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lotinib(Tarceva, 得舒緩 100/150 毫克膜衣錠) 

表皮生長因子(EGFR)抑制劑，用於治療肺腺癌、胰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一顆，固定時間，空腹服用（飯前 1 小時或飯後 2 小

時）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若吞嚥困難，可泡半杯水後約 15 分鐘即崩散成懸浮液後再服用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皮疹、痤瘡、甲溝炎、毛囊炎、睫毛倒插、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毛髮變捲易斷裂、皮膚乾燥搔癢、眼睛乾澀、手掌腳底紅

腫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

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胃藥胃乳、制酸劑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

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抽菸可能降低藥物療效，建議戒菸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痤瘡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

膿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

藥 

甲溝炎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8 周。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

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

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Gefitinib(Iressa, 艾瑞莎 250 毫克膜衣錠) 

表皮生長因子(EGFR)抑制劑，用於治療肺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一顆，固定時間，空腹服用（飯前 1 小時或飯後 2 小

時）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若吞嚥困難，可泡半杯水後約 15 鐘崩散成懸浮液後再服用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皮疹、痤瘡、甲溝炎、毛囊炎、睫毛倒插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毛髮變捲易斷裂、皮膚乾燥搔癢、眼睛乾澀、手掌腳底紅

腫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

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胃藥胃乳、制酸劑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

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痤瘡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

膿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

藥 

甲溝炎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8 周。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

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

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Afatinib(Giotrif, 妥復克 30/40 毫克膜衣錠) 

表皮生長因子(EGFR)抑制劑，用於治療肺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一顆，固定時間，空腹服用（飯前 1 小時或飯後 2 小

時）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若吞嚥困難，可泡半杯水後約 15 分鐘即崩散成懸浮液後再服用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皮疹、痤瘡、甲溝炎、毛囊炎、睫毛倒插、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毛髮變捲易斷裂、皮膚乾燥搔癢、眼睛乾澀、手掌腳底紅

腫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

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 

注意事項 

 腹瀉為最常見不良反應，通常發生於開始治療後兩周內。在首次出

現腹瀉徵兆時，給予足夠的水分併用抗腹瀉藥品，且直到稀軟便消

失 12 小時為止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若需併用請與醫師

討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

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刺

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

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

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

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痤瘡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膿

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藥 

甲溝炎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8 周。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擦

腳趾的運動，如：跑步、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可塗

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

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枕

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

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

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Dacomitinib (Vizimpro, 肺欣妥 45 毫克膜衣錠) 

表皮生長因子(EGFR)抑制劑，用於治療肺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一顆固定時間服用，可伴隨食物或空腹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皮疹、痤瘡、甲溝炎、毛囊炎、水腫、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毛髮變捲易斷裂、皮膚乾燥搔癢、眼睛乾澀、手掌腳底紅

腫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發燒、

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

膚或眼睛發黃 

注意事項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腹瀉為最常見不良反應，通常發生於開始治療後兩周內。在首次出

現腹瀉徵兆時，給予足夠的水分併用抗腹瀉藥品，且直到稀軟便消

失 12 小時為止 

 葡萄柚、柚子、胃藥胃乳、制酸劑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

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痤瘡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

膿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

藥 

甲溝炎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8 周。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

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

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

再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

處，以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

於更換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Osimertinib(Tagrisso, 泰格莎 80 毫克膜衣錠) 

表皮生長因子(EGFR)抑制劑，用於治療肺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一顆固定時間服用，可伴隨食物或空腹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若吞嚥困難，可泡半杯水後約 15 鐘崩散成懸浮液後再服用。再以另外

半杯水沖洗容器喝下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皮疹、痤瘡、甲溝炎、毛囊炎、水腫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疲倦、毛髮變捲易斷裂、皮膚乾燥搔癢、眼睛乾澀、手掌

腳底紅腫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心悸、

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

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痤瘡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

