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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從藥貼滲入皮膚
藥貼不是新事物，無論中西藥都有

類似劑型，並且已在市場銷售多年，包括

傳統的消炎止痛膏貼，多數以純膏布形式

將藥物儲存，並沒有緩慢釋放的效能。近

代的藥貼具備一個透皮系統（transdermal 

system），可控制藥物的釋放率及直接滲

入皮膚下的微絲血管，而用作製成透皮藥

貼的藥物，其分子一般須微細及屬脂溶

性，而且藥物分量少已有效用。

不會因嘔吐或腹瀉而影響吸收
大多數口服藥物需經腸胃吸收，再

經肝臟新陳代謝才起效，而藥物經過腸

胃或肝臟時，有可能轉化為沒有治療功效

的代謝物，稱為「首過效應」（first pass 

effect）；若遇上病人出現嘔吐或腹瀉問

題，藥物的吸收更會受影響。相對而言，透

皮藥貼不會出現此問題，藥物可經皮膚直

接滲透入微絲血管產生藥效，減少藥物因

新陳代謝而流失，亦可減少對腸胃和肝臟

的刺激，而且患者一旦使用後感到不適，可

立刻撕走藥貼。另一方面，藥貼簡單易用，

能增加病人用藥的依從性，及適用於害怕

口服藥物的病人。

刺激神經細胞的止痛成分
薄 荷 腦（ m e n t h o l ）、 樟 腦

（camphor）和辣椒辣素（capsaicin）等

都是傳統上常用於外用止痛藥物的成

分，亦有以藥貼形式出現。這類成分透過

刺激皮膚表面的神經細胞來紓緩痛症，

薄荷腦和樟腦可產生清涼感覺，而辣椒

辣素則可產生灼熱感覺，適用於紓緩局

部肌肉關節痛症。由於具有一定刺激性，

這些成分只適用於完整無損的皮膚上，

要避免觸及眼睛和黏膜。

NSAIDs 藥貼的副作用
是刺激皮膚

非類固醇消炎藥（NSAIDs）是常

用的止痛藥，在藥貼上常見的NSAIDs

例子有水楊酸甲酯（methyl salicylate）、

水楊酸羥乙酯（glyco l sa l i cy late）、雙

氯芬酸（d ic l ofenac）和酮洛芬

（ketoprofen）等，能抑制前列腺

素合成，有止痛、消炎的作用。口

服NSAIDs的常見副作用包括腸胃

不適、噁心、嘔吐、腹瀉、誘發或

加重腸胃潰瘍而引致出血或

穿孔，尤以老年人較易受藥

物的副作用影響，故須慎用。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藥劑師

指出，如以外用藥貼的劑型使用NSAIDs，

由於不需經腸胃吸收，所以對腸胃的刺激

會較小，一般而言，外用NSAIDs對人體的

副作用主要是刺激皮膚。歐美等地的關

節炎或風濕病的醫學研究組織，亦有建

議採用外用NSAIDs作為紓緩關節炎痛楚

的藥物，英國國家健康暨臨床卓越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 lence）更建議在使用口服止痛藥物

前，應先考慮使用外用NSAIDs。

水楊酸羥乙酯及雙氯芬酸藥貼
均可紓緩關節肌肉疼痛

水楊酸羥乙酯及雙氯芬酸藥貼都是

不需醫生處方便可購得的藥物，其中雙氯

都市人長時間工作或休息不足，容易出現肌肉痛，而「低頭

族」經常低頭操作手機也可能造成肩頸酸痛。此外，長者經

常出現退化性關節炎和肩周炎等健康問題。為了紓緩痛楚，

有些人選擇貼上外用止痛藥貼，好處是經皮膚直接滲透入

微絲血管產生藥效，不會像口服藥物因嘔吐或腹瀉而影響藥

物的吸收，但須注意某些止痛貼可能會刺激皮膚或導致痕癢紅

腫、接觸性皮炎等敏感反應。

用止痛藥貼紓緩痛楚
小心致敏和用藥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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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酸藥貼需有藥劑師監售。水楊酸羥乙

