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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下咽癌佔台灣頭頸癌比率雖不高，不過多數病例在診斷時
已屬晚期，因此預後相對不佳。下咽癌治療方式的選擇需要多
專科團隊的共同合作，治療後的追蹤、治療衍生的併發症及後
遺症等，對於生活品質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這些都是值得關切
的議題。
過去幾年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支持下，陸續完成了【鼻咽
癌臨床診療指引】及【口腔癌臨床診療指引】，這些指引提供
台灣各醫院癌症治療團隊有利的參考資料，也獲得很好的迴
響。因此經由朱總編輯的努力下，召集國內頭頸癌專家－包含
耳鼻喉科、整型外科、放射腫瘤科、腫瘤內科及吞嚥語言領域
的專家們，共同研議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期間編輯委員歷經
多次的會議與共識討論，並與相關醫學會共同舉行公聽會後才
定稿，希望本書的發行能夠提供各醫院做為制定診療指引時的
參考，也是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的參考教材。由於各領域的
發展日新月異，也期待各位先進對於本指引的內容給予回饋，
以便再版時更臻完整。

蔡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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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下咽癌
解剖位置上來說，下咽是指介於會厭軟骨 (epiglottis) 上緣

至環狀軟骨 (cricoid cartilage) 下緣的這一段咽部區域 (圖一)。
上端與口咽 (oropharynx) 相接，下端則與食道 (esophagus) 相
連，下咽的前方是喉部。下咽部又可以區分為三個次區域
(subsites) ， 分 別 為 梨 狀 窩 (pyriform sinus) 、 後 環 狀 軟 骨 區
(post-cricoid area) 和後咽壁 (posterior pharyngeal wall)[1,2]。下
咽癌最常發生的次區域是梨狀窩，佔了八成以上 [3] 。組織型態
上，絕大多數下咽癌是由下咽黏膜所產生的鱗狀細胞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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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咽的解剖位置 (左圖) 及次區域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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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咽癌的發生原因
(1) 環境因素
和大多數頭頸部鱗狀細胞癌一樣，菸酒的使用同樣是下
咽癌發生的主要危險因子 [4] 。檳榔與下咽癌發生的相關性目
前正在研究中，而胃酸逆流與下咽癌發生風險之間的相關性
目前也未被證實 [5] 。如同口咽癌，有報告指出年輕、無抽菸
史的下咽癌與高致癌性的人類乳突病毒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感染相關[6]且有較好的預後[6,7]，但一
般報告高致癌性的人類乳突病毒在下咽癌的陽性偵測率均相
當低 (小於 5%)[8,9]，因此其致病及預後角色的重要性需要進
一步研究。此外，Plummer-Vinson 氏症候群的病患則被報告
有較高的機會發生位於後環狀軟骨區的下咽癌 [8] 。其他環境
相關危險因子，如營養、職業等，仍有待深入探討[4]。
(2) 遺傳因素
與人體內代謝菸草產生之多種主要前驅致癌物質，如多
環 芳 香 族 碳 氫 化 合 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等的酵素 cytochrome P450 1A1 (CYP1A1) 基因單核
苷酸多型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被認為
和漢族群的喉、下咽癌發生風險相關[10]。此外，和酒精代謝
相關的乙醇脫氫酶 1B (alcohol dehydrogenase 1B, ADH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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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乙醛脫氫酶 2 (aldehyde dehydrogenase 2, ALDH2) 基因
的單核苷酸多型性也被指出與日本族群的下咽癌發生風險有
關[11]。而抑癌基因 p53 codon 72 的單核苷酸多型性則被報告
與台灣下咽癌的發生風險具關聯性[12]。不過這些結果均需要
更多研究來加以證實。

2. 下咽癌的症狀
下咽癌好發於 50 歲以上，且以男性居多。病患較常見的症
狀有[1]：
(1) 喉嚨痛
(2) 吞嚥疼痛
(3) 牽引性耳痛
(4) 咽喉異物感
(5) 吞嚥困難
(6) 聲音嘶啞
(7) 體重減輕
(8) 頸部腫塊
(9) 嚴重時產生呼吸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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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早期的症狀並不明顯，因此大多數下咽癌病患就診
時，其臨床腫瘤分期已經是較為晚期 (第三、四期)[3,13]。此外，
研 究 顯 示 台 灣 下 咽 癌 病 患 產 生 第 二 原 發 惡 性 腫 瘤 (second
primary malignancy, SPM) 的年發生率為 2.9-4.6%[3,13]，而約三
分之一的下咽癌病患其第二原發惡性腫瘤發現於下咽癌診斷後
的 6 個月內 (synchronous SPM)[3]。下咽癌病患的第二原發惡性
腫瘤半數以上 (57-70%) 是位於非頭頸部區域，其中有 32-43%
為食道癌[3,13]。
根據國民健康署民國 101 年台灣癌症登記報告，下咽惡性
腫瘤發生個案數佔全部頭頸部惡性腫瘤 (不含甲狀腺癌) 發生個
案數的 10.3%，101 年初次診斷為下咽惡性腫瘤個案數 (1,009
人)[14] 較 89 年初次診斷個案數 (405 人) 整整增加了一倍以上，
變動可謂相當驚人。而下咽癌的死亡率亦是逐年攀升 (圖二)
[15]

。根據國民健康署 2006-2010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下咽

癌病患的五年整體存活率 (overall survival) 為 2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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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國人歷年下咽癌發生及死亡人數 (上圖) 及
年齡標準化發生率及死亡率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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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下咽癌之分期
目前下咽癌採用的分期為依據 2010 年第七版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的 TNM 分期系統 (如表一)
[1]

。治療前主要是根據原發腫瘤大小 (T)、頸部淋巴結轉移狀況

(N)、及是否有遠端轉移 (M) 等因素來決定腫瘤的臨床分期
(clinical stage, cTNM)。下咽癌常常需要整合內視鏡檢查、影像
學 (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 判讀、以及喉顯微手術時的發現，來
得到較為精確的臨床 T 分期[2]。如病患接受根治性手術，則可以
加上術後病理檢驗結果所獲得的資訊，依據 TNM 系統，綜合判
定其病理分期 (pathological stage, pTNM)。
表一

下咽癌分期

腫瘤大小 (T)
Tx

原發腫瘤情況不明

T0

無原發腫瘤

Tis

原位癌 (carcinoma in situ)

T1

原發腫瘤侷限於一個次區域 (subsite)，並且/或是最大
徑小於或等於 2 公分

T2

原發腫瘤侵犯一個以上的次區域 (subsite)、或是侵犯
鄰近區域、或是最大徑大於 2 公分但小於或等於 4 公分
且無聲帶固著 (fixation) 情形

T3

原發腫瘤最大徑大於 4 公分、或單側聲帶固著、或食道
侵犯
下咽癌之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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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大小 (T)
T4a

中度嚴重疾病 (moderately advanced local disease)
原發腫瘤侵犯甲狀軟骨/環狀軟骨、舌骨、甲狀腺、或
是頸部中央軟組織空間 (包括喉前帶狀肌群 strap m. 和
皮下脂肪)

T4b

非常嚴重疾病 (very advanced local disease)
原發腫瘤侵犯脊椎前筋膜 (prevertebral fascia)，包裹
住頸動脈，或是侵犯縱膈腔構造

頸部淋巴結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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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側有多顆轉移淋巴結且最大徑小於或等於 6 公分

N2c

在對側或兩側均有一或多顆轉移淋巴結，且最大徑小於
或等於 6 公分

N3

有直徑大於 6 公分之轉移淋巴結

遠端轉移 (M)

10

M0

無遠端轉移情形

M1

出現遠端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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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T、N、M 分期，訂定最後的臨床或病理腫瘤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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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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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咽癌治療前之檢查與評估
下咽癌治療前的檢查，應包括完整的理學檢查與評估，及

病灶處的切片以確定病理學診斷。除了詳細記載臨床所見，評
估腫瘤侵犯範圍及是否有轉移現象，以便建立癌症的分期；再
依照臨床指引及病患的身心狀況，與病患、家屬溝通討論後，
擬定最適切的治療方針。針對治療前檢查與評估分別敘述如下：

1. 下咽癌治療前建議的檢查
(1) 常規健康檢查
包括血液檢查、肝、腎及心肺功能評估，以了解共病因
子及健康狀況，以免影響手術後傷口癒合或化放療後的骨髓
修復能力。
(2) 癌症分期的影像學及咽喉內視鏡檢查
原發病灶與頸部淋巴轉移狀態的影像學檢查，包括頭頸
部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都可以依影像數據的呈現來評估腫
瘤。病患也應接受胸部 X 光或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除了
評估治療前肺部的狀況，也可確認是否有肺部轉移現象。另
外建議執行腹部超音波、正子造影 [1] 、骨骼掃描等檢查來排
除惡性腫瘤的轉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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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喉內視鏡檢查對於下咽癌病患的腫瘤侵犯範圍評估非
常重要，這種低侵襲性檢查可以在各種治療期間，即時提供
影像以評估治療反應，進而調整或改變治療方向 [2] 。另建議
下咽癌病患增加食道部位的檢查，除了能確認下咽腫瘤是否
侵襲到食道壁外，也可以排除同時發生中下段食道癌的可能
性[3]。
(3) 同發性惡性腫瘤 (Synchronous malignancy) 檢查
國人發生下咽癌多與吸菸、喝酒和嚼食檳榔有關，這些
致癌物質往往也可能造成上呼吸消化道的癌化。下咽癌是頭
頸癌中最容易發生第二原發惡性腫瘤者，其中發現的第二種
癌症以食道癌與肺癌最常見 [4] 。因此，下咽癌病患在治療前
或治療後皆建議定期接受食道部位檢查，以確認是否有同發
性 (synchronous) 或異發性 (metachronous) 食道癌的可能
性。晚期的下咽癌病患，亦同時建議治療前後定期接受胸部
X 光或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以排除肺部病灶。
(4) 言語及吞嚥的評估
在下咽癌的治療方針中，建議於治療前進行言語及吞嚥
評估，有助於治療完成後的再次評估及擬定言語、吞嚥訓練
計畫[5]。

下咽癌治療前之檢查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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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養照護
下咽癌治療前，建議先進行營養評估；並於治療後六週
至三個月再次評估，可防止因進食不順或吞嚥困難而導致營
養缺乏。營養評估後，必要時可考慮給與預防性或治療性腸
道餵食 (鼻胃管或胃造口等方式)，以維持適當的營養[6]。
(6) 菸癮及酒癮的考量
此類病患具有吸菸或喝酒習慣的比例很高，如果能盡早
戒除這些不良習慣，可以降低併發症，也能減少其他續發性
惡性腫瘤的可能性[7]。

2. 結論
治療前完整的檢查與評估，可提供治療團隊醫師正確資
料，選擇最適切的治療方式，對於病患生活品質的提升與存活
率的改善，皆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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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1. 原發部位之處理
下咽癌治療的主要目標是希望能夠治癒疾病同時又能保存
器官功能。由於下咽部在解剖位置上與人體的發聲、吞嚥與呼
吸等重要機能息息相關，下咽癌的治療往往會無法同時兼顧上
述三大功能。
下咽癌的手術最早是由 Dr. Cheever[1] 於 1878 年提出，以
lateral pharyngotomy 合併 mandibulotomy approach 方式來切
除下咽腫瘤，後來又歷經了許多的演變與改良。在 1990 年代以
前，下咽癌的治療主要是以手術加上術後放射治療 (放療) 或化
學放射治療 (化放療) 的方式為主[2]。近年來由於器官保留觀念
的逐漸盛行，以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的方式來治療下咽癌也較為普遍 [3]。然而器官
的保留並不代表器官功能的保留，對於較晚期的 T4 腫瘤，以傳
統手術加上術後放療或化放療，其預後往往會比 CCRT 的治療
方式好[4]。
目前下咽癌的手術方式大致上可分為功能保留性手術
(conservation surgery) 與廣泛性切除手術 (radical surgery)。前
者又分為內視鏡切除手術和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通常適用於
T1、T2 及部分 T3 的腫瘤；而後者大多用於廣泛局部侵犯的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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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常合併喉部摘除。
(1) 功能保留性手術－內視鏡切除手術 (Conservation

surgery-endoscopic procedure)
內視鏡下咽腫瘤切除係指非經頸部開放切口進行之腫瘤
切除術，目前最常用之術式為結合顯微導引二氧化碳雷射之
經口雷射顯微手術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TLM)。與
其他器官保留治療相同，其優點能保留大部分咽喉的正常結
構、不需施行重建手術，使咽喉較快恢復其功能，同時避免
因高劑量放射或化學治療藥物導致的後遺症 [5] 。近年來，由
於微創手術的觀念與技術逐漸進步，內視鏡下咽手術也漸被
普遍接受，已成為合適病患的首要治療選擇[6]。

A. 內視鏡手術的適應症
內視鏡腫瘤切除手術是較新的治療方式，治療上雖
無年齡之限制，但療效卻和腫瘤大小及位置高度相關，
如何取得最佳的手術中視野也至為關鍵。內視鏡下咽腫
瘤切除術之適應症目前尚無完全一致的共識，文獻記載
從 T1 到 T4 之下咽腫瘤皆有施行的報告，但其治療成效
各異[7]。大部分文獻同意腫瘤分期 T1、T2 及部分 T3 的
腫瘤較適合施行內視鏡下咽腫瘤切除。對於廣泛局部侵
犯 (locally advanced) 的腫瘤，由於目前報告之個案數較
少，以內視鏡切除的角色則較不明確。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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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以內視鏡切除之下咽癌包括位於梨狀窩的上
方部位及侵犯內壁與前壁的腫瘤。對於侵犯外壁或後壁
的腫瘤，若腫瘤尚無深部侵犯，仍可進行切除。但若外
側壁侵犯已深入側咽腔 (parapharyngeal space)，以內
視鏡手術切除雖非絕對禁忌症，但有可能增加咽皮瘻管
(pharyngocutaneous fistula)、感染、頸動脈傷害等風險
[5,8]

。
一般認為，內視鏡下咽癌手術的禁忌症包括術前已

發現甲狀軟骨侵犯、或腫瘤已侵犯頸部或舌根組織。此
外，若下咽腫瘤已廣泛侵犯至食道及後環狀軟骨區、或
雙側杓狀軟骨周圍，由於術後可能導致呼吸與吞嚥障
礙，不利於術後器官功能之保存，也被視為較不適合接
受內視鏡切除之腫瘤位置[9]。

B. 內視鏡手術的方法
目前內視鏡切除手術以 TLM 最常見。手術的方法，
首先經由全身麻醉並且氣管內管插管，少數情況下需要
施行氣切手術。接著以懸吊式喉鏡經口腔置入，調整位
置使腫瘤進入最佳視野，接著設置手術顯微鏡並連接二
氧化碳雷射裝置，在顯微鏡視野下進行腫瘤切除，同時
使用雙極或單極電燒進行止血。手術過程中常需不斷調
整懸吊式喉鏡及顯微鏡的位置，以取得最佳的腫瘤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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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黏膜的視野，以期達成最理想的切除，必要時需輔以
多種角度之遠距內視鏡影像系統在不同視角下檢查。理
想的腫瘤切緣應達到 15-20 mm 內的安全邊界[9]，但也
有學者認為淺層侵犯的腫瘤只需 5 mm，較大深度侵犯
的腫瘤切緣也僅需 5-10 mm[5]。較小的腫瘤一般均以整
塊切除 (en-bloc resection) 的方式進行；較大腫瘤切除
時，可允許二氧化碳雷射切過腫瘤逐塊切除 (piecemeal
resection)，以便確認腫瘤的深度。切除後應將腫瘤四周
黏膜取樣進行病理組織冰凍切片化驗，待報告確認腫瘤
切緣為陰性，且同時無出血情形即完成手術。
近年來除 TLM 手術外，亦有文獻報告其他內視鏡下
咽 手 術 ： 例 如 經 口 機 器 手 臂 手 術 (transoral robotic
surgery; TORS)[10,11] 或 電 視 遠 距 影 像 系 統 之 手 術
(transoral videolaryngoscopic surgery; TOVS)[12]。上述
內視鏡下咽手術因屬較新的術式，已發表個案數遠不及
TLM，其適應症與手術成效仍待進一步報告分析。

