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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治療的演變
林珮珊博士 (Dr. May Lam)
香港大學李嘉誠醫學院

藥理及藥劑學系教學顧問

講座目的:
• 抗癌藥物的歷史

• 傳統抗癌藥的醫治原理及副作用

• 標靶治療的醫治原理及副作用

• 標靶治療的優點及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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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癌症資料 – 2009 (1)
• 26000宗新增個案

香港癌症資料統計中心

23%

23%

15%

9%

8%

22%
肺癌
腸癌
乳癌
肝癌
前列腺癌
其他

香港癌症資料 – 2009 (2)
• 13000宗死亡個案

香港癌症資料統計中心

37%

18%

15%

7%

5%

18%
肺癌
腸癌
肝癌
胃癌
乳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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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癌症

• 一團過多繁生的細胞群，不遵守正常細胞的生長規律

• 會擴散到身體其他部分

• 不受控制，不停地繁殖

http://www.cancer.gov/

治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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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治療

抗癌藥物的歷史 (1)

• 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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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藥物的歷史(2)

• 1942 – 氮芥 (nitrogen mustard)
• 1948 – 葉酸拮抗劑 (antifolates)

傳統抗癌藥的醫治原理

• 化學治療(化療)
• 針對癌細胞增生能力的特點

• 干擾癌細胞分裂的過程，抑制DNA、RNA和蛋白質的合
成

• 破壞DNA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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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man & Gilman's The Pharmacological Basis of Therapeutics, 1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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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療的副作用

• 噁心、嘔吐、腹瀉、便秘、口腔炎

化療的副作用 (2)
• 骨髓破壞 – 貧血、白血球減少、血小板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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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療的副作用 (3)
• 脫髮、脫甲

•手足症候群 (Hand foot syndrome)
•神經痳痹

其他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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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治療



10

Chabner BA, Roberts TG Jr. Nat Rev Cancer. 2005; 5: 65-72.

標靶治療

• 利用癌細胞特有的表面化標記或訊息傳遞途徑，鎖
定目標

• 切斷生長訊息

• 抑制腫瘤細胞增殖

• 阻止新血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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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治療 (2)

化療

• 殺死癌細胞及正常細胞

標靶治療

• 鎖定癌細胞為目標

標靶治療 (3)
• 單株抗體 (Monoclonal antibodies)

• Trastuzumab (Herceptin®)
• Bevacizumab (Avastin®)
• Cetuximab (Erbitux®)

• 小分子抑制劑 (Small-molecule inhibitors) 
• Erlotinib (Tarceva®)
• Imatinib(Glivec®)



12

Gazdar AF. N Engl J Med. 2009; 361; 1018-20.

標靶治療的醫治原理

http://www.hercep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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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85%

67%

75%%

AC TH

AC T

Years From RandomizationRosmond EH et al. N Engl J Med. 2005; 353: 1673-84.

AC T

無病生存期

標靶治療的優點

• 專一性高，但不是完全沒有副作用

• 與其他治療方法併用，可提升級治療效果

• 適合長期使用

• 為不適合接受化療的患者提供多一個選擇

• 很多是口服藥物，患者可以在家中服藥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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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治療的副作用

• 食慾不振、輕微腹瀉、口腔炎

標靶治療的副作用 (2)
• 皮膚乾燥、痤瘡狀紅疹、甲溝炎、毛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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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治療的副作用 (3)
•手足症候群

標靶治療的副作用 (4)
• 高血壓、出血、蛋白尿、心
臟功能變差、傷口難癒合、
胃腸穿孔、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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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治療的缺點

• 臨床使用時間仍短、試驗範圍窄

• 病人須遵從服藥指示

• 價錢昂貴

• 不是人人適用

Panitumumab + 最佳支持治療 vs. 最佳支
持治療 – 總生存期

Van Cutsem E et al. JCO. 2007; 25: 16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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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進展生存期 – KRas 突變型組

Amado RG et al. JCO. 2008; 26:1626-34.

無進展生存期 – KRas 野生型組

Amado RG et al. JCO. 2008; 26:16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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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do RG et al. JCO. 2008; 26:1626-34.

無進展生存期 – KRas 突變型組 vs. 野生
型組

總生存期 – KRas 突變型組 vs. 野生型組

Amado RG et al. JCO. 2008; 26:16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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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zdar AF. N Engl J Med. 2009; 361; 1018-20.

