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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的新一代荷爾蒙治療
乾癬治
療 新利 器
一生 物 製 劑
■廖淑貞藥師 撰寫

一、前言
前列腺癌是最常發生於男性的非皮膚惡性腫瘤
，在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制定的GLOBOCAN 2018標
一、前言
準，前列腺癌每年約有130萬人新個案，在兩性中
乾癬是一種與免疫相關的慢性發炎性皮膚疾病
，發生率排行第四(7.1%)，男性的發生率排行第二
1
，各國有不同的盛行率，台
，影響全球約2-3%人口
(13.5%)。每年將近有35萬9千人死亡，死亡率排行
2
(1)
。根據統計，約有三分之一乾癬患者的
灣約0.24%
。根
第八(3.8%)，位居男性癌症死亡排行的第五位
3
，此類患者常合併發生乾癬性關
病情屬於中至重度
據我國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統計，2015年前列腺癌在
十大癌症中發生率排名第五名，大約有5,100人新診
節炎、心血管疾病、發炎性腸道疾病以及代謝症候
4
斷；2017年前列腺癌死亡率為每十萬人口為11.9
人
。1980
群，不僅影響患者生活品質更造成經濟負擔
，癌症死因第七位，男性癌症死因第七位，癌症死
年之前，乾癬被認為是角質細胞異常增生引發的皮
亡年齡中位數為81歲(2)。
膚疾病，然而近30年來，許多研究顯示免疫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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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診斷
，
多種發炎介質在乾癬發病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早期的前列腺癌幾乎沒有症狀，當症狀出現時
進一步促成可針對特定發炎介質作用的生物製劑，
往往已是晚期，其可能出現非專一性泌尿道症狀，
如：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tumor necrosis factor-α
如血尿或精液中含血、頻尿(特別是夜間)、尿流微弱
inhibitors,
TNF-α inhibitors)、抗介白素12/23和
或中斷、排尿困難、排尿疼痛或灼熱，而這些症狀
17 (anti-interleukin-12/23, Anti-IL-12/IL-23和anti也可能發生於非癌症的情況，因此必須有相關檢查
interleukin-17, Anti-IL-17)等相繼問世，徹底改變了
(如肛門指診(digital rectal examination; DRE))，輔
中重度乾癬的治療方式。
助血液檢驗值(如前列腺特異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影像學檢查及病理組織當作診斷依
二、乾癬生物製劑發展史
據 (3)。
乾癬生物製劑主要機轉在抑制免疫細胞中的T
淋巴細胞或是阻斷誘發發炎反應的細胞激素(如：
三、治療方式
腫瘤壞死因子、介白素等)，進而影響發炎與免疫
以腫瘤分期、葛里森分數Gleason score及PSA
數值，決定疾病的預後程度(低、中及高度風險)及選
擇治療方式，除此外其他影響治療的選擇因素有病
人年齡和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合併症、副作
用及病人的喜好。治療的主要治療目標在於增加存
活期、減少併發症及維持優質生活品質。
低度風險的治療建議包括追蹤觀察(active
surveillance)、前列腺根治術(radical prostatectomy)
或放射線治療 (radiation therapy) 俗稱電療或放療。
中度風險的前列腺癌治療建議放射線治療合併
荷爾蒙去勢治療，而不建議手術。因為這些病人往
往有較高機率的淋巴腺轉移，腫瘤無法靠手術完全
清除，以及較高的機率在術後仍然要接受輔助性或
拯救性放療。
高度風險一般來說，轉移性前列腺癌(轉移到骨
骼或內臟部位)以荷爾蒙療法為主要治療，即雄性素

