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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  
 

  臨床診療指引為藉由系統性的方法所發展出來之醫療建議，以協助醫師與病人

選擇合適的醫療。此一定義來自於 Field MJ 及 Lohr KN 所編寫，於 1990 年出版的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Directions for a New Program」，其後臨床指引逐

成為診療的標準，也成為檢視臨床品質的準則之一。然而，指引的發展與使用有其

利也有其弊，唯有謹慎而客觀地發展出來的指引，才能充分提升醫療照護的品質，

並儘量降低其潛在的弊害。 

 

  所謂「客觀地」發展出來的指引，便是以實證醫學的基礎，逐步建立的實證臨

床指引 (Evidence-Based Guideline, EBG)，綜合醫學研究的結果，提供治療的建

議，可以增進醫病溝通，成為教育訓練的材料及品質提升的指標。 

 

  時至今日，制定與推廣臨床診療指引已經是全球性的趨勢，實證臨床指引落實

了實證醫學的概念，對醫療專業人員提供臨床知識的共識。實證臨床指引也相當程

度地做為醫療保險合理給付的參考，藉由指引的接納與普及，診療的一致性將逐漸

提高，而診療差異的降低，就是醫療品質提升的表現。 

 

  我國自 1996 年導入實證醫學的觀念，是臨床診療指引發展的開始。而中央健

康保險局、國家衛生研究院、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共同建立以實

證醫學為基礎之臨床診療指引推動流程、編製臨床診療指引發展手冊、辦理臨床診

療指引教育訓練並編訂教材，這些積極的措施，鼓舞了許多專科醫學會，致力於發

展中文化的指引。 

 

  隨著國民醫學知識與所得的成長，就醫民眾對於本身疾病的瞭解，有著高度的

期待，而不同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乃至同一機構的專科醫師，對於疾病的診斷與

治療，則不可能完全於一致。而我國在目前的保險體制下，各種疾病診療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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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藥物的使用，皆需符合健保的規定，因此各醫療機構的診療指引，與國家的診

療指引內容應無太大的差異。已開發國家依據實證醫學所建立的診療指引，亦皆大

同小異，可供互相參照。 

 

  本婦癌診療指引乃是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婦癌小組

參考本國及外國文獻及國外相關指引所編纂而成的中文化指引，距離第一版指引的

出版，已有三年的時間。此一期間，各章節皆依據目前的醫學研究報告加以修訂，

並增加了惡性子宮肉瘤及卵巢生殖細胞惡性腫瘤兩章。指引的內容，也經過小組主

席謝長堯教授、總幹事陳祈安教授及婦癌小組傑出的委員，包括：花蓮慈濟醫院朱

堂元，三軍總醫院余慕賢，台大醫院鄭文芳，台北榮民總醫院屠乃方，台北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張景文，馬偕紀念醫院楊育正，國泰綜合醫院何志明，新光吳火獅紀念

醫院林芳仁，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賴瓊慧、薛綏，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洪耀欽、葉

聯舜，台中榮民總醫院何師竹、劉復興，光田綜合醫院賴易成，彰化基督教醫院陳

子和，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周振陽，奇美醫院林鈺山，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張簡展照，

高雄阮綜合醫院簡婉儀，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吳鏡湖等教授 / 醫師的審定。我們

希望 2007 年版指引的發行，可以提供我國從事婦科癌症診斷與治療的醫師，做為

日常診療的參考，也歡迎各醫療院所引用，成為其診療指引的藍本。診療指引的編

纂，是經年累月的工作，必須隨時根據新的臨床研究結果修訂，在編纂的過程中，

小組的成員有機會將當代的臨床文獻做一系統性的回顧，共同分享知識與看法，思

考未來的方向；而指引的修訂，需要許多專家共同的參與，我們希望從現在起，有

更多有志的專家，參與下一版指引的建立，也歡迎所有使用者，指出此一指引未臻

完善的處置，提供未來編纂的方向，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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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G子宮頸癌篩檢臨床指引  A-1 

子子宮宮頸頸癌癌篩篩檢檢臨臨床床指指引引  
 

一一  前前言言  
 

  由於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近十年來對於子宮頸抹片的推行，台灣近年來診斷為子

宮頸癌前病變之病例有明顯的增加。然而，我國 2003 年共有 4,908 例子宮頸癌新

病例，包括侵襲性癌症 2,061 例及原位癌 2,847 例，為排名第二的女性癌症。其粗

發生率為每年十萬名婦女 44.26 人，因子宮頸癌死亡人數 932 人，死亡率每十萬人

8.40 人。大部分的子宮頸癌，是由其癌前病變演變而來，而西方國家以子宮頸抹片

篩檢癌前病變以降低子宮頸癌發生率的經驗，可以做為我國推行子宮頸癌篩檢的參

考。本指引希望對於子宮頸癌篩檢的程序、異常子宮頸抹片的評估流程、與子宮頸

癌前病變的處理提供具體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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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OG 子宮頸癌篩檢臨床指引 A-2 

二二  子子宮宮頸頸抹抹片片篩篩檢檢  
 

1. 頻率 
 

  開始性行為三年後的女性應開始接受篩檢，其後應每年接受一次子宮頸抹片檢

查；如連續三次細胞篩檢結果都是正常時，可以延長為每 2 - 3 年接受子宮頸抹片檢

查與骨盆腔檢查 [1]。1995 年美國婦產科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建議具有任何下列風險因子的婦女，包括：曾有愛滋病毒或人

