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行時能服用之非處方藥(成藥) 

蕭光霈 譯 

進入主題前，請先省思：「自己是否有無法安全飛行的狀況?」《美國

聯邦法規》第 14 篇第 61.53 條(Title 14 CFR 61.53)即明文規定，禁止

於服用已知會構成負面影響的藥物(除非獲得美國聯邦航空總署核可)

情況下飛行，並要求當事人於每次飛行前，須先自我判斷是否適合飛

行，如： 

□ 是否生病? 

□ 是否在地面時有不易平衡耳壓的情況?  

□  是否感到不適的情形，已惡化到會不斷關注自己感受? 

□ 是否受到他人詢問自己有無不適? 

□ 是否「唯有」服用藥物，才認為適合飛行的情形? 

□ 不適情形是否惡化?  

其次，操作航空器前，先思考以下問題： 

□ 過去 5 天內，是否已服用或預備要在飛行前服用任何藥物? 

□ 若服用只為紓緩症狀的藥物，是否能在不服用的情況下安全

飛行? 

□ 是否有任何潛在的健康疑慮情況? 

 與航醫或家庭醫師討論，以判斷能否安全飛行。 

 特別要詢問自身「操作機械」(包括任何航空器)能力的情

況。 

 討論在服用藥物、成藥或其他相關情況下，是否會使潛在

不適情形，轉變成健康問題。 

 或有其他健康狀況，或有服用其他藥物。 

**若當事人對以上任一問題的回答為「是」，宜請留步，當事人恐不

適合飛行!** 

 

 

 

 



選用非處方藥(成藥)時，請注意藥品標示： 

 

 

若服用任何「不適出勤」之藥品(如下表所列)，或曾受過服用中之是

項藥品副作用影響，請於最後一劑量服用後至飛行前，至少要等待 5

次服藥間隔時間以觀察，請參考以下範例，以瞭解停止服藥後，建議

採用的待飛觀察時間。 

 

藥品包裝標示 5 次服藥間隔 待飛觀察

時間 

建議事項 

每 4 至 6 小時 X 5 30 小時 如藥品標示要每 4至 6

一、 判別藥效成分：請確認過去服

用是項藥物時，並未發生副作

用。請注意：以服用單一成分之

藥品為宜(因為可易於找出不當

之成分)，複合成分藥品次之。 

 

二、 閱讀標示：若藥品標示上有「恐

會 產 生 睡 意 」 (May cause 

drowsiness)或建議使用者「服用

時，請小心駕駛機械車輛或操

作機械裝備」(be careful when 

driving a motor vehicle or 

operating machinery)，服用此藥

物即無法安全飛行。 

 

三、 詳閱內容：若當事人是首次服

用是項藥物，至少要等待 5 次

服藥間隔時間，並確定個人開

始服藥至飛行前，皆未發生任

何副作用(建議用藥之觀察期

請參考下表)。 

 



服用乙次(每

日最多服用 6

次) 

小時服藥乙次，飛行前

至少要待飛觀察 30 小

時。 

每 8 小時服用

乙次(或每日 3

次) 

X 5+ 40 小時 如藥品標示要每 8 小

時服藥乙次，飛行前至

少要待飛觀察 40 小

時。 

每 12 小時服用

乙次(或每日 2

次) 

X 5 60 小時 如藥品標示要每 12 小

時服藥乙次，飛行前至

少要待飛觀察 60 小

時。 

如用藥間隔有標注範圍，以最長的時間列計。 

 

最低要求 

如未熟悉《美國聯邦法規》第 14 篇第 61.53 條，宜請閱讀，並恪遵

規定。此舉不僅必要，亦是為當事人與乘客安全著想。若有疑慮，

安全第一，切勿飛行。 

□ 考慮要飛行前，再次檢查自身狀況。 

□ 先恢復健康，再考慮復飛…千萬別勉強。 

□ 成藥有助紓緩疾病症狀，但無法治病。 

□ 即使所服藥品已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認證安全無虞，然並不代表是項藥品容許用

藥者飛行，甚或駕車。 

某些藥品不建議使用(請參考下列「不適出勤」藥品表)： 

 如決定須在服藥情況下飛行，請確保用藥不會影響飛安。不要

抱持僥倖心態。 

注意：本表仍有未盡之處，亦非用以取代主治醫師或航醫問診服務。

敬請牢記，若當事人有明顯的健康疑慮情況，建議在服用任何藥品

前，必須先向醫師諮詢。 



 

常見非處方箋用藥(成藥) 
＊此符號代表其藥效恐導致失能 (本表列舉品項並非包含所有相關藥品) 

藥品種類 經常出現之品項 「適合出勤」：服用此類藥品

或藥效成分時，通常可以安全

飛行。 

「不適出勤」：避免使用之藥

品或成分＊
 

說明 

抗組織胺藥 

 

過敏症藥品 

咳嗽/感冒藥品 

止痛藥品 

 

非鎮靜藥品： 

fexofenadine (Allegra) 

loratadine (Claritin) 

鎮靜藥品： 

brompheniramine (Dimetapp) 

cetirizine (Zyrtec) 

chlorpheniramine (Chlor-

Trimeton) 

diphenhydramine (Benadryl) 

levocetirizine (Xyzal) 

