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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召集人

王正儀

臨床診療指引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CPG) 是綜合臨
床經驗、系統性文獻回顧與實證醫學整理而成當前最恰當的醫
療照護建議。由於有實證醫學為基礎，應用客觀醫療研究的結
果，此臨床診療指引在醫療專業上可以協助醫師臨床診斷與治
療，做為醫學訓練教材，也可進一步發展出品管指標，提高醫
療品質；用於臨床服務，則可以輔助與病患之溝通說明，增進
良好的醫病關係。

醫療專業人員善用臨床指引，可擴大醫療標準化的程度，
降低醫療之變異，達到最高品質的境界，更能因而增進醫療的
有效性 (effectiveness)、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 (efficiency)，減
少浪費又節省成本，使有限的醫療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costeffective)，讓病患享有適切的醫療照護。

國家衛生研究院有鑒於臨床指引的重要，積極推動編撰我
國癌症治療臨床指引工作，已先後完成了肺癌及子宮頸癌之臨
床診療指引，提供醫療院所使用。而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則僅
見於各大醫院醫療團隊自行編訂，尚未有全國通行的臨床指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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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參照。因此國家衛生研究院邀集國內大腸直腸外科、腫瘤
科、放射腫瘤科及病理科等大腸癌診療領域的專家組成編撰小
組，著手撰寫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

本臨床指引由台大醫院梁金銅，台北榮民總醫院林楨國，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陳進勛、江支銘、楊再勝，成功大學附設醫
院李政昌、周楠華，柳營奇美醫院李浩銑，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鴻華等醫師組成之編撰小組負責撰寫，並且諮詢台大醫院葉
坤輝，台北榮民總醫院劉俊煌、王令瑋，三軍總醫院高偉堯，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曾雁明，國家衛生研究院陳立宗以及嘉義長
庚紀念醫院陳文政等醫師，對於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提供專家
意見，再經過馬偕紀念醫院陳明仁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唐瑞平
兩位醫師校閱之後，此部全國性的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才告編
輯成冊。

在此，謹對所有參與此臨床診療指引編撰之醫師、專家與
學者們致上最高的謝意，由於大家熱心的參與、無私的奉獻，
旁徵博引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這部臨床診療指引才能順利誕
生。也感謝大腸直腸外科學會將此議題列入 2010 年年會之議
程，提供與先進討論之平台，使臨床指引之內容更臻完備。

2

TCOG 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

儘管這部臨床指引係援引國內、外大腸癌診斷治療相關的
臨床經驗、實證、文獻與學者專家之卓見彙編而成，然而於實
務執行之際，仍應依據臨床病患之實際需要，經專業判斷後予
以適當調整應用。本臨床指引編撰雖然已力求完備，但是醫療
科技日新月異，醫療知識浩瀚無邊，編撰小組歡迎同儕先進不
吝惠賜卓見指正，我們當虛心受教並檢討增益，視需要進行修
訂，使本臨床指引成為我國大腸癌症治療的共同準繩，並期待
所有病患皆能獲得最適切的醫療照護。

二０一０年十月 寫於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教育大樓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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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民國 71 年以來，癌症已經居於國人十大死因之首。依據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公布的 96 年癌症報告，大腸癌 (含結
腸及直腸) 已連續兩年蟬聯全台灣新發病個案數最多之癌症，96
年總發生人數為 10,511 人，同年因大腸癌死亡的總人數為
4,470 人，標準人口死亡率達每十萬人口 19.5 人，居所有癌症
死因之第三位。大腸癌易發於 40 歲以上之中高年齡者，而且罹
病者隨著年紀而逐漸增加，唯近年來年輕病例有逐漸增加跡
象，男性與女性發生比率大略相等。大腸癌由多方面的致病因
子所造成，除了最重要的環境因素之外，肇因於基因遺傳而發
病者也佔百分之十五至三十。

大腸癌若能早期發現，則可完全治癒；一般民眾或高危險
群可藉由不同的篩檢和監測及早發現病灶，若是能在癌前發現
病灶而予以去除，便可預防大腸癌的發生。針對已經發生大腸
癌的病人，臨床醫師必須依疾病之狀況，提供最適當的手術治
療、藥物治療或放射治療等選項，向病人充分說明後請病人參
與選擇治療方法。手術治療切除的範圍可能由小範圍的局部切
除到大範圍的根除性切除，就技術而言可能採傳統剖腹術或腹
腔鏡等方法進行切除。藥物治療包含化學治療和標靶治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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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兩千年以後，癌症治療藥物推陳出新，臨床上有更多藥物
可供選擇用於輔助治療、新輔助治療以及轉移癌治療，也都有
相當良好的療效。放射治療的輔助治療和新輔助治療的模式已
經逐漸成型。癌症患者必須長期持續接受定期追蹤診療，以監
測可能的遠處轉移、局部再發或新病症的發生，及時予以治
療。末期病人則可給予安寧緩和醫療，讓病人保有人生最後的
尊嚴和良好的生活品質。

本臨床診療指引對於各種與各階段大腸癌的診療均有專章
提供原則性的治療建議，然而個別病患之臨床狀況皆有其個別
差異，臨床醫師可參考本臨床診療指引，並針對個別病患進行
評估，訂定治療計畫，必要時應會診相關次專科醫師進行多專
科討論，做出最適當的治療計畫。

為便於讀者了解，本臨床診療指引的每一章節除了文字說
明之外，還附有診療流程圖說明並且註明參考的文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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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腸癌之篩檢與監測
台北榮民總醫院

林楨國醫師

大腸癌在台灣目前已是發病數目最多的癌症。以年發病率
而言，在男性僅次於肝癌、女性僅次於乳癌，均位居第二位。
大腸癌若發現得早是可以完全治療的，而如果能將癌前病灶去
除，理論上更是可預防大腸癌的發生。因此大腸癌的篩檢及監
測乃是基於以下理由：
(1) 大部分的大腸癌是由瘜肉轉變而來的；
(2) 研究顯示如能定期發現並切除瘜肉，可有效降低百分之九十
的大腸癌；
(3) 由篩檢發現的大腸癌中，早期癌比率較高，較有可能完全治
癒；
(4) 瘜肉、早期癌大部分完全無症狀，必須靠主動的篩檢才得以
發現。

大腸癌之篩檢對象分為一般民眾及高危險群，所謂高危險
群包括：有瘜肉病史者、有大腸癌病史者、有潰瘍性腸炎者、
有大腸癌家族史者、有遺傳性大腸癌之家族成員。用來篩檢之
工具則有：糞便潛血反應、軟式乙狀結腸鏡、大腸鏡、虛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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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大 腸 鏡 、 空 氣 鋇 劑 雙 重 顯 影 大 腸 攝 影 (Double Contrast
Barium Enema)。分述如下 [1-6]。

1. 一般民眾之篩檢 (50 歲以上，無症狀，無家族
史，無其他危險因子)
(1) 潛血檢查加軟式乙狀結腸鏡
一般建議每年或每兩年做一次糞便潛血檢查，由於傳統的糞
便潛血檢查 (gFOBT) 受限於受測者的飲食，常有偽陽性及
偽陰性，所以敏感度不高。目前已經漸漸使用免疫化學法的
糞便潛血檢查取代傳統之潛血檢查。若是陽性，則做大腸鏡
檢查 (或其替代性檢查，如空氣鋇劑雙重顯影大腸攝影或虛
擬大腸鏡檢查)。
過去也有建議以軟式乙狀結腸鏡做篩檢或糞便潛血加上軟式
乙狀結腸鏡做篩檢。軟式乙狀結腸鏡與大腸鏡的差異，主要
只在於長度的差別，乙狀結腸鏡設計為六十公分，一般檢查
深度大都可達降結腸、脾彎區處。不過也由於較短，對於橫
結腸，或右側大腸的病灶就無法觀察。因此，一般認為糞便
潛血檢查需與軟式乙狀結腸鏡配合使用效果較好。兩項檢查
之建議流程如下所示。

大腸癌之篩檢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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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糞便潛血檢查 (化學法或免疫分析法，連續三天標本，每
年一次)：

糞
便
潛
血
檢
查

陰
性

陽
性

每年重複一次糞便潛血檢查

全
大
腸
鏡
檢
查

陰
性

檢查上消化
道胃、腸等

陽
性

瘜肉切除或
癌瘤切除

陰
性

每年重複
一次糞便
潛血檢查

陽
性

依病情治
療

B. 軟式乙狀結腸鏡檢查 (每 3-5 年一次)：
軟式乙狀
結腸鏡檢
查

陰性

陽性

每 3-5 年重複一次
陰性

3-5 年重複

陽性

依病情治療

做全大腸鏡檢

(2) 大腸鏡
約有 30-40% 之瘜肉或腸癌是在軟式乙狀結腸鏡無法到達之
位置，且乙狀結腸鏡有發現瘜肉，約 30-40% 之病人在乙狀
結腸鏡未到達之上方可再發現瘜肉。故一般認為大腸鏡之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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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比軟式乙狀結腸鏡更有效。一般民眾 50 歲以上必須做一
次大腸鏡檢。
無瘜肉、癌瘤

每 5 至 10 年重複一次

有瘜肉或癌瘤

依病情切除瘜
肉或治療癌瘤

大腸鏡檢
依病情加
強監測

(3) 虛擬實境大腸鏡
利用影像組合原理將電腦斷層影像做三度空間組合成類似大
腸鏡檢查。檢查前仍需徹底清腸，檢查中需灌空氣於大腸
內。對於小的瘜肉 (例如 0.5 公分以下) 或扁平的腸黏膜異常
(所謂無柄性瘜肉、血管異常、黏膜發炎) 均無法判斷。常因
清腸不徹底殘留糞便干擾而混淆判讀。而且隨著年紀增大，
大腸內可能發現瘜肉之機會高達 20-40%。在虛擬大腸鏡檢
查發現的瘜肉還需再做大腸鏡切除或切片。因此虛擬大腸鏡
檢查一般不適合用於篩檢，但對於不適合或不願做實際大腸
鏡之病人，可做為代替方法。

(4) 空氣鋇劑雙重顯影大腸攝影
空氣鋇劑雙重顯影大腸攝影檢查前需清腸，檢查時需灌空氣
及鋇劑到大腸內，影像品質受操作者之經驗影響很大，對於
大腸癌之篩檢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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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瘜肉、黏膜病變之診斷價值不高，也無法做即時切片、治
療。目前也已逐漸不被用來做篩檢用。但是當民眾因故無法
或不願接受大腸鏡檢時，可做為替代方法。

2. 高危險群
(1) 有瘜肉病史者
有瘜肉病史之高危險群的民眾，若為單純瘜肉且已將瘜肉完
全切除者，建議每 3 年做大腸鏡檢查，若為陰性則每 5 年再
持續追蹤。若為高風險瘜肉且無法切除者、清腸不完全、未
達全程大腸鏡檢者，需視情況訂定監測計畫。

有
瘜
肉
病
史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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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瘜肉
 腸道完全清腸
 瘜肉全切除

每 3 年重複
大腸鏡檢查

陰
性

每 5 年
再檢查

陽
性

依病情治
療及監測

 高風險瘜肉 (1 公分以上有局
部癌變、多發瘜肉、家族多成
員多發瘜肉)
 瘜肉沒完全切除
 清腸不完全
 未達全程大腸鏡檢

TCOG 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

醫師與病人溝
通，依實際情況
訂定監測計畫

(2) 有大腸癌病史者
有大腸癌病史之高危險群，且已接受大腸癌切除手術者，若
術前做過完全大腸鏡檢，建議術後 1、3、5 年後持續接受檢
查。若術前僅接受不完全鏡檢，則建議術後 3-6 個月內接受
全大腸鏡檢，並於 3、5 年後持續追蹤。

術前不
完全鏡
檢

術後 3-6
個月內做
全大腸鏡
檢

大
腸
癌
切
除
術前有
完全大
腸鏡檢

正常

3 年後再檢
查，之後每 5
年檢查一次

不正常
(後續切
除瘜肉或
癌瘤)

1 年後再檢查

正常

3 年後再檢
查，之後每 5
年檢查一次

不正常
(後續切
除瘜肉或
癌瘤)

