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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預測報告指

出，2012年全球有1,400萬名癌症案例並且

快速增加，預估未來20年增加幅度57%，達

到2,200萬名案例。台灣因高齡化、生活型

態改變、肥胖人口增加等原因及癌症篩檢的

推廣，癌症發生人數逐年增加。根據健保署

統計，健保中因癌症就診的人數超過22萬

人，健保醫療費用一年花費94億，高居所有

醫療費用首位，佔全民醫療總支出的3%。

世界衛生組織(WHO)與美國癌症研究所

(AICR)報告，近50%的癌症是可預防的；肥

胖不僅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因，也與8種

癌症相關；法國meta-analysis綜合性分析37篇

研究400萬人，每天運動30分鐘的婦女，相較

不動的婦女乳癌罹患風險降低12%。美國癌症

協會對73,615名年齡在50~74歲的婦女進行長

達17年的追蹤研究，發現每天健走一小時能

降低乳癌風險14%。美國癌症醫學會根據研

究公佈，運動能降低子宮內膜癌47%風險，

也能預防癌症復發(大腸直腸、攝護腺、卵

巢癌等)。歐洲抗癌研究計畫(EPIC)結果顯

示，規律的運動能降低34%患結腸癌的風

險、降低20%患乳癌的風險，特別在停經後

堅持運動的女性。更有研究指出運動可提高

4-6%癌症存活率，相當於化學治療的效果，

因此運動在癌症的預防上占很重要的角色。

運動預防癌症的機轉：

1.減少脂肪、肥胖產生的發炎。2.進食

熱量與運動能量的平衡。3.減少胰島素阻抗

導致的發炎，促進類胰島素生成因子和蛋

白，減少癌細胞生長。4.減少脂肪荷爾蒙

(adipokine adiponectin，leptin)。5.降低停

經後體內荷爾蒙含量。6.增強免疫系統－

增強巨噬細胞、NK自然殺手細胞。7.增加

Irisin分泌增加，癌細胞凋亡、促進燃燒脂

肪、減少身體壞白脂肪的儲存量，增加身體

細胞telomere的穩定度與長度，抗老化與減

少癌症發生。

美國癌症醫學會建議規律的運動習慣，

可預防癌症或癌症復發，除戒煙、酒、檳

榔，保持健康飲食外，培養運動習慣，每天

30-40分鐘的走路及每週2-3次的主要肌肉重

量訓練，如輕量啞鈴、仰臥起坐、半蹲、爬

樓梯都是很好的方式。

本院癌症防治中心與復健醫學科－康

銘文物理治療師共同製作防癌保健運動，建

議每天2次16個淋巴活化運動伸展增進柔軟

度，及彼拉提斯4個動作以強化核心肌群，

持續每週3次有氧運動20~60分鐘以增加心

肺耐力。另外，溫馨提醒運動後多喝溫開

水。「防癌運動衛教單張」歡迎至癌症篩檢

站免費索取。

文/癌症防治中心 傅文玫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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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腹式呼吸�
深呼吸方式為鼻吸氣至丹田
隆起，嘴巴緩慢吐氣並肚臍
內收，重複5次。�

2.深層淋巴結清空動作�
雙手呈投降狀，深吸一口氣，憋住
氣用力抱胸且順勢彎腰，再吐氣放
鬆回起始動作，重複5次。�

3.鎖骨上緣淋巴結按摩�
以畫圈方式進行，每邊各10次。�

4.腋下淋巴結按摩�
以畫圈方式進行，每邊各10次。 �

5.鼠蹊部淋巴結按摩�
以畫圈方式進行，重複10次。 �

6.轉頭運動�
保持肩膀放鬆，將頭以順時針與逆時
針方向繞圈，各5次。�

7. 繞肩運動�
身體挺直，肩膀上聳再往
後繞圈，重複5次。 �

8.雙掌合十運動�
請配合呼吸，雙手放輕鬆合十在胸
前，吸氣時雙掌用力向中央擠壓，
吐氣時放鬆，重複5次。�

9.雙手抱頭�
請配合呼吸，起始動作開始，吸氣
時用力把手張開，吐氣時放鬆，重
複5次。 �

10.手肘內夾運動�
兩邊肩膀放鬆，兩手肘往背部後收
內夾再放鬆，重複5次。 �

11.手肘運動�
双手摸同側肩膀，再回到原位，
重複5次。�

12.手腕繞圈運動�
双手腕繞圈，重複5次。�

淋 巴 活 化 運 動 1 6�動 作

防癌運動衛教單張�正 確 運 動 ‧ 保 健 防 癌�
本資料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癌症防治中心與復建醫學科康銘文物理治療師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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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單側屈膝抱胸�
一腳伸直不
動，將另一
隻腳舉起壓
至胸口再放
下，左右各5
次。 �

14.下肢旋轉運動�
正躺，雙腳做外
轉內轉的動作，
腳外轉時須連大
腿也一起動，重
複5次。�

15.翹腳板運動�
正躺雙腳腳
板用力勾起
來，再用力
往下踩，重
複5次。�

16.腳踝繞圈運動�

雙腳腳踝做繞圈
運動，重複5次。�

1.姿勢控制運動�
仰躺，雙腳伸直張開
與骨盆同寬，腳板勾
起，膝蓋下壓，臀部
夾緊，肚臍內收，肩
膀後收，下巴內收，
頭頂拉長延伸，維持
10秒，再逐步由下往
上放鬆，可重複5次。�

2.單腿畫圓�

1.仰臥平躺，先收小腹，一腳
曲膝至90度抬到髖關節正上
方而後將大腿與腳尖朝45度
方向伸展。�

2.順時針方向畫圓5圈，注意
畫圓開始時吸氣，結束一圈
時吐氣。�

3.換腿重複以上動作，每邊5
次。�

3.脊椎旋轉操�
1.預備姿勢：仰臥平躺，左膝彎曲，右踝置於左膝上，
右髖關節打開，雙手張開置於身體兩側，收小腹。�

2.吸氣，將下半身慢慢向右旋轉。�
3.吐氣，運用腹斜肌的力量，將下半身轉回起始位置。�
4.換邊重複以上動作，每邊5次。�

4.側躺穩定平衡�
1.預備姿勢：身體側躺雙腿伸直併攏身體維持一直線，
而上方的手扶地呈90度以維持平衡，收小腹，骨盆保
持在舒適位置。�

2.雙腿同時抬離地面。�
3.維持淺淺呼吸，再將撐地的手舉向天花板伸展。�
4.默數5秒後，再將雙腿與手慢慢放回。�
5.換邊重複以上動作，每邊5次 。�

彼 拉 提 斯 運動 強 化 核 心 肌 群4�動 作

洽詢電話：癌症篩檢(04)24739595分機2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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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是目前台灣婦女最常見的癌

