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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直腸癌發生因子與晚期治療大腸直腸癌發生因子與晚期治療
文/大腸直腸外科 丁文謙 主任

 癌症中心 主任

根據最新癌登資料顯示，大腸直腸癌已

連續12年蟬聯國內十大癌症發生人數之冠。

多數患者在疾病早期幾乎無感，等到異常現

象陸續出現時，可能已進入晚期了。種種的

跡象，顯示大腸直腸癌對國人的健康威脅與

日俱增！

大腸直腸癌常見症狀？

大腸直腸癌罹患初期幾乎無症狀。如果

有，其臨床表現也相當多樣，容易被患者混

淆及忽略。症狀會依腫瘤發生的位置有所不

同。例如：若腫瘤發生於左側大腸，較常出

現血便、排便習慣改變；若發生於右側大腸

通常以貧血、體重減輕等症狀來表現。是故

許多病患常自認為痔瘡出血、便祕、吃壞肚

子，甚至以為是減肥有成，常因此失去治療

黃金時機。

罹患大腸直腸癌的危險因子

•年齡50歲以上：每年近15,000多名大腸癌

個案，50歲以上就佔了近9成。

•得過大腸癌、大腸腺瘤，以及有八年以上

的潰瘍性大腸炎之患者。

•有大腸癌家族病史：10%的大腸癌歸因於

遺傳，包含家族性大腸直腸瘜肉、遺傳性

非瘜肉大腸直腸癌等。

學經歷│

•  中山附醫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  中山附醫癌症中心主任

•  中山醫大醫研所博士

•  中華民國癌症登記學會理事

•  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

•  台灣消化外科專科醫師

專長│

•  肛門疾病(痔瘡、肛裂)

•  大腸直腸生理功能疾患

•  大腸支架放置

•  下消化道腫瘤診斷與治療

•  大腸直腸腫瘤外科

•  癌症復發之機器學習分析

丁文謙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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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癌症史：一等親有2人以上有癌症，

如乳癌、卵巢癌及子宮內膜癌者。

•不良飲食習慣：燒烤、油炸，且食用過多

的紅肉，經常攝取高脂肪、高熱量、低纖

維食物或嗜菸酒。

•肥胖(體重過重)、缺乏運動：研究提出體

重過重及不常運動的人，罹患癌症的風險

也較高。

•環境的改變：居住環境污染源增加也可能

是癌症增加的原因。

因為大腸直腸癌年齡越大罹病的風險

也越高！提早發現是根治的唯一手段。民眾

應多善用國健署提供的免費篩檢資源，50

歲以上，每兩年做一次糞便潛血檢查，疾病

發現的早，痊癒的機會就越大。

大腸直腸癌的治療方式

大腸直腸癌的治療，早期患者以外科

手術為主，晚期與轉移性大腸直腸癌患者則

以化學治療、標靶治療或合併療法為主。

隨著醫療科技不斷地進步，整體存活

期已比過去20年有顯著延長。即使是轉移

性大腸直腸癌，無法直接以手術治癒，但在

藥物發展進步下，現已可透過『標靶藥物合

併化療』重現根治之可能！合併療法主要目

的除了延緩腫瘤惡化，最重要的是讓腫瘤縮

小，使診斷時無法直接手術根除之患者有機

會進行手術切除，提高治癒癌症之可能性。

開始治療前需要先進行腫瘤細胞之基因

檢測，以提高標靶藥物治療成效。主要檢測

腫瘤細胞之RAS基因與BRAF基因是否有突

變，以達成個人化的精準用藥，有效提升存

活期。

若患者有上述基因突變，對於使用抗人

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的標靶藥物治療就會受

到影響，標靶藥物就需要選擇抗血管新生的

標靶藥物 。而對基因未突變的大腸直腸癌患

者，抗血管新生與抗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的標靶藥物皆可使用。

標靶藥物合併化學治療能精準阻斷癌細

胞生長與分化，使腫瘤縮小，避免變大以延

長存活期。過去轉移性大腸直腸癌存活機率

極低，現在已進步達2-3成，例如肝轉移之病

患經由標靶藥物合併化學治療，可以增加肝

腫瘤切除機會，5年存活率由以往10%，可提

高至40%。

結論

大腸直腸癌是可以提早發現的！如果有

相關症狀，反覆出現持續 1 個月以上，應盡

速就醫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患者應接受

正規醫療的醫療決策，不要輕信偏方。透過

專業的診斷與基因檢測，發覺腫瘤特性及特

有的基因突變，以精準個人化醫療，延長存

活期與生活品質！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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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肛手術的最後一哩路保肛手術的最後一哩路
文/大腸直腸外科 許倍豪 主治醫師

