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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是本港第三常見的婦科癌症。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www3.ha.org.hk/cancereg/) 的最

新數據顯示，子宮頸癌在最常見的女性癌症中排名第八。大多數患有早期子宮頸癌的女性都沒有任何

症狀，並且都是在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測時出現異常後才被診斷出來。然而，亦有些女性可能會出現異

常陰道出血或分泌物，例如收經後出血、性行為後出血或經期中間出血 (兩次月經之間出血)。雖然第 

1 期的子宮頸癌治愈率可高達 80% 以上，但只有四分之一的子宮頸癌患者能在第 1 期就能發現問題並

接受治療。因此，定期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及盡早發現病變情況確實非常重要。 

 

對於子宮頸抹片檢查結果出現異常的病人而言，在向婦科醫生求診時，除了進行基本的婦科檢查，亦

可能需要接受陰道鏡檢查。大部分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而驗出異常的女性，並不代表是患上了癌症，

而整體檢查結果亦可能顯示為正常。然而，驗出異常可能是子宮頸側出現異常病變。在這種情況下，

婦科醫生會使用稱為子宮頸活組織檢驗的臨床程序，來進一步抽取組織樣本。 

 

大部分子宮頸癌是因為持續受到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 感染而引起的。 在部分女性當中，病毒會導致

子宮頸癌前細胞發生變化，發展成子宮頸發育不良或子宮頸上皮内瘤樣病變 (CIN)。 如不及時治療，

子宮頸發育不良可能會演變成子宮頸癌。透過子宮頸抹片檢查，能降低香港的子宮頸癌發病率。 

 

在透過組織學檢查確認及診斷出子宮頸癌後，醫生通常會將病人轉介至婦科腫瘤科醫生，以進一步為

病人進行診斷及界定癌症的期數，並找出最終治療方案。 

 
 

60 歲的陳太育有兩名子女。她因子宮頸抹片檢查 (Pap Smear) 的結果出現異常，被轉介至婦科診所。多年來，陳太都會

在婦女健康普查診所 (Well Women Clinic) 接受定期婦科檢查，之前的子宮頸抹片檢查一直正常。陳太對上一次接受婦科

檢查的時間為兩年前，結果為正常。她於 50 歲 (即 10 年前) 停經，一直以來的健康狀況良好，且無任何不適，也沒有定期

服用任何藥物。 

 

她於求診前一星期在婦女健康普查診所進行了子宮頸抹片檢查，結果顯示出現高度鱗狀上皮內病變。她亦接受了盆腔超聲

波檢查，顯示子宮大小及雙側卵巢均屬正常。陳太向婦科醫生求診，並同意進行婦科檢查和陰道鏡檢查。在進行陰道鏡檢

查時，醫生在她的子宮頸處發現一個 1.5 厘米的乳頭狀病變。該婦科醫生隨即在診所內為她進行了子宮頸活組織檢驗，以

及將樣本送往實驗室進行組織學化驗。 

 

陳太於三天後到婦科醫生的診所覆診。醫生向她解釋子宮頸活組織檢驗顯示她患有鱗狀細胞癌。陳太其後被轉介至婦科腫

瘤科醫生接受進一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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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www3.ha.org.hk/cancereg) 

 
 
 

在港怡醫院，主診的婦科腫瘤科醫生會得到由婦科腫瘤科、臨床腫瘤科、腫瘤外科、腫瘤內科、放射

科和病理學專科的醫生所組成的跨專科團隊的支援。這個跨專科醫生團隊會組成一個婦科腫瘤學委員

會。自醫院成立以來，婦科腫瘤學委員都會每月定期舉行會議，並歡迎所有對治療婦科癌症有興趣的

醫生參加。 

 

 
 

以下棒形圖顯示 2019 年香港十大常見女性癌症的新增病例數目： 

十大常見癌症 (女性) 

乳癌 

結直腸癌 

肺癌 

子宮體癌 

甲狀腺癌 

   

卵巢和腹膜癌 

     

胃癌 

子宮頸癌 

非黑色素瘤皮膚癌 

非霍奇金淋巴瘤 

新增病例數目 

https://www3.ha.org.hk/cance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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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腫瘤學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探討針對婦科癌症患者的最新循證治療方法，從而了解當中哪些治

療方法和程序，可以於港怡安全且有效地應用在婦科癌症患者身上。癌症治療的發展一日千里，團隊

除了必須追上最新的研究步伐外，亦同時要考慮為港怡的病人提供全面治療方案包括手術、放射治療、

化療、標靶療法和其他證實為有效的治療。 

 

此外，婦科腫瘤學委員會亦討論所有在港怡接受手術的婦科癌症患者，以確保她們獲得最適當的治療。

會議亦會審核和檢視所有獲認可在港怡進行婦科癌症手術的醫生所提供的治療。據我們所知，港怡是

香港唯一專為此目的而定期舉行婦科腫瘤學委員會會議的私營醫院。 

 

