。

其他決議事項
一、已辦理切結不生產或輸入之藥品，暫無須依公告辦理，待產品恢復製造或輸入時再
一併辦理[5]。
二、標仿單外盒變更核備前生產或輸入之產品，無須回收驗章[5]。
三、第一階段須辦理外盒仿單變更之藥品，如無法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變更核備
函，則視其原核准廣告之媒體類別，向原廣告核准機關（食藥署或直轄市衛生主管
機關），申請廢止或刪除「電視、電影」廣告類別[7]。
四、考量印刷後解析度，若確為版面受限，外盒可僅提供中文品名及諮詢電話，惟應於
藥品仿單之右下角，以 QR code 提供本公告要求之資訊，即：品名、用途(適應症)、
形狀(劑型)、用法用量與諮詢電話等[7]。
五、屬於第一階段標籤仿單外盒變更產品，業者如確實於公告(105 年 3 月 8 日)前已大
量印製包材物料，可說明印製數量及日期、包材剩餘數量、每批產製批量及預計使
用新包材之日期，並檢送相關證明，至食藥署專案申請標仿單外盒變更，經核備後
緩衝期仍可沿用原包材物料 [7]。
六、食藥署已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以 FDA 藥字第 1051410538 號令，公告抗過敏劑等 10
類指示藥品審查基準，並針對第一階段產品給予 2 年之緩衝期[7, 8]。
七、其他西藥非處方仿單外盒格式及規範說明及 QA，可參考食藥署官方網站業務專區
藥品項下資料(含各刊載項目標示位置圖解說明)。另，中藥不受本公告的規範[9]。

結語
歷經民國 97 年及 104 年兩次全國藥品政策會議及多次產官學會議討論，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持續推動「指示藥品審查基準」修訂作業；同時要求符合該等基準之
指示藥品，其仿單內容皆應依基準內容修訂更新，以利民眾於醫藥專業人員指示後，可
自行閱讀藥品仿單。另外針對民眾習慣及視障等特殊族群的需求，重新編寫非處方藥仿
單外盒格式，並規劃於藥品外盒上提供輔助辨識措施，期能提高閱讀的便利性，增進視
障族群對藥品資訊的可近性，確保用藥權益，嘉惠銀髮族等視力不佳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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