1 年後再檢查

1 年後檢
查

大腸癌之篩檢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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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潰瘍性結腸炎患者
曾患全大腸潰瘍性腸炎 10 年以上、或有左結腸潰瘍性腸炎
15 年以上病史者，建議每 1-2 年做全大腸鏡檢查，若有發
現癌前病變者，3 個月後應重複檢查；如仍有發現病變，則
應執行全大腸切除手術。
全大腸潰
瘍性腸炎
10 年以上
病史
左結腸潰
瘍性腸炎
15 年以上
病史

每 1-2 年
做全大腸
鏡並對可
疑黏膜做
多處切片
病理檢查

黏膜有癌
前病變
3 個月後
重複檢查

無變化

連續監
測

仍有癌
前變化

建議做
全大腸
切除

(4) 家族成員有大腸癌患者
家族成員有大腸癌患者，則其他成員得大腸癌之機率較一般
民眾高，尤其多位近親 (父母、兄弟姐妹、子女) 年輕時即
有腸癌，則其他成員得腸癌之機會更高。一般以得癌家庭成
員中最年輕的得癌年紀為標準點，往前推 7-10 年是其近親
必須接受第一次大腸鏡篩檢之適當年齡，之後約每 3 年需重
複以大腸鏡檢查篩檢一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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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遺傳性結腸癌
遺傳性結腸癌是指可以找到確切突變基因，導致遺傳到此
突變基因的家族多位成員較一般人提早得到腸癌，甚或其它器
官癌病之綜合症候群。目前已知的遺傳性結腸癌有家族瘜肉症
(Familial Adenomatous Polyposis, FAP)、Lynch 氏症 (或稱遺
傳 性 非 瘜 肉 症 大 腸 癌 ， 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 HNPCC) 、 MYH 瘜 肉 症 (MutY Homologue baseexcision repair gene mutation) 等。這一類的腸癌雖只佔所有結
腸癌的 5% 以內，但因其癌病發病率高、出現的早 (30-40 歲)，
多位家庭成員受波及，且如果早期發現理論上許多人可以治
癒，因此顯得重要。這一類疾病的發現、監測及治療有賴於臨
床醫師的警覺。一旦懷疑必須建議得病者接受基因檢測，一旦
發現確定致癌的突變基因，則家族中其他成員也需做此突變基
因的檢查。如果一樣有此基因突變，則其臨床監測、治療計畫
必須與這些家族成員充分討論取得共識，提早及加強密集監
測。如檢查無此突變基因，則可請其安心，其日後之腸癌篩檢
與一般民眾無異。

大腸癌之篩檢與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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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疑似遺傳
性大腸癌的家
族成員

對有瘜肉
症或腸癌
的病人抽
血做基因
檢查
發現特殊
突變基因

無發現特
殊突變基
因

族瘜肉
 Lynch
氏症
 MYH
瘜肉症

 FAP 家

對其他家
族成員做
基因檢測

依一般民
眾篩檢

依不同疾
病、訂定
監測治療
計畫

無突變
基因

有突變
基因

依不同遺傳性訂定監測及治療計畫

繼續監測其他成員
(仍無法排除有其他未知的遺傳性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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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遺傳性非瘜肉症大腸癌之篩檢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洪欣園醫師 / 唐瑞平醫師

大腸癌發生的原因為多樣性，環境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但約
有百分之十五至三十的大腸癌其發生與基因遺傳有相當關係。其
中最常見為「遺傳性非瘜肉症大腸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 HNPCC，或稱 Lynch 氏症)，約佔所有大腸癌
之 0.9-3.5%，是一遺傳性癌症，屬顯性遺傳

[1-4]

，目前已經知道

有四種以上的核酸誤配修復基因 (mismatch repair gene, MMR)
突變基因與此遺傳性疾病相關

[5]

。帶有此異常基因的家屬，一生

中得到大腸癌的機率高達 80% [6]。

HNPCC 的腫瘤除大腸癌外，尚有子宮內膜癌、胃癌、泌尿
道癌及小腸癌等。帶有此突變基因之成員，在年輕時即有很高的
癌症發病率 [7-9]。因此確認此家族之存在及確認家族中帶此突變基
因之成員在癌症防治工作上甚為重要，帶此突變基因之成員應該
定期接受各種可能發生癌症部位的檢查，可以提早治療良性癌前
病變或是早期發現並治療癌症 [10-11]。

以下為符合 HNPCC 高危險群之篩檢建議原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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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 過 Amsterdam Criteria II 或 分 子 學 檢 驗
(molecular studies) 確認為遺傳性非瘜肉症大
腸癌者
(1) 20-25 歲開始，建議每 1-2 年做大腸鏡檢。
(2) 25-30 歲開始，建議 1-3 年做一次胃鏡檢查 (panendoscopy)。
(3) 每年之尿液檢查或腎臟泌尿系統之攝影檢查。
(4) 女性每 1-2 年需做經陰道超音波檢查。

2. 經分子學檢查確定非 HNPCC 突發帶原者
篩檢原則請參考前章之篩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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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惡性瘜肉之臨床處置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陳鴻華醫師

大腸癌是目前台灣最常見的癌症之一，大多數大腸癌是瘜
肉經由一系列基因的變化轉變成大腸癌。因此對於早期癌病變
的惡性瘜肉處理，也是預防和治療大腸癌的重要項目之一。

當外科醫師決定要治療已由大腸鏡切除的腺瘤 (adenomatous polyp) 或絨毛性腺瘤 (villous adenoma) 轉變成的惡性瘜肉
或原位癌時，首先必須再檢視病理報告。惡性瘜肉 (malignant
polyp) 的定義是癌細胞侵犯超過黏膜肌層 (muscularis mucosa)
而到達黏膜下層 (submucosa:pT1)。反之，原位癌 (carcinoma
in situ:pTis) 指的是癌細胞尚未侵入黏膜下層，理論上不會導致
淋巴結的轉移，因此不需要做腸切除

[1]

。對於經由單一標本

(single specimen) 完整切除的惡性瘜肉 (有柄性 [pedunculated]
或無柄性 [sessile])，經病理化驗有較好預後的組織學特徵。這
些特徵包括分化程度在第 1、2 級 (well to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沒有血管淋巴管 (angiolymphatic) 侵
犯、和切片邊緣 2 mm 內不具癌細胞，則可以不需要做外科切
除 [2]。因為這些惡性瘜肉轉移的機率介於 0-1% 之間 [3,4]。而大
腸切除手術的死亡率報告約 2-12%，尤其是老年人死亡的風險
惡行瘜肉之臨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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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

[5]

。但對於一些無柄性惡性瘜肉同時具有良好組織特徵且

邊緣切除乾淨的病人，約有 10% 淋巴結轉移的機會 [6]，可以經
由團隊會議同時和病人討論後接受腸切除的手術。一般建議在
疑似惡性瘜肉切除的同時立即在瘜肉位置做記號；如果病理報
告後來才確定為惡性瘜肉，最好在瘜肉切除的二星期內做記
號，否則黏膜一旦長好，要找到原先惡性瘜肉的位置會有所困
難。相對的，對於有柄性或無柄性惡性瘜肉如果具有預後不好
的組織特徵，這些特徵包括分化程度在第 3 或 4 級 (poorly or
undifferentiated)、有淋巴血管侵犯、切除邊緣有癌細胞，則建
議接受大腸切除併淋巴結切除手術。對於無法一次完整切除的
惡性瘜肉，呈碎片狀 (fragmented) 或癌細胞邊緣無法確定的標
本，也同樣建議接受大腸切除併淋巴結切除手術。陽性邊緣
(positive margin) 的定義為切除邊緣內 1-2 mm 有癌細胞或在電
燒 (diathermy) 組織內有癌細胞

[3,4,7]

。所有惡性瘜肉的患者都需

做全大腸鏡檢查以排除可能的同時性瘜肉

[8]

。腹腔鏡大腸手術

對於惡性瘜肉而需要施行大腸切除的病患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輔助性化學治療對第一期的惡性瘜肉病灶是不被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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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柄性 (sessile) 惡性瘜
肉併侵犯性癌

有柄性 (pedunculated)
惡性瘜肉併侵犯性癌

臨床表徵

(做大腸鏡時或 2 週內)

 病理標本再檢查
 全大腸鏡檢查
 標示惡性瘜肉位置

(做大腸鏡時或 2 週內)

 病理標本再檢查
 全大腸鏡檢查
 標示惡性瘜肉位置

初步處置

大腸併淋巴結
切除手術

觀察
或大腸併淋巴
結切除手術

單一標本完整切除
良好組織特徵
邊緣乾淨
碎片狀標本
不好的組織特徵
邊緣不乾淨

大腸併淋巴結
切除手術

觀察

後續處置

碎片狀標本
不好的組織特徵
邊緣不乾淨

單一標本完整切除
良好組織特徵
邊緣乾淨

病理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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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nawer SJ, Fletcher RH, Miller L, et al.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clinical guidelines and rationale. Gastroenterology.
1997; 112:594-642.

22

TCOG 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

四

原發性結腸癌之治療原則
成大醫院

林博文醫師 / 李政昌醫師

結腸癌沒有合併轉移應以積極追求根治性治療為目標，然
而也有部分病例因局部侵犯或健康理由無法達到根治性治療。
目前根治性治療仍然以外科手術切除為主，因此原發性結腸癌
可區分為可切除和不可切除兩種狀況設定治療之原則。可切除
或不可切除兩種狀況，基於結腸癌是否發生腸阻塞形成不同的
臨床問題，需要分開考慮治療原則。

決定是否可切除必須進行術前病理檢查確診，以及影像檢
查，藉以排除遠端轉移。常見術前檢查評估項目如下：
(1) 目前病史。
(2) 身體檢查。
(3) 個人病史及家族史。
(4) 血液常規檢查、血液生化檢查、癌胚抗原檢查、凝血時間檢
查。
(5) 大腸鏡檢查：可以發現病灶，並予以切片進行病理檢查。但
是有時候腫瘤太大無法通過時，不能對前方的大腸進行檢

原發性結腸癌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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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因此可能需要大腸鋇劑攝影 (或採用水溶性顯影劑) 去
偵察是否有兩個以上的大腸內病灶 [1-6]。
(6) 胸部 X 光：其敏感度較低，對於較小的肺部轉移可能無法及
早發現。雖然 NCCN 指引建議用胸部電腦斷層檢查，但我
國仍建議為必要時再做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7) 胸腹部電腦斷層檢查 [7-10]。
(8) 正子攝影：費用昂貴，目前仍不是原發性大腸癌的常規檢查
[11]

。

若上述評估後，無法根治性切除者可先建議緩和性手術或
化學治療，待一定療程後再重新評估是否可轉變成可切除腫
瘤。至於腸阻塞手術，術中是否要灌腸、是否會影響大腸接合
處滲漏，目前並無結論。針對術前或術後化學治療方法，請參
照化學治療專章 (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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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腸癌
(沒有合併
轉移)

臨床表徵

(colonoscopy)
 ±大腸鋇劑攝
影
 病理回顧
 血液常規檢查
 生化檢查
 CEA
 腹部 (骨盆) 斷
層掃描檢查
 胸部 X 光 (或
斷層掃描)
 正子斷層全身
掃描 (PET-CT)
(非常規檢查)

 大腸鏡檢

檢查項目

可切除的
病灶
(阻塞)

不可切除
的病灶
(有造成
阻塞)

不可切除
的病灶
(無阻塞)

腸造口)
 結腸造口 (以後再進行結腸切除)
 金屬支架 (metallic stent) (以後
再進行結腸切除)

治療 A or
治療 C

治療 B or
治療 C

 結腸造口
 金屬支架
 繞道手術 (bypass surgery)
 緩和性手術

治療 B or
治療 C

治療對策

輔助化學療法
(有無放射治療)

緩和性手術 (palliative surgery)

 結腸切除 (±術中灌腸，有無結

結腸切除術 (傳統式或腹腔鏡結腸
切除)

臨床處置

可切除的
病灶
(無阻塞)

臨床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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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C 支持性療法 (supportive managememt)

治療 B 輔助化學療法 (有無放射療法)

治療 A 重新評估可切除性

後續評估

重新評估可切除性

支持性療法

化療

結腸切除

後續治療

支持性療法

化療

結腸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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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陳進勛醫師

大約 50-60% 結腸癌病人會產生轉移，包括首次發現癌時
已有轉移 (同發性) 及腸癌切除後復發 (不同發性轉移) [1,2]。

轉移的部位以肝或肺或腹膜轉移最常見，其中大約 15-25%
結腸癌病人在診斷癌症時有同發性肝轉移
有切除，五年存活率接近於零

[1,6]

