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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的一篇文獻統計，罹患特發性肺
纖 維 化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 
病患的存活期中位數為 35 個月，造成死亡的主
要原因前 3 名依序為急性發作 (40%)、慢性呼吸
衰竭 (24%)、肺癌 (11%)，第四名則是因使用類
固醇或免疫抑制劑而導致的感染 1。

目前 ATS/ERS/JRS/ALAT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Japanese 
Respiratory Society/Latin American Thoracic 
Association) 的聯合官方 IPF 治療指引在 2015 年
更 新 版 中 將 nintedanib 及 pirfenidone 兩 項 藥
物歸納為「有條件推薦使用」的治療方式 3，在 
2017 年 ( 日文版 ) 與 2018 年 ( 英文版 ) 出版的日
本 IPF 治療指引中也將兩藥列於相同推薦等級 4。
近來由於綜合分析研究資料顯示 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 相較於安慰劑皆可顯著減少病患 FVC 
(forced vital capacity，用力肺活量 ) 下降且兩藥
療效未見顯著差異 2，因此可見兩者均為有效的
IPF 治療藥物，對於降低肺功能惡化進而減少死

INPULSIS-1 和 -2 是兩項同時進行的臨床試
驗，皆為 1 年期、隨機分組、安慰劑對照試驗，
結果顯示 nintedanib 在兩項試驗中都顯著減緩 
FVC 下降，且可延後首次急性發作出現時間 5；
不良事件方面最常發生的項目是腹瀉 ( 發生率約 
6 成 ) 和噁心 ( 發生率約 25%) 5，次族群分析亦顯

亡率效果相當，而主要的差異則是 nintedanib 對
急性發作具有保護作用，能明顯能降低急性發作
的發生率並延緩急性發作時間。 

由於納入上述兩種藥物全球性臨床試驗
的日本病患人數並不多，日本政府要求廠商
在藥品上市後的一定期間內必須針對所有用
藥病患進行監督及分析，即執行所謂的「上
市 後 試 驗 (post-marketing study，PMS)」。
目 前 pirfenidone 已 發 表 其 PMS 結 果， 而 
nintedanib 亦發表期中報告，接下來將分別介
紹這兩種藥物的 PMS 結果並與先前的樞紐臨床
試驗結果進行對照。

壹、日本 IPF 統計資料與治療
現況簡介

貳、Nintendanib 的 臨 床 試
驗簡介與 PMS 期中報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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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論病患的年齡、性別或基準點 FVC 是否大
於預期之 70%，nintedanib 都能發揮作用 6。
針對 INPULSIS 試驗的日本病患進行次族群分
析也發現使用 nintedanib 有相對減緩 FVC 下
降以及延後首次急性發作時間的趨勢，由於
急性惡化可能影響患者預後及生活品質，因此
nintedanib 對於急性發作的保護作用是相當重
要的。

Nintedanib 在日本的 PMS 各階段參與病
患數如圖一所示，試驗之目標觀察時間為兩年，
參加者以男性 (78.31%)、65 歲以上 (84.38%)、
過去曾吸菸者 (68.74%) 為主，依日本 IPF 嚴重
度分級 ( 評估標準列於表一 ) 歸類為重度者 ( 第 
III、IV 級 ) 超過 6 成，FVC 相較於預期比例之
中位數為 66.6%，此外治療起始劑量則以 150 
mg 一天 2 次為主 (82.90%) 8。

PMS 安全性分析 ( 表二 ) 中，發生率最高
的前 5 項不良反應依序為腹瀉、肝功能異常、

圖一 .Nintedanib 日本 PMS 各階段參與人數

Registerd N=5,121

Safety analysis set N=3,772

CRF were not collected N=1,323

Excluded N=26
Multiple registration N=13
No patient visit after registration N=13

CRF collected N=3,798
• Week 13 (Book1)       N=3,798
• Week 52 (Book2)       N=1,254
• Week 78 (Book3)       N=228
• Week 104 (Book4)     N=1

Data cut-off date:15 October 2017 2015-2017

Registerd

表一 . 日本 IPF 嚴重度分級標準

Severity 
Grade

Resting 
PaO2  (Torr)

SpO2 during 6 min 
walk test

I ≥ 80

II 70 - 80 If < 90% classified as 
III

III# 60 - 70 

If < 90% classified as 
IV (if there is a risk, 
measurement is not 
required)

