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我子宮壁增厚，厚度超過一

照過盤腔超聲波，怎知這次醫生

生活健康，沒有吸煙習

厘米，說這情況屬不正常，並立

十七歲的何女士，一向

慣，飲食清淡，平日亦有運動。

即在診所幫我做簡單的取組織檢

五
三年前已經停經，身為全職主婦

查，但因為我的宮頸過緊，小膠

管無法進入，醫生建議我麻醉接

的她兒女已成才，正計劃盡情享
受人生到處去旅行之時，卻發現

其後在宮腔鏡檢查中，發現

受宮腔鏡檢查。」何女士說。

「我一向有定期做身體檢

何女士的子宮內膜組織的確異

被癌症纏上！

查，那一年我如常見婦科醫生，

常，並抽取了組織化驗，結果發

現有癌細胞。經醫生解釋後，何

女士接受了全子宮切除手術，並

連同輸卵管及卵巢一同切走。幸

好最後的病理報告確定是一期子

宮癌，何女士術後毋須再做任何

治療。而其後的多次定期覆診，

都確定何女士沒有任何復發迹

象，現時已治癒超過三年。

「我完全不知道為何會患上

子宮癌，生活百份百健康不吸煙

不飲酒，不過幸好我年年都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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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家輝醫生指出子宮體癌是女
性最常見癌症，患者數字近十五
年不斷上升。

香港女性癌症中，以
乳癌患病率最高，而生育器官癌
症中則以子宮癌最常見，位列女性十
大常見癌症中的第四位。但幸運地，
它的死亡率在十大以外，因為大部分患
者都能及時發現病情，及早求醫治療。

療

檔

案

養和
醫

然而有部分個案卻較後期才發
現，患者更是完全沒有病徵。為何這
些個案會遲延發現？

較年長女士或更年期後女士，罹患各種
婦科癌症機會較高，應加以提防。

▲
▲

MEDICAL & HEALTH

都有做，當時報告顯示完全正

身體檢查，發現子宮出事前一年

受切除子宮手術，並即時

商討後，張女士同意接

會高，故經過詳細

大部分子宮體癌患者在早期已有不
正常陰道出血現象，如有這情況應
盡早求醫。

常。因為我有定期檢查，所以才

送往病理化驗室作切片

進行分期手術，即切除輸卵管、

症。醫生隨即為張女士

化驗，最後確實是癌

能及早發現……」

患者十五年升七成
另一名患者張女士同樣已收

查，在掃描時發現子宮有腫瘤，

兩人同樣沒有病徵，陰道完全沒

兩位患者同屬收經後婦女，

卵巢及大網膜作詳細化驗。

體積達二至三厘米大，而張女士

有不正常出血，只在偶然檢查時

子宮體癌是排首位的女
▲
性生殖器官癌症，其次是卵
巢癌，再其後是子宮頸癌。

每十萬人患者數字

第四期
5.2%

經，因為身體有不適而做身體檢

在收經後一直沒有陰道出血情

養和醫院婦產科專科譚家輝

發現子宮影像有異，為何會有這

由於掃描揭示張女士子宮病

醫生說，子宮體癌（即子宮內膜

況，所以多年來沒有進行過盤腔

變，故醫生安排以膠管抽取組織

癌）是女性常見癌症，在最新醫

情況？

化驗，但結果只抽到宮腔內的積

死亡率
第二期
6.8%

2012年

第三期
11%

檢查。

液，無法作出診斷。而掃描顯示

管局（二 一
○ 二年）的癌症資料
統計中心數字顯示，在常見婦科
腫瘤已侵蝕至子宮肌肉，癌變機

第一期
60.9%
未能分期
16.2%

生殖器官癌症中，以子宮體癌排

列最高，其次是卵巢癌，之後才

是子宮頸癌。「子宮體癌患者數

字近十五年不斷上升，在

一九九八年，每十萬名有八至九

一二年每十萬名女
個患者，二 ○
士有十四人，即上升近七成！其

患病年齡中位數是五十五歲，即

絕大多數患者是停經後婦女。」

陰道不正常流血

譚家輝醫生指出，子宮體癌

與其他癌症最大分別是，患者的

治癒率相當高。他解釋：「卵巢

癌在常見癌症中排第六，死亡率

排第七；子宮頸癌在常見癌症中

排第八，死亡率排第九；子宮體

癌在常見癌症中排第四，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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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醫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1998-2012子宮體癌
發病及死亡率趨勢
2012年子宮體癌期數分佈

卻在十大以外！原因是子宮體癌

子宮頸緊難以檢查

說婦女因太緊張、怕痛或子宮頸

過緊，都會令膠管無法通過。

▲

▲

而子宮頸過緊，亦會掩蓋病

要知道陰道不正常流血的真
兇，需要進行檢查。譚醫生說，

徵。原來當子宮病變而流血，血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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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時多數屬早期。
統計數字顯示，第一期患者
一般會先進行盤腔超聲波檢查，

