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服務站

用藥安全宣導

衛生科資訊

常會有民眾很緊張的拿著安眠藥詢問藥師：「我已經吃這個半年多了，會不會越吃越重？要怎樣才
能停掉？」。也有人習慣每次看診時都會要求多開一些胃藥及止痛藥，即使沒必要服用，仍然堅持
只要沒服用身體就不舒服，這種情形算不算是成癮呢？
這樣算是藥物成癮嗎?是否也曾發生在你身上嗎?
你有正確的使用藥物習慣嗎?
藥物是用來治療疾病的，如果非以醫療為目的任意使用，即使像胃藥這種看似無害的藥，也是一種
「錯誤使用」正確使用是藥不正確使用是毒。

藥正確使用是「藥」
不正確使用是「毒」

正確使用『止痛藥』五要、五不原則
五不原則
不過量、不喝酒、不併用、不空腹、不亂買。
五要原則
「要知道」：使用止痛藥種類，過量使用會造成身體負擔。
「要看標示」：看藥品的藥盒或說明書的成分及注意事項。
「要告知」﹕是否曾對此類藥物過敏，或同時併用其他藥品。
「要遵醫囑」 ﹕依照醫生、藥師所給予資訊用藥。
「要問專業」：服用止痛藥前後有任何不適，需請教專業藥師。

擔心止痛藥越吃越重，只要能不吃就不要吃?
常忍著一整天都不吃藥，有可能會間接影響正常生活作息，目前所使用的止痛藥，一般來說30〜
60分鐘會發揮效果，24小時後也會排出體外，正確使用下，對肝腎造成傷害的機會很低。
痛就吃止痛藥，即使症狀消失了也要繼續吃?
疼痛症狀消失或副作用產生就應該停藥
1.疼痛症狀消失時大部份的止痛藥都是有痛再吃，但特殊的情形需要固定時間使用。
2.發生副作用時服用止痛藥後，有過敏反應等現象時，則應立即停止
服藥儘快就醫。
正確使用『制酸劑』五不、五要原則
五不原則
不要求、不併用、不長期、不刺激、不亂買
五要原則
「要知風險」：長期使用會造成胃酸不足、影響營養吸收。
「要看標示」：看藥品的藥盒或說明書的成分及注意事項。
「要告病況」：是否曾對此類藥物過敏，或同時併用其他藥
品。
「要遵醫囑」﹕依照醫生、藥師所給予資訊用藥。
「要問專業」：服用制酸劑前後有任何不適或連續服藥三天後未改善，請與您的醫師、藥師聯絡並
儘快就醫。
領了制酸劑後，不用看藥袋說明，只要胃不舒服就可以拿來吃?
服藥前先確認藥袋上的用藥途徑、方法、用藥時間與每次劑量，才能在正確時間點服用正確的藥
量，使藥品發揮最佳療效。
看病時，應告訴醫師目前正在服用的藥品?
看病時除了清楚的陳述症狀外，也應告知自己目前正在使用的藥品，包括中藥、西藥、成藥或保健
食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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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蔡榮富教誨師
管理學是一門學問，所
謂人事管理、財務管理、企
業管理等，這些管理都還容
易，但心的管理就困難了。
因為心有太多種，善心、惡
心、好心、壞心、信心、疑
心、貪心、瞋心、痴心等
等，能夠把自己的心管理
好，這才是最重要的管理。
如何管理，以下四點提供:
第一、 用 捨 心 來 管 理 貪
心:貪得無厭、自私自利之
人，不但障礙修行，也不得
人緣。如果能轉貪心為喜捨
心，廣結善緣，捨掉自己的
分別執著、貪愛束縛，將歡
喜、方便、希望布施予人，
自然無所罣礙，獲得自在。
所以，人的貪取心能減少一
分，喜捨心便能增長一分，
則福報就會不求自生，因此
「有捨必有得」。
第二、 用 慈 心 來 管 理 瞋
心:有的人瞋心一起，則口出