C. 內視鏡手術的治療成效
自 1980 年代內視鏡雷射手術較廣泛用於咽喉癌治
療起，儘管下咽癌手術之原則發展較晚，近年來已有逐
漸取代同樣適應症之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的趨勢。在癌
症控制治療成果方面，根據 2000 年以後發表的文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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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以內視鏡手術為初始治療 (含術後合併其他輔助療
法) 病患之五年整體存活率 (overall survival) 約 44% 到
74.9%[13] －此治療成效與其他治療方式雷同。在喉部保
留率方面，採用內視鏡治療的病患中，五年喉部保留率
約為 87-100%[7]，其他功能性指標如胃造口率 (代表無法
經口正常進食) 約為 1.6-21.5%、永久氣切率 (代表喉部
無法發揮閥門功能而導致嗆咳或誤吸) 約為 0-3.5%。
相較於開放式手術，內視鏡手術的住院日數較短
[6,14]

，需接受氣切比例較低，也能較早移除氣切管與鼻胃

管 [6,8,14] 。相較於同步化放療，內視鏡手術因切下之組織
可接受完整病理分析，對於腫瘤型態、神經、血管以及
淋巴的侵犯有較為準確的資訊，對於疾病預後以及輔助
治療計畫的施行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7]。
內視鏡下咽腫瘤切除術的最大缺點在於符合適應症
之病患較少，多數適用於內視鏡手術治療的病患須為局
部早期腫瘤，但臨床上超過五成的病患在初診時已有廣
泛的局部侵犯，手術困難性也較高。此外，內視鏡下咽
腫瘤切除術的成功，需高度倚賴有經驗的喉頭頸外科醫
師團隊，才能有較佳的治療成效[15]。
(2) 功能保留性手術－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 (Conser-

vation surgery-ope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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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為治療下咽癌之一種功能保留性手
術。擬定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治療計畫時，最重要的目標是
徹底根除腫瘤以及盡力保留發聲、吞嚥及呼吸等咽喉功能。
治療計畫的擬定取決於腫瘤的臨床分期、組織學類型、病患
的心理及生理狀況、醫師的專業判斷和病患的偏好等因素。
其中正確的腫瘤臨床分期－特別是原發腫瘤侵犯的部位及範
圍－是決定能否採取此類手術治療最重要的因素。

A. 根據原發腫瘤侵犯部位及範圍的不同，手術可分
為以下術式
(A) 部 分 側 咽 切 除 手 術 (Partial lateral pharyngectomy)
適用於只侵犯梨狀窩外側壁或合併侵犯後咽壁的
腫瘤。腫瘤切除常需合併切除部分甲狀軟骨及舌骨，
因為喉部並不在手術切除範圍內，因此喉部不需重
建，而梨狀窩外側壁或後咽壁的缺損則需要重建。一
般而言，手術後發聲及吞嚥機能較不受影響。施行此
項手術需考慮同時併行氣切手術，手術後通常可移除
[16,17]

。

(B) 部分後咽切除手術 (Partial posterior pharyngectomy)
適用於只侵犯後咽壁之腫瘤。因為喉部並不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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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切除範圍內，因此喉部不需重建，而後咽壁缺損則
需要重建。一般而言，手術後發聲及吞嚥機能較不受
影響。施行此項手術需考慮同時併行氣切手術，手術
後通常可移除[18,19]。
(C) 聲門上半咽喉切除手術 (Supraglottic hemilaryngopharyngectomy)
適用腫瘤侵犯梨狀窩內側壁上部或杓會厭襞
(aryepiglottic fold) 或其他部位腫瘤侵犯到此處者。雖
然部分喉部組織已受侵犯，但腫瘤仍侷限於聲門上
區，並未侵犯聲門旁間隙 (paraglottic space)。手術
包括部分咽切除、聲門上半喉切除及部分甲狀軟骨切
除，視腫瘤侵犯範圍常需合併部分會厭軟骨及舌骨切
除。因同時施行部分咽及喉切除，咽喉部的組織缺損
較大而需要進行重建，以改善術後發聲及吞嚥等咽喉
功能。施行此項手術需考慮同時併行氣切手術，手術
後視情況決定是否移除氣切，有些病患可能需要永久
氣管造口[20-24]。
(D) 環 狀 軟 骨 上 半 咽 喉 切 除 手 術 (Supracricoid
hemilaryngopharyngectomy)
適用於腫瘤侵犯範圍為梨狀窩內側壁上部並延伸
至杓會厭襞、聲門上區及聲門旁間隙時。手術包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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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咽切除、環狀軟骨上半喉切除及部分甲狀軟骨切
除，視腫瘤侵犯範圍常需合併部分會厭軟骨及舌骨切
除[25-27]。若腫瘤侵犯至梨狀窩尖端部 (apex)，則可能
需切除部分環狀軟骨而成為廣泛性垂直式半咽喉切除
手術 (extended vertical hemilaryngopharyngectomy)
[28,29]

。因同時施行部分咽及喉切除，咽喉部的組織缺

損較大而需要進行重建，以改善術後發聲及吞嚥等咽
喉功能。施行此項手術需考慮同時併行氣切手術，手
術後視情況決定是否移除氣切，有些病患可能需要永
久氣管造口。
(E) 近全咽喉切除手術 (Near-total laryngopharyngectomy)
當腫瘤侵犯範圍為梨狀窩內側壁上部並延伸至杓
會厭襞、聲門上區及聲門旁間隙時，亦可以選擇施行
近 全 咽 喉 切 除 手 術 並 建 立 氣 管 咽 部 分 流 (tracheopharyngeal shunt)，藉此重建發聲功能並避免誤吸，
咽部組織缺損需要進行重建[30,31]。施行此項手術需併
行永久氣管造口。

B. 適應症與禁忌症
早期腫瘤 (T1、T2) 除環狀軟骨後區腫瘤之外，均可
考慮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部分晚期腫瘤 (T3、T4)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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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單側聲帶麻痺、聲門旁間隙侵犯、梨狀窩尖端部侵
犯、甲狀軟骨破壞與喉外組織侵犯等，若手術仍能保留
對側未受腫瘤侵犯之杓狀軟骨、部分甲狀軟骨、喉返神
經及甲杓肌 (thyroarytenoid muscle) 時，都不是手術之
絕對禁忌症，部分病患仍可以考慮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
[25-29]

。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之禁忌症為：腫瘤侵犯杓間

區 (interarytenoid area) 或後環狀軟骨區中線；年齡較
大、體質較差、不能耐受術後誤吸現象者，也較不適合
施行易引起術後誤吸的聲門上或環狀軟骨上半咽喉切除
手術。

C. 咽喉缺損的重建
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大都需要進行咽部組織缺損的
重建，若同時有喉部組織缺損亦需考慮施行喉部重建。
重建方法之選擇需考量組織缺損的部位及範圍、過去是
否接受過手術或化放療、病患的生理與心理狀況與醫師
的偏好選擇等。重建方法可以使用直接縫合、局部黏膜
瓣、局部肌皮瓣、區域肌皮瓣或自由皮瓣 [31-33] 。重建的
目標為盡量重建發聲及吞嚥功能，並減少術後的誤吸造
成吸入性肺炎。
開放式部分切除手術一方面可以根除腫瘤，同時又
可保留咽喉功能，提供下咽癌器官保存治療的另一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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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34] 。手術的方式必須依據腫瘤侵犯的部位及範圍而有
不同的選擇，擬定治療計畫也需要更加縝密。
(3) 廣泛性切除手術 (Radical surgery)
下咽癌因生長位置靠近喉部，腫瘤常會直接或經由黏膜
下侵犯喉部，或是接受部分咽喉切除後可能產生嚴重的誤
吸，而需要施行包含全喉切除術在內的廣泛性切除手術。一
般而言，手術的適應症主要包括較晚期的原發腫瘤和化放療
失敗後的救援手術 (salvage surgery)。

A. 根據原發腫瘤侵犯部位及範圍的不同，手術可分
為以下術式
(A) 全 喉 切 除 術 及 部 分 咽 切 除 術 (Total laryngectomy and partial pharyngectomy)
適應症：
 梨狀窩腫瘤往內侵犯喉部；
 往下侵犯梨狀窩尖端部；
 往外侵犯梨狀窩外側壁或頸部軟組織。

(B) 全咽喉切除術 (Total laryngopharyngectomy)
適應症：
 梨狀窩腫瘤往後咽壁侵犯並超過中線；
 後咽壁晚期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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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瘤侵犯後環狀軟骨區黏膜；
 腫瘤侵犯食道開口附近黏膜，如果腫瘤往下侵

犯更多的頸部食道，則須做全咽喉食道切除術
(total laryngopharyngoesophagectomy)；
 腫 瘤 侵 犯 椎 前 筋 膜 (prevertebral fascia) ， 在

AJCC cancer staging system 為 T4b，一般而
言治療預後不佳。

B. 切除組織範圍
上述術式其切除範圍除了喉部及咽部組織之外，也
可能包括帶狀肌 (strap muscles)、舌骨、同側甲狀腺、
氣管旁淋巴結 (paratracheal lymph nodes) 及食道旁淋
巴 結 (paraesophageal lymph nodes) 。 術 後 氣 管 斷 端
(tracheal stump) 會直接縫合在頸部皮膚做永久氣管造
口。

C. 手術安全切緣
因為下咽癌腫瘤常有黏膜下侵犯，因此建議黏膜切
緣至少要有 15-20 mm 的安全邊界[35]，手術中再以冰凍
切片做輔助，來評估手術切緣是否仍有殘存之腫瘤細
胞。術後再依病理報告決定是否接受輔助性治療。

D. 頸部淋巴結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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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咽部因有豐富的淋巴循環，所以頸部淋巴結的轉
移也較其它頭頸癌為高，約有 70% 病患在發現時已有頸
部淋巴結轉移。下咽癌病患若是做頸部淋巴廓清術，應
至少包含頸部 Level II, III, IV 的淋巴結。若是腫瘤僅侷限
在側壁，一般而言，單側頸部淋巴廓清術之範圍即可；
若是原發腫瘤有侵犯超過中線，則建議做雙側頸部淋巴
廓清術。
而針對氣管旁淋巴結的處理，有研究顯示若腫瘤僅
侷限在下咽部，約有 8.3% 的機會轉移至氣管旁區域
[36]

；若腫瘤已侵犯至頸部食道時，71.4% 會有淋巴結轉

移，所以在手術時必須特別留意這一區。至於後咽淋巴
結 (retropharyngeal lymph node) 的處理，雖然有研究顯
示 20% 的下咽癌病患可能有後咽淋巴結轉移[37]，但目前
並未將此區域納入常規頸部淋巴結清除之範圍。

E. 咽部缺損的重建
腫瘤切除後，若剩餘咽部黏膜寬度不足三公分，可
能無法直接縫合，如果勉強縫合將造成術後吞嚥困難，
此時需要考慮施行咽部缺損重建，以利術後吞嚥機能的
恢復。重建方法包括根蒂皮瓣 (pedicle flap) 和游離皮瓣
(free flap) ， 常 用 的 方 法 有 胸 大 肌 肌 皮 瓣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前側大腿游離皮瓣 (a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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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al thigh free flap) 、 前 臂 游 離 皮 瓣 (forearm free
flap)、游離空腸瓣 (free jejunum flap)。若是取用游離空
腸瓣重建，則建議病患需在術中做空腸造口術
(jejunostomy)，以便術後提供營養支持。若是合併做全
咽喉食道切除術，則可用 gastric pull-up procedure[38] 或
是大腸轉位 (colon interposition)[39] 來重建咽部與食道。

F. 術後注意事項
術後頸部需要以引流管進行引流，使用抗生素防止
術後傷口感染，並給予管灌飲食以維持足夠的營養。術
後同時也要注意血紅素、白蛋白、電解質及肝腎功能的
變化，並注意口腔衛生照護。需密切觀察可能發生的傷
口感染與咽皮瘻管。針對此部分，術後 7-10 天可安排水
溶性顯影劑吞嚥攝影檢查，以偵測縫合處之完整性。若
病患有接受術後放射治療，定期甲狀腺機能的監測也是
必要的。

G. 術後潛在的併發症
術後常見的併發症包括：咽皮瘻管、傷口感染、出
血 、 甲 狀 腺 機 能 低 下 、 上 消 化 道 壓 力 性 潰 瘍 (stress
ulcer)、咽食道狹窄 (pharyngoesophageal stenosis)、
氣管造口狹窄 (stomal stenosis)。此外，病患術後也常
有容易咳嗽、痰液較多、氣管造口結痂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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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術後輔助性治療 (Adjuvant therapy) 原則
若手術後病理檢查發現黏膜切緣有腫瘤侵犯或接近
腫瘤、晚期 T classification、神經旁侵犯 (perineural
invasion)、淋巴管血管侵犯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淋巴結轉移與淋巴結膜外侵犯 (extracapsular spread)
等，建議做術後輔助性治療，以提高局部與頸部疾病的
控制率。

2. 頸部之處理
頸部淋巴結的轉移與否對下咽癌的分期、治療及追蹤有決
定性的影響，尤其下咽部有豐富的淋巴循環，下咽癌病患有很
高的危險性會發生癌細胞早期轉移到頸部淋巴結，因此對於頸
部的處理是下咽癌治療的一大重點。頸部除淋巴循環外，尚包
含許多人體重要的神經、肌肉及血管，近幾十年來，隨著對下
咽癌頸部轉移型態的了解，如何同時對腫瘤有最佳的控制，並
儘量保存頸部重要的構造和功能，是目前治療下咽癌病患頸部
的手術新觀念[40-42]。

(1) 頸部的淋巴分區
頸部蘊藏著豐富的淋巴管道與淋巴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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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頭頸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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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淋巴分區是沿用美國 Sloan-Kattering 癌症中心的分區，
1991 年美國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 (American Academy of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AAO-HNS) 的頭頸
手 術 及 腫 瘤 學 委 員 會 (Committee for Head and Neck
Surgery and Oncology) 和美國頭頸學會 (American Head
and Neck Society) 開會，詳細地將頸部淋巴廓清術頸部的淋
巴結定義為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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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01 年又開
了一次共識更新會議，將其中第 I、II、V 區再細分為 A、B
兩個次分區[44]，2008 年的會議又同時針對放射科醫師與頭頸
外科醫師對淋巴結應區分為哪一區有不同意見的情況，明確
地訂出影像學上分區界線之標的物〔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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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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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外科醫師與放射科醫師對頸部淋巴轉移位置的歧異。除此
之外，也對如何提交手術淋巴組織給病理科檢驗及上縱膈腔
淋巴結的命名提出建議[45]。這三次的共識會議對臨床醫師描
述淋巴結的轉移大有助益，也讓醫界對頸部淋巴分區有了共
通的語言。

(2) 頸部廓清術的分類
為了將轉移到頸部的癌細胞清除，需要對頸部的淋巴及
組織做切除，這種手術稱為頸部廓清術 (neck dissection)。
基本上，頸部廓清術可分為以下四類[44]：

A. 根除性頸部廓清術 (Radical neck dissection;
RND)
清除第 I-V 區的淋巴結，並將下頷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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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除 性 頸 部 廓 清 術 (Modified radical
neck dissection; mRND)
清除淋巴結第 I-V 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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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名稱中，改良型根除性頸部廓清
術還分第 I 型、第 II 型、第 III 型，其中第 III 型同時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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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構造及其功能，因此又被稱為功能性頸部廓清
術 (functional neck dissection; FND)。但 2001 年 AAOHNS 的會議上也建議取消第 I 型、第 II 型、第 III 型的分
類方式，而改用改良型根除性頸部廓清術並註明保留脊
副神經、內頸靜脈、胸鎖乳突肌中的哪些構造，以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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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區淋巴結其中幾區
的 淋 巴 組 織 。 早 期 名 稱 也 有 分 supra-omohyoid neck
dissection (第 I-III 區)、anterio-lateral neck dis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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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AAO-HNS 會議上也建議以上名稱改為選擇性頸部廓清
術，並在後面括號註明清除的淋巴結範圍，例如 supraomohyoid neck dissection 應改為 SND(I-III)。近年來，
更有一些文獻指出在臨床上沒有懷疑頸部淋巴轉移的病
患，第 IIb 區的淋巴腺很少有癌症轉移，因此可以省略第
IIb 區的淋巴清除，這種更精簡的頸部廓清術為 super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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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擴大性頸部廓清術 (Extended neck dissection)
顧名思義是除了原本 RND 的範圍，另外切除更多的
淋巴組織或非淋巴組織構造的手術，額外切除的構造要
在 後 面 括 號 註 明 ， 例 如 extended neck dissection
(common carotid artery)。