膿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

藥 

甲溝炎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8 周。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

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

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

再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

處，以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

於更換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Crizotinib(Xalkori,截剋瘤 250 毫克膠囊) 

用於治療 ALK、ROS-1、MET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兩次，每次一粒膠囊固定時間服用，可伴隨食物或空腹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6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眩光、排便習慣改變(腹瀉或便秘)、心跳不規則(過快或過慢)、血糖升

高、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瀉、疲倦、食慾不振、皮膚乾燥搔癢、水腫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心跳

過慢(一分鐘小於 50 下)、暈眩、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

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使用初期可能有眩光情形，若症狀尚未改善請避免開車或操作精密

機械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影響心律，若您有心律不整病史請監測心率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Ceritinib(Zykadia,立克癌 150 毫克膠囊) 

用於治療 ALK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三顆膠囊固定時間服用，與食物併服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眩光、排便習慣改變(腹瀉、便秘)、心跳不規則(過快或過慢)、血糖升

高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疲倦、食慾不振、皮膚紅疹、水腫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心跳

過慢(一分鐘小於 50 下)、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

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影響心律，若您有心律不整病史請監測心率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Alectinib(Alecensa, 安立適 150 毫克膠囊) 

用於治療 ALK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兩次，每次四顆膠囊固定時間服用，可伴隨食物或空腹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6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眩光、排便習慣改變(腹瀉、便秘)、心跳不規則(過快或過慢)、血糖升

高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疲倦、食慾不振、皮膚乾燥搔癢、水腫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心跳

過慢(一分鐘小於 50 下)、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

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影響心律，若您有心律不整病史請監測心率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Brigatinib(Alunbrig, 癌能畢 90 毫克膜衣錠) 

用於治療 ALK 陽性之肺癌 

用法 

前 7 天口服一顆 90 毫克，一天一次，之後增加劑量為口服兩顆共 180

毫克，一天一次。可伴隨食物或空腹服用。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

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影響心律、升高血壓，若您有心臟病史請監測心率、血壓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眩光、排便習慣改變(腹瀉、便秘)、末稍感覺異常(疼痛、溫度感覺異

常)、關節肌肉疼痛、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噁心、嘔吐、腹瀉、疲倦、食慾不振、皮膚乾燥搔癢、水

腫、手掌腳底紅腫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心

跳過慢(一分鐘小於 50 下)、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

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端麻木

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Lorlatinib(Lorviqua, 瘤利剋 25 毫克膜衣錠) 

用於治療 ALK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四顆錠劑固定時間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眩光、排便習慣改變(腹瀉、便秘)、末稍感覺異常(疼痛、溫度感覺異

常)、認知異常、血脂血糖升高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疲倦、食慾不振、皮膚乾燥搔癢、水腫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或血壓、嚴重疲倦、

心跳異常、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

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影響心律、升高血壓與血脂，若您有心臟病史請監測心率、

血壓，定期追蹤血脂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Dabrafenib(Tafinlar, 泰伏樂 75 毫克膠囊) 

用於治療 BRAF V600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兩次，每次兩顆膠囊，固定時間空腹服用(飯前 1 小時,飯後 2 小時)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6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掉髮、皮膚角質化、皮膚乾燥搔癢、新形成的疣或痣的顏色變黑 

可能不良反應 

關節肌肉疼痛、疲倦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嚴重

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

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若您患有 G6PD 缺乏症，請與您的醫生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

再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

處，以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

於更換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Trametinib(Mekinist,麥欣霓 2 毫克膜衣錠) 

用於治療 BRAF V600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一顆錠劑，固定時間空腹服用(飯前 1 小時,飯後 2 小時) 

忘記服藥時，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甲溝炎、毛囊炎、痤瘡、皮膚乾燥搔癢、高血壓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皮疹、水腫、味覺異常、眼睛乾澀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或血壓、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

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藥品未開封須冷藏 2-8 度保存，開封後可室溫避光保存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與血脂，若您有心臟病史請監測血壓，定期

