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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性麻醉管制藥品法規 

• 法 
– 醫師法、藥師法 

– 醫療法、藥事法 

–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 規 
– 醫師為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長期處方成癮性
管制藥品注意事項 

– 慢性胰臟炎使用成癮性麻醉藥品之用藥指引 

– 麻醉藥品臨床使用規範 

– 麻醉藥品用於癌症末期居家治療注意事項 



管制藥品管理 

合法使用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醫師法、醫療法 
藥師法、藥事法 

獸醫師法 

合理使用 
慢性胰臟炎病人 

使用成癮性麻醉藥品之用藥指引 
 

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 
長期處方成癮性麻醉藥品注意事項 

杜絕濫用、流用 



資格剝奪 
• 醫師法第5條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充醫師；其已充醫師者，
撤銷或廢止其醫師證書： 
一.曾犯肅清煙毒條例或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之罪，經判刑

確定。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依法受廢止醫師證書處分。 

• 藥師法第6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藥師；其已充藥師者，撤銷
或廢止其藥師證書： 
一.曾犯肅清煙毒條例或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之罪，經判刑

確定者。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三.依本法受廢止證書處分者。 



管制藥品管理 

• 衛生主管機關 

–中央：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直轄市：直轄市政府 

–縣(市)：縣(市)政府 

• 中央主關機關專設管制藥品管理局 

–現併入TFDA 

• 製藥工廠 

–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
及販賣  



管制藥品使用與相關法律關係 

藥品來源 使用情形 適用法律 

合法來源 合法使用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合法來源 非法使用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非法來源 合法使用 藥事法 

非法來源 非法使用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藥事法 



毒品與管制藥品 
管制藥品 毒品 

適用法律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定義 本條例所稱管制藥品，指下列藥
品： 

 一、成癮性麻醉藥品 

 二、影響精神藥品 

 三、其他認為有加強管理必要
之藥品 

本條例所稱毒品，指具有成癮性、
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麻醉藥
品與其 製品及影響精神物質與
其製品 

分級原則 管制藥品限供醫藥及科學上之需
用，依其習慣性、依賴性、濫用
性及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分四級
管理 

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
會危害性分為四級 

審議委員會 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設置管制藥
品審議委員會後，報請行政院核
定公告之 

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衛生署組成
審議委員會，每三個月定期檢討，
報由行政院公告調整、增減之 

罰則 行政罰 刑罰 



管制藥品管理 

分級 

流向 

證照 



管制藥品分級管理規定 

級別 

證照 
專用處方箋 
(簽名領受) 

專櫃加鎖 簿冊登錄 定期申報 

登記證 使用執照 

第一級 ˇ ˇ 
ˇ 

(限一次) 
ˇ ˇ 半年 

第二級 ˇ ˇ 
ˇ 

(限一次) 
ˇ ˇ 半年 

第三級 ˇ ˇ ˇ ˇ ˇ 半年 

第四級 ˇ X X X ˇ 一年 



與本院業務較相關之條文 

條例 內容摘要 罰則 

第五條 除醫師、牙醫師、獸醫師、獸醫佐或醫藥
教育研究試驗人員外，不得為之 

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
理外，處十五萬以上七十
五萬以下罰鍰 

第六條 
第一項 

醫師、牙醫師、獸醫師及獸醫佐非為正當
醫療之目的，不得使用管制藥品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得撤銷
相關證照，機構或負責人
併罰 

第七條 醫師、牙醫師、獸醫師或獸醫佐非領有管
制藥品管理局核發使用執照，不得使用第
一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或開立管制藥品專
用處方箋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
鍰，情節重大者，得撤銷
相關證照，機構或負責人
併罰 

第八條 
第一項 

醫師、牙醫師使用第一級至第三級管制藥
品，應開立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 

處六萬以上機構或負責人
併罰三十萬以下罰鍰， 



例外條款 

• 不適用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濃度限量標準 

• 依據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八條第二款 

• Codeine含量 

–固態製劑：每100公克未滿1公克之指示藥 

–內服液劑：每100毫升為滿0.1公克之指示藥 



與本院業務較相關之條文 

條例 內容摘要 罰則 

第九條 管制藥品之調劑，除醫師、牙醫師、藥師
或藥劑生外，不得為之 
藥劑生得調劑之管制藥品，不含麻醉藥品 

除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處
理外，處十五萬以上七十
五萬以下罰鍰 

第十條 
第一項 

醫師、牙醫師、藥師或藥劑生調劑第一級
至第三級管制藥品，非依醫師、牙醫師開
立之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不得為之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
鍰，機構或負責人併罰 

