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諾幸"艾威群"注射液 2 毫克/毫升
Doxorubicin “Alvogen” solution for Injection 2 mg/ml
衛署藥輸字第 026026 號
本藥限由醫師使用

賦形劑：sodium chloride, water, hydrochloric acid, nitrogen
【概述】
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是一種細胞毒的 anthracycline 抗生素，從培養
菌 Streptomyces peucetius var. caesius 分離出來。其化學結構式是由tetracycline 環和糖穎 daunosamine 以配糖體類的相連。在結構式上
doxorubicin 和 daunomycin (daunorubicin)相似，其不同 A 圈的第 9 位的
alkyl side chain 上是 hydroxyl group substitution (而非 hydrogen)。
處方中含有 sodium chloride。
【藥理學】
雖然沒有完整的說明 Doxorubicin 的作用機制與結合 DNA 及抑制核酸合
成的能力有關。細胞培養的研究證明出快速的細胞穿透力和核周圍核色
素結合，迅速地抑制絲狀分裂的活力及核酸的合成，基因突變和染色體
的迷亂。
Doxorubicin 有免疫力抑止效用。在老鼠中它抑制溶血價和血球凝集抗體
使免疫於羊紅血球。類似證據指出 Doxorubicin 在人類是一強而有力但
短暫的免疫抑制劑。Doxorubicin 是一細胞環，相位為非特殊的細胞毒藥
物。
Doxorubicin 對骨髓的毒性作用和它的骨髓樣細胞增生作用有關。
Doxorubicin 的心臟毒性或許是經由不同機序。雖然在動物體系，
Doxorubicin 抑制心肌的 DNA 合成，它的心臟毒性或許不與抑制心肌複
製有關。Doxorubicin 有些數據暗示由於產生游離基以某種方法來損害心
肌。這些數據也暗示共用 Vitamin E 和其他游離基的接受者在動物體系
中可以預防心臟毒性而不損失它的抗腫瘍效力。這些研究需確定，而且
他們也暗示也許可從 Doxorubicin 蓄積的心臟性中分離出它的抗腫瘍作
用。
Doxorubicin 的特殊毒性似乎和它對正常組織的增生活力有關。如此，骨
髓，腸胃管和性腺為被損害的主要正常組織。
【藥物動力學】
Doxorubicin 不適合口服，因能被吸收的少於 5%。
藥物動力學研究顯示出一般或放射標記之 Doxorubicin 注射液的 I.V.投與
是在快速的血漿素清和顯著的組織結合的情況。無 Doxorubicin 和血漿蛋白結合的資料。
Doxorubicin 的代謝和性質仍在確定中。Doxorubicin 先被肝代謝變成
Doxorubicinol 和一些 aglycone 代謝物。要注意這幾個代謝物是有細胞毒
性的。這些任一代謝的細胞毒性未確定是否比母化合物還毒。高濃度的
代謝物迅速出現在血漿中進行分佈相並具有一個可測量的初短半衰期。
肝功能不正常的人代謝本藥可能發生障礙。
Doxorubicin 和它的代謝物血漿中消失，隨後有三相藥物動力學的型態，
第一相平均半衰期為 12 分鐘，第 二相為 3.3 小時，及長久的第三相
29.6 小時。
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和它的代謝物在尿中排泄是長久的，其數量僅
為在前五天排出的本藥總量中的 5%。大約有 50%投與劑量在膽汁中排
泄，及另加 30%以結合形在膽汁排出。肝功能受損者引起本藥緩慢的排
泄，然後增加滯留和蓄積在血漿和組織中。Doxorubicin 不能穿越腦血管
障礙。
【適應症】
急慢性白血球過多症、硬瘤、淋巴瘤、軟纖維性肉瘤、交感神經母細胞
瘤、乳癌、肺癌。
【說明】依文獻記載
Doxorubicin 能成功地使下列腫瘤得到緩解： 急慢性白血病，Wilm’s 硬
瘤，神經母細胞瘤，柔軟組織和骨肉瘤，胸乳癌，Hodgkin's 或非
Hodgkin's 型的淋巴癌。
其主要抗腫瘤活力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Doxorubicin 抗腫瘤活力
腫瘤型
已建立活性

應率(%)

平均給藥時間
(月)

第一線化學療
法

乳癌

35

3-6

√

肉瘤

30

4

√

Wilm’s
神經母細胞瘤

66

4

√

41

4

√

Hodgkin's 淋巴癌

36

4-6

?

