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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化名），四十八歲，抽菸史將近三十年，近來兩個多月裡時常咳嗽、右肩胛骨

痛、背痛，於去年四月前來門診求治，首先經X光檢查後發現右上肺葉有一顆十一公分大的腫

腫瘤免疫療法合併化學治療腫瘤免疫療法合併化學治療
肺癌治療新選擇肺癌治療新選擇

文/腫瘤內科、胸腔內科 吳銘芳教授

吳銘芳 醫師
現任│

•中山醫大醫學系教授
•中山附醫腫瘤內科主任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臨床腫瘤醫學會監事

學經歷│
•台北榮總胸腔腫瘤科
   主治醫師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癌病中心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腫瘤內科
   專科醫師訓練
•中華民國腫瘤內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胸腔暨重症
   加護醫學會專科醫師

專長│
• 胸腔腫瘤

• 癌症精準醫療

• 腫瘤免疫治療

• 標靶治療

瘤(圖一左)，再經進一步斷層掃描及相關檢查，癌細胞已經

轉移到右側肩胛骨及淋巴腺，確定診斷為肺腺癌第四期，此

癌症期別不適宜手術治療，予肺癌基因檢測結果為無基因突

變，標靶藥物療效會不佳，只能接受化學治療。

過去這類晚期肺癌患者，若腫瘤不具特殊基因表現(基因

檢測結果為無基因突變)，等於沒有標靶藥物可以用。根據研

究統計，以化學治療後的平均存活期只有8至12個月，但腫

瘤免疫療法出現後，讓這些原本只能接受化學治療的癌症病

患有機會延長生命，而且腫瘤免疫療法能涵蓋的肺癌期別更

加全面，可說是改寫了過去肺癌晚期的治療準則，也是肺癌

病患的治療新選擇。

所謂免疫療法就是透過各種方式，來增強或是調整人體

自身的免疫系統，藉此來打敗癌細胞，所以免疫療法也依據

不同原理分成不同類型。其中PD-L1便是一種，在台灣已經

使用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現階段，免疫治療無論是合併化療或是於PD-L1高表達

者的第一線單獨使用，病患存活時間都明顯比使用化療來得

要好。陳先生的腫瘤免疫標記PD-L1表現量雖然不高，但以

免疫療法合併化療進行六個療程之後，腫瘤已縮小很多 (胸

部X 光右圖)，咳嗽、右肩胛骨痛、背痛症狀也逐漸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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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去年美國臨床腫瘤醫學會年會發

表研究報告指出，無論患者的PD-L1表現量

高低，第一線使用腫瘤免疫治療合併化療

的病患，存活時間明顯延長將近兩倍，效

果比單獨使用化療還要好〈單獨使用化療

則為近11個月，合併使用為22個月，延長

近雙倍的存活期〉。

而另一項第三期國際研究亦報導，使

用免疫治療、抗血管新生藥物及化療的組

合治療方案，比只單獨用抗血管新生藥物

及化療作治療，能延長非基因突變型第四

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無惡化存活期及整

體存活期〈無惡化存活期的中位數延長近

兩個月由6.8個月至8.3個月，整體存活期

中位數亦延長4.5個月，由14.7個月至19.2

個月〉。

而去年九月在世界肺癌大會的追蹤三

年最新數據也表示，若患者PD-L1表現量大

於50％，第一線單獨使用免疫療法效果也

優於單獨化療。第一線單獨使用免疫療法，

其整體存活期中位數為26個月，而使用化療

者則只有14個月。PD-L1高表達者即使是剛

開始只以化療、失敗後才改用免疫治療，其

整體存活期也是低於一開始就用免疫療法的

患者。

因此，對晚期肺癌患者來說，腫瘤免

疫療法合併化療已經是新型態的主流治療選

擇。

圖一、治療前腫瘤有十一公分大小(圖左)，經過免疫療法合併化療六個

療程之後，腫瘤縮小很多(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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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癌治療的進展頭頸癌治療的進展