第十條 
第二項 

前項管制藥品，應由領受人憑身分證明簽
名領受 

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
鍰，機構或負責人併罰 

第十條 
第三項 

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以
調劑一次為限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
鍰，機構或負責人併罰 

第十一條 應將領受人詳實登錄簿冊 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
鍰 

第十二條 醫療機構未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不
得使用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從事管
制藥品成癮治療業務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
鍰，行為人併罰。情節重
大者，得撤銷相關證照 



與本院業務較相關之條文 

條例 內容摘要 罰則 

第十四條 醫療機構、藥局，應置管制藥品管理人管
理之 
管制藥品管理人之資格，醫療機構、藥局
應指定醫師、牙醫師或藥師擔任 

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鍰 

第十六條 
第二項 

管制藥品之輸入、輸出、製造、販賣、購
買，應向管制藥品管理局申請核准登記，
發給管制藥品登記證 

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鍰 

第二十三條 在國內運輸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應
向管制藥品管理局申請核發憑照 

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鍰 

第二十四條 管制藥品應置於業務處所保管；其屬第一
級至第三級管制藥品者，並應專設櫥櫃，
加鎖儲藏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鍰，
管理人併罰 

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 

者調劑、使用後之殘餘管制藥品，應由其
管制藥品管理人會同有關人員銷燬，並製
作紀錄備查 

處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鍰，
機構或負責人併罰 



與本院業務較相關之條文 
條例 內容摘要 罰則 

第二十七條 管制藥品減損時，管制藥品管理人應立即
報請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查核，並自減損之
日起七日內，將減損藥品品量，檢同當地
衛生主管機關證明文件，向管制藥品管理
局申報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鍰，
機構或負責人併罰 

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 

領有管制藥品登記證者，應於業務處所設
置簿冊，詳實登載管制藥品每日之收支、
銷燬、減損及結存情形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鍰，
管理人併罰 

第三十二條 簿冊、單據及管制藥品專用處方箋，均應
保存五年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鍰，
管理人併罰 

第三十三條 受衛生主管機關及管制藥品管理局稽核之 
業者，不得規避、防礙或拒絕 

處六萬以上三十萬以下罰鍰，
並應接受強制檢查 

第三十六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受罰鍰處分者，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得視其情節輕重，自處分之日起，
停止其處方、使用或調劑管制藥品六個月
至二年 

違反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為
處分者，處六萬以上三十萬
以下罰鍰，機構或負責人併
罰 



管制藥品的存放 

• 場所 

–業務處所 

• 專櫃加鎖：1-3級管制藥品 

–堅固 

–單獨上鎖 

–不易移動 



毒品相關罰則 
分級 製造、販賣、運輸 

(4) (罰未遂) 

意圖販賣而持有 

(5) 

引誘他人施用 

(7) (罰未遂) 
轉讓 

(8) 

施用 

(10、11) 

持有 

(10、11) 

一級 
死刑或無期 

(2000萬元以下) 

無期或10年以上 

(700萬元以下) 

3-10年 

(300萬元以下) 

1-7年 

(100萬元以下) 
6月-5年 

3年以下、拘役
(5萬元以下) 

>10 g 

1-7年 

(100萬元以下) 

二級 
無期或7年以上 

(1000萬元以下) 

5年以上 

(500萬元以下) 

1-7年 

(100萬元以下) 

6月-5年 

(70萬元以下) 
3年以下 

2年以下、拘役
(3萬元以下) 

>20 g 

6月-5年 

(70萬以下) 

三級 
5年以上 

(700萬以下) 

3-10年 

(300萬以下) 

6月-5年 

(70萬以下) 

3年以下 

(30萬以下) 

1-5萬 

4-8小時講習 

>20 g 

3年以下 

(30萬以下) 

四級 
3-10年 

(300萬以下) 

1-7年 

(100萬以下) 

3年以下 

(50萬以下) 

1年以下 

(10萬以下) 

1-5萬 

4-8小時講習 

>20 g 

1年以下 

(10萬以下) 

器具 
1-7年 

(100萬以下) 

1-7年 

(100萬以下) 
1-5萬 



毒品條例之死刑、無期徒刑規定違憲? 

