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乳突病毒 (HPV) 在口咽癌所扮演的角色
及其重要性－來自於南台灣的經驗
高雄長庚耳鼻喉科

摘要
目前已知造成頭頸部上皮癌形成的原
因，研究已經證實，以檳榔、菸草、酒精的
相關性最大。根據目前國外最新的研究顯
示 ， 感 染 人 類 乳 突 病 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與口咽癌的形成也有相關性，尤
其是人類乳突病毒 16 型，在歐美國家口咽
癌腫瘤細胞核中 HPV 的盛行率有許多均超
過 50%，但本土的口咽癌之成因有許多是
煙、酒、檳榔所造成的，相信其腫瘤細胞核
中 HPV 的盛行率與歐美國家應有所不同。
本研究目的乃在探討口咽癌腫瘤細胞核中
HPV 南臺灣的盛行率與其治療預後所扮演
的角色。

前言
頭頸部上皮癌形成的原因，不外乎與檳
榔、菸草、酒精的使用有關。而本篇文章的
主題主要探討另一個重要的頭頸部致癌因子
－人類乳突病毒。根據目前國外最新的研究
顯示，感染人類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與口咽癌的形成也有相關性，尤
其是人類乳突病毒 16 型 [1]。研究報告顯示
口咽癌也可能發生在不抽煙、不喝酒、不吃
檳榔的病人。人類乳突病毒是一種男性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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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都可能感染的常見病毒。它是一種 DNA
(去氧核醣核酸) 病毒，大小約為 50 uM，專
門感染於人類的表皮和黏膜組織，它的種類
超過 100 種。大部分的人類乳突病毒不會引
發任何病徵或症狀，不需治療就可自行消
失，但約有 35 種的人類乳突病毒被稱為生
殖器類型病毒 (genital HPV)，它們會感染生
殖器部位。這類人類乳突病毒其中又以
HPV16 及 HPV18 型最為著名，因為它們會
導致子宮頸內襯層的細胞產生變化，進而轉
變為癌細胞，導致子宮頸癌。
目前醫界發現，口交時口腔或口咽部若
是遭到人類乳突病毒的感染，可能會增加罹
患鱗狀上皮癌的機會[2]。歐美近年來罹患口
咽癌的病人年齡逐漸下降，許多是四十歲婦
女，其中六成患者的扁桃腺組織上，被驗出
感染人類乳突病毒，而病毒型別多數正是與
子宮頸癌有關的 HPV16 及 HPV18 型病毒。
和人類乳突病毒有關的口咽癌，美國每年至
少有五千多例。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統計了
三十多年的資料，將四萬六千多個癌症病例
分類為人類乳突病毒導致的癌症、與非人類
乳突病毒導致的癌症兩種；統計結果發現，
從 1973 年到 2001 年，白種男性罹患人類乳
突病毒導致口咽癌的發生率穩定成長，變得
與香菸和酒精所導致的口咽癌一樣常見[3]。
有關人類乳突病毒導致癌症的機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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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人類乳突病毒在人類
的表皮和黏膜組織內，會產生兩種致癌蛋白
質－分別是 E6 和 E7。這兩種致癌蛋白質會
進一步促使另外兩種腫瘤抑制蛋白 p53 及
pRb 的去活化，進一步導致細胞週期的自我
調節能力喪失，進而引起表皮或黏膜細胞的
不穩定變性，最終導致癌症的發生[4]。根據
美國的報告，全美五成以上的女性一生至少
會感染到一次人類乳突病毒，只是大部分會
恢復正常。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估
計，2001 年全球約有 6.3 億人 (9%–13%) 感
染人類乳突病毒。台灣目前在人類乳突病毒
的流行病學及其與口咽癌之間關聯性的相關
研究，還不是很普遍，尤其是南台灣方面的
研究資料更是有限。所以，本文將分析討論
高雄長庚醫院多年來累積的病例研究，探討
人類乳突病毒與口咽癌的關聯性、腫瘤抑制
蛋白 p16、p53 及表皮生長因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與口咽癌的相
關性。