Non-Hodgkin's 淋巴癌

40

4-6

√

急性白血球病

35

3

?

無反應
結腸直腸
胰臟
腎
黑色瘤
腦
【禁忌症】依文獻記載
Doxorubicin 被禁用於下列情況：
(1) 病人先前曾接受其他抗癌藥物或放射線治療而引起顯著的骨髓抑制
或嚴重口炎者。
(2) 心臟功能受損的病人。有嚴重心律不整、心肌功能不足或心肌梗塞
的病人不可給予 Doxorubicin 靜脈輸注。(詳注意事項-心臟毒性)
(3) 以前曾接受 Doxorubicin、daunorubicin 或 epirubcin 滿蓄積劑量的病
人。
(4) 懷孕期(詳注意事項)：種類 D。這種類包含已經產生，可能或預期
會產生人類胎兒畸形或不可逆之傷害風險增加的藥。這些藥可能也會
有不利的藥理學反應。
(5) 授乳期(詳注意事項)。
(6) 顯著肝臟功能損傷的病人。
(7) 有一般感染情形者。
(8) 對 Doxorubicin 及/或其他 anthracyclines 或 anthracenediones 或其他
配置成份過敏的病人。
Doxorubicin 膀胱輸注被禁用於下列情況:
(1) 已侵入膀胱壁的侵襲性腫瘤。
(2) 泌尿系統感染。
(3) 膀胱發炎。
(4) 膀胱導管插入(如導因於巨大的膀胱內腫瘤)。
Doxorubicin 不可經由肌肉或皮下注射給藥，因為此種給藥途徑會造成
嚴重的組織壞死。
【注意事項】依文獻記載
有經驗的醫師：Doxorubicin 必須在受過訓練且曾經用過癌症化學治療
劑的醫師監視之下，且只有當潛在利益超過可能危險時才能使用。需
有適當的設備足以處理併發症的發生。
心臟毒性：投與本品後須特別注意心臟毒性的影響。偶爾會有左心室
衰竭發生，特別是在曾經服用過總劑量超過平常的推荐限量 550 mg/m2
身體表面積的病人。病人曾經接受縱隔的照射，共用高劑量的
cyclophosphamide 或者高血壓性的心臟肥大者，其一生累積的推荐本劑
的劑量(包括相關藥物如 daunorubicin & epirubicin)應該少於 400 mg/ m2
身體表面積。充血性心臟衰竭及/或心肌病通常在 Doxorubicin 治療終止
2 個月內發生，但在 Doxorubicin 治療停止數月或數年後，才可能不會
再發生。延遲發生的心肌病其致死率在此類病人中多達 60%，此情形較
可能出現於孩童或老年病患、先前曾接受胸部放射治療的病人，在給
予相關高單一劑量的病人中較罕見。延遲發生心肌病的出現可能反應
在有壓力的狀況(如手術、懷孕)、運動(如舉重)或急性病毒感染。
心臟衰竭以現代醫學或物理的心臟支持療法不見得有效果。早期的藥
物臨床診斷導出心臟衰竭後使用毛地黃，利尿劑，低鹽食物和躺床休
息可以成功治療。先前無 ECG 的變化而嚴重的心臟毒性可能突發。當
主要的藥物治療時和治療後立即注意 ECG 基礎線和定期蹤 ECG。短暫
的 ECG 變化如 T 波變平，S-T 抑制和心律不整並不一定終止 Doxorubicin
的治療。持久性的 QRS 波的伏特數降低現今被考慮可較特定地預估心
臟毒性。如果發生此情況，繼續治療的有益性須針對產生不可逆的心
臟損害的危險性作一謹慎的評估。
以超音波心動檢查或多階式放射核種血管 X 光照像(MUGA)測量左心室

