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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內分泌腫瘤 



什麼是神經內分泌腫瘤? 

• 一種上皮細胞腫瘤，具有明顯的神經內分泌細胞的
分化。 

• 細胞內充滿分泌顆粒，可分泌具生物活性的激素。 

• 在1907年，首先有學者描述這樣的腫瘤，取名為類
癌瘤(carcinoid)。 

• 可以出現在很多器官: 胃腸道、胰臟、甲狀腺、肺等。 

• 良性 / 惡性。 



神經內分泌瘤細胞 
會同時分泌內分泌賀爾蒙及神經傳導物質 



生物活性的激素 

• Amines 
Serotonin 

5-Hydroxytryptophan 

Norepinephrine 

Dopamine 

Histamine  

 

• Prostaglandins  

• Polypeptides 
Kallikrein 

Pancreatic polypeptide 

Bradykinin 

Motilin 

Somatostatin 

Vasoactive intestinal  

Neuropeptide K 

Substance P 

Neurokinin A 

Neurokinin B  

 

Corticotropin (ACTH)  

Gastrin  

Growth hormone  

Peptide YY  

Glucagon  

Beta-endorphin  

Neurotensin  

Chromogranin A 



類癌綜合症狀 
(carcinoid syndrome) 

器官 症狀 發生率 活性因子 

皮膚 

臉潮紅 

微血管擴張 

發紺  

糙皮病 

85 

25 

18 

7 

kinins, histamine (組織胺), kallikreins, 

other  

 

Excess tryptophan (色胺酸) metabolism 

胃腸道 腹瀉、腸絞痛 75 - 85 serotonin (血清素) 

心臟 

瓣膜相關 

   右心 

   左心 

 

40 

13 

Serotonin (血清素) 

呼吸道 支氣管緊縮 未知 



神經內分泌瘤常發生的位置 

Digestive System 58% 

• Rectum 17.2 % 

• Jejunum/Ileum 13.4% 

• Pancreas 6.4% 

• Stomach 6% 

• Colon 4% 

• Duodenum 3.8% 

• Cecum 3.2% 

• Appendix  3% 

• Liver .8 % 

7 Yao JC, et al. J Clin Oncol  2008 : 3063-76. 

35,825 cases 

In the remaining 

15% the primary 

tumour site was 

unknown 

Lung 27% 



根據胚胎學觀點將carcinoid tumor 作分類 



消化系統之神經內分泌瘤 

• 胃腸道(gastrointestinal tract) 

   Carcinoid 

• 胰臟(pancreas) 

   Islet-cell tumor 

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GEP NETs 



病理學上的分類 

分化程度 Grade Mitotic count Ki-67 index 

較好 (indolent) Low <2 per 10 HPF  <3 percent  

Intermideate 2-20 per 10 HPF  3-20 percent  

較差 (aggressive) High >20 per 10 HPF  >20 percent  

Mitotic count: 細胞核內有絲分裂計數 
Ki-67: 細胞增生程度有關的蛋白質 





發生率 

• 不常見 

• 胃腸胰神經內分泌瘤(GEP NETs) 
的年發生率: 3.65/100,000 美國人口 

• 逐年增加 

• 男女差異不大 

• 常發生在40-60歲 



Yao JC, et al. J Clin Oncol  2008 : 3063-76. 



整體存活率 

根據分化程度 

Yao JC, et al. J Clin Oncol  2008 : 3063-76.. 



整體存活率 

根據侵犯的範圍 

分化較好的 

Yao JC, et al. J Clin Oncol  2008 : 3063-76. 



整體存活率 

根據侵犯的範圍 

分化較差的 

Yao JC, et al. J Clin Oncol  2008 : 3063-76. 



整體存活率 
根據器官別 

Yao JC, et al. J Clin Oncol  2008 : 3063-76. 

闌尾 

盲腸 

直腸 

十二指腸 

胃 

肝臟 

肺臟 

胰臟 

直腸 

小腸 

胸腺 



胰神經內分泌瘤 

• Pancreatic NETs; 又稱胰島細胞瘤(Islet  cell 

tumors) 

• 可以分泌胜肽類荷爾蒙, 如: insulin, gastrin, 

glucagon,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s 

(VIPs)  

• 75%屬於無功能性的 (nonfunctioning type) 

   25%屬於功能性的 (functionin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4/Biliary_system_multilingual.svg


蘭氏小島 (islet of Langerhans)  

胰島素 insulin 

升糖激素 glucagon 

多胜類蛋白質 

體制素 somatostatin 



胰神經內分泌瘤 

• 症狀: 功能性的 (functioning type) 

(1) 胰島素瘤(insulinoma): 自發性低血糖 

(2) 胃泌素瘤(gastrinoma): 難治性消化性潰瘍、腹瀉  

(3) 升糖素瘤(gastrinoma): 遷移性表皮壞死紅斑症  

(4) 血管活性腸肽瘤(VIPoma): 腹瀉、低血鉀症 



胰神經內分泌瘤 

• 症狀: 無功能性的(nonfunctioning type) 

  (1) 通常發生在疾病晚期，和腫瘤壓迫或者是遠端轉移
有關。 

  (2) 常見的症狀: 

       腹痛(35-78%) 

       體重減輕(20-35%) 

       噁心厭食(45%) 

       阻塞性黃疸(4-20%) 

       自摸腫塊(7-40%)   



胰神經內分泌瘤 

• 診斷(1)： 
腹部電腦斷層 
腹部核磁共振 

具血管分布豐富的特點 



胰神經內分泌瘤 

• 診斷(2)： 
內視鏡超音波  

    