[1,3-5]

。若是肝轉移沒

。然而在最近的一些報告指

出，在一些肝轉移可以完全切除的病人，五年存活率最好的報
告接近 50% [6,7]。

以前大部分病人在診斷結腸癌合併肝轉移時會被歸類為不
可切除之肝轉移，但是近年來肝轉移可以完全切除的比率持續
增加中，原因包括肝臟切除手術技術的進步，以及決定病人肝
轉移能不能完全切除的標準，也從以前用肝轉移的數目，轉變
到現在用是否有足夠剩餘肝功能來決定。另外，現在術前新輔
助化學治療及標靶治療的進展可能減小轉移腫瘤大小，將原本
不可切除轉移腫瘤轉變為可切除 [8-11]。惟此類病人建議可經由多
專科團隊討論後，再依據病人情況選擇適合病人之治療原則。
術前新輔助化學治療好處包括：早期治療微小轉移疾病 (micro結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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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static disease)，決定化學治療反應 (幫助決定術後治療方
式) 避免因早期疾病進展需局部治療。缺點在於：化學治療導致
肝傷害，因化療反應而難以決定切除範圍，以及因疾病進展而
錯過可完全切除時機。轉移腫瘤切除術後建議給病人一個療程
的術後輔助化學治療，可以消除顯微殘留癌 (residual microscopic cancer cells)。對於病人有肝或肺轉移被歸類為不可切
除，但是化學治療後轉變為可切除，應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結腸
腫瘤及轉移腫瘤切除，再給予六個月的術後輔助化學治療。

對於病人有肝或肺轉移被歸類為不可切除者，應僅在病人
有明顯症狀，如阻塞或是出血時，方進行姑息性結腸腫瘤切
除，不建議在無症狀的第四期結腸癌病人進行姑息性結腸腫廇
切除手術。無症狀的第四期結腸癌病人轉移腫瘤無法切除，應
儘快給予化學治療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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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
 血液常規檢查
 CEA
 轉移部位切片檢查 (若臨床
認定需要)
 PET scan (僅在轉移腫瘤有
機會可完全切除)

 大腸鏡檢
 斷層掃描 (胸腔、腹腔、骨

檢查項目

團隊會議 (包括有肝及肺切除經驗的外科醫師)

疑似或證實為
結腸癌合併遠
處轉移 (Any T,
any N, M1)

臨床表徵

1. 結腸癌合併疑似或證實遠處轉移

合併腹內或
腹膜轉移

合併僅有肝
轉移或僅有
肺轉移

檢查結果

不可切除

可切除

治療 C

治療 B

治療 A

治療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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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治療
無反應

結腸腫瘤切除 → 化學
治療 1 → 轉移腫瘤切除

其他化學治
療或觀察

重複當初化
學治療

五年每 6 個月)
 斷層掃描 (依臨床判定需要)
 大腸鏡檢 (術後 1 年檢查，若術
前結腸阻塞未完全檢查則術後 36 月檢查，若檢查無腺性瘜肉則
每 2 年檢查一次)

 CEA (前二年每 2-3 個月，三到

追蹤檢查 (已切除轉移腫瘤)

1. FOLFIRI or FOLFOX or CapeOX ± bevacizumab
or FOLFIRI or FOLFOX or CapeOX ±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gene only)

化學治療
有反應

化學治療

新輔助化學治療 → 結
腸腫瘤切除併同步或非
同步轉移腫瘤切除

1

結腸腫瘤切除併非同步
轉移腫瘤切除

結腸腫瘤切除併同步轉
移腫瘤切除

輔助性化療 (已切除轉移腫瘤)

治療 A. 結腸癌合併可切除同發性僅有肝轉移或僅有肺轉移

結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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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
學
治
療

每 2-3 個
月重新評
估是否遠
處轉移轉
變成可切
除
不
可
切
除

可
切
除

化學治療

觀察或
術前相同
化學治療

追蹤檢查

月，三到五年每 6 個月)
 斷層掃描 (依臨床判定
需要)
 大腸鏡檢 (術後 1 年檢
查；若術前大腸阻塞未
完全檢查，則術後 3-6
個月檢查；若檢查無腺
性瘜肉，則每 2 年檢查
一次)

 CEA (前二年每 2-3 個

1. FOLFIRI or FOLFOX or CapeOX ± bevacizumab
or.FOLFIRI or FOLFOX or CapeOX ± cetuximab (K-ras wild type gene only)

結腸腫瘤
切除 (僅在
腫瘤有阻
塞或破裂
或有嚴重
出血之病
患)

化學治療 1

結腸腫瘤
切除併同
步或非同
步轉移腫
瘤切除

化學治療

治療 B. 結腸癌合併不可切除同發性僅有肝轉移或僅有肺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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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腹內或腹膜轉移
結腸腫瘤切除

 結腸腫瘤切除
 人工肛門
 繞道手術
 支架

阻塞

化學治療

破裂或有嚴重出血

無或輕微症狀

治療 C. 結腸癌合併腹內或腹膜轉移

化學治療

結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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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 CEA 上升

2. 結腸癌再發

 理學檢查
 大腸鏡檢
 胸腹部斷層掃描
有異樣

無發現異樣

不可切除

可切除
與同發性結腸癌合併
遠處轉移治療相同

PET scan
3 個月後胸腹部斷層掃描重新評估
(視臨床症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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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實
為
不
同
發
性
遠
處
轉
移

不
可
切
除

可
切
除

PET
scan

不
可
切
除

可
切
除

無先化學治療

先前 使用 5-FU/LV
or capecitabine

先前使用 FOLFOX
超過 12 個月

先前使用 FOLFOX
在 12 月內

曾接受化學治療

不曾接受化學治療

3. 結腸癌術後合併不同發性遠處轉移

積極化學
治療

FOLFIRI
±Avastin

新輔助化
學治療

切除

新輔助化
學治療

切除

無反應

每 2-3 個
月重新評
估是否遠
處轉移轉
變成可切
除

切除

不可切除

可切除

無反應

有反應

化學治療或觀察

切除

有反應

化學治療 6 個月或觀察

化學治療
或觀察

轉移腫瘤
切除

其他化學
治療
或觀察

重複當初
化學治療

其他化學
治療
或觀察

重複當初
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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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早期直腸癌之局部治療原則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江支銘醫師

1. 手術前分期
藉由肛門指檢進行直腸癌臨床評估為手術前分期之一種簡
單方法，但其準確度依賴診查者之經驗。現今在局部切除手術
前，藉由直腸內超音波 (Endorectal ultrasound, ERUS) 或核磁
共振 (MRI) 影像評估術前腫瘤分期，被認為是必要的。但 MRI
與 ERUS 亦無法完全地確認分期。直腸內超音波提供直腸壁層
之清楚影像，目前被認為是直腸癌手術前分期的最有效方法之
一。ERUS 在偵測結節轉移上之準確度範圍在 44% 與 87% 之
間。與 ERUS 比較，MRI 可顯示類似結果。染色大腸鏡 (Chromoscopy) 或窄波影像 (Narrow band image, NBI) 大腸鏡檢提供
形態學 (外部生長、非外部生長或側向擴展之腫瘤) 與腺口形態
構造觀察，以增加關於直腸腫瘤之侵入性特徵之進一步訊息。

2. 臨床腫瘤分期 (關於根治意圖之局部切除的指標)
手術文獻與臨床經驗顯示，只有當腸內超音波顯示直腸癌
仍局限於黏膜下層內，為良好地或適度地分化之腫瘤 (即 uT1,
早期直腸癌之局部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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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0 腫瘤)，且未具有遠處轉移者，較適合做局部切除治療。

3. 腫瘤位置
位於直腸末端之直腸癌為局部切除之可行對象。一般而
言，距離肛門開口 8-10 公分內之腫瘤大概均可經肛門局部切
除 。 但 是 ， 經 肛 門 內 視 鏡 顯 微 手 術 (Transanal endoscopic
microsurgery, TEM) 可以切除更高位的腫瘤，達到直腸乙狀結
腸接合處之腫瘤。在理論上，位於距離肛門開口 20 公分內之腫
瘤可藉由 TEM 切除。

4. 局部切除之五種技術途徑
進行直腸癌局部切除有五種不同技術
除、TEM

[2,3,6]

[1-6]

，包括：經肛門切

、經尾骨 (Kraske 途徑) 切除、穿透括約肌切除

(Posterior transsphincteric resection) 、 及 內 視 鏡 黏 膜 切 除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選擇適宜方式切除直
腸癌需要考慮腫瘤大小、位置、侵入深度、結節狀態及組織
學、以及病患相關之因素，包括手術風險、功能性狀態及病患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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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腫瘤大小
直腸癌之腫瘤大小本身並非局部切除之絕對影響因素。但
是，大的腫瘤較可能進行局部侵犯。小於 4 公分之腫瘤只有
12% 會穿過腸壁，但大於 4 公分之腫瘤 42% 會穿過腸壁。雖然
部分文獻主張可局部切除 4 公分直徑之腫瘤，但 NCCN 指引建
議可局部切除的腫瘤為 3 公分以下，以及腫瘤佔直腸圓周 30%
以下者。

6. 病理學腫瘤分期
直腸癌局部切除後會有腫瘤分期 (Tumor 分期，T 分期) 之
病理報告。文獻報告淋巴節轉移之發生率，對於 T1 腫瘤為 6%
至 12%，對於 T2 腫瘤為 20% 至 26%，及對於 T3 腫瘤為 51%
至 66%。因此，若局部切除後病理報告發現術後腫瘤分期為
T2、T3 或 N1 的分期 (比術前之預估更高) 或有組織學上危險因
子 (例如：不良分化、血管侵犯、淋巴管侵犯或黏液素)，則應
建議再進行根治性切除。若局部切除後之邊緣仍有癌症殘留，
也應建議再進行根治性切除。

早期直腸癌之局部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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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輔助治療
由上述說明可知浸潤固有肌層之直腸癌 (T2) 不應藉由單獨
局部切除治療。若病患因不願或不能接受根治性切除，T2 直腸
癌可採取局部切除加上化學及放射治療 (手術前或手術後) [1,5]。
數據指出，無論接受何種不同劑量之手術後放射治療，與單獨
手術比較，局部切除後之輔助療法會降低局部復發之機率。

8. 於局部切除後之追蹤評估
與根治性手術之追蹤評估擬案相同。

9. 未來展望
因病患拒絕腹部會陰切除 (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
APR)，或因根治性手術可能導致高危險之併發症，最近也有研
究評估採取手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 (所謂新輔助治療) 與局部切
除 (全厚度切除)，合併治療第 I 與 II 期直腸癌。然而其療效之評
估有賴良好的手術前影像檢查，包括腫瘤深度 (T 分期) 和淋巴
結 (N 分期) 影像，以及良好的術後病理檢查報告。因此需要嚴
謹的臨床研究才能確定這種合併治療的真正療效和臨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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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o/NBI
magnified)
 直腸內超音
波
 MRI

 肛門指檢
 大腸鏡檢

手術前分期

cTis

cT1, N0

臨床腫
瘤分期

5-15 cm
(post.
wall)

5-15 cm

0-7 cm

腫瘤位置









(conventional retractors)
穿透性內視
鏡顯微手術
(TEM)
穿透括約肌
切除
內視鏡黏膜
切除
(EMR/ESD)
經尾骨途徑
切除

 經肛門切除

局部切除

廣泛性切除 (wide
excision)
手術切除或術後合
併化學及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
T2/T1 (有組織學危
險因子)

手術切除或術後合
併化學及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

觀察

補救治療

Tis/T1 (無組織學危
險因子)

切緣有癌細胞侵入

T1 (有組織學危險
因子)/T2

T1 (無組織學危險
因子)

Tis

切緣無癌細胞

病理腫瘤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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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原發性直腸癌之治療原則
台北榮民總醫院

直腸癌之治療以手術切除為主

[1-4]

林楨國醫師

，術前之檢查評估項目與

結腸癌相似，但需增加經直腸超音波檢查。如病患需做造口，
亦應於術前由造口治療師訪視評估，做記號並予以衛教。但對
於中低位 (指位於腹膜反摺以下) 之直腸癌，如果腫瘤已穿出腸
壁或影像檢查懷疑有淋巴腺轉移，則加上放射治療或合併化學
及放射治療，可以降低局部復發率甚或提高存活率

[5-9]