排出量較以 ECG test 評估間測心臟功能敏感及精確。內心肌切片檢查被
認為是檢測 anthracycline 引起的心臟毒性最具決定性的檢查，但具侵略
性。
心臟功能檢查方法應依下列順序使用:ECG 檢查、左心室排出量測量、
內心肌切片檢查。如果檢查出可能的心臟毒性，須謹慎評估繼續治療
的利益與造成不可逆心臟損害的危險。
在進行 Doxorubicin 治療前應評估心臟功能，在治療中應定期監測，以
減少發生嚴重心臟損傷的危險。因功能損傷可能會因代償性肥大而掩
飾，先前有異常檢查結果的病人應仍然被認為有危險性。在給予每個
超過 450mg/m2 的 anthracycline 累積劑量的 Doxorubicin 劑量前，應評
估左心室功能。
當有任何其他危險因子存在時，心臟功能監測特別重要，因這類病人
在較低累積劑量時會發生心臟毒性。其他危險因子包括心血管疾病
史、心臟功能損傷、以前或現在有接受具心臟毒性藥物治療(如
anthracyclines、anthracenediones、cyclophosphamide、5-Fluorouacil)、
先前接受縱隔放射治療、年齡過大或過小、肝臟疾病、全身發熱及女
性(主要為孩童)。左胸放射治療是一重要的心臟毒性危險因子。
因在停止本藥治療後可能會發生 anthracycline 引起的心臟毒性，病人終
生應持續接受定期的心臟功能監測及左心室排出量評估。
有心血管疾病史的病人只有當接受 Doxorubicin 治療的利益大於危險
時，才可被給予 Doxorubicin。
兒科: Doxorubicin 引起的心肌病會損害兒童成長期的心肌發育，所以兒
科病人有發生延遲性心臟毒性的特殊危險，並可能在成年期早期發生
充血性心臟衰竭。因此建議應定期追蹤 Doxorubicin 治療的孩童。
老人科：雖然針對這類人口的 Doxorubicin 專屬研究尚未完成。但心臟
毒性的發生應是在 70 歲以上的老人身上較為頻繁，對於有因年老而產
生不充分骨髓保留的病人要特別的注意。
肥胖病人: 肥胖病人的全身 Doxorubicin 清除率有降低的趨勢，當給予
這類病人最大的 Doxorubicin 建議劑量時，必須謹慎的監測。
骨髓抑制：有很高的骨髓抑制發生率，初期的白血球，需要小心的血
液學的測試。推荐劑量的使用方法，白血球減少症通常是暫時的，治
療後的 10-14 天達到最低點第 21 天通常會恢復。以 Doxorubicin 適當劑
量治療則白血球數預期會低到 1000/mm3。紅血球和血小板的數量也應
測試，因他們會也會受到抑制。
血液學上的毒性可能要降低劑量或中止或延長本品的治療。
免疫抑止：本品唯一強力而且短暫性的免疫抑止劑。要採取適當的措
施以預防第二次感染。因 Doxorubicin 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在治療有感
染的病人前，因考慮給藥的風險與利益。應小心給予有帶狀皰疹或目
前或最近有水痘(包括進期暴露)的病人，因這類病人有發生嚴重一般疾
病的危險。因 Doxorubicin 可能會抑制正常的防禦機能，在謹慎複檢病
人血液學狀況之後，應特別留心接受 Doxorubicin 治療病人的免疫狀
況。同時使用 Doxorubicin 與活病毒疫苗時，可能會引起疫苗病毒在
製，增加疫苗的不良反應，並/或可能減少病人對疫苗的抗體反應。
Doxorubicin 亦可能會減少病人對死病毒疫苗的抗體反應。病人在藥物
治療停止引起的免疫抑制與疫苗所引起的恢復之間隔取決於許多因
素，估計其長短變化從 3 個月至 1 年。
患有緩和白血病的病人至少在距上次化療後 3 個月後才可接受活病毒
疫苗的給予。與接受 Doxorubicin 治療的病人有親近接觸的人，尤其是
家人，應該延後服用口服小兒麻痺疫苗。
嚴重的骨隨抑制: 永久的嚴重骨髓抑制可能導致重複感染或出血。
致癌性/突變性：次級的惡性是很多 antineoplastic agents 的可能延遲效
用。雖然這效用是否關係到他們的突變性或免疫抑制作用並不清楚。
對動物來說 Doxorubicin 具致癌性，對人類則有潛在的致癌性。
牙科：Doxorubicin 骨髓抑制效果可能增加微生物感染的機會，延長恢
復期和齒齦流血。在治療期間應教導病人正確的口腔衛生，包括使用
一般牙刷，牙線及牙籤的注意事項。不論何時，牙科治療應在治療開
始前完成，或延至血球數恢復到正常。
增強毒性：曾有報告指出 Doxorubicin 可增強抗癌治療的嚴重毒性，如
cyclophosphamide 引起的出血性膀胱炎、黏膜炎、心臟毒性與放射線治
療引起的骨髓抑制影響和 6-mercaptopurine 的肝臟毒性。
不孕:投與本品之期間對兩性皆可造成不孕。對女性來說，在終止治療