文/血液腫瘤科 呂學儒 主任

根據2017年衛生福利部統計處公告，頭頸癌發生率

為台灣第四名，且為台灣第五大癌症死因，包括：口腔

癌、口咽癌、下咽癌與喉癌等，而菸、酒、檳榔等更是

頭頸癌的高危險因子，其罹患頭頸癌之機率高達300倍。

效果卓越！

中山醫頭頸癌團隊 治療效果堪比國際！

隨著藥物治療的進展，頭頸癌的藥物治療與時俱

進，包括：爾必得舒(cetuximab)、 保疾伏(Nivolumab)、

和吉舒達(keytruda)，均是這幾年在國際上對頭頸癌相當

知名的治療藥物，也陸續出現在健保給付藥物的選項當

中。

根據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指出，轉移復發之頭頸癌病

患，接受過爾必得舒(cetuximab)治療後，其中位數存活期

從原本的7.3個月，可以提升到10.1個月，而此標靶藥物

目前也有健保給付。

另外根據本院癌症中心之頭頸癌醫療團隊統計

顯示，本院復發轉移之頭頸癌病患，接受爾必得舒

呂學儒 醫師
學經歷│

•中山附醫血液腫瘤科主任

•陽明大學生命科學院

   分子醫學博士

•美國西雅圖Institute of 

   Systems Biology進修 

   (次世代基因定序)

•彰濱秀傳醫院癌症

   防治中心主任

•台北榮總血液腫瘤科

   主治醫師

專長│

•固態腫瘤

•惡性血液疾病

•安寧緩和治療

•次世代基因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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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uximab)後，中位數存活期甚至可以達到

14.0個月。由此可見，中山附醫有相當專業

且有經驗的頭頸癌多專科團隊，守護你我的

健康。

本團隊也陸續於近三年，將此臨床成

果發表於美國癌症研究協會年會(American 

Associated Cancer Research, AACR)及美國

臨床癌症醫學會年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等國際重要且知名

的癌症年會，均得到世界各地不同的迴響與

指教。

另外，免疫治療對於頭頸癌症也有不同

的適應症，可將原本轉移復發的頭頸癌二線

治療，提升中位數存活期至7.7個月，本院

目前亦有相關藥物使用及經驗及成果發表。

未來這些新一代的藥物治療，配合精準

醫療的基因檢測，對於治療成效相對較差的

頭頸癌而言，均是不可多得的利器。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近年來，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也陸續

推動四癌篩檢，其中30歲以上有嚼過檳榔

或吸菸者、或18歲以上有嚼過檳榔之原住

民，得每兩年篩檢口腔癌一次，如此早期診

斷、早期治療，絕對是抗癌的不二法門！

每位病人的疾病和身體狀況都不盡相

同，需要的診斷方法與藥物治療選擇也不

同，尤其頭頸癌患者治療更是複雜，因此更

需要多專科團隊提供個人化的治療方針，使

頭頸癌患者獲得最佳的治療。回溯統計中山

附醫過去頭頸癌的治療經驗，及國際醫學會

的發表，均可以肯定中山附醫對於頭頸癌治

療的投入及用心。團隊目前也積極導入精準

醫療等基因檢測的方案，期待有一天能造

福、嘉惠更廣大的病患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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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淋巴球白血球(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的發生率在歐美國家遠高於新加

坡、台灣、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而台灣的慢性淋巴球白血球盛行率近年有上升的

趨勢，雖然是進展比較慢的白血病，但依據澳洲的統計，從慢性淋巴球白血球確定診斷後5年

的死亡率為18%，與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的5年死亡率24%接近。

對慢性淋巴球白血病的病人若只有淋巴球增加且無症狀者，可以定期追蹤檢查，若

白血球數持續增加，病人產生貧血、脾腫大、淋巴腺腫大或血小板數降低，可採用口服化

復發或頑固型復發或頑固型

慢性淋巴球白血病的新治療慢性淋巴球白血病的新治療
文/血液腫瘤科 黃偉修 主治醫師

黃偉修 醫師
學經歷│
•三軍總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
•奇美醫院血液腫瘤科主任
•國防醫學院內科學系副教授