惡言，大動干戈，甚至殘殺
生命，如此一來，智慧沒
了，理性被蒙蔽，不僅惱害
眾生，也障蔽本自清淨的佛
性。
所謂「瞋心能燒諸善
根」，為人處事，要能但從
柔處不從剛，但從慈心不瞋
恨。調伏瞋惱，以慈心來管
理，不但能對治自己的瞋
心，也能化解他人的瞋心，
達到冤親平等，問題也才能
解決。
第三、 用 智 心 來 管 理 痴
心:愚痴乃人生大病，是對世
間認識錯誤，對因果顛倒看
法，沒有通達事理的智慧，
使人縱欲逐世，聞善生厭，
是吾人起惑造業、輪迴生死
之本。因此，佛教以般若智
慧來引導愚痴，懂得觀察因
緣，痴心則減少，頭腦自然
冷淨理智，條理清楚，處理
事情才能圓滿順利。

心有 太多種
善心、惡心
好心 、壞心
信心、疑心
貪心 、瞋心
痴心等等。

第四、 用 虛 心 來 管 理 慢
心:與人相處，自恃聰明而驕
傲自滿，這是我慢心；自己
事事不如人，卻不願向他請
益、學習，甚而暗地毀謗對
方，這是卑劣慢。有位哲人
說:「宇宙只有五尺高，六尺
之軀的人要生活其中，必須
低頭才能順利。」我慢的高
牆不僅隔絕自己的視野，也
交不到朋友。若以虛懷若谷
之心待人，反而更顯高貴，
別人也會更肯定我們的成
就，與我們來往接觸。其
實，最好的管理就是自我管
理，所謂「心治則身治，身
治則一切皆治。」將自己的
心先管理好，讓自己心中有
時間觀念，空間層次，做事
原則，情緒管理以及大眾的
利益，心地才能夠慈悲柔
和，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
一如，才是最高的管理。

把自己的 「 心 」 管理好
這才是最重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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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向陽班的日子
每每看到溝通園地雙月刊上三個醒目的標
題，沉澱、蛻變、復歸都讓我不禁聯想到本監
成立的向陽班的宗旨。
有幸參加了向陽班第三期，從第一堂課，
老師在白板上寫出人際關心面對與溝通開始，
我就摒除了所有雜念，告訴自己，這也許是人
生的轉淚點，是一個新的契機，只要是能觸動
心靈深處的感動，讓我找回初心的語言，都是
一分正能量。課堂上的種種感動，徹底翻轉我
內心桀驁不馴的性情，慢慢地開始正視自己，
學習包容，體諒與愛。
許多同學在生命價值上曾一度迷惘，找不
到出口，或是覺得自己被社會所遺棄，所以希
望能夠獲得心靈上的慰藉。此時本監的向陽班
就是讓這些同學找回原本的自我，建立其自信
心與成就感，重新找回自我生命價值，也能再
出監前矯正行為與內心的想法，並配合社會脈
動，輔導同學邁入新的專業領域學取有用的知
識，並考取生命禮儀－喪禮服務證照，讓我們
可以透過這樣的課程與訓練，瞭解到任何的職
業無貴賤，殯葬業在面對喪家時更應有悲天憫
人之慈悲心懷，需要有心用心地融入喪家情結
而對其有所助益，才能逐漸體會領悟其要旨並
融會貫通的吸收所有知識，而轉化為難得之專
業領域人才所必備的基礎條件。讓我們在復歸
社會前有專長，然後從事相關行業，而與社會

讀書
心得

迅速接軌而不脫節。以後我們要創業或是就
業，都多了一項好的選擇。
過去的自己，因為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犯下
的錯，一昧地逃避，這些日子回頭細想，在服
刑中，我們常被習慣限制視野，困住自己於名
為「日常生活」的牢籠，但只要眼光放遠，就
會發現人生不可能堅守習慣，如何多方發展，
跳脫舊有思維，既有的框架，或許正是我們生
命裡所面臨最重要的課題。原來，改變還是須
要從自己的「心」開始，才能真正「蛻變」。
在多元化課程的向陽班裡，每位老師都有
其各自不同的專業領域及不同的元素，可滋養
我們吸收不同的養分。使我在心態上轉變，更
在淺移默化中修正昔日錯誤之人生觀，創造新
機來寬慰我們所有親屬。感謝家人對我的關愛
與支持，也感謝生命禮儀－黎老師從禮儀課程
讓我體悟人生無常。以及所有老師們的教導和
同期學員們的互相扶持，更感謝能夠經歷這樣
的過程，讓我學會了珍惜當下，充實地過好每
一天。
向日葵一出生就懂得面向太陽，即使陰天
無所適從，但陽光露臉時，便以最挺拔的姿態
迎向朝陽，希望您我就像向日葵低潮後以嶄新
亮麗的心情從心出發！才能增長自己拓展視
野。願以此與各位同學互勉共勵〜加油！