類乳突病毒感染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曾有子宮頸表皮化生不良 (cervical 

dysplasia)、曾得過性病者、本人或配偶性對象複雜者等，強烈建議每年至少一次抹

片，且 65 歲以上的婦女仍應繼續抹片。台灣目前仍然是子宮頸癌發生率較高的國

家，目前政府提供三十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建議有性行為的婦女

而無上述風險因子者，應每三年至少接受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2. 首次篩檢 
 

  包括骨盆內診及子宮頸抹片。子宮頸有任何可見之病變都應切片檢查，因為在

肉眼可見的子宮頸癌，其表面細胞鬆散，無法成片脫落，又常伴有出血及炎性反

應，往往影響抹片的判讀；抹片報告可能為陰性或只是呈現輕度不正常細胞，可能

造成診斷失誤。報告為抹片品質不佳者，建議於 1 - 3 個月間再抹片一次。有明顯子

宮頸或陰道感染者，宜在治療後才接受抹片 (流程圖一)。 

 

3. 子宮頸鱗狀上皮細胞異常 
 

(1) 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rtermined Significance (ASC-US)： 

子宮頸抹片為 ASC-US 者，其中有 5 - 17% 切片檢查之組織學診斷為中度或重

度上皮內贅瘤 (grade II / III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m; CIN II / III)，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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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為侵襲癌症 [2]。評估方法如下 [2,3]：(1) 陰道鏡檢查或 3 - 6 個月後追蹤抹

片。若連續兩次抹片正常，改為每 6 - 12 個月一次。若連續的抹片檢查為持續

之 ASC-US 或更嚴重變化者，應立即施行陰道鏡檢查；(2) 對於懷疑有子宮頸病

變的病患，或無法如期追蹤的婦女，應直接安排陰道鏡檢查；(3) 子宮頸表皮細

胞之高風險型人類乳突病毒檢驗；(4) 停經後婦女可使用雌激素治療後再重複抹

片檢查；(5) 免疫機能不全者應立即接受陰道鏡檢查 (流程圖二)。 

 

(2) 抹片報告為低度鱗狀表皮病變 (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 

或 atypical squamous cells-cannot exclude HSIL (ASC-H)： 

子宮頸抹片報告為 LSIL 者，其中有相當比例會恢復為正常 [4]，然而有 15 - 30% 

病理組織學為中度或重度上皮內贅瘤；而子宮頸抹片報告為 ASC-H 者，其中有

24 - 94% 組織學為中度或重度上皮內贅瘤 [2]。陰道鏡檢查為 LSIL / ASC-H 最適

當的後續檢查。若無法立即陰道鏡檢查，而 3 - 6 個月後重複抹片的結果還是

ASC-US 或以上的變化，則應立即接受陰道鏡檢查。青少年的 LSIL，較可能只

是暫時性的 HPV 感染所引起，應於 3 - 6 個月重複抹片檢查。若連續兩次抹片

正常，則可改為每 6 - 12 個月重複抹片檢查一次。若連續的抹片檢查為 ASC-

US 或更嚴重的變化，應立即陰道鏡檢查 (流程圖三)。 

 

(3) 抹片報告為高度鱗狀表皮病變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 或鱗狀上皮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所有 HSIL 或 SCC 婦女應立即接受陰道鏡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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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人人類類乳乳突突病病毒毒與與子子宮宮頸頸癌癌前前病病變變及及子子宮宮頸頸癌癌之之

關關聯聯  
 

  人類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為雙股螺旋 DNA 病毒，目前已發

現兩百型以上，約有四十型可感染下生殖道的皮膚或黏膜，以性接觸為主要的感染

途徑，其中有十五型與子宮頸癌的發生相關。因此於可感染下生殖道的 HPV 中，又

依據其與子宮頸癌之相關程度分為低風險性 (low risk，與子宮頸癌或 CIN II、CIN III

等低度關聯者)、高風險性 (high risk，為子宮頸癌或 CIN II、CIN III 等之致癌病

毒)、及未明確風險性 (undetermined risk) 等。低風險性 HPV 包含 6、11、40、

42、43、44、54、61、70、72、81 等型，其中 6 及 11 型常於生殖器官之尖性濕

疣內發現；高風險性者包含 16、18、31、33、35、39、45、51、52、56、58、

59、68、73 及 82 等型，而子宮頸癌組織中以 16 或 18 型為最常見；未明確風險性

則包含 34、57、83 等型。持續高風險性的 HPV 感染，可引發子宮頸細胞變異，最

終導致癌症的發生。 

 

  年輕女性的 HPV 感染大部分為暫時性的，其中 70% 的感染將於一年內自然消

失 [5]，91% 於二年內消失 [6]。據估計，75% 的歐美國家婦女一生中曾有一次或以上

的 HPV 感染 [3,7]；估算 HPV 之盛行率為 14 - 35% [6,8-11]，其差異亦取決於所取研究

對象之年齡、社會文化的不同，以及所採用於檢測 HPV DNA 型別範圍與方法之不

同。根據我國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資料顯示，高風險 HPV 於女性之盛行率約為 10 - 

15%，而超過一半的感染者於一年內 HPV 會自然消失。 

 

1. 與侵襲性子宮頸癌相關的 HPV 
 

  子宮頸鱗狀上皮癌組織中可發現的 HPV 以 16 型為多，而腺癌則以 18 型為

主。除上述最常見的兩型外，部分研究發現 58 及 52 型分別為亞洲地區 (尤其是台

灣、中國、韓國及日本) 侵襲性子宮頸癌的 HPV 中位居第三及第四，與全球統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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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45 及 31 型分居第三及第四，有所差異 [12]。 

