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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提供本材料，但这并不代表 MED 项目或参与 MED 项目产品管理计划的生产商的观点。

藥品能協助治療疾病、管理慢性病況，

並改善數百萬美國人的健康與福祉。

病患按照其健康照護提供者所開立的服用藥物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如果您有過期或不需要的藥物或使用過的尖銳物品，

正確棄置這些物品是很重要的，一點都不困難。



標籤、包裝或藥品仿單上如有任何棄置的特殊說明，請遵循那些說明。除非標籤、
包裝或藥品仿單上的資訊特別指示您這麼做，否則請勿將任何藥品沖入馬桶。

切勿將尖銳物品置於垃圾或回收中，也切勿將它們沖入馬桶。將尖銳物品棄置於垃圾或回收中，
可能會讓垃圾或汙水處理工人、工友、管家、家庭成員與兒童面臨受傷的風險。

為保護您的隱私，提醒消費者在棄置使用過的尖銳物品之前，移除所有在藥品標籤或包裝上的個人可辨識資訊。

Sources: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ttps://www.fda.gov/


社区便利亭药品回收点允许居民将过期或无用药品放到一个集中的便利位置，以便进

行妥善处理。

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提供本材料，但这并不代表 MED 项目或参与 MED 项目产品管理计划的生产商的观点。

https://med-project.org/


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提供本材料，但这并不代表 MED 项目或参与 MED 项目产品管理计划的生产商的观点。

殘疾人士或無法離家之居民提出請求時，可取得尖銳物品寄回服務 (Sharps Mail-Back Services)。
請填妥下列表格，以請求提供一個經 FDA 批准的事先付費、事先標示地址之紅色尖銳物品容器。

可接受：裝在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核准之尖銳物品收集容器中的尖銳物品 (例如皮下注射針頭、注射筆專用針、預裝填尖銳物品、
自動注射器、靜脈內注射針、刺血針以及其他用於穿刺皮膚以進行抽血或給藥的裝置)。

不可接受：不要的藥品、管制藥品與剃鬚刀。

https://med-project.org/


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提供本材料，但这并不代表 MED 项目或参与 MED 项目产品管理计划的
生产商的观点。

更多有關您所在地區回收活動的內容，請撥打電話號碼：1-844-MED-Project，或造訪 Alameda 
回收活動的網站： https://med-project.org/locations/alameda/events/

您的地區可能有贊助當地取回活動，並提供居民過期或不要的藥品之免費和便利的棄置方式。 

尖銳物品:

不要的藥品:

https://med-project.org/locations/alameda/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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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提供本材料，但这并不代表 MED 项目或参与 MED 项目产品管理计划的生产商的观点。

alamedacounty@med-project.org.



 
 

常见问题 (FAQs) 
 

何謂 MED-Project？ 

MED- Project 是實施產品管理計畫 (Product Stweardship Plan)，包括教育和對外推廣方案的實體。 

如果我發生緊急醫療事件，我該怎麼做？ 

如果您發生緊急醫療事件，請立即撥打 911，聯絡緊急醫療服務。 

如果我認為我攝入某些有毒物質，我該怎麼做？ 

如果您認為您已攝入某些有毒物質，請立即聯絡緊急醫療服務。請撥打 911 或與您當地的毒物管制中 

心聯絡。 

如果我認為我或家庭成員中的某人被用過的尖銳物品刺傷，我該怎麼做？ 

立即以肥皂水或用皮膚消毒劑 (無菌)，例如擦拭用酒精或洗手液，清洗暴露區域。 

聯絡您的醫師或當地醫院以尋求立即醫療照護。 

如果您的眼睛、鼻子、嘴巴或皮膚沾到血液或其他體液，請遵照這些相同的指示。更多關於病毒與 

針扎預防的資訊，請造訪： 

如果有關於我的藥品或尖銳物品的問題，我該與誰聯絡？ 

請直接向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詢問關於您藥品與尖銳物品的所有問題。 

哪裡可以找到關於安全存放藥品或尖銳物品的資訊？ 

您應遵照您的健康照護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存放說明，以及任何您的藥品或其包裝上所列的書面說

明。此外，許多政府機關也會提供關於安全存放藥品的資訊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s 

Information page 可能的資源包括 與 CDCs information page.  
哪裡可以找到關於加州第 65 號法案 (California's Prop 65) 的資訊？ 

加州環境健康危害評估辦公室 (OEHHA) 會提供關於第 65 號法案的資訊。透過下列方式可以評估資訊 

：OEHHA’s Proposition 65 web site.  