數月後或恢復排卵和月經。這種情形常發生在有正常生殖能力者。對
男性來說，雖然生殖能力在終止治療後 5 年以上可能會恢復，但可能
會造成永久的精子過少或缺乏症。
肝損害：肝受損時會增強本品推劑量的毒性。在投與個別劑量之前要
評估肝功能，可用慣常的臨床試驗如 AST, ALT,alkaline phosphatase,
bilirubin 和 BSP。如果需要，計劃劑量應降低(詳用法用量)。
外滲：本品靜脈投與時，有螯和灼傷的感覺時表示有外滲，即使血液
回流到輸注針抽吸仍然是好的，注射或輸注應立即中止並另換其他靜
脈重新開始。外滲是嚴重的狀況，並可能引起範圍擴大的局部組織壞
死與潰瘍。
【一般注意事項】
初用 Doxorubicin 治療時要緊密的觀察病人並加強實驗室的偵測。 強烈
推薦病人至少是第一次治療期時要住院觀察。在每次的 Doxorubicin 治
療前應先做血液記數和肝臟及心臟功能的檢查，治療中亦應定時檢
查。Doxorubicin 不被建議作為任何腫瘤的例行輔助治療。Doxorubicin
與其他藥物的交互作用並不只受藥物本身特性影響，與給藥程序亦有
關係。實驗已顯示 Doxorubicin 與相關的複合物有突變性及致癌性。
使用於孕婦：種類 D
不應給予孕婦 Doxorubicin(詳禁忌症)。當婦女或其伴侶接受 Doxorubicin
治療時，應告知在其治療中及完成後的 6 個月期間要避免懷孕。
Doxorubicin 已被報導在老鼠身上會毒害胚胎及形成畸胎，在兔子身上
會毒害胚胎及引起流產。兔子與老鼠的研究顯示會造成體重下降，胎
兒再吸收的發生率較高。已發現 Doxorubicin 在胎兒組織(肝、腎及肺的
濃度比在母體血漿中高出數倍，這表示 Doxorubicin 可穿透胎盤。在體
外實驗中，劑量相關的致突變性(嚴重的染色體異常)已被報導。
這種類包含已經產生，可能或預期會產生人類胎兒畸形或不可逆之傷
害風險增加的藥。這些藥可能也會有不利的藥理學反應。
使用於授乳者：Doxorubicin 分佈於乳汁中，但在有限的數據中暗示一
個受母乳哺育的嬰兒攝食本藥的劑量將會很少。無論如何，因為
Doxorubicin 對受母乳哺育嬰兒會有嚴重的不良反應的，哺育並不被建
議(詳禁忌症)。
與其他藥物的交互作用：Doxorubicin 可能會引起其他抗癌治療的毒
性。Doxorubicin 可能會加重 cyclophosphamide 引起的出血性膀胱炎，
並增強 6-mercaptopurine 的肝臟毒性(詳注意事項-增強毒性)。
Doxorubicin 與 cyclophosphamide、dactinomycin、mitomycin 同時治療會
使心臟對 Doxorubicin 的心臟毒性影響敏感。有接受其他具心臟毒性藥
物治療的病人，包括 cyclophosphamide、mitoxantrone、idarubicin 或
epirubicin，應減少其 Doxorubicin 的累積劑量。同時接受 Doxorubicin 與
paclitaxel 的病人已被報告有高的充血性心臟衰竭發生率。
Propranolol 也許會增加 Doxorubicin 的心臟毒性當二藥同時抑制心臟粒
線體輔酵素 Q10。
Doxorubicin 也許會導致血尿酸的濃度上升，間接引起贅瘤細胞的快速
消散;antigout agent(如 allopurinol、colchicine、probenecid、
sulfinpyrazone)的用量調整，對控制 hyperuricaemia 也許是必要的。血
清尿酸濃度應被監視。適當的 oral hydration 可預防尿酸腎病的發生。
在某些血清尿酸濃度上升的案例中，尿液鹼性化是必須的。
Doxorubicin 所造成的 leucopenic、thrombocytopenic 及骨髓抑制的影
響，也許會因同時或最近的治療中使用有相同影響的藥物而增加。徵
候可能包括嚴重的皮膚炎和/或黏膜炎。如果 Doxorubicin 與其他骨髓抑
制劑(包括放射治療)同時或連貫使用，可能需要減少劑量。
Doxorubicin 也許會降低病人對疫苗的抗體反應，並/或因免疫抑制導致
活病毒疫苗的不良反應。這影響也許會持續三個月到一年(詳注意事
項)。肝毒性藥物(如高劑量的 methotrexate、streptozocin)也許會損害肝
功能，也因此增加後來給予的 Doxorubicin 的毒性。
Phenobarbitone 會誘導肝臟酵素，因此，同時給予會增加 Doxorubicin
的消去。Doxorubicin 會降低血清 phenytoin 的濃度。
對 Doxorubicin 的過敏反應已被報告於近期有接受 clindamycin 者。應考
慮 anthracyclines 與 clindamycin 間的交叉過敏反應。對 clindamycin 顯著
的交叉過敏反應已被報告。嚴重的神經毒性(如猝發症和/或昏睡)曾發生
在同時被給予 Doxorubicin 和 cyclosporin 的患者身上。
同時給予 Doxorubicin 和 cytarabine 可能會導致大腸炎與組織壞死(詳不

