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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序 

 

  口腔癌為台灣近年來發生率逐年增加的惡性腫瘤，雖然政

府結合醫界積極推動口腔黏膜篩檢及檳榔防治，不過口腔癌病

患在短期內仍舊會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口腔癌的治療需要結合不同科別的專家共同參與，目前較

具規模的醫院多有口腔癌或頭頸癌團隊的成立，且藉由團隊會

議制定診療指引；這些指引的參考資料多遵循國外既有的規範

為藍本，比較欠缺本土的資訊。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TCOG) 於 1998 年曾經出版【口腔癌之診斷與治療共識】，由

於癌症治療近年進展頗多，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徵得臺灣癌

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之同意，於 2010 年底召集國內口腔癌治療

專家組成編撰小組，歷經多次討論達成共識，完成【口腔癌臨

床診療指引】。 

 

  本指引之出版，亦徵詢各相關醫學會的意見，希望能成為

國內口腔癌團隊制定診療指引時的重要依據；本指引同時也是

醫學教育極佳的教材，期待口腔癌診療專家能不吝提供意見，

編撰小組將於定期改版時廣納眾議，使本指引更臻完備。 

 

蔡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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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口腔癌 
 

  口腔癌為發生在口腔部位之惡性腫瘤的總稱。口腔包括的

部位有唇、頰黏膜 (唇和臉頰的內襯)、牙齒、舌頭下方的口腔

底部、前三分之二的舌頭、口腔頂部的前面部分 (硬顎)、牙齦

以及臼齒後方的小區域 (圖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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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組織學區分，分為鱗狀細胞癌、疣狀癌、小唾液腺癌、

肉瘤及惡性黑色素瘤等，其中以鱗狀細胞癌佔絕大多數 (90% 

以上)。另外全身性之癌症也有可能轉移至口腔，包括消化道癌

症、攝護腺癌、乳癌、肝癌、肺癌及甲狀腺癌等等。 

 

1. 口腔癌可能之危險因子 
 

(1) 嚼食檳榔、吸菸、喝酒 [1]。 

(2) 陽光照射。 

(3) 蛀牙、不當之假牙。 

(4) 不良口腔衛生。 

(5) 長期營養不良。 

 

2. 口腔癌的症狀 
 

  口腔癌通常好發於 45 歲以上，但也可能發生在任何年齡，

且以男性居多。口腔癌常見的症狀有： 

(1) 口腔內部或周圍有腫脹、硬塊、脫皮落屑、或是顏色改

變。 

(2) 嘴唇或口腔有長期不癒合的口腔黏膜潰瘍 (持續超過二週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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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腔內或附近發生不明原因麻木感、疼痛或觸痛。 

(4) 口腔內不明原因出血。 

(5) 口腔黏膜出現白斑或紅斑。 

(6) 舌頭活動度受阻。 

(7) 頸部有不明原因腫塊。 

(8) 牙關緊閉，張口困難。 

(9) 吞嚥或咀嚼時感到困難或疼痛。 

(10) 牙齦腫脹造成假牙固定不良或不適。 

(11) 拔牙傷口持續不癒合。 

 

  根據國民健康局 2008 年年報統計，口腔癌、口咽癌及下咽

癌高居男性惡性腫瘤死亡原因第 4 位 (2010 年 12 月發表) [2]。在

台灣，口腔癌、口咽癌及下咽癌佔所有惡性腫瘤發生率的第 6

位，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好發年齡多集中在 40-70 歲之間。以

地區來看，發生率以台東縣最高，其中又以彰化縣每年增加率

最明顯。過去多被視為中年以後才容易罹患的口腔癌，近年來

年齡有下降的趨勢；臨床上，不乏二、三十多歲的案例，它不

再是中、老年人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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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08 年台灣口腔、口咽、下咽癌標準化死亡率 

 

1979-2008 年台灣口腔、口咽及下咽癌標準化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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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97 年與 88 年發生率增減數：97 年年齡標準化發生率－88 年年齡標準化發生率 

男性十大癌症年齡標準化發生率 (民國 88 年與 97 年)  

 

參考文獻 
 
[1] Tsai KY, Su CC, Lin YY, Chung JA, Lian IeB. Quantification of betel 

quid chewing and cigarette smoking in oral cancer patients. Com-
munity Dent Oral Epidemiol 2009; 37(6):555-61. 

[2] Cancer registry annual report, 2008 Taiwan. Available from: http:// 
www.bhp.doh.gov.tw/. Accessed MAY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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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腔癌之分期 
 

  口腔癌的臨床分期除了靠視診、觸診外，有時候需要藉助

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才得以檢查。口腔癌分期的主要目的在確

立治療方式的選擇、評估預後及比較不同治療方式的結果。目

前口腔癌的分期是依據原發腫瘤大小 (T)、頸部淋巴結轉移狀況 

(N)、是否有遠端轉移 (M) 的 TNM 系統 (UICC，AJCC 2010 分

期) 來決定 [1] (表一)。另外，手術病理檢體檢查後，同樣依據

TNM 系統判定病理分期。 
 

表一 口腔癌的分期 

在腫瘤大小方面分為 (T) 

Tx 原發腫瘤情況不明 

T0 無原發腫瘤 

Tis 原位癌 (carcinoma in situ)  

T1 原發腫瘤最大徑小於或等於 2 公分 

T2 原發腫瘤最大徑大於 2 公分但小於或等於 4 公分 

T3 原發腫瘤最大徑大於 4 公分 

T4  

T4a 唇部 原發腫瘤侵犯穿透皮質骨、下齒槽神經、口

底，或是臉部皮膚 (下巴或鼻部) 

 口腔 原發腫瘤侵犯鄰近組織 (穿透皮質骨、進入舌

頭深部肌肉 [頦舌肌、舌骨舌肌、顎舌肌和莖突

舌肌]、上顎竇和臉部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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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腫瘤大小方面分為 (T) 

T4b 腫瘤侵犯到咀嚼肌間隙、翼顎板或顱底，或包圍頸動脈

注意：源自牙齦的腫瘤若僅僅淺層侵蝕到骨頭表面或拔牙窩，

則不足以歸類為 T4。 

 

在頸部淋巴結轉移方面可分為 (N) 

Nx 頸部淋巴結轉移狀況不明或無法評估 

N0 沒有頸部淋巴結轉移 

N1 在同側有單一顆轉移的淋巴結且最大徑小於或等於 3 公

分 

N2a 在同側有單一顆轉移的淋巴結且最大徑大於 3 公分，但

小於或等於 6 公分 

N2b 在同側有多顆轉移的淋巴結且最大徑小於 6 公分 

N2c 在對側或兩側均有一或多顆轉移的淋巴結且直徑小於 6
公分 

N3 有直徑大於 6 公分之轉移的淋巴結 

 

在遠端轉移方面可分為 (M) 

M0 無遠端轉移情形 

M1 出現遠端轉移 

 

綜合 T、N、M 三期，訂定最後的腫瘤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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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分期 T N M 

第 0 期 Tis N0 M0 

第 I 期 T1 N0 M0 

第 II 期 T2 N0 M0 

第 III 期 T3 / T1-3 N0 / N1 M0 

第 IVa 期 T4a / T1-3 N0-2 / N2 M0 

第 IVb 期 Any T / T4b N3 / any N M0 

第 IVc 期 Any T Any N M1 

 

參考文獻 
 
[1] Greene FL, Page DL, Fleming ID, Fritz AG, Balch CM. editors. 

AJCC Cancer Staging Manual. 7th ed.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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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口腔癌治療前需做之檢查 
 

  針對口腔癌的治療，除了適當的腫瘤切除手術及術後輔助

性治療 (化學及放射治療) 外，還需要有完整的治療前評估。因

為完整的治療前評估，可以訂定出最適當的治療策略，以得到

最佳的治療結果。針對治療前建議之檢查，以下分述之。 

 

1. 口腔癌治療前建議的檢查 
 

  一個適當的治療前檢查應包括病灶處的切片，以得到病理

學之診斷，以及完整的頭頸部理學檢查。除了要詳載臨床所見

及建立臨床分期外，尚需評估病人健康狀況、營養狀況、牙齒

狀態並做影像學檢查，及視需要施行咽喉鏡或內視鏡檢查，以

了解腫瘤侵犯範圍。在診斷口腔癌後，根據腫瘤部位、大小、

侵犯的範圍及癌症分期，治療方式有外科手術、放射治療及化

學治療。而針對口腔癌哪些檢查是治療前建議施行的呢？大致

包含下列各項檢查。 

(1) 常規健康檢查： 

血液檢查、肝、腎及心肺功能的評估，都是在給予適當治

療前必須審慎評估的項目，以了解口腔癌病患相關的共病

因子 (comorbidity factor) 及其一般的健康狀況 [1-2]。此外，

口腔癌病患常有營養不良及體重減輕之狀態，這些因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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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相當重要，因為這些都有可能對術後傷口癒合有深切

的影響 [3]。 

(2) 牙齒的檢查： 

口腔癌病人其口腔衛生通常較差，牙齒狀況也較不好，所

以術前的牙齒評估與照護十分重要 [4]。尤其台灣口腔癌病

人嚼食檳榔比例很高，牙周病很普遍，對於蛀牙必須術前

或術中加以拔除，以避免術後的感染。此外，放射治療可

能造成口腔唾液減少，增加蛀牙發生機會；同時，口腔癌

病人接受放射治療一段時間後，若拔牙會增加顎骨感染機

會，甚至會引發骨壞死及骨髓炎 [1]。因此，建議口腔癌患

者在治療前完成牙齒的檢查治療工作。 

(3) 癌症分期的影像學檢查： 

診斷口腔癌後，最重要的就是癌症分期，以決定病患最好

的治療方式。目前評估腫瘤原發病灶與頸部淋巴轉移的影

像學檢查，包括頭頸部電腦斷層掃描或磁振造影；遠端轉

移常常發生於肺部、肝臟及骨骼，針對這些部位的檢查，

可用胸部 X 光或胸部斷層掃描、腹部超音波以及核醫骨骼

掃描 (bone scan)；而近代發展之正子斷層掃描攝影 ([18F] 

fluorodeoxyglucose (FD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scan) 雖未普遍使用，因其高度敏感性，可做為全

身可能之病灶評估，並可提供預後之參考。尤其對於頸部

淋巴有轉移的病人，其術前頸部淋巴 SUVmax 值偏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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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頸部局部控制率與存活率均會顯著的下降 [5]。 

A. 下顎骨 (mandible) 或上顎骨 (maxilla) 的評估： 

對於腫瘤侵犯或靠近下顎骨或上顎骨，則建議實施適當

的頭部 X 光檢查；但當 X 光檢查沒有發現有意義的骨

頭侵犯時，也無法排除有骨頭侵犯之可能。核醫骨骼掃

描會比一般 X 光更早發現骨頭的侵犯，但骨骼掃描無

法精準提供骨頭的侵犯範圍，而且對於發炎的病灶會造

成假陽性的結果。一般而言，骨骼掃描對於下顎骨侵犯

的評估，其假陽性會超過 50% [6]。 

下顎骨之環口造影 (panoramic view) 是評估牙齒與齒

槽間構造及腫瘤侵犯重要的檢查，但對於下顎骨之腫瘤

早期侵犯，環口造影是不易評估的 [1]。 

頭頸部電腦斷層檢查則比環口造影可以更精準的評估下

顎骨或上顎骨腫瘤侵犯範圍。因此，評估下顎骨或上顎

骨腫瘤侵犯，以頭頸部電腦斷層檢查為建議的項目。但

對於頭頸部電腦斷層評估骨髓的侵犯有疑慮時，可建議

磁振造影的檢查。 

B. 口腔軟組織影像學的評估： 

對於口腔軟組織 [7] 及顱內的侵犯，磁振造影是比頭頸

部電腦斷層檢查更好的評估工具。但對於下顎骨或上顎

骨皮質骨 (cortical bone) 的評估，則以頭頸部電腦斷層

為較佳的檢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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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發性癌症 (synchronous malignancy) 的檢查： 

國人發生口腔癌多與吸菸、喝酒及嚼食檳榔有關。這些致

癌物質會造成上呼吸消化道 (upper aerodigestive tract) 黏

膜的區域癌化 (field cancerization) [8]，因而有不少同發性 

(synchronous) 或是異發性 (metachronous) 癌症的發生。

口腔癌病患有發生同時出現的食道腫瘤，包括食道癌及食

道癌前病變 (synchronous esophagus neoplasia, including 

esophageal cancer and precancer lesions of esophagus) 

之比例為 14.4% [9]，而發生異發性食道癌 (metachronous 

esophageal cancer) 之機率約 2% [10]。因此，口腔癌病患

應建議咽喉鏡及食道鏡之檢查，以積極偵測同發性喉癌、

下咽癌及食道癌的發生。單純做頭頸部電腦斷層檢查而無

咽喉鏡或食道鏡之檢查，是難以完整評估早期同發性或是

異發性癌症的發生。 

(5) 菸癮與酒癮的術前照會： 

台灣口腔癌病人其菸癮與酒癮盛行率高，菸齡很長的病人

其慢性肺氣腫機會也很大，尤其酒癮之病人術後容易發生

酒精戒斷症候群 (alcohol withdrawal syndrome)，因此術

前的照會可降低術後的併發症 [1,11]。此外，戒除菸癮與酒

癮也可降低未來其他異發性腫瘤之機會。 

 

2.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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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好的癌症存活率，除了要有正確的術前癌症分期及適

當的治療外，對同發性之上呼吸消化道的惡性腫瘤如口咽、喉

部、下咽、肺或食道癌，也要積極的偵測與治療，以增加病患

整體存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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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口腔癌治療前後之牙科照護與功能重建 
 

  口腔癌的病人無論是否接受治療，都會影響咀嚼、說話、

美觀等功能，生活品質變差。在診斷與治療等醫學技術有更新

的發展之後，口腔癌患者的生命獲得延長；為了使存活下來的

患者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口腔癌治療前藉著密切的跨科合作，

擬訂可行的重建計畫。牙醫師在參與此團隊醫療時，除負責維

護患者平日的口腔衛生、預防與治療蛀牙、牙周病、牙髓病

等，若有顎顏面缺損時，尚需負責擬定患者手術後的口腔重建

計畫、製作暫時閉孔器 (interim obturator) 或放射治療輔助裝置 

(radiation prosthesis) 與最終補綴物 (definitive prosthesis)。 

 

1. 一般牙科照護 
 

  進行治療前需將患者口腔狀況做一評估，並進行口腔衛教

以改善患者的口腔衛生。若在放射治療前有足夠時間，可考慮

將放射照射範圍內牙周狀況不佳或齒質太少以至於無法修補的

牙齒拔除。由於拔牙後需等候 7-21 天的傷口癒合期，會使放射

治療被迫延後，因此在放射治療前是否需拔除牙齒，要視疾病

的嚴重度與治療的急迫性而定。牙醫師應與團隊醫師做良好的

術前溝通。 

 

  口腔癌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後常見的併發症有：(1) 放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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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治療初期所產生的口內潰瘍；(2) 因唾液腺被破壞而導致的

