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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diotherapy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multi-modality treatment for rectal cance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provides the benefit in local control for Dukes’ Bs, C1, and C2 diseases,
but does not have survival benefit.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reducing local recurrence rate, improving the resectability, and increasing the chance of anal
preservation. Combined 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further increases the local control rat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reveals the superior local
control and anal preservation rates with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Most side effects from radiotherapy for rectal cancer are manageable and rever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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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放射治療已多年來使用於直腸癌的整合方式之一，手術後放射治療提昇 Dukes’
期別 B2C1C2 病人的局部控制率，但不改變存活率。手術前放射治療具備降低局部復
發率，增加切除機會，及肛門保留率的好處。合併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更促進局部控
制功效。在手術前放射治療與手術後放射治療的比較上，手術前放射治療有較高的局
部控制率及肛門保留率。大多數直腸癌放射治療的副作用是可處理且可回復的。
TAO

關鍵字: 直腸癌、放射線治療、肛門保留

前言

則是因應不同期別的直腸癌，在外科手術治療下的
不同局部復發率，來配合加入以降低較高局部復發

直腸癌的復發型態，包括局部復發與遠端轉移

率的臨床情況。因此，Dukes 第 A 期及 B1 期直腸

兩類，其中局部復發是由局部治療方式，也就是外

癌在外科手術治療下的局部復發率低於 10%，並不

科手術及放射治療來減少其發生。外科手術切除是

需要再加入放射治療。相較之下，第 B2，C1，C2

直腸癌治癒治療選項中不可或缺的項目，放射治療

期別的直腸癌，在過去沒有放射治療加入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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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術治療後的局部復發率，均在 15-20%以上，