良反應)。
配伍禁忌:
Doxorubicin 不可和 heparin、dexamethasone、fluorouracil、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minophyline、aminophyline、diazepam、frusemide
或 cephalothin 混合，因會產生沉澱物而屬於配伍禁忌。Doxorubicin 溶
液如果與 fluorouracil 或 aminophyline 混合會變成暗紅色。Doxurubicin
已被報告與 allopurinol、cefepime 和 ganciclovir 不相容。
除非 Doxorubicin 和其他藥物有過有效的配伍數據，否則不可混合。
【不良反應】依文獻記載
較常見的反應
心臟血管的：心臟毒性(通常出現在最初治療後的 1-6 個月) 亦即心肌病
變、充血性心臟衰竭。曾有報告指出急性威脅生命 arrhythmias 發生在
治療的幾個小時內。
皮膚學的：Doxorubicin 外滲、皮膚壞死、蜂巢組織炎、起泡、靜脈炎、可
逆性禿頭，沿著注射部位的脈近側有一條紅斑條痕，靜脈硬化。
腸胃的：噁心、嘔吐、黏膜炎(口炎和食道炎)，下痢。
一般：脫水、顏面潮紅(如果注射太快)。
血液學的：骨髓抑止、白血球減少症。
較不常見的普通反應
皮膚學的： 蕁麻疹、指甲床的色素沉著、腳底和皮膚起皺(主要是在小
孩有幾個例子)、先前放射線治療引起的皮膚反應復發、伴隨
vesiculisation 的紅斑、非可壓凹陷之水腫、嚴重的疼痛與分泌物多的脫
皮。
一般：發冷和發熱、一般的肌肉衰弱、厭食、過敏性反應。
血液學的：血小板減少症、貧血。曾有報告指出很少有在同時受
DNAdamaging 抗癌藥治療病人發生繼發性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伴隨或不
伴隨 preleukaemicphase)。此種情形可能有一個短的(1-3 年)潛伏期。
神經系統：思睡。
眼的：結膜炎、流淚。
腎臟：腎損害、高尿酸血症、尿酸腎病。
心臟血管的：心包的滲出。
腸胃的：出血、潰瘍和與嚴重及偶爾致命的感染有關之結腸黏膜組織
壞死曾發生在同時接受 Doxorubicin 和 cytarabine 治療的急性骨髓性白
血球過多症病人身上。
生殖的：停經、精子缺乏症(詳注意事項-不孕)。
嚴重或威脅生命的反應
骨髓抑制：以 Doxorubicin 治療有 100%病人伴隨著此反應，白血球減少
症和血小板減少症是主要的反應，而貧血較少發生。
骨髓抑制在受過廣泛的放射線治療的病人較常發生。骨頭被腫瘤浸
潤，受損的肝功能(當適當的減少劑量不被採用時請參閱用量：肝功能
受損者)和同時採用其他骨髓抑制劑。在治療後的 10 到 15 天，白血球
減少和血小板減少到最低點(從開始治療到末梢血管之血液全身血球出
現最大的骨髓抑制)， 並在 21 天前恢復到正常數目。
血液學的：續發性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球過多症較罕見(詳較不常見的反
應)。
黏膜炎：這現象為 Doxorubicin 較常常發生和痛苦的併發症，但比骨髓
抑制較少發生，治療的第 5 到 10 天較易發生黏膜炎，典型為開始時在
口及咽有灼燒感。此黏膜炎可發生於陰道、直腸和食道，並發展成有
二次感染危險性的潰瘍。黏膜炎通常在 10 天消退。黏膜炎發病的回顧
比較，暗示當頭要間隔拉長時，較少發生。先前黏膜有接受過放射線
的病人，其黏膜炎可能更加嚴重。
心臟毒性：Doxorubicin 治療引發的心臟異常可分成兩類
(i) ECG 變化和
(ii) 充血性的心臟衰竭。
在所有 Doxorubicin 劑量標準中，約有 10%病人在 Doxorubicin 治療後產
生 ECG 變化，通常是可逆的，且似乎和隨後發生的衝血性心臟衰竭無
關。Doxorubicin 的總(蓄積)劑量和引發充血性心臟衰竭(心肌病)有關。
限制 Doxorubicin 的總劑量到 550 或 400mg/m2(詳注意事項)，則可降低
本藥引發的心肌病。嚴重的心臟毒性可能在 Doxorubicin 給藥後數月甚
至數年發生。延遲發生的心臟毒性精常是致命的(詳注意事項)。
在細胞水準上，Doxorubicin 引起的心臟毒性是由於肌細胞損害。進而

