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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有許多新藥物可用於治療復發 / 難治
多發性骨髓瘤 (relapsed /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rrMM)，根據整合分析文獻的報告可
知幾種受到矚目的藥物，包括在不同藥物併用
方式下都展現出優異療效的 daratumumab 與 
carfilzomib，以及表現雖不如前兩者亮眼，效果
也還算不錯的 ixazomib 和 elotuzumab 1，而本
文即將介紹的藥物就是 carfilzomib。

在 MM 細胞蛋白酶體中，β 次單元是許多蛋
白酶體抑制劑 (proteasome inhibitor，PI) 作用
的目標，而目前所知 β5 是其中最關鍵的位置，
如果藥物能精準作用於此將能發揮最大功效，而 
carfilzomib 的作用機轉就是抑制 β5 次單元且
此效應為不可逆。若對目前較易取得的 3 種 PI：
bortezomib、ixazomib 和 carfilzomib 進 行 比
較，會發現 carfilzomib 是唯一一種作用不可逆
的藥物，可預期效果應該最強，但給藥途徑只有
靜脈注射一種，使用上不如可經皮下注射給藥的 
bortezomib 及口服的 ixazomib 方便；在副作
用方面，carfilzomib 造成的周邊神經病變嚴重
度遠低於早期推出的 bortezomib，但卻有其獨
特的心臟毒性問題 2，須謹慎面對。

第 一 個 要 介 紹 的 試 驗 是 ENDEAVOR，
試 驗 設 計 如 圖 一，對 象 為 尚 未 完 全 產 生 
bortezomib 抗藥性的 rrMM 病患，受試者分
別 接 受 bortezomib + dexamethasone (Vd) 
或 carfizomib + dexamethasone (Kd56) 
治 療，直 到 疾 病 惡 化 為 止 3。試 驗 結 果 顯 示 接
受 Kd 治療的病患不僅在極佳部分緩解 (very 
good partial response，VGPR) 或 完 全 緩 解 
(complete remission，CR) 比 率 上 皆 顯 著 高
於 Vd 組，產生治療反應時間也非常快 ( 中位
數 1.1 個 月 )；Kd 組 受 試 者 的 無 惡 化 存 活 期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 表現亦顯著
優於 Vd 組 ( 圖二 ) 3。值得一提的是在次族群
分析發現細胞遺傳學高風險病患亦較傾向適
合 carfilzomib 治 療 (hazard ratio [HR] 0.6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45-0.92)，有鑑
於目前還沒有特別適合此族群的藥物出現，這項
結論可說提供了相當實用的治療選擇指引 3。

壹、試驗證實各種 
Carfilzomib 給藥方式皆能
有效改善病患 PFS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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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NDEAVOR 試驗設計

圖二 .ENDEAVOR 試驗 PFS 結果

Kd56 (n = 464)

Vd (n = 465)

Carfilzomib 
Dexa 40mg/wk

Bortezomib iv or sc (79%)
Dexa 40mg/wk

Until progression*

◆ Kd regimen (28-day cycle): 
◆ -Kyprolis 20 mg/m2 on days 1 and 2 of Cycle 1, then 56 mg/m² given thereafter (30 min IV 
    infusion) on days 1, 2, 8, 9, 15, 16, 
◆ -dexamethasone (20 mg oral or IV infusion) on days 1, 2, 8, 9, 15, 16, 22, 23; 

◆ Vd regimen (21-day cycle): 
◆ -Bortezomib (1.3 mg/m²; 3‒5s IV bolus or sc injection) on days 1, 4, 8, 11 
◆ -dexamethasone (20 mg oral or IV infusion) on days 1, 2, 4, 5, 8, 9, 11, 12. 

929 patients 
with relapsed 
multiple 
myeloma

Primary endpoint
◆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Secondary endpoints
◆ OS, ORR, DOR, safety 
◆ Number of prior therapies
1‒3

Prior regimens
◆ Bortezomib: 54%
◆ Kyprolis: < 1% 

R 
1:1

PFS*

11Dimopoulos MA, et al. Lancet Oncol 2016;17:27–38.

