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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腎細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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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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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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cf.service@gmai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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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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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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腎細胞癌的發生率現況
在國內一年雖約有500人被診斷出

罹患腎細胞癌，但從2006年開始新增

病例達到665人，看來此病似有日愈增

加的趨勢；其占所有腎臟癌病（743人

）的89.5％。腎臟癌在任何年齡均可發

生，但多半發生於成年人，40歲以後發

生率就逐年增加，最常發生的年齡層是

在50至75歲間，在 65 -75歲時達最高

峰。一般男性比女性多，比例為1.5：

1。

什麼是腎細胞癌？
腎臟腫瘤包含血管脂肪瘤，腎囊腫等良性腫瘤以及ㄧ些

惡性腫瘤，其中惡性腫瘤佔1-5%。腎臟癌約佔所有惡性腫瘤

的2-3%。腎臟的細胞組織有幾種，所以腎臟癌依細胞來源分

成幾種類型，常見的有腎細胞癌、腎腺癌、腎盂癌，至於肉

瘤或混合性肉瘤較為少見。腎細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係由

腎小管上皮細胞惡性病變而成的癌症，占90%的腎臟惡性腫

瘤，以透明細胞（clear cell）型最多，約佔所有腎細胞癌的

85%，其次則為乳突（papillary）型，約占10%，其他較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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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包括chromophobe、

oncocytoma等型的腎細胞

癌。

腎臟的構造與功能
腎臟位於後腹腔脊柱

的兩旁，大概在第一、二

腰椎的高度左右，右邊的

腎臟因為肝臟的緣故，會

比左邊的腎臟稍低2公分

左右。腎臟主要的結構包

括：腎絲球、腎小管、腎

腎皮質

盂。腎臟的主要功能是負責形成尿液以排泄人體的ㄧ些代謝

物。血液及其中的代謝產物經由腎絲球過濾之後進入腎小管，

經由腎小管的分泌、再吸收等作用，回收其中大部份的水份及

電解質，這些經過濃縮後的尿液，經腎盞流至腎盂，最後再由

輸尿管送到膀胱，排出體外。

腎細胞癌發生的原因
腎臟癌發生的原因至今仍與其它癌症發生的原因一樣不

明，不過下列幾項危險因素確與腎臟癌的發生有關：

腎椎體
腎盂

輸
尿
管

腎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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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菸：吸菸與腎臟癌的關係已十分確定，且與吸菸的量成正

比。據統計，30﹪的男性與24%的女性腎臟癌是直接由吸菸

所造成，且吸菸者罹病率約為非吸菸者的2~4 倍。

2. 肥胖：亦是腎臟癌發生的

危險因子，尤其在女性較

為顯著。 

3.高血壓

4. 藥物濫用：經常亂服成藥

者，會增加腎惡性病變的

發生率。

5. 環境及職業的因素﹕有一些

環境及職業場所的污染會導

致腎臟癌發生的機會增加，

如﹕皮革鞣製業所使用的化學藥劑、石棉、鎘，尤其是男性

的吸菸者更容易因這些污染物而導致腎臟癌，此外在動物實

驗中也發現汽油及其附產品亦可增加腎臟癌的發生率，但在

人體是否如此則不清楚。 

6.接受女性荷爾蒙治療者，但尚未確切證實。

7. 長期接受血液透析（洗腎）或接受過腎臟移植者：可能是因

長期洗腎造成免疫功能下降；或接受腎臟移植時，使用免疫

抑制藥物造成腎臟癌的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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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遺傳性的囊腫性腎病。

9. 家族遺傳：家族有遺傳基因的Von-Hippel-Lindou 病患也容易

罹患腎細胞癌。

腎細胞癌的致病機轉
目前已知60%到70%透明細胞的腎細胞癌，有VHL基因的

異常，製造不正常的VHL蛋白，就會使缺氧誘發因子（HIF）

的α單元持續累積，進而活化VEGF、PDGF等與血管新生有關

基因而造成腫瘤。

腎細胞癌的症狀
早期的腎臟細胞癌通常沒有症狀，ㄧ般需等到腫瘤已經

擴散到鄰近的器官或侵犯腎臟組織造成疼痛或血尿的症狀疾

病才會發現，另外，約有1/2的早期腎臟癌病人是在接受ㄧ些

影像檢查如超音波時偶然被發

現的。

腎臟癌的常見臨床症狀如

下，其中前三項稱為腎臟癌的

三要素：

1.血尿(尿中帶血)：無痛性血

尿 (約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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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腰側或腹側持續性的疼痛：約佔48﹪。

