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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臨床研究發展基金會之定位與服務項目

壹、基金會之定位：

服務社會大眾，使其對癌症能有正確的認識，進而得以早期診斷、

早期接受完善的治療，並積極鼓勵癌症臨床人員研究進修、促進國內外癌

症醫學交流，以提高我國癌症醫療水準，嘉惠同胞為宗旨。

貳、 基金會服務項目：

一、 出版「癌症新探」季刊︰以淺顯的文字提供民眾及病患最新的防癌、

治癌訊息。

二、 編寫衛教手冊：為了提供給病患及家屬良好的衛教服務，特別邀請專

家執筆編撰，至今已出版了十八冊。

三、 設立網站http://www.tccf.org.tw（台灣癌症防治網）︰提供防癌抗癌醫

療新知、每週發行癌症新知電子報及各類癌症衛教知識。

四、 成立電話「Call in」專線02-28757629或02-28271203︰民眾可利用

專線諮詢癌症防治相關問題。

五、 設置電子郵件服務信箱cisc@so-net.net.tw：民眾可在網上提出有關防

癌抗癌的問題，由本會專家詳加回答。

六、 舉辦各地區乳癌篩檢到點服務：為落實防癌生活化、社區化之目標，

透過乳癌篩檢衛教，教導婦女如何藉由每月乳房自我檢查，達到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之目的。

七、 舉辦防癌宣導講座：有鑒於國內醫療資源之分配不均，偏遠地區的民

眾常因健康出了問題卻苦無諮詢之管道，本會特邀各大醫院防癌專家

積極走訪全省各偏遠角落，舉辦與癌症有關之講座。

八、 贊助醫護人員出國進修︰包括參加國內外癌症學術研討會、長短期出

國進修等。

九、 邀請國外學者來台演講：邀請國外首屈一指之癌症研究及治療專家來

台做專題演講，並進行學術交流，期望提高我國癌症醫療水準，嘉惠

國內同胞。

十、出版初級腫瘤醫學書籍：為協助莘莘學子入門的教具。

十一、依節令舉辦癌症關懷活動。 

十二、 設置「癌症資訊服務提供站」︰陳列本會定期出版的雜誌~癌症新

探及衛教手冊，提供一般社會大眾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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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食道癌是國人好發的癌症，根據衛生署97年的統計，

食道癌占男性癌症發生率的第7位，比96年上升6.6%，女性

發生率則為第24位。食道癌死亡率占男性第9位，女性第

18位。每年大約有1,989例新個案，1,537例死亡，占我國

癌症死亡率的3.74%。

食道之構造與功能　
食道主要位於胸腔內，是連接咽與胃的肌肉形成的管

狀構造，位於脊椎之前，氣管之後。食道由黏膜、結締組

織、與肌肉層構成，主要功能是使食物由口推向胃部，吞

嚥食物時食道肌肉收縮將食物推向胃部。食道並沒有一般

臟器最外層的漿膜，因此彈性很好，所以食道癌發展出食

道內腫塊時，並不會有明顯的吞嚥困難症狀。有人估計，

食道大概到四分之三阻塞時才會有吞嚥困難症狀出現，這

也是為什麼食道癌不容易早期發現的原因。

食道癌的病理型態
食道癌的發生率男大於女

，在台灣的男女比例為14：1

，而分布的區域差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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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主要的病理型態

為鱗狀上皮癌，在台灣此種

組織型占了90%以上，腺癌次

之，占約3-4 %，至於其他的

病理型態則都罕見。在歐美

地區，細胞型態則以腺癌為

主，占50%以上。這兩種細胞

型態的發生原因明顯不同。

鱗狀上皮癌的發生原因與

抽煙、喝酒有關，發生位置在

食道較上端，大約有60%發生

在氣管分叉處之上，而腺癌幾

乎都發生在食道下端胃食道交

界處。腺癌發生的原因主要為

胃食道逆流引起之逆流食道炎

與Barret's氏食道。

Barret's食道主要指正常的

鱗狀上皮被類似胃黏膜的柱

狀上皮取代，此種柱狀上皮

會轉變成腺癌，因此Barret's

食道被視為一種癌前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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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之風險因子
食道癌之風險因子為抽菸、喝酒、吃檳榔、熱食或燒

