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症研究所

癌症研究所（以下簡稱癌研所）於2006年1月改制，前身為1996年1月設立之「癌症研究
組」，設立的使命在配合政府醫藥衛生政策，致力於國人好發癌症之研究以研發癌症預防、早

期診斷與新治療法。透過結合基礎科學及臨床研究，運用最新的生物醫學方法與尖端科技，積

極探討腫瘤生物學及開發癌症新藥，並將基礎研究的成果藉由轉譯研究（translation research）
導至臨床應用，為癌症患者提供更有效之診斷與治療。此外，癌研所成立的臺灣癌症臨床研

究合作組織（TCOG）整合國內癌症研究資源，編撰癌症共識手冊及治療指南，建立完整的全
國性多中心臨床試驗組織，執行針對國際製藥廠商投資意願低落之國人好發癌症的臨床試驗，

提升國人癌症治療的品質及臨床照護。癌研所多年來亦持續培養及訓練癌症醫學基礎與臨床人

才，加強年輕醫師及護士等醫務人員的專職教育及訓練。希冀經由此全方位與多面性之研究網

絡，加速突破目前癌症研究瓶頸、提供國家重要癌症防治政策之實證研究基礎，為政府節省龐

大醫療費用、推動我國生技產業發展，最終達成「降低國人癌症的發生率及死亡率」之目標。

研究架構

代表成果

飲酒既是頭頸癌的危險因子亦為預後因子

頭頸癌（head and neck cancer, HNC），
包括口腔癌、口咽癌、下咽癌與喉癌，高居

我國男性腫瘤死亡原因與惡性腫瘤發生率第

四位，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頭頸癌主要的

危險因子為抽菸、喝酒與嚼檳榔。台灣近

幾年在公衛組織極力宣導與特別稅額逐年增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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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酒精代謝較慢的族群頭頸癌風險特別高

	▲圖 2：因飲酒所增加的頭頸癌風險

加的情況下，菸與檳榔的消耗量有下降的趨

勢，然而酒精的消耗量則為上升的趨勢。

鑒於飲酒致使頭頸癌增加的可能性，癌

研所口腔癌研究團隊以病例對照研究探討飲

酒對於頭頸癌風險及預後的影響，以及相關

的生物機制。分析結果顯示，飲酒量與頭頸

癌的發生率呈現正相關；整體而言，22%的
頭頸癌與飲酒有關，90%的下咽癌與飲酒有
關，其次為口咽癌與喉癌。另外，分析也顯

示，酒精代謝基因ADH1B與ALDH2會影響因
飲酒所增加的頭頸癌風險。酒精代謝較慢的

族群頭頸癌風險特別高，有47%頭頸癌與飲
酒有關（圖1和2）（Scientific Reports 7:9701, 
2017）。此外，飲酒者須戒酒十年以上其風
險才可降低到相當於從未飲酒者罹患頭頸癌

的風險。

在預後方面，分析顯示有飲酒的頭頸癌

患者其死亡機率較高（圖3）。這主要是因為
飲酒者在診斷出頭頸癌時較多是末期，腫瘤

比較大也比較容易轉移（圖4）。這顯示酒
精不但會引起頭頸癌的形成，也會促進頭頸

癌的生長及轉移（Cancer Epidemiology, Bio-
markers, and Prevention, accepted 2018）。另

外，分析結果顯示酒精代謝基因ADH1B與
ALDH2的變異，會調控酒精對於頭頸癌預後
的影響；飲酒增加頭頸癌死亡機率最大的基

因組合是：ADH1B代謝速度較快而ALDH2代
謝速度較慢的頭頸癌患者。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飲酒既是頭頸

癌的危險因子亦為預後因子。研究團隊更進

一步經由台灣癌症登記檔發現，與飲酒最為

相關的下咽癌發生率正快速增加，顯示與台

灣酒精消耗量的成長有關（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Cancer 137:395–408, 2015）。因為台灣
約有五成民眾缺乏正常的酒精代謝功能，因