組織胺藥不僅會影響過敏症

狀，睡眠清醒週期亦受影響。

具鎮靜藥品成分的抗組織胺

藥會產生睡意，減弱思考及判

斷力。 

助眠藥品 Melatonin (非抗組織胺成分) diphenhydramine ( 例 如

Zzzquil). 其與 Benadryl 成分

相同 

Doxylamine (例如 Unisom) 

 

在有安全顧慮情況下服用後，

次日晨間會有類似「宿醉」的

殘餘效應。 

注 意 ： 於 不 當 時 間 服 用

Melatonin，的確會使「時差」

不適情況加劇，在日間產生睡

意。 

鼻用類固醇 

 

過敏藥品 fluticasone (Flonase) 

triamcinolone (Nasacort) 
無   

去鼻塞劑 

 

鼻塞 

 

鼻竇壓力 

 

oxymetazoline (Afrin) 
 

phenylephedrine (Sudafed PE) 

pseudoephedrine (Sudafed) 
 

(於建議用量內服用，視為安

全) 

警告：使用假麻黃(Sudafed)類

之藥品會加快心率；因此，如

有潛在心臟問題，服用時須謹

慎。感覺精神欠佳時，多飲一、



咳嗽/感冒藥品 較不便於使用的洗鼻食鹽水，

但較為安全，如鼻用噴劑與洗

鼻壺。 

兩杯咖啡也要格外小心。此舉

已造成不只一位飛行員因心

跳過快，而送進急診室。 

咳嗽藥 

 

咳嗽/感冒藥品 Coricidin ( 若 不 含

chlorpheniramine 成分，則可服

用) 

 

guaifenesin ( 在 Mucinex 與

Robitussin 藥品成分中) 

Mucinex fast-max severe 

congestion and cough (漿) 

 

請確認具有多重或單一藥效

成分，再做判斷。 

dextromethorphan (Delsym) 

 

 

Dayquil ( 包 含

dextromethorphan 成分) 

 

大部分「夜用型」藥品含有鎮

靜成分的抗組織胺，如： 

- Coricidin HBP cough & cold 

(含 chlorpheniramine) 

- Nyquil (含 doxylamine) 

大部分咳嗽藥品服用後仍可

安全飛行，但請注意具有鎮靜

性質的抗組織胺成分藥品。若

有標示 PM(夜用型)或 DM(含

dextromethorphan)，最近一次

服用後，至少暫停飛行達藥效

半衰期 5 倍以上的時間(參考

上文)。 

泌尿道感染用藥 

 

止痛藥 phenazopyridine (AZO 標準) 無 在地面未執勤時經過適當試

用，觀察有無副作用後，通常

容許執勤時使用。使用後症狀

可以經解，除有殘餘輕微不適

情況。 

止痛用藥 

 

NSAIDs (非類固

醇之消炎止痛藥)

與鎮痛藥劑 

acetaminophen (Tylenol) 

aspirin (Bayer’s)  

ibuprofen (Advil, Motrin) 

naproxen (Naprosyn)  

Advil PM 

Tylenol PM 

(大部分標示 PM 的藥品皆含

有 diphenhydramine)  

大部分止痛用成藥，在其潛在

症狀可容許情況下，服用後仍

可安全飛行。 

 

警告：某些成藥成分中含鎮靜

性質之抗組織胺，服用後恐產

生睡意(參考上文範例)。 

 

治療頭痛的其他

用藥 

caffeine (通常列在 Excedrin 成

分中) 

請依標籤指示服用。 

熱帶止痛藥品 lidocaine 貼布 (Lidoderm) (按建議劑量使用，以策安全) 



肌肉痠痛軟膏 使用 lidocaine 時要小心，避免

沾手或沾到傷口，因該成分會

降低血壓或使皮膚更快吸收。 

皮疹用藥 

 

潤膚膏與皮質類

固醇乳液 

幾乎皆可使用 按建議劑量使用，勿用過量，

超過可容許風險。 

請確認其潛在症狀不會影響

安全飛行。 

腸胃病症用藥：

噁心、嘔吐、腹瀉 

 

止吐藥與抗腸蠕

動藥 

bismuth subsalicylate 

(Kaopectate, Pepto-Bismol) 

loperamide (Imodium)  Loperamide 有鎮靜作用，或產

生睡意。請小心服用，切勿掩

蓋潛在症狀；腸胃病症會隨高

度增加，導致脫水、抽筋與疼

痛。 

腸胃病症用藥：

攝取不良 

 

質子幫浦阻斷劑

(Proton Pump 

Inhibitors / PPI) 

Esomeprazole (Nexium) 

lansoprazole (Prevacid) 

omeprazole (Protonix) 

rabeprazole (Aciphex)  

無 請小心服用，切勿掩蓋潛在症

狀。 

第二型組織胺阻

斷 劑 (H2 

blockers)  

cimetidine (Tagemet) 

famotidine (Pepcid) 

nizatidine (Axid) 

ranitidine (Zantac) 

無 

制酸劑  aluminum hydroxide (Maalox) 

calcium carbonate (Tums) 

magnesium hydroxide (Milk of 

Magnesium) 

無 

譯自: FAA 網站 https://www.faa.gov/licenses_certificates/medical_certification/media/OTCMedicationsforPilots.pdf 

https://www.faa.gov/licenses_certificates/medical_certification/media/OTCMedicationsforPilots.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