言之，是由於本藥不僅抑制腫瘤細胞的增生而且也抑制正常細胞的增
生，心臟肌肉細胞是不可能再生的。心內膜顯微鏡的檢查，活體檢視
顯出兩種肌細胞損害型：
(i) 即使核和粒線體是無損的，而全部或局部的細胞缺乏肌原纖維的內
容物。
(ii) 空泡變質
損害到心肌肉及很小發炎反應：肌纖維出現衰減。Doxorubicin 毒性的
臨床光譜範圍從僅能藉精煉研究來發現的心室能力微妙的變化到有病
徵的重大充血性心肌病和有訊號的晚期充血性心臟衰竭。
下面措施可以鑑定病人有早期的 Doxorubicin 心肌病：進行扁平的或反
向的 T 波(主要在左心前的引線)，降低 QRS 伏特數，延長收縮時間的間
隔，減少排出部分(超音波心動描記或借心鬱血抑揚聲法)，或心活體檢
查顯示出特殊的電顯微鏡變化。Doxorubicin 的心肌病常常致命。如果
早期診斷，以 digoxin、利尿劑和臥床休息來處理，可以控制心臟衰竭。
動物研究指出在 Doxorubicin 抑制粒線體的生合成輔酵素 Q10 和
Doxorubicin 引發心臟毒性之間有可能關係。其他研究暗示 vitamin E 正
和其他游離根基可以預防 Doxorubicin 的毒性。
【用法用量】依文獻記載
Doxorubicin 不可經由肌肉或皮下注射(詳禁忌症)。
小心投與 Doxorubicin 將可減少靜脈周圍浸潤的機會。也可降低局部反
應的機會如蕁麻疹和紅斑痕。給藥間隔為 21 天之單一靜脈注射，期推
建劑量為 60-75mg/m2 身體表面積。老年，先前接收受治療，或腫瘤骨
髓浸潤等病人有不適當的骨髓儲量時要降低本藥的劑量。一種交替的劑
量是 25-30 mg/m2 在每一連續 3 天，然後每 3 - 4 星期重覆一次。(成人
劑量也適合兒科病例。) 一生蓄積的劑量是 550 mg 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m2 身體表面積的本藥。
Doxorubicin 曾以 45-100mg/m2 的劑量動脈內輸注投與 1-3 天。
Doxorubicin 被推薦於慢慢注入正進行輸注的 0.9% sodium chloride
injection 或 5% Glucose injection 輸管中。輸管連著 Butterfly 針插入大靜
脈血管。投與速率依靜脈血管大小和劑量而定。無論如何，劑量投與時
間應該不少於 3 到 5 分鐘。
Doxorubicin 不可和 heparin、dexamethasone、fluorouracil、
hydrocortisone sodium succinate、 aminophyline、diazepam、frusemide
或 cephalothin 混合，因為產生沉澱物而屬於配伍禁忌。Doxorubicin 溶
液如果與 fluorouracil 或 aminophyline 混合會變成暗紅色或暗紫色
Doxorubicin 被報告與 allopurinol、cefepime 和 ganciclovir 不相容。
除非 Doxorubicin 和其他藥物有過有效的配伍數據否則不可混合。
沿著靜脈的局部紅斑痕和顏面潮紅可說明投與速率太快。灼熱或螫感表
示靜脈周圍的浸潤，則輸注宜停止，並換另外靜脈重新開始。
Doxorubicin 曾和其他許可的化學治療配合使用。雖然至少在某些型式的
腫瘤病配合化學治療的有效證據優於單一劑，這種治療的有益性和危險
性至今未有充分的說明。
兒科：所有成人劑量可適合於兒科病人。
建議應給予接受 Doxorubicin 治療的孩童定期心臟功能評估，因其有發
生延遲性心臟毒性的特殊危險(詳注意事項)。
老人科：70 歲或更老者其總推薦的蓄積量限於 400 mg/m2 身體表面
積。
肝功能受損者：Doxorubicin 在肝中代謝及膽汁排出。肝功能受損致使本
藥緩慢排出，及隨後的增加滯留並堆積在血漿中和組織中，造成增加臨
床的毒性。
如果肝功能受損，Doxorubicin 必須減量，如下表所示：
血清膽紅素濃度