。放射治

療又分為術前或術後，一般認為術前放射治療病人較能忍受，
副作用較小，但因術前影像檢查準確性不十分可靠

[10]

射治療有可能發生病人接受不必要的放射治療之情形
放射治療一般必須合併化療

[12]

，術前放
[11]

。術後

，因術後已有明確的病理分期，

較不會發生 “非必要” 的放射治療情況，但術後放射治療因病人
才接受直腸切除後不久即接受治療，常造成較多的副作用 (例如
無法忍受的腹瀉)。術前放射治療又可分為長期及短期兩種方
式，長期方式為每次小劑量 (每天 1.8 Gy 合計 45 Gy 加上加強
劑量合計 50.4-54 Gy) 約 5 週完成，6-8 週後手術，放療期間合
併使用化療；短期放療一般不必合併化療，每次照射 5 Gy 連續
五天，總劑量 25 Gy，放射治療完即可手術。雖許多大型的放
射治療臨床研究包括了高位直腸癌 (例如瑞典、芬蘭的研究) 及
原發性直腸癌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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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腫瘤，但高位直腸癌及 T3 腫瘤是否真的需做放射治療宜進
一步探討。故本指引所建議的直腸癌放射治療，宜限於中低位
直腸癌之 T4 腫瘤或懷疑淋巴腺有轉移者；至於高位之直腸癌或
T3 腫瘤要不要做放射治療，留待各醫院多專科討論視情況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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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診斷確認
 全大腸鏡
 硬式直腸鏡
 胸腹盆腔電腦斷層檢查
 腫瘤標記 (CEA)
 直腸超音波或盆腔核磁共振
 視需要做正子攝影掃描

檢查項目

臨床評估及治療考慮

可切除或不可切除之遠端轉移病灶，請見第
八章「直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T4 期或局部無法切除之癌，或有淋巴腺轉
移之低位癌

T3, N0 或 N1-2 期之高位直腸癌

T1-2, N0 期

臨床分期

治療 C

治療 B

治療 A

治療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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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的 T1
病例，經肛
門切除 [1]

經腹部切除

手術

T2 期，但切緣無癌細胞

T1-2 期，但有高危險因
素 2 [13]

19]

經腹部切除或化
療加放射治療 3 [15-

觀察

T1 期，切緣無癌細胞

視病理檢查結
果考慮化療

術後放射治療
加化療或術後
化療 [6,12]

中低位直腸癌
術後輔助化療 1 [14]

術後輔助化療

高位直腸癌

追蹤觀察

後續治療

高危險T3N0期

pT1-3,N1-2
已有淋巴腺轉移

T1-2N0 期

病理分期

1. 高危險群；
2. 高危險因素包括切緣有癌細胞，癌細胞淋巴管或血管侵犯，癌細胞分化不良；
3. 非首要選擇 [20,21]

臨床 T1-2
N0 期

臨床分期

治療 A

原發性直腸癌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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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分期

經腹部切除

治療

低位癌意為癌瘤在盆腔腹膜反摺附近或以下之直腸。

T3期或N1-2期之高位直腸癌

治療 B

視情況加術後輔助性化療
或放射治療 (T4)

術後輔助性化療

第三期癌

追蹤觀察

後續治療

第二期癌

T1-2 期

病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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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前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或
術前短期放射治療

T4 期或局部無法切除之
癌，或有淋巴腺轉移之
低位癌
手術切除

視情況術後輔助性化
學治療，或臨床試驗

後續治療

隊討論，視情況而定。

T3N0 期之中低位直腸癌是否要做術前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或單獨放射治療，由各醫院多專科團

治療

臨床分期

治療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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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直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馬偕紀念醫院

陳明仁醫師

直腸癌初診斷時或治療後皆可能會產生癌轉移。首次診斷
直腸癌時若同時發現有癌轉移，稱為同發性轉移 (synchronous
metastasis)。若在根治性直腸癌切除後發現有轉移或復發者，
稱為不同發性轉移 (metachronous metastasis)。遠處轉移的部
位以肝最常見，其次為肺轉移，其它轉移包括腹膜轉移、骨骼
轉移、腦轉移或遠處淋巴腺轉移等等。除了遠處轉移之外，直
腸癌治療後也可能發生局部性復發，復發可發生在腸吻合處 (稱
為腸吻合處復發) 或骨盆腔局部性復發 [1-3]。

1. 直腸癌合併可切除之同發性轉移
(1) 手術治療
有部分轉移或復發的癌病灶仍有完整切除的機會，因而病患
可以有較好的存活機會。例如肝轉移若沒有切除，五年存活
率接近於零。但是部分的肝轉移是可以完全切除的，如此病
人五年存活率可以提升至 25-40% [4-6]。因此直腸癌合併轉移
之治療應依腫瘤轉移是否可切除作為治療原則的重要考量。
但是如何判斷是否可切除，則可能會隨著醫學科技的演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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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工具的演變而產生變動。以肝轉移為例，隨著術前新輔
助化學治療及標靶治療的進步，可以縮小轉移腫瘤的大小，
將部分原本不可切除的轉移腫瘤轉變為可切除

[7-11]

。另外肝

門靜脈栓塞的方式可以提升切除率。同時，決定病人肝轉移
能不能完全切除的標準也包括肝轉移的數目、肝轉移的位置
和是否有足夠剩餘肝功能來決定。再者是否有肝以外的轉移
也影響手術與否的決定。
肺部轉移癌病灶也有部分仍有完整切除的機會，病患可以有
較好的存活機會。如此病人五年存活率可以提升至 25-40%
[7,12]

。

綜合而言，如圖表 59 頁所示，罹患直腸癌合併可切除轉移
的病患需經過完整評估再決定是否直接手術治療 (一次手術
或多次手術)，或是先進行術前新輔助化學治療 (可能加標靶
治療) 再決定是否手術治療，或是先做術前放射及化學同步
治療 (或單獨放射治療) 再決定是否手術治療等等。這些抉
擇需視每個案例的病情和健康狀況做不同的決定。

(2) 術前或術後化學治療
目前的研究發現，部分肝轉移先以術前新輔助化學治療可增
加切除率。一般認為術前新輔助化學治療也有其它用處，包
括：提供觀察化學治療反應的機會 (有助於腫瘤切除後化學
直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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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藥品的選用)，提早治療未察覺的微細轉移癌。然而術
前新輔助化學治療亦有些缺點，包括：化學治療導致肝傷
害，由於化療反應良好，故在手術時難以決定切除範圍，化
學治療期間錯過可完全切除時機等等 [8]。
針對遠端轉移腫瘤或局部性復發腫瘤切除後，雖然目前只有
有限的研究可做臨床參考，一般仍建議給病人適當的術後輔
助化學治療，可以消除肉眼看不見和影像檢查偵測不到的顯
微殘留癌 (residual microscopic cancer cells) [9]。

(3) 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之應用是希望增加切除的機會。針對困難切除的直
腸癌 (例如 T 分期為 T4 的病灶)，可建議給病人適當的術前
放射治療或放射及化學同步治療，以增加切除的機會。T3
癌瘤要不要做放射治療，可經由多專科討論視情況而定。等
該直腸癌切除後，再依病理分期決定術後之輔助治療方式。

2. 直腸癌合併無法切除之同發性轉移
(1) 手術治療
假若病患之轉移 (例如肝、肺、腹腔或腦部) 被歸類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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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或者病患因為健康因素無法接受重大手術，原則以提
供緩解性治療為考量。若是病患有明顯腸阻塞或是持續出血
症狀時，則應該採取更積極方法解除上述症狀，例如直腸腫
瘤切除、腸造廔、腸道內支架等等。

(2) 術前或術後化學治療
無症狀的第四期直腸癌之轉移腫瘤若無法切除，應儘快給予
化學治療，可考慮搭配放射治療。在無症狀的第四期直腸癌
病人不一定要馬上進行直腸腫廇切除手術，可以等到出現腸
道阻塞或是腸道出血症狀時，才採取積極方法解除上述症狀
[10]

。

但是化學治療後不可切除之轉移癌也許有機會轉變為可切
除，此時應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直腸腫瘤及轉移腫瘤切除 [11]，
再給予適當的術後輔助化學治療。若轉移仍無法切除，則需
採取其他治療方法。

(3) 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在此時之應用有症狀控制 (緩和治療，palliative
therapy) 或增加切除的機會兩種目的。針對困難切除的直腸
癌 (例如 T4 的病灶)，有時可建議給病人適當的術前放射治

直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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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或放射及化學同步治療，以增加切除的機會。

3. 直腸癌治療後之復發癌
直腸癌治療後復發之腫瘤分為遠處轉移 (不同發性轉移) 和
局部性復發兩種，治療策略有所不同。有些復發之腫瘤兩者同
時發生，使得治療更加困難。

有部分的局部性復發腫瘤仍可進行切除

[11]

，有部分則可建

議給予適當的術前放射治療或放射及化學同步治療，以增加切
除的機會。局部性復發腫瘤切除後，有時可建議給予適當的術
後輔助化學治療或放射及化學同步治療，可以消除肉眼看不見
和 影 像 檢 查 偵 測 不 到 的 顯 微 殘 留 癌 (residual microscopic
cancer cells) 或增強對局部性復發腫瘤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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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骨盆腔)
 直腸超音波
 血液檢查 (包括 CEA)
 轉移部位切片檢查 (若臨床認定
需要)
 PET scan ( 當 轉 移 腫 瘤 可 切 除
時，需再評估是否另有它處轉移)

 大腸鏡 (大腸鋇劑攝影)
 斷層掃描、核磁共振 (胸腔、腹

檢查項目

不可切除之轉移

可切除之轉移

檢查結果

必要時會診相關之專科醫師或經由多專科團隊討論以決定診療對策。

懷疑或證實為直腸癌
合併遠處轉移 (Any T,
any N, M1)

臨床表徵

直腸癌

治療 B

治療 A

治療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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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治療 (或合併標靶治療)

放射及化學同步治療

病理結果
pT3-4, N1-2

病理結果
pT1-2, N0, M1

化學治療
±放射治療

臨床追蹤

化學治療
±標靶治療

直腸癌與轉移病灶同時切除或分階段切除後視情況決定是否合適再給予輔助性治療。

直腸癌同時合併可切除之
轉移 any T, any N, M1

(評估是否
可切除)

直腸癌與轉移病灶同時切除
或分階段切除

治療 A. 直腸癌同時合併可切除轉移

直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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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根治切除之轉移
any T, any N, M1
 因健康無法接受重
大手術者

 直腸癌同時合併無

無症狀病例

有症狀病例

化學治療

評估是否可切除

射)
 放射及化學同步治療
 化學治療

 切除直腸之腫瘤
 腸造廔
 局部治療直腸狹窄 (如：支架、雷

治療 B. 直腸癌同時合併無法切除轉移

直腸癌與轉移
病灶同時切除
或分階段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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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史和理學檢查
 乙狀直腸鏡檢
 CEA、CBC、LFT 監測
 胸部 X 光
 斷層掃描 (胸腔、腹腔、骨盆腔)
 大腸鏡

追蹤檢查

直腸癌治療後追蹤

CEA 持續升高

發現腫瘤再發

 理學檢查
 斷層掃描
 大腸鏡
 PET scan

檢查結果

治療 C、治療 D

治療對策

直腸癌合併轉移之治療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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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局部再發 (吻合處或骨盆腔內)

治療 C. 直腸癌術後之局部再發

化學治療 + 放射治療

切除局部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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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轉移

不可切除者

可切除者

不曾化學治療

曾 接 受 5-FU/LV
或xeloda

接 受 FOLFOX 超
過12個月

12個月內曾接受
FOLFOX

已接受化學治療

未曾接受化學治
療

治療 D. 直腸癌術後之轉移

化學治療

FOLFIRI
± 標靶治療

新輔助化學
治療

切除轉移

新輔助化學
治療

切除轉移

再評估是否
可切除

切除轉移

化學治療或
臨床追蹤

切除轉移

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或
臨床追蹤

切除

化學治療或
臨床追蹤

化學治療或
臨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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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大腸癌腹腔鏡手術之原則
台大醫院

