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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腸移植現況簡介

兒重神經母細胞瘤

有關人體器官移植的概念最早是由Carrel這 位學

者在19U5年所提出 ,然而卻一直要到數十年後 ,才開

始進行動物模型的建立 ,真正的實行在人體疾病的治

療自然就是更久以後的事了 。

在1959年 ,Lillihei完 成狗體的小腸移植 ,8年後

他進行世界第一例人體小腸移植 ,但是由於當時的免

疫抑制劑並不發達 ,這次的小腸移植以失敗告終 。第

一例成功的小腸移植一直要到1988年才由Deltz所報告

完成 。我國於去年 (2UU7年 )也由亞東醫院陳芸醫師

報告完成第一例人體小腸移植 ,儘管病人的恢復情形

仍須後續追蹤 ,但仍是我國醫學史上的一大進步 。

由於小腸在它的黏膜下層有非常豐富的淋巴球存

在 ,在腸繫膜間也有豐富的淋巴結 ,因此小腸亦被認

為是人體中最大的一種免疫器官 。其他的器官在移掉

後 ,可用排斥劑來抑制其免疫反應 ,而得到相當良好

的結果 ,但小腸因有上述一些免疫上的問題 ,容易引

起排斥上的問題 ,而且更加上小腸的內腔表面有多數

的腸內細菌存在 ,使小腸的移植在排斥發生問題時容

易引起嚴重的感染及敗血症 ,上面這二點免疫反應的

控制與感染症的問題 ,一直是小腸移植手術亟待克服

的兩大主因 。

小腸移植的術後照護問題 ,除了上述的排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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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感染等問題之外 ,還包括了因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

導致的淋巴球增生疾病 (PTLD)、 移植臟器中的免

疫細胞對抗宿主的問題 (GvHD)、 移植臟器血管栓

能維持其存活所必須的營亨翠電幣驀球傳賽愬﹉黳足戶
家全靜脈營養可能產生許多併發症●

而引發敗血症 、肝臟病變 、主要靜脈

棄蟲↑逾篲層鴷麡擔浸竺磨臺甚
療團隊 ,開始進行動物實驗相關事蔧 ;涕望能在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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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經母細胞瘤源自於胚胎時期將來會發育為人體

交感神經系統的神經脊細胞 (ne㎡㏕“e就 cdlS),腫

瘤可發生在交感神經系統分佈的任一部位 ,但最常發

生在後腹腔 ,尤其一半以上在腎上腺的位置 。在兒童

癌症中 ,它是除了腦瘤 、淋巴瘤之外 ,最常見的固態

腫瘤 ,也是兒童在嬰兒時期 (小於 1歲 )最常見的惡

性腫瘤 ,大約每7,UUU位新生兒就會有一個發病 。整

體來說 ,約佔兒童癌症的6咖8%左右 。

此病很少發生在成人 ,一半左右在2歲前發病 ,5

歲前約佔8∼9成 ,1U歲以後就非常少 ,男生發生的機

會稍略高於女生 ,大約 1.1:1.U。 這個疾病的特徵在

於其多樣性 ,包括臨床表現及腫瘤本身的病理組織特

性 。在臺灣 ,根據兒童癌症基金會的統計 ,每年大約

有3U多位新發個案 。相較於歐美國家 ,其神經母細

胞瘤病童的整體長期存活率可達6成以上 ,即使在高

危險病患五年存活率也可達3U巧 U%㏄astelaridCanete,

2UUω ,但是臺灣的神經母細胞瘤病患整體的長期存

活率不到5成 ,而高危險群病患 (N93一 BandN2UU2

HRⅣUtUcd)的四年存活率最多只到3U%。 臺大醫院自

199U到 2UU6年 ,共有85位神經母細胞瘤的病童接受

治療 ,整體的五年存活率約為53.2%,因此 ,對於神

經母細胞瘤的治療 ,特別是在臺灣仍有很大的努力空

間 。

近年來本院神經母細胞瘤治療團隊逐漸成型 ,在

專人負責治療的情況下 ,本院對於神經母細胞瘤能夠

手術切除乾淨的比率從過去1U年的35%,大幅進步到

β

。

%,而併發症發生率則從 15%減少到5%。 由此可見

﹉屭鼊專門的團隊對於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成績有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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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博