材料與方法
從 1992 年 1 月至 2008 年 3 月，高雄長
庚十六年來總共有 274 個罹患口咽癌的病人
納入研究分析。這些病人均有接受治療，有
些接受手術治療，有些手術治療再加上放射
線治療，有些則是手術治療加上放射線治療
與化學治療，還有一些是單純接受放射線治
療或化學治療。而若我們將這些病人依其接
受治療的時間，則可分成兩個不同的群組，
群組 A 所代表的是從 1992 年 1 月到 2005 年
12 月的病患，其數量為 220 位病人，平均年
齡為 51.2 歲 (20 歲到 89 歲)；群組 B 則代表

從 2006 年 1 月到 2008 年 3 月的病患，其總
數為 54 位病人，平均年齡為 51.3 歲 (31 歲
到 84 歲)。
有關人類乳突病亞型毒 (HPV) 的偵測方
面，我們使用 paraffin-embedded tumor block
來萃取 genomic DNA，並使用適當的引子
(primer)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PCR) 來偵測人
類乳突病毒的有無。為進一步確認 PCR 產
物的正確性與避免假陰性的結果，我們亦用
嵌套式聚合鏈反應(nested PCR)來提高結果
的 正 確 性 。 其 後 再 利 用 原 位 雜 交 (In situ
hybridization)的方法不僅確認人類乳突病毒
位在腫瘤細胞的位置外，此外同時也可測出
不同型態的 HPV 如常見的 HPV6、HPV11、
HPV16 和 HPV18 等亞型；另外我們會使用
Linear Array HPV Genotyping Test (Roche) 的
方法，來做進一步偵測非 HPV6、HPV11、
HPV16 和 HPV18 亞型的其他人類乳突病
毒。有關腫瘤抑制蛋白 p16、p53 和表皮生
長 因 子 EGFR 的 偵 測 ， 我 們 是 使 用 在
paraffin block 的腫瘤細胞上，做免疫組織學
(Immunohistochemistry) 方面的染色。

結果
分析所有病患其人類乳突病毒 DNA 陽
性的盛行比率，若依腫瘤發生部位比較，其
盛行率由低至高分別為扁桃腺癌 12.6%、軟
腭癌 15.8%、舌根癌 18.3%。若根據時間分
類 ， 2006 年 以 前 的 群 組 A ， 其 盛 行 率 為
15%，而 2006 年以後的群組 B，其盛行率
為 22.2%，代表人類乳突病毒相關之口咽
癌，近年來有逐步上升的趨勢。針對人類乳
突病毒陽性的病例進行統計，分析人類乳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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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亞型所佔的比例結果如下：HPV16 型
所佔比例為 77.8%、HPV18 型所佔比例為
8.9% 、 HPV16/HPV18 型 所 佔 的 比 例 為
6.7% 、 HPV31 型 所 佔 的 比 例 為 2.2% 、
HPV16/HPV31 型 所 佔 的 比 例 為 2.2% 、
HPV16/HPV11 型所佔的比例為 2.2%。其中
以 HPV16 型所佔的比例為最高，代表著
HPV16 型是南台灣造成人類乳突病毒所引
起的口咽癌中最常見的亞型。
研究中又另外發現腫瘤細胞中呈現人類
乳突病毒陽性的病患，以下列三種族群居
多：(1) 女性族群，(2) 不嚼檳榔的族群，(3)
不抽煙的族群。若將其分為人類乳突病毒陽
性和人類乳突病毒陰性兩個群組來比較，我
們發現人類乳突病毒陽性的群組，其五年的
整體存活率明顯高過人類乳突病毒陰性的群
組 ， 其 差 距 也 達 到 統 計 學 上 的 意 義 (p =
0.0084)。
分析群組 A 的 220 位罹患口咽癌病人，
根據腫瘤抑制蛋白 p16 染色程度區別為 p16
陰性及 p16 陽性兩類，p16 陽性病人五年的
整體存活率明顯高過 p16 陰性病人，其差距
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35)。這些統計
結果顯示，腫瘤抑制蛋白 p16 呈現陽性以及
人類乳突病毒呈現陽性的口咽癌病患，其預
後相對較好。另外針對表皮生長因子 EGFR
之 染 色 程 度 ， 將 病 患 分 成 高 EGFR 及 低
EGFR 兩群組進行比較，我們發現 EGFR 高
表現組其五年的整體存活率明顯低於 EGFR
低表現組，其差距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13)。若將病人分為腫瘤抑制蛋白 p53 高
表現群組和腫瘤抑制蛋白 p53 低表現群組，
此兩群組比較發現，p53 高表現組其五年的
整體存活率明顯低於 p53 低表現組，其差距