梁金銅醫師

應用腹腔鏡手術切除大腸癌，目前在台灣乃至世界上約佔
總病例數的 15% 左右。與傳統剖腹相較，腹腔鏡手術的優點是
手術操作過程較為精準、出血量較少、傷口較小，以致病患術
後疼痛較輕、較快排氣及進食，符合人性化醫療的目標。然而
腹腔鏡手術亦有其缺點，包括醫療費用較貴、醫師必須通過一
定的學習門檻。而就腫瘤的治療成果而言，目前世界上的文獻
大致認為與傳統剖腹的成果相同。結腸癌的腹腔鏡手術已有數
個隨機前瞻性研究支持

[1-4]

；而有關直腸癌腹腔鏡手術腫瘤治療

成果的隨機前瞻性資料則尚需等待。然而應用腹腔鏡在直腸癌
的切除，利用腹腔鏡的特性，骨盆底的解剖構造一覽無遺，亦
能做效率頗高的腹腔鏡切除。因此，目前世界上有關直腸癌切
除的病例數亦逐漸在增加中。

大腸癌確診後，經過詳盡的手術前分期，然後再考慮病患是
否適合接受以腹腔鏡切除大腸癌。以下幾點可以做為考量施行
腹腔鏡切除大腸癌的原則：

大腸癌腹腔鏡手術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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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患的心理社會因素
(1) 病患是否有能力及願意支付腹腔鏡手術的相關費用。
(2) 病人對腹腔鏡手術的信任程度。

2. 病患的解剖學及生物因子
(1) 病患的體型：太胖的病人，例如 BMI ≧ 35 kg/m2 者，則不
建議以腹腔鏡手術切除。因其術中改成傳統剖腹手術的比例
較高。
(2) 大腸癌引起急性腸阻塞或腸穿孔的情況通常不適合執行腹腔
鏡手術。
(3) 侵犯鄰近器官的腫瘤或腹膜腔轉移的腫瘤一般亦不適合執行
腹腔鏡手術。
(4) 病患腹腔粘黏太厲害時，不適合以腹腔鏡手術切除腫瘤。
(5) 腫瘤太大，例如腫瘤直徑超過 8 公分以上，通常也不適合以
腹腔鏡腫瘤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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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科醫師的因素
(1) 要執行成功安全的腹腔鏡大腸癌切除手術，通常建議主刀醫
師要有 20 例以上的經驗 [3]。
(2) 經驗缺乏的醫師可以在有經驗醫師的指導下進行此種手術，
以累積臨床經驗及增加病患手術的安全性。

為使腹腔鏡手術達到和傳統剖腹手術同等品質，在執行腫
瘤的切除時有幾個重點需注意，分述如下：
(1) 腹腔鏡手術在執行前，必須仔細檢查病灶處及對整個腹腔做
充分的探查；對於腫瘤的切除及淋巴腺擴清範圍，亦必須與
傳統剖腹手術相同 [4]。
(2) 對第零期及原位癌建議先以大腸鏡黏膜刮除術或瘜肉切除術
等非手術的方式治療；若無法將腫瘤清除乾淨而需要以腹腔
鏡手術的方式治療，則建議術前先以大腸鏡做病灶的標示定
位。
(3) 而第二期與第三期腫瘤必須與傳統手術一樣，摘出的淋巴腺
要至少 12 顆以上 [5,6]。

大腸癌腹腔鏡手術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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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直腸癌術前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
與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
奇美柳營分院

李浩銑醫師

由於直腸位於骨盆腔內的局限空間，沒有完整的漿膜，又
與鄰近器官很貼近，加上要預留安全邊緣有時有其技術上的困
難，因此容易有局部復發的機會；一旦有局部復發，則預後不
好

[1]

。所以直腸癌的新輔助治療或輔助治療之目的都是在降低

局部復發機會。在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已經敘述直腸癌之各項治
療原則，本章內容則是根據回顧過去之文獻，分析和探討新輔
助治療或輔助治療 (即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和術後化學及放射治
療) 之臨床研究結果，希望為有興趣之讀者，提供在第七章和第
八章中所提治療原則之實證醫學基礎。惟臨床研究結果日新月
異，未來之臨床研究結果亦有可能贊成或反對目前之證據。

過去 20 年，直腸癌的治療包括手術、化學治療、放射治療
等，三者如何合併及使用的時機，一直在研究改變中。1980 年
代已有不少研究證實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可以減少第三期直腸
癌的局部復發，或使原來無法切除的直腸癌變為可切除

[2,3]

。

1990 年美國國家衛生院訂定了直腸癌術後化學治療併放射治療
的治療準則 [4]。
直腸癌術前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與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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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雖然有其療效，但也產生血液學病變
及放射性腸炎、腸粘黏、會陰部傷口癒合不良等合併症
於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在肛門麟狀細胞癌的療效

[8]

[5-7]

。鑑

，許多術前

化學及放射治療的臨床試驗結果陸續被發表，主張術前放射治
療後再手術，可以降低局部復發率，還可延長整體存活率
全直腸繫膜切除術被引用後

[10]

[9]

。

，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也被認為

比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更能降低局部復發及放射治療毒性 [11]。

主張術前放射治療比術後放射治療好的專家推論

[12]

：減少

癌瘤的體積可以使手術切除更容易，因此可能增加肛門保存的
機會；尚未經歷手術的組織無發炎現象含氧量較高，對放射治
療反應較好；術後放射治療會傷害粘黏在骨盆腔的小腸，而術
前放射治療不會；術前被放射治療過的腸道於術後被切除，因
此吻合處的近端大腸是未被照射的健康腸道，爾後吻合處發生
狹窄的機會降低；病人順從度也比較高

[13]

。當然術前放射治療

的缺點包括：可能因診斷有誤，結果讓不必放射治療的病人接
受放射治療及其可能合併的副作用，如肛門排便困擾
能障礙

[15]

[14]

、性功

及因術前放射治療而拖延手術時程，增加擴散機會。

因此提升直腸超音波 (或內視鏡超音波) 或磁核共振的診斷力以
得到正確的治療前期別診斷，對術前放射治療之應用是首要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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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第二期或第三期的直腸癌，曾有多項術前化學及放射
治療臨床試驗的結果認為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會降低局部復
發，部分結果有提升三年無病存活率及肛門保留的機會，只有
一篇其整體存活率有增加。但是這些化學及放射治療臨床試驗
的方式有些差異，意欲探究的問題也不一樣。因此吾人必須逐
一檢視這些臨床試驗的差異，進而瞭解這些臨床試驗的結果所
具有之臨床意義。

為了探討術前放射治療是否有益，一個瑞典直腸癌臨床試
驗對可切除的直腸癌分成術前短療程放射治療 (5 天) 再手術與
僅做手術二組，結果放射治療後再手術組呈現整體存活率提高
及局部復發率下降

[16]

。然而，其他許多試驗研究術前或術後放

射治療的效果僅發現對局部復發有效，對全體存活率並無助益
[11,17-20]

。一項七年的臨床試驗比較術前短療程放射治療與術後若

有需要 (如周邊切除端有殘癌者) 則化學及放射治療，若沒需要
則不接受放射治療，結果發現不止局部復發率下降，三年無病
存活率 (DFS) 也提高 [11,21]，不過這個研究的比較基礎是不一致
的。

為了探討術前放射及化學治療 (同步治療) 是否比術前單獨
放射治療更有益處，一項針對尚未轉移 T3/T4 直腸癌的臨床試
直腸癌術前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與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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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比較術前僅放射治療與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 (用 5FU/LV) 結
果發現：雖然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這組病人，化學及放射治療
後其病變呈現完全反應的比率較高、局部復發也較低，然而第
3/4 級毒性卻較高，二組整體存活率與肛門保留與否則無差異
[22]

。另有第三期的人體試驗結果顯示，若對 T3-4 可切除直腸癌

術前放射治療加入化學治療 (以 5FU/LV 為主體) 再手術與未加
化學治療者相比，其治療的結果包括：癌瘤體積、pTN 期別、
淋巴、血管侵犯等均有意義的減少

[23,24]

。存活率分析結果也發

現，包括四個治療組 (術前放射治療、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術
前放射治療加術後化學治療，和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加術後化
學治療)，不論術前或術後加入 5FU 為主的化學治療對整體存活
率均無改善。然而後三組比第一組對局部復發均有意義的下降
[25]

。繼續分析這些切除後無轉移的病人，結果發現 ypT0-2 的病

人群，若繼續輔助化學治療，其無病存活率及整體存活率均有
明顯改善 [26]。這項發現意味，若原先 T3-4 病灶對新輔助療法反
應佳、治療後期別會下降者，對輔助療法也較有反應。有關術
前放射治療加上化學治療之同步治療原則，建議讀者參閱第
七、八章。

為了探討術前放射及化學治療 (同步治療) 是否比術後放射
及化學治療 (同步治療) 更有益處，德國的一項七年前瞻性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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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比較第 2/3 期直腸癌術前與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的
療效，結果顯示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這組局部復發率較低 (6%
vs 13%; P = 0.006)、合併症也較低、低位直腸癌肛門括約肌保
留率提高；若期別明顯下降及無淋巴腺轉移者，其無病存活率
提高，但二組整體存活率無差異 [13]。

為了探討術前放射及化學治療 (同步治療) 是否有助於保留
肛門括約肌，文獻回顧的結果顯示不同的看法。雖然有臨床試
驗發表對 T3/T4 直腸癌施以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可以增加括約
肌保存

[13,17,27]

，然而有二篇臨床試驗的系統性文獻回顧

(systematic review) 卻不認為如此

[28,29]

。所以 NCCN

[30]

及

Cancer (Principles & Practice of Oncology) [31] 的作者群對此項
治療效果略有保留。但 Sabiston 的外科教科書 [32] 及 Cameron
(Current Surgical Therapy) [33] 則持肯定的說法。因此，針對低
位未達 T3 或 N1 的直腸癌，不建議為了保留肛門的目的做術前
化學及放射治療。

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對可切除的 T3N0 或 T1-2 N(+) 直腸癌
是否有益處？雖然多元化治療可以降低局部復發率，但比起純
手術卻增加了放射及化學治療的合併症

[34,35]

。因此對於局部性

復發機率較低的病人－如 T3N0M0 的高位直腸癌 (備註一) －也
直腸癌術前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與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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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直接手術加上術後化學治療就已足夠

[34,36,37]

；但是最近一組

回溯性研究發現 pT3N0 直腸癌若未繼續放療，其局部復發率有
顯著升高

[38]

。回溯性研究發現，臨床用 EUS 或 MRI 診斷為

T3N0 的 188 位病人，其術後標本 22% 有淋巴腺轉移 [39]。因此
NCCN 仍建議對 T3N0 直腸癌病人，除非有不適應症否則建議
使用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針對影像診斷為 T3N0 的高位直腸
癌病人，建議由各醫院團隊會議依個案做成決定是否給予術前
化學及放射治療 (請參閱第八章)。由於術前診斷局部淋巴腺是
否轉移有其難處，因此有學者提議對 T1-2N+ 病人先做 PET 或
穿刺檢查後，再依需要予術前化學及放射治療 [40]。

有關術前長療程化學及放射治療與術前短療程放射治療的
療效有無差異之比較，波蘭一項臨床試驗認為術前短療程放射
治療與長療程放射及化學治療，佐以術後化學治療，對術後局
部復發並無差別

[41]

。美國的研究大致使用長療程化學及放射治

療 (45-54 Gy，1.8 Gy/次) 佐以 5FU/Leucovorin/最近又加上
oxaliplatin

[35]

。歐洲內科腫瘤醫學會的治療準則，對局部晚期的

直腸癌 (T3b+，依 MRI 診斷)、部分 T4 (如陰道、腹膜浸潤) 建
議使用短療程治療 (25 Gy，5 Gy/次)，療程結束即手術。對局
部更晚期的直腸癌 (T3 crm+，T4 且被侵犯器官不可被切除)，
則建議使用長療程化學及放射治療 (50 Gy，1.8 Gy/次)，同時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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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FU 為主的化學治療，治療 6-8 週後手術 [42]。NCCN 則建議
5-10 週後手術。對 80-85 歲病人，歐洲內科腫瘤學會建議：可
以先給予短療程放射治療再予手術。因此，建議術前短療程放
射治療或長療程化學及放射治療，可由團隊會議討論後決定。

在臨床實驗中，對於第 2/3 期直腸癌接受新輔助化學及放
射治療再手術的病人，術後是否需繼續化學治療，仍有些爭
議。歐洲試驗 (EORTC) 對術前有新輔助治療的病人，術後用
5FU 為主的化學治療對局部復發率並未改善 [25]。但 NCCN 根據
同一研究再追蹤結果