 

  自 1950 年代中期以來，抹片已經是篩檢子宮頸癌前病變及早期子宮頸癌的標

準方法。子宮頸的首次篩檢，可以發現相當比例的異常抹片。然而，其後的定期抹

片，由於病變及婦女本身的因素，呈 15 - 45% 的偽陰率 (false negative rate) 

[13,14]。單次傳統抹片檢查對偵測 CIN II 或以上病變之敏感度 (sensitivity) 為 43 - 

80% [15,16]；子宮頸抹片檢查合併高風險 HPV 的檢測，可提高偵測的敏感度為 88 - 

97.8% [17,20,23,24]。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於 2003 年通過高風險性人類乳突病毒檢測可以與

抹片合併使用於 30 歲以上婦女的子宮頸癌篩檢。單次抹片檢查結果正常且高風險性

HPV 檢測亦為陰性者，於 45 個月內發生 CIN III 或以上病變的機率為 0.16%；相對

於每年抹片檢查為正常者的 0.53% [18]，有顯著的差異。 

 

  一回溯性研究 [19] 亦發現單次抹片檢查結果正常且高風險性 HPV 亦為陰性者，

於中數為 4.6 年的追蹤，發生 CIN III 或以上病變的機率小於 0.05%。因此，對於

30 歲以上低危險群之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合併子宮頸表皮細胞高風險性 HPV 的

檢查，可成為常規篩檢的另一種選擇。而抹片及高風險性 HPV 皆呈陰性反應者，三

年內可不需再做篩檢 [20,21]。然而對高風險 HPV 為陽性但抹片仍為正常的婦女，需

提供完整而適切的諮詢，以免除其不必要的焦慮 (流程圖十二)。HPV 篩檢在我國進

行的相對成本效益以及病患的接受度，仍然必須列入考慮。 

 

  抹片結果正常而有高風險性人類乳突病毒感染者，最高有 5 - 10% 於其後二年

內發生 CIN II 或以上的病變，其機率為抹片檢查正常且無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感染

者之 35 倍；而持續呈現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感染者，有 21.1% 其後抹片檢查呈現

HSIL [21]，為無高風險性 HPV 感染者之 800 倍，然而這些病變可能無法藉由陰道鏡

立即發現。因此對於抹片檢查為陰性而高風險性 HPV 呈陽性的低風險群婦女，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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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地施行陰道鏡檢查，應於 6 - 12 個月重複抹片及高風險性 HPV 檢查。若再度檢

查之結果呈現異常，可施行陰道鏡檢查 (流程圖十二)。 

 

2. HPV 檢測於臨床上的使用 
 

  目前認為 HPV 檢測適合使用之時機為： 

 

(1) 於三十歲以上婦女之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檢測合併子宮頸抹片檢查，可成為常

規篩檢的另一種選擇。 

 

(2) 抹片檢查為 ASC-US 的婦女中，其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檢測為陽性者，20% 其

組織病理檢查結果為 CIN II / III；若為陰性者，1 - 2 年內僅有 0.5% 其組織病理

呈現為 CIN II / III [22]。因此可依據有無高風險 HPV 決定後續處理的程序：若

HPV 呈陰性，可於 12 個月後再施行抹片檢查；若 HPV 呈陽性，則立即施行陰

道鏡檢查 (流程圖十二)。 

 

(3) 在滿意陰道鏡檢查下切片之組織病理為 CIN I 者，不需立即治療，但需 3 - 6 個

月後再次抹片，或 12 個月後施行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檢測 (流程圖二、四)。 

 

(4) 用於以子宮頸錐狀手術後完整治療之 CIN 術後追蹤：此等病患應於術後 3 - 6 個

月後接受抹片追蹤至少持續一年。可於術後 6 - 12 個月時接受高風險人類乳突

病毒檢驗，呈陰性者，可於一年後再以抹片追蹤；呈陽性者，應施行陰道鏡檢

查。 

 

  HPV 檢測為子宮頸抹片的輔助方法，目前的證據並不足以支持單獨使用。單次

人類乳突病毒檢查陽性，更不宜做為進一步評估或治療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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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陰陰道道鏡鏡  
 

  陰道鏡檢查已成為評估異常子宮頸抹片的標準方法，在陰道鏡下，子宮頸可放

大 5 到 20 倍詳細檢視。首先以生理食鹽水棉球擦拭子宮頸表面，在低倍下觀察

後，再將 3 - 5% 之醋酸溶液塗佈於子宮頸，觀察其顏色變化及血管增生的情形，有

必要時可就不同病灶分別切片。若檢查中可見完整扁平柱狀上皮轉換帶 (squamo-

columnar junction) 及全部病灶邊緣者，稱為滿意 (satisfactory) 陰道鏡檢查，不需

要施行子宮頸管搔刮取樣 [25]；若陰道鏡下無法觀察完整扁平柱狀上皮轉換帶或無法

看見全部病灶邊緣者，稱為不滿意 (unsatisfactory) 陰道鏡檢查，此時除對可疑病灶

切片之外，還建議子宮頸管搔刮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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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病病理理組組織織證證實實為為子子宮宮頸頸上上皮皮內內贅贅瘤瘤之之處處置置  
 

  若抹片為 LSIL / ASC-US / ASC-H，在滿意陰道鏡檢查下切片證實為 CIN I 者，

不需立即治療，但需 3 - 6 個月後重複抹片，或 12 個月後施行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