個人化用藥



20

藥物相互作用

• 肝酵素 Cytochrome P450
• 增加或減低藥物代謝、藥效、副作用

結論

• 整個癌症的治療觀念，從全面破壞性 專一標靶
治療

• 減小對正常細胞的傷害 副作用減少 提高生活
品質

• 爲不適合接受化療者提供多一個選擇 延長生命
維持生活品質

• 副作用減少 ≠ 沒有副作用

• 病人須明白及遵從服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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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new wonder drug is meant to keep the patient alive long 
enough to pay their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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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下藥治肺癌—檢測突變

香港大學李嘉誠醫學院

病理學系副教授

王碧醫生

提綱

1. 肺癌發病率與吸煙及性別之關係

2. 肺癌病理簡述

3.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在肺癌中的
功能與重要性

4. EGFR基因突變測試

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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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死亡率趨勢（美國,1930-
2005）

男性 女性

Jemal et al, CA Cancer J Clin 2009;59:1-25

肺癌

前列腺癌

腸癌

胃癌

胰腺癌

白血病

肝癌

子宮癌

卵巢癌

乳腺癌

胃癌

肺癌

腸癌

胰腺癌

年 年

女性肺癌
每100,000個人中肺癌的發病率

2002年肺癌的發病率

GLOBOCAN 2002 databas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成年吸煙者的患病率 (%)>15歲

2002年成年吸煙者的患病率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t, HK
General Household Survey,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男性 男性

女性 女性

香港 香港英國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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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綱

1. 肺癌發病率與吸煙及性別之關係

2. 肺癌病理簡述

3.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在肺癌中的
功能與重要性

4. EGFR基因突變測試

5. 結論

正常肺臟

小支氣管

肺膜

氣管

支氣管

肺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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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出現呼吸道壁層和空氣
空間的上皮細胞。

細胞遺傳物質的累積損壞和
基因突變 (gene mutation) 
最終導致癌變。

小支氣管

肺氣泡

上皮細胞
(epithelium)

x

肺癌的大體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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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種類繁多

提綱

1. 肺癌發病率與吸煙及性別之關係

2. 肺癌病理簡述

3.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在肺癌中的功
能與重要性

4. EGFR基因突變測試

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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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 是
肺癌細胞重要的生物特徵

1. 癌細胞不斷生長
2. 抑制細胞凋亡
3. 促使新血管形成

4. 癌細胞侵犯轉移至
其他器官

EGFR突變使肺癌細胞自發 一連串
生物訊息，使……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癌症藥物的靶點

針對EGFR基因突
變的標靶治療

提升肺癌治療的
效果

癌組織

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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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五成肺腺癌患者帶EGFR基因突變

• 本地研究(1989年‐2003年)：瑪麗醫院
及葛量洪醫院的241個肺癌樣本中，
EGFR基因突變出現於

• 54% 肺腺癌患者

• 83% 非吸煙肺癌患者,當中尤以女性患
者為主

EGFR—癌症藥物的靶點

提升肺癌治療的
效果

EGFR
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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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EGFR基因突變的治療可提升療效
需要識別帶EGFR基因突變的肺癌患者

如何識別EGFR基因突變的肺癌患
者，從而安排合適治療？

分析病理

制訂治療方案

鑑定腫瘤類別

提綱

1. 肺癌發病率與吸煙及性別之關係

2. 肺癌病理簡述

3.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在肺癌中的
功能與重要性

4. EGFR基因突變測試

5.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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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基因突變測試

1. 基因測序 (DNA sequencing)
2. 實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Real-time PCR)

突變位置

脫氧核糖核酸 (DNA)

A-腺嘌呤
G-鳥嘌呤
C-胞嘧啶
T-胸腺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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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58R 33.6%
L861Q 3.4%

21   

E746_A750
L747_T751 
E746_S752insVP
E746_S752insV
E746_S752insV
E746_P753insVS
E746_P753insVS
E746_A750insDP
L747_E749
L747_T751insP
L747_T751insH

19   18 20

G719S
G719D
G719A

V769_D770insASV
V769_D770insGSV
V769_D770insGVV
N771G, insF
H773_V774insVH

腺癌中EGFR主要突變類型

41.22%6.11%45.04%7.63%

EGFR基因外顯子 (exon)