口乾症；(3) 因咀嚼肌被破壞而導致的開口困難；以及 (4) 因顎

骨被破壞而導致的放射性骨壞死 (osteoradionecrosis)。近年來

因放射治療的進步而使第三、四項併發症有減少之勢。以下是

針對此四項併發症所採用的應變措施： 

(1) 口內潰瘍： 

可與放射腫瘤科醫師討論是否需要製作口內或口外裝置，

使放射線閃避開不需照射的區域，如此可改善口內潰瘍的

情況。並可請醫師或牙醫師開立口內藥膏來塗抹，以減輕

不適。清潔口腔的頻率不可因為口內潰瘍而有所減少，以

免產生更嚴重的蛀牙與牙齦炎。 

(2) 口乾症： 

可考慮製作口內或口外輔助裝置，使放射線被阻擋或較少

經過大唾液腺，以減輕口乾的症狀。由於唾液減少使得口

內正常的 pH 值降低，蛀牙機率大增，應從放射治療前就

加強患者的口腔清潔技巧與意志，飲食後與睡覺前需徹底

以牙刷、牙線、牙間刷等工具清潔牙齒，並每天一到兩次

於潔牙後使用氟托與氟膠五分鐘，使牙齒表面再礦化，以

減少蛀牙發生。如果唾液腺被破壞的程度是無法復原的，

患者可能必須終生使用氟膠來保養牙齒。平時多喝水或隨

身攜帶噴霧器，保持口腔濕潤。戴活動假牙的患者，可能

會因為唾液減少而增加不適感，可諮詢牙醫師使用人工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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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或潤滑膠來改善。勿口含酸梅等酸性食物來刺激唾液分

泌，以免酸性物質造成更嚴重的蛀牙；也要盡量少吃含糖

或黏性較高的零食。患者應定期於牙科回診，以監控口腔

衛生並及時進行治療。 

(3) 開口困難： 

若放射治療造成咀嚼肌內形成疤痕組織，則需終生每天做

開口練習，以保持一定的開口程度，以免日後無法進行口

腔清潔與牙科治療。可用開口器或壓舌板輔助來監控開口

度是否有減少的情形。 

(4) 放射性骨壞死： 

研究顯示放射劑量越高，則發生放射性骨壞死的機率也越

高。一般而言，較容易發生在接受放射劑量高於 60 Gy 以

上的顎骨。牙周炎或拔牙是放射性骨壞死的危險因子，因

此，位於放射照射範圍內且患有嚴重牙周炎或無法修補的

牙齒，宜在放射治療一至三週以前拔除。如果不得已需要

在放射治療後才拔除的話，應盡量減少拔牙手術所造成的

組織損傷，小心監控是否有骨壞死的跡象並及早處理。必

要時可採用高壓氧治療，來提高組織的癒合力。對於曾接

受高放射劑量的缺牙區，牙醫師需審慎考量植牙或製作活

動假牙是否會增加放射性骨壞死的機率。 

 
2. 顎面補綴與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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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手術所造成的缺損，可分為 (1) 上顎 (maxilla)、硬顎

(hard palate) 與/或軟顎 (soft palate)；(2) 下顎骨、頰黏膜與舌

頭的複雜性缺損；(3) 顏面部。 

(1) 上顎、硬顎與/或軟顎： 

當患者需切除上顎、硬顎與/或軟顎時，由於手術之後口腔

與鼻腔相通，造成飲食困難與語音不清，可在術前由牙醫

師製作即時手術閉孔器  (immediate surgical obturator, 

ISO)。此閉孔器可固定手術敷料、減少傷口流血與保護傷

口，並可隔開口腔與鼻腔，幫助患者說話清晰與飲食時食

物不會流入鼻腔。在手術前幾天先為患者印製齒模，牙醫

師與外科醫師確認手術切除範圍，然後將模型修整製作

ISO，於開刀房中在手術切除腫瘤之後將 ISO 戴入患者口

中。手術敷料可在術後一至兩週後移除，ISO 也被取下並

調整成為暫時閉孔器。此暫時閉孔器需多次視患者的傷口

癒合情況做調整，使能密貼口內並隔絕鼻腔。由於為活動

式的裝置，患者可自行取下並清潔口內傷口，也利於醫師

在回診時觀察腫瘤是否復發。通常在術後傷口已經癒合穩

定並且無疾病復發的疑慮後，即可開始製作長期性閉孔器 

(definitive obturator)。閉孔器需要有牙齒來支撐才能維持

在口中的位置，因此牙齒的保健格外重要。對於上顎無牙

的患者，可考慮植入人工植體 (dental implant) 來輔助固持

閉孔器。此外，若患者在切除腫瘤時於缺損頰側移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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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也有助於閉孔器在口內的穩定度。 

(2) 下顎骨、頰黏膜與舌頭的複雜性缺損： 

這一類的缺損首重舌頭的體積與靈活度之重建，其次是重

建下顎骨的連續性。當腫瘤切除範圍很大的時候，可考慮

採用顯微自由皮瓣 (microvascular free flap) 同時修補軟組

織與硬組織的缺損。等確認腫瘤沒有復發的跡象之後，再

去修整多餘的組織，使口內的黏膜成為可承受活動假牙的

狀態，甚至可考慮植入人工植體來支撐固定式或活動式假

牙。而缺損側的咀嚼功能是否能夠恢復，需視舌頭的靈活

度是否被手術、放射治療或合併化學治療所影響。此外，

當舌頭體積不足時，可考慮製作活動式口內裝置來輔助吞

嚥與說話。 

(3) 顏面缺損： 

當口腔癌範圍大到造成顏面缺損時，需由頭頸外科/口腔顎

面外科醫師、整型外科醫師、牙醫師、顎面輔具技工與患

者共同討論日後重建的方法。關於顏面補綴物，通常以醫

療級矽膠製作，並以膠水黏貼固定在臉上，為一種患者可

自行拆卸的輔具。顏面補綴物所貼合的部位應以毛囊稀少

的皮膚覆蓋，以利膠水的黏著與拆卸之後的清潔。若缺損

區邊緣有足夠的骨頭，也可考慮種植人工植體，以輔助顏

面補綴物的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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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治療口腔癌的終極目標不僅是將疾病去除，還需考慮到患

者的術後重建，使患者能夠維持可接受的外觀、咀嚼吞嚥與說

話的能力，以提高甚至恢復患者的生活品質。而由於所有的術

後重建都與患者是否能維持口內牙齒與黏膜的健康狀態有密切

相關，因此需要牙醫師積極參與整個醫療團隊的工作，協助患

者做好口腔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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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口腔癌之手術 
 

1. 原發部位之處理 
 
(1) 背景： 

台灣 90% 以上口腔癌是鱗狀細胞癌，其中 92% 鱗狀細胞

癌的組織病理學為分化較好或中度分化 (well or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1]，此種組織分化對放射治療較不敏感；另

外 8% 屬分化不良 (poorly differentiated)，此種組織分化對

放射治療雖較敏感，但腫瘤細胞卻較具侵犯性，同時其預

後遠較分化較好或中度分化口腔鱗狀細胞癌差 [1-4]。 

鱗狀細胞癌的病理組織不易從切片中窺見全貌，必須要手

術切除後才得以確認；更重要的是，相較其他頭頸癌症在

治療前就有相當比率遠端轉移，口腔癌病人約只有 1% 在

首次治療前會有遠端轉移。因此，口腔癌的首要治療方式

仍然是以手術為主，必要時輔以其他後續治療。儘管如

此，仍有其他因素影響口腔癌病人是否適合手術，例如部

分的 T4b 腫瘤 [5]、嚴重的肝硬化 [6]、病患年紀等等。此

外，口腔癌發生的位置也是治療是否能夠成功的重要關鍵

之一，例如：上齒齦癌與硬顎癌預後較其他位置之口腔癌

差 [7]，但治療的方式仍以手術為主。根據國民健康局 2008

年的年報 (2010 年 12 月發表) [8]，全台灣 4,420 例口腔癌

新病例中，78% 的病人是以手術為首要治療方式，可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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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手術為主的治療方式在全台灣都是認同的。 

(2) 腫瘤切除與影像檢查： 

要執行根除性手術必先確認腫瘤範圍。由於磁振造影 (MRI) 

的物理特性，會呈現比電腦斷層 (CT scan) 更為清晰的腫

瘤侵犯軟組織界限，因此建議可優先考慮做 MRI，尤其在

下列三種情況：舌癌 [9,10]、頰癌或後臼齒癌侵犯咀嚼肌間

隙 (masticator space) [5,9]、上齒齦癌或硬顎癌侵犯上頷竇 

(maxillary sinus) [9]。 

(3) 腫瘤的切除範圍： 

雖然美國 NCCN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

work) 建議切除口腔腫瘤周圍 2 公分的組織為手術切緣 

(surgical margin) [11]，而且大部分有記載切緣範圍 (margin 

status) 的文獻都同意，在病理切緣 (pathological margin) 

小於等於 0.4 公分或小於 0.5 公分的 “靠近切緣” (close 

margins: ≦ 4 mm or < 5 mm) 時，會影響五年的腫瘤控制

與存活率 [1,2,12-14]；同時我們的經驗顯示，腫瘤的切緣範圍

宜保持病理切緣至少大於 0.4 公分或大於等於 0.5 公分的 

“乾淨切緣” (clear margin: > 4 mm or ≧ 5 mm)；因此，我

們建議大部分的手術應切除腫瘤範圍旁約至少 1 公分的組

織 [1,12]。這樣的建議和 Chiou 所提出在頰癌病人影響三年

局部區域控制率 (locoregional control) 的病理切緣為小於

等於 0.3 公分 [15] 是不相違背的。我們建議病理切緣儘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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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檢 (microscopic) 為標準，因為腫瘤可能在黏膜下擴

散，跳出肉眼可見 (macroscopic) 的範圍。 

口腔癌的手術治療分為腫瘤切除及頸部淋巴廓清術，對較

晚期或範圍較大的口腔癌，宜採原發腫瘤與頸部淋巴儘量

連在一起做切除，如此才可以把頰淋巴結 (buccal lymph 

node) 或舌淋巴結 (lingual lymph node) 也包含在內。術後

切除腫瘤的傷口必須做縫合或皮瓣重建。 

(4) 腫瘤切除的影響與實際切除： 

台灣口腔癌病患約 9 成有嚼食檳榔的習慣，因此大部分的

病患或多或少有口腔黏膜下纖維化 (submucous fibrosis)，

口腔黏膜下纖維化會造成口腔癌病患牙關緊閉 (trismus)，

這種現象在頰癌病患特別明顯，也是造成頰癌病患延誤診

斷與治療的主要原因之一 (頰癌病患約 65% 在確診時已是

第三、四期 [3])。同時，因為多數病人來就診時已經較為晚

期 (第三、四期)，手術時必須依腫瘤侵犯位置切除舌部、

上下齒齦、咀嚼肌群、皮膚等，因此會有某種程度影響語

音、吞嚥、咀嚼等功能和外觀。 

以腫瘤應切除約至少 1 公分的手術切緣來說，表面上大部

分的手術應當都可達到病理切緣保持至少 0.5 公分的標

準；然而，實則不然。從文獻上我們發現全世界各個團隊

的病理切緣小於等於 0.4 公分的比率大約介在 30-60% 之

間 [16-25]，因此並沒有達到預期中較好的腫瘤控制。我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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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未能夠確實執行根除性手術 (radical 

surgery)，即未嚴格地執行切除至少 1 公分的手術切緣所導

致；因為根除性手術需切除更多的舌部、齒齦、皮膚等，

不但需要團隊合作，同時也考驗治療團隊的重建能力。多

學科團隊 (multidisciplinary team) 治療與重建在口腔癌的

手術有多麼重要？我們可以從自由皮瓣重建手術在 2009-

2010 年被發表有助於口腔癌的存活率就可以得知 [26,27]；因

為有自由皮瓣重建在背後支持，可以讓手術醫師更專心的

進行口腔癌切除工作，把腫瘤切除得更乾淨。除此之外，

自由皮瓣重建可以讓病患有更好的功能、更好的生活品

質，因此有較好的存活率。回歸基本面，自由皮瓣重建尚

需配合足夠的病理切緣 (大於 0.4 公分)，才會有好的五年

腫瘤控制與存活率 (見圖一)。 
 

 大於等於 1 公分手術切緣  
   

小於等於 0.4 公分

病理切緣 = 10% 
大於 0.4 公分病理切緣 

小於等於 0.4 公分病理切緣

小於等於 0.4 公分

病理切緣 = 30-60%
  Ebrahimi 2011 

Nason 2009 
Pandey 2008 
Cheng 2008 
Woolgar 1999, 2005 
Brandwein-Gensler 2005
McMa hon/O’Brien 2003
Sutton 2003 
Parsons 1997 
Loree 1990 

切除 (破壞) 更多的骨

骼、皮膚及口腔功能

較好/較差 
五年控制率或存活率 

  

腫瘤團隊的重建能力  
  

自由皮瓣手術  

 
較好預後   

Hanasono 2009, Mücke 2010    

圖一 切緣範圍與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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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年腫瘤局部控制率的影響因素： 

影響口腔癌控制率、存活率除最常被提到的病理切緣外，

有文獻認為腫瘤前端的病理分級 (invasive pattern grading 

score; IPGS [28]) 及舌癌切除邊緣的腫瘤衛星 (tumor satel-

lite) 也有相關  [29]。Liao 提出五年腫瘤局部控制率 (local 

control) 與腫瘤侵犯深度 (大於等於 1 公分)、病理切緣 (小

於等於 0.7 公分)、病理頸部淋巴轉移 (pN+) 及嚼食檳榔相

關，並可將所有口腔癌病人依此四個危險因子 (各 1 分) 分

為三個預後截然不同的子族群 (0-2 分、3 分及 4 分 [score 

0-2/3/4] 之五年局部控制率分別為 90%、75% 及 57%) [1]。 

儘管病理切緣小於等於 0.4 公分在大部分團隊都建議需列

入口腔癌術後輔助性放射治療或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的參

考 (NCCN 僅定義小於 0.5 公分為靠近切緣，但未提治療建

議)，值得注意的是術後放療/放化療並不能完全彌補病理切

緣小於等於 0.4 公分這個危險因子 [13,30,31]。Liao 提出 255

名口腔癌術後有病理淋巴包膜外侵犯且接受輔助性放療/放

化療的五年腫瘤局部控制率，其唯一多變項危險因子為病

理切緣小於等於 0.4 公分，顯示術後放療/放化療並不能彌

補病理切緣小於等於 0.4 公分在有病理淋巴包膜外侵犯之

口腔癌病人所造成的局部控制失敗 [13]。 

(6) T4b 腫瘤切除的考量： 

T4b 腫瘤在 AJCC 2002 年版腫瘤分期時被建議為不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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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腫瘤  (unresectable tumor)，制定時並無存活率依據 

(survival reference) [32]。在 AJCC 2010 年版腫瘤分期時，

將 T4b 腫瘤改定義為非常晚期局部腫瘤 (very advanced 

local disease)，並且刪除不可切除的腫瘤之建議  [33]。

NCCN 2011 年版對 T4b 腫瘤的治療建議是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 或非手術治療 (non-surgical approach)。根據

Liao 的建議，部分的 T4b 腫瘤－即腫瘤侵犯到翼狀盤 

(pterygoid plate) 或咀嚼肌間隙－仍適合做手術切除，且

T4b 腫瘤存活率與 T4a 腫瘤相當 (五年整體存活率：49% 

vs. 45%， 2006) [14] 。另外，T4b 腫瘤在下顎骨切跡 

(mandibular-notch) 之下 (佔 85% 病患) 的存活率較下顎骨

切跡之上 (佔 15% 病患) 為佳 (五年無病存活率：65% vs. 