檢測，大多數可恢復為正常 [4]。連續二次抹片皆為正常時，可恢復為每 6 - 12 個月

抹片一次 [14]。若再次的抹片檢查結果較 ASC-US 為嚴重時，需立即再接受陰道鏡檢

查；若 12 個月後高風險乳突病毒檢查結果為陰性者，每年定期抹片即可；若呈陽性

者，則應立即接受陰道鏡檢查。若 CIN I 持續 12 個月或以上，則考慮給予治療 (子

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手術，或雷射或冷凍治療)，或繼續密集追蹤檢

查。 

 

  若切片證實為 CIN II / III 者，則應接受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手

術或雷射治療。若子宮頸切片結果為微侵襲子宮頸癌 (microinvasive carcinoma)，

則需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手術，以確認子宮頸癌侵襲的深度，做為

分期及後續治療的依據 (見流程圖四)。在懷疑是微侵襲子宮頸癌的情況下，其子宮

頸錐狀手術建議使用 cold-knife conization (CKC)，因 loop electrosurgical excision 

procedure (LEEP) 的標本邊緣可能會因燒灼而造成病理判讀上之困難。 

 

  若抹片檢查為 ASCUS / ASC-H / LSIL，而在不滿意陰道鏡檢查下子宮頸切片為

陰性且子宮頸管搔刮為陰性或 CIN I 者，應於 3 - 6 個月後重複抹片，或於 12 個月

後接受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檢查。子宮頸切片為 CIN I 而子宮頸管搔刮結果為陰性

或 CIN I 者，不需立即治療，只需 3 - 6 個月後重複抹片，或 12 個月後施行高風險

人類乳突病毒檢測即可；子宮頸切片或子宮頸管搔刮結果為 CIN II / III 者，應以子

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手術來做確認診斷 [26]，除非特殊考量，較不建議

以子宮頸雷射或冷凍治療等無法保留手術標本的破壞性手術治療 (流程圖五)。 

 

  若抹片為 HSIL，陰道鏡檢查下無可疑病灶時應施行子宮頸管搔刮取樣。若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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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管搔刮取樣檢查結果仍為陰性，則應再確認原始抹片結果；若陰道鏡檢查切片為

陰性或為 CIN I，亦應再確認原始抹片結果；若抹片再確認結果為 ASC-US / ASC-H 

/ LSIL，則處理原則如流程圖四所示；若抹片結果仍為 HSIL，或無法再確認原始抹

片者，應考慮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手術，或重複陰道鏡檢查及子宮

頸管搔刮以確定診斷 (流程圖六)，並應詳細檢查陰道及外陰部。子宮頸切片為 CIN 

II / III 者，應以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手術為其後續處置；若子宮頸切

片為陰性或 CIN I 而頸管搔刮取樣為 CIN，亦應施行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

管搔刮手術 (流程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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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子子宮宮頸頸上上皮皮內內贅贅瘤瘤治治療療後後之之追追蹤蹤  
 

  CIN 於子宮頸錐狀手術後，其檢體邊緣無病變且頸管搔刮亦無 CIN 者，或以雷

射或冷凍治療者，應於 3 - 6 個月追蹤抹片至少持續一年，或 6 - 12 個月後接受高風

險人類乳突病毒檢驗。若追蹤抹片的結果呈現 ASC-US 或以上變化，則應安排陰道

鏡檢查；高風險人類乳突病毒檢驗為陰性者，可於一年後再以抹片追蹤；高風險人

類乳突病毒為陽性時，應施行陰道鏡檢查，陰道鏡檢查無可疑病灶時，可以子宮頸

管抹片追蹤或直接施行子宮頸管搔刮手術 (流程圖八)。 

 

  CIN 接受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手術處理，其檢體邊緣或頸管搔

刮呈現 CIN 病變者，可以下列四種方式處置：(1) 3 - 6 個月抹片追蹤至少一年；若

追蹤抹片報告皆為正常，可回復為每年抹片一次；若追蹤抹片結果呈現 ASC-US 或

以上變化，應安排陰道鏡檢查。(2) 3 - 6 個月後以陰道鏡檢查並考慮子宮頸管搔刮

取樣。(3) 針對殘存病灶施行再切除手術。(4) 對病理組織確認診斷為 CIN III 且邊緣

或子宮內頸為陽性病變者，或可考慮子宮全切除手術 (流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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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AAttyyppiiccaall  GGllaanndduullaarr  CCeellllss  ((AAGGCC))  
 

  2001 年 Bethesda system 將 AGC 分為 AGC-not otherwise specified (AGC-

NOS)、AGC favor neoplasia 及 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 [27]。抹片為 AGC