追蹤血脂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痤瘡 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膿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

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藥 

甲溝炎 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

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

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

再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

處，以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

於更換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Atezolizumab(Tecentriq 癌自禦注射劑 1200 毫克/瓶) 

此藥為 PD-L1 單株抗體，用於治療肺癌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皮疹、賀爾蒙腺體異常(甲狀腺低下、腻下垂體、腎上腺和胰腺:易感到

飢餓或口渴、排尿次數變多、掉髮、畏寒、疲倦無力)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食慾降低、腹瀉、疲倦、紅疹、水腫、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嚴重

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

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Durvalumab(Imfinzi, 抑癌寧注射劑 120 毫克/瓶) 

此藥為 PD-L1 單株抗體，用於治療肺癌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賀爾蒙腺體異常(甲狀腺低下、腻下垂體、腎上腺和胰腺:易感到

飢餓或口渴、排尿次數變多、掉髮、畏寒、疲倦無力)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食慾降低、皮疹、疲倦、紅疹、水腫、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嚴重

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

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Nivolumab(Opdivo,保疾伏 20/100 毫克/瓶) 

此藥為 PD-1 單株抗體，用於治療肺癌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賀爾蒙腺體異常(甲狀腺低下、腻下垂體、腎上腺和胰腺:易感到

飢餓或口渴、排尿次數變多、掉髮、畏寒、疲倦無力)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皮疹、疲倦、紅疹、水腫、肌肉

關節疼痛、末稍感覺異常(疼痛、溫度感覺異常)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

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史請密切監測血

糖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高血壓病史請監測血壓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Pembrolizumab(Keytruda, 吉舒達注射劑 100 毫克/瓶) 

此藥為 PD-1 單株抗體，用於治療肺癌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賀爾蒙腺體異常(甲狀腺低下、腻下垂體、腎上腺和胰腺:易感到

飢餓或口渴、排尿次數變多、掉髮、畏寒、疲倦無力)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皮疹、疲倦、紅疹、水腫、肌肉

關節疼痛、末稍感覺異常(疼痛、溫度感覺異常)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

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史請密切監測血

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Ipilimumab(Yervoy,益伏注射劑 50 毫克/瓶) 

此藥為 CTLA4 單株抗體，用於治療肺癌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賀爾蒙腺體異常(甲狀腺低下、腻下垂體、腎上腺和胰腺:易感到

飢餓或口渴、排尿次數變多、掉髮、畏寒、疲倦無力)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皮疹、疲倦、紅疹、水腫、肌肉

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

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毛細血管

滲漏症候群(全身性水腫、低蛋白血症、血壓降低、尿量變少)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史請密切監測血

糖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高血壓病史請監測血壓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

冷、太重等危險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

變得無力時請穿著止滑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

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記錄 

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Bevacizumab (Avastin,癌思停注射劑 100 毫克/瓶) 

此藥為抗血管新生抑制劑(VEGF)，可用於治療多種癌症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高血壓、蛋白尿、出血或血栓(身體一側無力、說話困難、平衡失調、

面部一側下垂)、水腫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味覺異常、腹瀉、皮膚乾燥、疲

倦、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壓、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

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高血壓病史請監測血壓 

 藥物可能造成出血、影響傷口癒合，如果您近期須進行手術，請與

醫師討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Ramucirumab(Cyramza, 欣銳擇 注射劑 100 毫克/瓶) 

此藥為抗血管新生抑制劑(VEGF)，可用於治療多種癌症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高血壓、蛋白尿、出血或血栓(身體一側無力、說話困難、平衡失調、

面部一側下垂)、水腫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腹瀉、皮膚乾燥、疲倦、紅疹、

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壓、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