(3) 頸部廓清術的演進
1880 年 Kocher 開始提倡經頸切除舌癌時一併清除下頷
腺三角部位的淋巴組織[48]，1888 年波蘭籍醫師 Jawdyski 於
非英語系統的文獻發表，開始提出根除性頸部廓清術的概念
[49]

。1905 年 Crile 再次提出此觀念，將其 105 例的手術細節

詳述、繪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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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的廣
泛使用。一直到 1950 年代經 Martin 等人的大力推展，根除
性頸部廓清術才成為治療頭頸癌、且懷疑可能有頸部轉移之
標準治療頸部的方法[51]。但根除性頸部廓清術會造成病患功
能的喪失，例如嚴重的肩膀症狀及明顯的頸部外觀改變。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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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脊副神經、內頸靜
脈、胸鎖乳突肌等結構，並不會影響腫瘤的控制。1952 年
Saurez 最早提出功能性頸部廓清術的觀念，並於 1963 年發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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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於西班牙文獻[52]；義大利頭頸外科大師 Bocca 也大力推廣
此方法，並於 1967 年將它發表於英文文獻[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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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54]。根據許多解剖學、放射學、病
理學及臨床研究顯示 [55] ，頸部淋巴轉移根據不同的癌症部
位，有不同的好發區域，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預測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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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我們可以僅清除高度懷疑有可能淋巴轉移的區域，以減
少術後的併發症及功能的喪失[56]。

(4) 下咽癌病患的頸部治療
頸部治療對下咽癌病患是極度重要的，因為頸部淋巴結
的轉移與否和預後相關，頸部是否有適當治療是決定預後的
關鍵。而頸部淋巴廓清手術移除頸部淋巴循環，是治療頸部
最直接快速的方式，然而手術必然也伴隨著構造上的缺損和
可能的功能喪失，因此，在什麼情形下需要進行手術、手術
的範圍要多廣泛，也是學界長期討論的重點。基本上，根據
病患臨床上的表現，可分為三種情形：

A. 對臨床上沒有明顯頸部轉移 (cN0) 的頸部處理
臨床上判斷有無淋巴結轉移，主要還是做觸診檢查
及影像學檢查如超音波 (可合併細針抽取病理化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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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斷層、磁振造影、正子造影等，如果臨床上沒有明顯
頸部轉移 (cN0)，建議仍需做預防性頸部淋巴廓清術
(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prophylactic neck dissection)；因為下咽部有豐富的淋巴循環，在臨床上沒有明
顯淋巴結轉移的頸部、接受過預防性頸部淋巴廓清術的
檢體中，仍有 30-40% 可以在病理檢驗中發現淋巴結已
有癌症轉移，稱之為潛藏性轉移 (occult metastasis)[4142,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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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廓清術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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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對腫瘤的控制，只要潛藏性轉移的機會大於 15%，就
應施行預防性頸部淋巴廓清術 [60] 。至於手術的範圍，根
據 Shah 對上消化呼吸道癌症淋巴轉移形態的研究，下
咽癌容易轉移到 level II, III, IV 區[61]，因此，預防性頸部
淋巴廓清術應包含 level II, III, IV 區。Buckley 等人的研
究也支持這種做法，在他們的病患中，N0 的病患淋巴轉
移多侷限在 level II, III, IV 區，即使在臨床上懷疑有頸部
轉移 (cN+) 的病患，病理上 level I 及 level V 發現有轉移
者也不常見。然而，若下咽癌侵犯聲門下區、梨狀窩尖
端部、或後環狀軟骨區，除了 level II, III, IV 區外，他們
也建議同時施行 level VI 的頸部淋巴清除[62]。雖然一般
文獻建議 level II, III, IV 區頸部淋巴清除，但最近的文獻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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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下咽癌 N0 的病患，level IIb 很少有淋巴轉移[6365]

，或許可以省略 level IIb 的淋巴廓清，可能可以降低

術後脊副神經功能的受損並改善肩部的功能[66]。對於下
咽癌是否應進行對側預防性頸部淋巴廓清術仍未有定
論，不過有些文獻建議若病患的腫瘤侵犯梨狀窩內壁、
後咽壁或後環狀軟骨區，則可考慮對側預防性頸部淋巴
廓清術[67-73]。

B. 對臨床上懷疑有頸部轉移 (cN+) 的頸部處理
根據傳統的觀念，頭頸癌病患包括下咽癌的病患有
頸部轉移時，應同時對原發腫瘤與頸部做一個整體的切
除，也就是前述的根除性頸部廓清術。但根除性頸部廓
清術會造成病患功能的喪失，例如有嚴重的肩膀症狀及
明顯的頸部外觀改變，於是頭頸外科醫師開始思考能不
能用更保守的方法，使病患的生活品質提升卻不影響腫
瘤 控 制 。 Shah 發 現 這 群病患在做完頸部廓清術後僅
82% 的病理報告確定有頸部轉移[56]。在一個針對 106 位
臨床上懷疑有頸部轉移 (N1-N2c) 的病患進行 SND 的研
究中，只有 6 位病患有頸部復發，SND 的頸部控制率高
達 94.3%。這個研究支持了臨床上懷疑有頸部轉移的病
患，仍可以使用 SND 來治療[74]。其他研究也支持這種看
法，但強調需要倚賴臨床醫師的經驗並更慎重地選擇病

36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患，例如選擇 N1 或部分 N2 的病患只侵犯到 level II 或
III 者[75-79]。然而，即使有這些準則提供參考，如果頸部
已有多個 level 淋巴結轉移的跡象，則很可能頸部淋巴結
的轉移會超出下咽癌常進行的 SND level II, III, IV 區域之
外。在這種情形下，或許 mRND 加上術後的放射治療
(合併或不合併化療) 是更合適的選擇[55]。

C. 以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為首次治療病患
的頸部處理
對於下咽癌的病患，近年有越來越多使用放射治療
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以期保留喉部及下咽的功能，這些
病患治療完成後，頸部需不需要再做手術？這會有兩種
情況出現，即治療完成後臨床判斷無殘存腫瘤和仍懷疑
有腫瘤殘存或復發者。針對治療完成後臨床判斷無殘存
腫瘤者 (N0)，目前的證據支持觀察即可[80]。雖然頸部廓
清術是相對安全的手術步驟，對放射治療前有頸部淋巴
結轉移者實施常規的頸部廓清術並不需要 [80-81] ，尤其對
放射治療後頸部淋巴結轉移完全緩解者，常規的頸部廓
清術也沒有增進病患的頸部控制率或整體存活率 [82-83] 。
然而對於放射治療後頸部淋巴結轉移部分或毫無緩解
者，頸部廓清術就有需要了。對於放射治療後多久需評
估治療的反應，一般建議在放射治療後 4 至 8 週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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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81,84] 。不過要決定是否有腫瘤殘存，有時並不容易
診斷，CT 及 MRI 都有一定的偽陽性比例 (7-57.4%)[8587]

。而文獻上顯示，當懷疑有腫瘤殘存時做頸部廓清手

術，也僅有 39-46% 病理化驗發現有腫瘤存在[88-90]。有
些研究顯示正子造影對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後
的頸部狀態有較佳的診斷率 [91-94] ，但也有研究報告持反
對的意見[95]。

(5) 結論
針對下咽癌病患的頸部手術治療，是控制疾病成功與否
的重要一環。儘管目前對於治療的範圍及時機仍有許多未解
的爭議，但隨著對下咽癌頸部淋巴轉移形態的更加了解，以
及頸部廓清術方法的演進，頭頸外科醫師可以有較多的選
擇，在不影響疾病控制率下，使用保留功能的頸部廓清術來
減低術後併發症，以期提升下咽癌病患手術後的生活品質。

3. 重建手術
下咽癌是容易被忽略的疾病，往往在診斷時就已經是晚期
的病灶，而且常合併有淋巴和遠處的轉移。此外，有很高比例
的病患可能有第二個原發腫瘤 (同發性或異發性)，這些都是造
成治療預後不盡理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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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咽癌切除後，外科醫生都會面臨以根蒂皮瓣 (pedicle flap)
或游離皮瓣 (free flap) 來重建消化道的選擇。一般而言，部分下
咽切除後能夠直接縫合且保有吞嚥功能的最小黏膜寬度為三公
分 [96] 。局部晚期的腫瘤在接受廣泛性咽喉切除手術後，其剩餘
咽壁組織大多無法進行直接縫合，勉強的縫合有可能造成手術
後的瘻管或狹窄。另一方面，近年來較流行的器官保留性治療
在合併化學放射治療失敗後，若再接受救援手術切除，咽部組
織因放射治療的傷害，以直接縫合或局部皮瓣來重建下咽部就
更困難。
無論初次或救援性下咽癌手術切除後，何者是最好的重建
方法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一般而言，下咽重建手術的目標是
要提供一階段的重建方法，此方法有較低的手術併發症、較短
的住院天數、較早期的言語及吞嚥功能復健，與較高的術後放
射治療耐受度。常用的重建手術選擇包括根蒂皮瓣及游離皮瓣。

(1) 根 蒂 胸 大 肌 肌 皮 瓣 (Pedicle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 PMMCF)
PMMCF 最早在 1979 年被提出來使用於頭頸部的重建
[97]

，相較於根蒂胸三角皮瓣 (pedicle deltopectoral flap)，

PMMCF 在頭頸部重建上具有一階段重建的優點[98]。對於近
全 (near-total) 或全咽切除的管狀缺損，將皮瓣的皮膚面反摺
並縫成管狀結構，上方與舌根和口咽後壁縫合，下方與頸部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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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縫合。然而，PMMCF 的皮膚和肌肉部分通常相當肥
厚，因此要將其縫合成理想的管狀結構有時會有困難，手術
後的併發症如咽皮瘻管及遠端狹窄的發生率也較高。在一篇
探討下咽及頸部食道重建的回顧性文章中顯示，以 PMMCF
重建下咽的咽皮瘻管發生率為 0-57%，平均為 27%；遠端狹
窄發生率為 0-43%，平均為 17%[99]。
以 PMMCF 重建下咽最主要的優勢是皮瓣獲取容易，不
需顯微手術，可大幅減少手術時間，對於一些身體狀況不佳
的下咽癌病患尤其重要。而大片扇形的肌肉部分也可以保護
因頸部淋巴廓清術後外露的頸動脈，特別是曾接受過化學放
射治療的病患。PMMCF 手術成功率是相當高的，皮瓣完全
和局部壞死的發生率為 2.4 和 9.7％[100]。
另一方面，以 PMMCF 重建下咽部可能會比用在其他頭
頸部缺損有較高的併發症[101]，主要的原因是 PMMCF 部分壞
死發生的機率增加，進而可能導致瘻管形成和傷口感染，延
長住院時間，提高了總體醫療費用的負擔。
一般來說，PMMCF 常用於部分缺陷 (partial defect) 的
下咽重建，特別在身體狀況較不理想的男性病患，其全身條
件無法接受游離皮瓣重建手術。此外，也可使用在先前游離
皮瓣重建手術失敗的挽救，或同步作為第二個皮瓣，以加強
保護游離皮瓣重建縫合之傷口或作為重要結構第二層的覆
蓋，以減少接受放射治療後高風險病患的傷口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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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游離皮膚筋膜皮瓣 (Free fasciocutaneous flap)
文獻上以游離皮膚筋膜皮瓣進行下咽重建的選擇非常
多，一般以游離橈側前臂皮瓣 (free radial forearm flap; RFF)
及游離大腿前外側皮瓣 (free anterolateral thigh flap; ALT) 最
為常用，是下咽癌腫瘤切除後重建方法的重要選項。
以 RFF 重建下咽最早於 1985 年被提出[102]，以橈動脈及
其伴行靜脈或頭靜脈為血管根蒂，在前臂處取下一個梯型的
皮瓣，其大小要看下咽部及頸部食道之缺損而定。把這塊皮
瓣轉移到頸部，與頸部之動脈 (如上甲狀動脈) 與靜脈 (如內
頸靜脈的分支) 在手術顯微鏡下進行吻合，讓皮瓣可以獲得
良好的血液循環。把皮瓣的皮膚面反摺成一個漏斗管之結
構，其上端與咽部缺損之邊緣縫合，下端則與食道之斷端縫
合，如此就能完成下咽環形缺損 (circumferential defect) 的
重建。對於小於 50% 寬度下咽缺損的重建，RFF 可採用局
部補綴 (patch on) 的方式進行咽部的重建[103]。
游離皮膚筋膜皮瓣的優點是血液循環良好且不肥厚，缺
點是它需要顯微手術；一般而言，其手術時間比 PMMCF 還
要久，而且它不像 PMMCF 那樣有肌肉包在外圍防止滲漏，
又可以保護外露的頸動脈。以 RFF 重建下咽的咽皮瘻管發生
率為 2-53%，平均為 20%；遠端狹窄發生率為 0-36%，平均
為 11%[99]；但與 PMMCF 相比，這些併發症的發生率是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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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個優點是以 RFF 重建下咽後產生的咽皮瘻管大部分
不需要再次手術就能自行癒合[104]。
ALT 最早在 1984 年被提出[105]，因為其在解剖上具有相
當的一致性，皮瓣本身的可靠性佳，及供皮瓣區的併發症低
等優點，近年來成為軟組織重建的重要選項。在下咽全部或
部分缺損的重建上，ALT 可以比照 RFF 的方式進行重建。此
外 ， RFF 之 部 分 缺 點 可 用 ALT 加 上 外 側 股 肌 (vastus
lateralis) 來矯正，這也是目前最常用於下咽癌切除手術後的
重建方法，以 ALT 來重建咽部及頸部食道，然後以外側股肌
來作第二層的覆蓋，可以包覆縫線處以預防瘻管的形成，並
用來蓋住頸動脈。缺點是需要進行顯微手術，相較於
PMMCF 的優點是胸部沒有傷口，呼吸時不會造成疼痛，所
以病患敢咳嗽而有利於肺內痰液之清除。
以 ALT 重建下咽的咽皮瘻管發生率為 0-25%，平均為
15%；遠端狹窄發生率為 0-30%，平均為 9%[99]。與 RFF 重
建比較起來，其發生率較低，其原因即為前段提到可利用外
側股肌或擴筋膜 (fascia lata) 來作第二層之覆蓋，包覆縫線
處以減少瘻管之形成。
除了 RFF 及 ALT 之外，還有其他皮瓣的選擇，例如：
內側小腿皮瓣 (medial leg flap)、內側小腿肌皮瓣 (medial leg
myocutaneous flap)、外側上臂皮瓣 (lateral arm flap)、胸背
動脈穿透枝皮瓣 (thoracodorsal artery perforator flap)、背闊

42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肌肌皮瓣 (latissimus dorsi myocutaneous flap) 等，這些皮
瓣臨床上較少使用。

(3) 游離臟器皮瓣 (Free visceral flap)
最早成功移植游離空腸皮瓣 (free jejunum flap) 的動物實
驗文獻報告發表於 1959 年[106]，游離空腸皮瓣也是目前仍在
使用中最老的方法，主要是用於重建侷限在下咽及頸部食道
的環形缺損。以空腸轉移到頸部來重建咽部及頸部食道，通
常是採用空腸血管的第二分枝，因為它的長度較長而且容易
進行手術。優點是它不像皮膚筋膜皮瓣會在四肢表面留下明
顯之大面積疤痕，腹部的疤痕小而且通常隱藏在衣服下面。
缺點是需要開腹手術截取一段空腸，過去曾有嚴重腹部外傷
或手術而引起沾黏的病患，或年老病患比較不適合採用游離
空腸皮瓣。一般認為，游離空腸皮瓣移植之病患，其吞嚥功
能比游離皮膚筋膜皮瓣好，但是也有一些報告認為兩者之間
並沒有差異[107,108]。
以游離空腸皮瓣重建下咽的咽皮瘻管發生率為 0-32%，
平均為 12%；遠端狹窄發生率為 0-40%，平均為 11%[99]。
與手術技術相對簡單且併發症較少的游離皮膚筋膜皮瓣相
比，這兩者的發生率差異不大。一般來說，發生率與手術技
術的成熟度有關。游離空腸皮瓣除了做吞嚥道的重建外，還
可以同時取第二段空腸做發聲管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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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游離迴腸－大腸皮瓣 (free ileocolic flap) 同時重建咽
部、頸部食道及發聲管最早發表於 1992 年[109]，優點是同時
重建發聲管，缺點是需剖腹手術及使用手術顯微鏡進行血管
吻合，技術上比較困難。就供皮瓣區的併發症來說，游離迴
腸－大腸皮瓣與其他的臟器皮瓣相比，並不會有較高的發生
率[110]。有些病患在切除腫瘤之後，咽部能直接縫合，但失去
發聲功能，這情況亦有報告會選擇以轉移闌尾進行發聲管之
重建[111]。
對於同時被診斷有下咽癌及食道癌之病患，有時咽喉及
整段食道都可能被切除，重建的方法通常是用胃或大腸[112]來
重建，或者上段 (頸部食道) 用 ALT，下段食道則用臟器移植
做重建。

參考文獻
[1]

Cheever DW. Cancer of the tonsil: removal of the tumor by external
incision (A second case). Boston Med Surg Journal 1878; 99:133.