也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11)。這些結
果似乎代表表皮生長因子 EGFR 高表現以及
腫瘤抑制蛋白 p53 高表現的口咽癌病患，其
預後相對較差。
另外還是從群組 A 的 220 位罹患口咽癌
的病人由多重分析來看五年整體存活率。若
將其分為人類乳突病毒陰性和人類乳突病毒
陽性兩個群組來比較，我們發現人類乳突病
毒陰性的群組，其五年整體存活率較差，危
險值是人類乳突病毒陽性群組的 2.037 倍，
其差距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19)。若
將其依腫瘤分期分為 T3、T4 群組和 T1、T2
群組來比較，我們發現 T3、T4 群組其五年
整體存活率較差，危險值是 T1、T2 群的
2.851 倍，其差距也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01)。其代表著人類乳突病毒呈現陰性
以及腫瘤分期屬於 T3、T4 晚期的口咽癌病
患，其五年整體存活率相對較低。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我們發現腫瘤
抑制蛋白 p16 有陽性的表現和人類乳突病毒
有陽性表現的腫瘤，是有正相關的關聯性，
並且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01)。其代
表著腫瘤抑制蛋白 p16 是足以當作偵測人類
乳突病毒的指標。另外研究發現，腫瘤抑制
蛋白 p16 及人類乳突病毒的表現，與表皮生
長因子 EGFR 的表現，是呈現負相關的關聯
性，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01)。同時
腫瘤抑制蛋白 p16 及人類乳突病毒的表現，
與腫瘤抑制蛋白 p53 的表現，也是呈現負相
關的關聯性，也達到統計學上的意義 (p <
0.001)。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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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結果，我們繼續再加以討
論。首先，在頭頸部惡性腫瘤中，發現有人
類乳突病毒感染的個案，近年來有逐步上升
的趨勢。根據 D’Souza 等學者在 N Engl J
Med 2007 所發表的論文指出，口咽內若被
人類乳突病毒感染，其之後導致口咽癌的比
率是一般人的 15 倍[5]。又根據 Ringstrom 等
學者在 Clin Cancer Res 2002 所發表的論文
指出，人類乳突病毒所導致的口咽癌個案，
多半為較少吸煙者[6]。至於人類乳突病毒所
導致的口咽癌是否有性別方面的傾向，則有
待繼續研究。
有關人類乳突病毒陽性口咽癌的臨床特
色如下：
1. 根據我們在 2008 年所發表的論文[7]，以

2.

3.

4.

5.

及 Fakhry 等學者在 J Clin Oncol 2006 所
發表的論文 [8] 指出，人類乳突病毒所導
致的口咽癌，相對其他原因導致的口咽
癌，會有比較好的預後。
根據 Kumar 等學者在 J Clin Oncol 2008
所發表的論文指出，人類乳突病毒所導
致的口咽癌，對化學治療較為敏感[9]。
根據 Westra 等學者所發表的論文指出，
人類乳突病毒所導致的口咽癌，相對其
他原因導致的口咽癌，其癌化的範圍較
為侷限[10]。
根據 Herrero 等學者在 J Natl Cancer Inst
2003 所發表的論文指出，人類乳突病毒
所導致的口咽癌，其在口腔及口咽的黏
膜上，有比較少的角質化上皮[11]。
根據 Licitra 等學者在 J Clin Oncol 2006
所發表的論文指出，人類乳突病毒所導
致的口咽癌，其有較少的機會同時併發
其他的癌症[12]。

