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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總不宜磨粉藥品清單 
2018/07 更新 

藥品 劑型 備註 

ACEO retard cap 90mg 

(Acemetacin retard cap) 
長效膠囊 需整粒以水吞服，不可咬破。 

Advagraf PR cap 0.5mg,1mg,5mg 

(Tacrolimus) 
持續性藥效膠囊 整顆吞服。 

Afatinib tab 30mg,40mg 

(Giotrif) 
膜衣錠 

藥粒整顆吞服，無法吞服藥粒的病人，可將

藥錠放入 100mL飲用水中攪拌溶解後立即使

用，再以 100mL 飲用水潤洗殘留在杯中藥物

並服下。以此方式可經由鼻胃管給藥。 

Aggrenox cap 

 (Aspirin 25mg/Dipyridamol 200mg) 
持續性藥效膠囊 整顆吞服，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咬碎或磨碎。 

Alecensa cap 150mg  
 (Alectinib) 

膠囊 切勿打開膠囊或將膠囊內容物溶化使用 

Alendronate 70mg+Vit D3 

(PlusDmax,Fosamax plus ) 
錠劑 

主成分 Alendronate 對食道黏膜具刺激性，

不宜磨粉；服用時須配服一大杯水。 

由 N-G 給藥時，可將藥錠以約 10mL 的水溶

解後，立即給藥再以 50 mL 的水沖 N-G 管子

使藥物完全進入胃內。 

Alendronate tab 70mg 
(Binosto) 

發泡錠 

此發泡錠需溶於 120 西西白開水，發泡停止

後等待至少 5 分鐘，攪拌 10 秒後喝下，不可

嘗試吞食、咀嚼、或吸食發泡錠，因為可能

會造成口咽部潰瘍。 

AsacoL tab 800mg 

(Mesalazine ) 
持續性藥效 錠劑必須整粒吞服，不可嚼碎或折半。 

Atazanavir cap 

(Reyataz) 
硬膠囊 需整顆吞服，不可打開膠囊。 

Augmentin tab 1gm 膜衣錠 
需整顆吞服，如有需要可剝半但不可咀嚼或

磨粉。 

Avodart cap 0.5mg 

(Dutasteride) 
軟膠囊 

須整粒吞服；懷孕婦女或可能懷孕婦女不可

以接觸此膠囊，特別是有裂損的膠囊；因

Dutasteride 可經由皮膚吸收，可能造成胎兒

異常。 

Axitinib tab 1mg 

(Inlyta) 
膜衣錠  為口服抗癌藥，以一杯水整粒吞服。 

Betmiga PR tab 50mg 

(Mirabegron) 
持續性藥效錠 應以水整粒吞服，不可嚼碎、切割或壓碎。 

Bisacodyl tab 5mg 腸溶錠 
磨粉後破壞腸衣，降低藥效且對胃刺激引起

嘔吐。 

Bonefos cap 400mg 

(Clodronate) 
膠囊 

主成分 Clodronate 對食道黏膜具刺激性，建

議整粒吞服。 

Bosentan tab 

(Tracleer 62.5mg, 125mg) 
錠劑 

有可能致畸胎，懷孕婦女或可能懷孕婦女不

可以接觸到壓碎或破碎的 Bosentan 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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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en-C tab 

(Bromelain,L-Cysteine enteric tab) 
腸溶膜衣錠 藥品勿剝半、嚼碎、磨粉服用。 

Buprenorphine tab 0.2mg 

 (Temgesic) 
舌下錠 使用時應置於舌下，不可咀嚼或吞服。 

Bupropion tab 150mg 

(Buprotrin SR,Wellbutrin XL) 
持續釋放錠 不宜磨粉。 

CellCept cap 250mg 

(Mycophenolate) 
一般膠囊 

需整粒吞服；可能致畸胎，避免直接皮膚接

觸。 

Certican tab 0.25mg,0.5mg 

(Everolimus) 
錠劑 

具黏膜刺激性，不宜磨粉。服藥時須整顆藥

錠吞服並以整杯水配服，不可咀嚼或咬碎錠

劑。避免接觸壓碎的錠劑。 

若病人無法吞藥，於服藥時可先將藥錠放入

裝有 30mL 水的容器中，溫和攪拌後立即服

用；再以 30mL 水潤洗容器後服下。 

Chrono Depakine tab 500mg 長效劑型 
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設計，造成血中濃度