[2]

Hoffman HT, Karnell LH, Shah JP, et al. Hypopharyngeal cancer
patient care evaluation. Laryngoscope 1997; 107:1005-17.

[3]

Lefebvre JL, Chevalier D, Luboinski B, et al. Larynx preservation in
pyriform

sinus

cancer: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phase III trial.
EORTC Head and Neck Cancer Cooperative Group. J Natl Cancer
Inst 1996; 88:890-9.
[4]

44

Hinerman RW, Amdur RJ, Mendenhall WM, Villaret DB, Robbins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KT. Hypopharyngeal carcinoma. Curr Treat Options Oncol 2002;
3:41-9.
[5]

Steiner W, Ambrosch P, Hess CF, Kron M. Organ preservation by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in

piriform

sinus

carcinoma.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1; 124:58-67.
[6]

Kuo CL, Lee TL, Chu PY. Conservation surgery for hypopharyngeal
cancer: changing paradigm from open to endoscopic. Acta
Otolaryngol 2013; 133:1096-103.

[7]

Vilaseca I, Blanch JL, Bernal-Sprekelsen M. Transoral laser
surgery for hypopharyngeal carcinomas. Curr Opin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2; 20:97-102.

[8]

Vilaseca I, Blanch JL, Bernal-Sprekelsen M, Moragas M. CO2 laser
surgery: a larynx preservation alternative for selected hypopharyngeal carcinomas. Head Neck 2004; 26:953-9.

[9]

Suarez C, Rodrigo JP, Silver CE, et al. Laser surgery for early to
moderate advanced glottis, supraglottic and hypopharyngeal
cancers. Head Neck 2012; 34:1028-35.

[10] Weinstein GS, O’Malley BW Jr, Snyder W, Hockstein NG. Transoral
robotic surgery: supraglottic partial laryngectomy. Ann Otol Rhinol
Laryngol 2007; 116:19-23.
[11] Weinstein GS, O’Malley BW Jr, Magnuson JS, et al. Transoral
robotic surgery: a multicenter study to assess feasibility, safety, and
surgical margins. Laryngoscope 2012; 122:1701-7.
[12] Shiotani A, Tomifuji M, Araki K, Yamashita T. Transoral videolaryngoscopic surgery for en bloc resection of supraglottic and
hypopharyngeal cancers.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1; 144:
288-9.
[13] Martin A, Jäckel MC, Christiansen H, Mahmoodzada M, Kron M,
Steiner W. Organ preserving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for
cancer of the hypopharynx. Laryngoscope 2008; 118:398-402.
[14] Kutter J, Lang F, Monnier P, Pasche P. Transoral laser surgery for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45

pharyngeal and pharyngolaryngeal carcinomas.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7; 133:139-44.
[15] Vilaseca-Gonzalez I, Bernal-Sprekelsen M, Blanch-Alejandro JL,
Moragas-Lluis M. Complications in transoral CO2 laser surgery for
carcinoma of the larynx and hypopharynx. Head Neck 2003; 25:
382-8.
[16] Plouin-Gaudon I, Lengelé B, Desuter G, et al. Conservation surgery
for selected pyriform sinus cancer. Eur J Surg Oncol 2004; 30:
1123-30.
[17] Holsinger FC, Motamed M, Garcia D, et al. Resection of selected
invasiv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pyriform sinus by means
of

the

lateral

pharyngotomy

approach:

the

partial

lateral

pharyngectomy. Head Neck 2006; 28:705-11.
[18] Ogura JH, Watson RK, Jurema AA. Partial pharyngectomy and
neck dissection for posterior hypopharyngeal cancer. Immediate
reconstruction with preservation of voice. Laryngoscope 1960; 70:
1523-34.
[19] Julieron M, Kolb F, Schwaab G, et al. Surgical management of
posterior pharyngeal wall carcinomas: functional and oncologic
results. Head Neck 2001; 23:80-6.
[20] Ogura JH, Jurema AA, Watson RK. Partial laryngopharyngectomy
and neck dissection for pyriform sinus cancer. Conservation
surgery with immediate reconstruction. Laryngoscope 1960; 70:
1399-417.
[21] Ogura JH, Marks JE, Freeman RB. Results of conservation surgery
for cancers of the supraglottis and pyriform sinus. Laryngoscope
1980; 90:591-600.
[22] Gehanno P, Barry B, Guedon C, Depondt J. Lateral supraglottic
pharyngolaryngectomy with arytenoidectomy. Head Neck 1996; 18:
494-500.
[23] Chevalier D, Watelet JB, Darras JA, Piquet JJ. Supraglottic

46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hemilaryngopharyngectomy plus radi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early
lateral margin and pyriform sinus carcinoma. Head Neck 1997;
19:1-5.
[24] Makeieff M, Mercante G, Jouzdani E, Garrel R, Crampette L,
Guerrier

B.

Supraglottic

hemilaryngopharyngec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T1 and T2 carcinomas of laryngeal margin and
piriform sinus. Head Neck 2004; 26:701-5.
[25] Laccourreye H, Lacau St Guily J, Brasnu D, et al. Supracricoid
hemilaryngopharyngectomy. Analysis of 240 cases. Ann Otol
Rhinol Laryngol 1987; 96:217-21.
[26] Laccourreye O, Ishoo E, de Mones E, Garcia D, Kania R, Hans S.
Supracricoid hemilaryngopharyngectomy in patients with invasiv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pyriform sinus. Part I: Technique,
complications, and long-term functional outcome. Ann Otol Rhinol
Laryngol 2005; 114:25-34.
[27] Kim MS, Joo YH, Cho KJ, Park JO, Sun DI.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vertical hemipharyngolaryngectomy for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1; 137:88-94.
[28] Urken ML, Blackwell K, Biller HF. Reconstruction of the
laryngopharynx after hemicricoid/hemithyroid cartilage resection.
Preliminary functional results.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1997; 123:1213-22.
[29] Segas JV, Hantzakos AG, Tzagaroulakis AM, Adamapoulos GK. A
novel technique in the operative treatment of pyriform sinus
carcinoma. Acta Otolaryngol 2001; 121:529-33.
[30] Su CY, Hwang CF. Near-total laryngopharyngectomy with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 in advanced pyriform carcinoma. J
Laryngol Otol 1993; 107:817-20.
[31] Wu PY, Kuo TR, Jeng SF, Hsu CM, Su CY. Func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pyriform sinus cancer treated with extended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47

near-total laryngopharyngectomy and free fasciocutaneous flap
reconstruction. Eur Arch Otorhinolaryngol 2010; 267:1951-6.
[32] Wang WH, Hwang TZ, Chang CH, Lin YC. Reconstruction of
pharyngeal

defects

with

a

submental

island

flap

after

hypopharyngeal carcinoma ablation. ORL J Otorhinolaryngol Relat
Spec 2012; 74:304-9.
[33] Spyropoulou GA, Lin PY, Chien CY, Kuo YR, Jeng SF.
Reconstruction of the hypopharynx with the anterolateral thigh flap:
defect classification, method, tips, and outcomes. Plast Reconstr
Surg 2011; 127:161-72.
[34] Kuo YL, Chang CF, Chang SY, Chu PY. Partial laryngopharyng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hypopharynx: analysis of the oncologic results and laryngeal
preservation rate. Acta Otolaryngol 2012; 132:1342-6.
[35] Eugene N. Myers. Operative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2nd edition. Philadelphia: Sauders. Elsevier; 2008.
[36] Weber RS, Marvel J, Smith P, et al. Paratrache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for carcinoma of the larynx, hypopharynx, and cervical
esophagus.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1993; 108:11-7.
[37] Amatsu M, Mohri M, Kinishi M. Significance of retropharyngeal
node

dissection

at

radical

surgery

for

carcinoma

of

the

hypopharynx and cervical esophagus. Laryngoscope 2001; 111:
1099-103.
[38] Wei

WI,

Lam

LK,

Yuen

PW,

et

al.

Current

status

of

pharyngolaryngo-esophagectomy and pharyngogastric anastomosis. Head Neck 1998; 20:240-4.
[39] Lu HI, Kuo YR, Chien CY. Extended left colon interposition for
pharyngoesophageal

reconstruction

using

distal-end

arterial

enhancement. Microsurgery 2008; 28:424-8.
[40] Tateda M, Shiga K, Yoshida H, et al. Management of the patients
with hypopharyngeal cancer: eight-year experience of Miyagi

48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Cancer Cencer in Japan. Tohoku J Exp Med 2005; 205:65-77.
[41] Carpenter RJ, DeSanto LW, Devine KD, Taylor WF. Cancer of the
hypopharynx. Arch Otolaryngol 1976; 102:716-21.
[42] Shah JP, Shaha AR, Spiro RH, Strong EW. Carcinoma of the
hypopharynx. Am J Surg 1976; 132:439-43.
[43] Robbins KT, Medina JE, Wolfe GT, Levine PA, Sessions RB, Pruet
CW. Standardizing neck dissection terminology.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1991; 117:601-5.
[44] Robbins KT, Clayman G, Levine PA, et al. Neck dissection
classification update.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2;
128:751-8.
[45] Robbins KT, Shaha AR, Medina JE, et 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erminology of neck dissection.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8; 134:536-8.
[46] Talmi YP, Rinaldo A, Robbins KT, Ferlito A. Why promote an
educational process for separating level II into level IIA and level
IIB in neck dissection? ORL J Otorhinolaryngol Relat Spec 2004;
66:229-32.
[47] Coskun HH, Erisen L, Basut O.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for
clinically N0 neck in laryngeal cancer: is dissection of level IIb
necessary?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4; 131:655-9.
[48] Kocher T. Ueber Radicalheilung des Krebses. Dtsch Z Chir 1880;
13:134-66.
[49] Ferlito A, Rinaldo A, Robbins KT, Silver CE. Neck disse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Laryngol Otol 2006; 120:87-92.
[50] Crile GW. On the surgical treatemnt of cancer of the head and neck.
With a summary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one operations
performed upon one hundred and five patients. Trans South Surg
Gynecol Assoc 1905; 18:108-27.
[51] Martin H, Del Valle B, Ehrlich H, et al. Neck dissection. Cancer
1951; 4:441-99.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49

[52] Suarez O. El problema de las metastasis linfaticas y alejadas del
cancer de laringe e hipofaringe. Rev Otorrinolaringol 1963; 23:
804-8.
[53] Bocca E, Pignataro O. A conservation technique in radical neck
dissection. Ann Otol Rhinol Laryngol 1967; 76:975-87.
[54] Byers RM. Modified neck dissection. A study of 967 cases from
1970 to 1980. Am J Surg 1985; 150:414-21.
[55] Ferlito A, Rinaldo A, Silver CE, et al. Elective and therapeutic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Oral Oncol 2006; 42:14-25.
[56] Shah JP. Patterns of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from
squamous carcinomas of the upper aerodigestive tract. Am J Surg
1990; 160:405-9.
[57] Lefebvre JL, Castelain B, DeLaTorre JC, Delobelle Deroide A,
Vankemmel B. Lymph node invasion in hypopharynx and lateral
epilarynx: a prognostic factor. Head Neck Surg 1987; 10:14-8.
[58] Vandenbrouck C, Eschwege F, de la Rochefordiere A, et 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pyriform sinu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51 cases treated at the Institut Gustave-Roussy. Head Neck
Surg 1987; 10:4-13.
[59] Weiss MH, Harrison LB, Isaacs RS. Use of decision analysis in
planning a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the stage N0 neck.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1994; 120:699-702.
[60] Pitman KT. Rationale for 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Am J Otolaryngol
2000; 21:31-7.
[61] Shah JP. Patterns of cervical node metastasis from squamous
carcinoma of the upper aerodigestive tract. Am J Surg 1990;
160:405-9.
[62] Buckley JG, MacLennan K. Cervical node metastases in laryngeal
and hypopharyngeal cancer: a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Head Neck 2000; 22:380-5.
[63] Kim YH, Koo BS, Lim YC, Lee JS, Kim SH, Choi EC. Lymphatic

50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metastases to level IIb in hypoph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6; 132:1060-4.
[64] Villaret AB, Piazza C, Peretti G, et al. Multicentric prospective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of sublevel IIb metastases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7; 133:897-903.
[65] Wiegand S, Esters J, Muller HH, et al. Is it necessary to dissect
levels I and IIB in hypopharyngeal cancer? Acta Otolaryngol 2010;
130:747-52.
[66] Schiefke F, Akdemir M, Weber A, Akdemir D, Singer S, Frerich B.
Function, postoperative morbid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fter cervical
sentinel node biopsy and after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Head
Neck 2009; 31:503-12.
[67] Johnson JT, Bacon GW, Myers EN, Wagner RL. Medial vs lateral
wall pyriform sinus carcinoma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gional lymphatics. Head Neck 1994; 16:410-5.
[68] Aluffi P, Pisani P, Policarpo M, Pia F. Contralateral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es in pyriform sinus carcinoma.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6; 134:650-3.
[69] Kowalski LP, Santos CR, Magrin J. Factors influencing contralateral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from pyriform sinus carcinoma. Am J
Surg 1995; 170:440-5.
[70] Amar A, Dedivitis RA, Rapoport A, Quarteiro AL. Indication of
elective contralateral neck dissection i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ypopharynx. Braz J Otorhinolaryngol 2009; 75:493-6.
[71] Ferlito A, Shaha A, Buckley JG, Rinaldo A.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for hypopharyngeal cancer in the clinically negative neck:
should it be bilateral? Acta Otolaryngol 2001; 121:329-35.
[72] Koo BS, Lim YC, Lee JS, Kim Y, Kim S, Choi EC. Management of
contralateral N0 neck in pyriform sinus carcinoma. Laryngoscope
2006; 116:1268-72.
[73] Murakami Y, Ikari T, Haraguchi S, et al. A rationale for bilateral neck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51

dissection in hypopharyngeal cancer surgery -- a histological
analysis of metastatic nodes in the neck. Keio J Med 1987; 36:
399-406.
[74] Andersen PE, Warren F, Spiro J, et al. Results of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in management of the node-positive neck.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2; 128:1180-4.
[75] Traynor SJ, Cohen JI, Gray J, Andersen PE, Everts EC.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node-positive neck.
Am J Surg 1996; 172:654-7.
[76] Davidson J, Khan Y, Gilbert R, Birt BD, Balogh J, MacKenzie R. Is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sufficient treatment for the N0/Np+ neck?
J Otolaryngol 1997; 26:229-31.
[77] Pellitteri PK, Robbins KT, Neuman T. Expanded application of
s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with regard to nodal status. Head Neck
1997; 19:260-5.
[78] Ferlito A, Rinaldo A. Selective lateral neck dissection for laryngeal
cancer with limited metastatic disease: is it indicated? J Laryngol
Otol 1998; 112:1031-3.
[79] Candela FC, Kothari K, Shah JP. Patterns of cervical node
metastases from squamous carcinoma of the oropharynx and
hypopharynx. Head Neck Surg 1990; 12:197-203.
[80] Vedrine PO, Thariat J, Hitier M, et al. Need for neck dissection after
radiochemotherapy? A study of the French GETTEC Group.
Laryngoscope 2008; 118:1775-80.
[81] Ferlito A, Corry J, Silver CE, et al. Planned neck dissection for
patients with complete response to chemoradiotherapy: A concept
approaching obsolescence. Head Neck 2010; 32:253-61.
[82] Lango M, Myers J, Garden AS. Controversies in surgical
management of the node-positive neck after chemoradiation.
Semin Radiat Oncol 2009; 19:24-8.
[83] Machtay M, Moughan J, Trotti A,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52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severe late toxicity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for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cancer: An RTOG analysis. J Clin Oncol
2008; 26:3582-9.
[84] Vedrine PO, Thariat J, Hitier M, et al. Need for neck dissection after
radiochemotherapy? A study of the French GETTEC Group.
Laryngoscope 2008; 118:1775-80.
[85] Som PM. Detection of metastasis in cervical lymph nodes: CTand
MR criteria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JR Am J Roentgenol 1992;
158:961-9.
[86] Giron J, Chisin R, Paul JL, et al. Multimodality imaging of cervical
adenopathies. Eur J Radiol 1996; 21:159-66.
[87] Nakamura T, Sumi M. Nodal imaging in the neck: Recent advances
in US, CT and MR imaging of metastatic nodes. Eur Radiol 2007;
17:1235-41.
[88] Peters LJ, Weber RS, Morrison WH, et al. Neck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oropharyngeal cancer treated by radiotherapy. Head
Neck 1996; 18:552-9.
[89] Velazquez RA, McGuff HS, Sycamore D, et al. The role of
computed tomographic scan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N-positive
neck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4; 130:74-7.
[90] Ojiri H, Mendenhall WM, Stringer SP, et al. Post-RT CT results as a
predictive model for the necessity of planned post-RT neck
dissection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metastatic disease from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02;
52:420-8.
[91] Lowe VJ, Dunphy FR, Varvares M, et al. Evaluation of chemotherapy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ad and neck cancer
using [F-18]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Head Neck 1997; 19:666-74.
[92] Kubota K, Yokoyama J, Yamaguchi K, et al. FDG-PET delayed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53