突變率

標準方法：DNA基因測序

DNA基因排序

從腫瘤樣本抽取DNA
經儀器排列DNA的基因序列

從基因序列中找出突變

新鮮腫瘤
組織

福爾馬林
固定

石蠟包埋 蠟塊固定的
腫瘤組織

染色, 以評估腫
瘤的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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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細胞 – 胸腔積液

獲得腫瘤細胞

腫瘤細胞

腫瘤細胞

活檢顯微切割技術

顯微切割前 顯微切割後

新鮮腫瘤
組織

福爾馬林
固定

石蠟包埋 蠟塊固定的
腫瘤組織

染色, 以評估腫
瘤的比率

標準方法：DNA基因測序

熱循環儀

提取基因組
DNADNA定量

進行聚合酶連鎖反應
(PCR)

DNA 腫瘤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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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基因測序

DNA基因測序結果DNA基因測序儀

基因測序

GGAATTAAGAGAAGCAACATCTCCGAAAG

GGTTCCATCTCCGAAAGCCAACAAGGAAA正常序列

19號外顯子缺失

2573T>G

EGFR 突變 (L858R in Exo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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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測序(DNA sequencing)的特點

• 可檢測載有EGFR基因突變的4段DNA序列

• 需抽取整段DNA作檢測

• 一般需時4-10天

• 患者及醫生需等待結果來決定治療方案

EGFR基因突變測試

1. 基因測序 (DNA sequencing)
2. 實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Real-time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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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Real-time PCR)檢測技術

新鮮腫瘤
組織

福爾馬林
固定

石蠟包埋 蠟塊固定的
腫瘤組織

染色, 以評估腫
瘤的比率

提取基因組
DNADNA定量

進行實時聚合酶
連鎖反應 (PCR)

DNA 腫瘤細胞

數據收集

自動化結果分析

http//www.appliedbiosystems.com/

實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Real-time PCR)檢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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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聚合酶連鎖反應 (Real-time PCR) 檢測技術

• 只檢測特定常見的基因位置

• 對DNA質量的要求較低

常見基因突變位置

L858R 33.6%
L861Q 3.4%

21   

E746_A750
L747_T751 
E746_S752insVP
E746_S752insV
E746_S752insV
E746_P753insVS
E746_P753insVS
E746_A750insDP
L747_E749
L747_T751insP
L747_T751insH

19   18 20

G719S
G719D
G719A

V769_D770insASV
V769_D770insGSV
V769_D770insGVV
N771G, insF
H773_V774insVH

腺癌中EGFR主要突變類型

41.22%6.11%45.04%7.63%

EGFR基因外顯子

突變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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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檢測方法比較
標準方法 –
基因測序

實時聚合酶連鎖反應 (Real-
time PCR)

檢測過程需時 4 -10天 2-3天

可檢測的EGFR基因
突變位置

檢測4段載有大部分
EGFR基因突變的DNA上
的所有突變

針對常見突變位置

樣本要求 較高(需要整段DNA) 較低

靈敏度 一般(受樣本質素影響) 較高

準確度 高 高

可令醫生未能作出最適
當的決定

檢測結果

假陽性無效 假陰性 正確檢測

患者接受標
靶治療，但
療效或欠佳

延誤治療, 可
致病情惡化

患者不考慮
標靶治療

接受標靶治
療，令病情
改善，提升
生活質素

難作診斷
讓醫生作最
適當的決定

患者

層面

醫生

層面

正確檢測對病人的重要

最重要的是：DNA樣本（良好的組織存儲，腫瘤細胞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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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香港女性非吸煙者較西方女性非吸煙者易
患EGFR突變肺癌。

• EGFR突變是一個重要的致癌機制。

• 針對EGFR突變的肺癌進行標靶治療是非常
有效的。

• EGFR突變測試在癌症治療中非常重要。

• 兩種檢測EGFR突變的常規方法各有其優勢
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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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肺癌新契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李浩勳醫生

肺癌在香港的情況

本港癌症頭號殺手，發病率或死亡率均列
首位
2009年有4365人確診患上肺癌，另外有
3692人因肺癌而過身
男女病患者的比例：1.9:1
很久以前我們已經知道吸煙是引致肺癌的
主要成因
但近年我們發現非吸煙肺癌患者的比例有
上升趨勢, 於亞洲人及女士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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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 cancer 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非細細胞肺癌) ~80%

Small cell lung cancer
(細細胞肺癌) ~20%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鱗狀癌) ~45% Adenocarcinoma

