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 1

Swallowing Aid Jelly

全系列產品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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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無咖啡因、無
過敏原，有低糖飲
食限制的人亦可安
心食用。

Swallowing Aid Jelly

包覆藥物，服用時無異物感，
直接吞嚥至胃部的凝膠飲料
攝影撰文／ JQR 編輯部

掩蓋令人棘手的苦味，
使人沒有服藥的感覺，
能毫無負擔地服用藥物

病 住喉嚨、一次難以吞咽多顆
人服用藥物時發生片劑哽

片劑、粉末藥劑很苦等狀況，每當
服藥時就會感到不舒服，
即使如此，
想必還是很多人為了身體健康而忍
耐。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胶状
饮料」在此誕生。
此藥用粒狀凝膠乃將藥物的苦
味，以寒天做成的凝膠狀糯米紙包
覆，直接吞嚥至胃部，服用時可使
藥物不卡在喉嚨處，能順暢地通過
喉嚨。其成份約 85% 是水份，因
此可立即溶解於胃。
此藥用凝膠乃是曾於醫院擔任
藥劑師，每日接觸病患的該公司開
發本部長福居篤子，根據自身的經
驗開發的製品。福居說道 ：
「住院
中患者每日都需要服藥，但其中卻
有許多吞嚥機能障礙的病患，他們
在服用藥物時極為辛苦，另外還有
許多孩童因為討厭吃藥，進一步影
響到進食等案例」
。
若沒有好好服藥，可能會造成

藥物卡在喉嚨引起發炎，或者因藥

在喉嚨。即使搭配白開水服藥，有

物誤入氣管而導致肺炎等情況。若

約 85% 的藥劑會殘留在喉嚨，無

因為難以下嚥而研磨藥物，可能會

法順利地到達胃部。
」

分解被包覆的成分，藥物碎片亦可

在不斷摸索中完成的凝膠產

能傷害喉嚨。再者，若為了敷衍孩

品，
立即被醫療與看護現場所接受。

童討厭吃藥的行為，搭配優格以及

患者不僅從服藥的壓力中解放出

牛奶一起服用，蛋白質會在胃中形

來，各方不斷湧入不再發生反胃嘔

成黏膜，降低藥物吸收率，故無法

吐以及噎食、藥效變好的心聲。但

獲得充份的藥效。

上市當時只有檸檬口味，因此曾經

但當初公司要求福居研發的卻

接到「對孩童來說太酸了」的客訴

是「不論到何處皆可服藥的水」
，

反應，以此為契機，才又販售草苺

根據自身經驗判斷，她雖覺得服藥

口味與葡萄口味等適合孩童的商

需求並非在於水，隨之提案此凝膠

品。更進一步，依中醫的意見，中

商品，
但卻受到公司內部強烈反對，

藥的苦澀與獨特的香味也是藥效的

立即遭受駁回。過了不久，她在醫

一部份，因此，只消除 50% 苦味

療現場發現相較於水，凝膠才是不

的中藥用凝膠也加入產品陣容。

可或缺的，於是再度提案，到了這

使身體強健的藥物，反而招致

個地步之後，社長本身也親臨護理

壓力與新疾病，或者無法充份發揮

現場，親眼見到病患服藥時辛苦的

效果，這是本末倒置的一件事。利

姿態，於是，提案後約一年，終於

用輔助服藥用的凝膠，即可好好地

到達商品開發的階段。

與藥物相處。

凝膠與凝膠間夾雜著藥
物，不攪拌，以湯匙輕
舀服用。

基本使用方式
可輕鬆地服用
多種片劑或粉
末藥物。

放入「胶状饮料」，放進藥物。

在開發凝膠之際，進行各式各

擔，另外因為藥物與開水經過喉嚨

1次1包之袋裝攜

以中藥的香氣與苦澀，
利於飲用。

帶用藥包極為便
利，不論到何處
皆易於服藥。

的速度不同，使得藥物就這樣停留
將藥物與凝膠一起放進容器內，好
好攪拌。

●服務專線 株式會社龍角散 http://www.ryukakusan.co.jp/ 電話 ：0120-797-010(10:00-17:00/ 週六日假日無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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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放入「胶状饮料」，包覆藥物。