14%，2007) [5]，因此，下顎骨切跡之上的 T4b 腫瘤建議可

採同步化放療方式來控制；同一團隊對切跡上的 T4b 腫瘤 

(supra-notch T4b) 病人採取同步化放療方式來控制，其成

效略高於手術切除 (17% vs. 14%) [34]。 

(7) 頰癌手術時皮膚切除的考量： 

外觀是否完整往往是口腔癌病人的一個重大考量。事實

上，外科醫師在執行頰癌手術時需考量皮膚是否需要切

除。有些外科醫師會傾向較保守的腫瘤切除範圍，以保留

皮膚；有些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儘量切除腫瘤為首要考

量，外觀是否完整並不重要。考慮到病人日後重返職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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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品質，我們確實該給病人一個較為合理的建議；然

而，關於這一方面的文獻極少 [35]。Liao 認為頰癌手術總體

目標仍然以疾病治療為主 (嚴格的執行切除至少 1 公分的手

術切緣)。因此，腫瘤侵犯最前端與皮膚之距離如果在 1.3

公分以上則建議保留皮膚，1.3 公分以內則建議切除皮膚。

在這種原則下，無論病患是否切除皮膚或是否接受放射治

療，都可以得到較好的五年腫瘤局部控制率 [12]。 

(8) 第二原發腫瘤與復發腫瘤切除的考量： 

第二原發腫瘤 (second primary tumor) 在口腔癌並不少見 

[36-38]。在非檳榔嚼食區域之口腔癌其第二原發腫瘤長在口

腔的機率在 40% 以下，但在檳榔嚼食區域之臺灣其第二原

發腫瘤長在口腔的機率在 70% 以上。根據 Liao 的研究，

第二原發腫瘤在一開始即同時存在 (synchronus) 的機率是

4%，而逐年以 3% 的機率來增加；第二原發腫瘤 (含第

三、四原發腫瘤) 如果長在口腔且接受手術病患的存活率較

其他病患來的高 (65% vs. 35%, P = 0.0001) [37]。 

復發腫瘤的特色是腫瘤可能有多發性 (multiple foci)，因此

在復發腫瘤的手術切除前，必須好好評估它的範圍。除了

例行的 CT/MRI 外，建議也可以加入正子斷層掃描攝影 

(FDG-PET)/CT 檢查的 SUV 值 (葡萄糖正子掃描原發腫瘤

標準攝取值，以 SUV 表示) 來協助作為治療規劃的一部

分。一旦腫瘤復發是否要做救援手術 (salvag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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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適得其反？根據 Lin 及 Liao 的研究發現，復發腫瘤

如果能做救援手術，其預後較好 [4,39]。此外，腫瘤復發的

時間早晚常常被認為與存活率相關，復發愈早的腫瘤通常

表示腫瘤本身愈具侵犯性，比較少有機會可以做救援治

療，因此預後較差 [4,39,40]；反之則較好。Liao 提出在術後

10 個月內復發的腫瘤較 10 個月後來的差 [2,4]，而 Sun 及

Liu 提出的分界點分別是 6 個月 [40] 與 18 個月 [41]。 

(9) 預後不良之腫瘤切除的考量： 

若存活率在 15% 之下，可視為 “預估預後不良 (poor prog-

nosis)”。在下列三種情況下，可能患者的預後不良： 

A. 切跡上的 T4b 腫瘤 [5]； 

B. 葡萄糖正子掃描原發腫瘤標準攝取值 (SUVtumor) ≧ 

19.3，且預期病理腫瘤深度 ≧ 1.2 公分 [42]； 

C. 預期病理淋巴包膜外侵犯，且淋巴轉移至頸部第 4 或 5

區 (level IV/V) [13]。 

對於預估預後不良的口腔癌，或許可以建議改採用非手術

的治療方式，例如前導標靶化療接續同步標靶化放療 

(induction bio-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concurrent bio-

chemoradiation)。 

(10) 疣狀癌腫瘤切除的考量： 

疣狀癌約佔口腔癌 7% 的病例，疣狀癌本身不會有淋巴轉

移、也不會有遠端轉移，治療方式仍以手術為主。疣狀癌



  

 TCOG 口腔癌臨床診療指引 30 

切除時只要切除乾淨、不是陽性切緣 (positive margin) 即

可，少數的病例因侵犯至齒齦切除不乾淨而容易復發；五

年局部控制率和腫瘤大小 (T-status) 相關性不大，大約在

95% 左右 [43,44]。但繼發的非疣狀癌之第二原發腫瘤並不少

見，而這才是病患的真正死因。因此，疣狀癌術後的追蹤

依然很重要。 

 

2. 頸部之處理 
 

(1) 介紹： 

頸部淋巴結的轉移與否對口腔癌分期、治療及追蹤有一定

的影響，頸部是否轉移是口腔癌預後的決定性指標之一；

故對於頸部的處理是口腔癌治療的一大課題。近幾十年

來，隨著對口腔癌頸部轉移型態的瞭解與診斷治療方法的

發展，如何在不影響腫瘤的控制下提升病人對生活品質的

要求，在醫學上是一大挑戰。也在前輩的努力下，盡可能

在保存功能與外觀下對頸部之手術有了新的改變。 

(2) 頸部的淋巴分區： 

頸部蘊藏著豐富的淋巴管道與淋巴結，以對抗病菌和癌症

進一步擴展至全身；頭頸部各個不同部位的癌症有其特定

淋巴位置的轉移傾向 [45,46]，所以一般認為將腫瘤與淋巴結

的轉移一起清除，才會達到較好的手術治療效果。現在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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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淋巴分區，一開始是沿用美國 Sloan-Kattering 癌症中

心的分區，後來 1991 年美國耳鼻喉頭頸腫瘤學會 (AAO-

HNS) 開會詳細將頸部的六區淋巴結做定義 [47]，2001 年又

開了一次會將其中第 I、II、IV 區再細分為 A、B 兩個次分

區 [48]，這對臨床醫師描述淋巴結的轉移很有助益，也讓世

界上有了共通的語言。會議內容又同時針對放射科醫師與

頭頸科醫師對淋巴結應區分為那區有不同意見的情況，明

白地訂出影像學上分區界線之標的物 (諸如第 I、II 區的分

界，頭頸外科醫師開刀時以莖突舌骨肌 (stylohyoid muscle) 

為分界，放射科醫師則以下頷腺後緣為分界依據；第 III/IV

區與第 VI 區的分界，頭頸外科醫師開刀時以胸舌骨肌 

(sternohyoid muscle) 為分界，放射科醫師則以總頸動脈 

(common carotid artery) 為分界依據，此舉大大減少了頭

頸科醫師與放射科醫師對頸部淋巴轉移位置的歧異。其定

義的頸部六大區淋巴結，第 I 區為下頷下區淋巴結 (sub-

mandibular group)、第 II 區為內頸靜脈上區淋巴結 (upper 

internal jugular group)、第 III 區為內頸靜脈中區淋巴結 

(middle internal jugular group)、第 IV 區為內頸靜脈下區淋

巴結 (lower internal jugular group)、第 V 區為頸後三角區

淋巴結 (posterior triangle group)、第 VI 區為前頸區淋巴結 

(anterior compartment group)。 

(3) 頸部廓清術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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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頸部淋巴廓清術可分為以下四類 [48]： 

A. 根除性頸部廓清術 (Radical Neck Dissection; RND)： 

清除第 I-V 區的淋巴結，包括下頷腺、腮腺下部分、脊

副神經、內頸靜脈、胸鎖乳突肌等做一大範圍的切除。 

B. 改良型頸部廓清術 (Modified Radical Neck Dissec-

tion; mRND)： 

清除範圍與根除性頸部廓清術一致，但保留脊副神經、

內頸靜脈、胸鎖乳突肌其中之一或全部的構造；早期改

良型頸部廓清術還分第 I 型、第 II 型、第 III 型，其中

第 III 型同時保留上述三種構造者又稱為功能性頸部廓

清術  (Functional Neck Dissection; FND)。2001 年

AAO-HNS 的會議上也建議取消第 I 型、第 II 型、第 III

型的分類方式，而改用改良型頸部廓清術並保留 (註明

保留何構造)，來對此術式做更完整的描述。 

C. 選擇性頸部廓清術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SND)： 

是指僅選擇性地清除頸部分區中其中幾區的淋巴組織，

範圍通常比 RND 小。早期也有分 Supra-omohyoid 

Neck Dissection (第 I-III 區)、Anterio-lateral Neck Dis-

section (第 I-IV 區)、Posterio-lateral Neck Dissection 

(第 II-V 區)、Lateral Neck Dissection (第 II-IV 區)、

Anterior compartment Neck Dissection (第 VI 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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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AAO-HNS 的會議上也建議要改為選擇性頸部

廓清術，並在後面括號註明清除的範圍  (如 Supra-

omohyoid Neck Dissection 應改為 SND (I-III))。 

D. 擴大性頸部廓清術 (Extended Neck Dissection)： 

顧名思義是清除掉除原本 RND 的範圍外，另外移除掉

更多的淋巴組織或非淋巴組織之構造的手術，多移除的

構造要在後面括號註明 (如 Extended Neck Dissection 

(common carotid artery))。 

(4) 頸部廓清術的進展： 

自從 1888 年波蘭籍醫師 Jawdyski 提出根除性頸部廓清術

的概念並於非英語系統的文獻發表 [49]，17 年後經 Crile 再

次提出此觀念並將其 100 多例的手術細節詳述、繪圖並發

表於英文文獻後，才為世人所重視與討論 [50]。但因早期麻

醉技術並不成熟，抗生素也未能大量的獲得使用，使得術

中及術後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而限制了此方法的廣泛使用。

一直到 1950 年代經 Martin 等人的大力倡導，才使根除性

頸部廓清術成為治療頭頸癌並懷疑可能有頸部轉移之標準

治療頸部的方法 [51]。那個時候的觀念是要將懷疑有腫瘤的

地方做整體地 (en bloc) 切除，嘗試去保留脊副神經是不被

允許的。但由於病人嚴重的肩膀症狀及明顯的外觀改變，

開始有一些學者從研究中發現，其實頸部的淋巴系統與血

管、神經、肌肉的系統並無關聯性。1952 年 Saurez 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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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功能性頸部廓清術之觀念，並於 1963 年發表於西班

牙文獻 [52,53]，促使採取較保守且副作用較少的方法卻一樣

能有效控制腫瘤而有了合理的解釋。這方法後來也為義大

利頭頸外科大師 Bocca 於 1967 年大力推廣並發表於文獻

而為世人所接受 [54]。到了 1980 年代，M.D Anderson 癌症

中心的 Byers 與同事們針對不同原發部位的頭頸癌有其喜

好轉移的淋巴結位置，開始導入選擇性頸部廓清術來治療

病人 [55]，僅清除高度懷疑有可能淋巴轉移的區域；其根據

的原理就是頸部淋巴轉移具有可預測性，以及淋巴轉移通

常是一個接著一個，而不會是 “跳躍式’’ 的轉移 [45,46]。 

(5) 口腔癌病人之頸部治療： 

既然頸部的處理在口腔癌的病人扮演著重要之角色，而手

術又是頸部治療的最大利器，那麼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要不

要做？要做的話要做多少？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被討

論，也有相當多的研究 [56] 要來釐清腫瘤控制與生活品質中

取得最佳的平衡點。基本上此情形大致可分為：A. 對臨床

上沒有明顯頸部轉移 (cN0) 的口腔癌病人之頸部處理；B. 

對臨床上懷疑有頸部轉移 (cN+) 的口腔癌病人之頸部處

理；C. 口腔癌病人一開始是接受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加放

射治療之頸部處理。 

A. 對臨床上沒有明顯頸部轉移 (cN0) 的口腔癌病人之頸

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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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判斷有無淋巴結轉移，主要還是靠理學檢查及影

像學檢查，不管是觸診、電腦斷層、磁振造影、乃至於

正子攝影、甚至超音波合併細針抽取病理化驗，都有助

於分辨有無頸部淋巴轉移。針對 cN0 的頸部施行淋巴

廓清術，又稱為預防性頸部廓清術 (Elective Neck Dis-

section; Prophylactic Neck Dissection)。 

臨床上判斷無頸部淋巴轉移、但手術完病理報告卻發現

有頸部淋巴轉移的情形，稱之為 “潛藏性轉移 (occult 

metastasis)”。一個口腔癌病人頸部潛藏性轉移的機

率，即醫師決定 cN0 的頸部需不需施行預防性頸部廓

清術之主要依據。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若不管原發腫

瘤大小與位置，口腔癌頸部潛藏性轉移的機率介於 34-

45% 間 [45,57,58]。也有學者以原發腫瘤的侵犯深度做研

究，發現侵犯深度小於 0.2 公分有 7.5% 潛藏性轉移的

機率、侵犯深度介於 0.2-0.8 公分間有 25.7% 潛藏性轉

移的機率、侵犯深度大於 0.8 公分有 41.2% 潛藏性轉

移的機率 [59]。Weiss 提出只要潛藏性轉移有大於 20% 

的機會，就應施行預防性頸部廓清 [60]；而隨著頸部手

術的演化與相對併發症的減少，Pitman 甚至認為為了

增加腫瘤的控制，只要潛藏性轉移的機會大於 15%，

就應施行預防性頸部廓清術 [61]。此外，Byers 則建議只

要口腔癌患者原發腫瘤大於 2 公分 (T2-T4)、或即使小

於 2 公分 (T1) 但侵犯深度大於 0.4 公分、及所有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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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較差之腫瘤，都要做預防性頸部廓清術 [62]。 

對 cN0 的病人做了預防性頸部廓清術有否實質助益？

很多臨床證據顯示，做預防性頸部廓清術會增加整體存

活率及局部控制腫瘤不復發的比率 [63-72]。Haddadin 統

計他的病人群發現，切除原發腫瘤並同時做預防性頸部

廓清術的整體存活率為 80.5%，僅切除原發腫瘤而對

頸部只採取密切追蹤者的整體存活率為 59.7%，而且

這群病人一旦發現頸部轉移再趕快治療，長期存活率僅

44.8% [73]。Anderson 發現這群對頸部只採取密切追蹤

者一旦發現頸部轉移再去做頸部廓清術，出來的病理報

告有 60% 是較嚴重的頸部轉移 (N2 以上)，且 50% 的

病人頸部轉移的淋巴結已有包膜外散佈 (extracapsule 

spread) [72]，這顯示即使密切追蹤也不容易早期偵測到

頸部的淋巴轉移。但也有一些研究有相反結果，發現做

預防性頸部廓清術的那一組，對整體存活率及無病存活

率與觀察組間並無統計上的差別 [74,75]。當然隨著影像

診斷技術的進步，以前的 cN0 會不會用現代的技術診

斷變成 cN+ (臨床懷疑有頸部淋巴轉移)、會不會使用先

進的影像學檢查能使得現在的 cN0 更接近於 pN0 (病理

確定無頸部淋巴轉移) 而減少施行預防性頸部廓清術，

此點就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還需更多研究去釐清。 

在需不需做預防性頸部廓清術的抉擇中，當然需臨床醫

師就自己的經驗與病人情況來做出最合適的判斷。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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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一步前瞻性的大型研究下，若一切條件許可，做預