者，有 9 - 54% 其組織病理呈 CIN 變化，0 - 8% 為原位腺癌 (AIS)，1 - 9% 為侵襲

癌 [28-35]。而抹片為 AGC-NOS 者，有 9 - 41% 為 CIN II / III、AIS 或侵襲癌。抹片為

AGC favor neoplasia 者，有 27 - 96% 為 CIN II / III、AIS 或侵襲癌 [28-39]。另外抹片

為 AIS 者，其組織病理有 48 - 69% 為 AIS，亦有報告 36% 為子宮頸侵襲性腺癌或

鱗狀腺癌 (大部分為微侵襲癌) 及 47 例中有一例子宮內膜癌者 [13,40]。因此，抹片為

AGC 者，應接受陰道鏡檢查及子宮頸管搔刮取樣檢查。若子宮頸切片及子宮頸管搔

刮取樣皆為陰性，則應再確認之前抹片結果，於 3 - 6 個月後追蹤抹片或依醫師判斷

進行子宮內膜乃至輸卵管的評估。尤其抹片檢查為 AGC 且抹片中亦呈現子宮內膜

細胞，年齡 35 歲以上或有罹患子宮內膜癌之風險因子者 (如肥胖、補充雌激素、多

囊性卵巢症候群者、接受 tamoxifen 治療者、或長期不排卵者)，應考慮施行分段式

子宮搔刮術。由於抹片為 AGC favor neoplasia 及 AIS 者，有相當比例呈現 CIN 或

更嚴重的變化，其中不乏侵襲性子宮頸腺癌，且由於分化良好的子宮頸腺癌，較不

容易藉由搔刮或小組織切片診斷，因此即使切片報告為陰性，若臨床醫師仍懷疑子

宮頸惡性病變的存在，應與病理醫師討論並考慮施行錐狀手術，達到更確切的診

斷。確定無病變後，亦應每 3 - 6 個月追蹤抹片一次至連續兩年正常，始恢復為一般

子宮頸癌篩檢。 

 

  切片或子宮頸管搔刮檢查結果為 CIN I 或以上變化時，必須施行子宮頸錐狀手

術及切除後頸管搔刮手術。對於診斷為 AIS 者，有報告使用 LEEP 施行子宮頸錐狀

手術較常出現檢體邊緣病變細胞殘留情形  [41]，建議使用 cold-knife conization 

(CKC)、或者在進行 LEEP conization 時，特別考慮子宮頸管可能已有病變，於切取

外子宮頸後，使用較小的 loop 進行子宮頸管的切取，其後再施行子宮頸管搔刮。抹

片診斷為腺性細胞變化者，其組織學檢查可能呈鱗狀細胞病變或腺性病變。子宮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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錐狀手術標本之組織病理檢查結果為鱗狀細胞病變 CIN I - III 時，其後續的處置與上

述病理組織證實為子宮頸上皮內贅瘤之處置相同 (流程圖九、十)；檢查結果為 AIS

時，其治療方式取決於是否仍想生育。最根本的治療為子宮全切除。若病人仍想保

留生育能力，而其錐狀手術檢體邊緣亦無殘餘病變者，則可以每 3 - 6 個月抹片一次

及子宮頸管搔刮取樣檢查追蹤。錐狀手術之檢體邊緣無病變，並不能排除仍有殘存

AIS 病變的可能。根據統計，在之後子宮全切除的檢體中，約有 30% 仍有殘餘的病

變 [42]；若錐狀手術檢體邊緣仍有不正常腺體細胞存在，強烈建議將子宮切除，替代

方案為 3 個月後再施行一次錐狀手術 (流程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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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懷懷孕孕中中抹抹片片異異常常之之診診斷斷與與追追蹤蹤  
 

  對於懷孕中抹片異常者，其陰道鏡檢查的建議及追蹤皆與一般人相同。懷孕時

子宮頸切片是安全的，但為避免影響懷孕，子宮頸管搔刮取樣則不建議施行。對於

CIN 的治療應延至生產後。若懷孕早期就已切片證實為 CIN II / III，應考慮在懷孕過

程中，定期由有經驗之專家以陰道鏡檢查來評估是否有惡化的趨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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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處置   
     
子宮頸呈肉眼可見之病灶  切片    
      
抹片結果無上皮細胞病變者  每年抹片一次    
     

抹片不足以判讀者 
 1 - 3 個月間重複抹片檢查。若有感染者應先治療，

明顯萎縮者視情況可以使用荷爾蒙療法 
  

流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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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診斷  處置     
           
  立即陰道鏡檢查         
        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檢查

    陰性  3 - 6 個月後重複抹片檢查     
       陽性 3  陰道鏡檢查 
  

3 - 6 個月後重複

抹片檢查         
   陽性 3      陰道鏡檢查 非典型 (無法明確診斷之) 

扁平上皮細胞 (ASC-US1)           
    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檢查     

  
人 類 乳 突 病 毒 
(HPV2) 檢查 

 
       

    陽性  陰道鏡檢查     
           

  
停經後婦女可使用雌激素治

療後再抹片檢查 
      

流程圖二 
1：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2：Human papillomavirus  
3：呈 ASC-US 或更嚴重變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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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片結果  處置           
             

 
 

成年人 
 

    
陰道鏡檢查，或停經後婦女可使用雌激素治療後再重

複抹片檢查 
            
         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檢查

 
   

 
陰性 

 3 - 6 個月重

複抹片檢查 
 

   

輕度扁平細胞變化 
(LSIL1) 或 
非典型扁平細胞變

化無法排除重度變

化 (ASC-H2) 陽性 3 陰道鏡檢查 
 

 青少年 
 3 - 6 個月重

複抹片檢查

 
    

 
 

 
             
      陽性 3  陰道鏡檢查     

流程圖三 
1：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2：Atypical squamous cells-cannot exclude HSIL 
3：ASC-US 或更嚴重變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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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道鏡檢查發現  子宮頸切片發現 追蹤    治療     
                 
             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
         陰性      
           

3 - 6 個月

後重複抹

片檢查  陽性 3  陰道鏡檢查 
                
      無明顯變化  

3 - 6 個

月 後 重

複 抹 片

檢查  陽性 3  陰道鏡檢查   
                 
      CIN1 I   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   
                
       

12 個月

後 HPV2

檢查  陽性  陰道鏡檢查   
                

   

可見完整扁

平柱狀上皮

轉換區及完

整病灶者  CIN1 II / 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子宮頸管搔

刮或雷射治療 
               
    微侵襲子宮頸癌 

(Microinvasive) 
 子宮頸錐狀手術  

(建議 knife cone ) 
 