大腸與直腸

人類的消化系統由口腔、食道、胃、

十二指腸、小腸到大腸，最後是直腸跟肛

管。大腸直腸為消化道的最末端，一般提到

的結腸就是指大腸，大腸主要的功能為吸收

小腸剩餘的水分，以及利用食物消化後的殘

渣形成大便。而直腸主要的功能就是儲存大

便，等大便蓄積到了一定的程度，經由神經

傳導及反射提醒大腦該要去解便了。

第一名的癌症

今年衛福部國健署公布的資料，國內的

十大死因第一名仍是惡性腫瘤。其中，大腸

直腸癌已連續12年蟬聯國內惡性腫瘤發生率

第一名，每年有一萬六千名新診斷的大腸直

腸癌患者，每年有接近六千人死於大腸直腸

癌，位居惡性腫瘤死亡率第三名。

癌症治療

根治性手術切除仍是治癒大腸直腸癌最

好的辦法，手術的基本要求包括足夠的切除

範圍及適當的淋巴廓清。直腸位置在距離肛

門口8-12公分的距離，結構與位置上與大腸

癌不同，手術治療上，兩者的考量也有相當

的差異。

學經歷│

• 中山附醫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

• 外科重症加護病房專責醫師

• 外科專科醫師

• 消化系外科專科醫師

• 外科重症專科醫師

• 大腸直腸外科專科醫師

專長│

• 達文西機器人手術

• 大腸直腸癌手術及治療

• 消化外科腹腔鏡手術

• 人工肛門造口

• 內外痔瘡治療

• 便血、脫肛及肛門膿瘍

許倍豪  醫師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健康新知



男性直腸貼近攝護腺及儲精囊、女性則

以陰道後壁為鄰，而直腸構造與大腸相比少

了一層漿膜層，所以手術切除的環形切除範

圍(CRM)要求更加嚴格。因外，大部分的直

腸位於骨盆腔內，血管供應與神經傳導與大

腸不同，淋巴廓清的範圍與想法也迥異。

早期為了足夠的切除範圍，侵襲性的低

位直腸癌（離肛門口近的腫瘤）需要考慮合

併肛管(肛門)切除。肛門切除後，為了解決

大便排出問題，就需要永久性的人工肛門。

目前針對低位直腸癌的診斷，需要常

規的大腸鏡確認腫瘤位置及進行病理切片，

另外需要腹部電腦斷層掃描查看有無肝臟轉

移。而侵襲性的直腸癌，再行骨盆腔磁振

造影及經肛門口超音波來確認腫瘤深度、是

否侵犯周圍組織，及骨盆側壁淋巴結是否腫

大。詳細檢查之後可有初步的臨床期別。

早期的直腸癌可考慮直接根治性手術

治療，早期發現，不易有周圍組織或淋巴結

的侵犯，第一期接受手術的治癒率可達九成

以上。若二或三期的直腸癌則必須考慮TNT 

(Total Neoadjuvant Therapy），在手術進行

前，先接受前導性化療加上局部的電療，使

腫瘤縮小後再進行根治性手術。這樣的方式

可以增加腫瘤的廓清率，減少局部復發率，

且有更多的機會保留肛門。

手術進展

手術技術的進步加上高解析度內視鏡影

像系統的發展、腹腔鏡組織剝離止血工具：

超音波刀、組織凝集儀及腹腔內視鏡吻合器

的發展，使多數的大腸直腸癌都可用微創手

術進行根治性切除。

1982年開始希爾德教授提出，直腸癌

需進行全直腸繫膜切除(TME)才算根治性手

術。近年來，由於3D腹腔鏡及達文西機器

手臂的發展，使得腹腔鏡全直腸繫膜切除(

Ｌ-TME)變成常規性的手術之一。由於骨盆

腔的空間相對狹小，腫瘤越接近肛門口，手

術越是困難。為了克服此問題，西班牙的

Antonio M Lacy教授在2009發表了經肛門口

全直腸繫膜切除(TaTME)方式，手術技巧融

合腹腔鏡手術、自然孔徑手術及單孔手術的

技巧，使低位的直腸癌有更理想的手術方式 

。經肛門口全直腸繫膜切除可於手術中再次

確認腫瘤位置、確認足夠的安全距離，且能

進行較完美的端對端吻合（腸道接合），可

說是保肛手術的最後一塊拼圖。

 