不穩定；可剝半服用。 

Ciprofloxacin tab 250mg 膜衣錠 有特殊的味道，建議整粒吞服，可剝半。 

Concerta ER tab 

 18 mg, 27mg, 36mg 

(Methylphenidate) 

持續釋放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Conslife tab 

 (Bisacodyl/Sennoside/   

 Dioctyl Sod. Sulfosuccinate   

 2mg/10mg/20mg) 

糖衣錠 
必須整粒吞服，不得咬碎，且服藥前後一小

時不得使用制酸劑或牛乳。。 

Crizotinib cap 250mg 

 (Xalkori) 
膠囊 

膠囊需整粒吞服，不可磨粉、溶解或打開膠

囊。 

C.T.L. XR tab 500mg 

(Metformin XR) 
持續釋放錠 可剝半，但不可壓碎或研磨。 

Cyclosporine cap 25mg, 100mg 

(Sandimmun) 
軟膠囊 

內含油狀物，應整粒吞服，不宜磨粉或咀嚼。

使用鼻胃管病人請改用口服液劑型。 

Daklinza tab 60mg 
(Daclatasvir) 

膜衣錠 需整粒吞服 

Dasatinib tab 50mg 

 (Sprycel) 
錠劑 需整粒吞服；有可能致畸胎。 

Depakine tab 200mg  腸溶錠 
藥品易吸潮，且對粘膜有刺激性；宜整粒吞

服。 

Detrusitol SR cap 4mg  

(Tolterodine) 
持續性膠囊 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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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lansoprazole cap 60mg 

(Dexilant SR cap) 
緩釋膠囊 

必須整粒吞服，若無法整粒吞服時可打開膠

囊，將藥粉顆粒灑入 1 湯匙果醬內立刻服下，

不可咀嚼藥粉顆粒。 

Dialicon tab 錠劑 內含 pancreatin，lipase 故建議整粒吞服。 

Diamicron MR tab 60mg 持續釋放錠 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設計。 

DiceteL tab 100mg 

(Pinaverium) 
膜衣錠 整粒吞服，勿口含或咀嚼。 

Diltiazem tab 90mg 持續釋放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Doxaben XL tab 4 mg 持續釋放錠 需整粒吞服，不可咬碎，分割或磨碎。 

Doxycycline cap 100mg 腸溶微粒膠囊 整顆吞服，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咬碎或磨碎。 

Duloxetine cap 30mg 

 (Cymbalta/Lexinping) 
腸溶微粒膠囊 整顆吞服，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咬碎或磨碎。 