防性頸部廓清術一般認為除了可以得到較好的局部控制

腫瘤外，還可以提供較完整的病理分期，使病人得到最

合適的治療 [63-65]。 

預防性頸部廓清術要做多少？Lindberg [76] 與 Shah [45,46] 

研究發現，口腔癌的病人頸部轉移以第 I-III 區比例較

高，轉移到第 IV 區與第 V 區相對較少，分別只有 9% 

與 2%；且若第 I-IV 區無淋巴轉移，第 V 區就不會有轉

移的淋巴結。Fisch 的研究中從後上頸部的淋巴結打顯

影劑做淋巴攝影來看淋巴結走向，也發現淋巴走向會由

上而下、由後而前，卻不會逆行而上、由前往後或跑到

對側 [77,78]，這也解釋為何轉移到第 IV 區與第 V 區會較

少發現。也正因為這些發現，只針對高度懷疑可能轉移

的部分做選擇性頸部廓清術是否足夠？就此問題巴西的

一個團隊做了一個重要的前瞻性研究 [79]，結論發現對

口腔癌患者且臨床無懷疑有頸部轉移，對頸部做 SND 

(I-III) 的局部控制腫瘤機率與五年存活率為 87.5% 與

67%，相對於做 mRND 的 89.5% 與 63% 並無統計上

的差異。但就肩膀的功能來說，SND (I-III) 卻比 mRND

要來的好  [80,81]。既然做得較少可節省時間且併發症

少，又可得到相同的腫瘤控制，所以現在普遍接受的觀

念多認為口腔癌患者臨床上無明顯頸部淋巴轉移，若需

做預防性頸部廓清術，可以只做第 I-III 區 (頂多到第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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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的選擇性頸部廓清術。但還是需要依據醫師的個人

經驗與病人臨床實際狀況，來決定對何種病人的頸部施

行何種處置為最合適。 

B. 對臨床上懷疑有頸部轉移 (cN+) 的口腔癌病人之頸部

處理： 

以前的觀念認為當懷疑口腔癌的病人有頸部轉移時，應

同時對原發腫瘤與頸部做一個整體的切除 [51,82]，所以

根治性頸部廓清術便大量運用在這群病人身上。但臨床

上明顯的併發症讓人們開始想，能不能用更保守的方法

使病人的生活品質提升卻不影響腫瘤控制？Shah 發現

這群病人真正去做完頸部廓清術後僅 82% 是真的病理

報告確定有頸部轉移 [45]，況且證據也顯示淋巴系統的

管道與神經、血管、肌肉是不相關的 [52,54]。因此，開

始有研究試圖去保留這些構造，也發現如果懷疑的頸部

轉移之淋巴結沒有明顯侵犯到這些構造，保留下來並不

影響長期存活及局部腫瘤控制 [52,54,55,83-88]。 

至於要做多少？是 mRND 或 SND？Byer 在他的研究中

234 人做 SND (I-III)、297 人做 SND (I-IV)，發現在早

期頸部淋巴轉移的病人做 SND (尤其術後追加放射治療

者) 與做 mRND 的效果相同 [55]；且之後的許多研究也

證實只要小心的選擇病人 (包括之前沒接受過治療、懷

疑轉移的淋巴結是可移動的、頸部之前做過手術等)，

做 SND 可達到與 mRND 相同的局部腫瘤控制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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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每個研究都還是提醒讀者，當對 cN+ 做

SND，一定要小心選擇病人，且萬一病理報告出來是

確定有淋巴轉移，大部分的醫師還是會建議病人追加放

射治療。所以基本上，對臨床上懷疑有頸部轉移的口腔

癌病人，若沒有明顯腫瘤侵犯到神經、血管或肌肉者，

可做 mRND 來減少術後併發症；至於 SND 的使用，則

更需要臨床醫師的經驗並更慎重地選擇病人。 

C. 口腔癌病人一開始是接受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加放射

治療之頸部處理： 

當口腔癌的病人因為腫瘤太大或其他原因無法一開始就

接受手術切除而需採用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加放射治療

者，這些病人治療完後頸部需不需要再做手術？這會有

兩種情況出現，即治療完後臨床判斷無殘存腫瘤和仍懷

疑有腫瘤殘存或復發。要決定是否有腫瘤殘存或復發，

有時並不易診斷，CT 及 MRI 都有一定的偽陽性 (false 

positive) 比例 (7-57.4%) [95-97]；且文獻上也顯示當懷疑

有腫瘤殘存時去做頸部廓清手術，其中僅有 39-46% 病

理化驗發現真的有腫瘤 [98-100]。研究顯示正子攝影對放

射治療或同步化學加放射治療後的頸部狀態有較佳的診

斷率 [101-104]，但也有持反對意見的研究報告 [105]。 

Barkly 提出治療前的頸部淋巴結之分期很重要，若治療

前是 N0 或 N1 的分期，則治療完後若臨床判斷頸部無

殘存腫瘤，則不需做手術 [106]，這觀念也獲得很多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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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 [107-110]。相對地，若治療前是較嚴重的頸部分期 

(N2 或 N3)，治療完後若臨床判斷頸部無殘存腫瘤，需

做手術嗎？有研究認為採用計畫性 (planned) 的頸部廓

清術有較好的存活率與局部控制 [111,112]，但也另有研究

結果顯示並無統計上的差別 [107,113-115]。即便對於此點

仍有爭議，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建議可以考慮施行頸

部廓清術 [108,109,111,112,116]。至於範圍要做多大？雖然有

些研究認為在小心選擇病人下，做 SND 可達到與

mRND 或 RND 一樣的效果 [117,118]，但在還未有關於這

方面議題的大型研究出現前，目前大家的觀念還是建議

做 RND 或保留脊副神經的 mRND。當然由於尚無一定

準則可遵循，臨床醫師的判斷及考慮病人的現況來做一

個整體考量，才是對病人最適合的處置。 

對於治療完後臨床判斷仍懷疑有腫瘤殘存或復發，即使

有很高的偽陽性比例，但因為有可能手術是治療病人的

最後一項利器，且此情形手術困難度通常較高，大範圍

的切除 (mRND、RND 甚至是 Extended RND) 都是被

接受的，但醫師個人的臨床判斷也是考量之一。 

(6) 結論： 
針對口腔癌患者的頸部治療，手術仍然是最好的方法。隨

著對頸部淋巴轉移觀念的更加了解，促成頸部廓清術方法

的演進，也大大減低了伴隨而來的併發症，更直接提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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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品質。 

 

3. 下顎骨之處理 
 

  下顎骨的功能和維持呼吸道、啟動吞嚥功能、發音以及維

持臉部外觀有關。若施行下顎骨的切除方式不當，則上述功能

也會受到影響。對口腔癌病人下顎骨的處理方式一直存在爭

議。隨著對腫瘤侵犯下顎骨方式的了解，頭頸外科醫師對下顎

骨切除的範圍也有更合理的判斷。現在相信口腔癌對下顎骨的

侵犯是經由齒槽 (alveolar socket) 或牙周 (periodontal space) 

進入骨髓 (bone marrow) [119]，較少經骨膜 (periosteum) 再穿越

皮質骨 (cortex) 進入骨髓 (圖一)。所以開始有避免下顎骨整段

部分切除 (segmental mandibulectomy) 觀念，改而使用下顎骨

邊緣切除 (marginal mandibulectomy) 或下顎骨切開 (mandibu-

lotomy) 手術。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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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顎骨的切除－邊緣切除或整段部分切除： 

下顎骨整段部分切除，會造成嚴重的功能及外觀上的缺

失，用於已確定有下顎骨骨髓之侵犯、或是下顎皮質骨的

邊緣高度無法保留超過 1 公分的病人。 

下顎骨邊緣切除，是一項能兼顧完整安全的腫瘤切除又同

時保留下顎骨連貫性 (continuity) 功能的手術。一般來說，

能實施下顎骨邊緣切除的適應症為表淺侵犯下顎骨的口腔

癌、腫瘤連接下顎骨、或是僅有皮質骨侵犯的病人。術中

下顎骨的垂直高度至少要保有 1 公分，才能支撐起咀嚼時

所需的力量，而不至於骨折。 

但 Patel 等人在 2008 年所發表的論文顯示 [120]，對下顎骨

骨髓侵犯的病人施行下顎骨邊緣切除，其術後局部控制率 

(local control rate) 或是特定疾病存活率 (disease-specific 

survival rate)，皆與施行下顎骨整段部分切除的病人無顯

著差異。 

在最近的研究顯示 [121]，對於口腔癌的病人施行下顎骨邊緣

切除，術後不論是否有骨侵犯，其局部控制率或是發生放

射性骨壞死 (osteoradionecrosis) 的比例都無顯著差異。顯

示下顎骨邊緣切除是一種可施行於與下顎骨有相連、或有

下顎骨表淺侵犯的口腔癌患者之術式。 

下顎骨邊緣切除施行的禁忌症為下顎骨周圍有廣泛的軟組

織侵犯、或是之前接受過放射治療、或是影像學已有顯著

骨頭侵犯的證據、或是已有下齒槽神經管 (inferior alve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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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l) 的侵犯。 

(2) 下顎骨切開術－正中切開或側正中切開： 

對口腔癌的患者來說，施行下顎骨切開術的目的在於術中

可利用下顎骨往側邊移轉 (lateral swing) 而有較好的手術

視野，術後又可以恢復下顎骨的功能。 

下顎骨切開術可分為內側 (或前側) 切開 (medial or anterior 

mandibulotomy) 及外側 (或後側) 切開 (lateral or posterior 

mandibulotomy)。後者因為併發症太多，尤其會造成遠端

的下顎骨失去血液供應，因此現今很少施行 [122]。 

內側 (或前側) 切開又可分成正中下顎骨切開術 (midline 

mandibulotomy)－即切口在兩正中門齒 (central incisor) 之

間 [123]，和側正中下顎骨切開術 (paramidline mandibulot-

omy)－切口在側門齒 (lateral incisor) 和犬齒 (canine) 之間 

[124]。兩種術式主要差異如下： 

A. 施行正中下顎骨切開術時，頦舌肌  (genioglossus 

muscle)、頦舌骨肌 (geniohyoid muscle) 及下頜舌骨 

肌 (mylohyoid muscle) 都必須被切開，這可能會延緩

術後吞嚥功能的恢復 [122,123]；而施行側正中下顎骨切開

術時，頦舌肌和頦舌骨肌可以被保留，下頜舌骨肌也能

在重建時盡可能的修補 [124]。 

B. 施行正中下顎骨切開術時，需要拔除正中門齒，可能會

造成術後牙齦組織癒合不全，進一步造成下顎骨的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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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骨頭壞死，或在放射治療時產生放射性骨壞死；而

施行側正中下顎骨切開術時，則不需要拔牙，因為側門

齒和犬齒之間有足夠的角度和水平距離。於先前的研究

中顯示 [125]，此距離大於兩顆正中門齒間距的兩倍。 

因此，傳統的正中下顎骨切開術，逐漸為側正中下顎骨切

開術所取代。因為後者可以保留對吞嚥機能重要的頦舌肌

和頦舌骨肌，又不用像正中下顎骨切開術需拔除一顆下正

中門齒，亦是一保留功能為導向的手術。 

(3) 放射性骨壞死與下顎骨切開術及下顎骨邊緣切除術： 

對於有牙關緊閉、且腫瘤連接於下顎骨後部的口腔癌患者

來說，同時施行內側下顎骨切開術和下顎骨邊緣切除術，

看似一個能有較好的手術視野、能安全完整切除腫瘤、以

及能保留下顎骨功能的手術方式。 

然而為避免整段下顎骨切除而勉強做下顎骨切開術及下顎

骨邊緣切除術，可能會破壞下顎骨的血液供應，造成下顎

骨的缺血性壞死，甚至增加術後放射性骨壞死的機會 [126]。 

下顎骨的血液供應分為兩個系統 (圖二) [127]，一個為下齒槽

動脈  (inferior alveolar artery) 所提供的內支  (internal 

branch)，為內上顎動脈 (internal maxillary artery) 和外頸

動脈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的分支；另一個為骨膜動脈 

(periosteal artery) 提供的外支 (external branch)，為舌動

脈 (lingual artery) 和面動脈 (facial artery) 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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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行內側下顎骨切開術時，容易傷害到下顎骨旁的肌

肉、骨膜以及骨膜動脈；而進行下顎骨邊緣切除術時，可

能會傷害到下齒槽動脈。當這兩個術式同時進行，就容易

造成下顎骨的缺血性壞死。此時考慮下顎骨整段部分切除

及腓骨自由皮瓣重建 (free fibular flap)，可能是另外一項減

少此項併發症的選擇。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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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建手術 
 

  頭頸部腫瘤與其它的腫瘤不同，在經手術切除及重建有較

長的存活期間，甚至可與一般人的壽命相同。顏面是人與人之

間辨識的器官，外觀的完整和表情的表達關係一個人的形象，

口腔構造提供了我們說話溝通、進食功能與呼吸的管道；但因

腫瘤位在頭頸部也就會造成顏面的變異、咬合的缺損、說話的

障礙及進食的改變，故對生活品質的衝擊面大。 

 

  口腔腫瘤切除後，如何去重建深深影響手術的預後及生活

品質。切除的部位與範圍深淺、組織所需的質感及癌症的嚴重

等級，可決定重建的方式。重建手術可分為組織缺損的重建及

功能性的回復，若能兩者兼顧將是最理想的治療。就缺損組織

的不同及空間位置的需求，自體組織有各種不同的供應區來選

擇，可能是皮瓣、骨、小腸或是大腸來提供重建，原則是以類

似或同樣的組織，先就缺損部位來考量。 

(1) 原發性手術重建 (primary reconstructive surgery)： 

A. 鼻 (nose)： 

一般做鼻背、鼻尖、鼻翼、鼻中膈及鼻道和內膜，依解

剖部位的不同來評估而摘取不同的鄰近局部皮瓣，可獲

得極近似質感之重建，如菱形皮瓣 (rhomboid flap)、旋

轉皮瓣 (rotation flap)、鼻唇皮瓣 (nasolabial flap)、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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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皮瓣 (forehead flap)。若有鼻骨及鼻軟骨的缺損仍需