症之一，也是衛福部統計國人女性罹癌第一

名。有學者研究指出女性在35歲和55歲各

有一個罹患子宮頸癌的高峰期，造成子宮頸

癌的真正原因仍不清楚，已知可能原因與遺

傳、年齡、人種、感染、早年性交、多位性

伴侶、人類乳突病毒感染、疱疹感染、免疫

力差、抽菸等因素有關，其中人類乳突病毒

感染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雖然子宮頸癌抹

片可以早期發現病灶，但臺灣30歲以上的

婦女只有少數的子宮頸癌是經由抹片篩檢發

現。一般婦女認為沒有疼痛、沒有大量出

血、身體無異狀就是健康，不需去醫院沒病

找病，也由此顯示國人普遍對子宮頸癌預防

觀念仍不足，實在需加強推廣。

什麼是子宮頸癌

女性的生殖器官是由卵巢、輸卵管、子

宮及陰道所組合而成，子宮頸是在子宮的正

下方連接陰道的地方，子宮頸癌即是指這裡

產生癌病變，其形成期很長，初期是沒有症

狀，因此許多人延誤了及早發現、及早治癒

的機會。

子宮頸癌的危險因子

大部分的子宮頸癌是經由性行為感染

人類乳突病毒（HPV）所致，雖然僅少部分

的感染者會轉變為癌前病變，而發生子宮頸

子宮頸癌的防治

癌，其過程通常需要10～20年；所以，凡

是有過性經驗的婦女，任何年齡，都可能罹

患子宮頸癌，特別是：

‧早婚或太早有性經驗者

‧早生第一胎或子女多者

‧性生活複雜者 

可能罹患子宮頸癌的信號

早期子宮頸癌多無症狀，所以不會特別

留意，若有以下症狀時，應即刻就醫：

‧不正常的陰道出血：包括不規則的出血、

性交後的出血、兩次經期間的出血、停經

後的出血及劇烈運動後的出血，都可能是

發生子宮頸癌的前兆。

‧異常的分泌物：正常婦女的陰道，本來就

有分泌物的存在。但如分泌物過多、有臭

味或夾雜血絲時，即應警惕，立刻就醫檢

查。

‧下腹疼痛或局部疼痛：子宮頸癌、子宮內

膜癌、卵巢癌均可能有下腹疼痛的現象，

而陰道癌可能有下體的局部疼痛或壓痛或

性交時觸痛。

‧頻尿：膀胱或直腸受影響產生的頻尿或裏

急後重感。

‧其他症狀：

1.局部有腫塊、潰瘍或糜爛及組織破壞的現

象。

2.長久的搔癢亦可能是早期症狀。

文/婦產科衛教室 陳怡潔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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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陰部皮膚變色也應加以注意。

4.癌細胞侵犯到膀胱或直腸，會有少尿、無

尿、尿毒、尿血、便血症，或是發生陰道

廔管，產生大、小便失禁。

何謂子宮頸抹片檢查

子宮頸抹片檢查過程簡單、少有疼痛

感。採檢過程將鴨嘴置入陰道，再以小刷子

在子宮頸上輕輕括取少量剝落的上皮細胞，

塗抹於玻片上，經過染色後，透過顯微鏡檢

查是否有可疑性的癌細胞存在。

子宮頸抹片檢查的好處

1.藉由抹片檢查可以早期發現子宮頸癌，經

治療後而延長存活期。

2.如在癌前病變時發現，可經由治療而阻斷

後續發展為侵襲癌。

子宮頸抹片檢查的最佳時機：

月經乾淨後2-3天或月經前6-7天

子宮頸抹片檢查前之注意事項

1.不要沖洗陰道

2.避免盆浴

3.勿放置塞劑

4.前一夜不要有性行為

5.避開月經期間

觀念的澄清

已無性生活或停經的婦女，也要做抹片檢查

嗎？

由於HPV感染後，需10～20年，甚至

更長時間才進展為子宮頸癌。所以已無性生

活或停經的婦女，仍須定期做抹片檢查。

沒有性經驗的婦女，需要做抹片嗎？

沒有性經驗的婦女，發生子宮頸癌的

機率很低，而子宮頸抹片檢查可能會破壞處

女膜，故可自行選擇做或不做；但若家中曾

有子宮頸癌前病變或子宮頸癌的患者，無論

是否有性經驗，宜考慮定期做子宮頸

抹片檢查。

子宮頸抹片檢查是

預防子宮頸癌最佳的

途徑，凡有過性經驗

的女性，都應每年定

期一次接受子宮頸抹

片追蹤檢查。健保提供

三十歲以上婦女每年

免費抹片檢查一

次，千萬別忽視

了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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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乳房外科 葉名焮 主治醫師