關於人類乳突病毒，我們必須知道，它
原是屬於性生殖器的傳染病毒，和子宮頸癌
有著密切的關係。但近年來，性觀念越來越
開放，男女口交的比例提高，人類乳突病毒
便可能經由口交的媒介，進一步導致口咽的
感染。根據 Sok 等學者 [2] 所發表的論文指
出，導致女性子宮頸癌的人類乳突病毒
(HPV)，也是導致男性口腔癌的一大元兇。
研究人員指出，HPV 如今與香菸以及酒精
並列造成許多上咽喉癌症的元兇之一，其原
因可能在於口交率提高所至。因此，今後如
果要說導致口咽癌化的致癌因子，除了檳
榔、菸草、酒精之外，還需要加上人類乳突
病毒 (HPV) 的感染。
關於人類乳突病毒 (HPV) 標計與口咽癌
相關的研究還有很多，有：
1. 根據 Wong 等學者所發表的論文指出，
一般菸草、酒精引發的口咽癌，其腫瘤
抑制蛋白 p16 是很少會呈現陽性的[13]。
2. 而根據 Reimers 等學者 2007 年所發表的
論文指出，人類乳突病毒所導致的口咽
癌，其腫瘤抑制蛋白 p16 常常會呈現陽
性，其印證了腫瘤抑制蛋白 p16 的表現
和人類乳突病毒的感染，是有高度的正
相關的[14]。
3. 根據 Nogueira 等學者所發表的論文[15]、
Khademi 等學者所發表的論文 [16] ，還有
Mineta 等學者在 1998 年所發表的論文[17]
指出，在一般的頭頸部鱗狀上皮癌中，
常常會見到腫瘤抑制蛋白 p53 的突變，
導致過度的表現，並且也伴隨著較差的
預後。
4. 而根據 Licitra 等學者發表的論文指出，
人類乳突病毒的致癌蛋白質 E6 會使得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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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抑制蛋白 p53 去活化，進一步降低
p53 突變的機率，最終造成在人類乳突
病毒所導致的口咽癌中，腫瘤抑制蛋白
p53 有比較低的表現[12]。
5. 而根據 Ciardiello 等學者發表的論文指
出，過度表現的表皮生長因子 EGFR，
往往與惡性度較高的惡性腫瘤、較頑強
的治療抵抗性、以及較差的預後有關
[18]
。此外根據 Kumar 等學者在發表的論
文 [9] 指 出 ， 過 度 表 現 的 表 皮 生 長 因 子
EGFR，與長期吸煙有著正相關的關係。
6. 有一篇很重要的論文，是根據 Reimers
等學者[14]在 2007 年所發表的，其說明口
咽癌若呈現陽性的腫瘤抑制蛋白 p16、
同時呈現陰性的表皮生長因子 EGFR，
比較於口咽癌呈現陰性的腫瘤抑制蛋白
p16 、 加 上 呈 現 陽 性 的 表 皮 生 長 因 子
EGFR，它的五年疾病存活率是比較優異
的；這也代表著，口咽癌若呈現陽性的
腫瘤抑制蛋白 p16、同時呈現陰性的表
皮生長因子 EGFR，我們應該盡量採取
比較保守的器官保存之治療方針。

結論
根據以上所有的討論，我們可以給予下
列五點結論：(1) 在南台灣，雖然人類乳突
病毒所導致的口咽癌其盛行率還不是很高，
但近兩年來有逐步上升的趨勢。(2) 在南台
灣，人類乳突病毒所導致的口咽癌，其病毒
亞型以 HPV16 型所佔的比例為最高，代表
著 HPV16 型是南台灣最主要也最需預防的
亞型。(3) 女性族群、不嚼檳榔的族群、及
不抽煙的族群，發現其腫瘤細胞中呈現人類

乳 突 病 毒 陽 性 的 機 率 較 高 。 (4) 口咽 癌 腫
瘤，若其表皮生長因子 EGFR 有較高的表
現、或其腫瘤抑制蛋白 p53 有較高的表現、
或是腫瘤抑制蛋白 p16 呈現較低的表現，其
預後相對較差。(5) 除了腫瘤的臨床分期之
外，人類乳突病毒的陽性與否，也可以當作
口咽癌預後判斷的有效指標。
以上就是高雄長庚醫院－來自於南台灣
的經驗－關於人類乳突病毒 (HPV) 與口咽癌
的關聯性，以及腫瘤抑制蛋白 p16、p53 和
表皮生長因子 EGFR 與口咽癌相關性的各項
研究結果，與大家分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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