耳軟骨或肋軟骨、肋骨重建。若局部組織面積不足以重

建，則採游離皮瓣手術重建，如前臂皮瓣  (forearm 

flap)、預雕塑皮瓣  (prelaminated flap/prefabricated 

flap)。但經游離皮瓣重建者，為了外觀的改善，常需後

續整形修飾手術，尤其常以前額皮瓣來重建。 

B. 上唇 (upper lip)： 

缺損小於 1/4 時，傷口縫合即可。1/4-1/2 缺損時可由

下唇轉至上唇，如 Abbe flap。大於 1/2 的缺損，則可

以局部皮瓣 (如 submental flap) 或薄的游離皮瓣 (如

Radial or Ulnar forearm flap)。 

C. 下唇 (lower lip)： 

由於鼻及唇的質感獨特，所以多以周圍相似的組織來重

建。 

(A) 小於 1/4 缺損，傷口縫合即可。 

(B) 1/2-1/4 －在兩邊－Estlander flap 

 －在中央－Kapandji flap、McGregor flap 

(C) > 1/2－游離皮瓣－如前臂皮瓣 (forearm flap) 

經重建的下唇缺損易有口閉合的缺陷  (oral inconti-

nence)，故可以韌帶 (tendon) 或筋膜 (fascia) 做靜態懸

吊 (static suspension) 或功能性肌肉移轉 (functioning 

muscle transfer) 做動態回復 (dynamic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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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頰部黏膜 (buccal mucosa)： 

口頰黏膜切除需薄的組織來重建，以免過厚的組織阻塞

呼吸道或影響口腔功能，如妨礙發音及進食之功能，且

肥厚的皮瓣易被遺留的牙齒咬到而造成潰瘍之傷口。 

依患者身體體態肥厚的差異，顳頂筋膜莖瓣 (pedicled 

temporoparietal fascial flap)、前臂游離皮瓣 (free fo-

rearm flap)、前側大腿薄游離皮瓣 (free thinning ante-

rolateral thigh flap) 是常選用的供應區皮瓣  (donor 

flap)，甚至黏膜瓣也可取用來重建口頰黏膜的缺損，如

大腸或空腸黏膜瓣 (colon or jejunal mucosal flap) 可提

供薄且濕潤的黏膜組織重建 [128-134]。 

游離皮瓣重建口頰及 /或顏面缺損若深及上顎竇 

(maxillary sinus)，則是以肌肉組織來重填上顎竇腔 

(antrum)，以避免黏液囊腫  (mucocele) 及感染之產

生。這是就缺損的回復來考量之重建方式。對於老年人

及預後不佳的患者，整形重建手術是以傷口的填補與癒

合為首要目的。 

但若依整形重建結果的外觀來說，下顎骨體 (mandibu-

lar body) 邊緣切除 (marginal mandibulectomy) 較不會

造成臉頰的凹陷，但上顎骨的切除則易因臉頰缺乏上顎

骨及牙齒的支撐而凹陷；並且腫瘤切除時，連帶的顏面

表情肌肉切除以致嘴角易被對側 (健側) 肌肉拉過去。

故如果病患的癌症術前評估為預後較佳的案例，則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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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骨皮瓣重建上顎骨及軟組織缺損，再做功能性肌肉移

轉來達成顏面復活 (facial reanimation) 及避免臉頰凹

陷。目前即使術後需放射治療，大多數患者仍可維持口

角表情肌的功能，可做出微笑的表情。 

E. 舌 (tongue)： 

舌的肌肉是多方向橫縱斜交錯組成，使舌頭得以將食物

於口內翻攪以便牙齒嚼碎食物，進而舌頭將食物推進咽

喉入食道，另外舌頭還提供部分發音中的舌音功能。 

舌癌的切除若因舌後段或舌下神經切除，舌頭的靈活度

將嚴重受到影響，如果將剩下的舌頭組織攤平來做缺損

的縫合，則剩下的舌頭活動度即受到更厲害的限制，以

致失去殘餘的活動度；因此，仍需組織移植來重建切除

後的缺損。半舌切除 (hemiglossectomy) 時，組織缺損

較小，皮瓣移植即足以填補缺損。大於半舌切除或全舌

切除 (total glossectomy) 時，會有明顯的組織缺陷，則

宜皮瓣之外再附加肌肉組織，即肌皮瓣來重建舌頭與口

底的缺損。若是太薄的皮瓣將不足以充填舌的體肌缺

損，流質易直接流進口咽致誤入氣管而嗆到。 

功能性肌肉移轉 (functioning muscle transfer)，如舌下

神經支配之薄肌皮瓣 (gracilis muscle flap innervated 

by hypoglossal nerve)，也已被發表來重建舌頭功能的

缺損，以回復舌頭之舌根後推入咽喉的嚥下功能；但有

鑑於舌頭獨特之肌肉層次與方向的複雜，重建之舌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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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仍尚缺理想。故功能性肌肉移轉一直未能廣為接受做

為舌癌切除重建的例行性重建治療方式 [128-131,135,136]。 

F. 上顎、硬顎 (maxilla、palate)： 

上顎位於顏面構造的正中央，是一六面體的結構，下方

是上齒槽提供牙齒與咬合；硬顎則是口腔的上壁以分隔

口腔與鼻腔，與硬顎後端的懸壅垂 (uvula) 讓口中的食

物不會跑到鼻腔，內側構成鼻腔的外側與底側，上方承

接眼球構成眼窩的底部，上外側則與顴骨銜接形成顏面

的外廓，後方又參與鼻咽腔的前壁。在這六面體結構的

中央是一副鼻竇 (上顎竇，maxillary sinus)。在力學結

構上，每邊的上顎具有三個支架 (anterior、posterior 

and medial mattress) 來撐起顏面中央的結構。 

上顎、硬顎癌切除需 (a) 重建硬顎的缺損、(b) 填塞上

顎竇以預防黏液囊腫、(c) 分開鼻腔與口腔、(d) 重建鼻

呼吸道、(e) 重建眼窩底部、甚至 (f) 重建上顎牙拱 

(upper jaw dental arch) 或還原支架 (mattress restora-

tion)。 

若缺損的情形係 (a)-(e)，一般而言，皮瓣移植即可成功

完成三度空間缺損的縫補。適當的皮瓣常可分成二、

三、或四片小皮瓣 (skin paddle)，經精準的擺置，在不

傷及血液供應的前提下來完成一次多處缺損的重建。 

若患者屬復發風險較低的族群，上顎的缺損則可以進行

一次性的帶血管供應的骨皮瓣 (vascularized osteo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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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eous flap) 移植，如腓骨皮瓣 (fibular flap) 可重建上

顎、支架 (mattress) 缺損，並可提供臉部中央的凸出 

(projection)，日後更可在移植的骨頭上進行植牙，以改

進生活品質 [137-139]。 

G. 下顎 (mandible)： 

下顎維持臉部下 1/3 輪廓。下顎骨上有下齒槽及牙齒，

提供咀嚼的功能，下顎骨有許多肌肉的附著，各個肌肉

及咬肌提供下顎骨強有力的咬合；並且兩側可活動的顳

顎關節，與下顎骨上的肌肉可調適下顎骨移動的角度與

方位，以與上顎牙齒達成正確的咬合面。當口腔癌或下

顎齒槽癌造成下顎骨切除，則需下顎骨重建，以重建殘

餘兩端下顎骨間的下顎骨缺損。 

如果患者在術前有復發的高風險因素存在，則不適宜接

受立即性的骨重建，宜以堅實的骨鋼板架在殘餘兩端下

顎骨，以維持原來下顎骨的位置；然後以肌皮瓣重建黏

膜及皮膚缺損，且以肌肉來填補軟組織之缺陷與保護鋼

板，避免因術後組織攣縮或放射治療導致組織萎縮，以

致鋼板裸露 [129,135]。如果患者在術前篩檢有復發機率較

低，則採較積極的骨皮瓣重建，如腸骨皮瓣 (iliac flap) 

或腓骨皮瓣。牙齒的咬合主要來自上下顎骨的牙齒，為

了有足夠的牙床高度及日後植牙的準備，腓骨常需擺成

兩層 (double barrel) [135,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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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救援手術 (salvage procedures)： 

小的缺損可以局部皮瓣來重建，色澤較近似、手術困難度

較低、時間短、恢復較顯微移植手術快。 

但口腔癌腫瘤需切除周圍組織，易造成大範圍的缺損，常

需遠處皮瓣  (如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

deltopectoral flap) 或游離瓣移植顯微手術，術後會有血行

循環的問題。遠處游離瓣移植會有血管莖或皮膚管受外力

壓迫或扭曲以致血行受阻，且顯微手術會有 10-15% 顯微

吻合之動靜脈血管阻塞的風險，故需緊急做顯微手術緊急

探查救援。 

口腔細菌及黴菌之菌若多，術後發生感染機會高，大多可

以用抗生素控制，少數嚴重的感染及傷口癒合問題仍需至

手術室清創，以免因感染而致使整個手術失敗。 

除此之外，口腔癌腫瘤患者手術後較常出現皮瓣阻塞呼吸

道，導致呼吸功能不全。建議顯微手術後可短期於顯微加

護病房接受顯微移植組織及呼吸治療，待血液循環順暢及

生命徵象穩定，才轉至一般病房觀察。一般經此波折後，

整體之顯微手術成功率仍大於 95%。 

(3) 次發性重建手術 (secondary reconstruction)： 

口腔癌切除及重建後，無可避免的，患者的顏面將呈現從

身體其他部位移植過來的皮瓣，不論色澤、質感、形狀、

弧度都會與周遭的顏面組織不同，也常見口角缺口以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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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口水溢漏，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擾。 

術後有些患者需放射治療，會使得皮瓣組織更攣縮變形，

或口腔攣縮牙關緊閉，進食困難。初期冀望能以復健及張

口器來治療，但若始終嘴巴打不開，則可能可藉手術來切

開口內攣縮組織，再補上另一薄的皮瓣 [138,140]。 

經追蹤一年後無復發跡象者，可進行皮瓣整型手術。如果

有上或下顎骨缺損而無鋼板裸露情形，則建議一年半或兩

年安全觀察期後才進行骨皮瓣重建骨缺損。至於下顎骨植

牙手術則需等能張口 3-4 公分、且觀察兩年沒有癌症復發

者，才由牙科之口腔外科進行分階段性的植牙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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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口腔癌術後施行輔助治療之原則 
 

  雖然手術及放射治療技術在過去 30 年來有長足的進步，但

是口腔癌病人的存活率卻沒有相對應的提升。儘管接受了手

術，甚至術後的放射治療，整體而言仍有一半左右的病人終會

死於腫瘤局部復發或遠端轉移。因此過去 30 年來，許多回溯性

與前瞻性研究均致力於尋找影響口腔癌病人預後的重要參數，

希望藉由這些參數能將復發或轉移高危險群的病人找出來，讓

這些病人接受較為積極的輔助治療，希望能藉此提高其存活

率。這其中當然也包含不少台灣本土病人資料的相關研究，然

而截至目前為止，本土資料的研究均僅止於回溯性的病歷資料

分析，而缺乏較有臨床意義的前瞻性研究。 

 

1. 尋找預後指標的前瞻性研究 
 

  在相關前瞻性研究文獻中，較為重要的研究是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8503 研究 [1]。本研究中發現

3 個重要影響預後的參數：2 個 (含) 以上的頸部淋巴轉移、淋巴

轉移的包膜外散佈 (extra-capsular spread; ECS)、以及手術切

緣存有癌細胞。基於這些參數，可將病人分成三個危險群：(1) 

低危險群－少於 2 個頸部淋巴轉移，無 ECS，手術切緣無癌細

胞；(2) 中危險群－2 個 (含) 以上的頸部淋巴轉移，有 ECS，但

手術切緣無癌細胞；(3) 高危險群－手術切緣存有癌細胞。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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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便可依據危險指數的高低，來決定術後是否追加輔助治療

以及輔助治療的模式。 

 

  另一方面，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的研究顯示影響

頭頸癌預後的參數有：2 個  (含) 以上的頸部淋巴轉移、有

ECS、手術切緣存有癌細胞、有大於 3 公分以上的頸部淋巴轉

移、腫瘤有神經周圍侵犯 (perineural invasion)、以及口腔癌 

(頭頸癌中原發部位是口腔癌者) [2]。他們也將病人依此分成三個

危險群：(1) 低危險群－無上述危險參數者；(2) 中危險群－除

ECS 外具有一項上述危險參數者；(3) 高危險群－具有二項 (含) 

以上之上述危險參數者或有 ECS 者。賓州大學的研究則將病人

分出：(1) 中危險群－有大於 3 公分以上的頸部淋巴轉移，腫瘤

有神經周圍侵犯或血管周圍侵犯 (perivascular invasion)，T4 腫

瘤，原發腫瘤侵犯軟骨、骨頭、或周圍軟組織，以及需要緊急

氣切者；(2) 高危險群－2 個 (含) 以上的頸部淋巴轉移，有

ECS，以及手術切緣存有癌細胞或切緣與癌細胞間之距離小於

0.5 公分者 [3]。同樣的，臨床醫師可以依據危險指數的高低來決

定術後是否追加輔助治療以及輔助治療的模式。 

 

2. 術後輔助治療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近年來，由於化學治療藥物的不斷發展與治療觀念的持續

進步，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成為臨床上治療頭頸癌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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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模式。為了要找出影響頭頸癌患者存活的真正重要參數，

以及了解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對於患者存活率的真正

幫助，RTOG 與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EORTC) 分別進行了第三期前瞻性隨機臨

床試驗。在 RTOG-9501 研究中，定義 2 個 (含) 以上的頸部淋

巴轉移、有 ECS、或手術切緣存有癌細胞者為高危險群；對於

這些高危險群患者，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會比術後

只接受放射治療者顯著地提高局部控制率 (二年局部控制率增加

10%) 與無病存活率 (Hazard Ratio = 0.78, 95% CI = 0.61-

0.99)，但是並未提升整體存活率  (overall survival) [4]。而在

EORTC-22931 研究中，定義有 ECS、手術切緣存有癌細胞或

切緣與癌細胞間之距離小於 0.5 公分者，口腔或口咽癌有第 4

或第 5 區淋巴轉移者，或腫瘤有神經周圍侵犯或血管栓塞 

(vascular embolism) 者為高危險群；對於這些高危險群患者，

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會比術後只接受放射治療者顯

著地提高疾病無進展存活率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五年疾

病無進展存活率 47% 比 36%)，更重要的是術後追加合併化學

及放射治療者之整體存活率，亦較術後只接受放射治療者顯著

地提升 (五年整體存活率 53% 比 40%) [5]。此二篇研究的結果終

於肯定了對於高危險群之病人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的

重要性與必要性。然而接下來的問題是：此二研究對高危險群

病人的定義不同，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高危險群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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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兩篇研究報告在 2004 年發表後，確實改變了所有頭頸

癌 (包括口腔癌) 的治療模式，然而這兩個研究彼此之間卻也存

在一些重要的差異。除了主要參與的醫院 (RTOG 收錄美國的病

人而 EORTC 收錄歐洲的病人) 與 “高危險群” 病人的定義不同之

外，EORTC 研究的主要觀察點 (primary endpoint) 是五年疾病

無進展存活率，而 RTOG 研究的主要觀察點則是二年腫瘤局部

控制率。RTOG 研究收錄的病人有較嚴重的頸部淋巴轉移 (N2-3

佔 94%，而在 EORTC 研究中 N2-3 則佔 57%)；EORTC 研究

收錄的病人則有較高比例的手術切緣存有癌細胞比率 (佔 28%，

而在 RTOG 研究中佔 18%，這可能與 EORTC 除了收錄真正手

術切緣存有癌細胞者外，也將切緣與癌細胞間之距離小於 0.5 公

分者納入此一族群有關)。由於這些差異，使得吾人在判讀此二

重要研究結果時必須特別小心。 

 