此，酒精的致癌風險在台灣是個相當重要的

議題。

癌研所口腔癌研究團隊於2015年癌症
防治政策委員會中報告酒精研究的成果，

引起委員們高度重視，國民健康署更自今

（2018）年度起將酒精防治列為「國家癌症
防治計畫」的工作項目之一。期能藉由此系

列研究實證，減少國人酒精消耗量，以降低

頭頸癌與其他與酒精相關之癌症的發生率與

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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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飲酒者在診斷出頭頸癌時較多是末期，死亡機率較高

	▲圖 3：有飲酒的頭頸癌患者其死亡機率較高

甲型烯醇酶特異性抗體在自體免疫疾病及肺癌治療之應用

癌研所的研究主要是以患者的腫瘤和血

清為檢體，發現新的癌相關蛋白，再深研其

致病機制並發展一套新的診斷或治療方法；

甲型烯醇酶（ENO1）特異性抗體的研發即依
此模式開發。研究團隊（Drs.施能耀、劉柯
俊、陳立宗）首先發現，甲型烯醇酶新型癌

蛋白在多種癌腫瘤轉移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

色，再將其發展出有抑制腫瘤細胞生長及轉

移的抗體。經由與具有產業平台技術的生物

技術開發中心（簡稱生技中心）合作將此抗

體人源化，意外發現它也具備能有效地抑制

自體免疫性疾病的發炎作用。因此，此甲型

烯醇酶抗體是目前國際市場上首見（first-in-
class）具有雙效的單一蛋白藥。在2006年後
陸續完成國內外專利的市場布局後，於2015
年11月底授權給上毅生物科技公司，並接續
完成抗體量產及臨床前試驗，特別的是尚未

在猴子毒理實驗中偵測出毒性。因此在未來的

治療上，可望成為具有較高安全性的抗體藥。

而在接續的發展中，首選的疾病適應症

是以自體免疫性疾病中的類風濕關節炎和多

發性硬化症為優先。目前已陸續展開臨床試

驗審查（IND）之送件，可望於2019年中進入
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此為國人自行研發的

成功案例，更於2018年榮獲台北生技獎「技
轉合作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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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烯醇酶是一種新穎肺癌相關蛋白，

發展其抗體抑制它的致病機理，達到對腫瘤

和自體免疫性疾病之治療，是獲得台北生技

獎的研發亮點。此研究源自於施博士的早期

研究（2006），證實它的過量表現與肺癌惡
化有密切的關聯性。隨後又發現此蛋白分布

在癌細胞表面，且扮演血漿纖溶酶原（plas-
minogen）受體之功能，參與癌細胞的生長、
水解蛋白酶的活化、癌周邊組織的侵襲及腫

瘤遠端的轉移。此現象不僅發生於肺癌細胞

上，也發生在多種不同的腫瘤細胞上。利用

自行發展的單株抗體，抑制此蛋白的血漿纖

溶酶原受體之功能。在多方的驗證下，其療

效無論在細胞或動物實驗中皆得到相當正面

的結果。

除了分布在癌細胞表面，生技中心團隊

也觀察到，在發炎的血球細胞表面上也有它

的分布。利用此抗體在多種自體免疫疾病的

動物實驗中，也能顯著地抑制發炎細胞的活

化。由於上述研究開創了單一藥劑能同時具

有治療癌症及自體免疫等疾病，在目前全球

抗體藥物的市場上占有其獨特性、新穎性，

而且是市場首見的新藥。

此抗體之開發是結合上游國衛院的研發

成果、中游產業平台的生技中心之助力，最

後再技轉給下游的國內生技業者，接續完成

抗體量產以及所有臨床前的實驗。三個單位

各施其長彌補彼此資源的不足，迅速落實本

土研發成果之產業化，並同時布局國際市場

以增進競爭力，讓這個國際市場首見的治療

用人源化單株抗體藥物HuL001，能在明年中
順利地進入第一期人體試驗。目前，此抗體

藥已獲得8件專利，布局台灣、歐美等17國，
首選的疾病適應症以自體免疫性疾病為主。

據統計，2016年全球抗體藥物市場用於治療
類風濕性關節炎和自體免疫等相關疾病，已

達160億美元以上。

總結，甲型烯醇酶抗體藥物的發展可謂

是產官研一條龍密切合作下的成功典範，更

期待能透過此策略能早日上市，嘉惠國人的

健康，更放眼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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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細胞療法開發與服務平台建置