• 釋字第 194 號 (民國74年) 

• 釋字第 476 號 (民國88年) 

• 其立法目的，乃特別為肅清煙毒、防制毒
品危害 

• 煙毒為害之鉅，當非個人一己之生命、身
體法益所可比擬 

• 對於此等行為之以特別立法嚴厲規範，當
已符合比例原則 



常見成癮性麻醉管制藥品 

品名 管制藥品分級 毒品分級 

Morphine 一級 一級 

Meperidine 二級 二級 

Fentanyl 二級 二級 

Alfentanil 二級 二級 

Codeine 
injection 三級 

二級、三級、四級 
tablet 二級 

Buprenorphine 三級 三級 



醫師為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 
長期處方成癮性麻醉藥品注意事項 

• 非癌症相關之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 

–非癌症引起且無法以其他藥物或治療緩解 

–因燒燙傷、重大創傷等需住院反覆手術 

• 長期使用 

–連續使用超過14天 

–三個月內累積使用28天 

• 應使用其他藥物及方式控制疼痛無效始得
考慮麻醉藥品 



醫師為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 
長期處方成癮性麻醉藥品注意事項 

• 需成立管制藥品管理委員會 
–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 

• 麻醉/疼痛、精神、神經、內科、外科專科醫師 

• 藥師 

–疼痛衛教 

–病例評估、審查、追蹤 

• 會診：填寫新個案通報表 
– 10工作日內完成：疼痛科、精神科、其他相關
科 

–一致同意始得續用；意見不一致提會討論 



醫師為非癌症慢性頑固性疼痛病人 
長期處方成癮性麻醉藥品注意事項 

• 使用中 

–填寫同意書：告知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至少每四個月提委員會討論 

–至少每半年重填同意書及會診精神科評估 

–診斷改變：重新填寫及會診 

• 以口服劑型為主 

–處方限制：口服14日、貼片15日、針劑7日 

–廢貼片、空安瓿應於再處方時繳回 



麻醉藥品臨床使用規範 

• 用藥原則 
– 嚴格依臨床適應症用藥 

– 不得應病人要求濫用藥品 

– 盡量採口服給藥 

– 採取階段式給藥 

– 依照規定處方，不得以電話處方 

• 給藥間期 
– Codeine：3-4次/天 

– Morphine口服速效劑型：q4h 

– Morphine sulfate長效錠：q8-12h 



麻醉藥品用於癌症末期患者 
居家治療注意事項 

• 癌症末期患者使用麻醉藥品錠劑居家治療，
以硫酸嗎啡長效錠及鹽酸嗎啡錠為主 

• 每次處方使用麻醉藥品天數以十四日內為
限 

• 用吩坦尼穿皮貼片劑居家治療，每次處方
使用天數以十五日內為限 

• 麻醉藥品針劑以不讓病患攜回使用為原則 

• 不能口服或因故必須使用針劑時，每次處
方使用天數以七日內為限 



藥局交付麻醉藥品時應辦理事項 

• 應核對領藥人身分 

• 請領藥人於麻醉藥品專用處方箋上憑1身分證
明2簽名領受 
– 病患本人無法親自領藥時，可由家屬代理 

• 發給麻醉藥品居家治療用藥紀錄表 
– 複診時交醫師審視 

• 未按規定確實填寫，再處方麻醉藥品時，酌予
減少交付天數 
– 情節重大者，並應拒絕再處方交付麻醉藥品 

• 未用完之藥品如不再使用時，應併同麻醉藥品
居家治療用藥紀錄表繳回 



醫院院內麻醉藥品管理要點 

• 麻醉藥品應設置固定專用櫥櫃加鎖儲存 
– 設簿冊登錄收支使用情形 

– 移轉時發藥人及領藥人均應簽名 

– 管理人應每日登載收支情形及清點庫存量，並作成
紀錄 

• 使用單位常備 
– 設專櫃加鎖、專人管理 

– 設「麻醉藥品使用紀錄表」 

– 每週將紀錄表、專用處方箋併空安瓿送藥局點收 

– 未設常備量之單位，應由醫師開立「管制藥品專用
處方箋」至藥局領藥 



醫院院內麻醉藥品管理要點 

• 藥劑部門 

–應將各預支常備量單位之麻醉藥品個別造冊 

–每月至少一次派藥師至各單位不定時抽查核對
藥品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