  有鑑於此，此二研究的主要作者將這兩個研究的結果匯集

在一起，並進行深入的比較分析。分析結果發現：對於手術切

緣存有癌細胞或淋巴轉移有 ECS 者，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

治療，不但能提升疾病控制率與無病存活率，更重要的是病人

的整體存活率也能被顯著地提升。對於第三或第四期病人，口

腔或口咽癌有第 4 或第 5 區淋巴轉移者，或腫瘤有神經周圍侵

犯或血管栓塞者，統計結果也顯示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治

療似乎對病人的疾病控制有所幫助 (雖然統計上差異並未達到顯

著標準)。而至於單純只有 2 個 (含) 以上的頸部淋巴轉移而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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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危險因子者，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似乎對病人的

疾病控制和存活率與只接受放射治療者沒有差異 [6]。 

 

3. 結論 
 

  總括而言，目前的研究結果顯示，對於口腔癌術後病理報

告若出現手術切緣存有癌細胞或淋巴轉移有 ECS 者，術後追加

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是必要的選擇。至於其他的危險因子如第

三或第四期病人、有第 4 或第 5 區淋巴轉移者、腫瘤有神經周

圍侵犯或血管栓塞者、或有 2 個 (含) 以上的頸部淋巴轉移者，

術後追加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的角色就沒有那麼確定 (可以考慮

接受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也可以考慮單純只接受放射治療)。

除此之外，無其他危險因子的單純 T3 腫瘤與單純 T1-2N1 病

人，術後是否需要追加放射治療 (不合併化學治療)，也並無定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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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口腔癌之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 (radiotherapy) 簡稱「放療」 (俗稱電療)，但並不

是用「電」來治療腫瘤，而是利用放射線 (一般為 X 光或電子射

束) 來消滅腫瘤細胞。過去是利用鈷六十作為治療的射源，但現

在已被逐漸淘汰，目前國內外多採用新式的「直線加速器」來

施行放射治療。既然是用放射線來治療，可以想像在每次治療

的當下並不會有任何異樣感覺，就如同照 X 光片時病患自身並

不會有任何感覺一樣。但它產生的效應可能會在數日、數月、

甚至數年後才產生。一般可分為急性、亞急性及慢性的副作

用，副作用的發生與治療的劑量、範圍、方式及病患自身的體

質皆有關係。 

 

  放射治療技術日新月異，從過去的 2D、3D 順形放射治療

(3D conformal radiotherapy)、到目前普遍使用的強度調控放射

治療，治療方式持續推陳出新，目前較常見的新式技術如下： 

(1)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利用直線加速器配置的多葉片準直儀 (multileaf collimator) 

進行射束的強度調節，搭配電腦治療計畫軟體使之最佳

化，使整體的劑量分佈更為順形，也就是讓高劑量區域更

集中於腫瘤部位，同時減少鄰近正常組織劑量，以降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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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相關副作用。過去研究也證實在頭頸癌、鼻咽癌患者使

用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可有效降低口乾並改善病患之生活品

質 [1]。 

(2) 影像導引放射治療  (image guided radiation therapy; 

IGRT)： 

利用放射治療儀器內建之影像工具，如電子照野驗證影像

系統 (electronic portal imaging device; EPID)、錐狀射束

電腦斷層 (cone-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百

萬伏特電腦斷層  (megavoltage computed tomography; 

MVCT) 等影像設備，校正治療之位移誤差，以提升治療精

準度。 

(3) 其它新式放射治療技術： 

例如螺旋刀 (TomoTherapy)、電腦刀 (CyberKnife)、銳速

刀 (RapidArc)、弧形刀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等都屬於新一代的放射治療技術，目的同樣是希望

降低相關副作用並提升治療效益。 

 

  相對於傳統放射治療技術，上述新式治療方式雖然有其優

點，但依腫瘤位置、疾病期別、病患個別狀況不同仍有其限

制，因此，在治療前仍需與放射腫瘤醫師充分溝通討論後，以

決定較適合之治療方式。 

 



  

 TCOG 口腔癌臨床診療指引 76 

  放射治療於口腔癌之應用，依其治療目的主要可分為根除

性 (definitive) 及手術後輔助性 (post-operative) 放射治療兩種。

前者是以放射治療作為主要治療方式，依病情之需要有時需合

併化學治療以增加治療效果；後者則是以手術為主，依手術後

的病理報告來判斷病患是否需要接受手術後放射治療來增加腫

瘤的局部控制率  [2-4]。以下說明則依兩種不同治療目的分別論

述。 

 

1. 根除性放射治療 
 

  一般而言，放射治療多以分次 (fractionation) 方式來進行，

依分次方式的不同可分為「傳統分次方式 (conventional frac-

tionation)」及「改變分次方式 (altered fractionation)」兩種。前

者是國內外較常採用的方式。針對部分特殊病情需要，有時會

採用「改變分次方式」的方式 [5]，目的在縮短療程總時間，減

少腫瘤細胞再增生 (repopulation) 現象，例如同步加強、加速分

次即屬此類方式；或者是希望在不增加正常組織慢性副作用原

則下，提升總治療劑量以增加治療效益，如高分次方式即屬此

類。放射腫瘤醫師會依據病情及臨床考量，為病患選擇較適合

的治療方式。 

(1) 傳統分次治療方式：  

為國內外普遍採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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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腫瘤及轉移淋巴結 (gross tumor and adenopathy)： 

(A) 分次方式：每週五天 (週一至週五) 每天一次的分

次治療 (daily Monday-Friday, 5 fractions/week)。 

(B) 總累積劑量：建議 ≧ 66 Gy。 

(C) 每次照射之分次劑量：每次的分次劑量 ≧ 1.8 Gy/ 

fraction (建議之分次劑量：2.0 Gy/fraction)。 

B. 相關之淋巴引流區域 (uninvolved nodal region)： 

(A) 總累積劑量：建議 44-64 Gy。 

(B) 每次照射之分次劑量：建議 1.6-2.0 Gy/fraction。 

(2) 改變分次治療方式 [5]： 

A. 同步加強 (concomitant boost accelerated)： 

(A) 總累積劑量：72 Gy/6 weeks。 

(B) 每次照射之分次劑量：以每次 1.8 Gy 大照野方式

分次照射，在最後 12 次的治療中，每日再額外追

加一次 1.5 Gy 的小照野照射，總共累積劑量為 72 

Gy (1.8 Gy/fraction: large field; 1.5 Gy boost as 

second daily fraction during last 12 treatment 

days)。 

B. 加速分次 (accelerated fractionation)： 

(A) 總累積劑量：腫瘤及轉移淋巴結建議照射至 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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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相關之淋巴引流區域建議照射至 44-64 Gy。 

(B) 分次方式：縮短治療療程，例如一天照射二次 (每

次劑量 ≧ 1.5 Gy)，或每週照射六次 (6 fractions/ 

week)。 

C. 高分次 (hyperfractionation)： 

(A) 總累積劑量：81.6 Gy/7 weeks。 

(B) 每次照射之分次劑量：每日照射兩次，每次劑量為

1.2 Gy (1.2 Gy/fraction, twice daily)。 

 

2. 手術後放射治療 
 

  建議採用傳統分次治療方式：每週五天 (週一至週五) 每天

一次的分次治療。手術與放射治療之間隔時間 (interval between 

resection and postoperative RT)，建議於手術後六週內開始放

射治療。 

(1) 原發腫瘤及轉移淋巴結區域 (primary and involved nodal 

region)： 

A. 總累積劑量：建議 ≧ 60 Gy。 

B. 每次照射之分次劑量：每次的分次劑量≧1.8 Gy 

/fraction (建議之分次劑量：2.0 Gy/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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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之淋巴引流區域 (uninvolved nodal region)： 

A. 總累積劑量：建議 44-64 Gy。 

B. 每次照射之分次劑量：建議 1.6-2.0 Gy/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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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口腔癌之化學治療 
 

1. 合併放射治療時 
 

  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主要用於局部侵犯性口腔癌 (stage III & stage IV)，其原

理為化學藥物可促進腫瘤對放射線之敏感度，並減少腫瘤體

積，抑制 DNA 修復及重新生長，進而殺死腫瘤細胞。 

 

  使用 CCRT 之目的之一為器官保留。在可切除的口咽、下

咽及喉癌之患者，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是比較好的治療方式，

因其對於喉部器官保留和局部控制 (84% 及 69%) 皆比單獨化學

治療 (71% 及 55%) 或單獨放射治療 (66% 及 51%) 有較好的療

效。而 CCRT 與單獨手術切除比較而言，器官保留效果也較好 

(68% 及 30%) [1-2]。許多試驗證明，對局部侵犯性之腫瘤而言，

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之療效比單獨放射治療可增加存活率 [3]。

另外亦證明，接受合併化放療者與僅接受化學治療者，在增加

五年存活率上分別為 6.5% 及 4.5% [4-7]。針對無法切除之頭頸腫

瘤 (包括口腔癌) 患者而言，接受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比起單獨

放射治療可增加病患的存活率。在三年存活率之比較顯示，接

受合併化放療者為 37%，而僅接受放射治療者為 23% [8-9]。 

 

  另一方面許多本土的研究也證明 CCRT 在晚期頭頸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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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對於可切除的頭頸癌病人接受術前之 CCRT 及術後化學

治療，其四年疾病局部控制率及存活率分別為 76.1% 及 53.2% 

[10]。而 CCRT 在無法接受手術切除的晚期下咽癌，也證明對於

保留喉嚨之功能以及局部疾病的控制上是有效的 [11,12]。而對於

腫瘤之體積小於 30 mL 之晚期下咽癌且無淋巴轉移之病患，接

受 CCRT 後其保留喉嚨之功能的效果比較好 [13]。 
 

  同時許多本土的研究也已找出一些在本國頭頸癌與復發或

預後有關之危險因子。例如其中有一個研究顯示，對 pN2 口腔

癌之五年存活率而言，pT3-4、第 IV/V 區淋巴轉移、淋巴包膜

外散佈 (extracapsular spread) 及分化不良 (poor differentiation) 

是獨立的預後危險因子 [14]。在口腔癌病患若合併有淋巴包膜外

散佈，而其若又有第 IV/V 區淋巴轉移的話，則其預後甚差 [15]。

此外，有研究建議淋巴包膜外散佈為舌癌手術後做 CCRT 之唯

一適應症，因 CCRT 可明顯的提高此類病人之存活率 [16]。另一

方面，利用生物標記例如 HPV p53、pRb 及 p21，可用來做為

晚期扁桃腺癌是否可單獨使用 CCRT 之依據。研究顯示 HPV 陽

性的患者，對於單獨使用 CCRT 以保留器官功能之反應較好、

預後較好 [17,18]。同時，在分化不良的口腔癌病患，若有至少四

個淋巴結轉移及腫瘤深度 ≧ 1.1 公分，則此類病人之預後較差 

[19] 。其他諸如腫瘤分化不良、神經周圍侵犯  (perineural 

invasion)、血管侵犯、淋巴侵犯等也與預後有密切關係 [20]。因

此，在考慮本土頭頸癌之治療時，可能要考慮上述這些危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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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視為是否作為更積極治療之依據。 

 

  關於放射合併化學治療之用藥方式，使用單一化學藥物或

多重化學藥物在 CCRT 中並無明顯的差異。許多試驗指出，鉑

類 (Platinum) 的化學藥物比非鉑類的效果好 [5]。其他化學藥物

如 Genitinib、Paclitaxel、Carboplatin、5-FU 等均有被使用。

近年來標靶療法 Cetuximab 為 EGFR 抑制劑，因其與放射治療

合併使用比單獨放射治療可增加患者存活率及降低遠端轉移的

機率，尤其在口咽癌病人其效果特別顯著。在增加五年存活率

之比較顯示，標靶療法 Cetuximab 合併放療者為 45.6%，而僅

接受放射治療者為 36.4% [21,22]。在本土的研究也顯示，合併

Cetuximab 與高劑量放射治療在此類病人是有經濟效益的 [23]。 

 

  頭頸部癌症在晚期 (第 3、4 期) 以手術切除加合併化學及放

射治療，五年存活率約 20-50%。對口腔癌而言，不能手術或是

不願手術的患者，大多同時採用化療加上放射治療，藉由化療

增加放射治療的效果。晚期或有頸部轉移之頭頸癌，以手術及

術後放射治療或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為主。當頭頸癌病人不適

合開刀，通常直接做同步化學放射治療；較晚期的患者，先做

化療再進行同步化學放射治療，療效會較佳。若使用包含歐洲

紫杉醇之前導性化學治療，比傳統治療有較佳之存活率；而腫

瘤位於口咽、下咽或喉部的病人，對此類治療方式較有效。健

保現給付歐洲紫杉醇合併鉑金類加上 5-FU 用於局部晚期且無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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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轉移及無法手術切除之頭頸部鱗狀癌於 CCRT 之前的前導式

化學治療。 

 

  因此整體而言，對於局部侵犯性的喉、下咽、口咽癌或無

法切除的口腔癌患者，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是較好的治療方

式。而不管是先前導性化學治療後再 CCRT 或單獨 CCRT，對

此類病患皆為有效的治療方法。對於整體身體狀況  (perfor-

mance status) 好的病人，可使用鉑類的化學藥物合併放射治

療；而對於整體身體狀況不好或無法忍受鉑類毒性之病人，可

使用標靶療法 Cetuximab 合併放射治療；現在健保給付

Cetuximab 合併放射治療在口咽癌、下咽癌或喉癌、70 歲以上

或腎功能欠佳、聽力障礙、無法耐受傳統鉑金類化療的患者，

但仍排除口腔癌及鼻咽癌。針對手術後切緣 (surgical margin) 

為陽性或有淋巴包膜外散佈的病人而言，術後 CCRT 對病人之

病情有極大顯著性的改善 [24-26]。 

 

2. 復發及轉移時 
 

  原則上一些局部復發的病人可以再開刀或再放療，但都必

須很小心美觀功能及放療加重毒性的問題。但是大部分局部復

發或轉移的病人都無法如此再做根治性治療，只能以全身治療

控制症狀，甚至有一些病人體力營養太差，僅能從事支持性療

法。之前學界普遍認為，含鉑金的化學治療組合 (cisplat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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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luorouracil; PF) 反應率及症狀緩解程度最高，但並無存活率

的提升。病人若有腫瘤分化不良、體力低落、體重流失太多、

曾接受過放療、及原發在口腔或下咽 (hypopharynx) 等預後不

良因子三個或三個以上，接受化學治療的承受力、預後及整體

存活率較不好。但對化學治療的反應也是很重要的預後決定因

子，對病人整體的幫助也大。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單株抗體 

cetuximab (Erbitux) 的發明，加入 PF 的組合，提升了反應率及

存活率，但仍不滿一年的整體存活成績，表示未來仍有很多在

治療研究上努力的空間。尤其台灣特有的檳榔相關口腔癌的治

療，局部發炎反應造成血管新生及特殊轉移方式的特性，可能

是吾輩在台灣口腔癌需投注心力的重要課題。而局部復發或轉

移的病人，在局部疼痛、出血、感染、傷口照護、營養、高鈣

血症、氣切呼吸照護、肺炎等相關特殊議題上，所需的支持性

療護更是重大家庭社會醫療體系需戮力以對的 [27]。 

 