(腺癌) ~50%

Large cell carcinoma (<5%)

Lymphoepithelial‐like carcinoma (淋巴上皮癌) , carcinoid tumour (<1%)

常見的肺癌—腺癌
(adenocarcinoma)

• 肺癌分為非小細胞肺癌和小細胞肺癌兩種
• 以非小細胞個案較多
• 腺癌是非小細胞的主要類型
• 腺癌大約佔本港肺癌總數的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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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期數的分佈

第一期5%

第二期20%

第三期35%

第四期40%

肺癌的癥狀

咳嗽、咳血
氣促
胸口疼痛
頸腫
疲倦
胃口轉差
初期肺癌可以沒有任何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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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第四期肺癌治療的預後

於十五至二十年前，化療可算是唯一針對癌細
胞全身性治療
但是反應率只是15-20%
中位數存活率九至十二個月
化療亦會帶來相當副作用，影響病人生活質素

四分一化療患者無法轉藥

¼肺癌病人接受化療後，在病情惡化後，因各
種原因無法而無法接受其他治療，錯過了治療
良機
其中原因包括：副作用，身體功能因化療後衰
退

C.Gridelli et al. Gefitinib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with activatio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utation: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nd open issues. Lung Cancer 72, 101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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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生長路徑及基因突變

EGFR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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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基因突變與肺癌

出現EGFR基因突變個案病發率佔整體肺癌個案
多達50%
亞洲患者 (40-50%) 遠比歐美為高 (10-20%)
醫學界過往尚未發現EGFR基因突變，往往要經
過多次嘗試，才能找到較合適的治療方案
浪費了不少時間和金錢，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
間

國際大規模第三期
標靶藥物隨機研究

病人數目 標靶治療藥物 化療 無惡化存活
率 (標靶治療)

無惡化存活
率 (化療)

IPASS 261 吉非替尼 TC 9.5 月 6.3 月

NEJSG 230 吉非替尼 TC 10.8 月 5.4 月

WJTOG  
3405

177 厄諾替尼 DP 9.2 月 6.3 月

OPTIMAL 165 厄諾替尼 GC 13.1 月 4.6 月

LUX-Lung3 354 阿法替尼 Pem+P 11.1 月 6.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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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標靶藥物治療與化療

肺癌標靶治療 化療
作用 • 針對性地抑制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TK，阻斷促使癌細胞生長的
訊息，減少或延緩癌細胞增生

• 減少對正常細胞的影響

利用藥物去殺死或停止癌細胞的生
長，但同時亦會傷害正常細胞。

副作用 腹瀉、噁心、嘔吐、口腔炎、食慾
不振、虛弱、皮膚反應

脫髮、噁心、嘔吐、腹瀉、食慾不
振、疲倦、口腔潰瘍、抵抗力下降、
白血球減少及容易受感染等。

影響 由於副作用較輕微，對病人相對較少 • 副作用多及嚴重，影響生活質素；
• 患者經常進出醫院，並需要使用
其他藥物來治理化療藥物副作用

處理方法 • 塗抹潤膚膏、類固醇藥膏、抗生
素藥膏或口服抗生素藥物可減輕
及改善皮膚反應

• 服用止瀉藥可控制腹瀉情況

脫髮 - 停藥後頭髮可再生
噁心、嘔吐 - 需使用止嘔藥物預防
及治療

標靶藥物的副作用 – 痤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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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的意義
無惡化存活率和整體存活率對肺癌晚期病人尤
其重要
存活率：讓病人善用自己的時間
無惡化存活率：
◦ 無惡化存活率愈長＝藥物效用對病情控制得愈久
◦ 副作用少，無須再轉換另一種治療
◦ 病人生活得以繼續如常，生活質素得以改善

因此，病人在選擇適合治療時，應同時考慮無疾病存
活率和整體存活率

EGFR基因突變測試
幫助病人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
• 醫學界近年積極推廣基因突變測試
• 鼓勵病人一旦確診患上肺癌，應同時進行基因
測試，及早選擇 適合的個人化治療