最近幾年，免疫治療的顯著成效已經澈

底改變過去對於癌症以殺死癌細胞為主的治

療概念，轉而開始注重改善或加強患者本身

的免疫系統來對抗癌症。除了目前已有許多

上市藥物的免疫查核點抑制劑外，另外一個

受矚目的免疫療法就是細胞治療。細胞治療

一直是癌症免疫治療的一個重要發展領域。

癌研所過去二十年來，陸續執行了幾個癌症

細胞治療臨床試驗，包括：1.晚期非小細胞
肺癌以樹突細胞輔佐的腫瘤疫苗免疫療法；

2.抗CD3抗體激活T淋巴細胞在癌症患者的臨
床應用；3.以樹突細胞輔佐之晚期大腸直腸癌
免疫療法臨床試驗；4.晚期大腸直腸癌以複合
性樹突細胞疫苗合併白血球間素-2治療之第一
期臨床試驗和5.以自體樹突細胞呈現腫瘤抗原
治療台灣原發性惡性腦瘤第一期臨床試驗等

研究。這些臨床試驗分別和臺大醫院、臺中

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以及國內生技公司

合作，目前也正和中央研究院及三軍總醫院

進行「以可分泌干擾素之自體類樹突殺手細

胞治療轉移性惡性腫瘤之演段式過繼免疫療

法」臨床試驗。這些研究陸續發表於Clinical 
Cancer Research、Cancer等重要國際期刊，最
近之論文發表於2016年（Journal of Biomedi-
cal Science 23:64–74, 2016）。除了臨床研究
之外，也投入開發新穎細胞治療之動物模式

研究，主要以結合樹突細胞腫瘤疫苗及基因

改造癌症細胞疫苗為主；也持續進行調控樹

突細胞功能的基礎研究（Journal of Cellular 
Physiology 232:1176–1186, 2017）。這些研究
成果除了創造學術價值外，也因而促進癌研

所與幾家生技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計畫，包括

委託服務與諮詢服務，目前也正洽談一項技

術移轉授權案。透過與國內生技公司及醫療

院所進行合作，除了開發新穎療法嘉惠癌症

患者，更能促進國內生技醫藥發展。

有鑒於癌症免疫治療與細胞治療日益

受到重視，癌研所也積極地朝向結合精準治

療、個人化治療與細胞治療之方向發展，將

由鑑定癌症患者之基因變異推演出腫瘤產生

之嶄新抗原蛋白（neoantigen），以此作為腫
瘤特異性抗原結合抗原呈現細胞如樹突細胞

等，製作為患者量身定做的腫瘤疫苗。期藉

此能增進患者之抗腫瘤免疫功能，對於以目

前免疫查核點抑制劑藥品治療無效或不適用

此治療之患者，提供另一個治療管道。癌研

所目前正規劃在本院南部研究中心設置一個

嶄新的細胞及基因治療核心設施及平台，以

加強與南部醫學中心及生技公司之合作，進

行更多癌症細胞治療臨床試驗以及細胞藥品

開發，此設施同時也可配合幹細胞相關產品之

開發，這將是癌研所未來發展的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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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癌研所下設的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

織（Taiwa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簡
稱TCOG），為國內第一個完整的全國性多中
心臨床試驗組織（圖5），提供國內各大醫院
及醫學中心的癌症專家學者一個學術性癌症研