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高血壓病史請監測血壓 

 藥物可能造成出血、影響傷口癒合，如果您近期須進行手術，請與

醫師討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Pemetrexed (Alimta,愛寧達注射劑 100/500 毫克/瓶)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貧血、疲倦、食慾降低、水腫、神經病變、放療部位紅疹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瀉、皮膚脫皮、紅疹、輕微掉髮、味覺異常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發燒、

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

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非類固醇止痛藥可能降低此藥物排除，如果您有在服用 Ibuprofen，

請與醫師討論 

 請依醫囑補充葉酸每日 400 微克及每三週靜脈補充維生素 B12，可降

低治療相關的血液及胃腸道毒性。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若放療後出

現紅疹可冰敷緩解。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Gemcitabine(Gemzar,健澤注射劑 200 毫克/瓶) 

輸注 30 至 60 分鐘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貧血、疲倦、水腫、神經感覺異常、放療部位紅疹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噁心、嘔吐、腹瀉、紅疹、輕微掉髮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毛細血管滲漏症候群(全身性水腫、低蛋白血症、

血壓降低、尿量變少)、胸痛、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發燒、

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

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若放療後出

現紅疹可冰敷緩解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Cisplatin(Kemoplat, 克莫抗癌注射劑 50 毫克/瓶) 

鉑金類抗癌藥物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嚴重噁心嘔吐、耳鳴、耳毒性(高音頻消失)、周邊神經病變(手腳麻木)、

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血球減少、口腔潰瘍、噁心、嘔吐、腹瀉、紅疹、輕微掉髮、視覺模

糊、辨色異常、排尿困難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

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

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給藥前後會給予靜脈水分輸注，請多補充水分，輸注前後 2 天請維

持每日飲水量 2000 毫升，即每日 8 杯馬克杯水量。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噁心嘔吐，請依醫囑服用止吐藥物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若放療後出

現紅疹可冰敷緩解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Carboplatin( Carboplatin, 剋鉑停靜脈注射液 150/450 毫克) 

鉑金類抗癌藥物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痛、血球降低、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周邊神經病變(手腳麻木)、口腔潰瘍、噁心、嘔吐、腹瀉、紅疹、輕微

掉髮、視覺模糊、辨色異常、排尿困難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不明瘀傷、出

血、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

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噁心嘔吐，請依醫囑服用止吐藥物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若放療後出

現紅疹可冰敷緩解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Paclitaxel(Formoxol,伏摩素注射液)(汰癌勝注射劑) 

紫杉醇抗癌藥物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面部潮紅、低血壓、指甲色素沉澱、指甲床分離、噁心嘔吐、腹痛、

血球降低、味覺異常、掉髮、周邊神經病變(手腳麻木)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腹瀉、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不明瘀傷、出

血、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

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

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噁心嘔吐，請依醫囑服用止吐藥物 

 藥物含有蓖麻油與酒精成分，請注意過敏症狀並避免操作精密機械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甲溝炎 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

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

皮膚。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Docetaxel(Tynen,鈦能注射劑)(Taxotere,剋癌易注射劑) 

紫杉醇抗癌藥物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面部潮紅、低血壓、水腫、指甲色素沉澱、指甲與甲床分離症、噁心

嘔吐、腹痛、血球降低、味覺異常、掉髮、周邊神經病變(手腳麻木)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腹瀉、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不明瘀傷、出

血、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

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

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噁心嘔吐，請依醫囑服用止吐藥物 

 藥物含有酒精成分，請注意過敏症狀並避免操作精密機械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甲溝炎 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

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

皮膚。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Irinotecan(Campto, 抗癌妥靜脈輸注濃縮液)( Irican, 艾益康

靜脈輸注液)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急性膽鹼性症候群(腹瀉、盜汗、淚液唾液增加、視力障礙，通常於輸

注後 24 小時內發生)、腹痛、血球降低、味覺異常、掉髮、周邊神經

病變(手腳麻木)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腹瀉、紅疹、肌肉關節疼痛、肝指數上升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不明瘀傷、出