.大的貢獻 &

﹉病茵
一. 神經母細胞瘤發生的成因仍不清楚 ,推測可

能和影響神經脊細胞的分化 (differentiatiUn)或凋

亡﹉(apUptUsis)的 因素有關 。有些研究朝向環境毒物

小 兒 告β醫 師  張修 豪 /外 科 告β醫 師  許 文 明

因素 ,甚至父母親的職業種類等來調查 ,但仍無法獲

得可靠一致的結論 。

臨床表現

神經母細胞瘤的臨床表現可大致分成三大類 :

1.局部性的腫瘤 (LUcalizedtumUrs):約 4U%的病人

其神經母細胞瘤為局部性的腫瘤 ,腫瘤發生的位置

可在交感神經系統所在的任何部份 。有5咿 15%發

生在脊柱旁 ,會進一步壓迫脊髓造成神經症狀 ,如

肢體無力 、疼痛及失去感覺等 。以局部性的腫瘤來

表現的神經母細胞瘤 ,對化學治療的反應大多不

錯 ,因此若有上述脊髓壓迫的症狀 ,可施予緊急化

學治療來緩解此情況 。另外 ,有兩種paraneUplastic

sylldrUme容易發生 。一種是腫瘤大量分泌vasUactive

intestihalpeptide,造 成嚴重腹瀉 、脫水及低血鉀

等 ,通常以手術移除腫瘤後 ,症狀就會改善 ,而

且病人預後也不錯 。另一種是UpsUclUnus-myUclUnuS

syndrUme,病 人會有不規則肌肉收縮 、眼球快速轉

動及運動失調的狀況 ,它的發生可能是因為病人產

生對抗腫瘤的antineⅢ al抗體 ,而此抗體反而攻擊到

病人正常的神經組織所導致 ,這一類的病人其腫瘤

治療的成績很好 ,但大部分會留下一些神經學的後

遺症 。整體而言 ,以局部性的腫瘤來表現的神經母

細胞瘤 ,其預後是不錯的 。

2.轉移性的腫瘤 (Me協 S協t比 tu血Urs):這類的病人

大多沒什麼特殊症狀表現 ,但診斷時 ,腫瘤已有多

處的轉移 U轉移多為血行性的 ,易轉移的部位包括

骨骼 、骨髓 、肝臟及淋巴結 。有些病人容易轉移至

眼眶骨及周圍組織 ,形成瘀青 ,外觀看來很像所謂

的
“
熊貓眼

”
 (Ra㏄ UUneyes),有些甚至造成眼

球突出 ,此為神經母細胞瘤以轉移性的腫瘤來表現

時的重要特徵 。此外 ,因為骨骼及骨髓被腫瘤轉

移 、侵犯 ,因此病人也會有骨頭疼痛 ,或骨髓功能

不佳 ,如貧血 、血小板過低等症狀 。有時候 ,還會

因為腫瘤壓迫到腎臟的血管造成血壓過高 。整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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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轉移性的神經母細胞瘤其預後是最不好的 。