子宮頸癌指引   
 

陰

道

鏡             

抹片結果

為 LSIL 
或 
ASC-US 
或 
ASC-H     侵襲性子宮頸癌 

(Invasive) 
   子宮頸癌指引   

              

    

無法觀察完整

扁平柱狀上皮

轉換區或完整

病灶者 
 逕行子宮頸切片

及子宮頸管搔刮

   見流程圖五   

流程圖四 
1：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I - 輕度子宮頸上皮內贅瘤；II - 中度子宮頸上皮內贅瘤；III - 重度子宮頸上皮內贅瘤 
2：High-risk types of human papillomavivus 
3：ASC-US 或更嚴重變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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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頸切片結果 子宮頸管搔刮檢查結果  追蹤 治療 
             
    陰性     正常或 HPV 為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
            

陰性     
 

 
 

 
CIN I 

 

3 - 6 個月抹片一

次，連續一年或 12
個月後 HPV 檢查 

 ASC-US 或更嚴重變

化或 HPV 為陽性者

 
陰道鏡檢查 

    陽性         
      CIN II、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 
                      

正常或 HPV 為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
           

 陰性  
3 - 6 個月抹片一

次，連續一年  
CIN I 

 
 

 
CIN I 

 
  ASC-US 或更嚴重變

化或 HPV 為陽性者

 
陰道鏡檢查 

            
   陽性    12 個月後行 HPV 檢查    
            
     CIN II、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 

抹片為 LSIL 
、 ASC-US
或 ASC-H，

陰道鏡下無

法觀察完整

扁平柱狀上

皮轉換區或

完整病灶者    陰性         
  CIN II / 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 
    陽性         
             

  微侵襲子宮頸癌 
(Microinvasive) 

 
子宮頸錐狀手術 (建議 knife cone)   

子宮頸癌指引   
             
  侵襲性子宮頸癌 (Invasive)      子宮頸癌指引    

流程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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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片診斷     子宮頸切片診斷  追蹤 治療 
             
          陰性  再確認前次抹片結果 
             

       無切片 
 

子宮頸管搔

刮 
 CIN I 、

II、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

頸管搔刮 
             

 
陰性     

 
 

 

 
再確認前次

抹片結果 

 ASC-US、

ASC-H 、

LSIL 

 
流程圖四 

             
 
CIN I     

 
 

 
   HSIL 或無

法再確認

 考慮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

除後頸管搔刮，或重複陰道

鏡檢查及子宮頸管搔刮 
            

     CIN II / 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

頸管搔刮或雷射治療 
   

可見完整扁平柱

狀上皮轉換區及

完整病灶者         
     微侵襲子宮頸癌 

(Microinvasive) 
 子宮頸錐狀手術 (建議 knife 

cone) 
 

子宮頸癌指引 
           

扁平細胞

重度變化 
(HSIL1) 
 

 

陰

道

鏡

檢

查    侵襲性子宮頸癌 
(Invasive) 

     子宮頸癌指引 

            

    

無法觀察完整扁

平柱狀上皮轉換

區或完整病灶者 
 逕行子宮頸切片

及子宮頸管搔刮

     見流程圖七 

1: 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流程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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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頸切片診斷  子宮頸管搔刮診斷 追蹤結果  治療 
           

      ASC-US、ASC-H、

LSIL 
 

流程圖四 
         

 陰性 再確認抹

片結果  
 

 
 

 
 

 HSIL 或無法再確認 
 考慮子宮頸錐狀手術或重複陰道鏡

檢查，並應詳細檢查陰道及外陰部 
  陰性         
    陽性    CIN I、II、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
           

      ASC-US、ASC-H、

LSIL 
 

流程圖四 

   陰性  再確認     
       HSIL 或無法再確認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

 CIN I         
   陽性    CIN I、II、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
          

抹片為 HSIL，
陰道鏡下無法

觀察完整扁平

柱狀上皮轉換

區或完整病灶

者    陰性       
  CIN II / III        子宮頸錐狀手術合併切除後頸管搔刮
    陽性       
           

  微侵襲子宮頸癌 
(Microinvasive) 

 
子宮頸錐狀手術 (建議 knife cone)  

子宮頸癌指引 
       
  侵襲性子宮頸癌 (Invasive)    子宮頸癌指引 

流程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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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時發現     治療時追蹤   
          
       正常  定期抹片 
          

   
 3 - 6 個月抹片追蹤檢查

至少一年 
 

 
ASC-US、LSIL
或 ASC-H 

 
見流程圖四 

          
      HSIL  見流程圖六 
         
  

♦ 手術標本邊緣無病變

或無法確認者 
♦ 接受雷射治療者     陰性  每年定期抹片檢查

    6 - 12 個月後檢驗 HPV      
      陽性  陰道鏡檢查 子宮頸錐狀手術或

雷射治療後之追蹤          
      正常  每年定期抹片 
    

3 - 6 個月後抹片追蹤檢

查至少一年      

  
手術標本邊緣呈現病變

或頸管搔刮呈陽性者 
 

  
 ASC-US、LSIL

或 ASC-H 
 

見流程圖四 

         
    

3 - 6 個月後陰道鏡檢查 
+ 子宮頸管搔刮   HSIL  見流程圖六 

          
    進一步手術      

流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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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片檢查結果 子宮頸切片結果 子宮頸管搔刮發現 追蹤 治療 
          