結論

直腸癌手術相對困難，鑑於醫療技術的

進步，大部分病友仍可以接受保肛手術，避

免永久性的人工肛門。當然，每位個案的病

情狀況都不相同，請與您的直腸外科專科醫

師討論。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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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定期篩檢，即早揪出早期肝癌 肝臟定期篩檢，即早揪出早期肝癌 

學經歷│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 逢甲大學電機與通訊工程博士

• 中山附醫 一般外科主任

• 中山附醫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主任

• 台灣內視鏡外科醫學會 副理事長

• 台灣機器人手術醫學會 理事

• 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監事

專長│

• 達文西機器人肝膽胰胃手術

• 達文西機器人單一孔洞手術

• 腹腔鏡肝臟切除、胃切除及胰臟手術

• 單一孔洞腹腔鏡切除手術

• 手術治療和臨床研究肝細胞癌、胰腺癌

    及膽管癌

• 達文西機器人減重手術

• 達文西機器人BABA/Transoral甲狀腺及

    副甲狀腺手術

• 達文西機器人及內視鏡自然孔手術

• 腹腔溫熱化學治療

• 癌症細胞免疫治療

彭正明  醫師

肝癌和B、C型肝炎、酒精性肝炎有密

切的關聯，在台灣約60%的肝癌病人是B型

肝炎帶原者；約20%是C型肝炎帶原者；10

～15%非B型帶原及非C型帶原者，以酒精性

肝炎患者居多。要提醒的是，衛生單位的B

型肝炎疫苗注射政策行之多年，年輕一代的

B肝帶原者大幅減少，但脂肪肝的族群卻急

遽上升，未來將可能崛起成為肝癌的主因。

國際知名《自然Nature》期刊在2006年

刊登的一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肥胖（BMI 

＞30）、嚴重脂肪肝的病患，可列為肝癌的

可能致病因素。此外，環境中的黃麴毒素、

基因遺傳，也已確定為肝癌的成因之一。依

據衛福部統計，2020年有7,773人因肝癌而

死亡，是該年10大癌症死因第2位。

然而，隨著篩檢、診斷及治療工具的進

步，罹病較晚期（3、4期）肝癌病人數已大

幅減少，早期發現（1、2期）的病人數增

加，大部分早期肝癌病患可以施行達文西肝

臟切除手術或傳統肝切除手術；隨著時代的

進步，微創手術成為新的治療選擇。

文/一般外科 彭正明 主任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主任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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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治療的成效和病患肝硬化的程

度、癌細胞的惡性程度、發病時的期別有

關。其治療方式主要可分為手術切除、肝

臟移植、射頻燒灼術（RFA）、局部酒精注

射、血管栓塞、標靶治療等。其中手術切

除、肝臟移植、射頻燒灼術等3項治療，有

機會可以完全去除癌細胞的效用，其他的

治療方法(如化療、免疫及細胞治療)，只能

控制病情，讓身體制衡癌細胞，均可達到

控癌的效果。

手術切除可分為傳統手術及微創手術

兩種，依團隊經驗，新發現個案中，評估

肝功能後，只有20%可以進行手術，而其中

又只有15～20%是能夠施行微創手術的早

期患者。不論是傳統手術、微創手術，復

發率都差不多。不過，傳統剖腹手術傷口

約有30~40公分的長度，而微創手術則有4

～5個直徑約0.8公分的小傷口，和1個約5

公分的較大傷口；另外傳統手術過程會需

要將腹腔內臟器翻動，也因翻動較厲害，

與微創手術相比容易腹腔沾黏嚴重、住院

天數多、出血量較大以及復原慢。

微創手術可分為腹腔鏡手術及機器手臂

手術兩類，腹腔鏡手術是平面式的以器械直

進、直出，碰到困難的組織剝離角度較無法

靈活轉動，有空間上的操作瓶頸，例如接近

脊椎、下腔靜脈及橫隔膜部位的腫瘤，若稍

有不慎，很容易併發大出血。而機器手臂手

術，因機器手臂比人類的手腕更靈活，可旋

轉540度、有立體影像，可感覺到腹腔內的

深度，有利手術時組織剝離與縫合，過程中

以放大10倍的立體視野，進行比傳統剖腹手

術、2D或3D腹腔鏡手術更清楚、細膩而精緻

的手術，傷到大血管的機率也較低。

一名57歲男性患者，於B型肝炎定期追

蹤時發現5.5公分肝癌位於右肝葉第七區(S7)