「胶状饮料（吃完藥
了）
」系列有草莓、葡
萄、水蜜桃、檸檬
及巧克力口味共5種
口味。

中藥用

樣的試驗後，有許多新發現。福居
用的話，會帶給喉嚨肌肉多餘的負

其美味與香味，
另人感受不到它
是藥物。

檸檬口味「胶状
饮料」，亦助於
較大膠囊與營養
食品的服用。

利用白開水難以順利服藥

說道 ：
「首先，藥物配合白開水服

兒童用

「中藥用胶状饮料」有草莓與咖啡
風味。

舀起來喝下去，沒有粉末的感覺。

葡萄口味凝膠乃使用葡萄皮萃取色素，因
此藥物看起來像葡萄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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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Falcon
顏色有照片中的3種顏色。機體中內建電池，以遙控器配備的充電器
進行充電。充電約30分鐘可連續飛行約4分鐘。

Pico-Falcon

可無拘無束於狹小空間飛行
超小型無線直升機
攝影撰文／ JQR 編輯部

販售的室內小型無線直升機，當時

全長約 59 毫米，重量 9 公克
的世界最小型玩具直升機，
使大人也不由得沉迷其中。

挑起玩興的竅門

仿冒品，
因此同款商品一直給人
「玩

「Pico-Falcon」注重的不只是

具直升機玩了一下子就壞掉」的印

輕小與不易損壞，
更注重它的玩趣。

象。

例 如 其 專 用 手 提 便 利 帶「Pico

這 看之下是一個小小的模型，

「真是不甘心啊！開發團隊絞

Box」
，打開蓋子後，裡面收納有

盡腦汁，為了抹除這樣的印象，想

機體、遙控器、電池、螺絲起子等

突然起飛的姿態卻頗令人

要開發更堅固、更小型的遙控直升

必要配備，但蓋上蓋子後，卻立即

訝異。若能得心應手地操作附屬遙

機。隨後“Pico-Falcon”的前身

變成直升機起降機坪。此外機體前

控器，除上升下降之外，還能自由

─ ― 全 長 81mm 的“Nano

部下方配置有白色 LED 燈，飛行

自在地操作左右旋轉、盤旋、前進、

Falcon”於 2013 年上市。
」行銷

中可點燈、滅燈，彷彿是真正的直

後退等動作，將實物的臨場感按比

宣傳部門早崎希代子說。

升機 ；它亦可 3 台同時組隊飛行。

可放在指尖上的直升機，乍

例縮小極為有趣。此直升機命名為

若能賣出 3 萬台即成為熱門

輕小且可盡情享受遙控樂趣的

「Pico-Falcon」
，全長 58.5 毫米，

商 品， 此「Nano Falcon」 發 售

「Pico-Falcon」
，其使用方式簡便，

機體重量 9 公克。它是由玩具廠

以來 9 個月卻已有約 15 萬台的銷

充滿了使小孩或大人皆沉迷其中的

商 CCP 所發售的超小型無線遙控

售記錄，於是再進一步將其體積縮

魅力。

直升機，並以全世界最小的玩具直

小三成，即成為「Pico-Falcon」
，

升機，記載於金氏世界紀錄。

並且，為了實現輕巧性，將電子基

相機直升機模式
附有機體、遙控

線連接，
遙控距離在室內約 5 公尺，

發的松田正吾表示，以柔性素材製

器，以及更換電池

機體含遙控器 1 套約 5480 日幣的

作螺旋槳與機體的支撐架等，並不

價格也令人喜出望外。

只是為了輕巧，而是可以在衝撞時

約11×10公分大小

吸收衝擊的力道，這與機體不易損

可精巧地收納，亦

開發此超小型直升機的契機來
自於，CCP 公司首次於 2006 年
●服務專線
2015 vol.23

株式會社 CCP http://www.ccp-jp.com

壞是有關連的。
電話 ：03-3527-8866（9:30-12:00

13:00-17:00 ／週六日及假日無提供服務）

藉由配備檢測機體角度與速度的高效能縱舵調整器，以及2片螺旋槳可相互逆轉的雙重反轉構造，可享受安定飛行。

亦有附相機之獨特直升

板等零件縮小、減少。負責企劃開

直升機機體與遙控器乃由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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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發現國外生產許多劣質容易壞的

機
折疊狀態

數位相機模式

等使用的螺絲起子
的「Pico Box」，

便於攜帶。

配備30萬像素相機的新商品「Nano Falcon DigiCam」。機體全長約13公分，使直升機翱翔在室內，可拍攝動畫、照片。將螺旋槳與
機尾折疊後，放置於遙控器內，亦能變形做為數位相機使用的2種商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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