C1，C2 的病人加入放射治療成為降低局部復發必

故須加入放射治療以降低局部復發率。

備的治療選項。

以下對於直腸癌放射治療的介紹，將分別由手
術後放射治療，手術前放射治療，及合併化學治療

手術前放射治療

與放射治療三方面探討，最後再就直腸癌放射治療
技術面加以說明。

直腸癌的手術前放射治療，具備的優點為腸道
副作用較少，在手術前先行縮小腫瘤，或可使離肛

手術後放射治療

門口較近的低位腫瘤增加保留肛門手術的機會。瑞
典手術前直腸放射治療研究納入 Dukes’ A-C 期別

直腸癌的手術後放射治療是因應手術後病理

病人[4]，使用 25Gy 以 1 週療程照射骨盆腔，療程

期別為 Dukes’ B2，C1，C2 的的局部高復發率而加

結束後 1 週進行手術，結果顯示 5 年局部復發率在

入，因此它的好處是由手術後的病理分期清楚選擇

使用手術前放射治療者為 11%，相較於僅用手術者

出應該加入放射治療期別的病人。它的壞處則是手

的 27%。尤有甚者，使用放射治療與否也造成存活

術後血流循環受破壞，使較為缺氧的環境可能影響

率的差別(58%比上 48%)。然而這種短療程的放射

放射治療的效果。另外則是較高的腸道併發症風

治療，較美國使用 5-6 週 45-54Gy 的方式，有較多

險，來自於放射治療面對手術後無可避免的沾黏，

的腸道及膀胱短長期併發症[5]。值得一提的是手術

與手術後放射治療照野需涵蓋會陰傷口的較大照

前放射治療結束後，需等待 4-8 週的復原時間，再

射區域。美國 NSABP 組織 B-01 隨機分組試驗納入

進行手術，以利腫瘤有最多的縮小機會，及腸道自

Dukes’ B 及 C 接受外科手術切除的病人[1]，分為無

放射治療中復原，其間的時間太短或太長，均不利

手術後治療，手術後化學治療(MOF)，及手術後放

於療效及併發症風險，法國的研究比較手術前放射

射治療三組，放射治療使用 44-47Gy 照射骨盆腔。

治療後 2 週與 6 週進行手術[6]，結果顯示 6 週較 2

結果顯示放射治療呈現降低局部復發率的趨勢，但

週有較高的期別降低(downstaging)比例(26%比上

不改變存活率。其後 NSABP B-02 試驗進一步測試

10%)及完全緩解率(complete remission)比例(14%比

不同化學治療藥物(MOF 或 5FU/LV)與有無手術後

上 7%)。

放射治療的交叉組合分組[2]，放射治療使用 50.4Gy

近年由於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TME)手術

照射骨盆腔，結果顯示加入放射治療的 5 年局部復

方式的應用，使局部復發率已較過去手術方式降

發率為 8%，相較於只使用化學治療的 13%。美國

低，丹麥的大型研究比較 TME 手術前放射治療與

GITSG 及 NCCTG 也進行分組試驗[3]，將病人分組

否[7]，使用短療程 1 週的 25Gy 照射骨盆腔，結果

為無手術後治療，手術後化學治療(5FU)，手術後

顯示使用手術前放射治療的 2 年局部復發率為

放射治療及手術後合併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放射

2.4%，相較於僅使用 TME 手術的 8.2%，存活率則

治療使用 40-44Gy 照射骨盆腔，結果顯示手術後合

未有不同。但使用手術前短療程放射治療的病人有

併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可降低局部復發率為

較高的腸道及失禁併發症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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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相較於僅有手術的 25%。基於多個大型研究

總合來說，手術前放射治療可增加高期別直腸

均 顯 示 手 術後 放 射 治 療對 局 部 復 發率 降 低 的 功

癌病人的手術切除率，低位直腸癌病人的肛門保留

效，也使直腸癌手術切除後病理期別為 Dukes’ B2，

率，及整體局部復發率的降低。但手術前放射治療
可能較單使用手術有較高的副作用比例，有賴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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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大型研究均呈現無論使用手術前或手術

置的定位更為精準，由二度空間放射技術，進步到

後放射治療，若合併化學治療於放射治療療程中，

三度空間治療技術，到現今研發中的強度調控放射

有助於疾病控制率的提昇。美國 NCCTG 亦進行

治療技術(IMRT)，唯 IMRT 技術因集中劑量分佈於

5FU 化學治療給予方式(單次給予或連續給予)於合

定義的腫瘤，減少非定義為腫瘤的組織，使直腸癌

併放射治療上療效的差別[8]，結果顯示連續給予的

放射治療這種歷史上一直定義於骨盆腔區域性治

方式有較佳的疾病控制率及存活率[9]，結果顯示合

療概念的情形，因缺乏對個別腫瘤區域的勾劃共

併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比單用放射治療有較高的

識，使 IMRT 技術仍不能確定的使用於直腸癌的治

期別降低率(14%比上 5.3%)及肛門保留率(55.3%比

療概念中，仍有待對治療區域勾劃的共識形成及臨

52.8%)。基於這些結果，目前對直腸癌病人使用放

床研究証實其功效。

射治療時，標準作法應加入化學治療合併於放射治
療療程。
另外在化學治療藥物的不斷推陳出新下，多種
新藥物已有對轉移性直腸癌的理想效果，如

直腸癌放射治療由歐洲使用的 1 週療程 25Gy
劑量，到美國使用的 5-6 週療程 45-50Gy 劑量，均
有其研究結果支持，國內較常採用美國的 5-6 週療
程作法，來照射骨盆腔及直腸腫瘤區域。

oxaliplatin，irinotecan，口服 fluoropyrimidines，以

直腸癌放射治療的副作用，包括發生於 3-4 週

及標靶治療藥物 bevacizumab 等，均被期待能在合

起的腹瀉、腹絞及較少見的解尿不適症狀。肛門皮

併 能 放 射 治療 時 有 比 以往 藥 物 有 更好 的 控 制 效

膚反應則視照射範圍是否涵蓋肛門區域，多發生於

果，目前都在臨床研究進行中使用，將有比以往藥

低位腫瘤病人。上述反應均於療程結束後 1-2 週自

物有更好的控制效果，目前都在臨床研究進行中使

動緩解，避免使用坐浴的良性肛門問題處理方式，

用，將在未來呈現出其效果。

以免皮膚反應加劇，保持清潔乾燥應為正確方式。

手術前比上手術後使用合併化學治療
與放射治療

結論
直腸癌最佳的治癒率有賴於理想整合外科手

美國 NSABP B-03 研究比較手術前或手術後使
用合併 5FU/LV 化學治療與放射治療[10]，結果顯

術，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在治癒率不受影響的
前提下，努力促成肛門保留的目標。

示 手 術 前 治 療 有 較 佳 的 肛 門 保 留 率 (44% 比 上
34%) ， 但 也 有 較 高 的 副 作 用 比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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