        AGC-NOS 每 3 - 6 個月重複抹片檢查，若

連續二年為正常，改為定期追蹤
        

陰性

再確認前

次抹片結

果 
     陰性 

  

AGC favor 
neoplasia 或
AIS (原位腺癌)

子宮頸錐狀手術 

         

  < 35 歲無其它

危險因子者 
  陽性  CIN I、II、III

或原位腺癌 子宮頸錐狀手術 

    

陰道鏡檢

查及子宮

頸管搔刮      
  AGC 

/ AIS 
  

 
 陰性   每 3 - 6 個月重複抹片檢查，若

連續二年正常，改為定期追蹤 
   CIN I     
    陽性   子宮頸錐狀手術 
        

   CIN II、III、AIS
或 microinvasive 

  子宮頸錐狀手術 (建議 knife cone)

  

 35≧ 歲或有

子宮內膜癌危

險因子者*，或

子宮有異常出

血或子宮內膜

細胞異常者  

陰道鏡檢

查，子宮

頸管搔刮

及子宮內

膜切片     
     侵襲性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指引 

* AGCUS：Atypical glandular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流程圖九 
* 子宮內膜癌危險因子包括：(1) 肥胖、(2) 接受雌激素治療者、(3) 多囊性卵巢疾病、(4) 接受 Tamoxifen 治療者、(5) 長期不排卵者 
* AGC-NOS：atypical glandular cells-not otherwise specified 
* AIS：adenocarcinoma in s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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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內膜切片後之追蹤  
     
  陰性  不需再評估子宮內膜  
      
  增生  考慮子宮內膜搔刮或荷爾蒙治療  
      
子宮內膜切片  非典型增生  子宮內膜搔刮手術  
      
  子宮內膜癌  見子宮內膜癌指引  
      
  無明確診斷  考慮重複施行子宮內膜切片檢查，或利用經陰道超音波以檢測子宮內膜厚度

流程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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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位腺癌子宮頸錐狀手術後之追蹤 
     

 
 標本邊緣無病變且仍

欲生育者 
 與病患充分溝通後，3 - 6 個月後重複抹片檢查及子宮頸管搔

刮，而後至少每 6 個月抹片檢查迄接受子宮全切除手術為止

     

原位腺癌 (adenocarcinoma in situ) 
 標本邊緣無病變且已

不再生育者 
 

子宮全切除手術 

     
    仍欲生育者，於 3 個月後再接受子宮頸錐狀手術 
  標本邊緣呈現病變者   
    不再生育者建議子宮全切除手術 

流程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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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片 

及人類乳突病毒檢驗 
    

          
              
抹片正常 

高風險病毒呈陰性 
 

抹片正常 
高風險病毒呈陽性 

 
ASCUS 

高風險病毒呈陰性 
 

ASCUS 
高風險病毒呈陽性

 > ASCUS 

              
三年後再抹片 

及人類乳突病毒檢驗 
 

6 - 12 個月後再抹片 
及人類乳突病毒檢驗 

 12 個月後再抹片  陰道鏡檢查  陰道鏡檢查

 
 
 

 
 

      

          
抹片正常 

高風險病毒呈陰性 
 

ASCUS 
高風險病毒呈陰性 

 
> ASCUS 

高風險病毒呈陰性 
 高風險病毒呈陽性   

  
 

 
 

 
 

 
  

三年後再抹片 
及人類乳突病毒檢驗 

 
12 個月後再抹片 

及人類乳突病毒檢驗 
 陰道鏡檢查  陰道鏡檢查   

流程圖十二 

 



 

子
宮
頸
癌
篩
檢 

 

TCOG子宮頸癌篩檢臨床指引  A-29 

子子宮宮頸頸癌癌預預防防篩篩檢檢的的臨臨床床指指引引  
－－台台灣灣婦婦產產科科醫醫學學會會 HHPPVV 小小組組  

2007 年 8 月修正版 

 

1. 定期篩檢 
 

 婦女於開始性行為 3 年後，每年接受子宮頸癌篩檢。 

 

2. 篩檢間隔時間 
 

 開始接受篩檢後，應每年接受一次子宮頸細胞抹片檢查。 

 如果連續三次細胞篩檢結果都是正常時，可以延長為每 2 - 3 年接受一次篩

檢。 

 

3. 下列情況需縮短篩檢間隔時間為 3 至 6 個月接受抹片檢查一次 
 

 曾罹患過子宮頸癌或癌前病變之婦女。 

 最近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結果為異常之婦女。 

 免疫功能受抑制的高危險群婦女。 

 

4. 適當的檢體採樣建議 
 

 採集細胞轉換區 (transformation zone) 的檢體時，合併使用採樣棒和子宮頸

刷的雙重採樣術最為理想。 

 有月經的婦女採集檢體的理想時間是月經中期。 

 三個月內不要重複抹片，因為上皮細胞的表層需要充份的時間再生。 

 

5. 針對子宮全切除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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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良性疾病接受全子宮切除的婦女，且有適當的病理報告證實沒有子宮頸

癌或癌前病變，可無需施行抹片篩檢。 

 已接受次全子宮切除手術的婦女，仍應依照目前的指引，繼續接受子宮頸癌

篩檢。 

 沒有子宮頸但曾經有過子宮頸惡性腫瘤或癌前病變病史的婦女，抹片採樣時

需搔刮陰道穹窿。 

 

6. 人類乳突病毒基因檢測 (HPV DNA testing)  
 

