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療新趨勢：標靶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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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CML))是一種骨髓增生
性的血液疾病(腫瘤)，其發生率約每年每十萬人中有一至二人，且佔成人白血病
的 15 至 20%。7 白血病的傳統化學治療如 Bulsulfan、 Hydroxyurea 或 interferon
alpha 雖可以控制白血球的數目，但卻無法改善病人的存活率。在標靶治療藥物
被研究出來後，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療有了新的趨勢，且在標靶治療的進步及
新治療藥物的出現，其逐漸取代了傳統化療藥物為白血病的第一線治療。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致病機轉、病程、症狀及診斷：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形成是由於兩對染色體發生轉位導致基因突變的結
果。人體的第 9 對染色體與第 22 對染色體發生轉位，使第 9 對染色體上的 ABL1
基因被接到第 22 對染色體的 BCR 基因上，形成一異常之 BCR-ABL1 融合基因(費
城染色體)。此基因會造成 BCR-ABL1 融合蛋白的產生，而這些異常的 tyrosine
kinase 蛋白因失去正常的調控機轉而過度表現，造成白血球的異常增生，形成白
血病。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病程分為 3 個階段：慢性期、加速期及急性期。於慢性
期，血液及骨髓中可發現成熟血球，不成熟的芽細胞只佔少數。在加速期，白血
球的數量已無法受到控制，且不成熟的芽細胞數量也增加了。當病程進展到急性
期時，腫瘤細胞的轉移，器官衰竭及死亡皆會發生。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初期通常是無症狀或是症狀輕微的，所以當病患被診斷
出 CML 時，通常已經是疾病的後起了。因此 CML 的初步診斷主要還是要靠血
液的檢查。CML 常見的症狀有疲倦、體重減輕、腹痛、不正常出血、痛風、脾
臟腫大、貧血以及白血球及血小板的數值異常。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診斷，除了
最初的臨床症狀(如：血液檢查、骨髓穿刺及切片檢驗)可作為初步懷疑的依據
外，基因及染色體檢查如 FISH 或 PCR 則是用於確認 BCR-ABL1 融合基因或蛋
白的存在，以做為疾病進一步的確診。
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標靶治療：
標靶治療對於癌症的治療是一革命性的發現，傳統的化學治療已不再是治療
癌症的唯一選擇；接下來會對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標靶治療做進一步的介紹。
導致 CML 的成因是 tyrosine kinase 的過度表現，因此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被開發出來做為 CML 標靶治療的用藥。此類藥物選擇性地抑制
由費城染色體所製造出的不正常的 tyrosine kinase，進而抑制癌細胞的生成。TKIs
的副作用大部分都較輕微，且接受治療的病患也有良好的耐受性。這些藥物一般

常見的副作用有腸胃不適、疲倦、頭痛、皮膚紅疹、下肢水腫以及骨髓抑制(白
血球及血小板降低)。心血管方面的副作用有高血壓、缺血、QT prolongation 以
及心衰竭。肝毒性則較不常見。TKIs 主要被 CYP3A4 代謝，而它們同時也會抑
制 CYP2C9, CYP2D6 及 CYP3A4 的代謝途徑，所以在使用這類藥物時，須同時
考慮到是否有藥物交互作用的存在。會與 TKIs 形成交互作用的藥物有 warfarin,
St. John’s wort, rifampin, carbamazepine, phenobarbital, phenytoin, diltiazem,
verapamil, itraconazole, ketoconazole, clarithromycin 及 erythromycin。而葡萄柚汁
則會抑制 CYP3A4 的代謝途徑促使 TKIs 的血中濃度上升。用於慢性骨髓性白血
病的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有 imatinib, dasatinib 以及 nilotinib。
Imatinib (Glivec)是第一個經過 FDA 核准的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也是現在
用於治療 CML 的第一線用藥。經由抑制 BCR-ABL protein tyrosine kinase 的活
化，imatinib 抑制了癌細胞的分化及腫瘤的形成，但卻不會導致細胞的凋亡，因
此正常細胞是不受影響的。Imatinib 不僅可以抑制不正常的 tyrosine kinase，也可
以抑制 c-kit and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PDGFR).
Imatinib 的起始劑量在 CML 的慢性期為 400mg/day in chronic phase，再加速
器及急性期則是 600mg/day。這個藥物常見的副作用有噁心嘔吐、腹瀉、肌肉痠
痛以及周邊水腫。噁心嘔吐的副作用，若與餐點服用會得到緩解；腹瀉症狀嚴重
時可用 loperamide 治療；而肌肉痠痛則是長期的，水腫是使用此藥最常見的副作
用。使用 imatinib 有可能會發生心衰竭但不常見；雖然如此，有心血管病史的病
患還是需要小心使用。病患須定期接受抽血檢查，因為骨髓抑制所造成的貧血、
白血球及血小板低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接受 imatinib 治療的病患大都有良好的反應，但有一些病人卻對其產生了抗
藥性。對 imatinib 產生的抗藥性可分為原發性的與繼發性的。原發的抗藥性是對
治療無法產生反應，原因有可能是因 TKI 無法達到理想的血中濃度而導致
BCR-ABL1 tyrosine kinase 抑制的減少。繼發的抗藥性是對原本反應良好的治療