■林逸祥藥師 審閱

去除療法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DT) (3) ，
■楊媛婷藥師 撰寫 ■徐麗珍藥師 審閱
因為前列腺癌細胞要靠雄性素(androgen)，才能生長
或分裂繁殖，去除或壓抑體內的雄性素，則前列腺
反應以達到治療目的。最早的生物製劑是以T淋巴
癌細胞就會萎縮而自然凋亡(apoptosis)。
細胞的激活路徑做為標靶，抑制T淋巴細胞的活化
傳統荷爾蒙治療平均一年多就會出現抗藥性(去
，如alefacept與efalizumab，然而因其療效不佳、
勢抗性castration resistance)，可以發現男性荷爾蒙
對整體免疫系統影響程度較大及相關副作用多，
血中濃度雖然偏低，但PSA 數值卻持續升高，或是
上市不久即陸續退出市場。其後隨著乾癬致病機
影像檢查發現新的病灶。過去一旦傳統荷爾蒙治療
發生抗藥性，化學藥物治療(化療)就是唯一的治療選
轉的深入發現，作用標的更精準的生物製劑相繼
擇，但可使用化療品項有限且療效並無預期顯著，
被研發，如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通常稱為第一
一旦疾病惡化後，即無其他積極的治療方式。近年
代生物製劑，包含etanercept和adalimumab，及
來有許多新一代荷爾蒙治療藥物陸續上市，讓接受
以介白素12/23與17為標靶的第二代生物製劑，如
化療失敗後病人接續使用；另可使用於不適接受化
ustekinumab (Anti-IL-12/23)、guselkumab(Anti療的病人。前列腺癌藥物治療詳見表一。
IL-23)、secukinumab(Anti-IL-17)和ixekizumab(Anti四、新一代荷爾蒙治療藥品
IL-17)
(表一)，這些以特定細胞激素為標靶的藥物，
目前使用上較方便的，是兩種新一代口服男性
具提升療效與降低不良反應的優點2。
荷爾蒙抑制劑，abiraterone與enzalutamide，針對
藥物適應症、用法用量及副作用的資訊整理參見表
三、乾癬生物製劑個論
二。
1.
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tumor necrosis factor-α
(一)、Abiraterone
(商品名:Zytiga)
inhibitors, TNF-αacetate
inhibitors)
Abiraterone acetate是雄性素生合成抑制劑，
(1) Etanercept
以不可逆的阻斷 CYP17 基因產物(17, 20 –lyase 和
Etanercept為人類腫瘤壞死因子接受體p75Fc的
17-alpha-hydroxylase)，而抑制腎上腺、睪丸和腫瘤
融合蛋白，能競爭性抑制腫瘤壞死因子結合到細胞
內雄性素的合成。其抑制能力是 ketoconazole 的10
表面接受體，抑制其生物活性，使之無法誘發發炎
倍(5,6)。
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其病人整體的存活期
1
(Overall survival; OS)及影像學無疾病惡化存活期
(radiographic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r-PFS)都
明顯優於對照組。COU-AA-301試驗平均治療追蹤
將近20個月，結果顯示，治療組可延長整體存活
期4.6個月(15.8個月 vs 11.2個月；p < 0.0001)(7)。
COU-AA-302試驗追蹤49個月，發現治療組比對照
組的整體存活期延長4.4個月(34.7個月vs 30.3個月
；p = 0.0033) (8)。LATITUD試驗結果指出，治療組
的中位存活時間(Median OS)尚未達到，對照组為
34.7個月(p<0.0001)，中位r-PFS時間平均比對照組
延長18個月(33個月vs 14.8個月; p < 0.001)，開始使
用化學治療的中位時間(median time-to-initiation of
chemotherapy)尚未達到，對照組在38.9個月後開始
接受化學治療(p < 0.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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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健保給付於：
1.與prednisone或prednisolone併用，治療藥物
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mCPRC)，且在
雄性素去除療法失敗後屬無症狀或輕度症狀(ECOG
分數0或1)，未曾接受化學治療者： (1)若病人先前
接受雄性素去除療法時，在小於12個月的時間內
演化成去勢抗性前列腺癌(CRPC)，且葛里森分數
(Gleason score)≧8時，不得於使用化學治療前使用
abiraterone。
2.與prednisone或prednisolone併用，治療藥物
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ECOG分數須≦2)
且已使用過docetaxel 2個療程以上治療無效者。
因藥品的作用機轉CYP17抑制作用，正回饋機
制(positive feedback mechanisms)會促使礦物皮質
激素濃度升高，並可能因而導致高血壓、低血鉀和
體液滯留，對既有疾病如患有心臟衰竭、最近曾發
生心肌梗塞或患有心室心律不整的病人，治療時應
更加謹慎。每月至少監測一次病人是否出現血壓或
血鉀異常及體液滯留的現象。在合併皮質類固醇治
療的病人中，曾有因中斷類固醇使用而同時發生感
染或面臨壓力之後出現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之現象
的報告，應小心使用並追蹤病人狀況。在臨床試驗
中，接受治療的病人有4%出現第3或第4級ALT或
AST升高的現象（至少5倍ULN），且通常都是發生
於最初3個月治療期間，尤其是先前數值異常的病人
。故建議使用前應先檢測血清轉胺酶（ALT與AST）
及膽紅素，且使用後最初三個月內每兩週檢測一次
，之後亦應每月檢測一次(5,6)。
(二)、Enzalutamide (商品名: Xtandi)
Enzalutamide是口服強效雄性素受體(androgen
receptor; AR)訊息傳遞抑制劑，阻斷雄性素受體訊息
傳遞路徑，競爭性抑制雄性素與雄性素受體的結合
，抑制被活化受體入核(nuclear translocation)，並抑
制被活化雄性素受體與 DNA 結合(10)。
AFFIRM試驗可顯著延長整體存活期達4.8個
月(18.4個月vs 13.6個月; p < 0.001)，超過半數病
人可以獲得PSA下降超過50%的反應 (54 % vs 2%;

