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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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出版了十七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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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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局2008 癌症年度統計資料，胃癌發生率

佔全部惡性腫瘤發生率第7位，一年有3,578例新個案

，男性發生率為女性的1.8倍，90%胃癌的主要病理型

態為胃腺癌就是本文所言之胃癌。死亡率為癌症十大

死因的第六位。

胃癌的危險因子
遺傳：家族內有血親罹患胃癌，家人得胃癌的機

會比一般人多2-3倍。但仍然有疑慮，因這些人增加胃

癌機會可能是由於暴露在相似的生活環境和共同的飲

食習慣所致。

性別：目前已知道男性發生胃癌的機會是女性的

兩倍。

老化：年齡的增長扮演相當角色，胃癌在50歲之

後急速增加，有些研究指出或許與萎縮性胃炎在老年

人發生率較高有關。

血型：早在1953年就有學者指出血型與胃癌的發

生有關，A型的的人較其他血型的人，得胃癌的機會

多了1/5。為何Ａ型血型的人有較高胃癌的發生率，原

因並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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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門螺旋桿菌：胃長期的感染這種細菌可能引起

慢性萎縮性胃炎，以及一些免疫發炎反應，這些都是

致癌的危險因子。目前已有一些證據顯示此幽門桿菌

感染與胃體和胃竇部位的腺癌有關。

食物：流行病學的研究發現飲食的習慣與其內容

與胃癌的發生有相當關係，根據統計喜愛攝取醺烤的

食物、燒烤的肉類，醬菜鹹魚等鹽漬物的人，胃癌的

發生率較高。也有研究指出胃癌的發生率與鹽的消耗

成正比。抽煙、喝酒也較容易促進胃癌的發生。 在另

一方面，吃新鮮水果和蔬菜，食用牛奶和維他命Ｃ則

相對的對胃有保護作用，可以減少胃癌的發生。

硝酸鹽和亞硝酸鹽：食物的保存及調理方式與胃

癌的發生有密切的關係，食物內如果含有硝酸鹽，經

腸胃內細菌還原後會轉化成亞硝酸鹽，亞硝酸胺為頗

強的致癌物，會引起胃裡細胞的癌變。

慢性萎縮性胃炎與黏膜腸上皮化生：萎縮性胃炎

其胃酸分泌較低，胃黏膜也易形成腸上皮化生，增加

胃癌的風險。

惡性貧血：由於胃部無法生產一種物質，使得維

他命B12吸收發生問題，而引起惡性貧血。這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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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至12%會發生胃癌。

外科手術：曾經接受胃部切除手術的人，較一般

人患胃癌的比率為高，估計約2-5%到5-16%不等。

癌症家族症候群：遺傳性非瘜肉大腸癌或家族性

多發性瘜肉症，除發生直腸大腸癌的機會較大外，產

生胃癌的機率亦較高。

胃瘜肉：瘜肉是小的瘤或黏膜長出香菇狀的贅物

，絕大多數的胃瘜肉都不會有惡性病變，但是若胃腺

性瘜肉大於2公分以上，其中30-40%會有惡性變化。

菸草和酒精濫用：這些生活習慣也都會增加胃癌

發生的風險。

胃癌的預防
(1)  根除幽門螺旋桿菌：我們已知道發生胃癌的原因，

預防的方法是避免或改善上述的危險因子，以減少

胃癌發生的風險，以期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對有幽門螺旋桿菌感染且無癌前病症的病人，殺菌

治療可以明顯降低胃癌的發生率。在台灣健保資料

庫的分析中，針對消化性潰瘍合併幽門螺旋桿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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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病人，早期殺菌治療可降低胃癌的發生率。

(2)  抗氧化劑：新鮮的蔬菜、水果及維他命C含有豐富

的抗氧化成分，被認為有對抗胃癌的作用。

(3)  有家族史、老年人以及曾經接受胃部切除者，須定

期實施胃內視鏡檢查。

胃癌的症狀
早 期 胃 癌 通 常 是

沒有症狀的，一旦出

現症狀時通常已進展

到無法完全治癒的進

行性胃癌。體重下降

及持續性腹痛是最常出現的症狀。體重下降經常伴隨

食慾減低、噁心、腹痛、易飽食感或吞嚥困難。腹痛

通常位於上腹部且界線不清楚，會隨著疾病進展而加

劇。胃部近端腫瘤則會使病患出現吞嚥困難等症狀，

其他症狀也包括消化道出血、缺鐵性貧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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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的診斷