Duodart cap 

(Dutasteride 0.5mg/Tamsulosin 0.4mg) 
膠囊 

膠囊需整顆吞服，不可咀嚼、碾碎或打開使

用。直接接觸硬膠囊內之 dutasteride，可能

會對口咽部黏膜造成刺激。已懷孕或可能懷

孕的婦女不小心接觸到破損的膠囊，應立即

以肥皂和水清洗接觸部位。 

Efexor-XR cap 75mg  

(Venlafaxine-XR) 
持續性藥效膠囊 

持續性藥效膠囊，必須配開水整顆吞服；切

勿咀嚼、壓碎、剝半或放入水中使用。 

可將膠囊小心打開，將內容物倒在湯匙內與

開水一起立即吞服。 

Endoxan tab 50mg 

(Cyclophosphamide) 
糖衣錠 有可能致畸胎，不宜磨粉。 

EpbutoL tab 400mg 

(Ethambutol) 
錠劑 磨粉後易潮解(請於服用前才磨粉)。 

Erlotinib tab 100mg, 150mg 

(Tarceva) 
膜衣錠 

為口服抗癌藥；可將藥錠放入 100mL 的飲用

水中，攪拌直到藥錠溶解後立即喝下；或經

由鼻胃管管灌。 

Esomeprazole tab 40mg 

(Nexium) 
腸溶錠 

必需整顆吞服，不要咀嚼、或壓碎藥錠。由

N-G 給藥時，可將藥錠放入 50mL 水中, 不可

使用其他液體，以免腸衣膜被破壞；待藥錠

溶解後，立即或於 30 分鐘內由 N-G 給藥，

再以至少 30mL 的水沖 N-G 管子使藥物完全

進入胃內。 

Everolimus tab 

(Afinitor 5mg,Votubia 2.5mg) 
錠劑 

具黏膜刺激性，不宜磨粉。服藥時須整顆藥

錠吞服並以整杯水配服，不可咀嚼或咬碎錠

劑。避免接觸壓碎的錠劑。 

若病人無法吞藥，於服藥時可先將藥錠放入

裝有 30mL 水的容器中，溫和攪拌後立即服

用；再以 30mL 水潤洗容器後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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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viera tab 250mg 
(Dasabuvir) 

膜衣錠 整顆吞服，不可以敲碎、咀嚼或壓碎。 

Fenolip-U tab 160mg 

(Fenofibrate-U) 
錠劑 

微粒化劑型；與食物併服，須整粒吞服，勿

嚼碎、弄破或搗碎。 

Fentora buccaL tab 100mcg 
(FentanyL) 

口頰錠 
不可將口頰錠切割、粉碎、吸入、咀嚼或整

顆吞服，因為會這將會導致血漿濃度比依照

指示使用時為低。 

Ferrous Gluco-B 糖衣錠 此為鐵劑，不宜磨粉。 

Finasteride tab 

(5mg: Finta) 

(1 mg: Propecia) 

錠劑 
懷孕婦女或可能懷孕婦女不可以接觸到壓碎

或破碎的 Finasteride 錠劑。 

Free-Lynparza cap 50mg 

(Olaparib) 
膠囊 應整粒吞服，不可咀嚼、壓碎、溶解或剝半 

Free-Ribociclib tab 200mg 膜衣錠 整顆吞服，不可咀嚼、壓碎或剝開藥錠。 

Free-Terizidon cap 250mg 膠囊 小紅書:整粒伴隨足夠的水吞服 

Fycompa tab 2mg 
(PerampaneL) 

膜衣錠 應整錠吞服，不可咀嚼、壓碎或剝半服用。 

Gefitinib tab 250mg 

(Iressa) 
錠劑 

為口服抗癌藥；可將「艾瑞莎」藥錠，放入

半杯飲用水中，攪拌直到藥錠溶解後，立即

喝下，再以半杯水沖洗杯子並喝下。此溶液

也可經由鼻胃管管灌。 

Genvoya@ tab 
(Tenofovir/Emtricitabine 
/Elvitegravir/Cobicistat) 

膜衣錠 需整粒吞服，勿咀嚼、壓碎或剝半。 

Geodon cap 40mg 
(Ziprasidone) 

膠囊 
應整顆吞服，不建議打開膠囊服用，若要打

開必須戴雙層手套及戴口罩，以避免直接接

觸。 

Harvoni tab 400mg/90mg 

(Sofosbuvir/Ledipasvir) 
錠劑 需整粒吞服。 

Hiros cap 5/120mg 

(Cetirizine/Pseudoephedrine) 
緩釋微粒膠囊 

緩釋微粒膠囊，請整粒吞服，勿咬碎或磨粉

使用 

Hydrea cap 500mg 

(Hydroxyurea) 
膠囊 

接觸到粉末可能引起嚴重的皮膚毒性，醫療

人員給此藥時應帶上手套。 

Ibrance cap 125mg 
(Palbociclib) 