酯藥貼可紓緩關節肌肉疼痛；而雙氯芬酸

藥貼可紓緩關節肌肉問題的疼痛、發炎及

腫脹，每日限量為一至兩片（視乎產品而

定）。含這兩種成分的藥貼，副作用一般是

使用部位出現痕癢紅腫，或接觸性皮炎等

敏感反應，偶然會出現胃痛、腸胃輕微出

血、氣管收縮、噁心、嘔吐和腹瀉。

含酮洛芬藥貼有機會導致
光過敏反應

含酮洛芬的外用藥物可用來治療肌

腱炎、骨關節炎和急性背部疼痛等，需要

有醫生處方和藥劑師監售才可購買。歐洲

有報告指出，外用酮洛芬有令使用者皮

膚出現光過敏（photoallergy）反應的副

作用。歐盟藥物管理機構轄下的人用藥

物委員會認為，少數病人使用含酮洛芬

的外用藥物，有機會在日照下產生嚴重

的皮膚敏感反應。此外，含酮洛芬的外

用藥品和含奧克立林（octocrylene）的

化妝品或護膚品同時使用時，亦有可能

產生皮膚敏感反應。因此，歐盟藥物管

理機構的人用藥物委員會建議加強警

告字句，提醒病人在日照下及同時使用

含奧克立林產品有皮膚過敏反應的風險。

使用含酮洛芬藥貼的病人須確保在整個療

程期間及停用後兩個星期內，避免施藥處

的皮膚受日光照射，若貼上藥貼後皮膚出

現任何異常反應，例如紅腫痕癢，應立即

停止使用並諮詢醫生意見。

不要胡亂購買處方藥物
自行使用

止痛藥貼產品五花八門，內含的藥

物成分各不一樣，部分需要有醫生處方

和藥劑師監售才可購買使用。本會進行是

次研究時，曾派職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

到市面的藥房購買止痛藥貼，藥房的售

貨員推薦不同的藥貼產品，部分含有酮

洛芬，本應要有醫生處方和藥劑師監售

才可購買，但藥房方面並沒有要求本會職

員出示處方便出售，本會已將此可能違規

的情況知會衞生署跟進。

本會建議消費者，如感到關節痛楚

應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意見，讓他們提

供合適的治療。崔俊明藥劑師提醒消費

者，如自行到藥房購藥，必須找有藥劑師

當值的藥房，向藥劑師說出病情及查詢

不同止痛藥貼產品的資料，讓藥劑師建

議各種適合的藥物治療方案作參考，如

有需要，藥劑師會建議病人去看醫生。

慎防口服藥與藥貼同用
導致劑量過大

使用藥貼時，藥物可透過皮膚滲入

血液，因此若使用藥貼的同時，也攝取或

使用其他藥物，須先考慮各種藥物的相互

作用和劑量，例如已貼了止痛藥貼，便不

要再服食同類的止痛藥。有些病人會找不

同醫生診治不同的毛病，拿各種藥回家服

用，因此，當診症時醫生詢問有否正在服

用藥物或使用藥貼時，病人應告知醫生有

關情況，避免因服用過大劑量的同一種藥

物而引致中毒。

舉例來說，市面上大部分含雙氯芬酸

的止痛藥貼其實藥量不高，但如果病人同

時使用含雙氯芬酸的止痛藥貼及口服止痛

藥，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吸收太多雙氯芬酸。

而同時口服雙氯芬酸及使用含雙氯芬酸的

止痛藥貼可能會增加出現出血、不正常的

肌酐、尿素和血紅蛋白水平等不良反應的

風險；雙氯芬酸的副作用嚴重的可引致肝

衰竭及腎衰竭。

另一種過量服用藥物的可能性，源於

同時或連續使用不同品牌但含有相同成分

的藥貼，有些藥貼產品看似是天然產品，但

其成分實際上與西藥成分相同，例如冬青

油或冬綠油的產品，其實都含有水楊酸甲

酯的成分，如同時貼上，就可能吸收了大量

水楊酸甲酯，有可能出現藥物過量的徵狀，

例如頭暈、耳鳴、噁心、嘔吐和頭痛等。

口服或外用藥物同樣可引起
敏感反應

香港醫學會副會長兒科醫生陳以誠

提醒消費者，如果口服某種止痛藥成分後

出現敏感反應，改用含有同一種成分的止

痛貼亦極有機會出現相同的敏感反應。因

此在求診或到藥房購藥時，必須將自己對

藥物敏感的情況告知醫護人員及藥劑師，

讓他們作出適當的建議。

使用藥貼注意事項
不是每種藥貼都可自行剪裁

除非產品的使用說明或醫護人員有

所指示，否則不要隨便自行剪裁藥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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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止痛貼產品內的冬青油都含有