3.不明腫塊：腰側或腹側 (約佔25﹪)。

4. 腫瘤附隨症候群（paraneoplastic syndrome）：因為癌細胞本

身特性釋放的化學物質，可造成體重減輕、食慾不振、發

燒、全身倦怠感。

5.貧血(約佔36﹪)。

6.高血壓：引發腎動靜脈廔管或腎動脈栓塞而引起。

當然上述症狀，有ㄧ些良性症狀如尿路感染、囊腫、尿

路結石等相似，必須進行鑑別診斷方能確認。

腎細胞癌的診斷
1. 尿液：約60-70％的病人有血尿的狀況，有時候尿液細胞檢

查可發現癌細胞。

2. 血液檢查：可能會有貧血或紅血球增多症，血球沉降率增

高，乳酸脫氫酵素(LDH)上升，鈣離子上升等變化，至於腎

功能方面可以無任何變化。 

3. 靜脈顯影尿路攝影檢查(IVP)：藉由靜脈注射顯影劑，再由

X光多次攝影，可顯示出腫瘤的位置、大小及腎臟變形的程

度，惟敏感度及特異度較差。 

4. 超音波檢查：可測定出腫瘤內容、大小，並可評估是否有腎

水腫，或排除腎結石、腎盂腎炎、腎膿瘍等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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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細針穿刺生檢：若影像學已經看到腫瘤，且尿液細胞學無法

偵測到癌細胞，可以用細針穿刺檢查取得檢體，根據病理檢

查結果判斷腫瘤的屬性，以進一步擬定治療策略；此侵入性

的檢查可由超音波導引完成，執行前需先評估出血的風險。

6. 電腦斷層(CT)或磁振造影檢查(MRI)：一般而言，大多使用

電腦斷層攝影來確認癌症侵犯的部位及擴散的程度，這在手

術前幾乎是必要的檢查，且因為電腦斷層設備及軟體愈來愈

先進，可以精準地呈現腎臟內血管的走向，以及立體的相對

關係，對局部腎臟切除手術尤其重要。另外，核磁共振造影

可與電腦斷層相互對照，以進一步確認疾病侵犯的程度。

7. 動脈血管攝影(Angiography)：目前只用於腎動脈血管的栓

塞使用，對於ㄧ些腫瘤侵犯範圍過大，或無法手術切除的

病患，可用於控制腎臟出血使用。 

8. 同位素骨掃描(Bone scan)：當臨床上懷疑有骨骼轉移情形才

需檢查。

腎細胞癌的分期
腎臟癌依照「美國聯合癌症分期系統」(AJCC 7TH edition)

之 (1) T (腫瘤大小與侵犯深度範圍) (2) N (淋巴結侵犯的有無

與數目) (3) M (遠端轉移的有無)分類法，可區分為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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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腎臟癌最長徑小於或等於7公分，且局限於單一腎臟

內部 (T1N0M0)。

�第二期：腎臟癌最長徑大於7公分，且局限於單一腎臟內部�

         (T2N0M0)。

�第三期：

(1) 腎臟癌雖仍在單一腎臟內部，但已有「一顆」局部淋巴結

侵犯(T1-2N1M0)，並無其他遠處器官轉移。

(2) 腎臟癌已侵犯鄰近腎上腺，或已侵入腎臟周圍組織，然而仍

局限在腎周圍結締組織筋膜之內(特稱為Gerota氏筋膜)，不論

「沒有」或「只有一顆」局部淋巴結侵犯 (T3aN0-1M0)，並

無其他遠處器官轉移。

(3) 腎臟癌已明顯侵犯鄰近大靜脈血管(腎靜脈、下腔大靜脈

等)，不論「沒有」或「只有一顆」局部淋巴結侵犯(T3b-

3cN0-1M0)，並無其他遠處器官轉移，以上這三種情形均屬

於第三期。

第四期：

(1) 腎臟癌已穿透腎周圍的結締組織筋膜(Gerota筋膜之外) 

(T4N0-1M0)。

(2)腎臟癌已「有二顆或更多」局部淋巴結侵犯(T0-4N2M0)。

(3) 腎臟癌已有其他遠處器官轉移(如：肺臟等轉移)(指M1)，以

上這三種情形均屬於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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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細胞癌的預後因子
美國紐約史隆凱特琳癌病中心在2002年曾以五個因子來

預測此類病人的預後，簡稱MSKCC criteria，其中包括：

1.Karnofsky體能狀態小於80%。

2.乳酸去氫酶（LDH）大於正常上限值1.5倍。

3.血紅素小於正常下限值。

4.校正後的血清鈣濃度大於10 mg/dL。

5.診斷到開始使用干擾素(IFN)間隔的時間小於12個月。

一個因子計1分，0分屬於預後較好的組別，平均存活約

30個月；1-2分屬於預後中等，平均存活約14個月；3分以上

屬於預後最差的組別，平均存活只有5個月。

腎細胞癌的治療

1.局部型腎細胞癌的治療

腎細胞癌對化療及放射線治療的反應較差，原則上需要

手術將癌組織切除才有機會根治。所以沒有轉移的局部型腎

細胞癌(第一期～第三期)標準治療是以外科手術做腎臟摘除。

傳統的摘除手術包括切除整個腎臟及腎臟上的腫瘤、一段輸

尿管、腎上腺及包圍著腎臟之脂肪，近年來對於較小的腎臟

腫瘤已逐漸改採只切除帶有腫瘤部份之腎臟組織，而非整個

腎臟的切除，讓腎臟癌病人可保留較多之腎臟功能，術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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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存活率可達80%。另外，關於後腹腔淋巴結切除的好處至