胰神經內分泌瘤 

• 診斷(3)： 
生長抑素受體閃
爍成像 
somatostatin-
receptor 
scintigraphy  



胰神經內分泌瘤 
• 診斷(4): 

   動脈刺激肝靜脈血液採樣術 

   (arterial stimulation 
venous sampling) 



胰神經內分泌瘤 

• 實驗室檢查： 
嗜鉻粒蛋白 A (chromogranin A，CgA) 

1. 標準值: 94 ng/mL; 超過兩倍以上有可能是
NETs。 

2. 90% NETs 有CgA過度表現，與原發部位無關
。 

3. 濃度高低和腫瘤大小有關。 

4. 和存活率有關。 

5. 可當作追蹤或復發的依據。 



胃腸胰神經內分泌瘤如何治療 

<基本原則> 

• 手術切除是唯一治癒的方式 

• 若無法手術切除或已轉移才考慮內科藥物
治療 

     生物製劑 

     標靶藥物 



胃腸胰神經內分泌瘤治療 

<生物製劑> 

症狀緩解性治療，非以治癒為目標。  

治療目的：  

• 減少功能性腫瘤分泌賀爾蒙引起之不適症狀  

• 減緩腫瘤引起之不適症狀(疼痛、腹脹)  

• 延緩腫瘤惡化速度及延長存活期。  

 



生物製劑- Octreotide (1)  

• Octreotide為一種由8個胺基酸所組成的環狀胜肽，

其藥理作用類似人類內生性荷爾蒙-somatostatin。  

• 能有效抑制生長激素及胃、腸、胰內分泌系統中胜太

的分泌（甚至包括胰島素及升糖激素）。  

• 因此對於肢端肥大症及胃、腸、胰內分泌腫瘤所造成

的功能性症狀能有效的緩解。 



生物製劑- Octreotide (2)  

• 內生性somatostatin的半衰期僅1-3分鐘。  

• 皮下注射短效octreotide的半衰期可達到2小時

，建議劑量為每天施打3次。  

• 長效型octreotide注射劑則可以達到長期釋放的

效果。在肌肉注射給與長效緩釋注射劑

octreotide後，血中藥物濃度在短時間內快速上

升後下降，直到7至14天後才慢慢回升，經過二

到三次的注射後可達到穩定狀態。  



生物製劑- Octreotide (3) 
• 早期報告每天三次使用短效octreotide用於治療出現內分泌症

狀的病患，腫瘤縮小率只有0-2%，但病人內分泌賀爾蒙引起症

狀改善高達88%。  

• 長效型octreotide效果和短效型一樣，且每月只要一劑即可。  

• 未曾使用過皮下注射octreotide的病患，建議應先使用短效

octreotide皮下注射治療至少兩週後，評估患者對藥物的反應

及其對腸胃道副作用的耐受性再開始投予長效octreotide治療

。  

• 常見副作用:輕微噁心、腹部不適、脹氣、軟便及脂肪吸收不良

。治療一周後症狀會改善。 

Kvols LK, NEJM, 1986; Rubin J, JCO, 1999  



長效型Octreotide之健保給付規定  

• 患有功能性胃腸胰內分泌腫瘤，且症狀已受到短
效型octreotide皮下注射治療並得到良好控制的
患者。需事前專案申請報准後方可使用。  

• 每次注射劑量以30 mg為原則且每劑需間隔四週
；若因病情需要超過使用量，應於病歷詳細紀錄
以備查核。  

• 必須避光存放於2-8 °C的冰箱，施打當日可置於
室溫；在配製成懸浮劑後必須立即使用，並且只
能以肌肉注射的方式投予，嚴禁靜脈或皮下注射
。 



Sandostatin LAR  

可有效改善因內分泌賀爾蒙所引起的不適症狀(只適用於有內分

泌賀爾蒙活性的病患)。 

無直接治療腫瘤的效果? 

副作用極輕微。 



轉移性胰神經內分泌瘤的標靶藥物治療 

第三期隨機臨床試驗 







舒癌特 Sutent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 

• 進展性，無法切除或轉移性分化良好之胰神經內
分泌腫瘤的成人病患，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01/5/1） 

    (1)符合WHO 2010分類方式之G1or G2胰神經
內分泌瘤。 

   (2)於一年內影像檢查證實有明顯惡化者。 

   (3)不可合併使用somatostain analogue、 化學
治療或相關標靶藥物。 

   (4)經事前專案審查核准後使用，且需每3個月評估
一次。 



癌伏妥 Everolimus 
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 

1.進展性，無法切除或轉移性分化良好或中度分化(well-

differentiated or moderately-differentiated)之胰

臟神經內分泌腫瘤成人病患。 

2.需經事前審查核准後使用，每次申請 之療程以3個月

為限，送審時需檢送影 像資料，每3個月評估一次。  

 

  <胰神經內分泌腫瘤尚未給付( 已在申請給付中)> 



結論 

• 不論病程，先考慮手術切除或減少體積，再進行藥
物治療。 

• 無法進行手術治療者，依WHO 2010腫瘤分類進行
藥物治療: 

  (1) G1之中腸NETs: octreotide LAR 30 mg/M 

  (2) G2之中腸NETs: octreotide LAR + everolimus 

  (3) G1與G2之胰臟NETs: octreotide LAR 30 mg/M 
sunitinib 或 everolimus; octreotide用於症狀控制 

  (4) G3之NETs: 仍需探討，有學者建議比照非小細胞
肺癌的治療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