血、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

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腹瀉為最常見不良反應，通常發生於開始治療後兩周內。在首次出

現腹瀉徵兆時，給予足夠的水分併用抗腹瀉藥品，且直到稀軟便消

失 12 小時為止。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腹瀉，請依醫囑服用止瀉藥物、多喝水、補充電

解質 

 抗黴菌藥物可能降低化療藥物代謝增加不良反應，如果您目前有服

用請與醫師討論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Topotecan(Hycamtin, 癌康定注射劑) 

喜樹鹼類抗癌藥物 

輸注 30 分鐘以上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疲倦、掉髮、噁心嘔吐、腹痛、血球降低、周邊神經病變(手腳麻木)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腹瀉、紅疹、肌肉關節疼痛、肝指數上升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不明瘀傷、出

血、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

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腹瀉，請依醫囑服用止瀉藥物、多喝水、補充電

解質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Etoposide(Fytosid 癌妥滅靜脈注射液) 

喜樹鹼類抗癌藥物 

輸注 30 分鐘以上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面部潮紅、低血壓、水腫、噁心嘔吐、腹瀉、血球降低、掉髮、周邊

神經病變(手腳麻木)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腹痛、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不明瘀傷、出

血、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

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輸注速率太快可能造成低血壓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噁心嘔吐，請依醫囑服用止吐藥物 

 藥物含有酒精成分，請注意過敏症狀並避免操作精密機械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Cetuximab (Erbitux,爾必得舒注射液) 

表皮生長因子(EGFR)抑制劑，用於治療肺腺癌、胰腺癌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腹瀉、皮疹、痤瘡、甲溝炎、毛囊炎、水腫、味覺異常、

毛髮變捲易斷裂 

可能不良反應 

皮膚乾燥搔癢、眼睛乾澀、手掌腳底紅腫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發

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

淺、皮膚或眼睛發黃。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

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痤瘡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

膿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

藥 

甲溝炎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8 周。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

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

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

再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

處，以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

於更換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Tegafur,Gimeracil,Oteracil(TS-1®  愛斯萬 20mg 毫克 膠囊) 

用法 

依體表面積計算，每次 2-3 顆每天兩次早晚飯後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6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瀉、口腔潰瘍、貧血、疲倦、食慾降低、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嗅覺喪失、皮膚脫皮、紅疹、水腫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發燒、

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

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Tegafur,Uracil（UFUR ®  友復 100 毫克 膠囊） 

用法 

5-8 顆膠囊分 2-3 次服用，空腹(餐前至少 1 小時或餐後 1 小時)服用。 

無法吞嚥或需管灌飲食的病人，可放入約半杯的冷開水中，攪拌約 10

分鐘，直到崩解分散均勻後，立刻服用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腹瀉、口腔潰瘍、食慾降低、味覺異常、指甲變形、皮

膚色素沉澱 

可能不良反應 

貧血、疲倦、嗅覺喪失、皮膚脫皮、紅疹、水腫、手掌腳底紅腫疼痛、

肝指數上升。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發燒、

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

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甲溝炎 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

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

皮膚。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Vinorelbine（Navelbine ® ，溫諾平 20/30 毫克 膠囊） 

用法 

依體表面積計算，每週 60-80 毫克/平方公尺 

整顆以冷開水服用隨餐服用，嚴禁咬破、磨碎或用溫開水服用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便秘、血球降低、掉髮、周邊神經病變(手腳麻痺、刺痛)、

味覺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口腔潰瘍、疲倦、腹痛、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嚴重腹痛、不明瘀傷、出

血、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

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

論 

 冷藏 2-8 度保存 

 膠囊內含有刺激性的液體，若接觸到皮膚、黏膜或眼睛或不慎咬破

膠囊，請使用大量清水或生理食鹽水潄口或沖洗。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造成嚴重噁心嘔吐，請依醫囑服用止吐藥物 

 

 

 

 

 

 

 