  局部復發的病人在決定可以再開刀或再放療前，一定要釐

清是否為第二個原發腫瘤 (second primary)，根治程度及決定上

仍有不同。局部復發的病人在體力狀況許可下，可使用化學治

療 (無論是前導 [induction] 或同步 [concurrent]) 來輔助開刀或

再放療的治療成績。在多重分析下，多重共病因子、再放療劑

量及範圍、肝腎功能、局部復發分期數，及之前放療與再放療

中間相隔時間，都牽涉再放療的承受力、毒性及治療成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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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開刀或再放療的局部復發或轉移病人，在之前提到

的五個預後因子評量許可下，進行傳統含鉑金的化學治療組

合，反應率為 30-50%，但如前所述並無存活率的提升 [28-30]。新

藥如太平洋紫杉醇 (paclitaxel) 加上鉑金在第三期臨床試驗中和

PF 的反應及存活率相當，但毒性較輕 [31]。以 Ifosfamide 為主的

化療組合之反應率也相當高，可到 50-60%，但白血球降低及發

燒風險極高 [32-34]。TPF 組合 (歐洲紫杉醇-docetaxel + PF) 在根

治性放療或同步化放療前施予前導式化療 (induction chemothe-

rapy before definite radiation or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的

研究中，與 PF 相較雖有存活率的提升 [35,36]，在局部復發或轉

移病人使用上也有約 50% 反應率 [37]；但白血球低落問題仍是重

大考量，且東方人對歐洲紫杉醇耐受性不佳，常無法全劑量使

用。因此，當病人體力夠好，可以紫杉醇及 ifosfamide 類藥物

組合來增加反應率 [32-34]；但除毒性問題外，沒有任何一個化療

組合與最佳支持療法 (best supportive care) 相比有存活率的提

升。 

 

  毒性考量可能是治療復發或轉移病人的最大妨礙，因這些

病人出血、傷口感染、營養不良、高鈣血症、氣切呼吸照護、

肺炎等相關問題，使得對化療藥物的承受力大減。但在標靶治

療的時代，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單株抗體 cetuximab (Erbitux) 

的發明，因為頭頸癌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通常過度表現也和預

後相關 [38,39]，在細胞和動物實驗 [40] 及單獨使用在人體有初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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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後 [41-45]，在第三期臨床試驗用於局部復發或轉移病人的第一

線治療中，和 PF 的組合 (EPF) 提升了反應率及存活率 (從 7 個

月延長至 10 個月)，且皮膚毒性和療效成正比 [46]。Cetuximab

和太平洋紫杉醇 (paclitaxel) 合併於一線治療裡，反應率可達

60%，但存活時間和 EPF 差不多 [47]。在二線使用上，單獨使用

或合併鉑金 [41-43] 或歐洲紫杉醇 [48]，都也有 10-20% 的反應率。

Cetuximab 除皮膚毒性外，其他預測療效生物標記 (biomarkers) 

的找尋，也是擴展使用的重要關鍵，畢竟在台灣仍要自費使

用。在人類乳突病毒 (HPV) 陽性的頭頸癌中 [49]，因為老化因子

p16 的表現，化學治療反應也是特別好。 

 

  其他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單株抗體如 panitumumab [50,51] 及

nimotuzumab [52] 也有很多臨床試驗進行中或已完成，但療效及

毒性仍待考驗。小分子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酪胺酸激抑制劑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如 gefitinib [53] 及 erlotinib [54] 之反應

率皆不好，主要是頭頸癌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突變率很低 (低於

5%)，不像肺腺癌這樣高。但多重表皮生長因子接受體酪胺酸激

抑制劑 BIBW2992 [55]，單獨使用就有兩成左右的成績，是值

得再研究關注的。 

 

  其他種類的化療在一二線的使用也有一些角色，如

mitomycin 與 epirubicin [56,57] 在一線承受力好的病人使用上，有

增加 cisplatin 反應的作用，對無法負擔自費標靶藥物的病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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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考慮的。Gemcitabine [58]、pemetrexed [59]、capecitabine 

[60] 都是可以作為二線選擇的藥物，尤其是 gemcitabine 藥性溫

和且毒性低，二線反應雖不高，但根據國內初步研究的結果顯

示，病人的疾病穩定期 (disease stabilization duration) 很長。 

 

  血管新生在頭頸癌也非常旺盛，和致病機轉及復發轉移也

很有相關。血管生長因子接受體單株抗體如 bevacizumab 

(Avastin) [61,62]、或多重標靶含血管生長因子接受體酪胺酸激

抑制劑如 sunitinib [63-65] 及 sorafenib [66]，都有臨床試驗在進行單

獨使用或和化療合併的效果測試。初步在一些病人的使用經驗

上的確有十分不錯的效果。但出血毒性的考量、預測療效生物

標記 (biomarkers) 的找尋、及經濟上的考量，仍有諸多限制。 

 

  EPF 在局部復發或轉移頭頸癌病人的成功，只是一個起

步，更多致病機轉及新藥的找尋、生物標記的建立、最佳治療

組合的選擇、出血毒性的克服、支持療護的完備、經濟自費的

考量，才能達成個人化癌症醫療提升有品質之存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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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口腔癌治療後骨壞死併發症之處理 
 

  對口腔癌患者而言，其治療常包括手術及合併化學及放射

治療，而放射治療的後遺症包括黏膜炎、口乾症、吞嚥困難、

聽力受損、頸部僵硬、皮膚變色、鼻音變重、疼痛、張口困難

及放射性骨壞死 (osteoradionecrosis; ORN) 等 (圖一)。 
 

 
圖一 左上顎齒槽骨因放射治療造成之的放射性骨壞死 

 

  然而放射性骨壞死不僅是放射治療後嚴重併發症之一，而

且外科醫師在處理此類問題上也相當棘手。放射治療後遺症之

症狀除上述外，還有惡臭、味覺障礙、感覺遲鈍或麻木、咀嚼

困難、說話困難、管形成、口竇相通、傷口感染、流血、病

理性骨折、局部或全身性感染 [1]。雖然近幾年放射治療技術的

進步，使鼻咽癌及其他頭頸癌放射後產生骨壞死的比例減少，

但對大部分口腔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療時，上下顎骨仍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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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會接受到較高之放射劑量，且腫瘤位置、病人口腔狀況等均

會影響照射後是否產生放射性骨壞死。故口腔癌患者接受放射

治療後，上下顎骨仍是最常發生放射性骨壞死之部位 [2]。 

 

1. 放射性骨壞死之定義、病因及臨床評估 
 

(1) 定義： 

文獻回顧對放射性骨壞死的定義為顎骨暴露區  (bone 

exposure) 於放射照射範圍內、顎骨暴露時間超過 3 個

月、顎骨暴露區無腫瘤再發  [3]。  

(2) 病因： 

A. 放射治療及其劑量： 

早期學者 Watson、Scarborough (1938) 及 Meyer 

(1970) 提出相關理論，認為放射性骨壞死是因放射

線、外傷及感染造成的。他們認為外部傷害提供途徑使

微生物得以進入放射治療後的骨頭內，進而引起感染，

造成放射性骨壞死或放射線引起之骨髓炎 [3]。隨著進一

步的研究及觀察，上述學者的理論有其不足之處，部分

放射性骨壞死的病人在病灶發生前並沒有受到局部外

傷；此外，研究放射性骨壞死及放射線引起之骨髓炎兩

者之微生物，並非同樣菌種 [3]。Marx 等學者 (1983) 的

研究提出骨壞死的病因，是因放射線對組織的傷害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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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骨壞死，進而於口腔的環境產生續發性感染，而

非來自原發性感染所造成。雖然放射治療能殺死腫瘤細

胞，但也會使放射區正常組織之血管產生持續性動脈內

膜發炎，進而發生阻塞及纖維化，造成組織血管不足 

(hypovascularity)、缺氧 (hypoxia)、細胞不足 (hypo-

cellularity) 等 "3H" 現象，引起上下顎骨壞死等 [3]。文

獻報告顯示放射劑量大於 66 Gy 產生放射性骨壞死

的機會將會增加  [3]。除了放射造成的組織傷害外，

其它的傷害如拔牙、手術、外傷，使得原本就脆

弱的區域更增加了壞死的可能  (圖二 )。近年來隨著

細胞分生實驗的研究進行，關於放射性骨壞死的致病機

轉，Delanian 提出放射線導致纖維化理論 (Radiation-

induced fibroatrophic theory) [4]。此理論認為纖維母細

胞的活化以及不適當調控導致組織萎縮，是造成放射性

骨壞死關鍵因素。放射治療會直接及間接傷害血管內皮

細胞，使細胞激素釋放引起發炎反應；內皮細胞的傷害

合併血管栓塞會導致微血管及組織的壞死，細胞激素亦

得以滲漏出，進而使纖維母細胞轉為肌纖維母細胞。在

這樣環境下，成骨細胞的死亡增加以及肌纖維母細胞過

度增生的狀況下，骨基質減少且由纖維組織取代。最後

顎骨呈現細胞缺乏、血液循環差、纖維化的狀態，進一

步產生放射性骨壞死 (圖三 )。若有傷口感染發生，

則更容易產生骨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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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治療  
   

放射線破壞直接

造成骨細胞死亡
 

不可逆的細胞改變

以及功能失調 
 

   

 
其他骨組織成分之破

壞 (成骨細胞、蝕骨

細胞、纖維母細胞…)
血管破壞 

   

細胞不足 
失去修復與合成組織

成分之功能 
閉塞性動脈內膜炎

與血管阻塞 
   
  組織血管不足 
   
  逐漸缺乏血液供給

   
組織崩壞  缺氧 

   

 
經放射治療之骨頭上存在慢性無法癒合之傷口 

即放射性骨壞死 
 

圖二 放射性骨壞死病因  (摘錄 Marx, 1983; Lyon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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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治療  
   
 生成活性氧自由基  
   

內皮細胞損害    
   

 
活性氧自由基引

導細胞激素生成
 纖維母細胞  

   
微血管壞死 骨細胞  

成骨細胞  
蝕骨細胞  

肌纖維母細胞

  
血管阻塞  INFβ PDGF

 
 

IL -1 ,  IL-4 ,  IL-6
DNA 之不可逆破壞

與骨細胞壞死  組織缺失  FGF TGF-β1
   

 脆弱、細胞成分較少

之組織由不正常之肌

纖維母細胞取代  

膠原蛋白生成與

代謝調控不良

  
 纖維化  

外傷   
 放射性骨壞死  

圖三 放射線導致纖維化及骨壞死之理論  (摘錄 

Delanian, 2004) 

 

Marx 將放射性骨壞死分為兩類：  

(A) 自發性放射性骨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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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劑量放射本身即會造成不可自癒的傷害；其

表示接受的放射劑量導致正常細胞死亡，在恢

復修補的過程中，細胞死亡快於修補速度，因

而產生骨組織暴露及壞死。  

(B) 外傷性放射性骨壞死：  

此為伴隨著外傷而產生。其可能的原因有拔

牙、手術、切片或組織發炎等。  

B. 手術對放射性骨壞死的影響： 

對於口腔癌之病人，唇顎切開術 (mandibular-lip split) 

後傷口受放射影響之嚴重與否，亦有許多學者提出其研

究結果。Davidson 利用唇顎切開術，切除 44 位口腔及

口咽癌病人。其中一半接受放射治療而另一半未接受放

射治療，發現兩組患者之傷口均有感染或管產生，但

併發症比例並無不同 [5]。Altman 發表經下顎切開之術

式切除口腔癌及放射治療後，產生之後遺症為下顎骨切

開處不癒合，且有 5 例造成放射性骨壞死 [6]。Eisen 亦

利用下顎切開之術式切除 30 位口腔及口咽癌病人，並

統計術後放射治療之後遺症，發現 4 例傷口感染及 1

例放射性骨壞死 [7]。Dai 針對 42 位口咽癌病人，研究

中線及中線旁下顎切開術後之併發症，建議選擇中線旁

下顎切開，此中線旁之位置為側門齒與犬齒之間，因為

側門齒與犬齒之間進行骨切開時，比正中門齒空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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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會傷害牙齒 [8]。除此之外，並不建議於下顎骨體及

下顎骨角處進行下顎骨切開，因此處主要的血液來源下

齒槽動脈會受破壞，加上術後放射治療更易產生缺血性

骨壞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因為傷口單純有利於傷口

之癒合，尤其是放射治療後於下顎前牙區之影響更大。

唇顎切開術因傷口癒合需經由下唇、下顎骨、下顎門齒

區牙齦及皮瓣，且有鈦金屬板固定下顎骨切開處之異物

刺激，因此只要癒合非完全、或切開處牙齒牙周病的影

響，更易於放射治療後由牙周病之牙齦小通道與先前唇

顎切開處相通，加上口腔唾液及細菌的持續侵入，造成

傷口感染、經皮管、牙齒壞死、前牙咬合改變、骨髓

炎甚至放射性骨壞死。因此必須小心處理唇顎門齒區之

切開，尤其是門齒之牙齦最好不直接以電刀切開，必須

以刀片小心切開，縫合時更需注意門齒之牙齦及牙周之

狀況，以免影響術後傷口之癒合。若下顎門齒牙周狀況

不佳或下顎骨切開後太接近牙齒，使牙齒周圍無齒槽骨

覆蓋，則反而應考慮拔除門齒並將殘留的齒槽骨修形圓

滑，以利骨切開處之傷口能有足夠之軟組織縫合而能癒

合，這一部分之處理與後續放射性骨壞死發生與否息息

相關 [9]。 

C. 拔牙時機及齒槽骨暴露的影響： 

放射性骨壞死發生與否也與外傷之產生有關。最主要

的原因是和拔牙與否、拔牙時機及齒槽骨暴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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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關。學者建議應於放射治療前兩週拔牙、且拔牙傷

口最好需縫合，儘量減少齒槽骨暴露。若於放射治療後

拔牙，則建議放射治療後至少一年半再拔牙，以減少後

續放射性骨壞死的發生 [10,11]。然而適當之拔牙時機，

仍應視病人實際情況而定。 

(3) 臨床評估： 

過去已有許多針對放射治療後骨改變的分類系統被發表，

包括美國放射治療腫瘤組織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 之分數標準，另外 Store 亦提出下顎骨放射

性骨壞死之分類系統 [12]。 

然而較為有效應用於臨床上治療下顎骨放射性骨壞死之治

療指引，為 Schwartz 提出利用下顎骨壞死之嚴重與否，於

齒槽骨脊至下顎骨下緣之深淺，分為第一期、第二期、第

三期 (圖四)，利於臨床上嚴重度之評估及後續手術範圍大

小之參考 [13]。 
 

A. B. C. 

圖四 



 