imaging for the detection of head and neck cancer recurrence after
radio-chemotherapy: Comparison with MRI/CT. Eur J Nucl Med Mol
Imaging 2004; 31:590-5.
[93] Ware RE, Matthews JP, Hicks RJ, et al. Usefulness of fluorine-18
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n patients with
a residual structural abnormality after definitive treatment for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 Head Neck 2004;
26:1008-17.
[94] Wong RJ, Lin DT, Schoder H, et 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18)F]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tomography
for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J Clin Oncol
2002; 20:4199-208.
[95] Gourin CG, Williams HT, Seabolt WN, et al. Utility of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in identification of
residual nodal disease after chemoradiation for advanced head
and neck cancer. Laryngoscope 2006; 116:705-10.
[96] Hui Y, Wei WI, Yuen PW, Lam LK, Ho WK. Primary closure of
pharyngeal remnant after total laryngectomy and partial pharyngectomy: how much residual mucosa is sufficient? Laryngoscope
1996; 106: 490-4.
[97] Ariyan S. The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 A versatile flap
for reconstruction in the head and neck. Plast Reconstr Surg 1979;
63:73-81.
[98] Withers EH, Franklin JD, Madden JJ Jr, Lynch JB. Pectoralis major
musculocutaneous flap: a new flap in head and neck reconstruction.
Am J Surg 1979; 138:537-43.
[99] Piazza C, Taglietti V, Nicolai P. Reconstructive options after total
laryngectomy with subtotal or circumferential hypopharyngectomy
and cervical esophagectomy. Curr Opin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2; 20:77-88.
[100] Vartanian JG, Carvalho AL, Carvalho SM, Mizobe L, Magrin J,

54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Kowalski LP. Pectoralis major and other myofascial/myocutaneous
flaps in head and neck cancer reconstruction: experience with 437
cases at a single institution. Head Neck 2004; 26:1018-23.
[101] Chepeha DB, Annich G, Pynnonen MA, et al. Pectoralis major
myocutaneous flap vs revascularized free tissue transfer: complications, gastrostomy tube dependence, and hospitalization. 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4; 130:181-6.
[102] Harii K, Ebihara S, Ono I, Saito H, Terui S, Takato T. Pharyngoesophageal reconstruction using a fabricated forearm free flap.
Plast Reconstr Surg 1985; 75:463-76.
[103] Disa JJ, Pusic AL, Hidalgo DA, Cordeiro PG. Microvascular
reconstruction of the hypopharynx: defect classification, treatment
algorithm, and functional outcome based on 165 consecutive cases.
Plast Reconstr Surg 2003; 111:652-60.
[104] Murray DJ, Novak CB, Neligan PC. Fasciocutaneous free flaps in
pharyngolaryngo-oesophageal r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Plast Reconstr Aesthet Surg 2008; 61:1148-56.
[105] Song YG, Chen GZ, Song YL. The free thigh flap: a new free flap
concept based on the septocutaneous artery. Br J Plast Surg 1984;
37:149-59.
[106] Seidenberg B, Rosenak SS, Hurwitt ES, Som ML. Immediat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ervical esophagus by a revascularized
isolated jejunal segment. Ann Surg 1959; 149:162-71.
[107] Lewin JS, Barringer DA, May AH, et al. Functional outcomes after
circumferential pharyngoesophageal reconstruction. Laryngoscope
2005; 115:1266-71.
[108] Yu P, Lewin JS, Reece GP, Robb GL. Comparison of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and

hospital

costs

following

pharyn-

goesophageal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anterolateral thigh free flap
versus the jejunal flap. Plast Reconstr Surg 2006; 117:968-74.
[109] Kawahara H, Shiraishi T, Yasugawa H, Okamura K, Shirakusa T. A
下咽癌之手術治療

55

new surgical technique for voice restoration after laryngopharyngoesophagectomy with a free ileocolic graft: preliminary report.
Surgery 1992; 111:569-75.
[110] Rampazzo A, Salgado CJ, Gharb BB, Mardini S, Spanio di
Spilimbergo S, Chen HC. Donor-site morbidity after free ileocolon
flap transfer for esophageal and voice reconstruction. Plast
Reconstr Surg 2008; 122:186-94.
[111] Chen SH, Yeong EK, Tang YB, Chen HC. Free and pedicled
appendix transfer for various reconstructive procedures. Ann Plast
Surg 2012; 69:602-6.
[112] Chen HC, Gharb BB, Rampazzo A, Perrone F, Chen SH, Trignano
E. Simultaneous restoration of voice function and digestive tract
continuity in patients with synchronous primaries of hypopharynx
and thoracic esophagus with pedicled ileocolon flap. Surgery 2011;
149:662-71.

56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五

下咽癌化放療前後之口腔照護
下咽癌病患其口腔衛生通常較差，牙齒狀況也較不好，所

以治療前的牙齒評估與照護十分重要[1]。台灣下咽癌病患其牙周
病很普遍，對於殘根及嚴重蛀牙者，須考慮術前或術中加以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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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咽癌病患接受放射治療一段
時間後，若拔牙可能會增加下顎骨感染機會，甚至會引發骨壞
死及骨髓炎[2]，因此，建議下咽癌病患在治療前完成牙齒的檢查
與治療。目前因為放射治療之 IMRT 技術可有效避開照射至口
腔及下顎骨，下述之併發症已相當少見。牙醫師在參與此團隊
醫療時，除負責維護病患平日的口腔衛生、預防與治療蛀牙、
牙周病、牙髓病等，尚需負責製作放射治療輔助裝置 (radiation
prosthesis)。

1. 一般牙科照護
進行治療前需將病患口腔狀況做一評估，並進行口腔衛教
以改善病患的口腔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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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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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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前溝通與討論。
下咽癌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後常見的併發症有：(1) 放射或
化學治療初期所產生的口咽潰瘍、(2) 因下頷唾液腺被破壞而導
致的口乾症、以及 (3) 因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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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併
發症有減少之勢。以下是針對此三項併發症所採用的應變措
施：
(1) 口咽潰瘍
可與放射腫瘤科醫師討論是否需要製作口內或口外輔助
裝置，使放射線避開不需照射的區域，如此可改善口咽潰瘍
的情況。並可請醫師或牙醫師開立口內藥膏或口咽噴劑局部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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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經過下頷唾液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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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病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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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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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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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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口腔濕潤。戴活動假牙的病患，可能會因為唾液
減少而有不適感，可諮詢牙醫師使用人工唾液或潤滑膠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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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患應定期於牙科回診，以監控口腔衛生並及時進行治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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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拔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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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齒拔除參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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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難以填補之蛀牙 (non-restorable caries)
(2) 牙齦下蛀牙 (subgingival caries)
(3) 牙周探測深度大於或等於 5 mm
(4) 動搖度增加之牙齒
(5) 牙周病侵犯至牙根叉 (furcation involvement)
(6) 嚴重之牙齦萎縮
(7) 嚴重之牙齒磨耗 (severe erosion or abrasion)

3. 結論
治療下咽癌的終極目標不僅是將疾病去除，還需考慮到病
患治療後的生活品質。牙醫師積極參與整個醫療團隊的工作，
協助病患做好口腔的照護，有助於減少治療後併發症的產生，
並可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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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咽癌之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 (簡稱放療) 是利用具有穿透力的高能波光子束或

粒子射束來治療疾病，這些光束稱為放射線。因為癌細胞的成
長及增殖的速度比正常細胞來的快速，高劑量的放射線可以殺
死分裂中細胞或阻止它們的成長及增殖。目前最常使用的治療
儀器是直線加速器，最常使用的治療技術是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1-3]，目的是使腫
瘤得到較高放射劑量，同時減少正常組織的劑量，進而維持病
患 的 生 活 品 質 。 另 外 ， 影 像 導 引 放 射 治 療 (image guided
radiation therapy; IGRT) 是利用放射治療儀器如電子照野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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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治療時之位移誤差，以提升治療精準度。其他放療
技術，例如：螺旋刀 (TomoTherapy)、電腦刀 (CyberKnife)、
銳速刀 (RapidArc) 或弧形刀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等屬於較特殊的放射治療技術，各有獨特的優缺點及適
應症，目的也是希望降低腫瘤周遭正常組織副作用並提升治療
效益。
放射治療於下咽癌的應用，依其使用的時機，可分為根除
性 放 射 治 療 (definitive RT) 及手術後輔助放射 (化學)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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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perative adjuvant RT/CCRT)。治療計畫階段，除了使用
固定模具外，電腦斷層模擬攝影 (CT simulation) 是例行檢查。
不同型態影像間 (如電腦斷層與磁振造影或正子造影) 互相融合
有助於精確描繪腫瘤體積。

1. 根除性放射治療 (Definitive RT)
由於下咽的解剖位置與發聲及吞嚥等重要功能密切相關，
因此器官保留療法 (放射治療或同步化放療) 是早期下咽癌 (第
一、二期) 的選擇之一 [4-6] ，對於病患生活品質的影響也較小。
歐洲癌症研究和治療組織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EORTC)-24891 的十年追蹤結果顯
示：即使在第三期或第四期的下咽癌，器官保留療法為初始療
法的治療方式，可以得到與一開始就做全喉切除手術治療者有
類似的無惡化存活率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和整體存
活率 (overall survival)[7]。根除性放射治療可單獨使用或與化學
治 療 、 標靶治療合併使用 [8-10] 。放療計畫上，巨觀腫瘤體積
(gross tumor volume; GTV) 代表影像檢查或肉眼看到的腫瘤體
積；臨床標靶體積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代表腫瘤周圍
肉眼看不見、但顯微鏡下可見或臨床上有復發/轉移風險的體
積，臨床上以 H、M、L 分別代表高風險 (high risk)、中風險
(middle risk) 及 低 風 險 (low risk)； 計 畫 標 靶 體 積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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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volume; PTV) 代表 CTV 外圍因病患擺位誤差或腫瘤/正常
器官位移所需外加的安全體積 (參考國際放射線單位和測量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Radiation Units and
Measurement; ICRU) 發佈之 50 和 62 號報告「光子治療的處
方、記錄和報告」)。
(1) 根除性放射治療的劑量及涵蓋範圍

A. 高風險區
包括原發部位及臨床上已切片證實或高度懷疑淋巴
轉移的腫塊 (GTV 及對應的 CTV_H)。
(A) 傳統分次治療 (conventional fractionation)：為
常用的治療方式，劑量 66 至 72 Gy (每次 2 至
2.2 Gy)，每天一次、每週五天 (週一至週五)，療
程為 6-8 週。與化學治療併用時，傳統分次治療
是最常用的組合。
(B) 改變分次治療 (altered fractionation)：又分為
a. 加速 (accelerated) 分次治療：劑量 66 至 70
Gy (每次 2 Gy)，每天一次、每週六天 (週一
至週六)。
b. 同步加強 (concomitant boost accelerated) 分
次治療：整個療程以每天每次 1.8 Gy 照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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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野。最後 12 次治療以每次 1.5 Gy 加照小照
野 (一天兩次)，總劑量及時間為 72 Gy/6 週。
c. 高 (hyperfractionated) 分次治療：每次 1.2 Gy
(一天兩次)，總劑量及時間為 81.6 Gy/68 次/7
週。

B. 中及低風險區 (CTV_M 及 CTV_L)
例如對側下咽、對側聲帶、原發部位鄰近的口咽、
頸部食道、懷疑淋巴轉移腫塊附近的頸部、無淋巴轉移
的頸部及後咽淋巴結等。
(A) 傳統分次治療：45 至 60 Gy (每次 1.6 至 2 Gy)。
(B) 改變分次治療：48 Gy (每次 1.2 Gy) 至 63 Gy
(每次 1.8 Gy)。

C. 傳統放療時代，整個放射療程通常是分兩個階段
進行
第一階段是大範圍涵蓋所有巨觀腫瘤區域，階段性
總劑量為 45-50 Gy；第二階段縮小範圍，針對巨觀腫瘤
追加放射治療到總劑量 66-70 Gy 或更高。在 IMRT 的時
代，除了兩階段的照射方式外，亦發展出同步整合追加
放射技術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SIB)。SIBIMRT 具有下列潛在性的放射生物好處：CTV_H 接受每
次 2-2.2 Gy 的高分次劑量，可以有較高的腫瘤細胞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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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及 CTV_M 或 CTV_L 接受每次 1.6-1.9 Gy 的低分
次劑量，可以有較低的正常組織受損機率。

2. 術後輔助放射治療/同步化放療 (Postoperative
adjuvant RT/CCRT)
對於晚期下咽癌，放射治療也可做為根治性手術切除後的
一種輔助治療，目的是要提高腫瘤的局部控制率。
(1) 適應症
接受手術治療之下咽癌病患，若有下列危險因子，可考
慮加做術後輔助性放射治療：T4 病灶、手術切緣有殘留癌細
胞、手術後病理切緣小於 5 mm、區域淋巴轉移屬於 N3,
N2 、 淋 巴 結 膜 外 侵 犯 、 病 理 檢 查 發 現 有 淋 巴 管 血 管 侵 犯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 神 經 旁 侵 犯 (perineural invasion)、淋巴管血管內有腫瘤栓塞等。若手術切緣有殘留癌細
胞或有淋巴結膜外侵犯者，除放療外，還需加上化學治療。
至於其他狀況則視病患身體病況、病患治療選擇及復發風險
而決定是否接受輔助性放射治療。
(2) 最重要前瞻性研究文獻
根 據 美 國 放 射 治 療 腫 瘤 研 究 群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9501 的研究報告[11]：鼻咽癌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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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部鱗狀細胞癌 (包括下咽、口咽、口腔和喉部) 病患，先
接受手術治療，依不同預後因子 (大於兩顆淋巴結轉移、手
術切緣有殘留癌細胞、或有淋巴結膜外侵犯)，隨機分兩組治
療，實驗組給予同步化放療，對照組為單獨放射治療，發現
同步化放療可以明顯增加局部控制率 (二年由 72% 提高至
82%，p-value=0.01)、無病存活率 (43%Æ54%，p-value=
0.04)、整體存活率 (57%Æ63%，p-value=0.19)，但也會顯
著增加治療副作用的發生率和嚴重度。此試驗長期追蹤結果
最後發現：若所有進案病患全部一起分析，兩組病患局部控
制率 (p-value=0.10)、無病存活率 (p-value=0.25) 和整體存
活率 (p-value=0.31) 都沒有顯著差異；但只針對手術切緣有
殘留癌細胞或有淋巴結膜外侵犯者，局部復發率 (33.1% vs.
21.0% ， p-value=0.02) 和 十 年 無 病 存 活 率 (12.3% vs.
18.4%，p-value=0.05) 有改善，但十年整體存活率 (19.6%
vs. 27.1%，p-value=0.07) 兩組未達統計顯著差異[12]。另外
一篇 EORTC-22931 的研究[13]，結果和 RTOG-9501 類似，
初步分析顯示：無惡化存活率和整體存活率都有顯著提高，
但該試驗目前尚未發表長期追蹤結果。有學者合併上述兩篇
研究一起分析，證實同步化放療在高危險族群 (手術切緣有
殘留癌細胞或有淋巴結膜外侵犯者) 的確可提高無惡化存活
率和整體存活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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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射治療範圍及劑量
照射範圍類似於根除性放射治療，但 CTV_H (高風險
區：有殘留癌細胞或安全距離不足) 劑量通常略低於根除性
放射治療，可給予 66 Gy 或更高劑量。預防性低危險及中危
險區域 (CTV_L 及 CTV_M) 照射可給予約 45-60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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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下咽癌之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 (chemotherapy) 是使用抗癌化學藥物來治療惡性