3.自發性退化 (spUntaneUusregressiUn):多 見於

Stage4S(S=sp㏄ ial)的 病人 ,約佔所有病人的

5%。 黓age4S為神經母細胞瘤的一種特殊分期 ,只

發生在小於1歲的嬰兒 ,主要的腫瘤為局部性的 ,但

可轉移到皮膚 、肝臟或骨髓 。這類的腫瘤之後大多

自行退化、消失 ,故預後良好 。但有些小於2個月大

就發病的嬰兒 ;會因為當時肝臟的轉移腫瘤急速擴

大 ,壓 迫到胸腔 ,造成呼吸窘迫的現象 ,此 時需要

緊急的化學治療或放射線治療以緩解症狀。

臨床診 斷及 分期

主要由切片的腫瘤組織是否具有神經母細胞瘤

的病理特徵 ,及病人尿液中的cat㏄ hUlamines代謝物

匚巨要是協nillylmandelieacid(VMA)和 hUmUvaniIlic

acid(HVA)〕是否有上升 ,作為診斷的依據 。要注意

的是 ,切片時要取得足夠的腫瘤組織 。由於神經母細

胞瘤的病人目前為分群治療 ,許多腫瘤標記及基因特

性的檢測 ,對治療計畫的擬定及病人的預後 ,有很大

的關係 ,因此在診斷時需取得足夠的腫瘤組織(建議

最少1立方公分),一方面作診斷之用 ,一方面用以作

後續詳細的腫瘤特性分析 ,是很重要的 。

目前 國際公認 的神經母細胞瘤診斷標準如

下 :(a)由 原發或轉移的腫瘤組織所取得的切

片 ,利用特殊染色 ,確定符合神經母細胞瘤的病理特

性 。病人尿液中的catechdamines或 其代謝物可能有增

加 。(b)骨髓切片檢查中具有符合神經母細胞瘤病

理特徵的細胞 ,且病人尿液的cateclldami舵 S或其代謝

物確實有增加 。

確定腫瘤的診斷之後 ,還需要藉由一些臨床

評估 ,來知道腫瘤侵犯的位置 、範圍 ,並以此作

分期(stage)的依據 。臨床上可藉由影像檢查 ,如超

音波 、cT、 MRI等來確認腫瘤的部位及範圍 ,核

醫骨骼掃瞄 (99mTcdiphUsphUnate)可偵測骨

骼是否有轉移 。此外含碘 131的metaiUdUbenzyl-

gu鈕 idi㏄ (MIBG)掃瞄 ,可特異性地偵測出入體中神

經母細胞瘤存在的部位 ,不論是軟組織或骨骼 ,均有

良好的敏感度與專一性 。

腫 瘤基 因特性及 分子 標記

由於神經母細胞瘤本身變化多端 ,在不同的病童

身上其表現可由近乎良性到極惡性 ,加上目前治療為

將病人分群治療 ,因此 ,詳細的腫瘤特性及分子標記

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腫瘤標記及基因特性的檢

測結果 ,不僅讓我們更了解腫瘤本身的生物特性 ,也

是病人分群治療的基礎 ,且對治療計畫的擬定及病

人預後的預測 ,有很大的影響 。目前已知和預後相

關 ,且比較重要的基因變化及分子標記 ,包括下列幾

種 :