究平台，執行國際製藥廠商投資意願低落之國

人好發癌症臨床試驗；並代表台灣加入國際乳

癌組織（BIG），參與國際合作研究。TCOG
亦針對台灣主要癌症編撰共識指引，藉以整合

本土治療方式、縮小國內治療分岐，提供相關

醫師治療參考及患者就醫遵行。

TCOG並配合政府政策規劃及實施「癌症
診療品質認證」（圖6）、修訂建立十一大癌之
「癌症診療核心測量指標」（圖7），建立台灣
癌症診療品質評估機制；認證結果可提供民眾

作為就醫參考，並列為申請醫學中心之評鑑門

檻，進而全面提升國內癌症預防及診療照護品

質，提供癌症患者安全有效之優質就醫環境。

TCOG歷年來亦協助推動「腫瘤次專科訓
練計畫」，培育未來臨床及轉譯醫學研究人

才，以推展國內癌症研究。

研究者發起之癌症臨床試驗（IIT）：

‧幽門螺旋桿菌陽性的早期胃黏膜相關淋巴組
織淋巴瘤之抗生素治療：

研究發現，幽門螺旋桿菌陽性的早期

胃黏膜相關淋巴組織淋巴瘤，可經由單純

使用抗生素廓清幽門螺旋桿菌作為第一線

治療而治癒。其可提供學術界未來研究胃

淋巴瘤致病機轉的另一方向，亦提供患者

一個相對於全身性化學治療，便宜、簡易

且安全、無副作用的有效治療選項。

‧化學治療誘發B型肝炎活化之監測與預防：

研究發現，B型肝炎帶原者罹患非何
杰金氏淋巴癌而接受化學治療時，合併使

用抗病毒藥物可有效預防B型肝炎病毒再活
化及肝炎復發；進而促成健保署對使用免

疫抑制治療的B型肝炎帶原者之癌症患者，
同意給予預防性抗病毒藥物治療之健保給

付。後續研究發現，曾經感染B型肝炎的惡
性淋巴癌患者接受含有rituximab之化學治
療時，其B型肝炎病毒再活化與B型肝炎復
發機率有顯著關連性，且可能與較差的整

體存活率有關。未來可用來預測曾經感染B
型肝炎的惡性淋巴癌患者之B型肝炎復發機
率，篩選出高風險性患者並施予抗病毒藥

物治療之預防性給藥，以撙節健保資源。

	▲圖 5：多中心癌症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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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胰、膽癌化學治療處方之開發：

研究結果與國外其他化療方式相較，

針對無法切除之胰臟癌患者，GOFL48有較
高的整體存活率及無病存活率，此療法已

成為台灣對無法切除之胰臟癌患者最普遍

的化學治療方式。近年來，癌研所持續致

力於改善癌症治療方法，針對困難癌症發

展如SLOG之安全、有效且可負擔的處方，
並於TCOG下推展多中心臨床試驗。

‧肝癌術後輔助性抗病毒治療之隨機分組試
驗：

研究結果雖然顯示輔助性干擾素治療

未能有效降低肝細胞癌術後之復發率，卻

發現對選擇性之肝癌患者部分肝臟切除及

復發後之多科整合治療，已能有效提高該

患者群肝癌之治癒率；此為目前相關研究

中最佳試驗成果，足以展現台灣醫者在國

際肝癌手術等領域的領導地位。藉由回溯

性次群分析，發現手術後接受治療前血清

中B型肝炎病毒之基因型及病毒量，為B型
肝炎病毒相關肝細胞癌患者腫瘤復發之重

要預後因子，進而執行肝細胞癌術後輔助

性抗B型肝炎病毒藥物治療之臨床試驗，
對未來肝細胞癌術後治療指引之建立提供

重要臨床佐證資料。

腫瘤次專科醫師訓練計畫：

‧內科腫瘤

‧外科腫瘤

‧婦科腫瘤

‧放射腫瘤

‧腫瘤護理

‧未來臨床與轉譯研究領導人才培訓（Paul 
Carbone Academia）

整合國內癌症研究資源：

‧參與台灣臨床試驗聯盟計畫

‧執行衛生福利部卓越癌症研究之整合平台
計畫

	▲圖 6：癌症診療品質認證之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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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癌症診療核心測量指標歷年雷達圖趨勢─以胃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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