括血液及積液便無法流出；第二

而令子宮頸變得緊，子宮液體包

除或電環切除手術，有機會因此

例如有癌前期變化，做過錐形切

類是曾經接受子宮頸手術女性，

況？譚醫生指出主要有兩類，一

為何婦女會有子宮頸過緊情

延遲發現病情。

查，同時會令液體無法流出，致

以子宮頸過緊人士，不但影響檢

的，下腹或有輕微脹住感覺。所

完全沒有徵狀，部分積液嚴重

子宮有血水或積液，患者可以

然無法提高警覺去求醫。而當

出，在沒有出血病徵下，自

宮頸過緊，血液或膿液無法流

狀時會求醫。但部分女士由於子

當女士發現陰道有不正常出血徵

佔總數超過一半，一期及二期加

則情況，則有機會是癌變，如有

液或膿液會經子宮頸流出體外，

▲這 是 抽 取 組 織 的 宮 腔
鏡，直徑只約四毫米。

如發現子宮內膜增厚或出現不規

現，及早治療，子宮體癌的治癒
懷疑就要取內膜組織進行化驗，

入子宮內吸取組織檢查。但有些

率極高。其死亡率只是百分之

為何可以在早期病變時發現
情況無法或不適合以簡單的膠管

最簡單的方法是放入一條幼膠管

病情？譚醫生說，大部分患者在

摘取組織，就要麻醉做宮腔鏡檢

九。」

病情早期已經有流血情況。「女
查。」

有哪些情況不適合？譚醫生

性在生育年齡內，當經期時陰道
會有流血情況，如果在經期外有
流血即屬不正常，患
者有這情況一般都會
求醫，經檢查後發
現。就算有些人定期
來經，但突然經血量
大增，亦是一種病
徵，也會因而求醫。
另外婦女在收經後，
如有陰道出血亦是不

這是連接宮腔鏡的電
腦顯示屏，可清楚顯示
子宮內的情況。

▲

起來佔了七成，故只要及早發

▲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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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故都會求

進行例行婦科檢查，
可檢查子宮腔內情況及子
宮壁厚度。

醫。」

當有高度懷疑患子宮
體癌又未能抽組織的，病
人有需要切除子宮才能確
實診斷，術前婦科醫生會
與病人詳細解釋清楚。

經陰道進入
子宮的宮腔鏡，除了
可以檢視宮腔內情況，儀器
亦可以抽取組織進行化驗。

檔

這是可伸入子宮
內抽組織的膠管。

療

案
醫

▲

要接受切除子宮

險相對低，因子宮頸緊閉，外來

類人士因子宮積液而出現感染風

無法確定不是

變得無徵狀。

以上兩種情況都可以令子宮體癌

會令宮頸過緊致積液無法流出。

類是婦女收經後子宮頸退化，亦

機會極高。如有

膿，都顯示癌變

以是血可以是

有積液，液體可

則情況，子宮又

及子宮壁有不規

人子宮內膜增厚

會，既然見到病

檢查是需要的，可以在早期發現

女毋須太過擔憂，但定期的婦科

而又不流血的，比率上較少，婦

時發現？譚醫生指出，患子宮癌

這類人士一旦患子宮癌都難以及

子宮有血亦無法流出，是否代表

經，如她們停經後子宮頸過緊致

五十五歲，這時婦女大多已停

子宮體癌的發病中位年齡在

事前溝通平衡風險

最近譚醫生處理數名延遲發
前述情況不能不

病變。

癌，都不敢不理

現患子宮體癌病人，均沒有流血
處理，我們會向

切子宮化驗以確診

徵狀，適逢要做身體檢查，從影

都做不了。

現，到時就甚麼治療

否則到了末期才發

中發現，可以治療，

在做身體檢查時無意

她向記者表示，慶幸

治療，目前已完成。

宮，她需要進行術後

為癌細胞已侵入至子

宮。結果在術後確認是癌，並因

腔鏡檢查，並在有需要時切除子

變風險極高，故同意麻醉進行宮

瘤，並已蝕入肌肉中，她知道癌

由於在影像掃描中已發現子宮腫

像早前發現病變的張女士，

病人詳細解釋情況。」

無法在早期檢查完成組織化驗確

就像何女士及張女士，同樣

像掃描中發現子宮積水，再經追
查下發現病徵，這幾位女士都是
已收經婦女，沒有不正常流血。

譚醫生強調，並非每一位有

診，而由於癌變風險高，故同意

甚至在麻醉後連宮腔鏡都無法通

子宮積液而無法進行抽組織檢查

「這類子宮頸過緊患者，取

過；其次是就算膠管能通過，但

的女士都需要切除子宮，如在影

接受手術，結果證實患子宮體

子宮頸過緊致宮腔成密閉空間，

像掃描中子宮內膜沒有不規則沒

組織化驗時會有困難。首先在膠

膠管無法依靠負壓來抽取組織，

有變厚，可以定期覆診做超聲波

癌。

膠管只抽到液體，無法取得內膜

觀察，如果變異，才考慮再做下

管時無法通過子宮頸進入子宮，

組織化驗，因此無法診斷。」譚

「子宮有積液或會令患者有

一步檢查。
由於無法從檢查中確認情

不適感，但不一定有癌變。而這

醫生說。

況，故這類人士經評估後或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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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譚家輝醫

不同年齡的女性有不同疾
病風險，故應保持健康生活
及定期進行婦科檢查。

細菌無法進入。」譚醫生說。

有需要時，病人會進行電
腦掃描或磁力共振掃描，以
了解子宮內情況。

生解釋：「只要

▲

▲

MEDICAL &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