且靠近右肝靜脈(RHV)，需手術。起初於他院

建議只能進行傳統剖腹手術，且腹腔鏡手術

也非常困難。之後轉至本院一般外科就診，

最後以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成功完成肝癌

腫瘤切除，術後住院不到7天即返回職場。

如有相關疾病者之病患，應定期追蹤、

篩檢，當面臨手術治療時，可向本院一般外

科諮詢，了解適合的手術方式，找到最有利

於自己的治療方式。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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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簡介肝臟移植簡介
 文/消化外科 李祥麟 主任

林毓冰 研究醫師

學經歷│

• 中山附醫消化外科主任

• 中山附醫外傷科主任

• 中山醫大醫學系外科學科部定助理教授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

•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 林口長庚醫院一般外科系外傷急症科

    主治醫師

• 台灣外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 台灣消化系外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專長│

• 各種腹部急症

• 一般外傷、軀幹外傷

• 肝膽胰及腸胃外科手術

• 腹腔鏡手術

• 肝臟移植

李祥麟  醫師

肝病，是台灣的國病，肝炎、肝硬

化、肝癌三部曲，病人往往在等待換肝

中，尋求生命的延續。台灣的肝臟移植在

各種器官移植案例數中佔多數。自1984年

陳肇隆教授完成了台灣首例，也是亞洲第

一例的肝臟移植手術，1997年完成同樣是

亞洲第一例的分割肝臟移植手術，開啟了

台灣肝臟移植手術的發展。

由於手術侵襲性高，肝癌復發率亦

高，移植在最初並非肝癌的標準治療。過

去，若病患無法接受手術切除或射頻燒融

等治療的話，往往墜入絕望深淵。隨著移

植醫學的進步，肝臟移植成為肝癌的標準

治療之一。

至於肝癌患者要移植，必須癌腫瘤尚

小、數量少，未侵犯血管也未發生遠端轉

移，且不適合其他治療方式者才適用。符

合此條件者，肝臟移植的效果也最好。因

為肝臟移植只能去除肝臟內的癌細胞，如

有肝臟外的轉移，或罹患其他癌症、且無

法確定是否已根除，即便換了一個乾淨、

沒有癌細胞的肝臟，癌細胞可能跑到肝臟

以外的地方，復發機會很高，換肝無法一

勞永逸。

而酒精成癮的肝硬化患者，若成癮問

題無法戒除，即使移植仍無法消除造成肝

臟問題的病因，就無法「保肝」。心肺疾

病、腎功能不佳、感染症者，不僅做肝臟

移植手術風險高，也因其他疾病的因素造

成肝臟移植的效果不佳，都不適合以器官

移植治療肝病的族群。

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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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之所以需要嚴格評估，除了