Kd56

VdHR= 0.53
P<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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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良反應方面，Kd 組發生第二級以上
周邊神經病變的比例確實遠低於 Vd 組 (6% vs 
32%, P < 0.0001)，不過問題在於 Kd 組高血壓
的發生率高出 Vd 組許多 (13.8% vs 4.4%)，且心
衰竭的發生率也有較高的趨勢 (2.4% vs 0.9%) 4，
本文後續將再進一步討論臨床上應如何面對此
情況。

接下來要介紹 3 藥併用的試驗 ASPIRE。
ASPIRE 的目的是比較 carfilzomib + lenalidomide 
+ dexamethasone (KRd) 與 lenalidomide + 
dexamethasone (Rd) 的療效，對象為無法單用 
lenalidomide 治療的 rrMM 病患，試驗設計如圖
三 6；本次採用的 carfilzomib 給藥方式與前兩
個試驗又不太一樣，為每週期第 1、2、8、9、15、16 
天給予 27mg/m2，給藥到疾病惡化為止 6。試驗
結果發現 KRd 組受試者達到 CR ( 甚至嚴格 CR 
[stringent complete remission，sCR])、VGPR 

比率都顯著高於 Rd 組，出現治療反應時間也相
當快，中位數為 1 個月，兩組的 PFS 亦出現顯著
差異 ( 圖四 )；針對細胞遺傳學高風險次族群進
行 PFS 分析比較的結果雖然未達統計顯著意義 
(HR 0.7, 95% CI 0.43-1.16)，但就圖形與數字上
來看感覺還是有差距的 (KRd 與 Rd 組 PFS 分
別為 23.1 個月和 13.9 個月 ) 6，可能是因人
數過少導致無法顯現出統計學顯著差異。

在安全性方面 KRd 組的高血壓與心衰竭發
生率仍略高於 Rd 組，而周邊神經病變發生率則
不相上下，代表加上 carfilzomib 並不會增加周
邊神經病變發生的機會，另一方面，KRd 治療組
由於疾病控制佳，病患的生活品質也呈現出較佳
的趨勢 6。

圖三 .ASPIRE 試驗設計

KRd (n = 396)

Rd (n = 396)

Carfilzomib(for up to 18 cycles)

Lenalidomide
Dexa 40mg/wk

Lenalidomide
Dexa 40mg/wk

Until progression*

Regimens (per 28-day cycle):  
lenalidomide: 25 mg on Days 1－21;  
dexamethasone: 40 mg on Days 1, 8, 15, 22;  
carfilzomib Cycles 1－12:27 mg/m2 IV on Days 1, 2, 8, 9, 15, 16 (20 mg/m2 IV on Days 1 and 2 of Cycle 1 only);  
carfilzomib Cycles 13－18: 27 mg/m2 IV on Days 1, 2,15, 16;   

Rd was continued after Cycle 19

792 patients 
with relapsed 
multiple 
myeloma

Primary endpoint
◆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Secondary endpoints
◆ OS, ORR, DOR,  HRQoL, 
safety 
Number of prior therapies
◆1‒3