膠囊 應整粒吞服，請勿咀嚼、咬碎或打開膠囊 

Imatinib tab 100 mg 

 (Glivec) 
錠劑 

為口服抗癌藥；可將藥錠放入一杯飲用水或

蘋果汁中，（100 mg 用 50mL，400 mg 用

200mL ）攪拌直到藥錠溶解後，立即喝下。 

Imbruvica  cap 140mg 
(Ibrutinib) 

膠囊 整顆吞服，不可以打開、敲碎或咀嚼。  

Imdur CR tab 60mg 

(Isosorbide 5 mononitrate) 
持續釋放錠 

可剝半，不宜磨粉，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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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ga ER tab 3mg,9mg 

 (Paliperidone) 
持續釋放錠 

需整粒吞服，不可咬碎、分割或磨碎藥錠。 

是一種 OROS 滲透壓控制釋出的口服劑型。 

Isoptin SR tab 240mg 持續性膜衣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敲碎或嚼碎 

Isotretinoincap 20mg 軟膠囊 具黏膜刺激性及致畸胎性，不宜磨粉或咀嚼。 

Ixazomib cap 2.3mg, 3mg, 4mg 膠囊 
整顆膠囊以水送服，不可壓碎、咀嚼或打開

膠囊。 

Jakavi tab 5mg,15mg 

(Ruxolitinib) 
錠劑 

須整顆吞服，不可切開、敲碎或咀嚼，從 NG 

tube 管灌時，一顆加入 40mL 水中，攪拌 10

分鐘後給藥，再以 75mL 水沖洗 NG tube；

Jakavi 崩散於水後應在 6 小時內服用完畢。 

Jurnista PR tab 8mg 

(Hydromorphone) 
緩釋錠 需整粒吞服，不可剝半、不可咬碎。 

Juvela-N cap 200mg 軟膠囊 不宜磨粉。 

Kaletratab 

(Lopinavir 200mg/Ritonavir 50mg) 
複方膜衣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Keppra tab 500mg 膜衣錠 有特殊味道，不宜磨粉。 

Ketoprofen SR cap 200mg 緩釋膠囊 膠囊內的小顆粒不可以磨粉。 

Klaricid tab 500mg 膜衣錠 有特殊味道，建議整粒吞服。 

Kombiglyze XR tab 5/1000 

(Saxagliptin/Metformin) 
持續釋放錠 需整粒吞服不可磨碎、切割或嚼碎。 

Lapatinib tab 250mg  
(Tykerb) 

膜衣錠 應整顆吞服，不可以咀嚼、剝半或磨粉。 

Lenvatinib cap 10mg 膠囊 

整粒吞服，或將膠囊先溶解於小杯液體後服

用。量取一大湯匙的水或蘋果汁於玻璃杯中

後放入膠囊 (膠囊不需打開或壓碎)。將膠囊

靜置於液體中至少10 分鐘，攪拌至少3 分鐘

後，飲用液體。飲用後，再加入等量(一大湯

匙) 的水或蘋果汁於玻璃杯中，混勻後再飲

用完剩餘的液體 

Lesitoncap 5mg 

(Dihydroergotamine) 
持續釋放膠囊 

持續釋放膠囊，需整粒吞服，磨粉後破壞控

制釋放的設計，不可剝半或磨粉。 

Linicor tab 500/20mg 

(Niacin,Lovastatin) 
膜衣錠 

緩釋劑型，需整粒吞服，不可咬碎剝半或磨

粉 

LoraPseudo SR tab 10/240 

(Loratadine/Pseudoephedrine) 
持續釋放錠 須整粒吞服，不可嚼碎 

Macalol cap 0.25mcg 

(Calcitriol) 
軟膠囊 不宜磨粉；可改用 Alfacalcidol tab。 

Macitentan tab 10mg 膜衣錠 膜衣錠應以開水整錠吞服；不可以剝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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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umit) 碎或嚼碎。 