婦科腫瘤學委員會的跨專科性質，確保港怡在治療每位婦科癌症病人時，能結合團隊成員的專科經驗，

公開、不偏不倚地審核每位患者所接受的治療，確保港怡的病人得到具質素認保證的服務。港怡與香

港大學合作的主要原則就是在港怡建立、促進和實行有效的臨床管治。 

 

自從婦科腫瘤學委員會成立後，跨專科團隊在處理複雜癌症病例上的好處和優勢有目共睹，因此港怡

的其他外科專科亦開始就各自的專科領域，定期召開腫瘤委員會會議。 

 

 

在第一次見病人時，婦科腫瘤科醫生會向其查問其詳細病史，並進行身體檢查，包括婦科檢查。此外，

亦會檢視組織學化驗報告和磁力共振報告 （MRI）（如有）。 如沒有 MRI，將安排病人進行腹部和盆

腔的 MRI。 

 

婦科腫瘤科醫生在應診後需解答以下問題： 

 

1. 出現癌症的細胞屬哪一種類型？最常見出現癌症的細胞類型是鱗狀細胞，亦即是本文的重點。 

其他類型包括腺癌和腺鱗細胞癌。 

2. 癌症屬於哪個階段 — 根據現有數據及資料，是否有任何癌症擴散的跡象？ 

大約 25% 的子宮頸癌患者在就診時正處於第 1 期。 

3. 患者是否適宜接受手術，如可行，是否適合接受微創 (腹腔鏡) 子宮切除術？ 

 
 

陳太向婦科腫瘤科醫生求診，醫生從中審查了她的組織學報告，初步診斷為宮頸 Ib1 期鱗狀細胞癌。陳大隨後獲安排預約

到門診進行腹部和骨盆磁力共振（MRI）檢查，以進行術前分期。 

 

陳太的 MRI 結果顯示出一個 1.8 x 1.4 厘米的宮頸腫瘤，而當中並無證據表明腫瘤擴散到子宮頸外。醫生建議她進行根治性

腹部子宮切除術、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術和雙側盆腔淋巴結切除術（使用下腹部的垂直或水平切口切除子宮、子宮頸、上

陰道、輸卵管、卵巢和盆腔淋巴結）。醫生向陳太解釋了手術過程和風險，並獲得她的同意進行手術。港怡醫院還為她進

行了費用諮詢，以估算其手術的總醫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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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評估，醫生將根據癌症的期數及其他因素和病人討論治療方案。早期的子宮頸癌主要透過手術

治療。可以使用的手術類型包括錐形活組織檢查、子宮頸切除術或子宮切除術 (簡單、改良根治性或

根治性）。 

 

1. 錐形活組織檢查涉及切除子宮的錐形部分。此治療選項一般用作治療腫瘤較小的子宮頸癌。 

2. 子宮頸切除術是切除子宮頸的手術 (也可能會切除上陰道和盆腔淋巴結）。這是一種保留生育

能力的手術，讓患者能保留子宮、輸卵管和卵巢，以便將來懷孕。 

3. 子宮切除術包括切除子宮和子宮頸。在治療子宮頸癌而使用之子宮切除術類型  (簡單、改良根

治性或根治性) 將取決於疾病的期數。簡單的子宮切除術可以經過陰道、腹部或以微創 (腹腔鏡)

方法進行。改良根治性或根治性子宮切除術透過腹部 (開腹手術) 進行。在過程中會切除子宮、

子宮頸、子宮頸周圍的組織和上陰道。如婦科腫瘤科醫生建議患者接受手術，會詳細解釋手術

過程。 

  

除了切除子宮、子宮頸、輸卵管和卵巢 (醫生可能會為未踏入更年期的女性保留卵巢)之外，醫生亦會

為病人分階段進行手術，當中需要切除盆腔淋巴結，以了解癌細胞有否經淋巴擴散。這個過程將會影

響最終的段期，以及幫助醫生決定是否需要為患者進行放射治療等輔助治療。 

 

 
 

根治性經腹子宮切除術、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術及骨盆兩側淋巴結切除術(醫生可能會為未踏入更年期

的女性保留卵巢)都是早期宮頸癌的常用手術治療之一。 相比起腹腔鏡檢查 (微創手術)，開腹手術是現

時治療早期子宮頸癌手術的首選方法，而患者的生存率亦得到改善 1,2。 

 