IV# < 60 No measurement 
needed

# : In Japan, patients whose disease severity 
is diagnosed as grade III or IV are 
covered by government subsidies. 

食慾不振、肝臟疾病及噁心 8。而安全性重要
調查項目之發生率如下：消化系統症狀如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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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Nintedanib 日本 PMS 不良藥物反應發生率清單

ADRs N（%） ADRs N（%）

Infections and infestations Hepatobiliary disorders

Pneumonia 9（0.24） Hepatic function abnormal   48（12.96）

Metabolism and nutrition disorders Liver injury 261（6.92）

Decreased appetite 300（7.95）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15（0.40）

Nervous system disorders Skin and subcutaneous tissue disorders

Dysgeusia 25（0.66） Rash 30（0.80）

Vascular disorders Musculoskeletal and connective tissue 
disorders

Hypertension 17（0.45） Clubbing 13（0.34）

Respiratory, thoracic and 
mediastinal disorders

General disorders and administration 
site conditions

Cough   18（0.48） Death   19（0.50）

Dyspnoea   15（0.40） Malaise   39（1.03）

Epistaxis   11（0.29） Pyrexia   23（0.61）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81（2.15） Investigations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8（0.21）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increased   37（0.98）

Pneumothorax   12（0.32）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increased   31（0.82）

Rales   9（0.24） Blood bilirubin increased   8（0.21）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Blood lactate dehydrogenase increased   13（0.34）

Abdominal discomfort   26（0.69） Eosinophil count increased   12（0.32）

Abdominal distension   10（0.27） Gamma-glutamyltransferase increased   34（0.90）

Abdominal pain   37（0.98） Platelet count decreased   26（0.69）

Abdominal pain upper   21（0.56） Weight decreased   21（0.56）

Constipation   34（0.90） Blood alkaline phosphatase increased   21（0.56）

Diarrhoea   938（24.87） Hepatic enzyme increased   66（1.75）

Dyspepsia   9（0.24） Liver function test increased   10（0.27）

Gastritis   9（0.24） MedDRA/J version 20.0

Nausea 181（4.80）

Stomatitis   8（0.21）

Vomiting   59（1.56）

Faeces soft   3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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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m report of Post-marketing observational study (all-
case surveillance) of Ofev® capsules in patients with IPF, 
Tomoda N et al. JRS 2018. )

參、Pirfenidone 的臨床試驗
簡介與 PMS 結果

圖二 . 與基準點相比 FVC 下降曲線

及噁心 (31.89%)、肝功能障礙 (24.26%)、藥物
誘發間質性肺炎 (2.44%)、出血 (1.06%)、血栓 
(0.24%) 和胃腸穿孔 (0.11%)。

前兩項雖發生率高，但發生嚴重副作用 
(serious ADRs) 比例不到 1% 8，且均為輕微而
可逆性的副作用。腹瀉及噁心仍是比例最高的，
但其發生率明顯低於臨床試驗，約只有臨床試
驗的一半；肝功能異常比例則略高於臨床試
驗，而約九成的肝功能異常個案都發生在開始
用藥的前 3 個月 8，故初期應該注意監測，若發
生此可逆性的副作用，應考慮調整劑量甚至停
藥，而在肝功能恢復正常後方可重新開始使用 
nintedanib 治療。在觀察 52 週後，病患 FVC 
平均下降量為 103.2 mL ( 圖二 ) 8，與臨床試驗
數據相似，代表 nintedanib 在現實生活中能確
實發揮療效。

日本在 2008 年核准 pirfenidone 上市，其
在日本進行的第 3 期試驗 ( 每日 1800mg) 證實
pirfenidone 可有效改善 FVC 下降，而在全球試
驗 ASCEND （非台灣核准劑量 , 台灣核准劑量為
每日 1200~1800mg）結果則顯示 pirfenidone 可
顯著改善 FVC 下降及存活情況 9,10，惟全球試驗以
歐洲受試者居多且缺乏針對日本或亞洲病患的分
析資料。 