[26]

：術前治療反應好的病人，對後續輔助

治療仍有反應。ypN0 也可能是 N+ 經化學及放射治療後的結
果，故仍建議對這些病人全部使用術後化學治療。因此，建議
對不是高危險群的病人是否後續術後化學治療，可經團隊討論
後決定。

若術前無新輔助療法，則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是否有益
處？為回答此問題，美國 NSABP R-02 臨床試驗針對病理第
2/3 期的病人術後僅使用 5-FU/LV 化學治療，對照術後先放射治
療再施以相同的化學治療，結果顯現有放射治療者其局部復發
較低

[43]

。歐洲內科腫瘤學會的治療準則，對術前無放射治療病

人，認為除非術後標本周邊緣 (crm) 有殘癌或癌瘤造成腸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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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或其他局部復發高危險群，否則不予術後放射治療，僅以化
學治療即可

[42]

。因此術前若無放射治療，對局部復發高危險群

者 (備註二) 建議應予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對局部復發低危險
群者應予追蹤或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則由團隊討論後決定。

備註一
有關直腸癌病人是否給予術前化放療，其適應症與病灶位
置，不同專家之發表資料參考如下：
(1) 適應症為：距肛門開口約 15 公分以內
國家
德國

作者
R Sauer [13]

加拿大、南非、紐 D Sebay西蘭、英國
Montefiore [11]
英國

AS Dhadda [44]

瑞典

E Syk [45]

法 (EORTC 22921) JF Bosset [24]
歐洲*

BJ Glimelius [39]

* 歐洲腫瘤內科學會訂定之治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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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 研究期間 發表
No.
年代
799 1995-2002 2004
1350 1998-2005 2009
111 2001-2005 2009
2315 1995-2004 2008
1011 1993-2003 2006
2009

(2) 適應症為：指頭可觸摸、中下 2/3 直腸或距肛門開口約 10
公分等低位癌
國家

作者

病人 研究期間 發表
No.
年代

法、比利時

JP Gerard [22]

762 1993-2003 2009

波蘭

K Bujko [41]

312 1999-2002 2006

美國

Y Kariu [46]

87 1978-2004 2008

巴西

A Habra-Gama [47]

265 1991-2002 2004

美國

JG Guillerus [39]

188

2009

雖 然 美 國 癌 症 聯 合 協 會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明訂直腸為肛門以上 12 公分 [48]，但上述資
料或因病患身長、體型、性別、懷孕、生產次數不同，可能
有不同規範，故建議高位直腸癌 T3N0 術後復發危險性低
者，此項條件由各院醫療團隊就個案討論後做決定。

備註二
危險因素包括：癌細胞分化不良、癌細胞侵犯淋巴管或血
管、淋巴腺轉移、切緣有殘癌、癌瘤導致腸破裂或阻塞、術後
標本淋巴腺未達 12 顆等。

直腸癌術前合併化學及放射治療與術後化學及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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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大腸癌之化學治療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楊再勝醫師

大腸癌的化學治療 (簡稱化療) 自公元 2000 年以後又有很
大的進展。就其臨床應用而言，可分成轉移癌之化療和輔助化
療兩種應用。

有關轉移性大腸癌的化學治療，根據 Scott Kopetz 等人的
報告 [1]，轉移性大腸癌的存活期中位數已經從 1990-1997 年的
14.2 月增加到 2004-2006 年的 29.3 月。五年存活率從 19901997 年的 9.1% 增加到 2001-2003 年的 19.2%。2004-2006 年
存活期中位數的進步可能是和 oxaliplatin (2002)、bevacizumab
(2004)、及 cetuximab (2004) 的使用有關 (如下圖)。

大腸癌之化學治療

87

88

TCOG 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

標靶治療藥物的引進讓轉移性大腸癌之化學治療的效果更
為提升。同時由於轉移性大腸癌之化療的緩解率提高，轉移性
病灶能完全切除的機會也因此增加，使得原來不能治癒的病患
有機會治癒。

本章節是以美國 NCCN 治療原則為藍本，經國內腫瘤內科
醫師討論後撰寫，主要以實證醫學為主，並不考慮健保使用規
範。

目前治療轉移性大腸癌的藥物主要有 5-FU/LV、UFT/LV、
capecitabine、irinotecan、oxaliplatin、bevacizumab 及 cetuximab，這些藥物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合併使用。選擇使用治療
處方的主要考慮為之前治療藥物的種類及給予的時間，其次是
選擇給予藥物的不同毒性。雖然在本章所列出的化療處方標示
其適合作為第一線治療 (initial therapy)，或是第二、三線治療，
然而這些所謂第幾線治療的建議在應用時是連續的治療，其界
線其實是模糊的、非分開的。另外，評估某一病患使用這些處
方的效果及安全性時，也要考慮藥物的劑量及給予的順序和方
式，以及手術切除的可能性、還有病患的身體狀況。

大腸癌之化學治療

89

當準備第一線治療轉移性大腸癌時，若病患狀況適合積極
治 療 ， 則 下 列 五 種 化 學 處 方 都 是 合 適 的 選 擇 ： FOLFOX 、
CapeOX 、 FOLFIRI 、 5-FU/LV 或 FOLFOXIRI 。 當 選 用
FOLFOX、CapeOX 與 FOLFIRI 作為第一線治療時，可以考慮
加上 bevacizumab 或 cetuximab (必須無 K-ras codon12 和
codon13 基因突變；K-ras 基因突變檢測請參閱第 121 頁)。在
治療轉移性大腸癌時，一般認為 FOLFOX 和 CapeOX 是可以互
換的。FOLFIRI 和 infusional 5-FU/LV 建議與 bevacizumab 併
用，cetuximab (必須無 K-ras codon12 和 codon13 基因突變)
與 FOLFIRI 併用也是適宜的選擇。如果選用 FOLFOXIRI 則不
加上標靶治療。若病患狀況不適合積極治療，第一線治療的選
擇包括 capecitabine、UFT/LV、infusional 5-FU/LV (加或不加
bevacizumab)，或是單獨使用 cetuximab (必須無 K-ras 基因
codon12 和 codon13 突變) [2]。

在第一線轉移性大腸癌的治療，有二個隨機研究 phase II
study 已經證實 bevacizumab 加上第一線的 5-FU/LV 治療會比
單用 5-FU/LV 有更好的存活率

[3,4]

。在合併的分析報告，使用

bevacizumab 加上 5-FU/LV 的中位存活期是 17.9 個月，勝過單
用 5-FU/LV 或是 5-FU/LV+irinotecan 的 14.6 個月。在使用
bevacizumab 加 上 5-FU/LV/irinotecan (IFL) 比 較 IF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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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ized phase III study，也支持 bevacizumab 加上 IFL 的
使用。這個重要的臨床試驗發現加上 bevacizumab 治療有較佳
的中位存活期：20.3 個月比上 15.6 個月 (hazard ratio = 0.66, P
< 0.001)。在最近報告的 NO16966 study，直接比較 FOLFOX
與 CapeOX 加或不加 bevacizumab，其結論是在第一線治療轉
移性大腸癌的治療 CapeOX 不會較 FOLFOX 差。但是在這個有
1400 位病患的大型臨床試驗，FOLFOX 加上 bevacizumab 只
比單用 FOLFOX 增加 1.4 個月的 PFS (hazard ratio 0.83, P =
0.0023)，而其中位存活期也只增加 1.4 個月，未達到有統計值
意義 (hazard ratio 0.89, P = 0.077)。另外在緩解率 (response
rate) 方面，FOLFOX 加上 bevacizumab 也沒有增加。在次分
組的分析發現 bevacizumab 加上 CapeOX 組的 PFS 有意義的
增加，但 bevacizumab 加上 FOLFOX 組並沒有增加 PFS [5]。

Phase III BICC-C study 比 較 三 種 不 同 的 5-FU/LV/
irinotecan 處方加或不加 bevacizumab [6]，其結果顯示 FOLFIRI
在效果及安全性皆勝過 modified IFL 或 CapeIRI (capecitabine
plus irinotecan)。在第一線治療轉移性大腸癌的治療，FOLFIRI
(7.6 個月) 在 PFS 有統計意義地勝過 mIFL (5.9 個月，P =
0.004) 及 CapeIRI (5.8 個月，P = 0.015)，雖然在中位存活期
並沒有明顯的區別。當 FOLFIRI 與 mIFL 加上 bevacizumab
大腸癌之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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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 PFS 分別增加到 11.2 個月和 8.3 個月，但是並沒有統計
意義的區別。可是經過 34.4 個月的追蹤後，在中位存活期方
面，FOLFIRI 加上 bevacizumab (28 個月) 有統計意義地勝過
mIFL 加上 bevacizumab (19.2 個月，P = 0.037)。FOLFOX 與
FOLFIRI 的比較方面，有二個隨機研究顯示其效果是相當的
[7,8]

，在用於第一線轉移性大腸癌的治療時，這兩個處方可以互

相調換。

在 第 一 線 轉 移 性 大 腸 癌 的 治 療 ， 比 較 FOLFOXIRI 及
FOLFIRI 共有兩個 randomized phase III study 的報告。第一個
研究報告 [9]，FOLFOXIRI 比 FOLFIRI 有統計意義地增加 PFS
(9.8 個月 vs. 6.9 個月，hazard ratio 0.63, P = 0.0006) 及中位
存 活 期 (22.6 個 月 vs. 16.7 個 月 ， hazard ratio 0.70, P =
0.032)。但是另一個研究報告

[10]

則沒有統計意義地增加中位存

活期 (21.5 個月 vs. 19.5 個月，P = 0.337)。兩個研究報告皆顯
示 FOLFOXIRI 會增加毒性 (包括神經毒性、中性白血球下降、
腹瀉、和掉髮)，但沒有增加因化療死亡的比率。新版的 NCCN
(2009) 診療指引將 FOLFOXIRI 加在第一線轉移性大腸癌治療
的選項 (category 2B)。

ECOG 的 E3200 randomized phase III study [11]，選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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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5-FU/LV/irinotecan 治療的病患給予 FOLFOX，或 bevacizumab 加上 FOLFOX，或單獨使用 bevacizumab。其證實在第
二線轉移性大腸癌的治療 bevacizumab 加上 FOLFOX 可中等程
度地比 FOLFOX 增加中位存活期 (12.9 個月 vs. 10.8 個月，P =
0.0011) 。 但 是 不 建 議 單 獨 使 用 bevacizumab ， 因 為 E3200
study 顯示單獨使用 bevacizumab 比單獨使用 FOLFOX 或
bevacizumab 加上 FOLFOX 效果差。雖然這個研究是治療第二
線轉移性大腸癌，但 E3200 study 並不支持當第一線治療已使
用過 bevacizumab 轉移性大腸癌之病患，若腫瘤惡化時再次使
用 bevacizumab-containing regimen。Bevacizumab-containing
regimen 是否可以用於已接受第一線 bevacizumab 治療之病
患，需等待更多的資料才能下結論。在年老的病患使用時，
bevacizumab 會增加中風及其他動脈阻塞疾病的風險。另外，
bevacizumab 會干擾傷口的癒合及一個少見但很重要的併發症
－腸穿孔。

在 capecitabine 的毒性方面，需注意在腎功能不好的病患
會 累 積 增 加 capecitabine 的 血 中 濃 度 ， 導 致 毒 性 ， 特 別 是
hand-foot syndrome 的 發 生 率 增 加 。 在 北 美 區 之 病 患 使 用
capecitabine 的毒性明顯比其他國家嚴重。這些副作用常導致需
要調整 capecitabine 的劑量，在開始使用 capecitabine 時就需
大腸癌之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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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觀察這些副作用，特別是 hand-foot syndrome 的早期徵
候，儘早調整 capecitabine 的劑量。當我們使用 bevacizumab
加上 CapeOX 時，如果 capecitabine 無法用到 1000 mg/m2
twice daily 時，是否效果能和 bevacizumab 加上 FOLFOX 相當
[5]

，目前並沒有資料可以佐證。CapeOX 的處方在台灣有些醫師

會使用 1000 mg/m2 twice daily 吃 5 天休 2 天或吃 10 天休 4
天、二週一個療程，配合 oxaliplatin 85 mg/m2 每兩週給予一
次，據觀察 hand-foot syndrome 的發生率會減少，但是目前並
無臨床試驗佐證。