1.上消化道內視鏡：

上消化道內視鏡的優點在於可直接觀察器官內部

，且可同時做組織切片檢查。

2.上消化道攝影：

上消化道攝影可用來判讀潰瘍、浸潤性病灶、甚

至早期胃癌。但在與內視鏡的比較中，上消化道攝影

的假陰性率可以高達50%，對於早期病灶的診斷敏感

性更只有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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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腦斷層掃描：

電 腦 斷 層 對 進

行性胃癌的敏感性

約為65-90%，早期

胃癌約為50%。

胃癌之分類：
世界衛生組織將胃癌分為管狀腺癌 ( t u b u l a r 

adenocarcinoma)約佔90%，其他為乳突狀腺癌 (papillary 

adenocarcinoma)、黏液腺癌 (mucinous adenocarcinoma) 

、戒指細胞癌 (signet-ring cell carcinoma) 及其他變異

型。而Lauren 分類則將胃癌分為有腺體分化之腸型癌 

(intestinal carcinoma) 及腺體分化不清楚且高度浸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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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型癌 (diffuse carcinoma)。

依據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決定，胃癌的臨床分期

為：

0期：

腫瘤只在胃壁的內層（inner layer），也就是所謂

的原位癌（carcinoma in situ） 

第1期：

①  腫瘤已侵犯至黏膜下（submucosa）而附近淋巴結的

癌細胞轉移小於6個。

或②  癌細胞並沒有轉移至淋巴結或其他器官，但腫瘤

已局部漫延至肌肉層（muscle layer）或漿膜層（

subserosa）。

第2期：

①  腫瘤雖然只限於黏膜下，但淋巴結轉移已擴散到

6-15個。

或②  腫瘤除局部漫延至肌肉層或漿膜層外，癌細胞已

浸潤1-6個淋巴結。

或③  腫瘤已穿過胃壁外層，但癌細胞並沒有轉移至淋

巴結或其他器官，但腫瘤已局部漫延至肌肉層或

漿膜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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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

①  腫瘤已局部漫延至肌肉層或漿膜層，但淋巴結已擴

散7-15個。

或②  腫瘤已穿過胃壁外層外，癌細胞擴散至1-15個淋

巴結。

或③  腫瘤穿過胃壁後浸潤鄰近的器官，如肝臟、結

腸、脾臟等，但沒有淋巴結或遠端氣關轉移。

第4期：

① 淋巴結轉移已超過15個以上。

或②  腫瘤已侵犯到鄰近器官外，並有至少一個以上的

淋巴結轉移。

或③  遠端器官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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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的手術治療
1.胃癌之內視鏡手術: 胃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早期胃癌基本上泛指癌細胞侷限於黏膜層及黏膜

下層的胃癌。一般來說，腫瘤愈大，侵犯的深度愈深

，愈容易有淋巴結轉移；而淋巴結轉移是影響胃癌預

後最重要的因子。

2.外科手術治療: 

a.全胃切除術: 胃癌

病灶佔居大部分胃、胃

上三分之一或中三分之

一的區域，都適合接受

全胃切除術。

b.遠端次全胃切除

術 : 通常所稱的胃次全

切除術。切除範圍包括

胃 竇 部 、 部 分 的 胃 體

部、幽門部和1-2 公分

的十二指腸球部。適用

於胃中三分之一和下三

分之一的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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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腹腔鏡胃癌手術: 胃癌的腹腔鏡手術治療原則與

一般傳統手術相同，相較於傳統開腹手術，腹腔鏡胃

癌切除雖然手術所需時間較長，但已被證實具有出血

量較少、住院天數較短、疼痛程度較低、併發症較少

等優點，而在恢復進食、腫瘤復發率及死亡率上則沒

有明顯差別。

d . 機 器 手 臂 輔 助 腹 腔 鏡 根 除 性 胃 切 除 手 術 

(Roboticassisted Laparoscopic Radical Gastrectomy)： 

與傳統剖腹手術相比較，機器手臂的手術優點是傷口

小、手術中出血較少、手術後的恢復較快，並可降低

術後住院天數及疼痛。而最重要的是對於腫瘤的切除

範圍及淋巴結的清除效果與傳統剖腹手術一樣。

e.根除性 (淋巴結廓清) 胃癌手術

胃癌的根治手術中，淋巴結的清除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必須清除胃周圍的淋巴結以及相關血管旁的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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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結，並且至少要清除15 個淋巴結以上，才能做準確