1.MYCNamplificatiU且 :致癌基因MYCN的 cUpy

number,若大於1U以上為am。 lificatiUn,小 於3

以下為unamplified,3∼ 1U則為bUrderli ne。 MYCN

amplificatiUn和 病人的預後有極大的相關 ,大約有

25%的病人其腫瘤會有此特性 ,診斷時大多已發生

多處轉移 ,對治療的反應也不好 ,故此類病人預後

極差 。

2.染色體變化 :染色體 1p缺失 ,可見於25∼ 35%的腫

瘤 ,通常合併MYCNamuificatiUn,因 此病人腫瘤有

此變化者預後不好 。另外 ,約 35∼ 45%的病人 ,其

腫瘤有染色體 11q的 缺失 ,此 變化對病人預後的

影響 ,目 前仍不清楚 。此外 ,染色體數目若為多

套 (hyperdi」 Uid),在嬰兒期的神經母細胞瘤是良

好的預後因子 ;若為雙套 (diplUid)且有一些結構

上的變化 ,如轉位等 ,預後則不好 。

3.其他 :如 nervegrUwthfactUr的 接受器TrkA及

T伙B,若腫瘤有表達T伙A,通常預後較好 ,相反地

若表現較高的Tl lkB,則預後較差 。CD44,是一種胞

膜醣蛋白 ,在胚胎神經母細胞可幫助細胞移行至腎

上腺 。神經母細胞瘤若表現較高的CD44者 ,通常是

低期別且為MYCN無 amuf比師Un,故預後會較好 。

此外 ,本院神經母細胞瘤團隊在近幾年中 ,陸續

發現新的標記 ,像c曲etic㏕n㏄R° ,g㏑cUse-r屯m甜ed

prUtein 78 (GRP 78),glucUse＿ regulated prUtein 75

㏄RP75)。 我們的研究證實了CRT、 GRP78、 GRP75

的表現和腫瘤組織的分化有密切的正相關 ,同時

可作為神經母細胞瘤病患的生物預後指標 。陽性



CRT、 GRP78、 GRP75染色 ,不論在單變項或多變項

分析均可預測較好的預後 ,而即使在高期別 (stage

3,4)及MYCN無 am」 ifiL一 aticlll腫瘤仍具有預測預後

能力 ,更顯示其臨床上的重要性 。

治療

治療方式主要包括化學藥物 、手術開刀及放射線

治療 ,而分群治療為目前腫瘤治療的重要趨勢 。它是

利用和病人相關 、重要的預後因子 ,將病人分群 ,以

給予不同種類及強度的治療 ,冀望達到最好的治療效

果及最少的副作用 。罹患癌症的病童 ,若治療成功

後 ,其存活時間較成人為長 ,因此更應注意治療的後

遺症 。神經母細胞瘤常用來分群的因子 ,包括診斷年

齡 、疾病期數 、MYCN有無am」 ificcntiUll及 染色體的套

數 (DNAplUidy)等 ,利用這些因子 ,把病人分成低

危險群 (㏑wh炚 )、 中危險群 (illt㏄mediateh螤 )及

高危險群 (highrisk),而給予不同組合方式及強度

的治療 。

手術在神經母細胞瘤的角色

目前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主軸是依據每一個病患

所屬的風險群來決定 ,因此 ,儘管神經母細胞瘤的診

斷通常可藉由尿液中vMA或HVA的昇高 ,碘 131MIBG

掃描 ,或骨髓中的神經母細胞瘤細胞來加以證實 ,但

是外科手術切片以取得足夠的腫瘤組織來分析病患的

MYCN以及染色體變化等生物風險因子仍是十分必要

的步驟 。事實上 ,腫瘤分子標記除了預測病人的預

後 ,對治療的決定也有很大的影響 。

一般而言 ,所謂的外科手術治療指的是將腫瘤蒜

全切除乾淨 ㏄l-U㏄ ㏑tal㏄㏄由Ull,GTR9。 然而我們片

須了解的是 ,神經母細胞瘤係源自自主神經節或腎上

瘤侵犯 ,因此在切除腫瘤時往往必須很刁◥山地把腫瘤

從血管壁剝除下來 。如此一來 ,在其他的癌症手術所

必須達到的安全邊界(safemargil99,在神經母細胞瘤

切除乾淨(GTR),指 的也只是肉眼看不見或者是在影

像學檢查上無法偵測到腫瘤 ,並非真正的乾淨 。這些

殘存的高風險腫瘤細胞 ,不論數量多寡都不會自行分

化或消失 ,需藉助額外的治療 。然而由於神經母細胞

瘤的生物行為十分複雜 ,低風險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

只需手術切除就已足夠 ,而且不論腫瘤是否能夠切除

乾淨 ,病患的預後都是很好 ,表示這些殘存的腫瘤多

數可以自行走向分化或消失 。但對於高風險的神經母

細胞瘤 ,除了手術之外尚須化學治療甚至自體血液幹

細胞移植等治療 。因此 ,單以外科手術而言 ,對於高

風險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角色就有所爭議 。