專長│
•血液疾病
•腫瘤疾病

療藥物：瘤克寧(leukeran)及普利多寧(prednisolone)

治療，也可以使用化療藥：福達樂靜脈凍晶注射劑

(Fludarabine)、癌得星注射劑(cyclophosphamide)及

標靶藥-莫須瘤注射劑(rituximab)，這三種藥物的組

合稱為FCR靜脈注射治療，或採用化療藥：普癌汰

(bendamustin)及莫須瘤注射劑(rituximab)，這兩種藥物

組合稱之為BR靜脈注射治療。

若病人疾病復發或對第一線化療效果不佳時，使

用化療藥物FCR或BR僅能提供14到30個月的無惡化

存活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若使用口服

標靶藥-億珂膠囊(ibrutinib)治療3年PFS率為59%，而

MURANO試驗結果顯示以標靶藥-唯可來膜衣錠加上莫須

瘤venetoclax+rituximab(VenR)的3年PFS可達70%。由於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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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R對高風險預後較差的del(17P)慢性淋巴

球白血病的病人仍有較好的療效，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已給付在第二線事前申請

給付使用。

國內有用唯可來膜衣錠(venetoclax)單方

治療曾接受BR後復發的病例及以億珂膠囊

(ibrutinib)治療只得到部分反應病例，治療

後都獲得完全緩解。

本院一位59歲的女性病患，於101年診

斷出CLL後只有定期追蹤檢查，並未接受任

何治療，直到104年開始脾臟逐漸腫大，有

輕度貧血及血小板數降低，107年白血球數

81740/ul、血色素9.9g/dl、血小板數99000/

ul，開始每日服用瘤克寧(leukeran) 2mg後白

血球數降低，貧血獲得改善，但血小板數目

仍偏低。

108年病人服用瘤克寧(leukeran)治療後

白血球數及淋巴球數目仍未獲改善，脾臟更

明顯腫大，於109年1月後因血小板低及出現

流鼻血，常需在門診輸血小板濃縮液治療，

血液基因檢測沒有17P變異，因此於109年

3月17日開始自費使用低劑量唯可來膜衣錠

(venetoclax)，以避免產生腫瘤瓦解症候群，

所幸病人無副作用，白血球數逐漸由48600/

ul降至6050/ul，淋巴球由91%降至24%，血

色素升至13.5g/dl 。

目前病人持續接受口服每日唯可來膜衣

錠(venetoclax) 400毫克治療已三個月，血小

板數雖低，但已不需輸血小板治療，脾臟也

已恢復正常大小。

由上述治療經驗，單一處方唯可來膜衣

錠(venetoclax)治療復發或惡化的CLL非常有

效，病患對藥物耐受性也高。

這些都是本院血液腫瘤科治療復發或頑

固型慢性淋巴球白血病的成果，相信這項新

治療法，對於CLL病人是一則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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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顧得好，癌症治療沒煩惱皮膚顧得好，癌症治療沒煩惱
文/皮膚科 洪琡茹 主治醫師