學會由奢入儉

猶記幼年時的我只要讓我看見了什麼物
品、東西總充斥著比較、好奇、貪念的心，驅
使著我有一種什麼都想要的感覺，記得在小時
候時見到年齡相仿的鄰居，把玩手中新買的玩
具內心底就會舞動著想要擁有的念頭，在羨慕
旁人有什麼玩具物品的眼光下，不明白家人工
作辛勞定會跑回家去施展我的〝盧〞，尤其是
向最疼愛我的阿嬤撒嬌著，要求著！孫：「阿
嬤，那個隔壁的誰玩具好好玩，阿嬤您買給我
好不好。」阿嬤：「厚啦，厚啦，乖孫a你愛
乖，阿嬤再帶你去買(台語)。上了國小讀書時
同班同學三五好友相約著訂購校外午餐，互相
比較著菜單上的菜色，雞排飯加紅茶亦或雞腿
便當加珍奶諸如此類看起來就比校園的營養午
餐好吃，比較心又在我腦海中產生畫面想和人
炫耀比較的心裡於是放學後三步併二步跑回家
等著父親下班的到來，待父親回家時又再一次
的施展〝盧〞的功夫，父親也就此答應我的要
求現下回憶起過往時真是不營養又不健康呢。

十四工
廖○偉

二十工
邱○驊

未成年時望著週遭的玩伴都有屬於自己的摩托
車好不拉風抵擋不住誘惑的我又向父親開口如
法炮製重複上演著。
在這樣每一次想要的念頭中慾望貪心的念
如同樹木般日漸茁壯著，像大樹越來越高大，
形成了花費不懂節制，終究有家人無法承擔負
荷的時候，入不敷出的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
以販賣毒品牟取暴利，來換取那貪婪慾望帶給
我的快樂與滿足。利益薰心換來階下囚牢獄中
的反省悔悟屏棄過往諸多惡習更讓我在監內從
一個不懂得節制的人養成記帳花費習慣的人，
或許是判長刑期的我才逐漸體會明白家人賺錢
的辛苦，更使我對錢的使用上有了重新的認知
與觀念。
改變成為一個懂得明辨什麼是需要，什麼
是想要，除了可以清楚明白花費更不會造成家
人承重的負擔，多年的獄所生活化繁為簡讓慾
望的貪念心不再擴大了由奢入儉相信是我這次
最好的收穫，讓我更懂得惜福與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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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思、我得〜
「禮」是中國優良傳統
文化的象徵，可是近代人對
它不但模糊且存有質疑與誤
解。漫以為禮是約束人的自
由及尊嚴，認為是封建時代
的嚴苛教條。事實上，
「禮」不但不妨礙人的自由
及尊嚴，反而極尊重、極維
護人的自由與尊嚴。試問：
古今中外誰不願受人尊敬激
賞呢？一個人能恒常受人尊
敬，必然跟他平時為學素養
有絕對的關係。高尚的品
德，加上謙謙有禮，這是人
生無上的尊貴
，必然受人崇敬。換言
之，其人若思想怪誕、固執
成見，言語又多挑撥蠱惑，
以顯示自己博學多才，
和這種人交往，就要無時不
在提心吊膽，當然應敬而遠
之了。所以說，禮是講究