腹瀉 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

食(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

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

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

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神經損傷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重等危險

物品以免受傷。如果身體平衡失控、肌肉無力時請穿著止滑

鞋、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防止跌倒。按摩及伸展肢體末

梢,減少麻木感。記錄四肢麻木或抽筋的情形與發生時間。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再將

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處，以

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於更換

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感染。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Cabozantinib (Cabometyx ,癌必定 40/60 毫克膜衣錠) 

此藥為抗血管新生抑制劑(VEGF)，可用於治療多種癌症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一顆，固定時間，空腹服用（飯前 1 小時或飯後 2 小

時）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腹瀉、高血壓、蛋白尿、出血或血栓(身體一側無力、說話困難、平衡

失調、面部一側下垂)、傷口癒合困難 

可能不良反應 

便秘、手掌腳底紅腫疼痛、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味覺

異常、腹瀉、皮膚乾燥、疲倦、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壓、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

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下顎骨壞

死(下顎疼痛、牙齒或牙周感染、牙齦潰瘍)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

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至服藥後四個月內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高血壓病史請監測血壓 

 藥物可能造成出血、影響傷口癒合，如果您近期須進行手術，請與

醫師討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味覺異常 少量多餐攝取清淡且高蛋白含量食物、進食前刷牙。將金屬

餐具改為塑膠或其他材質。進食前讓熱食冷卻至溫熱或室溫

或改吃冷食，根據味覺變化，改用目前可接受的調味品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Larotrectinib(Vitrakvi, 維泰凱 25 毫克 膠囊) 

用於治療 NTRK 基因融合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兩次，每次四顆膠囊固定時間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6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頭暈、疲倦、咳嗽、便秘及腹瀉、水腫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貧血、食慾不振、皮膚乾燥搔癢、肝指數上升、肌肉疼

痛無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壓、嚴重疲倦、心跳

異常、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

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至停藥後一週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心臟病史請監測血壓 

 若感到嚴重頭暈，請避免開車或操作具有危險性的機械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Entrectinib(Rozlytrek, 羅思克 200 毫克 膠囊) 

用於治療 NTRK、ROS1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三顆膠囊固定時間服用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眩光、頭暈、低血壓、疲倦、心跳不規則(過快或過慢)、便秘及腹瀉、

認知障礙、尿酸上升、水腫 

可能不良反應 

噁心、嘔吐、貧血、食慾不振、皮膚乾燥搔癢、味覺異常、肝指數上

升、肌肉疼痛無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心跳異常、發燒、視力模

糊、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

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藥物可能影響心律，若您有心律不整病史請監測心率 

 若感到嚴重頭暈，請避免開車或操作具有危險性的機械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

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低血壓 若有嚴重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低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Vemurafenib(Zelboraf, 日沛樂 240 毫克錠劑) 

用於治療 BRAF V600 陽性之肺癌 

用法 

每日兩次，每次四顆錠劑，固定時間飯後服用 

(兩次服藥須間隔 12 小時以上) 

如果忘記服藥，距離下次服藥 6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掉髮、皮膚角質化、皮膚乾燥搔癢、新形成的疣或痣的顏色變黑、放

療部位紅疹 

可能不良反應 

關節肌肉疼痛、疲倦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糖、嚴重疲倦、嚴重

腹痛、發燒、視力模糊、虹膜炎、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

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食用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陽光會刺激皮膚造成曬傷或紅疹，請做好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藥物可能造成眼睛乾癢不適，請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藥物可能升高血糖影響糖尿病控制，若您有糖尿病請密切監測血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頭皮毛囊炎、 

掉髮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

再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

處，以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

於更換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若放療後出現紅疹可冰敷緩解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糖 每天量測紀錄血糖，若有易渴、易餓、頻尿、呼吸加速且有

水果氣味或血糖持續高於正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Amivantamab (Rybrevant 注射劑 350 毫克) 