Pirfenidone 在日本的 PMS 共對 1371 名
用藥病患進行分析，各階段參與人數如圖三所
示 13,14，用藥病患的基本資訊與 nintedanib 差
不 多，用 藥 時 間 超 過 1 年 的 比 例 僅 約 一 半 這
點表現也近似，肺功能改善與降低死亡率的效
果也相當，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 Pirfenidone 
PMS 中觀察到，發生重度 IPF 急性惡化的比率
比輕度 IPF 急性惡化高，且隨著疾病嚴重度升
高，因急性發作而停藥的比例也明顯升高 ( 圖
四 ) 14; 相反地，病患在急性發作後通常還是會
繼續使用 nintedanib，造成此現象差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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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 不同嚴重度 IPF 病患停用 Pirfenidone 的原因

圖三 .Pirfenidone 日本 PMS 各階段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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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病患與醫療人員普遍認同 nintedanib 
對急性發作具有保護作用之故，兩種藥品在急
性惡化的保護效果上明顯不同。

使用 pirfenidone 最常見的不良藥物反應
包括食慾不振、光敏感反應、噁心及腹部不適，跟 
nintedanib 的常見不良藥物反應較為不同 14；此
外，根據另一項日本臨床統計資料，pirfenidone
的一年停藥率約 5 成，主要是因為發生急性惡化
或是副作用而停藥 15，5 成停藥率是極高的，相
當不利於臨床治療，畢竟唯有透過持續用藥才能
發揮改善存活、減緩疾病惡化或延後急性發作等
療效，因此下一個關鍵課題應是如何降低居高不
下的停藥率。

根據 2011 年發表的文獻，IPF 的疾病定義
為一種特定形式之原因不明、慢性、進展性纖維

肆、Pirfenidone 的臨床試驗
簡介與 PMS 結果

化間質性肺炎，主要發生於老年人，疾病侷限於
肺 部，與 尋 常 性 間 質 性 肺 炎 (usu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UIP) 的組織病理學及 / 或放射學表
現相關，且是具破壞性與生命威脅性的疾病 16。
IPF 的疾病進展異質性高，雖然惡化速度普遍緩
慢，但部分病患仍可能出現急性發作、急速惡化，
或因用藥導致感染、氣胸等併發症，另一方面近
年來合併肺癌的臨床重要性亦日漸升高，如何處
置肺癌合併問題也成為重要議題 17。針對 416 名
澳洲 IPF 登錄病患進行統計發現病患的 FVC、一
氧化碳瀰散量 (diffusing capacity of the lungs 
for carbon monoxide，DLco)、複 合 生 理 指 標 
(composite physiological index，CPI) 和 GAP 
(Gender, Age, Physiology) 分級這 4 項因子都
會造成顯著的病患存活時間差異。

此外，先前曾有許多研究指出患者肺功能
惡化的速度會直接影響到其預後及死亡率有關，
FVC 減少比例越高 ( ≥ 10%)，存活表現顯著較

Four-year survival in relation to the magnitude of serial change in FVC 
at 6 months in patients with IPF (n=84). 

Declines of 5-10% (marginal; ) and ≧10% (significant; ) were associated with a worse prognosis 
than stable disease ( )

Zappala CJ, etal. ERJ, 35: 930-836, 2010

Declines of 
5-10% 
(marginal; )

Declines of ≧10% 
(significant; )

Stable disease ( )

圖五 .FVC 下降幅度與存活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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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IPF 的診斷標準自此出現重大改
變。Fleischner Society 白皮書提出將 IPF 的電
腦 斷 層 (computed tomography，CT) 表 現 分
類增為 4 種 ( 表三 )，並歸納出「影像表現為典型 

伍、IPF 診斷準則與流程更新

表三 .IPF 的 CT 影像表現分類

差 ( 圖五 ) 19；然而在澳洲研究中顯示輕度 (FVC 
≥ 80%) 與 中 重 度 (FVC < 80%) IPF 患 者 年 度 
FVC 預測值比例下降曲線斜率相似 18，即使是輕
度患者，仍可能發生肺功能快速惡化的可能性，
更顯示及早介入及早治療 IPF 的重要性。 

治療的基礎是正確的診斷，但診斷 IPF 並
非 易 事。2011 年 治 療 指 引 將 IPF 病 患 的 高 解
析 度 電 腦 斷 層 (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 影像表現分為 3 種，若疑
似 IPF 的病患擁有符合 UIP 表現的影像，則必
須確認是否有蜂窩型 (honeycomb) 表現 16，然
而評估 honeycomb 其實也不簡單，極易與其他
疾病的肺部囊狀表現混淆。因此，在 INPULSIS 
試 驗 有 條 件 地 納 入 無 典 型 honeycomb 影 像
且未經切片確診的受試者 5,20，次族群分析結果