Prior regimens
◆Bortezomib: 66%
◆Lenalidomide: 20%

R 
1:1



292

1. 如果 carfilzomib 的作用是不可逆的，該如何
解釋其藥物毒性卻比 bortezomib 低？又其藥物
毒性是否會累積？

A：雖然目前普遍的說法都認為 PI 的作用機轉是

參、Q & A

圖四 .ASPIRE 試驗 PFS 結果

圖五 .LVEF 下降超過 20% 的累積發生率

貳、治療早期頻繁檢查有機會
控制 Carfilzomib 的心血管
不良反應

PFS and OS

PFS* OS*

Stewart et al, N Engl J Med 2015;372:142-52

HR= 0.69
P= 0.0001

KRd

Rd HR= 0.79
P= 0.04

KRd

Rd

25

KRd

Rd

針對 carfilzomib 的心血管不良反應，整合
分析前述 2 項臨床試驗資料顯示治療組病患發
生較嚴重心衰竭的比率約為 2.7%，相較於控制
組之發生勝算比 (odds ratio) 為 3.227，確實是
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另一項納入 60 位病患的試
驗則進一步以用藥後心臟超音波左心室射出分
率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 下
降超過 20% 作為 carfilzomib 相關心衰竭的定
義，發現在給藥前期發生此現象的可能性較高 
( 圖五 ) 且已知患有任何心血管疾病的病患發生
風險似乎較大 (23.5% vs 7%)，建議在治療初期
頻繁追蹤心臟超音波或 pro-BNP ( 上升中位數
為 2412 pg/mL) 8，如發現異常則應考慮停藥。

綜合各種資訊，我個人治療 MM 病患的用
藥順序如圖六，對於與 Rd 相同治療階段的藥物
選擇順序上目前還沒有定論，不諱言實務上可
能要根據健保給付或藥價等考量做決定。總結
來說，carfilzomib 是一種作用不可逆的 PI，不

Carfilzomib related CHF in MM

31

Cardiac event: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LVEF 

reduction > 20%

5%@3m

8%@6m

10%@12m

12%@15m

• N=60

• Median increase of Pro-BNP= 2412 pg/mL; 

range, 2219-10162 pg/mL) 

• No increase of troponins.

• The presence of any previously know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incidence of cardiac events 

(23.5% vs 7%; P=0.07)

Meletios A. Dimopoulos et al, bloodadvances.2016003269.

論以雙藥或 3 藥併用方式都顯示出卓越療效，
讓病患能有更好的 CR 與 PFS 表現；給藥方式與
劑量上由於 2 個主要試驗的作法都不同，可能
要由臨床醫師個別評估哪一種方法最適合病患，
並須積極頻繁追蹤心臟超音波或 pro-BNP，以
避免產生嚴重心臟不良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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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b PI Imids Steroid Others

Daratumumab

Elotuzumab

Bortezomib

Carfilzomib

Ixazomib

Thalidomide

Lenalidomide

Pomalidomide

Dexamethasone Bendamustine

Lipo-Dox

Anti-BCMA 
CART

VTd
Auto-SCT + 

VT or T 
maintenance

KRd or DRd or 
ERd or IRd or 

Rd 
Pd Bendamustine BCMA CART

圖六 .MM 病患治療流程參考

抑制下游的 NF-κB，但或許不全然是事實，因為
臨床上從來不見有人以監測此蛋白來評估治療反
應，這樣比較能解釋為何同為 PI 的 carfilzomib 
與 bortezomib 在藥物不良反應表現上會相差這
麼多。另有一說則認為心臟的修復與再塑造等過
程相當仰賴 NF-κB，因此在 carfilzomib 強力影
響下確實有可能造成較嚴重的心血管不良反應。

2. 關於圖六的治療流程，臨床上會傾向直接使
用 KRd 3 藥併用，還是會順序性先後使用 Rd 與 
Kd ？
A：目前針對這些藥物組合的使用還沒有優先順
序上的共識，目前健保只給付 Rd 是一個優先使
用的關鍵，選用其他藥物時就得考量是否能取得
給付或自費藥價等問題。當然如果病患有特殊
需求，像是不能接受打針者就毫無疑問只能選 
ixazomib，此外對細胞遺傳學高風險族群來說或

許還是 PI 的效果比較值得信賴。
也有其他專家提出 ENDEAVOR 試驗次族群分析
結果顯示對 lenalidomide 有抗藥性的病患亦不
特別適合 carfilzomib 治療 3，考量到許多台灣病
人都會持續用 lenalidomide 直到出現抗性為止，
後續再用 Kd 效果就很有限，加上 KRd 的效果絕
對顯著優於 Kd，因此建議還是及早使用 KRd 比
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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