EGFR 第 20 號外顯子(exon 20)插入突變是非小細胞肺癌(NSCLC) 

用法 

以 5%葡萄糖輸注液稀釋  

依體重計算劑量，前 4 週每週注射一次，之後每 2 週注射一次  

<80kg:3 瓶 >80kg:4 瓶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皮疹、甲溝炎、口腔炎、肌肉骨骼疼痛、水腫、眼睛乾燥、角膜炎 

可能不良反應 

呼吸困難、噁心、疲倦、咳嗽、便秘和嘔吐。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

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 

注意事項 

 避免吃葡萄柚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至停藥後 3 個月 

 避免佩戴隱形眼鏡 

 開始治療 2 個月內請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皮疹常發生於開始治療後兩周內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痤瘡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以溫和洗面乳冷水清潔，勿抓破

膿皰，若需使用外用藥物，先以食鹽水濕敷清潔皮屑後再塗

藥 

甲溝炎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8 周。穿著寬鬆柔軟鞋子，避免過度摩

擦腳趾的運動，如：跑步、爬山。指甲修平避免修剪過短，

可塗抹凡士林保護潤滑趾緣皮膚。 

頭皮毛囊炎 剪短頭髮，避免吹整染燙。洗頭時先將洗髮精搓出泡沫後，

再將泡沫塗抹頭皮，用指腹按摩頭皮，不可用指甲摳抓癢

處，以溫水沖洗，洗頭或是吹整頭髮的溫度皆不宜過高。勤

於更換枕頭套，保持乾淨，避免重複感染。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Capmatinib (Tabrecta 錠劑 200 毫克) 

適用於治療 MET 外顯子 14 的突變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NSCLC) 

用法 

每日兩次，每次兩顆錠劑，固定時間服用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皮疹、口腔炎、水腫、食慾下降 

可能不良反應 

呼吸困難、噁心、疲倦、咳嗽、排便習慣改變(便秘或腹瀉)和嘔吐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發燒、視力模糊、一日腹

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睛發黃 

注意事項 

 避免吃葡萄柚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至停藥後 1 周 

 請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如果您需要服用胃藥、制酸劑，請與您的醫生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Savolitinib (Orpathys 錠劑 200 毫克) 

適用於治療 MET 外顯子 14 的突變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NSCLC) 

用法 

體重≥50公斤，建議起始劑量為 600mg，每日一次口服 

體重＜50 公斤，建議起始劑量為 400mg，每日一次口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皮疹、搔癢、水腫、食慾下降、肝功能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胸痛、咳嗽、呼吸困難、疲倦、腹瀉、噁心、嘔吐。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發燒、視力模糊、心跳異

常、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

睛發黃。 

注意事項 

 避免吃葡萄柚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 

 請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Tepotinib (Tepmetko 錠劑 225 毫克) 

適用於治療 MET 外顯子 14 的突變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NSCLC) 

用法 

每日一次，每次兩顆錠劑與食物併服 

忘記服藥時，若距離下次服藥 8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水腫、肌肉疼痛、食慾下降、肝指數上升、肌酸酐上升、頭痛、暈眩 

可能不良反應 

胸痛、咳嗽、呼吸困難、疲倦、腹瀉、噁心、嘔吐。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呼吸困難、嚴重疲倦、發燒、視力模糊、心跳異

常、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淺、皮膚或眼

睛發黃。 

注意事項 

 避免吃葡萄柚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至停藥後 1 周 

 請防曬避免直接曝曬陽光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Selpercatinib (Retevmo 錠劑 40 毫克) 

適用於治療 RET 的突變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NSCLC) 

用法 

體重≥50公斤，每次 4 顆，每日兩次口服，兩次給藥須間隔 12 小時 

體重＜50 公斤，每次 3 顆，每日兩次口服，兩次給藥須間隔 12 小時 

忘記服藥時，若距離下次服藥 6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高血壓、蛋白尿、出血或血栓(身體一側無力、說話困難、平衡失調、