我可以將我的藥品或尖銳物品沖入馬桶嗎？ 

除非標籤、包裝或藥品仿單上的資訊特別指示您這麼做，否則請勿將處方藥品沖入馬桶。切勿將尖 

銳物品置於垃圾或回收中，也切勿將它們沖入馬桶。 

棄置我的藥品或尖銳物品前，是否應移除我的個人資訊？ 

棄置前，請從您的藥品或尖銳物品標籤和/或其包裝移除所有個人及可辨識資訊。 

離我最近的 MED-Project 棄置地點在哪裡？ 

MED-Project 提供的棄置地點遍布整個阿拉米達郡 (Alameda 
County)。更多有關離您最近之地點的資訊 ，請造訪 MED-Project 網站：Take-Back Events 與 

Convenient Kiosks 部分，或撥打熱線電話：1-844-MED-Proj。 

棄置我過期或不要的藥品或尖銳物品會向我收取任何費用嗎？ 

收集地點不會收取任何棄置費用。 

我可以在 MED-Project 服務站中棄置的物品有哪些？ 

https://www.nih.gov/
https://www.cdc.gov/
https://oehha.ca.gov/proposition-65/general-info/proposition-65-plain-language
https://med-project.org/locations/alameda/events/
https://med-project.org/locations/alameda/kiosks/


尖銳物品可以放在 MED-Project 收集地點的尖銳物品服務站。不要的藥品可以放在 MED-Project 
收集地點的獨立不需要藥品服務站。 

我的地區是否會舉行任何取回活動？ 

 請造訪 MED-Project 網站或撥打熱線電話：1-844-MED-PROJ，以瞭解您地區即將舉行的取回 

 活動。 

還有哪裡可以找到關於安全棄置過期或不要的藥品之資訊？ 

一些政府機關都有提供關於安全棄置藥品的資訊。更多資訊請參見 FDA 的網站:  

“Consumer Updates: How to Dispose of Unused Medicines”. 

還有哪裡可以找到關於安全棄置尖銳物品的資訊？ 

一些政府機關都有提供關於安全棄置尖銳物品的資訊。更多資訊請參見 FDA 的網  

“Needles and Other Sharps (Safe Disposal Outside of Health Care Settings” 

或阿拉米達郡家庭危害廢棄物方案 Alameda County Household Hazardous Waste Program 
 (“Stop Waste”) 的網站。 

我有此網站沒有回答的問題。我是否可以聯絡某人以回答關於 MED-Project 的問題？ 

更多資訊請撥打熱線電話：1-844-MED-PROJ。 

阿拉米達郡建議過期或不要的藥品之安全處置為何？ 

棄置不要的藥品時，應考慮下列的處置選項與順序： 

 
：標籤、包裝或藥品仿單上如有任何棄置的特殊說明，請遵循那些說明。除非包裝上的
資訊特別指示您這麼做，否則請勿將處方藥品沖入馬桶。 

：您的地區可能有贊助當地取回活動，並提供居民過期或不要的藥品之免費和便利的棄置方式。 

  
：當地執法機關的社區藥品取回地點能讓居民攜帶過期或不要的藥品至一個便利、集中的地點進行
適當棄置。 

 
：如果處方藥品標籤上未提供棄置說明，且您的地區未提供取回方案，請遵照這些步驟將藥品丟

棄至家庭垃圾： 

將它們從原本的容器中取出，並將它們與令人討厭的物質混合，例如用過的咖啡渣或貓砂 

(這麼做可讓藥品對於兒童與寵物較不具吸引力，並且無法被企圖翻動垃圾找尋藥品的人認出)。 

將此混合物放入密封袋、空罐或其他容器中，以防藥品從垃圾袋中滲漏或破損露出。 

哪裡可以找到更多關於阿拉米達郡安全藥品處置條例 (Safe Drug Disposal Ordinance) 的資訊？ 

更多關於阿拉米達郡安全藥品處置條例的資訊，請參 
見：https://www.acgov.org/aceh/safedisposal/ 

 

http://www.sfenvironment.org/medicinedisposal
https://med-project.org/locations/alameda/events/
https://www.fda.gov/ForConsumers/ConsumerUpdates/ucm101653.htm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ProductsandMedicalProcedures/HomeHealthandConsumer/ConsumerProducts/Sharps/default.htm
http://www.stopwaste.org/
https://www.acgov.org/aceh/safedisposal/


如果您遭遇紧急医疗事件，请拨打 9-1-1。
如果您遭遇非紧急医疗事件，
但您怀疑您或家人摄入有毒物质，
请呼叫毒药控制中心，电话 800-222-1222。
如果您对服用的药品有疑问，
请呼叫医疗服务人员。

對於一些關於 MED-Project 常見問題的解答，
請按此處。 
 

1 (844) MED-PROJ or 1 (844) 633-7765

回收地點: 
如果您目前為服務站投遞箱地點，或有興趣經營一
個投遞個投遞箱，請聯絡：
Victoria Travis, PharmD, MBA项目负责人

MED 项目 LLC

电话：(844) 677-6532

传真：(510) 686-8837

电子邮箱: alamedacounty@med-project.org

製藥商：
如果您是對參加如果您是對參加 MED-Project 管理計畫有興趣的製藥商，
請聯繫：

Phone: (202) 495-3131
Email: compliance@med-project.org

尖銳物品製造商：
如果您是在郡內販賣通常在健康照護環境以外地區注射的尖銳
物品製造商或藥品製造商，並且有興趣參加 MED-Project 
管理計管理計畫，請聯繫：

Phone: (202) 495-3131
Email: compliance@med-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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