腫瘤。因癌細胞分裂及生長速度較正常細胞快，化學藥物透過
不同之機制抑制細胞分裂、促進細胞凋亡來控制癌症。下咽癌
常用的化學藥物包括 5-FU、platinum 類藥物 (包括 cisplatin 及
carboplatin)、taxane 類藥物 (包括 docetaxel 及 paclitaxel)、
methotrexate 等。下咽癌化學治療的使用時機，包括前導化學
治療 (induction chemotherapy)，與放射治療合併使用之同步化
學放射治療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以及復發或轉移
時之緩和性化學治療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化學治療對於人體仍有一定之副作用，包括骨髓抑制、腎
功能及肝功能的影響，以及口腔黏膜潰瘍等。因此，進行化學
治療前須對病患做仔細之評估，以排除不適合進行化學治療的
病患。化學治療前評估項目，包括急性感染症之排除、腎功能
(建議肌酸酐廓清率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 50 mL/min)、肝
功能 (建議 ALT/AST 以及 total bilirubin 小於正常值上限之兩倍)
與造血功能 (建議 WBC ≥ 3000/µL，Hb ≥ 9g/dL，platelets ≥
100,000/µL)。此外，為避免治療藥物引發病毒性肝炎活化導致
肝功能惡化，B 型及 C 型肝炎之檢測也須在治療前完成。若病
患為 B 型肝炎帶原者，則須遵照 B 型肝炎帶原者接受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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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準則，在化療前一週開始服用抗 B 肝病毒藥物至療程結束後
六個月為止。若病患接受連續輸注型之化療，建議接受人工血
管植入術 (port-A implantation)，以免因化療藥物產生靜脈炎妨
礙療程進行。
近 年 抗 上 皮 生 長 因 子 受 體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標靶藥物已成為下咽癌藥物治療之重要處方。
與化學治療相比較，使用 EGFR 單株抗體時並無特殊之禁忌
症，治療時則須特別注意抗體引發之過敏反應，特別是首次接
受生物製劑治療的病患，抗體輸注速度應減慢。抗 EGFR 標靶
藥物主要的副作用為痤瘡樣皮疹 (acne-like rashes) 之產生，保
持局部乾燥與預防感染為主要因應策略，另須注意放射治療照
野涵蓋之區域若有皮疹同時產生，可能會使皮膚狀況惡化。

1. 前導化學治療 (Induction chemotherapy)
化學治療在局部晚期之頭頸部癌症治療有一定的角色。研
究分析顯示，合併化學治療可增加局部晚期頭頸癌 4.5% 之五年
存活率[1]。放射治療之前給予前導化療，學理上認為可縮小腫瘤
範圍、增加放療療效、減低遠端轉移之機率。目前治療共識為
對於局部晚期之頭頸癌病患，在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之前可給予
2-4 療程的前導化療以增加其療效。Cisplatin + 5-FU(PF) 是傳
統用於前導化療之標準組合[2]。近年兩大隨機分配臨床試驗，其

70

TCOG 下咽癌臨床診療指引

結果均支持使用包含歐洲紫杉醇 (docetaxel) 之前導性化學治療
(docetaxel + cisplatin + 5-FU，簡稱 TPF)，比傳統 cisplatin +
5-FU 有較佳之存活率；相對於口腔癌病患而言，腫瘤位於口
咽、下咽或喉部的病患，對此類治療方式有較佳之療效 [3-5] 。
2011 年健保已開放給付，以歐洲紫杉醇合併鉑類加上 5-FU 用
於局部晚期且無遠端轉移之頭頸部鱗狀細胞癌，於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之前的前導性化學治療。
雖然 TPF 組合之前導化療已被證實在晚期頭頸癌具有較 PF
優越之反應率、無惡化存活率、及整體存活率[3-5]，但使用 TPF
前導化療仍有下列問題須注意：第一，骨髓抑制造成的白血球
低下問題仍是重大考量，且東方人對歐洲紫杉醇耐受性不佳，
常無法全劑量使用，台灣的病患使用 TPF 處方時，建議必須考
量白血球低下所導致之安全性問題；第二，目前隨機臨床試驗
結果，對於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前加入 TPF 前導化療之療效並無
定論。近年進行之大規模臨床試驗 DeCIDE 及 PARADIGM 均
顯示，前導化療組與標準化學放射治療組的療效相同，但使用
前導化療的病患有較高之骨髓抑制機率[6,7]；但最近另一研究初
步結果顯示，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前加入 TPF 前導化療，可增加
病患之總存活期[8]。
在 局 部 晚 期 之 頭 頸 癌 病 患 ， 標 靶 藥 物 EGFR 單 株 抗 體
Cetuximab 合併放射治療之生物放射治療 (bioradiotherapy)，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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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證實較單獨使用放射治療時病患有較優異之存活期[9]。在轉移
復發之頭頸癌，Cetuximab 合併 PF 亦較單獨使用 PF 之病患有
較高的反應率與總存活期 [10] 。然而，Cetuximab 在前導化療是
否可以提升腫瘤反應率及改善整體存活率，目前證據仍然不
足。有少數研究結果顯示，前導化療合併使用 Cetuximab 可提
升腫瘤反應率[11,12]，但仍需大型臨床試驗證實 Cetuximab 在前
導化療扮演之角色。
綜上所述，前導化療在局部晚期頭頸癌對於腫瘤縮小與症
狀改善均有相當助益，可做為根治性治療之前置治療。TPF 組
合為前導化療中療效最佳之組合，如需使用前導化療，建議使
用此處方。但目前並無證據顯示前導化療對於病患存活有幫
助，且 TPF 組合之骨髓抑制效果相當強，建議處方時須謹慎使
用。合併標靶藥物之前導化療目前仍在評估階段。

2. 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同步化學放射治療是基於使用化學藥物可促進腫瘤對於放
射治療之敏感度，抑制 DNA 修復及重新生長，進而殺死腫瘤細
胞、減少腫瘤體積，提升治療效果。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對於下
咽癌病患其主要使用時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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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診斷之局部晚期病患為了保留器官功能或不願接受手
術者，在接受前導性化學治療時，腫瘤至少達到部分緩
解後施予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2) 新診斷之局部非常晚期而不適合手術病患 (T4b 或無法
切除之頸部腫瘤)，可考慮先給予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3) 病患在手術切除後，病理檢查發現有相關之危險因素，
如淋巴結膜外侵犯、手術切緣有殘留癌細胞等 [註]。
[註] 手術後不利的臨床病理危險因子包括：T4 病灶、
手術切緣有殘留癌細胞、手術切緣安全距離不足
(4 mm)，區域淋巴轉移屬於 N3、N2，淋巴結膜外
侵犯、病理檢查發現有淋巴管血管侵犯 (lymphovascular invasion)、神經旁侵犯 (perineural invasion)、淋巴管血管內有腫瘤栓塞等，其中以手術
切緣有殘留癌細胞及淋巴結膜外侵犯最重要。
(4) 不適合手術之局部復發的病患。
研究顯示，在可切除的口咽、下咽及喉癌病患，同步化學
放射治療之三年喉部器官保留率和局部控制率，皆比依序性化
放療 (sequential chemoradiotherapy) 或單獨放射治療為優：同
步化學放射治療之喉部器官保留率和局部控制率，分別為 84%
及 69%，依序性化放療為 71% 及 55%，而單獨使用放射治療
則為 66% 及 51%。此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在保留器官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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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活率與單獨手術切除相較並不會較差 [13,14] 。臨床試驗證
明，對局部侵犯性之腫瘤而言，接受同步化學放射治療會比單
獨放射治療有較佳之存活率 [15] 。整合分析研究 (meta-analysis)
結果顯示，化學治療對於局部晚期頭頸癌病患的確可增加病患
存活率。與僅接受局部治療病患比較，接受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或依序性化放療的病患，五年存活率分別增加 6.5% 及 4.5%
[1,16-18]

。針對無法切除之頭頸癌病患，其臨床研究結果顯示，接

受同步化學放射治療比單獨接受放射治療者有較佳之預後，其
三年存活率分別為 37% 及 23%[19,20]。然而，一個大型研究的
10 年追蹤報告指出，接受同步化學放射治療的晚期頭頸癌病
患，較接受依序性化放療或放射治療的病患有較高之非癌症致
死率 [21] ，顯示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在晚期頭頸癌應視為治療選項
之一，並應考慮其副作用。
台灣本土的研究也證實，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在無法接受手
術切除的晚期下咽癌病患，對於喉部保留及局部疾病控制都是
有效的[22-24]。而腫瘤體積小於 30 mL 且無淋巴轉移之晚期下咽
癌病患，接受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後有較佳之喉部保留率[25]。
對於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之化療用藥，使用單一化學藥物或
多種化學藥物並無明顯的差異。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合併單一化
療 藥 物 的 選 擇 包 括 有 cisplatin 、 carboplatin 、 5-FU 、 UFUR
等 ， 而 併 用 多 種 化 療 藥 物 的 組 合 則 有 cisplatin/5-F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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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platin/paclitaxel、carboplatin/5-FU、carboplatin/paclitaxel、
5-FU/hydroxyura 等。其中以單獨使用 cisplatin 或 PF 的併用在
台 灣 最 常 見 。 但 是 單 一 使 用 cisplatin 是 以 高 劑 量 (75-100
mg/m2) 每三週施打或低劑量 (20-40 mg/m2) 每週施打，孰優孰
劣則尚無定論。一大型整合分析研究顯示 [16] ，鉑類的化學藥物
比非鉑類的效果好。PF 的藥物組合併用在放射治療時，其使用
的天數 (3-5 天/每四週) 與劑量，尚未有公認的標準。而接受手
術後再施行輔助性的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似乎選擇單一藥物
cisplatin 比較好。EGFR 單株抗體 Cetuximab 與放射治療合併
使用在局部晚期頭頸癌的病患，與單獨放射治療相比較，可增
加病患存活率及降低遠端轉移的機率。比較五年存活率，
Cetuximab 合併放射治療者為 45.6%，而僅接受放射治療者為
36.4%[9,26]。台灣本土的研究也顯示，合併 Cetuximab 與高劑量
放 射 治 療 在 此 類 病 患 是 有 經 濟 效 益 的 [27] 。 2009 年 健 保
Cetuximab 的給付規定為與放射治療合併使用之局部晚期口咽
癌、下咽癌或喉癌，且年齡大於 70 歲或腎功能欠佳 (Ccr < 50
mL/min) 或聽力障礙 (聽力障礙定義為 500 Hz、1000 Hz、2000
Hz 平均聽力損失大於 25 分貝) 或無法耐受傳統鉑類化療的病
患，但仍排除口腔癌及鼻咽癌。
整體而言，對於局部侵犯或無法手術切除的下咽癌病患，
同步化學放射治療是一種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無論是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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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性化學治療、再進行同步化學放射治療，或單獨進行同步
化學放射治療，對此類病患皆為有效的治療方式。而對於無法
忍受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中化療毒性的病患，可考慮使用 EGFR
單株抗體 Cetuximab 合併放射治療。針對手術後切緣有殘留癌
細胞或有淋巴結膜外侵犯的病患而言，術後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對於存活率有顯著的改善[28-30]。

3. 復 發 、 轉 移 之 緩 和 性 化 學 治 療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雖然部分局部復發和少數侷限性遠端轉移的病患仍可考慮
積極治療，然而大部分這類病患治療的目標為減輕症狀、延長
疾病控制期間。含鉑類化學治療組合的反應率及症狀緩解程度
最高，是最常用的化學治療處方藥物。加入 PF 的化學治療組合
提升了腫瘤的反應率及病患的存活率，但整體中位存活時間仍
不滿一年，顯見未來仍有很多努力的空間。病患若有腫瘤分化
不良、體能狀態 (performance status) 不佳、體重減輕太多、曾
接受過化放療等因素，對化學治療的耐受性、整體存活率及預
後皆較為不利。而局部復發或轉移的病患，常有局部疼痛、出
血、感染、傷口照護、營養不良、高鈣血症、氣切呼吸照護、
吸入性肺炎等問題，使得對化療藥物的耐受性大減，所需的支
持性療護也更多，家庭及社會醫療體系更需面對如此之挑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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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再手術或放療的局部復發或轉移病患，接受含鉑類的
化 學 治 療 組 合 ， 其 反 應 率 約 為 30-50%[32-34] 。 太 平 洋 紫杉醇
(paclitaxel) 加上順鉑 (cisplatin) 在第三期臨床試驗中和 PF 的組
合比較，其反應率與存活率都大致相當[35]。TPF 的組合在局部
復發或轉移病患使用，約有 50% 的反應率[36]，但白血球低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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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病患體能狀態夠好，可考慮以紫杉醇類
加上順鉑或 ifosfamide 之藥物組合來增加反應率[37-39]，但需注
意化學藥物相關的毒性。
頭頸癌其 EGFR 通常會過度表現也與預後相關[40,41]。標靶
藥物針對 EGFR 單株抗體 Cetuximab 在第三期臨床試驗用於局
部復發或轉移病患的第一線治療中，和 PF 的組合 (EPF) 提升
了反應率及存活時間 (中位存活時間從 7.4 個月延長至 10.2 個
月)，且皮膚毒性和療效成正比[10]。Cetuximab 和太平洋紫杉醇
合併於第一線治療，反應率可達 60%，但存活時間和 EPF 相差
不多 [42] 。在第二線使用上，Cetuximab 單獨使用或合併鉑類
[43,44]

或 歐 洲 紫 杉 醇 [45] 一 起 使 用 ， 都 有 10-20% 的 反 應 率 。

Cetuximab 使用時需特別注意皮膚毒性的處理及照顧。
其 他 的 化 療 藥 物 如 mitomycin 與 epirubicin[46,47] 有 增 加
cisplatin 反應的效果，對承受力好的病患可做為第一線化療的另
一種考量。Gemcitabine[48]、pemetrexed[49]、capecitabine[50]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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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作為第二線選擇的藥物。其他標靶藥物如小分子 EGFR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Gefitinib[51] 及
Erlotinib[52] 之反應率皆不好，主要是頭頸癌 EGFR 突變率很低
(低於 5%)，不像肺腺癌這樣高。另一種多重 EGFR 酪胺酸激酶
抑制劑 Afatinib 目前正在進行臨床試驗中[53]。
目前國內各醫學中心針對局部復發或轉移的病患都有相關
的臨床試驗正在進行，如果病患體能狀態相對穩定，可以尋求
專家的意見與評估，考慮接受臨床試驗的治療，以增加疾病控
制的機率。EPF 在局部復發或轉移的頭頸癌病患之治療成效，
只是一個起步，更多致病機轉的研究、新藥的找尋、生物標記
的建立、最佳治療組合的選擇與支持性療護的完備，如此才能
達成個人化的癌症醫療，提升有品質存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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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下咽癌治療前後言語、吞嚥之評估與
復健
下咽癌的治療方式須同時考量病患的存活率，以及言語與

吞嚥功能[1]。近年來，下咽癌的治療主要以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
放射治療方式保留言語及吞嚥器官。對於腫瘤侵犯範圍較大病
患，則需做全喉切除合併部分或全咽切除手術及咽部重建，並
視需要接受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以保存生命[2,3]。這
些手術及非手術的治療方式均會對言語及吞嚥功能造成損傷、
影響生活品質[4-9]。語言治療師受過言語及吞嚥異常專業訓練，
是下咽癌專業團隊的成員 [10,11] ，可以提供言語和吞嚥評估及復
健，包括治療前、治療中與治療後的評估、復健及諮詢
[1,10,12,13]