• 利用穿刺技術由患者體內直接抽取癌細胞組織，
從中抽取DNA進行分析

• 分析結果顯示EGFR基因的序列及分存情況，從
而得知基因是否出現突變

• 若基因突變結果為陽性：標靶藥物治療
• 若基因突變結果為陰性：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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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反射 EGFR 基因突變測試
(reflex EGFR mutation testing)
當在組織檢查證實確診患上肺癌時，化驗室技術
人員會立刻安排做EGFR 基因突變測試
省卻原本要醫生先看病理報告才安排做基因突變
測試的時間
瑪麗醫院是全港首間進行自動反射EGFR基因突變
測試的公立醫院
基因測試需時三至五個工作天
採用自動反射EGFR基因突變測試可令病人早一星
期知道基因測試結果

個人化治療
(PERSONALISE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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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治療

因應每個肺癌患者不同腫瘤的特性而設計針對
該種腫瘤的治療方案
現時公立醫院腫瘤科醫生都會為患上第四期肺
癌病人安排為他們的腫瘤進行 EGFR 基因測試，
從而決定病人是否適合接受EGFR-TKI 標靶治療

政府資助

現時香港政府的關愛基金及撒瑪利亞基金都有
提供資助給病人接受EGFR-TKI 標靶治療作為一線
及二線治療 (需先經過資產審查)
詳情請向您的醫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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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EGFR基因突變怎麼辦?
是否就沒有個人化治療?

抗血管增生單抗抗體

癌細胞會釋放血管生長因子從而增加新生血管
及血液供應協助癌細胞繼續增大、侵蝕及擴散
抗血管增生單抗抗體 (經靜脈滴注的標靶藥物)
可抑制血管增生從而減少血液供應去支持癌細
胞繼續增大
國際第三期大型研究證實化療配合抗血管增生
單抗抗體比單用化療更有效控制
腫瘤及增加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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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性第三B 或四
期非鱗狀肺癌病人

N=878

Paclitaxel
200mg/m2 + 
carboplatin

AUC=6 q3wks x 
6 cycles (n=444)

Paclitaxel
200mg/m2 + 
carboplatin
AUC=6 + 

bevacizumab
15mg/kg q3wks 

x 6 then 
maintenance 

bevacizumab till 
PD (n=434)

ECOG 4599

Sandler et al. NEJM 2006

紫杉醇 + 卡鉑

紫杉醇 + 卡鉑 +
抗血管增生單抗抗體

ECOG 4599

比較 反應率 中位數無惡化
存活率

中位數整體存
活率

紫杉醇 + 卡鉑
+
抗血管增生單
抗抗體

35%
(p<0.001)

6.2 月
HR 0.66

(p<0.001)

12.3 月
HR 0.79

(p=0.003)

紫杉醇 + 卡鉑 15% 4.5 月 10.3 月

Sandler et al. NEJM 2006



13

抗血管增生單抗抗體

不適用於鱗狀癌、腫瘤己侵蝕周邊大血管、高
血壓不受控人士、及曾經患有血管栓塞及出血
(例如冠心病、中風等)人士

標靶治療的 新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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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L4-ALK 基因變異

醫學界己發現其他令肺癌持續生長的基因變異
EML4-ALK 基因變異除了在一些淋巴癌及神經母
細胞瘤找到之外，大約於2-7% 的非小細胞肺癌
亦可找到，尤其於非吸煙及患上腺癌病人較易
找到

NEJM 2010;363:1693‐703

EML4-ALK fusion gene

NEJM 2010;363:169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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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JM 2010;363:1693‐703

Crizotinib (針對 EML4-ALK 標靶藥
物)

82名擁有 EML4-ALK 基因變異的病人參與這個研
究
反應率 57%
另外有33%的病人病情穩定
估計6個月無惡化存活率 – 72%
己通過美國藥物及食物管理局註冊
現正等待香港衛生署批准註冊

NEJM 2010;363:169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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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一)

肺癌基因突變的發現使我們更加能夠掌握腫瘤
的特性, 從而設計針對該基因突變的標靶治療藥
物
治療第四期肺癌己不再只是用傳統化療, 而是針
對腫瘤基因變異特性而設計出個人化治療
EGFR-TKI 標靶治療藥物比傳統化療更少副作用及
有效控制擁有EGFR 基因突變的肺癌, 從而延長病
人存活期及保持生活質素

總結 (二)

醫學界繼續發現新的腫瘤生長路徑的基因變
異，從而設計出新的標靶治療藥物
未來治療將會是因應每個病人不同的腫瘤特性
及基因變異而設計出來的個人化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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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

治療第四期肺癌只得一條路?

治療第四期肺癌只得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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