p<0.001)，此藥物病人耐受度較佳 (11)。PREVAL試
驗，平均治療追蹤22個月後發現，治療組死亡的風
險降低29% ( p<0.001)，對rPFS的風險降低81% (
p<0.001)，且在發生疼痛、第一次骨骼相關事件的
時間及生活品質上顯示有明顯的效益(12)。PROSPER
試驗結果顯示，與ADT療法相比，enzalutamide
與ADT合併治療使無轉移存活期metastasis-free
survival; MFS）顯著延長了22個月（36.6個月vs
14.7個月; p<0.0001) (13) 。
目前台灣健保給付於:
1.治療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
(mCPRC)，且在雄性素去除療法失敗後屬無症狀或
輕度症狀(ECOG分數0或1)，未曾接受化學治療者：
(1)若病人先前接受雄性素去除療法時，在小於12個
月的時間內演化成去勢抗性前列腺癌(CRPC)，且葛
里森分數(Gleason score)≧8時，不得於使用化學治
療前使用enzalutamide。
2.治療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
(ECOG分數須≦2)且已使用過docetaxel 2個療程以
上治療無效者。
最常見的不良反應為無力/疲勞、熱潮紅、頭
痛和高血壓。其他重要不良反應包括跌倒、非病
理性骨折、認知障礙和嗜中性白血球減少。接受
enzalutamide 治療的病人中有0.4%發生痙攣發作。
對照組治療的病人中有0.1%發生痙攣發作。治療的
病人中曾有極少數的可逆性後腦病變症候群的案例
報告。Enzalutamide用於有痙攣發作病史或有其他
誘因，包括(但不限於)潛在腦外傷、中風、原發性腦
腫瘤或腦轉移、或酒精中毒的病人應小心，痙攣發
作的風險可能會增加(10)。
五、結論
新一代前列腺癌的荷爾蒙治療藥物abiraterone
與enzalutamide臨床上證明都能有效延長整體存活
期，目前也納入健保規範。FDA於今年核准於非轉
移治療，期待未來台灣核准使用於未轉移的病人，
如能用於疾病的早期階段，將為非轉移性CRPC病人
族群帶來一種重要的治療選擇。

表一: 前列腺癌的藥物治療
類 別/藥 理作用

LHRH 類似物
降低男性荷爾蒙濃度

LHRH 拮抗劑
減少睪丸分泌睪固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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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商品名)

劑量

使用途徑

Leuprorelin acetate (Leuplin®)

3.75 mg QM ( 短效 )
11.25 mg Q3M ( 長效 )

皮下注射

Goserelin acetate (Zoladex®)

3.6 mg QM ( 短效 )
10.8 mg Q3M ( 長效 )

皮下注射

Degarelix
(Firmagon®)

Initial: 120 mg SC for 2 doses (ie, 2
separate injections totaling 240 mg),
皮下注射
then after 28 days, begin maintenance
dose of 80 mg SC q28 days

類 別/藥 理作用

學名(商品名)

劑量

使用途徑

®

類固醇
抗雄激素
非類固醇
抗雄激素

化療藥品

Megestrol acetate (MGA )
40 mg Tid ~ Qid，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100~500 mg QD
(MPA®)
50 mg-100 mg Bid ~ Tid, max : 300
Cyproterone acetate
mg/day
(Androcur®)
Flutamide (Fugerel®)
250 mg Tid
50 mg QD
Bicalutamide (Casodex®)
12-14 mg/m² every 3 weeks in
Mitoxantrone(Mitoxantrone®)
combination with prednisone 5 mg PO
q12h
75
mg/m² every 3 weeks with
Docetaxel (Taxotere®)
prednisone 5 mg PO q12h
25 mg/m² every 3 weeks with
Cabazitaxel (Jevtana®)
prednisone 5 mg PO q12h
1000 mg (250mg/tab) QD，合併口服
Abiraterone acetate (Zytiga®)
類固醇 (prednisolone 5mg Bid or QD)

口服
口服
口服
口服
口服
靜脈輸注
靜脈輸注
靜脈注射

CYP17 抑制劑
口服
抑制男性荷爾蒙的生成
雄性素受體抑制劑
Enzalutamide
160 mg QD.
口服
阻斷 androgen receptor
(Xtandi ®)
的訊息傳遞路徑
放射線療法
55k Bq/kg(1.49 microcurie/kg) every
Radium-223
靜脈注射
α 放射線
weeks for 6 dose
雌激素 Estrogen, 抗黴菌藥 Ketoconazole。
雌激素（女性荷爾蒙）過去一度用來治療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但由於副作用之故，
其他藥物
現在則改用 LHRH 類似物和抗雄激素。不過，若其他荷爾蒙治療不再有效，則可使
用雌激素或其他藥物，如 ketoconazole。Ketoconazole 使用劑量 400 mg every 8
hours 但 FDA 並無核准此適應症。
表二：新一代荷爾蒙治療藥品
學名