您正在接受癌症治療嗎？腫瘤雖然好轉了，但皮膚不適卻讓您寢食難安嗎？是否曾因為

癌症治療過程產生皮膚問題，而減藥甚至中斷治療呢？有哪些皮膚的副作用呢？什麼是PRIDE

（驕傲）症候群呢？

洪琡茹 醫師
學經歷│

•中山附醫 皮膚科

   住院醫師

•中山附醫 皮膚科

   總醫師

•臺大醫院皮膚科 

   臨床研究醫師

•馬偕紀念醫院皮膚病理科 

   臨床研究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皮膚外科 

   臨床研究醫師

專長│

•皮膚炎（異位性皮膚炎/ 

   濕疹/蕁麻疹）

•一般醫學美容

 （斑點/皺紋/凹陷）

•皮膚腫瘤

•皮膚免疫疾病

 （乾癬/白斑）

•指甲疾病及落髮

癌症治療方式日新月異，從傳統的化療到現在最

火紅的免疫療法，為病患及家屬帶來無限希望。由於皮

膚、毛髮、指甲上面有非常多生長因子受體，細胞也處

於不斷分裂狀態，使用癌症治療的藥物往往造成一定程

度的皮膚副作用。

但病友們千萬別因為皮膚出現這些副作用就對癌

症治療失去信心喔！相反地，研究統計陸續發現某些皮

膚副作用和存活率有正相關，也就是說有出現某些皮膚

副作用可能代表藥物特別有效！因此，如何在持續使用

藥物狀況下減緩皮膚不適，是皮膚科醫師最想要告訴您

的！

介紹目前常見的兩個藥物

◆標靶藥物：使用標靶藥物的皮膚反應發生率高達80-

90%，其中又以表皮生長因子抑制劑最為常見，其次

為酪氨酸酶抑制劑或是血管生長因子抑制劑。

✽表皮生長因子抑制劑：常見藥物有針對肺癌的艾瑞

莎、得舒緩、妥復克、泰格莎。特有的皮膚副作

用包含Papulopustular eruption(丘疹膿皰性發疹)、

Paronychia(甲溝炎)、Regular hair change(毛髮生長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健康新知



✽酪氨酸酶抑制劑：用於血液腫瘤和腸胃道基質癌的基立克，使用者有22%會出現丘疹性皮

膚炎，60%眼眶附近發生水腫。大部分的皮膚疹是暫時性且不嚴重，僅需症狀治療。此外

由於光敏感性增加需特別注意防曬；少部分病人皮膚、毛髮會變白或變深。

✽血管生長因子抑制劑：多用於治療腎臟癌、肝癌，其中舒癌特、蕾沙瓦特別容易在亞洲人

引起手足皮膚反應，發生率高達40%。於手足皮膚受壓處出現脫屑、發紅、起水泡，水泡

數週癒合後變厚形成類似雞眼的厚繭。壓迫引起疼痛使患者無法走路；若出現在手指或手

掌，患者會疼痛到無法拿筷子、湯匙，影響生活甚巨。另外雷莎瓦也可能引起頭髮變白、

皮膚鱗狀上皮癌或角化棘皮瘤增生。

◆免疫藥物：免疫療法目前在肺癌、膀胱癌、黑色素瘤、肝癌等治療上皆有不錯表現。常見藥

物：益伏、保疾伏、吉舒達、癌自禦。原理是增加病患的免疫細胞活性去攻擊癌細胞；但

也因處於免疫力旺盛的狀態，容易產生自體免疫。單一藥物的皮膚副作用30%，若合併兩種

以上藥物則高達70%，以搔癢症與紅色斑丘疹最常見。其他包括乾癬樣、濕疹樣、苔蘚樣病

變、類天皰瘡等。沒有特定藥物引起哪一種免疫反應，端看病人體質而定。目前新的研究報

週期及型態改變)、Iching(皮膚癢)、Dryness(皮膚乾燥)，上述副作用的字母縮寫剛好成

為PRIDE（驕傲）。由於研究表示出現丘疹膿皰性發疹和增加存活率有正相關，因此看

到這樣的副作用不該垂頭喪氣、反而應該驕傲，表示治療效果好！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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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發現，免疫療法如果出現皮膚的副作用，存活率相較於沒有皮膚副作用的患者可以延