烤食物等等，Barret's食道與胃食道逆流之逆流性食道炎、

食道化學灼傷、食道失弛症，因強酸、強鹼等原因造成食

道傷害等等，詳述如下：

一、抽煙與喝酒：大約

九成的食道鱗狀上皮癌與抽

煙和喝酒有關。而抽煙的量

與時間長短和食道癌的發生

機會成正比，如果戒煙則能

夠降低50%之罹癌風險。喝

酒也會增加食道癌的風險，喝的量和罹患食道癌風險成正

比，同樣的，如果戒酒也可以使罹癌風險下降，而食道腺

癌則與喝酒相關性較低。

二、食物：蔬菜與水果可以降低食道癌的風險，滾熱

的食物則是食道癌的風險因子之一。

三、社經地位：食道鱗狀上皮癌的患者社經地位較低

，原因是這些人較易暴露在致癌物的環境中，例如：石化

燃料相關產業、金屬粉塵等等。

四、肥胖：肥胖是食道腺癌的風險因子，其真正原因

仍不明，最常見的解釋是肥胖者較易發生胃食道逆流，而

燒烤或滾燙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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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疾病是食道腺癌的重要危險因子。

五、胃食道逆流：慢性胃食道逆流是食道腺癌的最重

要風險因子之一。胃食道逆流依頻率、嚴重度、發生時間

的長短，會增加食道腺癌2倍至16倍的風險。

六、Barret 's食道：

這是一種癌前病變，如

果發生Barret's食道，則變

成食道腺癌的風險會提高

40至125倍。有人統計過

，Barret's食道病人每年會

發展成食道腺癌的機會為

0.5%。

七、腐蝕傷害：食道因為腐蝕性傷害引起狹窄後，

40-50年會發展成食道鱗狀上皮癌，原因可能是慢性黏膜刺

激與營養缺乏所致。

八、食道弛緩不能：此疾病是食道肌肉活動異常，使

得食道括約肌於食物團通過時不能完全放鬆，導致食物不

順利通過食道，如果病人有此疾患，罹患食道鱗狀上皮癌

的風險會增加16至30倍，而發生食道癌的時間平均在七年

左右。

九、曾發生上呼吸消化道癌症：根據統計，以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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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生在上呼吸消化道癌症（如頭頸

癌、咽喉癌、肺癌等等），大約每年

有2-4%病人會得到第二個原發癌症，

而約有10%的第二個原發癌症會發生在

食道，因此有上述癌症的病人必須定

期安排食道鏡檢查，以便追蹤是否會

發展出第二個原發食道癌。

食道癌之症狀
食道癌最常表現的症狀就是吞嚥困

難與體重減輕。前面已提過，絕大部

分早期食道癌是沒有症狀的。隨著腫

瘤增大，吞嚥困難的程度逐漸加重，

其中比較明顯的癥狀是吞食東西後常

常有東西停在胸部的異物感，而等到

吞嚥困難症狀出現時，大多數病人已

經是局部晚期，甚至已經轉移出去。

吞嚥困難通常以漸進方式表現，從一

開始較固體的食物無法吞嚥，漸漸只

能吃輕食，接著變成只能喝下流質食

物，到最後連流質食物都不能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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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食道完全堵住時，有人甚至最後連自己的口水都無法

下嚥。

由於吞嚥困難造成食物攝取量不夠而營養不良，病人

自然表現出體重減輕的情形，臨床上病人會有消瘦、虛弱

等症狀。由於營養不良造成免疫力下降，使得病人常常無

法承受治療所產生的副作用以及感染（如肺炎等等）風險

增加，造成死亡。

大約有20%的病人會以吞嚥疼痛的症狀表現，也會造成

食物攝取減少。其他症狀例如縱膈腔侵犯引起胸骨內側痠

痛，氣管旁淋巴結侵犯或是返喉神經受壓迫引起聲音沙啞

等等，少數病人會因食道氣管廔管而造成肺炎，或是因食

道癌侵犯至主動脈而造成大出血。

食道癌之診斷
食道癌目前並沒有一個有效的篩檢工具可以讓我們能

夠早期發現。以下簡單說明診斷的工具。

一、食道鏡：以內視

鏡伸入食道，可以看到內

部腫瘤的情形，也能作食

道切片以確立診斷。

二、食道鏡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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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檢查是以內視鏡的前端，加上超音波探子，藉著超音