逐漸失去療效。造成繼發性抗藥性的成因有：因 BCR-ABL 過度表現而導致其再
活化、藥物被細胞排出或 BCR-ABL 基因的突變。造成抗藥性最常見的原因就是
BCR-ABL 基因的突變，使 BCR-ABL1 tyrosine kinase 上的 imatinib 接合處變形，
讓藥物無法發揮其作用。大部分的抗藥性皆被新一代的 TKIs 所克服，但其中的
T3151 點突變對新一代的 TKIs 仍然是有抗藥性的。另外一個造成抗藥性的原因
則是 Scr kinases，其造成的抗藥性是與 BCR-ABL1 tyrosine kinase 無關的。
當 imatinib 發生抗藥性時，CML 的治療就須採取其他方法：如增加 imatinib
的劑量、改用第二代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或是改用具細胞毒性的藥物(例如：
decitabine 及 omacetaxine)。現在的第二代 TKIs 有 dasatinib and nilotinib。
Dasatinib 屬於第二代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其效力是 imatinib 的 325 倍。
它不只可以抑制 BCR-ABL tyrosine kinase 也可抑制其他蛋白如 c-Kit, PDGFR,
ephrin A 以及 Scr family kinases。Dasatinib 優於 imatinib 的另外一點是它除了可
以抑制活化的 tyrosine kinase 外，還可以抑制非活化的 tyrosine kinase。
Dasatinib 的建議治療劑量為 70mg 一天兩次或是 100mg 一天一次。它產生
副作用機率較低且與 imatinib 相似，只是神經病變、記憶力受損、pleural
effusions、QT prolongation 及腸胃道出血等副作用在使用 dasatinib 的病人較為常
見。使用此藥的病人須定期作血液的檢測以及心電圖的檢查。Dasatinib 被用於對
imatinib 有抗藥性的病人，尤其是因 Scr kinases 所產生的抗藥性。

Nilotinib 則是另一個第二代的 tyrosine kinases inhibitor，其效力是 imatinib
的 20 倍。它抑制了 BCR-ABL protein tyrosine kinase, c-kit 及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PDGFR)。它的建議劑量是 400mg 一天兩次，常見的副作用有白
血球及血小板低下症、serum lipase 的上升、低血磷及高血糖。Nilotinib 是用於
imatinib 抗藥性的另一選擇，但對 T3151 突變所造成的抗藥性也是無效的。

當 T3151 突變所引起的 TKI 抗藥性產生時，具細胞毒性的藥物的使用就成
了治療 CML 的另一選擇，這類藥物有 decitabine 及 omacetaxine。
結語: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在用於 CML 的標靶治療上，幫助且提升了許多病
患的存活率。因它們的副作用較傳統化療藥物輕微，也提升了病患用藥的順從性
以及生活品質。但是 TKIs 的治療還是有其限制(如抗藥性的產生)，所以在標靶
治療藥物的研發還是需要更多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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