據衛福部統計，乳癌是台灣女性癌症

發生率第一位，2011年新增侵犯性乳癌

10,056人，若加入原位癌，新增總數約在

11,672人，相較於2010年罹癌人數約成長

4.15%。不同於美國婦女乳癌的好發年齡在

60歲左右，台灣乳癌婦女明顯年輕化，常

見於49歲左右，與亞洲各國情況類似。台

灣乳癌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為每年每十萬婦女

60人左右；換句話說，現今台灣婦女每19

人即有1個乳癌發生。乳癌罹癌率的增加，

促使大眾更加對乳癌的重視，推廣乳癌的防

治已經成為婦女的基本認知。

乳癌的高危險群？ 

1.家族曾有乳癌病史

 （媽媽、姊妹、女兒等）。 

2.過去一側乳房罹患乳癌。 

3.過去罹患卵巢癌或子宮內膜癌。 

4.未曾生育或在35歲後才生第一胎。 

5.未曾哺乳。 

6.初經早(12歲前)、停經晚(54歲後)。 

7.停經後長期使用賀爾蒙補充劑。

以上罹患乳癌之危險性較一般人稍高，

不過仍有大部分的乳癌是沒有危險因子的。

因此，一般婦女要注意自我乳房的健康，不

要輕忽乳癌的威脅。那麼應該如何來預防乳

癌呢？

1.規律性運動，要適量曬太陽。

2.避免太晚生育，哺乳有益親子。

3.少攝取高脂肪食物。

4.少喝酒。 

5.不要熬夜。

6.心情放輕鬆，減低工作壓力。 

7.定期乳房檢查。

癌症強調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早期

乳癌因癌細胞侷限在乳腺管內，未侵犯其他

組織，從外面是摸不到腫塊的，臨床也幾乎

無症狀，若只靠自我檢查、醫師觸診很難察

乳癌是可以防治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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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國外曾有研究分析，自我檢查可以發現

的乳癌病灶大小平均在2-3公分左右，而2-5

公分就可能變成二期以上的乳癌，其預後較

腫瘤小於2公分、沒有腋下淋巴結轉移的第一

期乳癌差很多。因此，國健署補助台灣婦女

乳癌篩檢，對象為45-69歲婦女每2年一次乳

房攝影檢查，40-44歲婦女，二等親內具乳

癌家族史（指祖母、外婆、母親、女兒、姊

妹曾有人罹患乳癌）婦女亦提供篩檢服務，

希望檢查出小於1-2公分的腫瘤甚至預後極佳

的原位癌以提高乳癌總體治癒率。在台灣，

目前最有效的篩檢方式即為結合乳房攝影

與超音波影像，對早期乳癌的診斷率達90%

以上。另外，預測型基因檢測可篩檢出乳癌

高危險族群，透過抽血檢測BRCA1、BRCA2

等乳癌易感基因，可預測未來罹患乳癌的機

率。美國知名影星安潔莉娜裘莉就以此預測

型基因檢測得知帶有乳癌及卵巢癌高風險，

從而採取預防性切除手術降低罹癌風險。建

議家族中有人罹患乳癌的婦女，可選擇基因

預測型檢測以計算未來罹患乳癌的機率。

乳癌可說是目前治療上最成功的癌別

之一。依患者腫瘤特性、轉移惡化等不同因

素，量身打造最佳個人化治療。在乳癌手術

上，許多婦女接受治療時，擔心成為「少奶

奶」而無法接受乳房切除，錯過治療黃金

期。近年來，國內引進「整型式乳房保留手

術」，手術觀念及方法來自於整形外科進行

乳房縮小手術的整形方法，不僅將腫瘤切除

乾淨也運用整型手術，技巧保留乳房形狀。

這種術式適合腫瘤2-5公分內，施行小型傷

口清除腫瘤組織後，醫師再用殘存的乳腺做

有效轉位，如同重新拼整少了一塊的圓型蛋

糕般，彌補切除部位的空洞，術後能讓女性

持續保有自然美，讓患者術後滿意度與生活

品質獲得提升。對於必須接受乳房全切除的

乳癌婦女，同步乳房重建手術或者義乳植入

手術對現今的女性而言也是不錯的選擇，即

使已經接受乳房切除手術，也可再經由重建

手術來得到較佳的乳房外觀，使病患回復原

有的生活型態，重拾往日的吸引力及自信

心。

因醫學進步，經適當的治療，乳癌的五

年平均存活率平均達90%，第一期乳癌存活

率甚至高達95%以上，零期乳癌甚至接近百

分之百。治療乳癌的方式包括外科手術、放

射線治療、標靶藥物、荷爾蒙治療、化學治

療等，醫師不僅要依腫瘤分期、細胞種類及

病人本身條件安排最佳的整合醫療，還要給

予多專科團隊、腫瘤護理的專業照顧及持續

追蹤，才能採取適當的對策，減輕病患的身

心重擔，提高生活品質。甚至，以中西醫結

合治療，提高腫瘤的近期、遠期療效及生存

率，防止腫瘤的復發或轉移，提高患者免疫

力及生活品質。不論是手術、化療、放療、

賀爾蒙療法、單珠抗體療法，在臨床上選擇

適當的中醫藥配合來提高治療效果，降低不

適的併發症，使患者能完成整個腫瘤治療療

程，甚至保留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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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學影像部 張育誠 放射師