波可以測量腫瘤侵犯的深度與食道旁淋巴結是否受到侵犯

，對於食道癌的分期有很大的診斷價值。

三、電腦斷層：此項檢查可以檢查食道癌侵犯的範圍

，食道周邊淋巴結及器官，肺部腫瘤侵犯的情形，是分期

的重要診斷工具。

四、骨骼掃瞄：此項檢查可以鑑別有沒有骨頭轉移

五、支氣管鏡檢查：以內視鏡伸入氣管與支氣管檢查

，可以明瞭食道癌是否侵犯到氣管或支氣管，是擬定治療

方針時很重要的依據。

食道癌的分期
食道癌依照腫瘤

侵犯的深度、周邊淋

巴結侵犯的範圍、其

他器官是否轉移等等

，可分為四期，通常

第一、二A期屬於早期

，二B、三期屬於局部

晚期，第四期為遠端轉移。一般而言，越早期治療效果越

好，存活率越高，越晚期治療效果越差。以手術而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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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5年存活率約為84%，第2A期約為49%，第2B期為27%

，第3期為17%。

一般而言，食道癌治療的效果並不好，不論分期，所

有食道癌治療的5年存活率均小於10%，至今仍然沒有很大

的突破。

食道癌的治療方式
一、外科治療：對於早期並無淋巴結侵犯的食道癌，

主要是以手術切除為主。外科治療是以手術作根除性的切

除，才能得到較好的效果。不論分期，手術治療之5年存活

率約在15-24%左右，手術方式有傳統式開胸切除與胸腔鏡

式手術等方式，這些不同方式的手術治療，必須依照病人

本身健康狀況、食道癌發生位置、侵犯範圍、病人年齡、

醫院設備等等，由外科醫師與病人詳細討論決定。另有研

究發現，手術存活率與該醫院是否具備擅長食道癌手術醫

護團隊有關，如果在有豐富食道癌手術經驗的醫院進行手

術的話，存活率可以達到34-50 %。

二、放射治療：對於無法手術的病人，昔日是以單獨

放射治療以緩和症狀，但對於平均存活並無明顯改善。至

於手術前或手術後的放射治療對於存活也並沒有明顯的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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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學治療：化學治療主要是對於轉移性食道癌作

緩和性治療，反應率大約在40%至50%左右，但對於存活並

沒有明顯的延長。

四、同步化學放射治療：由於前述的單獨放射治療或

化學治療方式對於食道癌的存活幫助有限，於是吾人便想

將所有可能治療方式組合起來以提高療效，所以就有同步

化學放射治療的產生。這種治療顧名思義就是在施行放射

治療時，同時也給予化學治療，利用兩種治療同時進行以

加強效果，希望對疾病有所幫助。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依治

療給予時機的不同而有下列幾種方式：

ａ、治癒性同步化學放射治療：針對無法開刀手術的

局部晚期食道癌病人，使用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和單用放射

治療相比，前者5年存活率為27%，而後者則為0%，所以奠

定了無法手術切除的局部晚期食道癌的病人的標準治療方

式為同步化學放射治療。

ｂ、手術前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對於有局部區域淋巴

結轉移的病人，施行術前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之後，再進行

手術是目前常使用治療的方式。在整合分析中，發現術前

同步化學放射治療的病人可以增加存活率。進一步的分析

，如果術前同步化學放射治療之後能達到病理上完全緩解

的病人，有更好的存活率，但目前我們並無法經由檢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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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結果能事先預知那一

種病人可以達到病理上完

全緩解。

ｃ、術後同步化學放

射治療：雖然目前並無任

何較明確的證據顯示，術

後同步化學放射治療可以

延長存活，但對於手術後

區域淋巴結轉移，切緣仍

有癌細胞等等高風險因子

的病人，仍然會給予此種

治療，以期望能夠降低復

發或轉移的風險。

d、食道癌的其他檢

查方式及保守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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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食道癌目前治療結果仍然不佳，而食道癌的發生與本

身的生活習慣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吾人必須有良好的生活

習慣，不抽菸、不喝酒、多攝取蔬菜水果，避免肥胖，對

於胃食道逆流等疾病要及早治療，以降低罹癌風險，另外

也要注意本身身體異常訊號，有問題得及早尋求醫療，以

便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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