水楊酸甲脂 (methyl salicylate) 的成分。

西藥止痛貼成分

中藥止痛貼成分



破壞藥貼的釋放膜會使藥物大量滲出；更

不應隨意擅自加減藥貼的使用數目，使用

失當或破壞藥貼，都會增加攝入過量藥物

的風險。新式藥貼具特別設計，可穩定藥

物的釋放量。如果病人依從指示使用，服

用過量藥物的風險便會減低。若發現藥貼

破損，應立即撕除，並以大量清水沖洗沾

上藥物的皮膚，如使用藥貼後感到不適或

有疑問，應尋求醫護人員的協助。

藥貼應貼在適當位置

藥貼應貼於少毛髮、沒有破損的身

體平坦部位，貼上後用手掌按下藥貼大約

30秒，確保藥貼完全緊貼皮膚。洗澡時，

避免全身浸泡，及不要在藥貼部位使用肥

皂。避免在貼處或附近的皮膚塗上潤膚乳

液、油脂、乳膏或化妝品，以免刺激皮膚、

引起敏感反應，或妨礙藥貼緊貼皮膚。

按時更換藥貼  並改變敷貼位置

有些人以為藥貼多貼一會可以物盡

其用，但此舉非常危險，一來過時會影響

療效，二來若不撕除舊藥貼而同時在另一

些部位貼上新藥貼，等同增加劑量。所以

貼上新藥貼之前，必須先把舊貼撕走。此

外，為免刺激個別位置的皮膚，每次更換

藥貼時，最好貼在與上次不同的位置，亦

不要選擇有傷口的位置。

妥善棄置

由於藥貼在使用過後仍含藥物的有

效成分，因此應將用完的藥貼向內對摺及

丟棄，並要放置在遠離幼童和寵物可接觸

的範圍。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意見
除了含上文提及的成分的止痛藥貼

產品外，亦有一種強效鴉片類止痛藥貼，

使用這種藥貼要非常小心，如果病人的認

知能力較弱，病人的照顧者或家人必須協

助病人使用這類止痛貼，不當使用這類止

痛藥貼會增加病人意外死亡的風險。

香港醫學會意見
陳以誠醫生認為，一般而言，市民使

用毋須處方的藥物風險不高，然而，如果

病者不瞭解病情，不知道引起痛楚的原因，

而自行使用藥貼止痛，只能治標並不能治

本，還有可能出現誤診延醫的危險。例如患

上類風濕性關節炎，可能出現關節痛，如只

以止痛貼紓緩痛楚，而不針對病因接受正

確治療，有可能引致嚴重後果，包括關節

僵硬及變形，甚至肌肉、心、肺、皮膚、血

管和神經等器官也會受破壞。某些有關節

痛病徵的疾病，例如痛風和甲型鏈球菌感

染等，如無妥善治療，亦可引致嚴重後果。

由於水楊酸類物質有引致出血的傾

向，陳醫生提醒血液凝固有問題的人士，

使用含有水楊酸類物質的止痛藥貼要格

外小心。此外，如兒童因感染過濾性病毒

而患上流感，可出現關節痛和肌肉痛的病

徵，如兒童病人使用含有水楊酸的止痛藥

貼止痛，有可能引發雷氏症候群（Reye's 

syndrome），出現肝功能和血糖下降、腦

水腫等極危險的情況。而葡萄糖六磷酸去

氫酵素（G6PD）缺乏症（俗稱蠶豆症）的

患者使用樟腦、水楊酸或某些NSAIDs，亦

有機會出現溶血問題，因此都要小心。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

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

及監禁5年。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所懷疑，應立即

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作出

查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致

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消費提示

新增1間店舖
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 (2014年8月完結▲的案件)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
(干犯人)

有關刑罰

港島 Hong Kong Island

新寧葯房(北角)有限公司
Sunning Dispensary (North Point) Limited

英皇道14F號僑興大廈地下
G/F, Kiu Hing Mansion, No. 14F King's Road

應用偽造商標
●「犀利士」「Cialis」
●「威而鋼」「Viagra」

a, b
(一名店舖
售貨員)

●	120小時
		社會服務令

▲	案件完結是指審理相關案件的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審訊和上訴經已完成。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出售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b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

管有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註

本會近日從香港海關收到1宗於今年8月完結的
售賣偽冒藥物案件資料，涉案的店舖位於港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