因接受乳房攝影而導致甲狀腺吸收的

輻射劑量是非常低的。甲狀腺是不直接暴露

在X-ray射束照野上，故只吸收到少量(小於

0.005 mGy)的散射線，相當於自然背景輻射

暴露30分鐘所收到的輻射劑量。對於40-80歲

女性每年接受乳房攝影檢查，因照攝之劑量

而散射到甲狀腺非常少，若增加甲狀腺防護(

俗稱鉛脖子)則會使得在擺位上會有些許的組

織被遮擋到而影響或干擾診斷，甚至增加病

患重照率而增加病患的輻射劑量，所以『在

照攝乳房攝影時不建議加穿鉛脖子』。患者

不要因聽信錯誤的媒體報導而拒絕做乳房攝

影檢查。 

 乳房疾病或乳癌的確定診斷可分為兩階

段：

一、影像學檢查：如乳房攝影、乳房超

音波及乳房核磁共振檢查。

為使檢查的判讀有一致的標準，美國

放射學會制定了「乳房影像判讀評估分級

,BIRADS」，根據：邊緣是否光滑、界線是

否分明等影像特徵，將病灶分為七級(cat. 

0-6)：0級、影像無法判定，需其他影像輔

助；1級、正常影像，無腫瘤或病灶；2級、

良性病灶，無惡性可能性，如簡單型水瘤或

乳房攝影時不建議穿鉛脖子

乳房攝影檢查過程 : 左、右兩側乳房

各要照兩張X光片，分別為頭腳向(由上往

下照)及斜位向(由側邊照)。必須排除身上

異物(包含金屬類和飾品類)，乳房攝影範

圍為圖中鉛脖子處所包含之區域，在此處

異物皆會影響乳房攝影檢查影像之判讀。

美國學者相當關注一則錯誤的報導

「少部分人因接受照攝乳房X光檢查，會

增加罹患甲狀腺癌的可能性。」此議題根

本不足以作為醫學文學之依據。

以下摘錄自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APM)的聲明：

參考文獻“Summary of Thyroid Cancer Risks Due to 
Mammography “by R. Edward Hendrick, PhD, FACR。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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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追蹤多年的腺瘤；3級、可能為良性病

灶，惡性可能性低於2%；4級、可疑性病

灶，惡性可能性3~94%；5級、可能為惡性

病灶，惡性可能性高於95%；6級、已經病

理切片檢查確診為惡性。

二、切片病理檢查：針對影像檢查結

果惡性風險超過2%，也就是BIRADS-4和5

級的腫瘤病灶，以粗針穿刺或手術取得部

分組織，作病理確定診斷。

乳房攝影檢查是辨識乳癌原位癌中微

小鈣化點(microcalcification)病灶最重要的

診斷工具。透過乳房攝影篩檢可早期發現

乳癌，更是促使歐、美國家乳癌復發或轉

移的機率從1990年開始就已經逐年降低最

重要的原因之一。最新的研究發現，在美

國地區的足齡婦女，接受乳房攝影篩檢的

比率達85%，也使得此地區發現的乳癌腫瘤

大小平均只有1.5公分，因此淋巴轉移率較

低，接受乳房保留手術的比例較高，最重

要的是乳癌的死亡率也較全美平均來的更

低！

本院最新購置的新式3D數位乳房X光

攝影機，以及穿刺定位系統之X光機，不但

影像呈現速度快，能大幅減少受檢者等待

時間，更有降低輻射劑量、減低壓迫疼痛

感的好處；且能將照攝資料數位化處理，

在影像處理技術上也有所提升，有助於醫

師更加仔細的檢視乳房攝影成像，加強判

讀結果的精確性，對婦女朋友而言可謂是

一大福音。而透過高解析度數位偵測板，

除可增加乳癌診斷靈敏度，更可借由電腦

對影像處理的技術，調整顯像曲線增加獲

得資訊，提供醫師做出正確診斷。

乳癌雖然持續為國人婦女發生率最高

的癌症，但是配合適當的影像檢查，在腫

瘤發生的早期階段就給予適當的治療，乳

癌對女性健康的威脅就可以減至最低。找

出可能隱藏於脂肪、乳腺等軟組織下的鈣

化點，早期發現、治療，藉此降低乳癌對

婦女生命所帶的威脅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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