有賴婦科腫瘤科醫生的努力，致力讓患者以最低創傷程度的情況下得到最佳結果，手術的範圍和方法

亦得以不斷發展。此外，港怡醫院亦與香港大學 (HKU) 和其他領先機構合作，積極參與新技術和儀器

的研究，務求在最大限度地減少患者創傷的同時，亦不影響其生存及復原機會。在進行這些研究和改

善工作時，患者的安全永遠是我們最關注的一環。 

 

在醫學上，並沒有任何單一治療方法能醫治所有患者，而患者亦可能有不止一種的治療選擇。此外，

您的治療方案可能亦會因新技術及思維的出現而有所改變。對於部分第 1 期子宮頸癌的患者而言，手

陳太在手術前一天晚上 8 時入住港怡醫院，手術定於第二天早上 8 時進行。醫生為陳太進行了手術前血液檢查、胸部 X 光

檢查和心電圖檢查。護士隨後為她安排作手術前準備，並要求她在午夜 12 點後停止進食固體食物。然而，直到早上 6 時

前，亦即是手術前兩小時，她仍可以繼續飲用透明的流質飲品。任何有關手術的進一步問題，陳太都得到醫護人員的耐心

回答。此外，麻醉科醫生亦會在手術前與陳太見面。在得到麻醉科醫生對全身麻醉和手術後疼痛控制，以及手術風險的詳

細解釋後，陳太簽署了麻醉同意書。 

 

翌日早上，陳太進行了根治性經腹子宮切除術、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術及骨盆兩側淋巴結切除術，手術成功且失血量極

少。陳太於手術後的康復過程順利，更可於手術當天晚上進食。當她可如常活動、恢復正常飲食、排尿情況良好及做好回

家的心理準備後，便獲安排出院。婦科腫瘤科醫生安排她在一星期後回診所覆診，以檢查傷口及了解最終的組織學化驗報

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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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可能並不是最合適的治療方案，故醫生可能會建議其他治療選項，例如放射性治療 (單獨或與化療

一併進行)、化療、標靶治療或免疫治療。 

 

 

分階段進行手術可幫助醫生就手術的結果決定患者是否需要任何輔助治療，以進一步減低復發機會。

然而，任何額外的治療都有潛在的副作用。醫生有必要決定額外治療會對哪些患者有益，又或者哪些

患者只需要觀察而無需要額外治療。目前醫學界有幾種指引，而這些指引也將會隨未來新科技及思維

的出現而改變。目前港怡醫院所使用的是 NCCN (2022) 指引 1 和 GOG 評分 3、4。基於不同情況及個

別患者因素，婦科腫瘤科醫生會決定哪種額外治療 (如有需要) 會令患者受惠。當中，婦科腫瘤委員會

會結合來自不同專科成員的經驗和分享，就個別患者因素和從組織學角度作深入討論，以找出各方皆

認同的最佳治療方案。 

 

子宮頸癌是第三常見的婦科惡性腫瘤，幸好早期確診的患者治愈率很高。婦科腫瘤科醫生有責任根據

術前風險因素，為患者選擇最合適的手術方案。手術後，婦科腫瘤科醫生亦應根據術後情況和組織學

報告，選擇最合適的術後跟進方案，當中會根據不同術後風險和情況，分別安排目測觀察、進行近距

離陰道放射治療或是外照射放射治療 (單獨或與化療一併進行) 來跟進患者的康復情況。 

 
 
 

如欲獲得更多資料，請瀏覽港怡醫院網站 https://gleneagles.hk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來自 NCCN（國家綜合癌症網絡）的患者資訊： 

https://www.nccn.org/patients/guidelines/cancers.aspx   
 

以及 NCCN 提供的子宮頸癌患者資訊中心： 

https://www.nccn.org/patients/guidelines/content/PDF/cervical-patient-guideline.pdf  
 
  

陳太的組織學報告顯示她所患的是子宮頸第 1b 期鱗狀細胞癌。手術切緣和宮旁組織清晰。腫瘤細胞並無出現淋巴血管間

隙滲犯的情況；盆腔淋巴結亦無轉移跡象。因此，根據 NCCN (2022) 指引
1
，陳太並不需要任何輔助治療，而每月進行

一次的婦科腫瘤委員會亦會對她的病案進行討論，以獲取共識及意見，作日後觀察之用。 

 

陳太於手術後一星期覆診。她腹部的傷口癒合良好；而在手術後一個月亦再次覆診，她的陰道傷口癒合亦良好。在解釋

了其組織學結果之後，醫生建議她進行長期跟進，以監測復發情況。在完成治療後的頭兩年每三個月覆診一次，從第三

年到第五年改為每六個月一次，此後每年一次。每次覆診時，她都會接受婦科檢查和子宮頸檢查 (vault smear)。 

https://gleneagles.hk/
https://www.nccn.org/patients/guidelines/cancers.aspx
https://www.nccn.org/patients/guidelines/content/PDF/cervical-patient-guide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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