的分期。

f.姑息性手術治療

對於某些較晚期的病人，因為腫瘤局部浸潤嚴重

，侵犯其他器官或合併有遠處器官轉移，靠根除手術

治癒病人已不可能時，姑息性手術可能是另一種考

量。

姑息性切除手術的禁忌症：

並非所有嚴重胃癌患者均可接受切除手術，若有

下列情形時，不建議接受此項術式：

(A) 腹腔內轉移部位超過兩處以上時。

(B) 腹膜轉移超出腫瘤附近範圍，面積較大時。

(C)  術前評估患者身體狀況及營養極度不良，有很高的

手術風險時。

(D) 有遠處器官轉移時，例如：肺部、骨頭…等。

胃癌的化學治療
1.術前之輔助性化學治療

目前對於胃癌病人手術前

化學治療的功效和確實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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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仍需要較大規模的臨床試驗，才能下定論。

2.手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

在胃癌手術完全切除後的病人，約有40-50% 的

患者會復發。因此，希望能以化學治療去除臨床

上無法偵測到的微量轉移細胞、減少復發、提高

術後存活率、改善病人的預後。S-1 是一種口服

fluoropyrimidine，是tegafur (5-FU 的前驅藥；5-chloro-

2,4-dihydropyridine) 及oxonic acid 的組合物。S-1 是目

前唯一在D2 廣泛淋巴結摘除術後，經臨床試驗證實對

胃癌患者的存活有助益之藥物。

3.復發及轉移性胃癌之第一線化學治療及標靶治

療

胃癌本身有中等的化學藥物敏感性 (moderately 

chemosensitive)，已知的胃癌單一化學治療藥劑，如

5-FU 與其口服前驅藥物 (UFT、capecitabine、S-1)、

mitomycin-C 、doxorubicin (adriamycin) 、epirubicin 、

cisplatin 、oxaliplatin、paclitaxel、docetaxel 與irinotecan 

均可產生約15% 以上之腫瘤緩解率；而etoposide 與

methotrexate亦有約10-15% 之腫瘤緩解率。胃癌的化學

治療效果已有許多進步，整體腫瘤緩解率 (腫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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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且患者症狀改善) 大幅提升，已可達50% 至60% 

左右，病患整體的中位存活期間也已有效延長。

4.晚期胃癌第一線化學治療失敗後第二線治療，

臨床實務上和許多小型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仍

有部分病人可以得到病情緩解。

支持療法：
一旦病人狀況不佳、也不適合進一步抗癌治療時

，便要採支持療法也就是症狀治療。所謂支持療法是

針對癌症引發的生理和心理的症狀或痛苦，給予任何

形式的醫療以舒緩其症狀，譬如疼痛、憂慮等，因此

考慮接受安寧照顧為一可行選擇。

胃癌病人之追蹤
第一期病人每年回診三次、第二期至第四期病人

每年回診四次。除了理學檢查外，生化、腫瘤標誌、

常規血液也要檢查。為了要偵察復發胃癌及其它殘餘

胃病變，每年會對殘胃或吻合部位施行一次X 光上消

化道檢查或用內視鏡檢查。由於肺及肝臟也是常會轉

移的地方，因此胸部X 光及腹部超音波或電腦斷層也



��

需要每年檢查。大約90% 復發的病人發生在三年內

，因此前三年的檢查比較密集。但仍有些病人在每兩

次檢查間突然很快的復發。這可能是原先檢查儀器如

電腦斷層本身的侷限性，對於太小的腫瘤會看不出來

；另外胃癌本身並沒有特定的腫瘤標誌。目前可使用

CEA、CA199 等做為追蹤治療的參考。

預後(prognosis)

根據台北榮民總醫院過去的紀錄, 各期別之五年存

活率(5-year-survival)為：

第1期a  98%

第1期b  94%

第2期   66%

第3期a  48%

第3期b  34%

第4期    5.5%

復發(Recurrence)

胃癌復發80%出現在手術後三年內。根據本科的治

療結果分析，復發的型式和比率可能為：

A. 腹膜腔轉移

B. 血行性轉移：如肝、肺、骨、副腎…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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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局部復發

D. 遠處淋巴轉移

E. 殘胃復發

一旦復發如果仍然可手術切除仍應以手術切除為

主，若已無法切除則考慮以化學藥物治療。

結語
晚期胃癌治療的效

果近幾年已有相當的進

展 ， 但 仍 然 有 其 侷 限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從

預防癌症著手，亦即第一級預防，改變生活習慣、飲

食、戒菸酒等，讓正常細胞不會轉化成癌細胞。

另外是所謂第二級預防的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除了自己注意身體的異常訊號外，如果自己屬於胃癌

高風險的民眾，譬如曾經接受胃部手術切除、家族

性、老年人、胃幽門螺旋桿菌感染者，最好能治療幽

門螺旋桿菌，攝取抗氧化食物以及定期做胃鏡檢查。

至於不幸罹患胃癌者，應該配合胃癌醫療團隊的意見

，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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