。語言治療師在處置過程中需要與專業團隊密切合作，

依據評估結果提供專業建議，協助團隊選擇最佳的治療方式。
語言治療師亦可邀請病患、家屬及照顧者共同參與復健計畫，
增加復健動機並給予心理支持[1,10]。

1. 吞嚥機轉及下咽癌治療前之言語及吞嚥問題
吞嚥是一連串複雜的神經肌肉活動過程。與吞嚥相關的解
剖構造包括：口腔、喉部、咽部及食道。吞嚥過程分為四個時
期：(1) 口腔準備期：負責攪拌及咀嚼食物，配合唾液分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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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調成適當黏稠度的食團；(2) 口腔期：舌頭將食團抬起，抵
著硬顎持續將食團向後推送，直到食團前端到達前咽門弓與舌
根和下頷骨交會之間；(3) 咽部期：此時啟動咽部期吞嚥，帶動
顎咽閥門關閉，阻止食物進入鼻腔；舌骨與喉部向上並往前移
動，關閉呼吸道入口並打開環咽肌；喉部真聲帶、喉部入口及
會厭三個括約肌關閉，阻止食物進入呼吸道；舌根下傾，將食
團送至咽部；舌根後縮與後咽壁接觸，增加咽部壓力；咽壁逐
步向下收縮，食團經咽部進入上食道括約肌；(4) 食道期：經由
食道蠕動，逐步推送食團通過食道，直到下食道括約肌打開後
進入胃部[14-16]。
若吞嚥相關構造產生缺損，或神經肌肉活動能力受到限
制，使得吞嚥時食物由口腔到胃的移動過程發生困難，就會造
成吞嚥障礙[15]。
下咽癌病患在治療前出現吞嚥困難的比例較其他頭頸癌病
患高 [17,18] 。下咽腫瘤會造成咽部及食道損傷，影響咽部及上食
道括約肌收縮功能，造成病患吞嚥困難或食團誤吸 (aspiration)
[1,19,20]

。若腫瘤侵犯至喉部，會出現聲音沙啞症狀[2]。

2. 下咽癌治療後的言語及吞嚥問題
吞嚥困難是下咽癌的症狀之一，腫瘤治療更是造成言語及
後續吞嚥困難的重要因素。不論採用的是手術切除、放射治
下咽癌治療前後言語、吞嚥之評估與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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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同步化學放射治療，或合併使用，均有極高比例的病患在
治療後立即出現言語及吞嚥困難，或在數年後出現晚期的言語
及吞嚥困難[1,6,21]。
(1) 手術對言語及吞嚥功能之影響
手術對病患言語及吞嚥障礙特性及嚴重度的影響，視手
術方式、切除部位及切除範圍而定。術後的重建方式對言語
及吞嚥功能也具有重要影響。

A. 功能保留性手術
為了保留咽喉的言語及吞嚥功能，對於早期或某些
中、晚期的下咽癌病患可施予功能保留性手術。功能保
留性手術可分內視鏡雷射顯微手術及開放式部分咽喉切
除手術。內視鏡雷射顯微手術傷口小，術後傷口恢復
快，無需進行傷口重建或氣管切開，對言語及吞嚥功能
的影響相對較小 [1,6,22] 。而開放式部分咽喉切除手術對言
語及吞嚥功能造成的影響不一，端視切除的部位及範圍
而定。一般而言，切除範圍越大，言語及吞嚥功能受損
的情形也越嚴重。一旦手術嚴重影響病患喉部閉合或咽
部收縮的能力，病患在吞嚥時無法有效保護呼吸道，並
清空咽部的食物，將嚴重影響病患吞嚥的安全性及效
率，使病患處在食物吸入呼吸道及營養攝取不足的威脅
之中[1,14,15,23,24]。手術若影響病患聲帶閉合、聲帶振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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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方式，會造成氣息聲、沙啞聲、音量過小等嗓音問
題[1]。

B. 全咽喉切除手術
晚期下咽癌病患若進行全咽喉切除手術，喉部切除
範圍包括舌骨、會厭軟骨、甲狀軟骨、環狀軟骨、兩側
假聲帶、喉室、以及兩側真聲帶。術後咽部與氣管分
離，氣管連接到頸部皮膚做永久之氣管造口
(tracheostoma)；下咽部切除範圍包括部分或全部後咽
壁及側咽壁，術後需用皮瓣重建吞嚥道[2,25]。病患一旦接
受全咽喉切除後，說話、呼吸及吞嚥構造及功能均明顯
改變。病患失去喉部無法發聲，呼吸改由氣管造口。術
後咽部與氣管分離，雖然不會發生誤吸問題，但研究發
現有七成全喉切除病患表示全喉切除後有吞嚥困難[26]，
最常見的吞嚥症狀包括食物易卡在咽部，需要花費較長
的時間或搭配水才能將食物嚥下，必須限制食物質地，
如液體或糊狀物等。電視螢光吞嚥攝影檢查
(video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 VFSS) 結果也支持
病患臨床吞嚥症狀，包括咽部收縮力減弱以及咽部狹
窄，造成吞嚥時間增加及食團堆積咽部難以嚥下等。有
的病患會出現咽皮瘻管或假會厭 (pseudoepiglottis)，造
成食團吸入氣管或堆積舌後，嚴重者必須使用鼻胃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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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病患常自覺身體有障礙、出現憂鬱及焦慮等負面情
緒，這些身心症狀會降低病患生活品質 [2,7,15,25,27-29] 。此
外，術後皮瓣重建也會造成其他的吞嚥問題，例如空腸
皮瓣及胃上提手術易造成食物回流至口腔或鼻腔[25]。
(2) 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對言語及吞嚥功能之

影響
A. 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雖可避免切除與發聲及吞嚥相關的組織及
器官，但保留器官並不代表就能保留功能，放射治療仍
無法避免對照射範圍的組織產生破壞，包括血管、肌
肉、結締組織、軟骨及唾液腺等，使病患在治療期間及
治療後，產生吞嚥困難的風險極高。病患於放射治療期
間或放射治療後一至二個月內會出現急性期反應，常見
的症狀包括皮膚炎、口咽黏膜炎、唾液不足或口乾、疼
痛及味覺改變，造成病患進食困難、營養及水分攝取不
足、嗓音改變等，這些症狀在放射治療後三個月內會逐
漸改善。放射治療後數個月或數年後會陸續產生晚期反
應，包括淋巴水腫、放射線骨骼壞死、口腔乾燥、喉部
及咽部感覺受損、周邊神經病變及組織纖維化等，造成
口腔、咽部、頸部等照射部位軟組織僵硬、活動度降
低、無力；時間愈久，問題愈趨嚴重[1,21,30,31]。這些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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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口腔期舌頭活動度及力量不足，無法有效咀嚼、攪
拌及後送食物至咽部，導致吃固體及較濃稠食物有困
難、口腔通過時間 (oral transit time) 變長、口腔食物殘
留增多等。在咽部期會出現舌根後縮力量不足、顎咽閉
鎖不全、啟動咽部期吞嚥延遲、咽部收縮肌無力、喉部
上抬不足、喉部無法關閉以及環咽肌開啟不足等。這些
異常的生理表現會導致咽部有過多食物殘留，極易造成
吞嚥後誤吸，或吞嚥時無法有效關閉呼吸通道，造成吞
嚥時嗆入 (penetration) 或誤吸[21,23,32]。因放射治療會造
成喉部及咽部的感覺降低，一旦發生誤吸，常屬靜默式
誤吸 (silent aspiration)，因此無法從臨床嗆咳的症狀判
定是否有誤吸發生 [17,33] 。症狀嚴重者，甚至必須依賴管
灌來維持營養。此外，這些放射治療反應還會使病患出
現聲音沙啞、單調音、說話不清晰、發音錯誤、鼻音過
重等言語問題，嚴重影響生活品質[1,5,8,9,15,18,34,35]。

B. 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化學治療對黏膜及咽部會造成急性毒性反應，包括
黏膜炎、感染、嘔吐等，急性期過後這些反應會改善。
同步化學放射治療會加重化學治療毒性反應以及放射治
療效應，包括黏膜炎、感染、味覺改變、口咽肌肉纖維
化及咽部狹窄等 [1] 。這些毒性反應會造成吞嚥疼痛及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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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不佳，導致進食困難，也會造成會厭軟骨下傾困難、
喉部上提不足、咽部收縮力減弱、環咽肌張開不足等吞
嚥生理異常，導致食團堆積咽部、誤吸、以及吸入性肺
炎，嚴重者需倚賴胃造瘻管或鼻胃管進食 [31,36,37] 。同步
化學放射治療效應亦會造成聲帶閉合不足及喉部運動功
能減弱，出現嗓音沙啞、說話清晰度欠佳、說話節律異
常等言語及嗓音問題。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之晚期效應會
造成病患吞嚥困難加重及體重減輕。隨著病患口咽功能
下降，說話清晰度及嗓音問題也會愈趨嚴重，降低病患
生活品質[1,8,35,37-40]。
(3) 手術切除合併術後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對言語及吞嚥

功能之影響
術後若接受同步化放療，病患會因為組織切除合併化放
療後的急性期反應使吞嚥困難更加嚴重。晚期更會出現口咽
肌肉纖維化、放射線骨骼壞死等效應，造成舌根後縮力及咽
部收縮力減弱、咽部狹窄等吞嚥生理異常，出現進食時食團
堆積在口腔及咽腔、吞嚥食團時間增長等吞嚥問題。此效應
亦會加重說話清晰度及嗓音問題，導致言語功能、吞嚥功能
及生活品質較單獨接受手術治療者差[2,7,15,25,27,29,39,41]。

3. 言語及吞嚥評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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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接受手術、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前、治療中及治療
後，建議儘早為病患進行言語及吞嚥評估，以了解言語及吞嚥
功能的變化，協助訂定適當的言語及吞嚥復健計畫。評估時需
要語言治療師及耳鼻喉科醫師共同參與並密切合作[1,10,13,42]。
(1) 治療前的言語及吞嚥評估

A. 目的
建立病患於治療前之言語及吞嚥功能基礎數據，以
評估手術及非手術治療對該功能之影響，以及日後復健
之成效。經由此過程建立與病患的溝通管道及互信基礎
[1,10,43]

。

B. 內容
(A) 病患資料收集
記錄病患病史、治療史、診斷、認知功能、社會
心理功能、動機、病患及家屬的期待、家人支持度
等，以預測言語及吞嚥復健成效，並將此特性納入病
患個別化復健計畫中[1,10,12,13]。
(B) 吞嚥評估
提供必要之臨床吞嚥檢查 (clinical examination of
swallowing) 、 VFSS 或 纖 維 內 視 鏡 吞 嚥 檢 查
(fiberoptic endoscopic evaluation of swallowing;
FEES)，以確認吞嚥異常原因及徵候[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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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言語及嗓音功能檢查
提供必要之言語清晰度檢查、嗓音評估、喉內視
鏡檢查等，建立治療前言語及嗓音基礎數據。
(2) 治療中及治療後的言語及吞嚥評估

A. 目的
接受手術治療的病患，評估手術後組織缺損對其言
語及吞嚥功能的影響 [15] 。接受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放射
治療的病患，定期評估其在治療中及治療後之言語及吞
嚥功能、以及相關的生活品質，以協助擬定個別化言語
及吞嚥復健計畫、提供諮詢及心理支持、調整復健計
畫，以及監測言語及吞嚥復健成效[1]。

B. 內容
(A) 吞嚥臨床檢查
確認病患手術切除範圍及重建方式。評估口腔構
造及運動功能、喉部功能、以及嘗試性吞嚥反應 (trial
swallow)。口腔運動功能包括舌頭活動度及力度、下
頷活動度、張嘴程度及嘴唇閉合度、軟顎上抬幅度、
反射能力、以及敏感度。喉部功能包括發聲音質、咳
嗽力道等。嘗試性吞嚥包括觀察病患喝水或進食是否
嗆咳、吞嚥後音質是否改變、吞嚥時間是否過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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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喉部上抬幅度是否足夠等。此外，也需評估病患身
體狀況、情緒適應及營養狀態[1,10,15]。
(B) 吞嚥儀器檢查
根據臨床吞嚥檢查結果，對有誤吸之高風險病
患，安排 VFSS 或 FEES[1,12]。檢查時給予不同質地
與不同份量的食物，以確認造成吞嚥障礙的生理原
因。進行 VFSS 時，可讓病患使用代償策略，例如改
變姿勢或調整食物質地及份量，以確認該策略對改善
吞嚥問題的效果。依檢查結果擬定個別化吞嚥復健計
畫，改善吞嚥困難，確保病患能安全進食並攝取足夠
的營養[1,10,21,42]。
(C) 言語評估
語言治療前後，對有喉病患提供口腔運動功能評
估、言語清晰度檢查、以及嗓音評估；對無喉病患提
供口腔運動功能評估。言語清晰度檢查包括單字清晰
度、句子清晰度、以及說話速度，以判斷說話精確度
[1,10]

。嗓音評估包括聽知覺評估嗓音音高、音量、嗓

音各面向音質嚴重度、以及呼吸支持狀況[1,10]。
(D) 嗓音儀器檢查
語言治療前後，對有喉病患提供喉內視鏡檢查
(laryngeal endoscopy) 或 喉 頭 頻 閃 觀 測 儀 檢 查
(laryngeal stroboscopy)、聲學測量、以及氣動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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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喉內視鏡檢查主要檢查喉部構造，確認喉部對稱
性、聲門閉合度、喉部殘餘構造功能 (如：喉部分切
除術後)、喉部有無狹窄等[1]。喉頭頻閃觀測儀檢查主
要檢查聲帶各面向振動能力，包括對稱性、規律性、
聲門閉合度、黏膜波、及振幅 [1]。聲學測量包括發聲
頻率、音強、及不規律性 [1]。氣動學測量包括發聲氣
流速率、聲門下壓力、及最長發聲時間 [1,44] 。經由上
述檢查確認病患嗓音生理功能。
(E) 生活品質測量
吞嚥治療及語言治療前後，可以使用具信效度之
吞嚥生活品質及溝通生活品質問卷，測量病患吞嚥及
言語功能對其生理、心理、及社交功能的影響，以得
知病患之吞嚥及溝通生活品質[1,8,45]。

4. 言語及吞嚥復健指引
病患接受手術、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前、治療中及治療
後，可適時提供病患諮詢及衛教，並訂定適當的言語及吞嚥復
健計畫。言語及吞嚥復健的目的，是將病患治療後殘餘之言語
及吞嚥功能最佳化，以減少對吞嚥及溝通生活品質的影響[1]。為
降低放射治療對言語及吞嚥功能的影響，可於放射治療前及治
療中，提供病患預防性言語及吞嚥復健[1,10,13,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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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療前的言語及吞嚥復健

A. 目的
病患腫瘤治療計畫確立後，經由衛教及諮詢，讓病
患了解手術治療、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對言語及吞嚥功
能的影響，以及整體復健方向，以提供病患心理支持，
及提高病患對復健計畫的參與度[1,10,14,43]。

B. 內容：衛生教育及諮詢
向病患及家屬說明正常的言語及吞嚥構造與生理機
轉、腫瘤治療對言語及吞嚥功能可能的影響、治療後可
能的言語及吞嚥復健目標、服務模式、以及預期效果
[1,10,15,42]

。對於計劃接受全喉切除手術的病患，可向病患

及家屬說明手術可能切除的器官以及各種言語復健方
法。建議邀請無喉病友拜訪病患，分享治療及復健經
驗，並提供無喉者相關資訊 [12,13] 。對於計劃接受放射治
療的病患，宜預先教導言語及吞嚥復健運動，包括口
腔、咽部及喉部的活動度及肌耐力運動，以預防或降低
放射治療可能產生的副作用[46-48]。
(2) 治療中及治療後的言語及吞嚥復健

A.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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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言語及吞嚥評估結果，為病患擬定言語及吞嚥
復健計畫，幫助病患將腫瘤治療後之口腔、喉部、及咽
部殘餘功能最佳化，以改善吞嚥及溝通能力。對於接受
放射治療及化學治療之病患，於治療中及治療後適時調
整復健計畫，在盡量維持由口進食的前提下，避免發生
吸入性肺炎及營養攝取不足的情形[1,10,49,50]。

B. 內容
(A) 代償性技巧
使用改變姿勢、提供感覺刺激、調整食團大小、
調整進食速度、以及調整食材質地，改變食物的流
向，以減少食物在口、咽部的堆積及降低誤吸的危
險。代償性技巧無法改善吞嚥生理機轉，通常是短期
使用。只有在積極的復健運動已停止或對改善吞嚥功
能無任何助益下，才會長期使用[1,15]。