Irinotecan 主要的毒性是早期或延遲性腹瀉導致脫水和嚴重
中性白血球下降。代謝 irinotecan 的酵素 uridine diphosphateglucuronyl transferase 1A1 (UGT1A1) 也會代謝其他物質，例
如 bilirubin，它會讓膽紅素 (bilirubin) 變得較為水溶性。缺乏
UGT1A1 的患者，如 type I and II Crigler-Najjar syndrome 和
Gilbert syndrome 會 有 膽 紅 素 上 升 的 現 象 。 因 此 Gilbert
syndrome 和膽紅素上升的患者，使用 irinotecan 需小心且需減
量使用。相同地，在某些 UGT1A1 genetic polymorphisms 之
患者 irinotecan 的代謝減緩，會導致藥物的累積而造成毒性的增
加。目前已有商業化的檢驗測試 UGT1A1*28，在 homozygous
for UGT1A1*28 的患者應考慮減少 irinotecan 的起始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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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T1A1*28 allele test 的臨床運用目前已經有報告 [12]，但是使
用這個檢查的診療指引目前還沒有建立。另外，如果出現嚴重
irinotecan 毒性之病患也不建議做 UGT1A1 test，因為不管檢查
結果為何，irinotecan 都需要減量。

使 用 oxaliplatin 最 主 要 的 毒 性 是 周 邊 感 覺 神 經 病 變 。
OPTIMOX1 study [13] 證實使用 FOLFOX 在第一線轉移性大腸癌
的治療，若用 “stop-and-go” 的方式讓治療中有 oxaliplatin-free
的時間，可以減少神經病變但不會影響存活率。建議使用
oxaliplatin 時可以調整 oxaliplatin 給予的 schedule/timing，以減
少周邊感覺神經病變。在使用 FOLFOX 或 CapeOX 治療三個月
後，應強烈考慮停止 oxaliplatin，用剩下的其他藥物治療直到腫
瘤惡化為止。病患如果已有神經病變，則不能再給予 oxaliplatin
除非神經病變改善，如果病患停止 oxaliplatin 是為了預防神經
病 變 ， 則 等 神 經 病 變 消 失 後 可 以 再 次 給 予 。 OPTIMOX2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14]

將病患分為兩組，一組給予

induction FOLFOX 六次後停止全部化療直到腫瘤惡化，再重新
給予 FOLFOX 治療。另一組則使用 OPTIMOX1 的方式，六次
療程後停止 oxaliplatin 但維持 5-FU/LV 治療直到腫瘤惡化，再
重 新 加 上 oxaliplatin 治 療 。 這 個 臨 床 試 驗 結 果 顯 示 使 用
OPTIMOX1 的方式有較佳的中位存活期 (24.6 個月 vs. 18.9 個
大腸癌之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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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P = 0.05)。

最 近 已 經 有 幾 個 使 用 cetuximab 合 併 FOLFIRI

[15]

或

FOLFOX [16] 作為第一線轉移性大腸癌的治療。而且也有許多文
獻證實如果 K-ras 基因的 codon12 or codon13 有突變，則
EGFR inhibitors 如 cetuximab 是無效的。因此建議所有轉移性
大腸癌的病患都應接受腫瘤的 K-ras genotyping 檢查 (原發病灶
或轉移病灶都可以)。K-ras 基因的 codon12 or codon13 有突變
的病患不應接受 cetuximab 治療，不管單獨使用或是合併化
療。因為這些病患使用 cetuximab 不僅沒有好處，還會增加毒
性及醫療花費。

CRYSTAL 試驗觀察使用 cetuximab 合併 FOLFIRI，或單
獨使用 FOLFIRI

[15]

作為第一線轉移性大腸癌的治療效果。

CRYSTAL 試驗回顧分析沒有 K-ras 基因突變的病患，發現這些
病患 cetuximab 合併 FOLFIRI 比單獨 FOLFIRI 有統計意義地增
加 PFS (9.9 個月 vs. 8.7 個月，hazard ratio 0.68, P = 0.02)。
同 樣 地 ， OPUS 試 驗 在 沒 有 K-ras 基 因 突 變 的 病 患 使 用
cetuximab 合併 FOLFOX 比單獨 FOLFOX 有統計意義地增加緩
解率 (61% vs. 37%, odds ratio = 2.54, P = 0.011) 並稍為增加
PFS (7.7 個月 vs. 7.2 個月，hazard ratio 0.57, P = 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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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移性大腸癌的化學治療

1

第一線治療
Capecitabine2
± bevacizumab
or
UFT/leucovorin
± bevacizumab
or
病人不適合
積極治療

Infusional 5-FU/
leucovorin ±
bevacizumab
or

身體功能
有改善

考慮第一
線治療

身體功能
無改善

適當的支
持治療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category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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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治療
FOLFOX3 ± bevacizumab4
or
CapeOX5 ± bevacizumab
or
FOLFOX or CapeOX ± cetuximab6
(K-ras wild-type only)
or

病人適合
積極治療

FOLFIRI7 ± bevacizumab
or
FOLFIRI ± cetuximab (K-ras wild type only)
or

5-FU/leucovorin8 ± bevacizumab

FOLFOXIRI9 (category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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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線治療
FOLFIRI or
Irinotecan or
FOLFIRI ± cetuximab10
(category 2B) (K-ras wild-type
only) or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 irinotecan (category
2B)
FOLFOX or CapeOX ±
bavacizumab5 or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 irinotecan
若病人無法忍受則考慮單獨使用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第三線治療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 irinotecan
若病人無法忍受則考慮單獨使
用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臨床試驗
或給予適當的支持治療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 irinotecan
若病人無法忍受則考慮單獨使
用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only)
FOLFOX or CapeOX

FOLFOX or CapeOX
or

FOLFIRI Æ cetuximab based
regimen (K-ras wild-type only)

FOLFIRI or irinotecan alone

FOLFOX Æ cetuximab based
regimen (K-ras wild-type only)

FOLFOX or FOLFIRI +
bevacizumab

cetuximab based regimen
(K-ras wild-typ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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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療的處方及參考文獻，請看 Chemotherapy regimen and
reference。

2

針對 fluoropyrimidine 為主處方治療失敗的病患，不建議在此
情況下單獨使用 capecitabine 當作 salvage therapy。

3

FOLFOX 和 CapeOX 使用三個月以上如有神經毒性產生，應
考 慮 停 止 oxaliplatin ， 並 繼 續 使 用 其 他 藥 物 ( 如 5-FU +
bevacizumab) 維持治療直至腫瘤惡化。如果當初停止的理由
是因為神經毒性而非疾病惡化 (stop and go 方式)，可以考慮
再次使用 Oxaliplatin [13]。

4

Bevacizumab 作為第一線治療失敗後，是否可以再作為第二
線治療處方，目前沒有實證可參考。一般而言，不建議第二
線再使用。如果第一線治療時未使用 bevacizumab，可考慮
在第二線化療處方加入 bevacizumab

[17]

。但是需注意其禁

忌，如出血、傷口癒合不良…等問題。目前並不建議
bevacizumab 併用 cetuximab [18,19]。
5

Capecitabine 併用 oxaliplatin 的處方標準建議起始劑量是
1000 mg/m2 每日兩次，口服 14 天休息 7 天，21 天為一療
程。謹慎評估第一療程的毒性，如有需要應調整其劑量。國
內有專家建議可以使用口服 10 天休息 4 天或是口服 5 天休息
2 天， 14 天為一療程，配合 oxaliplatin 使用，可以減少
capecitabine 的副作用，不過並無臨床試驗證實其效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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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標準 CapeOX regimen 一樣。
6

如果 cetuximab 作為第一線治療，則不建議再用於第二線或第
三線治療。

7

Irinotecan 使用在肝功能不好的病患要小心，應減少劑量使
用。5-FU 與 irinotecan 和 oxaliplatin 併用時，較建議使用
infusional 5-FU 。 Bolus 5-FU 較 不 適 合 與 irinotecan 和
oxaliplatin 併用。

8

不能忍受 irinotecan 和 oxaliplatin 副作用的病患，可以考慮單
獨使用 5-FU/LV，或與 bevacizumab 併用。國內學者大多推
薦 24 小時 infusion 的高劑量 5-FU/LV。

9

FOLFOXIRI 處方有較 FOLFIRI 高的緩解率，但毒性也較大。
可考慮使用於需要高緩解率的狀況，如作為肝轉移之新輔助
化療，但是健保並不給付同時給予 irinotecan 和 oxaliplatin。
如果 FOLFOXIRI 治療無效時，可以考慮給予 cetuximab +
irinotecan ， 也 可 以 給 予 bevacizumab 加 上 FOLFOX or
FOLFIRI。FOLFOXIRI 加上標靶治療藥物目前並無足夠資料
支持其使用。

10

Cetuximab 適合與 irinotecan 為主之處方併用。但是如果病
患無法忍受 irinotecan 副作用時，也可以單獨使用。

大腸癌之化學治療

101

附錄：轉移性大腸癌化學治療處方 (含標靶治療)
FOLFOX
FOLFOX 4 [20]
Oxaliplatin 85 mg/m2 IVF over 2 hours, day 1
Leucovorin 200 mg/m2 IVF over 2 hours, days 1 and 2
Followed on days 1 and 2 by 5-FU 400 mg/m2 IV bolus, then
600 mg/m2 IVF over 22 hour’s continuous infusion
Repeat every 2 weeks
mFOLFOX 6 [21]
Oxaliplatin 85 mg/m2 IVF over 2 hours, day 1
Leucovorin 400 mg/m2 IVF over 2 hours, day 1
5-FU 400 mg/m2 IV bolus on day 1, then
1200 mg/m2/day x 2 days (total 2400 mg/m2 over 46 hours) continuous infusion
Repeat every 2 weeks
FOLFOX 7 [13]
Oxaliplatin 130 mg/m2 IVF over 2 hours, day 1
Leucovorin 400 mg/m2 IVF over 2 hours, day 1
1200 mg/m2/day x 2 days (total 2400 mg/m2 over 46 hours) continuous infusion
Repeat every 2 weeks
CapeOX [22]
Oxaliplatin 130 mg/m2 day 1
Capecitabine 850-1000 mg/m2 twice daily for 14 days
Repeat every 3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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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FIRI [23,24]
Irinotecan 180 mg/m2 IV over 30-120 minutes, day 1
Leucovorin 200 mg/m2 IVF to match duration of irinotecan infusion, days 1 & 2
Followed on days 1 and 2 by 5-FU 400 mg/m2 IV bolus, then
600 mg/m2 IVF over 22 hour’s continuous infusion
Repeat every 2 weeks
mFOLFIRI
Irinotecan180 mg/m2 IVF over 30-120 minutes, day 1
Leucovorin 400 mg/m2 IV infusion to match duration of irinotecan infusion,
day 1
5-FU 400 mg/m2 IV bolus day 1, then
1200 mg/m2/day x 2 days (total 2400 mg/m2 over 46 hours) continuous
infusion
Repeat every 2 weeks
Bevacizumab + 5-FU containing regimens [25-28]
Bevacizumab 5 mg/kg IVF 30-60 minutes every 2 weeks +
5-FU/leucovorin or
FOLFOX [17] or
FOLFIRI [6]
Bevacizumab 7.5 mg/kg IVF 30-60 minutes every 3 weeks + CapeOX [5]
Capecitabine [29]
2000-2500 mg/m2/day PO in two divided doses, days 1-14, followed by 7
days rest
Repeat every 3 w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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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T/LV [30]
UFT 300 mg/m2/day PO in 3 divided dose, days 1 to 28, followed by 7 days
rest
Leucovorin 90 mg/day PO in 3 divided dose, days 1 to 28, followed by 7
days rest
Repeat every 5 weeks
Bolus or infusional 5-FU/leucovorin
Roswell-Park regimen [31]
Leucovorin 500 mg/m2 IV over 2 hours, days 1, 8, 15, 22, 29, and 36
5-FU 500 mg/m2 IV bolus 1 hour after start of LV, days1, 8, 15, 22, 29, 36
Repeat every 8 weeks
Biweekly (LV5FU2) [32]
Leucovorin 200 mg/m2 IV over 2 hours, days 1 and 2
5-FU 400 mg/m2 IV bolus, then 600 mg/m2 IV over 22 hours continuous
infusion, days 1 and 2
Repeat every 2 weeks
Simplified biweekly infusional 5-FU/LV (sLV5FU2)
Leucovorin 400 mg/m2 IVF over 2 hours on day 1
Followed by 5-FU bolus 400 mg/m2 and then 1200 mg/m2/day x 2 days (total
2400 mg/m2 over 46 hours) continuous infusion
Repeat every 2 weeks
Weekly (HDFL, AIO regimen) [33]
5-FU 2600 mg/m2 by 24 hours infusion plus leucovorin 500 mg/m2
Repeat every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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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FOXIRI [9]
Irinotecan 165 mg/m2 IVF day 1, oxaliplatin 85 mg/m2 IVF day 1
Leucovorin 200 mg/m2 day 1, fluorouracil 3,200 mg/m2 over 48 hours
Repeat every 2 weeks
Irinotecan [34]
Irinotecan 125 mg/m2 IVF over 30-90 minutes, days 1, 8, 15, 22
Repeat every 6 weeks, or
Irinotecan 300-350 mg/m2 IVF 30-90 minutes, days 1
Repeat every 3 weeks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gene only) ± irinotecan [15,35]
Cetuximab 400 mg/m2 1st infusion, then 250 mg/m2 IVF weekly or
Cetuximab 500 mg/m2 IVF every 2 weeks ± Irinotecan
Cetuximab (K-ras wild-type gene only) alone
Cetuximab 400 mg/m2 1st infusion, then 250 mg/m2 IV weekly
Cetuximab 800 mg/m2 IV bi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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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腸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 1
病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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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性化學治療