Typical UIP CT pattern Probable UIP CT 
pattern

CT pattern
indeterminate for 
UIP

CT features most 
consistent with non-IPF 

diagnosis

Distribution

Basal predominant 
(occasionally diffuse), 
and subpleural
predominant; 
distribution is often
heterogeneous

Basal and subpleural 
predominant;
distribution is often
heterogeneous

Variable or diffuse

Upper-lung or mid-lung 
predominant fibrosis; 
peribronchovascular
predominance with 
subpleural sparing

Features

Honeycombing; reticular 
pattern with peripheral 
traction bronchiectasis 
or bronchiolectasis*; 
absence of features to 
suggest an alternative 
diagnosis

Reticular pattern 
with peripheral 
traction 
bronchiectasis or 
bronchiolectasis*; 
honeycombing is 
absent; absence of 
features to suggest 
an alternative 
diagnosis

Evidence of 
fibrosis with some 
inconspicuous
features suggestive
of non-UIP pattern

Any of the following:
predominant 
consolidation, 
extensive pure ground 
glass opacity (without 
acute exacerbation), 
extensive mosaic
attenuation with 
extensive sharply 
defined lobular air 
trapping on expiration, 
diffuse nodules or cysts

*Reticular pattern is superimposed on ground glass opacity, and in these cases it is usually 
fibrotic. Pure ground glass opacity, however, would be against the diagnosis of UIP or IPF and 
would suggest acute exacerbation, hypersensitivity pneumonitis, or other conditions.

顯 示 有 HRCT honeycomb 及 / 或 經 切 片 確
診 UIP 的受試者與無 honeycomb 也未經切
片確診病患相比，治療組與安慰劑組 FVC 下
降 速 度 均 無 顯 著 組 間 差 異，兩 組 接 受 治 療 的
效 果 相 當 這 點 來 看 21，或 許 暗 示 手 術 切 片 與 
honeycomb 影像表現皆非硬性診斷標準，亦
不一定會影響治療結果，只要是確診為 IPF 無
論是否有 honeycomb 影像表現均應早接受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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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P 或 probable UIP 者可不需切片確診」，以及
「當無法取得組織切片時，可經過多專科審慎評

估做出 IPF 的實務診斷 (working diagnosis)」兩
大關鍵結論 22。因此，2018 年出版的 IPF 治療指
引中也更新了建議診斷流程如圖六，診斷重點主
要為下列 3 項：

一、排除其他可能造成間質性肺病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 的疾病，如特殊環境暴露、結
締 組 織 疾 病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 
及藥物毒性 )；
二、HRCT 出現 UIP 表現；
三、在適合接受肺部組織切片的病患身上出現特
定的 HRCT 影像合併組織病理學表現 23。

Potential cause/associated condition

IPF per table

YesNo
Further evaluation 
(including HRCT)

Specific diagnosis

Patient suspected to have IPF

Multidisciplinary discussion

Not IPF

Yes

No
Chest HRCT pattern

Multidisciplinary discussion

Surgical lung 
biopsy

BA L

UIP

Probable UIP
Indeterminate,
Alternative diagnosis

Alternative
diagnosis

圖六 .2018 年版 ATS/ERS/JRS/ALAT IPF 治療指引診斷流程

文中另提及手術併發症高風險群的病患不宜接
受肺部切片檢查，包括在休息時重度缺氧及 / 或 
DLco 小於 25% 的重度肺高壓者 23，關於這點本
院的慣例是可讓 70 歲以下病患接受切片，70 – 
75 歲者視情況，80 歲以上者不做切片檢查；最
後在適當合併 HRCT 影像與組織病理學之下，
便能得出相對應的診斷結果 ( 表四 ) 23。而關於
是否進行切片、應以何種術式取得檢體這點，
2018 年版治療指引建議內容與 2011 年版有
較大的出入 ( 表五 )，關鍵在於強烈不建議對有 
HRCT UIP 表現的病患進行手術切片、經支氣管
鏡切片及冷凍切片 (cryobiopsy) 23；另一方面，
2018 年版治療指引仍支持調查環境與藥物暴
露病史、血清檢測 ( 已排除 CTD) 與多專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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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 綜合 HRCT 與組織病理學結果之診斷方法