Madopar HBS cap 125mg 持續釋放膠囊 

應整粒吞服，打開膠囊給藥會破壞控制釋放

的設計。Madopar HBS 進入胃內，外部膠囊

殼破裂後，與 Madopar 藥物相混合的賦型劑

之ㄧ hydrocolloid 會將 Madopar 包覆形成一

膠狀物，慢慢使之釋放出來；以維持穩定之

血中濃度。 

Metalcaptase tab 300mg  膜衣錠 不宜磨粉。 

Mezavant XL tab 1.2g 

(Mesalazine) 
長效腸溶錠 必須整粒吞服，不可嚼碎或剝半。 

Mirapex PR tab 0.375mg,1.5mg 持續釋放錠 須整顆吞服，不可嚼碎、壓碎或切割。 

Mirtapine OD 口溶錠 
口溶錠應置於口中，它會迅速分散於唾液

中、故容易吞服。 

Mitotane tab 500mg 

(Lysodren) 
錠劑 

不可以壓碎或磨粉，為化療藥品，拿取時應

做好防護措施(例如帶乳膠手套)。 

Morphine cont. tab 30 mg 持續釋放錠 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設計。 

Morphine MXL cap 60mg 持續釋放膠囊 

管灌病人可打開膠囊將小顆粒撒佈於流質或

不含酒精的冷飲管灌，不可加入白開水或生

理食鹽水，以免凝結成塊。 

Moxifloxacin tab 400mg 膜衣錠 有特殊的味道，建議整粒吞服。 

Myfortic tab 180mg 

 (Mycophenolate) 
腸溶錠 

需整粒吞服；有可能致畸胎，避免直接皮膚

接觸。 

NephoxiL cap 500mg 

(Ferric citrate) 
膠囊 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NexAVAR tab 200mg 
 (Sorafenib) 

膜衣錠 
應整顆吞服，鼻胃管病人使用，不可直接磨

粉，請將整顆錠劑放入冷白開水中攪拌崩解

後立刻服用，再以半杯水沖洗杯緣服下 

Nifedipine cap 5mg 

(Atanaal) 
軟膠囊 內為油狀物，不宜磨粉，可咬破後吞服。 

Nilotinib cap 150mg,200mg 

 (Tasigna) 
膠囊 

整粒吞服，勿將膠囊打開或咬碎。破壞膠囊

可能會使血中濃度增加、增加毒性。(ISMP) 

Nimodipine tab 30mg 膜衣錠 有特殊味道，不宜磨粉，需整粒吞服。 

Nitrostat (NTG) tab 0.6mg 舌下含錠 不可磨粉或直接吞服，只適於舌下使用。 

Nobelin XR tab 750mg 

(Levetiracetam) 
持續錠 

持續性釋放膜衣錠需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

磨 

碎使用。 

Norvir@ tab 100mg 
(Ritonavir) 

膜衣錠 應整顆吞服，不可咀嚼、折斷或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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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AS Harnalidge PR tab 0.4 mg 

(Tamsulosin) 
持續釋放錠 

持續性藥效膜衣錠，必須整粒吞服不可磨碎

或咀嚼。 

Ofev cap 150mg 

(Nintedanib ethanesulfonate) 
軟膠囊 

搭配液體飯後整顆吞服，味道很苦勿咬碎或

咀嚼。 

OROS Adalat tab 30mg 持續釋放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 

Oxbu extend tab 5mg 

(Oxybutynin) 
持續釋放錠 應整粒吞服，不能咀嚼或壓碎，可剝半使用。 

OxyContinCR tab 10mg,20mg 

(Oxycodone) 
持續釋放錠 

持續藥效錠，應整粒吞服，並配以足量的開

水，不可切開、剝開、咀嚼、敲碎或溶解 

OxyNorm IR cap 5mg 

(Oxycodone) 
膠囊 

需整粒吞服，若切開、剝開、咀嚼、敲碎或

溶解後，將導致藥物迅速釋出，進而提高用

藥過量與死亡的風險。 

遇無法將整粒膠囊吞下者，可將膠囊內容物

撒在柔軟食物上（如冰淇淋，布丁，優格）

後立即吞下，再喝水潤口確保所有藥物皆服

下。 

遇N-G feeding或gastrostomy者先以水加入

管路，打開膠囊將內容物直接倒入管路，接

著用 15mL 水沖洗管路，再以 10mL 水多沖

洗 2 次以上。也可以用牛奶或液態營養補充

物取代水。(micromedex) 