Tis; T1N0M0,
T2N0M0

None

T3N0M0
(no high risk
features)

Consider 5-FU/
leucovorin3, or
capecitabine4, or
UFT/leucovorin4 or
clinical trials or
observation

T3N0M0 at high
risk of systemic
recurrence2, or
T4N0M0, or
T3 with localized
perforation or
close,
indeterminate or
positive margin

5-FU/leucovorin/
oxaliplatin5 or
5-FU/leucovorin or
Capecitabine or
UFT/leucovorin or
clinical trials or
observation

T1-3N1-2M0 or
T4N1-2M0

5-FU/leucovorin/
oxaliplatin5
(category 1) or
5-FU/leucovorin or
Capecitabine or
UFT/leucovo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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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

病史及理學檢查
(前二年每 3 個
月，之後每 6 個月
一次，達五年)
 CEA (前二年每 3
個月，之後每 6 個
月一次，達五年)
(適用於 T2 或 T2
以上之癌瘤)
 胸 部 /腹部 /骨 盆腔
斷層掃描 (連續三
年)
 大腸鏡檢 (術後 1
年檢查，若術前結
腸阻塞未完全檢查
則術後 3-6 月檢查)
* 若有腺性瘜肉，
則 1 年後再檢查
* 若無腺性瘜肉，
第 3 年和第 5 年
再檢查

1

在使用輔助性化學治療之前，醫師應與病人詳細討論其潛在的好處及
風險。這些討論必須包括支持使用治療的證據文獻、治療相關的併發
症 (如 oxaliplatin 可能引發神經病變)、病患復發的高危險預後因素、
以及病患的喜好和選擇。如果已經決定要給予輔助性化學治療，下列
因素需列入考慮：
(1) 手術後分析的淋巴腺數目
(2) 不 好 的 癒 後 因 素 [T4 lesion, poorly differentiated histology,
lymphatic/vascular invasion, bowel obstruction]
(3) 評估病患的身體狀況及其預期的壽命

2

High risk of systemic recurrence of T3N0M0: poorly differentiated
histology, lymphatic/vascular invasion, bowel obstruction, < 12
lymph nodes examinated.

3

2009 ASCO 會議的 ACCENT 研究顯示 70 歲以上的病患使用 5FU/LV 之效果不會比 FOLFOX 差 [36]。

4

Capecitabine 和 UFT/LV 在第二、三期結腸癌的效果與 5-FU/LV 是相
當的 [37,38]。

5

FOLFOX 在第三期結腸癌病患是最好的選擇

[39,40]

。在高危險的第二

期結腸癌病患也是合理的選擇，在低危險的第二期結腸癌病患則不建
議使用。Capecitabine 併用 oxaliplatin 在第三期結腸癌病患的治療目
前還沒有數據公佈，仍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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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vacizumab + FOLFOX 目前資料顯示不會勝過 FOLFOX，不建議
使用。Irinotecan based regimen 目前資料顯示不會優於 5-FU/LV
[41,42]

，也不建議使用。Cetuximab 目前也沒有資料顯示用於第三期結

腸癌病患會有好處，仍不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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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大腸癌手術後之追蹤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游正府醫師 / 唐瑞平醫師

大腸癌在接受手術後的追蹤方案原則在不同醫院或不同國
家可能有所差異，以下列舉原則 [1-3] 僅供建議參考，臨床醫師需
根據個別病患之病情進行調整。

(1) 病史和身體檢查
前三年每 3-6 個月，之後每 6-12 個月回診檢查。

(2) 癌胚抗原 (CEA) 檢測
前三年每 3-6 個月，之後每 6-12 個月抽血檢查。

(3) 胸部 X 光
每 1-2 年。

(4) 電腦斷層 (包含胸部、腹部、骨盆腔) 或肝臟超音波
前三年每 6-12 個月一次，之後視情況需要再做。

114

TCOG 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

(5) 大腸鏡
A. 手術後第 1 年，之後視情況需要每 1-3 年。
B. 如果手術前沒有做過全大腸鏡，則術後 3-6 個月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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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大腸癌之病理分期原則
成大醫院

李忠達醫師 / 周楠華醫師

1. 病理報告
病理報告的內容應包含以下幾個基本資料：腫瘤侵犯深
度、局部淋巴結癌症轉移情況、遠端癌症轉移、癌細胞分化程
度、及手術邊緣 (surgical margin) 是否有癌細胞。癌症的分期
可 使 用 第 七 版 美 國 癌 症 聯 合 會 分 期 手 冊 (the 7th edition of
America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Cancer Staging
Manual) 的 TNM 分期

[1]

或 Modified Astler-Coller 分期 (如下表

一)。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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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

N

M

Dukes*

MAC*

Stage 0

Tis

N0

M0

－

－

Stage Ⅰ

T1

N0

M0

A

A

T2

N0

M0

A

B1

Stage ⅡA

T3

N0

M0

B

B2

Stage ⅡB

T4a

N0

M0

B

B2

Stage ⅡC

T4b

N0

M0

B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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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

N

M

Dukes*

MAC*

T1-T2

N1/N1c

M0

C

C1

T1

N2a

M0

C

C1

T3-T4a

N1/N1c

M0

C

C2

T2-T3

N2a

M0

C

C1/C2

T1-T2

N2b

M0

C

C1

T4a

N2a

M0

C

C2

T3-T4a

N2b

M0

C

C2

T4b

N1-N2

M0

C

C3

Stage ⅣA

Any T

Any N

M1a

－

－

Stage ⅣB

Any T

Any N

M1b

－

－

Stage ⅢA
Stage ⅢB

Stage ⅢC

(1) 腫瘤侵犯深度 (T status)
pTX：無法評估
pT0：無腫瘤存在
pTis：原位癌 (carcinoma in situ) 或黏膜內腫瘤 (intramucosal neoplasm)
pT1：癌症侵犯到黏膜下層 (submucosa)
pT2：癌症侵犯到肌肉層 (muscularis propria)
pT3：癌症穿透肌肉層到漿膜下層 (subserosa)
pT4a：癌症穿透腸道腹膜層 (penetrate the visceral peritoneum)
pT4b：癌症侵犯到鄰近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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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局部淋巴結癌症轉移情況 (N status)
pNX：無法評估
pN0：無局部淋巴結轉移
pN1：1 到 3 顆局部淋巴結有癌症轉移
pN1a – 1 顆局部淋巴結有癌症轉移
pN1b – 2 到 3 顆局部淋巴結有癌症轉移
pN1c – 在漿膜下層、腸繫膜 (mesentery)、或腸肌肉
層外的組織有癌細胞，不似淋巴結轉移、也
無穿透腹膜
pN2：4 顆以上局部淋巴結有癌症轉移
pN2a – 4 到 6 顆局部淋巴結有癌症轉移
pN2b – 7 顆以上局部淋巴結有癌症轉移
美國癌症聯合會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和美國病理學會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y,
CAP) 建議至少要有 12 顆淋巴結來評估淋巴結癌症轉移情
況

[2]

。若是一開始沒找足 12 顆淋巴結，則建議再嘗試找看

看。此外，經過術前化療或放療的大腸癌檢體，找出的淋巴
結會比較少，約有 80% 都找不足 12 顆；目前對於這類檢體
究竟要找幾顆淋巴結，尚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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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癌組織大小介於 0.2 mm 到 2 mm 之間稱為「微小轉
移」(micrometastasis)，至少算 pN1；而轉移癌組織小於
0.2 mm 者稱為「孤立腫瘤細胞群」(isolated tumor cells)，
其臨床意義各家意見不一，目前第七版 AJCC 癌症分期將它
歸屬在 pN0。

(3) 遠端癌症轉移 (M status)
Not applicable：現有病理檢體不適合評估遠端轉移情況
pM1：有遠端轉移
pM1a – 單一器官有遠端轉移 (如肝臟、肺臟、卵巢、
或非局部淋巴結等)。
pM1b – 腹膜(peritoneum) 或兩個器官以上有遠端轉
移。

(4) 癌細胞分化程度 (histologic grade)
GX：癌細胞分化程度無法評估
G1：分化良好 (well differentiated)
G2：中等分化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G3：分化不好 (poorly differentiated)
G4：不分化 (undifferen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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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手術邊緣 (surgical margin) 是否有癌細胞
需 包 括近 端 (proximal) 、 遠 端 (distal)、 及 手術 邊 緣周圍
(circumferential) (僅用於直腸癌)。關於「手術邊緣有癌細
胞」的認定仍沒有定論，「癌細胞靠近手術邊緣小於 1 mm
或 2 mm」也有被使用。

2. 內視鏡切除的惡性瘜肉 (malignant polyp) [2]
(1) 惡性瘜肉 (malignant polyp) 在 NCCN 診療指引的定義為：
癌細胞侵犯到黏膜下層 (submucosa) (pT1)。
(2) 原位癌或黏膜內的癌症 (pTis) 由於預後良好，且幾乎不會轉
移，因此 NCCN 診療指引並不歸類在惡性瘜肉。
(3) 病人預後好的病理因子：癌細胞分化程度較好 (G1-2)、沒有
血管淋巴侵犯、手術邊緣無癌細胞。
(4) 病人預後差的病理因子：癌細胞分化程度較差 (G3-4)、有血
管淋巴侵犯、手術邊緣有癌細胞。
(5) 對於「無柄性 (sessile) 惡性瘜肉」是否能僅以內視鏡切
除，目前並無共識。有文獻指出僅以內視鏡切除，有可能切
不乾淨，且有較高的復發率。但也有研究顯示，對於低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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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細胞分化程度較好、沒有血管淋巴侵犯、手術邊緣無癌
細胞) 的無柄性惡性瘜肉，內視鏡切除是可以達到治療效果
的。

3. K-ras 基因突變檢測 (K-ras mutation testing)
[3-5]

(1) K-ras 基因突變 (在 exon2 的 codon 12, 13) 在大腸癌早期就
可出現，它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藥物療效不佳有密切相關。
(2) K-ras 基因突變檢測應在品質良好的實驗室執行。目前對於
檢測方法並無統一規定。
(3) 福馬林固定、石蠟包埋的病理檢體可用於 K-ras 基因突變檢
測。用於原發或轉移癌症組織均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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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外科

唐瑞平 (總校閱)

林口長庚

大腸直腸外科

陳明仁(總校閱)

馬偕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江支銘

林口長庚

大腸直腸外科

李忠達

成大醫院

病理科

李政昌

成大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李浩銑

柳營奇美

一般外科

林博文

成大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周楠華

成大醫院

病理科

林楨國

台北榮總

大腸直腸外科

洪欣園

林口長庚

大腸直腸外科

梁金銅

台大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編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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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院

科

別

陳進勛

林口長庚

大腸直腸外科

陳鴻華

高雄長庚

大腸直腸外科

游正府

林口長庚

大腸直腸外科

楊再勝

林口長庚

腫瘤內科

劉滄梧

國家衛生研究院

癌症研究所 TCOG

<依姓名筆劃排列>

124

醫

TCOG 大腸癌臨床診療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