面部一側下垂)、傷口癒合困難、水腫、肝指數上升、肌酸酐上升、心

跳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皮疹、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排便習慣改變(腹瀉或便秘)、

皮膚乾燥、疲倦、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壓、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

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腫瘤溶解症候群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胃藥(乳)、制酸劑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

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至停藥後一週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高血壓病史請監測血壓 

 可能造成出血、影響傷口癒合，如果您近期須進行手術，請與醫師

討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Pralsetinib (Gavreto 膠囊 100 毫克) 

適用於治療 RET 的突變的局部晚期或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 (NSCLC)。 

用法 

每日一次口服，每次四顆膠囊，空腹服用（飯前 1 小時或飯後 2 小時） 

忘記服藥時，若距離下次服藥 12 小時內請勿補服 

藥物特殊不良反應 

高血壓、蛋白尿、出血或血栓(身體一側無力、說話困難、平衡失調、

面部一側下垂)、傷口癒合困難、水腫、肝指數上升、肌酸酐上升、心

跳異常 

可能不良反應 

皮疹、口腔潰瘍、噁心、嘔吐、食慾降低、味覺異常、排便習慣改變(腹

瀉或便秘)、皮膚乾燥、疲倦、紅疹、肌肉關節疼痛。 

嚴重副作用(少見)發生時請盡快回診。 

水泡狀紅疹或脫皮、胸痛、呼吸困難、難以控制的高血壓、嚴重疲倦、

嚴重腹痛、發燒、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糞便顏色

淺、皮膚或眼睛發黃、體重異常增加、腫瘤溶解症候群。 

注意事項 

 葡萄柚(柚子)、胃藥(乳)、制酸劑可能影響藥物作用，請避免使用，

若需併用請與醫師討論 

 治療期間請進行避孕至停藥後 2 週 

 藥物可能影響升高血壓，若您有高血壓病史請監測血壓 

 可能造成出血、影響傷口癒合，如果您近期須進行手術，請與醫師

討論 

 藥物可能造成腹瀉，若一日腹瀉超過七次、瀝青樣糞便或血便請回

診與醫師討論 

 

 

 

 

腹瀉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1-2 周內，可請醫師開立止瀉劑。 

請多補充水分、電解質，採取低纖飲食(如白麵條、白麵包、

米湯、蘇打餅乾、去皮雞肉) 

便秘 補充水分、採取高纖飲食(如蔬菜、豆類、全麥麵包) 

噁心嘔吐 少量多餐清淡飲食，用餐後避免平躺，穿著寬鬆衣物、避免

刺激性氣味 

口腔黏膜破損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2周。選擇室溫、柔軟濕潤食物，避開辛

辣、滾燙、粗糙乾硬及刺激性食物，餐後及睡前使用軟毛牙

刷搭配無酒精漱口水或溫鹽水清潔、口含冰塊降低灼熱感。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立口內膏或止痛藥。 

白血球低下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7-14天。避免生食(沙拉、美乃滋)、水

果須削皮，若需接觸動植物、園藝請穿戴口罩、手套、多洗

手，避免出入人多的場所，並注意體溫變化，避免感染。 

血小板低下 刷牙時請使用軟毛牙刷，避免碰撞激烈的運動，並注意身體

是否出現出血點、血斑、瘀斑、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

應立即就醫。 

皮膚乾燥敏感 通常發生在用藥後 4-6 周。請於溫水沐浴後塗抹無酒精、香

精之保濕乳液，出門穿著長袖衣物、使用 SPF30以上防曬

乳，並定時補擦 

皮膚角質化 可使用含尿素之保濕乳霜按摩軟化角質 

高血壓 每天量測紀錄血壓，若有胸悶、頭暈症狀或血壓持續高於正

常值，請回診調整藥物 

 

本衛教單張未包含完整用藥資訊，若有相關問題請諮詢您的醫師或藥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