Pantoprazole tab 40mg 腸溶錠 
磨粉後破壞腸衣，失去藥效，故建議整粒吞

服。 

Pazopanib tab 200mg 

 (Votrient) 
膜衣錠 需整粒空腹服用，不可剝半或磨粉。 

Pentoxifylline tab 400 mg 

(Fylin) 
持續釋放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磨粉。 

Phyllocontin tab 225mg  持續釋放錠 
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設計而影響血中濃

度，但切塊是被容許的。 

Pomalyst cap 2mg,4mg 

 (Pomalidomide) 
膠囊 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PosanoL tab 100mg 
(Posaconazole) 

錠劑 須整粒吞服，勿剝半、壓碎或咀嚼 

Pradaxa cap 110mg,150mg 

(Dabigatran etexilate) 
膠囊 

應整粒吞服，不可咀嚼、撥開或壓碎；因可

能導致藥物暴露量增加，使得出血風險增加。 

Propafenonetab 150mg 膜衣錠 
具苦味和表面麻醉的作用，應整粒吞服，不

宜磨粉或咀嚼。 

Protasecap 280mg  

(Pancrelipase) 
腸溶微粒膠囊 整粒吞服，可打開膠囊但不可磨碎。 

Rabe tab 20mg 
(Rabeprazole) 

腸溶膜衣錠 
磨粉後破壞腸衣，應整粒吞服，不宜嚼碎或

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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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oxifenetab 60mg 

 (Evista,Raloxy) 
錠劑 

需整粒吞服；有可能致畸胎，避免直接皮膚

接觸。 

Requip PD tab 4mg,8mg 

(Ropinirole) 
持續藥效膜衣錠 需整粒吞服，不可咀嚼、壓碎或剝半。 

Revlimid cap 10mg,25mg 

(Lenalidomide) 
膠囊 

有致畸胎性，應整粒吞服，不可咬碎或打開

膠囊。 

Riociguat tab 1mg,2mg,2.5mg 

(Adempas) 
膜衣錠 

對於無法整顆吞服的病患，可以在服用前壓

碎 Adempas 錠劑且立即與水或軟食物，例如

蘋果醬混合，口服服用 

Ritalin LA cap 20mg 

(Methylphenidate) 
持續性藥效膠囊 

須整粒吞服，膠囊內的藥粒不可磨碎、咀嚼

或切割藥。 

Rivastigmine cap  
(Exelon1.5mg,3mg,4.5mg,6mg) 

膠囊 需整顆吞服 

Rozerem tab 8mg 

(Ramelteon) 
膜衣錠 務必整粒吞服。 

Salazine enteric tab 500mg 

(Sulfasalazine) 
腸溶錠 磨粉後會對胃腸道產生刺激性。 

Seroquel XR 50mg 

Seroquel XR 200mg,  

Megazon PR tab 50mg 

(Quetiapine) 

持續釋放錠 必須整粒吞服，不可以剝半、咀嚼、或壓碎。 

Sinemet CR tab 

(Carbidopa/ Levodopa) 
持續釋放錠 緩釋劑型，可剝半、不可磨粉。 

Sirolimus tab 0.5mg,1mg 

(Rapamune) 
糖衣錠 

它是一種利用 NanoCrystal technology 做成

的特殊劑型，不宜磨粉。(ISMP) 

Sovaldi tab 400mg 
(Sofosbuvir) 