那麼究竟所謂的將腫瘤切除乾淨(GTR)在 高期

別的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角色為何 ?是否將腫瘤切

除乾淨(GTm有助於這些病患的預後呢 ?在過去的研

究中 ,有些作者認為將腫瘤切除乾淨(GTR)有助於病

患的整體存活率 ,但也有作者認為將腫瘤切除乾淨

㏄TR9對於這些高風險神經母細胞瘤病人的預後沒有

幫助 。細查這些研究大多界考慮病患的年齡及期別等

亍嬚 曾i 鸐 機 鱹

晜讋王簉鬠蔘簷鬐葚蔧冕馫霮瘼毒靄蒼君奄平
﹉
齾



臨床預後因子 ,而忽略了生物預後因子 。在前面的說

明中 ,我們已經知道生物預後因子對病患的存活有很

大的影響 ,如果忽略了這些因子 ,而單獨去研究手術

本身對病人預後的影響 ,當然很可能會得到相當不一

致的結論 。因此 ,進一步去研究生物預後因子對外科

手術方式的選擇是非常有必要而且重要的課題 ,如果

選擇了不必要的手術方式不僅無助於預後 ,還會增加

病患的風險 。

而近來我們團隊的研究發現 ,在高期別 (stage

3,4)的神經母細胞瘤病人中 ,若以分子標記TrkA

及MYCNamplificatiUn來 加以分群 ,則施行手術將腫

瘤完全切除㏄TR9對TrkA陰性且MYCN無 am,ifik一 atiUll

這群病人其預後有很大的幫助 。至於對TrkA陽性且

MYCN無amⅡ ificatiUn的 病人 ,不論腫瘤是否切除乾

淨 ,病人均存活 ;但在TrkA陰性且MYCNamuincaticlll

的病人 ,不論腫瘤是否切除乾淨 ,其五年存活率都為

U%,也就是說 ,在後兩群病人其預後與手術方式無

關 ;因此手術時應以保留器官正常功能為考量 。尤其

是TlkA陰性且MYCNamu山 catiUl9的 病人 ,應儘量採取

低風險的手術方式 ,減少重要器官的傷害及手術的併

發症 ,使病人能夠接受更有效的化學治療 ,才能進一

步改善他們的預後 。由我們團隊的研究 ,可證實生物

分子標記顯然對於高期別神經母細胞瘤的手術方式有

重大影響 ,因此在進行重大手術之前 ,能夠越充分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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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生物預後因子 ,將有助於降低手術風險並改善病

患的預後 。

因此 ,手術在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上所扮演的角

色有二 :

1.當腫瘤無法一次切除 ,或診斷不明時 ,應在化學

治療之前先做活體切片 ,取得足夠的檢體 ,以先充

分瞭解其有無染色體異常以及其他生物因子 (如

MYCN,Trk等 )的情況 ,來決定之後的治療計畫 。

2.對於手術切除乾淨有助於預後的腫瘤 ,即使需要耗

費較多的時間 、體力 ,冒較高的風險 ,也必需將它

切除乾淨 ,甚至要犧牲某些器官如腎臟或脾臟也是

值得 。

結 語

目前在本院整體團隊成員的努力之下 ,我們已

經陸續發現包括CRT、 GRP78、 GRP75等多個新的生

物預後因子 ,其中有些更和神經母細胞瘤的病理成因

(patriUgenesiΦ 有關 ,因此我們正進一步研究針對這些

因子的標靶性藥物治療甚至基因治療 。此外 ,我們目

前也致力於微殘存腫瘤(MRD)在骨髓中的偵測 ,以提

高自體血液幹細胞移植對神經母細胞瘤治療的成績 。

總之 ,希望未來在更清楚各個病童的腫瘤生物特性情

況下 ,我們可以給予不同的病患量身訂做的治療方

式 ,以達到最佳的療效 ,並將傷害降到最低 ,提高病

童的存活率 ,達到歐美國家治療的水準 。

f重合塔ξ:         徘 怒妹熱餐數
——

‘易偉﹁”6偉》9輝
吾千幾

※本活動經初審程序及複審程序 (學童票選、病友票選 、員工票選及評審委員複

審),業已完成所有評審程序 ,入選作品及作者名單如列 :

入選第1名者取得本案優先議價訂約權 ,將與本院簽訂合作設計契約 ,本院得視需要

提出修改意見 ,得獎者應予配合 ,進行後續詳細設計 ,委託設計酬金為新台幣1UU,UUU元 。

入選第2名及第3名者 ,核發比圖獎勵金新台幣1U,UUU元 及新台幣5,UUU元 。其餘第4至 6名者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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鞷霬罕量繫膺點多於