口腔癌治療後骨壞死併發症之處理 105 

A：第一期－下顎骨表層皮質骨暴露造成放射性骨壞死。 

B：第二期－下顎骨表層皮質骨及髓質骨破壞造成放射性骨

壞死。 

C：第三期－下顎骨表層深層皮質骨及髓質骨破壞造成放

射性骨壞死，或產生病理性骨折與皮膚管  (摘錄 

Schwartz, 2002)。 

而上顎骨放射性骨壞死之治療指引很少，可參考 Cheng 所

提出之評估方法 [10]。將上顎骨放射性骨壞死之臨床分期系

統，以三項臨床症狀作為評斷骨壞死嚴重程度之指標，包

括骨暴露 (bone exposure; E)、感染 (infection; I)、流血 

(bleeding; B)。每一項指標又再依其嚴重程度分為第 0 級至

第 3 級，分類的準則如下： 

A. 骨暴露 (E)： 

Grade 0：無骨暴露。 

Grade 1：骨暴露最大直徑小於 1 公分。 

Grade 2：骨暴露最大直徑介於 1 to 3 公分。 

Grade 3：骨暴露最大直徑大於 3 公分，或放射影像檢

查顯示骨破壞至鼻竇腔底部。放射影像檢查

包含根尖片、環口攝影、電腦斷層。 

B. 感染 (I)： 

Grade 0：無感染之症狀或跡象。 

Grade 1：骨暴露周邊黏膜紅腫範圍小於 0.5 公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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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漿性液體流出。 

Grade 2：骨暴露周邊黏膜紅腫範圍等於或大於 0.5 公

分，有或無漿性液體流出。 

Grade 3：化膿性液體流出或急性鼻竇炎或臉部紅腫有

蜂窩性組織炎之虞。 

C. 流血 (B)： 

Grade 0：無流血之症狀或病史。 

Grade 1：會自行停止的間斷性流血。 

Grade 2：一處或多處流血點，需施以小於 30 分鐘加

壓止血。 

Grade 3：一處或多處流血點，需施以大於 30 分鐘加

壓止血。 

顎骨放射性骨壞死依此 EIB 臨床分期系統分為三期 (表

一)。臨床期數越高，則越需要手術治療。 

表一 上顎放射性骨壞死 EIB 分期系統 (摘錄 Cheng, 2006) 

 骨暴露 (E) 感染 (I) 流血 (B) 

第一期 E1 I0-1 B0 

第二期 E1 I0-1 B1-2 

 E1 I2 B0-2 

 E2 I0-2 B0-2 

第三期 Any E I3 B0-2 

 Any E I0-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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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像評估： 

影像評估包括牙科 X 光之根尖片、環口攝影、3D-cone 

beam 電腦斷層 (圖五) 及傳統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影像。 

 
 

 
圖五 3D-cone beam 電腦斷層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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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射性骨壞死之處理 
 

(1) 口腔衛生教育： 

衛教包括輕緩的刷牙並以溫開水漱口，及 2-4 週定期檢查

一次。通常容易有口腔黏膜發炎或口乾症，則以口內膏敷

用，或以泡有局部麻醉劑之生理食鹽水漱口。且上下唇應

擦拭唇膏，保持潤滑以防止乾裂。 

(2) 抗生素治療： 

若有急性發炎應積極以抗生素治療，若無症狀之顎骨

暴露，則不需以抗生素治療，但需教導病人口腔衛生

之保健。  

(3) 外科清創手術、腐骨切除與重建手術： 

由於程度較輕微之第一期放射性骨壞死之病患，可由保守

性口腔衛教及考慮抗生素之使用，也可考慮局部腐骨清除

術及拔牙合併傷口縫合獲得改善；然而第二、三期放射性

骨壞死之病患卻常需伴隨侵入性手術治療而有改善。外科

清創手術與腐骨切除之方法差異很大，從拔牙及齒槽骨

切除術、局部腐骨清除術、顎骨部分切除術、至顎骨整段

切除術合併局部皮瓣、游離皮瓣或閉孔器修補。然而傷口

應儘量縫合，以防再次產生骨壞死 (表二)。若疼痛一直

無法緩解，不論顎骨之放射性骨壞死為第一、二、三期，

最後仍需考慮外科清創手術與腐骨切除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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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顎骨放射性骨壞死之處理  (摘錄 Schwartz, 

2002; Cheng, 2006) 

第一期 

保守性治療：口腔衛教及考慮抗生素之使用 

局部腐骨清除術及拔牙 (齒槽骨切除及修形) 合併傷口縫合

第二期 

口腔衛教及考慮抗生素之使用 

局部腐骨清除術及拔牙 (齒槽骨切除及修形) 合併傷口縫合

顎骨部分切除術及局部皮瓣修補合併傷口縫合 

第三期 

口腔衛教及考慮抗生素之使用 

局部腐骨清除術及拔牙 (齒槽骨切除及修形) 合併傷口縫合

顎骨部分或整段切除術合併局部皮瓣、游離皮瓣或閉孔

器修補及傷口縫合 

(4) 高壓氧治療： 

雖然其對治療放射性骨壞死的療效，在文獻中有正反

意見，但以施行之時機可分為預防性及治療性。若擔心

高壓氧治療活化癌細胞造成腫瘤復發之問題，則尚無

定論，學者建議放射治療後檢查確認無復發再行施予 

[3,14]。 

A. 預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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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放射後尚無顎骨壞死，口腔手術前施予高壓

氧治療 20 次、手術後 10 次，以減少放射性骨壞

死之機率  [15]。  

B. 治療性： 

在美國威爾福德廳醫療中心 (Wil ford Hal l Medical 

Center) [16] 治療放射性骨壞死之高壓氧療程，依 Marx

定義放射性骨壞死和拔牙病情嚴重度分三個階段  [3,14] 

(圖六)。 

(A) 第一階段放射性骨壞死：  

患者骨外露沒有嚴重的表現為第一階段。以促進傷

口癒合每週五次，連續三十次高壓氧治療。若經第

一階段治療有進展，則再接受三十次高壓氧治療。 

(B) 第二階段放射性骨壞死：  

若經第一階段治療無進展，患者應接受手術清創。

手術清創後有進展，則再接受三十次高壓氧治療。 

(C) 第三階段放射性骨壞死：  

病患經第二階段治療無效、或一開始即發生病理性

骨折或口頰管時，則進行腐骨切除術和骨固定

術，立即或後續的皮瓣重建。切除及第三階段重建

前接受三十次高壓氧治療，切除及第三階段重建後

接受二十次高壓氧治療。 

 



 

口腔癌治療後骨壞死併發症之處理 111 

無效的非手術性

治療 
 

無效的手術性

治療 
 

無效的高壓氧

治療 
     

 ▲ 難治癒的放射性骨壞死  
是否造成病理性骨折、口腔-皮膚管，或是有無侵犯至下顎骨下緣 

  是 否  
   第一階段   
     
   30 次高壓氧  

  
治療後病灶是否有改善  

(骨暴露是否減低，肉芽組織是否增生) 
  否  是 
  第二階段  30 次高壓氧

 
   

 腐骨清除術與一級縫合 ▲ 治癒 
 有傷口裂開  無傷口裂開  
第三階段  30 次高壓氧  

 
30 次高壓氧    

 
切除所有壞死骨 
合併上下顎間固定 

 
▲ 治癒 

 
 

 
持續高壓氧治療 

直到治癒或達 60 次 
   
 

第三階段重建      
    10 週     
20 次高壓氧     

 
皮瓣重建     

     
▲ 治癒     

圖六 Wilford Hall Medical Center 以高壓氧治療放射

性骨壞死之療程 (摘錄 Marx, 1983; Shaw,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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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藥物治療： 

基於放射線導致纖維化理論，有學者提出治療的方式，希

望藉由藥物調控細胞激素或減少細胞受到傷害  [11]。

Pentoxifylline 為 methylxanthine 衍生物，能抑制 TNF-α，

增加血紅素的彈性，使血管擴張，抑制發炎反應，減少纖

維母細胞的增生，促進膠原蛋白的活性。另一藥物為

tocopherol (維他命 E)，能減少細胞受到傷害，部分抑制

TGF-β1 的作用，減少纖維化。兩藥物併用對於減少纖維化

之情形有加成之作用。適用對象為口內無異狀、即將接受

拔牙治療之病患。術前一週服用 pentoxifylline 400mg 一天

兩次 + tocopherol 1000 IU 每天一次，術後持續使用 8

週。若有放射性骨壞死之情形發生，則持續給予藥物 6 個

星期。已產生放射性骨壞死合併較大範圍腐骨形成之病

患，手術前三個月服用 pentoxifylline 400 mg 一天兩次 + 

tocopherol 1000 IU 每天一次做預防，再施行手術。 

 

3. 放射性骨壞死之預防 
 

  由上述文獻回顧顯示，放射性骨壞死之預防有下列重點： 

(1) 減少組織不必要之放射傷害。 

(2) 建議應於放射治療前兩週拔牙、且拔牙傷口最好需縫合，

儘量減少齒槽骨暴露；最好放射治療後不要拔牙。若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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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治療後拔牙，適當之拔牙時機仍應視病人實際情況而

定。 

(3) 加強病患放射治療前後之口腔衛教，包括輕緩的刷牙並以

溫開水漱口、及 2-4 週定期檢查一次。通常容易有口腔黏

膜發炎或口乾症，則以口內膏敷用，或以泡有局部麻醉劑

之生理食鹽水漱口。且上下唇應擦拭唇膏，保持潤滑以防

止乾裂。 

(4) 唇顎切開之部位及傷口處理，建議選擇中線旁下顎切開，

較不會傷害牙齒。除此之外，並不建議於下顎骨體及下顎

骨角處進行下顎骨切開，易產生缺血性骨壞死。門齒之牙

齦最好不直接以電刀切開，必須以刀片小心切開，若下顎

門齒牙周狀況不佳或下顎骨切開後太接近牙齒，使牙齒周

圍無齒槽骨覆蓋，則反而應考慮拔除門齒並將殘留的齒槽

骨修形圓滑，以利骨切開處之傷口能有足夠之軟組織縫合

而能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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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口腔癌之治療追蹤 
 

1. 治療後之追蹤 
 

  口腔癌治療後之失敗個案，以往大多為口腔腫瘤復發與頸

部淋巴轉移 [1-6]，這兩部位也是治療後追蹤檢查的重點。由於醫

療技術進步以及多專科團隊整合治療的介入，各期口腔癌病患

之存活期在近年來已逐漸延長。雖然口腔與頸部仍是目前失敗

個案最容易發生的部位，但是隨著病患存活越久，第二癌症 [4-8] 

與遠端轉移 [6,9] 發生的機會也逐漸增加。因此治療後追蹤檢查的

重點除了口腔、頭頸部之外，第二癌症與遠端轉移之偵測也漸

漸被重視。 

 

  口腔癌之發生與檳榔、吸菸、酗酒三者有密切相關性，其

他有些惡性腫瘤也與這些不良嗜好有共同的相關性 [10-12]，有 15-

20% 之口腔癌病患會有第二癌症發生 [8]，特別是在曾與檳榔及

菸、酒致癌物接觸之上呼吸消化道黏膜 (例如其他口腔部位、咽

喉、食道、肺部)，尤其以治療後仍不能戒菸的病患最為常見，

因此我們必須強調戒菸衛教的重要性。 

 

  口腔癌治療後之失敗個案，大多發生在治療後的前三年，

在這一段期間需有較密集的定期追蹤檢查，通常是第一年為每 1

至 3 個月一次，第二年為每 2 至 4 個月一次，第三至五年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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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 6 個月一次，第五年後為每 6 個月至 1 年一次 [13]。除了偵

測可能的復發或轉移或第二癌症之外，藉由定期追蹤檢查也可

及早發現相關併發症之存在，進而改善病患之生活品質，此外

也是對病患及家屬的心理精神支持 [14]。 

 

2. 治療後之檢查 
 

(1) 病史詢問與理學檢查： 

這兩項目前仍是發現復發個案的最可靠方法，除了一般的

體重、營養狀況、飲食、體能之變化，著重於特殊症狀之

記錄，例如原發腫瘤部位出現新的壓痛性潰瘍或腫塊、持

續且不易緩解的頭頸部疼痛、唾液或痰液出現血跡、吞嚥

咀嚼退步、張口程度退步、牙齒鬆動、骨骼麻木疼痛等，

都是腫瘤可能復發或轉移的警訊 [14]。因此，對於口腔及頭

頸部務必給予詳細之視診與觸診，必要時針對上呼吸消化

道施行纖維內視鏡檢查及病理切片 [14]。 

(2) 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 

目前仍無特定的實驗室檢查項目被建議常規使用於口腔癌

治療後之定期檢查。另外，放療後第一次的追蹤檢查，通

常也建議於治療後三個月再施行 (除非病患之原發腫瘤未達

緩解或惡化、或是出現新的症狀)，以免因為治療過程產生

之局部反應而影響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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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建議可以考慮的追蹤檢查項目： 

A. 每年一次肺部 X 光，或每 1 至 2 年一次肺部電腦斷層

攝影 [14,15]，而針對 N2c 以上的病患或是治療後仍繼續

吸菸或過去是重度吸菸的病患，可考慮每 6 個月至 1

年給予一次肺部 X 光或電腦斷層攝影 [16,17]。 

B. 視症狀需要，給予頭頸部電腦斷層攝影或磁振造影，可

以用來評估局部腫瘤之正確範圍，也可以確定有無可疑

的頸部淋巴結轉移 [14,15]。 

C. 視症狀需要，給予腹部超音波、全身骨骼掃描，用來診

斷是否有肝腫瘤或遠端轉移、放射性骨壞死之鑑別。 

D. 正子攝影在口腔癌治療後追蹤檢查之臨床用途，仍未有

定論 [14-15,18]。 

(3) 內分泌功能檢查： 

對於曾接受頭頸部位放射治療之口腔癌病患，每 6 個月至

1 年給予一次甲狀腺功能之追蹤檢查 (TSH +/- T4) 仍屬必

要 [13-15]。 

(4) 定期牙齒健康之檢視與防止齲齒之治療。 

(5) 定期評估因治療而導致的併發症與失能程度： 

例如語言障礙、聽力減退、吞嚥困難、營養狀況、頸部肌

肉纖維化、牙關緊閉等，必要時給予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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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小組 
 

醫  院 科  別 姓  名 
成大醫院 耳鼻喉科 蔡森田 (主委) 

台大醫院 耳鼻喉科 婁培人 (總編輯) 

台大醫院 補綴科 王東美 

台大醫院 放射腫瘤科 王駿瑋 

台大醫院 腫瘤醫學部 陳若白 

台大醫院 口腔外科 鄭世榮 

新光醫院 耳鼻喉科 侯勝博 

林口長庚 耳鼻喉科 廖俊達 

林口長庚 整型外科 林志鴻 

中國附醫 耳鼻喉科 蔡銘修 

彰基醫院 血液腫瘤科 林正純 

彰基醫院 耳鼻喉科 陳穆寬 

彰基醫院 口腔外科 蔡國陽 

高雄長庚 耳鼻喉科 簡志彥 

國 衛 院 TCOG 劉滄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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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討論學會名單 
 

台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 

 

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 

 

台灣放射腫瘤醫學會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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