BSP 滯留

推薦劑量

25-50 μmol/L

9-15%
超過 15%

1/2 正常劑量

超過 50μmol/L

1/4 正常劑量

腎功能受損者： Doxorubicin 和代謝物在尿中被排泄成不重要的的階
層，腎功能損害的病人並無清楚的表示出 Doxorubicin 藥力學或毒性的
變化。
【過量】依文獻記載
臨床的特性：過量的徵狀似乎是延伸 Doxorubicin 的藥理作用。可能
的毒性徵狀被列在不良反應。有些毒性可能被拖延(如黏膜炎)或有生
命威脅(如骨髓抑止和心臟毒性。)

【儲藏】請存放於攝氏 2-8 度以下。
本劑稀釋後，在室溫避光下可保存 24 小時，但在攝氏 4-10 度時可保存
48 小時。
處理：應當建立徵狀支持措施。特別注意預防和治療嚴重、永久的骨
髓抑制間接可能導致的嚴重出血或感染。
急性動物毒性：Doxorubicin 急性毒性在瑞士老鼠依其投與途徑而變化
頗大。
腹膜內投與時其 LD50 為 8.5 mg/kg，而靜脈投與時為 21.1 mg/kg。口服
投與則大於 750 mg/kg。
【處理注意事項】
如同所有的抗癌劑，Doxorubicin 注射液應由受過訓練之人員，並在指
定區域(最好是在細胞毒性的無菌操作檯)配置。當處理 Doxorubicin
時，應穿戴防護性的長上衣、面罩、手套及適當的眼睛保護器。皮膚
或黏膜不小心接觸到本液時，接觸到的不為應立即以肥皂及清水洗
淨。建議有懷孕的人員不應處理具細胞毒性如 Doxorubicin 的製劑。建
議使用 Luer-Lock 裝配的注射器。建議使用大孔的針以使壓力及可能形
成的煙霧質減到最小。在配置時使用有孔的針也可減少煙霧質的形
成。
用來配置 Doxorubicin 注射液的品項及相關人體廢棄物應放在雙層密封
的 polythene 袋中，並以 1100℃高溫焚毀。
【溢出與處理】
如果發生溢出的狀況，應限制接近受汙染的區域。穿戴 2 副乳膠手套、
合適的面罩、防護長上衣及安全眼鏡。以適當的材質如會吸水的毛巾或
吸附細粒覆蓋，以限制溢出範圍的擴大。亦可投與 5%的次氯酸鈉。將
這些吸收/吸附物及其他碎物裝入不會漏的塑膠容器中，並依內容物標
示。具細胞毒性的廢棄物應被視為有毒及有危險性的，並清楚標示「以
1100℃高溫焚毀之細胞毒性廢棄物」。廢棄物應以至少 1 秒鐘之 1100℃
高溫焚毀。以大量清水清洗有溢出殘留的區域。
【包裝】5、10、25、50 毫升玻璃小瓶裝；100 支以下盒裝
製造廠名稱：GENEPHARM S.A.
製造廠地址：18th KM, MARATHON AVE, 153 51 PALLINI, GREECE.
藥商名稱：台灣艾威群股份有限公司
藥商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9 號 15 樓
電
話：02-2700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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