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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張女士的子宮頸細胞檢查報告
卻發現有異常。
﹁做了幾十年人過了大半
世，真的沒想過這些病竟然發生
在我身上，當護士打電話給我告
知檢查報告有異樣要回去見醫生

﹁子宮頸癌？與我何干？﹂

很多婦女都有此疑問，自己又不是濫交，從來都只有丈夫一人是性伴侶，
或已經為人母是師奶一名，子宮頸癌應該不會找上門。但事實卻不然，任何
婦女都有機會患上子宮頸癌，每年新症達四百餘宗！

生說，子宮頸癌一直位列婦女十

養和醫院婦產專科劉雅婷醫

抹片細胞檢查！

定期進行婦檢，包括子宮頸

女必須當心，並提醒婦女應

撰文：陳旭英

攝影：張文智

的子宮頸癌

普查計劃中，至今已有

有些會直接用陰道內窺鏡檢查，

重複再做一次抹片檢查再確定，

況會有不同處理方法，有些會先

常，便需要再做檢查：﹁不同情

旦像張女士般發現細胞有不正

要放鬆心情便能順利完成，如一

的檢查感到抗拒及害怕，其實只

入冰冷鴨嘴鉗，到子宮頸取細胞

很多婦女對這種要在陰道置

陰道鏡取活組織

重要性！

做子宮頸抹片細胞檢查的

相應治療，由此可見定期

及時找到病變，及早作出

不低！幸好這批婦女都能

步檢查及跟進，數字絕對

七千六百餘個樣本，需要作進一

二顯示不正常，即有五萬

細胞檢驗樣本中，有百分之七點

四十萬名婦女登記，在八十萬個

設計：霍明志

而幸運的是，子宮頸癌有一個癌前病變期，我們只須透過一
個簡單的檢查便能捕捉癌前病變，及早作出治療，殺癌於萌芽
期。以下的張女士，就慶幸自己有做檢查，方能逃過
癌魔掌！

大常見癌症，在香港癌症資料統

歲或有性行為開始，便應該定期

子宮頸癌注射計劃，今年已擴展至為全港中小
學生注射。

時，我都好愕然，不敢相信︙

九年︶
計 中 心 最 新 數 字 ︵ 二 ○○
中就排行第七位，該年新症達

做抹片檢查，一直做到六十五

在這年齡組別內發生病變。

定期檢查最具成本效益，因為多

﹁香港衞生署建議，二十五

四百五十三宗，而在致命癌症中

劉雅婷醫生指出如能在子宮頸細胞變異時就
捕捉及對付，就能阻截癌路。

六十五歲以上的都可以按照個人
意願，選擇是否繼續進行檢
查。﹂劉雅婷醫生說。
一般醫生建議子宮頸抹片細

四年展開
○

藝人梅艷芳在
2003年宣布患子
宮頸癌，同年12
月30日去世。

︙﹂張女士說。

年齡在40歲或以上抹片
有子宮內膜細胞 0.5%

胞檢查最好每年一次，或最少每
三年一次。衞生署於

顯微鏡下拖
着粉紅色長尾
巴的，就是子
宮頸癌細胞。

張女士之所以有這樣的想
法，除了因為傳統婦女都以為只
有不夠檢點的女性才會有子宮頸
癌外，亦因為她一向生活健康，
每朝到公園練太極晨運，所以從
來沒想過有天自己會患病。

樣本不適宜作
評估 0.3%

一百二十八條性命，所以婦

無上皮內細胞病變或
惡性腫瘤 92%

歲。在二十五至六十五歲內進行

病變
7%

（檢驗數目800,178）

則排行第九位，該年奪去

抹片普查

不正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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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子宮頸普查結果

f ile

今

年五十餘歲的張女士是
位普通不過的全職師

奶，三名兒女都各有所成，最
小的女兒亦即將出嫁，她正為
女兒婚宴而到處張羅忙得不亦樂
乎之際，又怎有餘暇想到自己的
事？幸好女兒為日後生育計劃作
準備去做身體檢查時，亦提醒媽
媽不如一同做個簡單的婦科檢
查，包括子宮頸細胞抹片檢查，
結果女兒的報告顯示一切健康，

一個簡單的檢查便能及早發現病變，免
受癌變的侵害，婦女不應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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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醫療檔案