今仍然是有爭議的，例行性的後腹腔淋巴結切除術對病人的

預後並沒有明確的幫助。局部型腎細胞癌術後是否需要輔助

性的干擾素治療，是有爭議性的，至於輔助性的化學治療或

標靶治療目前並不被建議。所以手術後僅需密切追蹤即可，

一般建議追蹤五年。

2.轉移型腎細胞癌的治療

腎細胞癌一旦有轉移的情況，即屬於癌症晚期，預後非

常不好，對於化學治療的效果差，中位存活期不到12個月，

但將原發腫瘤及轉移腫瘤切除，研究證實對於部分患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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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其存活時間。除了手術，對於轉移型腎細胞癌患者可以

給予干擾素、介白素、化學藥物、標靶藥物等治療。

3.免疫治療

過去對於晚期或轉移的腎細胞癌，主要仰賴干擾素（

interferon-a）或介白素（interleukin-2）的免疫治療，可以使

10-15%的病人腫瘤得到部分緩解。只有極少數（4%）的病人

在接受高劑量介白素後，可使腫瘤完全消失，但它的副作用

較大，病人常因為無法忍受副作用而停止治療。

4.化學藥物治療

化學藥物治療對腎細胞癌的治療效果不好，可以考慮的

藥物包括Gemcitabine (健擇)、5-FU 、doxorubicin (得甦幸)。

5.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效果不好，多只用於遠端轉移後的姑息療法。

6.標靶治療

目前標靶治療的發展，大多是針對透明細胞型。治療指

引建議，晚期或轉移的透明細胞型腎細胞癌病人，若是屬於

MSKCC criteria 預後好或中等的族群，第一線的建議用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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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itinib (Suten，紓癌特)，若第一線是使用干擾素治療的病

人，無效之後第二線可以使用sorafenib (Nexavar，蕾莎瓦)治

療；不論是何種細胞型態，若是使用過sunitinib或sorafibib失

敗的病人，可以接續使用everolimus做後線治療；另外，若是

MSKCC criteria預後較差的族群，不論是何種細胞型態，第一線

建議藥物為temsirolimus (Torisel，特癌舒)；另外，bevacizumab 

(Avastin，癌思婷)亦可以合併干擾素做為腎細胞癌的治療。

以下分別介紹各項標靶藥物：

1. Sunitinib (Suten，紓癌特)

Sunitinib為酪胺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抑制VEGF受體1、2和3與PDGFR受體α和β、c-KIT、

FLT-3等，可以使轉移性透明細胞的腎細胞癌病患無惡化存活

期從5個月延長到11個月，有31%病人的腫瘤明顯變小，總存

活期約為26.4個月。

副作用：有嚴重腹瀉、嘔吐、高血壓與手足症（hand-foot 

syndrome），心臟衰竭的比例約在2%，甲狀腺功能低下、血小

板降低。

使用方法：一般建議使用的劑量為每天一次，每次口服

50mg，每治療四周後休息兩週。每日藥費約為新台幣6000

元。

健保給付：第一線治療晚期或轉移性腎細胞癌，病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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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透明細胞癌。

2. Sorafenib (Nexavar，蕾莎瓦)

酪胺酸激酶抑制劑，可以抑制BRAF、VEGF受體與PDGF受

體，用在接受過干擾素或介白素第二線轉移性透明細胞腎細

胞癌的病患，可以使無惡化存活期從2.8個月延長至5.5個月。

但約只有10%的病患腫瘤明顯變小。

副作用：腹瀉（43%）、皮疹或脫皮（40%）、疲勞（

37%） 與手足皮膚反應（30%）。心肌缺氧則為一少見但比較

嚴重的副作用（3%）。

使用方法：一般使用的劑量為每天兩次，每次口服400 

mg，每日藥費約新台幣5000元。

健保給付：晚期或轉移性腎細胞癌，接受過干擾素或介

白素失敗後做為第二線治療。

3. Temsirolimus (Torisel，特癌舒)

抑制mTOR此下游蛋白的作用，而減少腫瘤細胞生長和血

管新生。晚期高危險腎細胞癌的病人，不分細胞型態，使用

temsirolimus比起單獨使用干擾素約可延長總存活期1-3個月(從

7個月延長至8或10個月)，然對於腫瘤縮小的效果似乎沒有顯

著的差別。

副作用：疲倦、貧血、皮疹、水腫、高血糖、高血脂。

使用方法：一般使用的劑量為每週一次靜脈注射，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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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g/m2，單次費用約新台幣36000元。