膜衣錠 需整粒吞服 

Stalevo tab 

(Levodopa/Carbidopa/ Entacapone) 
複方膜衣錠 複方製劑，不宜磨粉。 

Stilnox CR tab 6.25mg 

(Zolpidem) 
膜衣錠 

為一種兩層的加衣長效錠，不宜磨粉。其中

一層會快速釋出藥物成分，另一層則會緩慢

釋出藥物成分。 

 Stivarga tab 40mg 

(Regorafenib) 
膜衣錠 須整粒吞服，勿嚼碎、弄破或搗碎。 

Strattera cap 10mg,25mg,40mg 

 (Atomoxetine) 
膠囊 藥品具有刺激性，建議整粒吞服。 

Strocain tab 

(Oxethazaine5mg/Polymigel 244mg) 
錠劑 

內含麻醉性止痛成分，應整粒吞服，不可咀

嚼或咬碎以免產生麻木感。 

Sunvepracap 100mg 
(Asunaprevir) 

軟膠囊 整粒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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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rolimus cap 
(Prograf 0.5mg,1mg,5mg) 

膠囊 整粒吞服，請勿咀嚼、打開或壓碎 

Tagrisso tab 80mg 

(Osimertinib) 
膜衣錠 

Osimertinib 錠劑屬危害性藥物，給藥時請小

心（如帶手套、穿防護衣）。Osimertinib 錠

劑必須整顆吞服，不可以敲碎或磨粉。遇吞

嚥困難病人，可將錠劑加入 50mL 白開水，

攪拌均勻使崩散後立刻喝下或從 N-G 管灌；

再以 120 至 240mL 白開水潤洗杯子後，立即

喝下或從 N-G 管灌。 

Taigexyn cap 250mg 

(Nemonoxacin) 
膠囊 以水整粒吞服 

Takepron OD tab 30mg 

(Lansoprazole) 

腸溶性細粒之口

溶錠 

將本藥置於舌頭上（勿咀嚼），可立即溶解。

直接吞服，或配適量溫開水吞服。可剝半但

不可磨粉。經由鼻胃管給藥時，將藥錠放入

針筒中，抽取約 10 mL 的水；輕搖以使快速

崩解；藥錠崩散後，請於 15 分鐘內經由鼻胃

管給藥；針筒重新抽取約 5 mL 的水，輕搖後

用以沖洗鼻胃管。 

TamOS cap 20mg,100mg 

(Temozolomide) 
膠囊 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Tegretol CR tab 200mg 

(Carbamazepine) 
長效膜衣錠 可剝半不宜磨粉，磨粉後破壞控釋劑型。 

Temodalcap 20mg,100mg 

(Temozolomide)   
膠囊 

為口服抗癌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

或嚼碎。 

Topaless F.C. tab 100mg 
(Topiramate) 

膜衣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嚼碎或壓碎以防苦味，若

不能吞服可以選擇使用分散性膠囊 

Topiramate sprinkle cap 25mg 持續釋放膠囊 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Tramadol SR tab 100mg 持續釋放錠 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設計。 

Tretinoin cap 10mg 軟膠囊 軟膠囊應整粒吞服，請勿咀嚼、破碎或壓碎 

Trientine cap 300mg 膠囊 
必須整顆吞服，不可以打開或咀嚼膠囊， 

因對黏膜有刺激性。 

Trilipix MR cap 135mg 

(Choline fenofibrate) 
緩釋膠囊 緩釋微粒膠囊，不可打開膠囊或嚼碎。 

TS-1 cap 20mg,25mg 
(Tegafur/Gimeracil/Oteracil potassium) 

膠囊 
為口服抗癌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

或嚼碎。 

Twynsta tab 80/5mg 
(Telmisartan/Amlodipine) 

錠劑 應整顆吞服，錠劑具吸濕性，磨粉後易潮解 

UFree ER tab 500mg 

(Levetiracetam) 
持續釋放膜衣錠 

持續釋放膜衣錠，磨粉後破壞控制釋放的設

計，不可剝半或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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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ur cap 
(Tegafur 100mg/Uracil 224mg) 