讓患者能在安全的條件下接受治療，把可

能承擔的風險降至最低外；也因為器官來

源不充足，在病人權益及資源分配下兩難

的取捨和平衡。

•肝移植的適應症：

台灣最常見的適應症，成人是B型肝炎引

起的肝硬化；兒童則是膽道閉鎖症。其

它如:猛暴性肝衰竭、酒精性肝硬化、自

體免疫肝病、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遺

傳性代謝肝病(如Wilson氏病等)、肝癌、

多囊性肝病、Caroli氏病…等。

•肝臟移植前的評估及檢查

1.血液檢驗：包括一般血液、生化、血清

檢驗、 肝炎及病毒篩檢、組織基因配

對(HLA)。

2.心電圖、X光、心臟及腹部超音波、腹

部斷層掃描或核磁共振檢查、肝臟血

管攝影評估。

3.身體評估：基本生理檢查、疾病史。

4.社會心理評估：精神狀態、家庭支持系

統。

•肝臟移植術後的併發症：

1.排斥：發生在術後任何時間，尤其術後

第一年，可治療，不一定會失去新的

肝臟。

2.感染或癌症：因服用抗排斥藥物會抑制

免疫功能，相對也增加感染或癌症的

機會。

3.早期移植肝無功能：大部份是手術過程

造成的肝臟損傷所導致，嚴重者會引

起肝衰竭，須緊急接受第二次移植。

4.情緒不穩定、高血壓、糖尿病、高血

脂、骨質疏鬆、體型外觀改變：如肥

胖、毛髮增生等； 大多是藥物的副作

用引起的。

5. 其他合併症：如出血、血管狹窄、膽

管阻塞等。

張先生，50多歲，於104年12月因酒

精性肝硬化併自發性腹膜炎及休克，於本

院肝膽腸胃內科接受藥物治療追蹤。隨著

末期肝硬化併發難治性腹水及黃疸指數逐

漸上升，以致藥物治療難以控制的階段。

所幸109年3月13日獲得大愛，肝臟移植團

隊歷經近12小時的手術，於術後經外科加

護病房及外科病房的細心照護下，從控制

感染、排斥、移除呼吸器、積極復健，終

於順利出院。

對肝移植病患而言，出院雖非代表結

束，是另一個新生活的開始。本院於105年

12月19日通過衛福部審核成為具有肝臟移

植資格之醫學中心，除了在移植術後提供

急性期的醫療照護，更在出院的日常照護

上，結合相關醫療團隊共同與病患一起面

對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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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三年魔咒」，胃癌治療不鬆懈突破「三年魔咒」，胃癌治療不鬆懈
文/一般外科 彭正明 主任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主任

根據衛福部統計2020年胃癌位居十大

癌症死亡率第八，其中依據目前公開之統計

資料5年存活率僅31.6%，遠低於鄰近的日本

與韓國；會有此數據呈現，主要歸因於未能

早期發現。多數的早期胃癌患者是沒有症狀

的，即使冒出症狀(胃悶、胃痛、脹氣、打

嗝)，又常因為和一般胃炎、胃潰瘍或十二

指腸潰瘍等胃病相似，而使民眾輕忽並自行

購買成藥，以為當下症狀緩解了就沒事，但

等到連胃藥都無法改善症狀而就醫檢查時，

往往已經為時已晚。由此發展趨勢從實際數

據統計可略知一二，據2018年癌症登記報

告顯示，胃癌第3、4期患者合計就超過半數

(55.69%)，其中單計第4期患者甚至已高達

32.59%。

目前胃癌臨床治療準則，第1～3期的

胃癌都應接受手術治療，依病情程度，完整

的切除腫瘤及廓清胃部區域的淋巴組織，有

助於減少胃癌復發。而手術方式包括傳統開

腹、腹腔鏡微創手術及達文西微創手術三

種。自1994年日本發表以腹腔鏡進行胃癌

手術成功後，微創手術已成為早期胃癌的新

選擇。其好處包含傷口小、疼痛減輕、復元

較快及縮短住院天數等。有經驗的醫師於鏡

頭的輔助下，視野更加清楚，甚至比傳統手

術能更有效率的清除病灶的淋巴結。早期胃

癌患者於手術後只需定期回診追蹤即可，

但2、3期胃癌的患者，根據分析術後約有4

成會在5年內復發甚至轉移，尤其術後3年

更是復發高峰期，約有9成的人，因此胃癌

有「三年魔咒」的說法。如何擺脫「三年魔

咒」威脅？簡單來說，胃癌手術後才是真正

的挑戰開始！

依照目前亞洲標準作法是讓第2、3期

的患者於術後接受輔助性化學治療，尤其在

健保開始給付胃癌術後口服化療藥物後，輔

助性化學治療的應用更為普遍。目前常用的

配方分為口服及口服加針劑兩種，其劑量通

常比拯救性化療輕一些，副作用較不明顯，

因此多數患者都可以接受；只要持續地完成

一年療程，相較傳統治療，可以有效預防復

發，同時兼顧生活品質；研究也顯示，相較

於對照組，整體存活期可提升10%。

胃癌只要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都

能得到很好的效果，因此除了根除致癌重要

因子外，定期接受胃鏡篩檢也很重要！一旦

長期有腸胃道不適症狀、消化不良者應盡速

就醫。我國胃癌治療發展佳，不但與國際接

軌，表現名列前茅，吸引不少國外醫師來台

取經，就算是第四期的病人，也有希望藉由

口服化療、針劑化療、熱灌注化療(HIPEC)或

免疫藥物(IO)、細胞治療的合併療法，一舉

「降階」，回到第三期，增加治癒希望，重

點只在務必要站出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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