表五 .2018 年與 2011 年 IPF 治療指引對切片檢查建議比較

IPF suspected * No Surgical Lung 
Biopsy

Histopatholgy pattern

UIP Probable 
UIP

Indeterminate 
for UIP

Alternative 
diagnosis

HRCT 
Pattern

UIP IPF IPF IPF IPF Non-IPF dx

Probable UIP Unclassifiable/
working dx)? IPF IPF IPF (likely)** Non-IPF dx

Indeterminate 
for UIP

Unclassifiable/
working dx)? IPF IPF 

(likely)**
Indeterminate 

for IPF *** Non-IPF dx

Alternative 
diagnosis

Unclassifiable/
Non-IPF dx)?

IPF 
(likely)** Non-IPF dx Non-IPF dx Non-IPF dx

2018 Guideline

2011 Guideline: 
Did Not distinguish among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HRCT patterns

HRCT Pattern of 
Probable UIP*, 
Indeterminate 
for UIP, and 
Alternative 
Diagnosis

HRCT Pattern of 
UIP*

BAL cellular 
analysis

We suggest 
performing BAL
cellular analysis 
(conditional

We suggest 
performing BAL
cellular analysis 
(conditional

“BAL cellular analysis should not be 
performed in the diagnostic evaluation 
of IPF in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but 
may be appropriate in a minority of
patients.”

Surgical lung 
biopsy

We suggest 
performing 
surgical
lung biopsy 
(conditional)

We recommend 
NOT performing
surgical lung 
biopsy (strong)

“Surgical lung biopsy is not required
for patients with an HRCT pattern
consistent with UIP.”

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

No 
recommendation 
was made
either for or 
against
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

We recommend 
NOT performing
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 
(strong)

“Transbronchial biopsy should not 
be used in the evaluation of IPF in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but may be 
appropriate in a minority.”

Lung cryobiopsy

No 
recommendation 
was made
either for or 
against cryobiopsy

We recommend 
NOT performing
cryobiopsy 
(strong)

Not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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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特別強調不支持以特定血清生物標記當作鑑
別診斷的方式 23。

如同本文上一部分所述，目前的治療指引已將 
nintedanib 及 pirfenidone 兩項藥物均列為「有
條件推薦使用」，但針對開始使用抗纖維化藥
物 (anti-fibrotic drug) 治療的確切時機則尚未達
成共識。

來自歐洲 525 名 IPF 病患的登錄統計數據顯示
接受抗纖維化藥物治療的病患存活表現顯著優
於未接受者 24，澳洲的研究亦呈現類似結果 ( 圖
七 ) 25，足見抗纖維化藥物治療可有效改善 IPF 

Kaplan–Meier 0 analysis by use of anti-fibrotic 
treatment. Log rank test p<0.0001. 

Jo HE, et al. Eur Respir J. 2017 Feb 23;49(2).

Patients  on anti-fibrotic therapy did better 
independent of their underlying disease severity  

(Austrarian IPF registry) 

The use of anti-
fibrotic therapy, 
although it is not 
readily available in 
Australia, is also 
being reflected in the 
AIPFR, with 146 
patients (23%) 
already receiving 
treatment with 
nintedanib or 
pirfenidone. 

Log rank test p<0.0001

圖七 . 澳洲 IPF 登錄統計比較病患接受抗纖維
化藥物與否之存活期差異

病患的預後，延長患者的存活時間；然而開始
治療的時機點應該落在確診 IPF 時？發現 FVC 
下降時 ( 又標準應訂為半年下降 5% 或 1 年下
降 10%) ？出現臨床症狀或生活品質降低時？此
外，若病患是無法接受切片檢查者，是否有需
要等待病情出現變化、能確診為 IPF 時才開始
治療？抑或能在僅有 working diagnosis 的階段
就開始治療？現階段看來還需要經過更多研究
與討論，才能回答這些問題。

1. 請 問 日 本 的 IPF 治 療 指 引 對 於 併 用 藥 物 
( 如 nintedanib + pirfenidone、nintedanib + 
acetylcysteine 等 ) 有任何建議嗎？
A：因為目前尚無可靠實證資料來源，因此沒有相
關的正式建議。日本有執行過併用 nintedanib + 
pirfenidone 的第 2 期試驗，在安全性方面沒有
疑慮，但療效表現似乎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此外，目前也還有將 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 
分別與其他藥物併用的試驗在進行中，合併療法
應該會是未來的治療趨勢。