長42個月，治療皮膚副作用並不會降低免疫藥物的療效。

特別提醒病友不論使用何種癌症藥物治療，如果出現口腔、生殖器潰瘍，結膜紅腫充

血、伴隨身上大面積紅疹及灼熱刺痛感，請立刻尋求皮膚科醫師協助，這可能是嚴重藥物

不良反應史蒂芬強生症候群（Stevens-Johnson syndrome），病患後續會產生大面積水泡、

脫皮，甚至會影響呼吸道、合併全身細菌感染，嚴重者可能會因此失去性命。因此千萬不

能輕忽任何皮膚的徵兆。

日常保養部分，從開始癌症治療的第一天起就要做好下圖的保養。有任何皮膚疑問，歡

迎到皮膚科門診諮詢，讓皮膚科醫師陪你一起戰勝癌症。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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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緩解癌症化療、中醫緩解癌症化療、
標靶治療後出現的副作用標靶治療後出現的副作用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陳柏谷主治醫師

癌症患者確診後，最常接受的治療有化學治療及標靶

治療，眾多治療藥物中，皮疹是最常出現的副作用之一。

皮疹會癢、干擾睡眠，也會影響外觀，因此常有這類問題

的患者前來求助中醫。

    

一位49歲男姓患者，在去年五月因喘、呼吸困難就醫

檢查，發現肺部有腫瘤，六月中在本院切片檢查確診為肺

腺癌並開始接受治療，服用標靶藥物妥復克Giotrif®，持續

服用一周後，臉上開始出現皮疹和痤瘡(圖一)，病灶顏色偏

嫩紅、兩頰及額頭尤為密集，有部分為小膿疱，面部油光

明顯，回診西醫確定是因服用Giotrif出現的副作用，並給

予Rinderon-V外用藥膏，使用藥膏後初期有些微效果，但後

來無效，因此在8月中旬，由西醫轉介至中醫治療。

陳柏谷 醫師
學經歷│
•中山附醫中西整合
   醫療科總醫師
•中山附醫中西整合
   醫療科住院醫師
•2015、2016世界針灸
   醫學會講者
•中醫針灸專科醫師
•台中市失智共照中心
   失智聯合門診中醫師

專長│
•癌症外科術後、放療、
   化療及標靶治療副作用
   中醫調養
•失智症、記憶力退化
•感冒咳嗽
•自體免疫疾病、
   類風溼關節炎、類天皰瘡
•腦中風、脊椎損傷後遺症
•跌打損傷、腰痠背痛

圖一、患者接受標靶藥物治療後出現臉部皮疹和痤瘡情形。

108/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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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患者在發病之前工作壓力大，長

期熬夜，平均凌晨一點就寢，早上六點半起

床，皮膚偏油性，抽菸30年，平均每天一

包，發病後戒菸。經服用標靶藥物Giotrif治

療開始不久，除了皮疹，也有腹瀉的情形，

經中醫診察，給予溫清飲、黨參、白朮、白

花蛇舌草、半枝蓮、白蘚皮、蟬蛻、刺蒺藜

等藥物清熱養血、健脾益氣、袪風解表解

毒。

搭配服用上述中藥後，面部仍有痤瘡，

但白頭粉刺消失，於是更改藥方為真人活命

飲、蔓荊子、阿膠、丹參、柴胡等藥，處理

較深處、未冒頭的痤瘡，加強皮膚的調理，

持續調養至今年五月，粉刺及痤瘡有明顯改

善，且逐漸痊癒。

每位患者的體質不同，接受化學治療

或標靶治療後所產生的副作用也不同，中

醫治療扮演的角色以調整患者的體質，並

給予患者生活作息、飲食建議，減輕副作

用對身體帶來的不適症狀，讓患者能順順

利利的完成西醫治療的療程，並且提升治

療後的生活品質。

本院中醫師皆經過中、西醫臨床完

整訓練，能兼顧中西醫學之長處，中西醫

合併療法更為現在治療上所青睞。癌症治

療最被病人畏懼之處，多為治療後之藥物

副作用，目前本院中醫已協助眾多癌症患

者在癌症治療過程中，降低副作用的不適

感，給予支持性治療，順利走完癌症療

程，提升治療效果及存活期，讓病患在癌

症治療的過程中有更多信心。

圖二、經中醫調理後，皮膚粉刺及痤瘡問題大部分已痊癒。
109/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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