Enzalutamide

Abiraterone Acetate

商品名

Xtandi (X)

Zytiga (Z)

中文名稱

安可坦

澤珂

規格劑量

40 mg/cap

250 mg/tab

健保價 ( 元 )

670

670
1000 mg once daily + 5 mg Prednisolone twice
用法用量 160 mg once daily
daily( 飯前 2 小時服用 )
(1) 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 ZYTIGA 與 prednisone 或 prednisolone 併用，以治療
癌，且在雄性素去除療法失敗後屬無 (1) 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且在
雄性素去除療法失敗後屬無症狀或輕度症狀而尚
症狀或輕度症狀而不須使用化學治療
衛福部核准
未需要使用化學治療（chemotherapy is not yet
者。
適應症
clinically indicated）者。
(2) 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
(2) 藥物或手術去勢抗性的轉移性前列腺癌且已接受
癌且已接受過 Docetaxel 治療者。
過 Docetaxel 治療者。(2013)
(2015)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ancer (mCRPC)
(mCRPC) (2011)(COU-AA-301 試驗 )
(2012)(AFFIRM 試驗 )
(2013)(COU-AA-302 試驗 )
Metastatic high-risk castration-sensitive prostate
FDA 適應症 (2014)(PREVAL 試驗 )
Non- 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cancer(CSPC)(2018.02)(LATITUD 試驗 )
prostate cancer (non-mCRPC 2018.07)
(PROSPER 試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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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名
作用機轉

Enzalutamide

阻斷 androgen receptor 的訊息傳遞路徑 經由 CYP-17 抑制男性荷爾蒙的生成

副作用
(>10%)

無力 / 疲勞 ( ≤ 51%)、背痛 (19 - 29%)、 疲勞 (39%)、關節腫脹 (30%)、肌肉痠痛 (26%)、水
食欲降低 (19%)、便秘 (13 - 23%)、關節 腫 (25 - 27%)、 高 血 壓 (9 - 22%)、 失 眠 (14%)、 泌
痛 (21%)、腹瀉 (12 - 22%)、熱潮紅 (15 尿道感染 (12%)、高三酸甘油脂血症 (63%)、高血糖
- 20%)、上呼吸道感染 (11 - 16%), 週邊 (57%)、高血糖 (33%)、低血鉀 (17 - 28%)、低血磷
水腫 (12 -15%)、呼吸困難 (11%)、肌肉 (24%)、熱潮紅 (19 - 22%)、便秘 (23%)、腹瀉 (18 骨骼疼痛 (15 -16%)、 體重減輕 (11- 12%) 22%)、消化不良 (6 - 11%)、咳嗽 (11 - 17%), 上呼吸
、頭痛 (11 - 12%)、 高血壓 (6 - 14%)、 道感染 (5 - 13%)、呼吸困難 (12%)、鼻咽炎 (11%)
頭暈 / 眩暈 (10 - 11%)

交互作用

併用 CYP2C8 強效抑制劑 ( 如 gemﬁbrozil) 併用 CYP3A4 誘導劑 ( 如 phenytoin、 carbamazepine
會導致 Xtandi 的 AUC 增加，治療期間應 、rifampin、rifabutin、rifapentine、phenobarbital）
避免或小心使用 CYP2C8 強效抑制劑 ( 需 會使 Zytiga 的 AUC 降低，在治療期間應避免併用強
調降劑量 )。Xtandi 是 CYP3A4 強效誘導 效的 CYP3A4 誘導劑，如果必須合併應提高 Zytiga
劑，也是 CYP2C9 及 CYP2C19 中效誘導 的 投 藥 頻 率。Zytiga 是 CYP2C8 抑 制 劑， 會 導 致
劑，會導致 midazolam (CYP3A4 受質 )、 pioglitazone (CYP2C8 受 質 ) AUC 上 升。Zytiga 是
warfarin(CYP2C9 受質 ) 及 omeprazole
CYP2D6 的抑制劑，應避免將 Zytiga 與治療指數狹
(CYP2C19 受質 ) 的 AUC 降低。
窄的 CYP2D6 受質（如 thioridazine）合併投予。

懷孕分級

X
( 治療期間和停止用藥後 3 個月，必須使
用有效避孕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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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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