「適性」的是合乎人情事故
的。它不是「任性」的，
絕不是權勢、富貴，或
能力所能取代的。禮既可提
升人的品質，也是人與人之
間感情的「潤滑劑」。它可
以端正社會風氣，建立倫理
規範，是很促進和平進步的
最好遊戲規則。彼此尊重、
彼此謙讓、融洽互信，人們
如都如此善用珍惜，這社會
必將充滿溫馨和諧。
「禮」的實施，是高度
的藝術，「過與不及，非禮
也。」譬如駕車，它不但是
「潤滑劑」，也是「剎車
油」，若能善加利用，才能
讓人安心駕駛，不致失控
，，所以說「發乎情，
止乎禮」就是這個道理。又
「禮之用，和為貴」，
「和」是平心，中和的作

用，在過與不及之間的平衡
點，有著謙沖包含的意味，
因此古人嘗以「家和萬事
興」做為人的治家格言。
「潤滑劑」雖利於行車順
暢，但不保障安全；「剎車
油」可因應緊急狀況，但亦
不能過於依賴。最好在於調
節的藝術，若能保留一段
「安全距離」，這就是
「和」的可貴了。
欲闡明「和為貴」是天
經地義的道理，就得落實於
生活上。心存於禮，自然形
之於外貌，言行必然循規蹈
矩，事務求通情達理，自然
帶動監所內受刑人遵禮制、
守秩序的軌道。

非常幸運地在向陽班多
元精采的豐富課程中，安排
了一門由臺南市社會局和勞
保局共同合辦的「國民年
金」宣導，破除了我那因愚
昧無知所造成的迷思。
在未上課前，我亦同大
多數人一樣對「國民年金」
完全一無所知，再加上以訛
傳訛的種種道聽塗說下，全
盤否定了政府為保障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老年人晚年生活
的德政。總自以為是地認為
政府強迫年滿二十五歲以
上，未參與其他保險之國
人，須強制參與國民年金保
險的法令，等同於是變相的
「徵稅」，肆意地榨取著老
百姓的民膏民脂；或著是孤
陋寡聞地認為這是一種另類
的強制儲蓄；或認為屆時會
演變成「繳得多，領得少」
這種得不償失的局面；或以
為若不幸在年滿六十五歲領
取年金前去世，將會一無所
有、血本無歸；或者是，根
本就不須要繳納保費，待年
滿六十五歲老人年金折抵保
費後有盈餘時，自然就能領

取…等等，諸如此類似是而
非、千奇百怪的錯誤觀念及
謬論，令人瞠目結舌、啼笑
皆非。
所幸，接續兩堂國民年
金的宣導課程令我因此而豁
然開朗，讓我充分瞭解國民
年金的五大給付、年金和保
費的計算方式、如何申請減
免降低國民年金保費、以及
怎樣補繳保費欠款較有彈
性、怎樣補繳保費欠款才不
致因國民年金「十年補繳期
限」，而造成領取年金金額
A、B式的差距…等，並透過
現場發問，在你來我往、一
問一答的過程中，更令我對
國民年金的疑惑茅塞頓開。
國民年金保險上路已整
整十年了，首期保費補繳期
限原定於民國一○八年一月
到期，後來衛福部以行政命
令延長了兩個月，但迄今三
月三十一日為止仍有超過百
萬人欠款…。其實，國民年
金的「十年補繳期限」是影
響日後，年滿六十五歲時領
取年金多寡的關鍵，但許多
人卻輕易地放棄了自己晚年

的權益，殊為可惜。反倒是
幸好我人在服刑中，有賴於
矯正署及本監的德政下，允
許動用勞作金做為繳納國民
年金的措施，讓經濟能力每
況愈下的我，還能有補救國
民年金權益的機會，另外也
確實嘉惠了許多人，功德無
量呀。
坦白講我覺得自己非常
地幸運，透過社會局和勞保
局「國民年金」的聯合宣
導，以及本監能以勞作金繳
納國民年金的嘉惠措施下，
保障了自己國民年金的權
益。因此，我本著感恩之情
以野人獻曝的一孔之見，辜
妄言之、辜妄聽之，或許能
令其他的天涯淪落人雨露均
霑地保障自己未來的人生下
半場，更甚者…或許能藉此
降低收容人出獄後，為了生
計再度重蹈覆轍、鋌而走險
的機率呢！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0 月 3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