類型；同時可以檢視受影響範圍

取走這些組織化驗，以確定病變

以圈形切除有問題組織，好處是

電圈切除，即在陰道鏡下用電刀

﹁治療方式常用的是子宮頸

後治理，包括服用抗生素以免細

弛增加日後小產風險等。而手術

後出現子宮頸緊閉，或子宮頸鬆

後傷口有感染亦會流血，另外術

亦有機會出現繼發性流血，而術

﹁手術時會有流血風險，手術後

會
復 期 內 陰 道 分 泌 會會會

短期內亦不宜行房。 康

菌感染，覆診檢查傷口外，

及周邊是否切得清。﹂

手術簡易 風險不高
﹁亦有用其他方法治理，如

是在表皮進行，令細胞組織壞

變時已經屬癌症，治理

如果婦女在發現病

較多，並有少量血

死，但不可以取組織再化驗，不

便很不同。﹁早期子宮

冷凍治療、電灼，或錐形切除，

及電圈切除完善；而錐形切除由

頸癌沒有病徵，如到有病

液，都屬正常。﹂

於會切得較深入，故在一些較特

徵，例如陰道不正常出血時

都是可行方法，惟電灼或冷凍都

別情況才考慮。﹂

小時！由於是局部麻醉，婦女可

分，止血後便完成，一般需時半

針藥，然後電刀切除受影響部

做，先在子宮頸四邊打局部麻醉

會附加化療。﹂劉醫生說。由於

的，就需要以電療殺癌，有時候

除，如範圍大或病情屬較後期

早期的子宮頸癌是採用手術切

據病理報告去進行治療，一般較

才求醫而發現癌變，就需要根

以在門診進行。此外，在某些情

電療的後遺症較長遠，故一般可

切除手術大多採用局部麻醉

況下，如病變範圍較大，亦有可

以採用手術切除的，都會盡量做

女仍想生育，在病況合適的情況

婦女個人狀況。﹁如屬早期，婦

手術切除範圍，視乎癌期及

子宮頸癌切除範圍廣

手術。

能在全身麻醉下於手術室進行。
婦女在手術後會感到痛楚
嗎？劉醫生說，注射局部麻醉時
會痛，像脫牙時打麻醉針般的痛
楚；手術後不會有劇痛，婦女毋
須太擔心。
反而要注意的是手術風險，

未有性經驗的女童接受子宮頸疫苗注射
最有利。

下，或會局部切除病變的子宮

頸，如不再生育，會將子宮頸連

同子宮一併切除！如果婦女已收

經，卵巢已沒有功能，會連同卵

巢也切除。﹂劉醫生說。

為何要採取如此斬草除根的

策略？劉醫生解釋是因為子宮頸

癌有機會向子宮兩旁擴散，故最

安全的做法是子宮頸連子宮、子

宮旁的軟組織及卵巢一併切除，

另外盆腔淋巴亦一併取走化驗，

以確定沒有擴散。

一旦患子宮頸癌，又不及時

三年十二
○

治療足可奪命，像藝人梅艷芳便

是因為延誤治療而於

月三十日去世。

幸好張女士勇敢果斷，在發

現子宮頸抹片細胞有異變後，立

即遵從醫生指示進行陰道窺鏡檢

查，並取活組織化驗，幸好報告

顯示只屬低級病變，張女士只需

持續監察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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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乳頭瘤病毒無處不在，香港
內科學會最近調查就發現有七個公眾
地方有HPV病毒，其中一個是旺角
朗豪坊電梯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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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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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癌 預防四
子宮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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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種病毒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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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組織化驗與一般子宮頸

頸上皮內瘤樣病變﹂，或﹁宮頸

性是會經過一個癌前期，即﹁宮

不一定是癌，因為子宮頸癌的特

抹片細胞並不相同，因為後者只

鱗狀上皮內病變﹂，簡單來說是

置再取活組織作進一步化驗。

是取走個別的子宮頸細胞，而活

表皮層開始有癌前病變，分為一

在附有放大儀器的窺鏡協助下，

醫生在檢查時並會在子宮頸
組織檢查則是一層層的細胞組

級、二級、三級。癌前病變並不

任何年齡組別婦女都有機會患子宮頸癌，
故應及早做足預防。

塗抹藥水，以幫助顯現病變。藥
織，足以判別它是哪一類病變，

是癌，如不理會，日後就有機會

與表面細胞不同，呈密集狀態及

表皮，而是入侵下面的組織，變

變癌，即不正常組織不再停留在

癌前病變，應如何處理？劉醫生

說：﹁如果病理報告判別為低級

病變的，可以考慮先觀察，因為

要即時做治療。

高級病變，同樣需

要開始治療。如屬

有變差迹象，就需

持續未有改善，或

查，如化驗報告顯

窺鏡取活組織檢

片細胞檢查或陰道

年覆診一次，取抹

在觀察期內約每半

低級病變患者

盡快接受治療。﹂

病變的，一般建議

打低！如屬較高級

我們的免疫力可以

身體有機會將這些細胞修復，即

目前子宮頸疫苗覆蓋四種乳頭瘤病
毒，分別是 、
、 16
及 18
。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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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清楚子宮頸的狀況。﹂劉醫

水有兩種，一種是醋酸，將不正
例如子宮頸表皮皮層的底部細胞

酒，將正常細胞變成深啡色，不
細胞核較活躍，即顯示有表皮病

生說。

常的細胞變成白色；另一種是碘

正常的變成淡黃色。

成入侵性癌症。

劉醫生強調，組織有病變並

如活組織檢查化驗報告發現

變。﹂劉醫生解釋。

除了顏色變化，亦可從子宮
頸表皮是平滑還是突起，有否不

不過劉醫生認為，疫苗對於未有性行為的少女及女童，保護度最
高
高。但注射疫苗後亦應定期進行子宮頸抹片細胞檢查，才是最佳的保
護
護。而不濫交、不吸煙、進行安全性行為都是預防子宮頸癌的上策。

電圈切除最穩妥

陰道內窺鏡檢查可將影像放大及以藥水顯現
病變位置，能更清楚地幫助醫生了解情況。

正常血管顯現等判別該位置是否

劉醫生說，子宮頸癌主要由乳頭瘤病毒引起，但目前疫苗可覆蓋
範
範圍只有四種病毒（HPV6、HPV11、HPV16、HPV18），另一疫苗
只
只覆蓋兩種。雖然70%的子宮頸癌都由HPV16、18引起，兩品牌的疫
苗
苗都覆蓋得到，但仍有三成病變不是由HPV16、18引起，故保護性不
是
是百分百。而部分婦女可能已經有上述的乳頭瘤病毒或已經有抗體，
注
注射疫苗對她們來說是否得到最佳的保護，實屬見仁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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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變。醫生並會在懷疑病變位

子宮頸疫苗打得過？

近年不少團體大力推行子宮頸疫苗注射，到底注射後婦女能得到
多大的保護呢？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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