(B) 吞嚥復健
使用口腔、喉部及咽部等吞嚥運動以及吞嚥手法
(swallow maneuvers) 改變吞嚥神經肌肉控制機轉，
由此改善吞嚥時的喉部閉合能力、增加咽部壓力、提
升喉部上抬能力，以及增加環咽肌開啟幅度及時長，
以提升吞嚥的安全性及效率。吞嚥運動包括嘴唇、舌
頭、舌根、軟顎、顳顎關節、喉部及上食道括約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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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度及肌耐力運動 [1,15,21] 。吞嚥手法包括上聲門吞
嚥法 (supraglottic swallow)、超上聲門吞嚥法 (supersupraglottic swallow)、用力吞嚥法 (effortful swallow)
及孟德森吞嚥手法 (Mendelsohn maneuver)[1,15,51] 。
接受放射治療之病患，治療前即可教導吞嚥復健運
動，並鼓勵病患於放射治療期間持續進行，以保留與
吞嚥相關肌肉的活動能力、力量、速度及彈性[48]。若
病患接受放射治療後副作用強烈，有嚴重的疼痛及不
適感，可以使用代償性技巧改善吞嚥困難症狀
[1,15,21]

。

(C) 嗓音復健
使用喉部閉合運動及生理嗓音治療策略，增進病
患聲帶閉合能力、改善嗓音投射、強化嗓音耐久力、
以及改善呼吸與發聲協調能力。喉部閉合運動包括硬
起聲練習 (hard glottal attack exercise)、上聲門吞嚥
法等 [1,52] 。生理嗓音治療策略包括共鳴嗓音治療法
(resonant voice therapy) 、 嗓 音 功 能 運 動 (vocal
function exercise) 等方法 [1,52,53] 。接受放射治療之病
患，治療前即可教導喉部運動，並鼓勵病患於放射治
療期間持續進行，以保留與發聲相關肌肉的活動能
力、力量、速度及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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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嗓音衛生教育
病患於手術後或化放療後，常因發聲困難造成嗓
音誤用，出現用力發聲或代償方式發聲。可教育病患
使用舒適的音量及音高發聲，以避免造成機能過度嗓
音異常 (hyperfunctional voice disorder)。對於音量過
小病患，建議必要時使用攜帶式擴音器輔助說話[1]。

(E) 說話清晰度訓練
使用口腔運動及構音治療，增進說話清晰度與說
話速度[10]。口腔運動包括嘴唇、舌頭、軟顎的活動度
及肌耐力運動 [1,15,51] 。構音治療是矯正錯誤的構音行
為至最佳狀態。接受放射治療之病患，治療前即可教
導口腔運動，並鼓勵病患於放射治療期間持續進行，
以保留與構音相關肌肉的活動能力、力量、速度及彈
性。

(F) 無喉者言語復健
接受全喉切除的病患，手術後可訓練使用食道語
(esophageal speech) 、 氣 動 式 人 工 發 聲 器 (pneumatic artificial larynx)、電子人工發聲器 (electronic
artificial larynx) 、 或 氣 管 食 道 發 聲 瓣 (tracheoesophageal voice prothesis) 等方式說話。依據病患手術
後生理構造、健康狀況、使用需求、喜好、經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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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家人支持度等，選擇最適合的方法[10]。食道語為
最自然的發聲方法，不需輔助工具，術後咽食道接合
處區 (pharyngoesophageal segment) 阻力小者較適
合[54]。氣動式人工發聲器及電子人工發聲器均具有音
量大的優點，但缺少語調變化。氣動式人工發聲器適
合術後呼吸功能正常及手控制能力佳之病患。電子人
工發聲器有兩種不同的形式，包括頸外式及口內式。
一般而言，二者均需要良好的手控制能力。頸外式電
子人工發聲器適合術後頸部組織無明顯纖維化、疤
痕、或脂肪肥厚者。對於不適合使用頸外式的病患，
可以選擇口內式電子人工發聲器[54]。氣管食道發聲瓣
具有音量大、聲音長、及語調變化大的優點，在所有
言語復健方法中最接近有喉者的音質，且生活品質也
最好，適合用在術後咽食道區阻力小、無咽部狹窄、
手控制能力佳、以及願意自我照顧發聲瓣之病患；但
氣管食道發聲瓣需定期更換 [10,41,55,56] 。除了言語復健
外，也教導病患氣管造口的照護方法，包括出院後氣
管造口清潔、環境濕度調整、氣管罩 (stoma cover)
及浴罩 (shower guard) 之使用等[57]。
(3) 長期照護

A.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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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出院後身體狀況可能變壞，進入臨終照護。建
議語言治療師長期追蹤病患言語及吞嚥功能，提供諮詢
及支持，改善病患臨終前進食滿意度及舒適度，並增進
溝通效能[1,10]。

B. 內容
(A) 吞嚥及溝通功能諮詢
向病患、家屬、臨終照護團隊說明改善病患進食
能力及溝通能力的方式。

(B) 設計進食及溝通策略
對於有吞嚥困難的病患，提供進食改善策略，將
病患吞嚥功能最佳化，以增進進食時病患與家屬的良
性互動。對於有認知困難或溝通困難的病患，提供溝
通能力改善策略或替代方式，增進病患溝通效能，以
維護病患臨終決策能力及與家人溝通的能力[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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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下咽癌之治療追蹤

1. 治療後之追蹤
整體來說，下咽癌的預後是頭頸部癌症中最差的，除了原
發部位及頸部的腫瘤復發外，尚有相當比率的下咽癌病患在治
療後會發生遠端轉移 (絕大部分發生在肺部)，因此定期的追蹤
檢查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由於下咽癌病患常常會出現同
發性 (synchronous) 或異發性 (metachronous) 之食道癌，因此
定期的食道檢查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由於治療後的復發或轉移大多發生在治療後的兩年內，因
此，治療後的前兩年建議每 1-3 個月回診一次，治療後二至五
年建議每 3-6 個月回診一次，治療完成五年後則建議每 6-12 個
月回診一次。

2. 治療後之檢查
(1) 病史詢問與理學檢查
病史詢問與理學檢查是發現腫瘤復發最重要且有效的方
法。在病史詢問方面，除了一般的體重、營養狀況、體能變
化之外，尚需詢問病患是否出現吞嚥困難、吞嚥疼痛、聲音
沙啞、嗆咳、頸部出現腫塊或出現持續且不易緩解之頸部疼

下咽癌之治療追蹤

109

痛等症狀，這些都是腫瘤可能復發之警訊。除此之外，病患
若出現持續之咳嗽、不明原因之體重減輕、腹部或骨頭疼痛
等症狀，則需注意是否發生遠端轉移之現象。
理學檢查方面，除了頭頸部詳細視診與觸診之外，對於
下咽部需使用喉反射鏡進行詳細的檢查，必要時須施行軟式
纖維內視鏡或喉頻閃觀測進行檢查。針對食道部分，無論治
療前檢查是否正常，治療後仍需定期安排食道之相關檢查。
(2) 影像學檢查

A. 頭頸部電腦斷層或磁振造影檢查
下咽癌病患若接受放射治療或同步化放療，建議治
療完成後 2 至 3 個月再施行第一次的頭頸部電腦斷層或
磁振造影檢查，以避免治療過程中產生局部反應而影響
判讀。日後視症狀需要，給予頭頸部電腦斷層或磁振造
影檢查。

B. 胸部 X 光或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建議治療結束後，前兩年至少每 6 個月做一次胸部
X 光檢查，治療結束兩年後至少每年做一次胸部 X 光檢
查。若 X 光檢查發現疑似病灶時，則進一步安排胸部電
腦斷層掃描檢查。

C. 視症狀需要安排腹部超音波、全身骨骼掃描或正
子造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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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室檢查

A. 常規血球及生化檢查
目前無證據顯示常規血球及生化檢查能幫助偵測腫
瘤之復發及轉移，但有些病患接受化療後會發生骨髓造
血功能障礙或腎功能異常，因此，對於有此疑慮之病患
可每 3-6 個月檢查全血細胞計數 (CBC) 及血清肌酸酐
(Creatinine)。除此之外，也可考慮每 3-6 個月檢查一次
鹼性磷酸酶 (ALP) 及乳酸脫氫酶 (LDH)，間接篩檢可能
之骨骼及其他遠端轉移。

B. 甲狀腺功能檢查
對於接受放射治療或同步化放療之病患，建議每 612 個月檢查 free T4 及 TSH；若發生甲狀腺功能低下，
則給予補充甲狀腺素之治療。
(4) 定期接受牙科之檢查及治療。
(5) 定期接受言語或吞嚥之評估及復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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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軟式或硬式)鏡
檢
 食道部位檢查/經口
或經鼻軟式食道鏡
檢
 切片
 胸部 X 光或胸部電
腦斷層掃描
 磁振造影或電腦斷
層掃描原發部位及
頸部淋巴結
 營養照會、言語及
吞嚥評估與復健
 多科照會
 正子造影(視需要)

 病史詢問
 理學檢查
 基本實驗室檢查
 反射鏡檢或直接喉

檢查

T1-2,
N0

臨床期別

手術治療：
部分咽喉切
除術(開放
式或內視鏡
式)＋同側
或兩側頸部
廓清術

放射治療

臨床試驗

原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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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後不
良因子

其餘不良
預後因子

手術切緣
有癌細胞

淋巴結膜
外擴散

無預後不良因子

原發部位發現殘存腫瘤

原發部位無發現腫瘤

臨床或病理檢查發現

放射治療或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再次切除±
同步化放療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救援手術

輔助治療

或經鼻食道鏡)：
第一年：每 1-3 月
第二年：每 1-3 月
第三-五年：每 3-6 月
第六年之後：每 6-12 月
 食道鏡檢查：每 6-12 月
 磁振造影或電腦斷層掃
描、正子造影(視需要)：
第一次：治療結束後 812 週；每年一次
 胸部 X 光：每 6-12 月
 T4/TSH：每 6-12 月
言 語 及 吞 嚥 評 估 與 復
健：治療結束後持續治
療
 牙齒檢查(視需要)

 理學檢查
 內視鏡檢查(軟式纖維鏡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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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反射鏡檢或
直接喉鏡
(軟式或硬
式)鏡檢
 食道部位檢
查/經口或
經鼻軟式食
道鏡檢
 切片
 胸部 X 光或
胸部電腦斷
層掃描
 磁振造影或
電腦斷層掃
描原發部位
及頸部淋巴
結
 營養照會、
言語及吞嚥
評估與復健
 多科照會
正 子 造 影
(視需要)

 病史詢問
 理學檢查
 基本實驗室

檢查

T2,N0
T2-3,
N0-3
T1,N+

臨床
期別

原發部位未
達部分緩解
者

原發部位部
分緩解者

原發部位完
全緩解者

臨床或病理
檢查發現

手術治
療

放射治
療或同
步化學
放射治
療

同步化
學放射
治療
原發部位發
現殘存腫瘤

原發部位無
發現腫瘤

預後不
良因子

救援手術±頸部擴清術

無頸部殘存腫瘤

頸部擴清術

其餘不
良預後
因子

手術切
緣有癌
細胞

淋巴結
膜外擴
散

無預後不良因子

無頸部殘存腫瘤

頸部殘存腫瘤

輔助治療

頸部殘存腫瘤

手術治療：部分咽喉切除術(開放
式或內視鏡式) / 全咽喉切除術＋同
側或兩側頸部廓清術

前導化
學治療

臨床試驗

原始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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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或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再次切除±
同步化放療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頸部擴清術

纖維鏡或經鼻食
道鏡)：
第一年：每 1-3 月
第二年：每 1-3 月
第三-五年：每 36月
第六年之後：每
6-12 月
食道鏡檢查：每
6-12 月
磁振造影或電腦
斷層掃描、正子
造影(視需要)：
第一次：治療結
束後 8-12 週；每
年一次
 胸部 X 光：每 612 月
 T4/TSH：每 6-12
月
言語及吞嚥評估
與復健：治療結
束後持續治療
 牙齒檢查(視需要)

 理學檢查
 內視鏡檢查(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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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反射鏡檢或
直接喉鏡(軟
式或硬式)鏡
檢
食道部位檢
查/經口或經
鼻軟式食道
鏡檢
 切片
 胸部 X 光或
胸部電腦斷
層掃描
磁振造影或
電腦斷層掃
描原發部位
及頸部淋巴
結
營養照會、
言語及吞嚥
評估與復健
 多科照會
 正子造影(視
需要)

 病史詢問
 理學檢查
基本實驗室

檢查

T4a,
N0-3

臨床
期別

同步化
學放射
治療

前導化
學治療

手術＋
頸部擴
清術

臨床試驗

原始
治療
輔助治療

原發部位發
現殘存腫瘤

原發部位無
發現腫瘤

原發部位未
達部分緩解
者

原發部位部
分緩解者

原發部位完
全緩解者

預後不
良因子

救援手術±頸部擴清術

無頸部殘存腫瘤

頸部擴清術

其餘不
良預後
因子

手術切
緣有癌
細胞

淋巴結
膜外擴
散

無預後不良因子

無頸部殘存腫瘤

頸部殘存腫瘤

頸部殘存腫瘤

手術治
療

放射治
療或同
步化學
放射治
療

放射治療或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臨床或病理
檢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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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或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再次切除±
同步化放療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頸部擴清術

纖維鏡或經鼻食
道鏡)：
第一年：每 1-3 月
第二年：每 1-3 月
第三-五年：每 36月
第六年之後：每 612 月
食道鏡檢查：每
6-12 月
磁振造影或電腦
斷層掃描、正子
造影(視需要)：
第一次：治療結
束後 8-12 週；每
年一次
 胸部 X 光：每 612 月
 T4/TSH：每 6-12
月
言語及吞嚥評估
與復健：治療結
束後持續治療
 牙齒檢查(視需要)

 理學檢查
 內視鏡檢查(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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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軟式或硬式)鏡
檢
 食道部位檢查/經口
或經鼻軟式食道鏡
檢
 切片
 胸部 X 光或胸部電
腦斷層掃描
 磁振造影或電腦斷
層掃描原發部位及
頸部淋巴結
 營養照會、言語及
吞嚥評估與復健
 多科照會
 正子造影(視需要)

 病史詢問
 理學檢查
 基本實驗室檢查
 反射鏡檢或直接喉

檢查

T4b,N0-3
或無法切
除之頸部
腫瘤或不
適合手術

臨床期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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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性化療
+/- 局 部 根
治性治療

最佳支持性
療法

放射治療或
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

臨床試驗

原始治療

臨床或病理檢查發現

輔助治療

或經鼻食道鏡)：
第一年：每 1-3 月
第二年：每 1-3 月
第三-五年：每 3-6 月
第六年之後：每 6-12 月
 食道鏡檢查：每 6-12 月
 磁振造影或電腦斷層掃
描、正子造影(視需要)：
第一次：治療結束後 812 週；每年一次
 胸部 X 光：每 6-12 月
 T4/TSH：每 6-12 月
言 語 及 吞 嚥 評 估 與 復
健：治療結束後持續治
療
 牙齒檢查(視需要)

 理學檢查
 內視鏡檢查(軟式纖維鏡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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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單

位

姓

名

成大醫院

耳鼻喉部

蔡森田 (主委)

台北榮總

耳鼻喉頭頸部喉頭頸科

朱本元 (總編輯)

三軍總醫院

耳鼻喉部

蕭麗君

台大醫院

耳鼻喉科

婁培人

台北榮總

放射腫瘤科

王令瑋

台北榮總

整形外科

彭成康

台北榮總

血液腫瘤科

楊慕華

台北榮總

口腔顎面外科

羅文良

馬偕醫院

耳鼻喉科

呂宜興

馬偕醫院

血液腫瘤科

張義芳

新光醫院

耳鼻喉科

侯勝博

林口長庚

耳鼻喉科

方端仁

林口長庚

放射腫瘤科

張東杰

花蓮慈濟

耳鼻喉科

陳培榕

中國附醫

整形外科

陳宏基

中國附醫

耳鼻喉部

蔡銘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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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單

位

姓

名

台中榮總

耳鼻喉科

王仲祺

台中榮總

放射腫瘤科

林進清

亞洲大學

聽語系

彰基醫院

耳鼻喉科

陳穆寬

成大醫院

耳鼻喉部

蕭振仁

成大醫院

血液腫瘤科

顏家瑞

高雄長庚

耳鼻喉科

簡志彥

義大醫院

耳鼻喉科

黃澤人

國 衛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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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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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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放射腫瘤學會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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