膠囊 
為口服抗癌藥，應整粒吞服，不可打開膠囊

或嚼碎。 

Uptravi tab 200mcg,600mcg,800mcg 

(Selexipag) 
膜衣錠 

不可將藥錠剝半、壓碎或咀嚼，並應以白開

水吞服。 

Valcyte FC tab 450mg 

 (Valganciclovir) 
膜衣錠 

應整粒吞服，不可剝半或嚼碎，致畸胎可能；

避免直接皮膚接觸。 

Vesicare tab 5mg 

(Solifenacin) 
膜衣錠 不宜磨粉，需整粒吞服（因味苦具刺激性）。 

Viekirax tab 12.5/75/50mg 
(Ombitasvir,Paritaprevir,Ritonavir) 

膜衣錠 需整粒吞服 

Vinorelbine cap 20mg,30mg 軟膠囊 
為口服抗癌藥；需以冷開水整顆吞服，不可

磨粉、咀嚼或剝開。 

Viramune@ XR tab 400mg 

(Nevirapine@ XR) 
持續釋放錠 須整粒吞服；不可咀嚼、壓碎或切細。 

Volibris tab 5mg,10mg 

 (Ambrisentan) 
膜衣錠 不可剝開、研碎或嚼碎。 

Voren EM cap 50mg 

(Diclofenac) 
腸溶微粒膠囊 磨粉後會對胃部產生刺激性。 

Wontran ER tab 75/650mg 
 (Tramadol/Scanol) 

緩釋錠 
緩釋劑型，需整粒吞服，不可咬碎剝半或磨

粉 

Xanthium cap 200mg 

(Theophylline) 
持續釋放膠囊 可打開膠囊，但不可嚼碎顆粒。 

Xigduo XR tab 10/1000mg 
(Dapagliflozin/Metformin) 

持續性膜衣錠 整粒吞服，切勿磨碎、切割或嚼碎 

Xtandi cap 40mg 

(Enzalutamide) 
軟膠囊 

屬危害性藥物，給藥時請小心（如帶手套）。

膠囊應以水整粒吞服，勿嚼碎、弄破、打開

或融化 

Zavesca cap 100mg 

(Miglustat ) 
膠囊 須整粒吞服；勿嚼碎、弄破或搗碎。 

Zcough cap 100mg 

(Benzonatate) 
軟膠囊 

若咬碎膠囊，會使口腔粘膜局部麻醉而有梗

塞感。 

Zelboraf tab 240mg 
 (Vemurafenib) 

膜衣錠 應搭配開水整顆吞服，不應咀嚼或咬碎 

Zepatier tab 50/100mg 
 (Elbasvir/Grazoprevir ) 

膜衣錠 
應保存於原本的泡囊包裝中，待使用時再取

出，以避免接觸濕氣 

Zocor tab 40mg 

(Simvastatin) 
膜衣錠 

不宜研磨，經由鼻胃管給藥時，將藥錠以約

10 ml 的水，輕搖使藥錠崩散後給藥。 

Zykadia cap 150mg 

 (Ceritinib) 
膠囊 膠囊應整顆配水吞服，不可咬碎或磨粉。 

Zyprexa zydis tab 5mg 

(Olanzapine) 
口溶錠 

口溶錠應置於口中，它會迅速分散於唾液

中、故容易吞服。因為口溶錠易碎，所以由

包裝取出後應立刻服用。或者，於服用前迅

速將之溶解在整杯水或合適的飲料中(柳丁

汁、蘋果汁、牛奶或咖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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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tiga tab 250mg 

(Abiraterone) 
錠劑 須整顆以水吞服，請勿壓碎或嚼碎。 

附註：具有致癌性(carcinogenic)、致畸胎性(teratogenic)、細胞毒性(cytotoxic)的藥物不適合磨粉，因為散發的藥

物微粒或粉塵可能會傷害給藥的照護者。 

參考來源：1.藥品仿單 2.Micromedex 3.Lexi-Comp ONLINE 4.“Do Not Crush List”  

http://www.ismp.org/Tools/DoNotCrush.pdf (www.ism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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