2. 目前 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 在日本都已
上市，請問臨床上會考慮換藥的原因是什麼？又
會根據什麼基準選擇先用哪一種藥物？
A：目 前 證 據 顯 示 nintedanib 與 pirfenidone　
在延緩肺功能惡化及降低死亡率部分效果相
當，而 nintedanib 多 了 一 個 急 性 惡 化 保 護 的
效果，同時服用較為便利。故目前日本的新病人
市占率，確實是使用 nintedanib 較多。不過從
nintedanib 的 PMS 資料來看也發現有一部分
的人原本是使用 pirfenidone 才換藥的，其中有
些可能是效果不佳而換藥，但也有時病患其實可

陸、問題討論

目前 pirfenidone 與 nintedanib 也都有針對推
估延長患者存活時間進行研究，pirfenidone 的
推估結果目前已發表，預估可以延長患者 2.5
年的存活時間，而 nintedanib 的相關研究則發
表於 2018 年的美國胸腔年會 (2018 ATS) 中，
在推估模式中則預估可延長 7.9 年患者存活時。
兩者雖然是不同研究，推估模式也不近相同，
但都一致的顯示，使用抗纖維化藥物確實可以
帶給患者更多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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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繼續使用原本的藥物，但基於其提出想要嘗試
新藥的要求才進行換藥。當然如前所述，在急性
惡化後使用 nintedanib 的是較多的，急性惡化
可能也是一種考慮的原因。

另一項考量重點是以不良反應來做考量，一般而
言我們會至少觀察一個療程三個月以上，來判斷
患者是否真的無法耐受藥物副作用來決定是否
停藥或是換藥。舉例來說 nintedanib 的常見不
良反應包括腹瀉，如果因為持續嚴重腹瀉導致體
重減輕者，我們就傾向換藥改用 pirfenidone；另
一種情況則像是 pirfenidone 會造成光敏感，及
食慾不振，如果病人需要務農或是出門工作或者
是女性，我們就傾向選擇 nintedanib。

3. 有病患在使用 nintedanib 後發生肝衰竭嗎？
A：雖然論文指出有發生日本病患出現肝功能異
常的狀況，主要都是前三個月時發生，均為輕度
而非重度，且是可逆性的停藥後即可改善；有些
病患維持用藥一陣子後肝功能便自行改善。臨床
上也可考慮降低藥物劑量 ( 從每日 300mg 降為 
200 mg)，通常病患情況就會好轉，等患者耐受後
可再調整回正常劑量（每日 300mg）。

4. 根據文中提到在日本有相當高比例的病患會
停用抗纖維化劑，請問日本的胸腔科醫師針對此
問題有何特別的處置方式？是否有改用低劑量 
( 如 nintedanib 100mg) 的經驗或建議？
A：由於副作用通常與劑量有關，故在日本通常
發生副作用時會考慮將劑量降低。然而臨床上確
實有時將 nintedanib 的劑量降到相對低的每日 
200mg，病患仍因為不良反應的問題而無法持
續用藥，此時我們會積極追蹤不良反應並輔以鼓

勵方式，劑量可降為每日 200mg、150mg 或甚
至暫時停藥 1 到 2 個月後再重新從每日 100mg 
的劑量開始升階治療，這樣會讓病患比較願意繼
續用藥，因為持續讓病人用藥是相當重要的。 在
INPULSIS 試驗中，病患因為副作用而調整劑量
是可被接受的， 而在次分析中結果顯示治療過
程中有過劑量調整或停藥者與沒有停藥者相比，
其療效沒有差異。 

5. 根據新版治療指引的建議，當病患的 HRCT 為
典型 UIP 表現時不建議進行手術切片，但仍需以
多專科討論方式診斷，請問在臨床實務上是否有
可能兩者都做？
A：如果 HRCT 表現出典型 UIP 時確實不用進行
病理切片確診，但如果 HRCT 有 honeycomb 卻
不完全是典型在 IPF 中的 UIP 表現，或無法排除
其他 CTD 疾病等狀況時，還是可以進行切片，這
也是為何仍建議需要多專科參與討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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