先
﹉
天性顱顏畸形之治療

﹉常見之先天性顱顏畸形 ,按照其生成原因 ,大致

﹉奇芬蒍顱骨縫早期癒合 、顏裂 、小臉症及其他畸形 。

1.顱骨縫早 期癒合 lcr各而UsYnUsto由

。在嬰兒時期 ,顱骨有5條軟骨構成的骨縫 ,他

或四肢之畸形 ,女劻心中膈缺損 ,併指畸形等 。最常見

為Ape比症候群及aUllzUll症 候群 。

此類病人需和睡姿引起之頭型不正做區分 ,由神

經外科或顱顏外科醫師做鑑別診斷 。

手術治療之時機為 1歲時處理顱骨問題 ,5歲以後

處理顏面骨畸形 ,而青年期永久齒發育完成後 ,可做

正顎手術處理咬合問題 。

2.顏裂 (Facia〡 C〡 efts)及唇 顎裂

執行編輯 :張金堅、賴鴻緒 、許文明、陳芊如 、莊宇勝

編輯顧問 :呂鴻基、王作仁、楊銘欽、張金堅

有的治療都告一段落 ,此時可以請病人做最後的總評

估 ,有時還需齒顎矯正手術 。

3.顱顏小臉症 (CraniUfacia｜ Microsomiω及其

他崎形

其中最常見者為半邊小臉症 ,這類病人之間題除

顏面不對稱外 ,嚴重者甚至會因下顎過短造成呼吸進

食之困難 。通常是等成人後用正顎手術矯正其咬合及

外觀 ,現在更有下顎延長術 ,可以從兒童期就延長其

下顎 ,對於前述較嚴重之病人可及早治療 。

事實上 ,先天性顱顏畸形之種類非常多 ,更有許

多罕見或無法歸類的 ,但是其治療之時機和方法 ,大

致不脫前面所介紹的原則 。

由前述可知 ,先天性顱顏畸形的治療是具階段性及

群體性之性質 ,因此需要各科專家參與治療 ,包括整形

外科醫師、各復健專科、小兒科醫師、耳鼻喉科醫師、牙

科醫師、護理師、心理及社會工作師共同參與形成治療

戴仰霞 、蘇怡寧(依姓氏筆劃排列)

發 行 所 :臺大兒童醫院籌備處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7號

電  話 :(U2)238｝ η99   傳 真 :(U砂筠 31名 4U2

唇顎裂屬顏裂之一種 ,除此之外 ,尚 有許多罕 團隊。其中還需要一位居間協調者CUUldinatUU來 負責聯

見之顏裂 ,造成顏面變形 ,嚴重者甚至牽涉顱骨或眼  繫病患並主導其間的溝通 ,通常這樣的角色由資深護士

眶 ,手術之治療比照上述準則 。 來擔任 。臺大醫院在各領域都有經驗豐富之專家 ,但一

相對於其他先天性顱顏畸形 ,唇顎裂在東方人較  直沒有具體的團隊形成。時姪兒童醫院即將成立 ,各科

好發 ,其中唇顎裂和單純顎裂為兩種不同的疾病 ,又  共同會診醫療之觀念逐漸成形。我們期許未來能比照國

可細分為單側或雙側 、完全或不完全 。目前台灣每年  外之模式 ,在兒童醫院建立顱顏治療團隊 ,使其有固定

約有兩百位新病人出世 。通常可在14週後產前檢查時  之對內對外聯絡窗口,並定期集會 ,以共同會診病人並

獲得正確的診斷 。 做學術討論。對於先天性顱顏畸形之病人 ,惟有以專業

唇顎裂病人約在 3個 月時接受唇裂修補 ,約 1 的團隊 ,長期有計畫的治療並追蹤 ,才能達到最佳外觀

歲左右進行顎裂矯正 ,兩歲半之後可以接受語言治  功能上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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