健保給付：不限細胞型的高風險晚期腎細胞癌。

4. Everolimus(Afinitor，癌伏妥)

類似temsirolimus 一樣為mTOR的抑制劑，而減少腫瘤細胞

生長和血管新生。無惡化存活時間，約為4.0個月，但腫瘤縮

小的比例分別只有1%。

副作用：黏膜炎（40%）、皮疹（25%）和疲倦（20%）.

使用方法：一般的劑量為每天口服10 mg，每日藥費約新

台幣5000元。

健保給付：使用sunitinib或sorafenib治療失敗之晚期腎細

胞癌病患。

5. Bevacizumab (Avastin，癌思婷)

Bevacizumab為一種抗血管上皮生長因子的單株抗體，干

擾素加上bevacizumab在透明細胞型腎細胞癌第一線的治療顯

示接受有31%的腫瘤反應率，以及10.2個月的無惡化存活期。

副作用：腸穿孔、出血、栓塞、高血壓、蛋白尿。

使用方法：5-10mg/kg，每兩周一次，點滴注射。單次藥

費約新台幣30000元。

健保給付：健保無給付在腎細胞癌。

6.pazotinib

pazotinib是一種口服多靶向抑制劑，可抑制血管內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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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接受器〈VEGFR〉-1、-2及-3和血小板生長因子接受器

〈PDGFR〉及c-Kit，係由格蘭史克〈GSK〉公司所研發出來的

一種治療轉移性腎細胞癌未曾使用過細胞素治療且ECOG體能

狀態為0或1的病人的第一線標靶藥物，目前國內健保局已同

意使用於轉移性腎細胞癌病人的第一線治療，在國外的臨床

試驗報告中，對於未曾接受過細胞素如干擾素治療過的病人

可顯著地延長病人的無病存活期〈11.1個月對2.8個月〉。而

較常見的副作用有腹瀉、高血壓、毛髮顏色改變、噁心、嘔

吐等。

腎細胞癌的復發
無轉移的腎細胞癌在

接受手術治療之後，約有

20-30%的病人會有局部復

發的情形，部分病人是以

遠端轉移來表現，當中肺

部是最常見的轉移部位，

約占50-60%。復發的時間

平均是術後1-2年內，且

多在3年內復發。 腎細胞癌的肺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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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網址
www.tccf.org.tw
台灣癌症防治網

◆基金會與雜誌
◆癌症諮詢Q&A
◆抗癌資訊
◆最新文獻
◆相關連結
◆病友園地
◆線上捐款
◆最新消息
◆訂閱電子報

2013

這是通往醫療新知的大門，您可以在家或任何地方

上網查詢，不用奔波忙碌，透過網路的連結，即可

查詢最新的癌症醫療資訊。另外，為服務所有會員

及病友們，另有癌症新知電子報免費訂閱服務，如

欲〝訂閱〞請上本網站防癌電子報訂閱，亦可查詢

〝已發行之電子報〞。

     已加入訂閱行列者，每週皆可收到最新的癌症

資訊及相關消息，增加您防癌抗癌的常識。

癌症諮詢服務
E-mail：tccf.service@gmail.com

扣應專線：(02) 6611-9599

	 						(02) 2827-1203

傳				真：(02) 2827-1206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生命依然燦爛

癌症不是絕症

網站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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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陳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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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者：鄭慧荷

發行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95號2樓之3

電話：02-28271203、 02-66119599 或02-28271215

傳真：02-28271206或28726748

網址：www.tcc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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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歡迎索閱，每本請附郵票20元寄台北市石牌路二段95號2樓之3

台灣癌症臨床研究發展基金會收

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19071900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癌症臨床研究發展基金會

本基金會歡迎捐贈贊助

第一版：中華民國102年元月1日

衛教手冊22輯：

1. 認識造血幹細胞移植手冊

2.抗癌藥物治療自我照顧手冊

3.認識乳癌—女性必讀

4.我不想得癌症～怎麼吃才健康

5.乳房自我檢查手冊

6.老毛病大問題

7.認識大腸癌

8.認識放射線治療

9.認識卵巢癌

10.認識攝護腺癌

11.認識惡性淋巴瘤

歡迎您索閱

12.癌症病患的性生活調適

13..認識白血病

14.口腔癌防治手冊

15.認識膀胱癌   

16.認識肺癌

17.認識胃癌

18.認識胰臟癌

19.認識食道癌

20.認識腸胃道基質瘤

21.認識頭頸癌

22.認識鼻咽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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