 人類乳突病毒基因檢測是檢測病毒感染可靠的方法。 

 30 歲或 30 歲以上的婦女可以採用高風險型人類乳突病毒 DNA 檢測，做為子

宮頸抹片細胞檢查的輔助工具。 

 檢測人類乳突病毒需有相關諮詢和民眾衛教的配合。 

 

7. 人類乳突病毒疫苗 
 

 子宮頸抹片可以篩檢子宮頸癌前病變，而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可以預防子宮頸

癌、癌前病變、或其他乳突病毒相關腫瘤的發生。接受疫苗接種，估計可以

降低 70% 左右侵襲性子宮頸癌的發生，52 - 60% 重度癌前病變及 14 - 25% 

輕度癌前病變的發生，以及 20% 抹片檢查呈現非典型扁平上皮細胞的機會。

目前建議接種疫苗後，仍需定期抹片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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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宮宮頸頸癌癌臨臨床床指指引引  
 

一一  前前言言  
 

  我國 2003 年共有 4,908 例子宮頸癌新病例，包括侵襲癌症 2,061 例及原位癌

2,847 例。其粗發生率為每年十萬名婦女 44.26 人；因子宮頸癌死亡人數 932 人，

死亡率每十萬人 8.40 人，為女性癌症死亡的第五名 [1]。依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其

192 個會員國中 (不包括台灣)，2000 年至少有 470,000 名新病例，2002 年有

239,000 名婦女因子宮頸癌死亡，是全球女性常見癌症第三名。大部分的病例 (80%) 

發生在開發中國家，而為其排名第一的女性癌症及第二癌症死因 [2]。根據 2006 年衛

生署公佈 2004 年的癌症統計資料，子宮頸癌排名女性第五大癌症死因，在肺癌、

肝癌、結腸直腸癌以及乳癌之後，子宮頸癌死亡年齡中位數為 66 歲；子宮頸癌死亡

人數有 9 成以上是集中於 45 歲以上；其死亡率隨年齡增加而遞增。 

 

  已開發國家子宮頸癌死亡率的顯著下降，被認為是有效篩檢的結果。高風險性

人類乳突病毒 (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的感染是子宮頸癌形成的重要

因子。在子宮頸癌發生率高的國家，人類乳突病毒感染的盛行率約 10 - 20%，高於

低發生率國家的 5 - 10%。幾乎所有的子宮頸癌組織中都可以發現高風險性人類乳

突病毒的存在，以及不同族群中子宮頸癌發生率和人類乳突病毒感染盛行率之間的

正向相關，顯示出二者之間的關聯。 

 

  其它與子宮頸癌有關的風險因子，包括抽煙、生產次數、口服避孕藥的使用、

發生性行為的年齡、性伴侶人數、低社經地位、性病史以及慢性免疫功能缺乏等

等。雖然各國侵襲性子宮頸癌的發生率不同，但是診斷及治療的原則大致相同。本

子宮頸癌診斷及治療指引的建立，除了依據已發表的實證醫學證據及專家意見外，

並參考美國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的 Practice Guide-

lines in Cervical Cancer 2002 及 2003 版 [3]、FIGO Staging Classific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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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the Management of Gynecologic Cancer [4] 、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 Cervical Treatment 的 Health Professional Version 

[5] 及法國 French National Federation of Cancer 的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Cancer Care [6,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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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組組織織病病理理分分類類與與分分化化  
 

  鱗狀上皮癌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佔所有病例的 80 - 85%，腺癌 

(Adeno-carcinoma) 及腺鱗狀上皮癌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分別佔約 15% 

以及 3 - 5%，其餘亮細胞癌 (clear cell carcinoma)、類子宮內膜腺癌 (endometrioid 

adenocarcinoma)、未分化細胞癌 (undifferentiated carcinoma)、神經內分泌腫瘤 

(neuroendocrine tumor) 內含小細胞癌 (small cell carcinoma)，以及惡性子宮頸肉

瘤則更罕見。 

 

  本指引僅對較為常見之子宮頸癌加以論述。 

 

  子宮頸癌的病理組織分化分為： 

 

1. 分化良好 (grade 1)  

 

2. 分化中度 (grade 2) 

 

3. 分化不良或未分化 (grade 3)  

 

4. 分化無法評估 (grad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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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症症狀狀、、診診斷斷和和檢檢查查  
 

  早期子宮頸癌的症狀包括持續的陰道分泌物、性交後出血或間歇性出血，這些

輕微而非特異性的症狀經常為病患忽略，有些侵襲性子宮頸癌甚至沒有症狀。子宮

頸抹片則是篩檢子宮頸癌前病變或微侵襲子宮頸癌的方法，並不適用於確認或排除

已經高度懷疑是子宮頸癌的病灶。婦產科醫師可以經由目視或陰道鏡檢查直接觀察

子宮頸表面是否有型態上的變化；對於可疑的病灶，子宮頸切片是簡單而能得到明

確診斷的方法。因此，診斷子宮頸癌最確切的方法是子宮頸切片。假如子宮頸切片

不足以確認是否為侵襲癌或是需進一步確定顯微侵襲的可能時，可採用子宮頸錐狀

手術。如果子宮頸切片已經確診為侵襲性子宮頸癌，就不應再施行子宮頸錐狀手

術。影像檢查，包括超音波、電腦斷層攝影或核磁共振檢查等，不應使用於尚未經

病理組織確認為侵襲性子宮頸癌的患者。 

 

  如果醫師無法藉由詳細的內診決定兩側子宮頸旁組織是否已經有因癌組織轉移

導致的硬結，可使用麻醉下的內診檢查 (examination under anesthesia) 進一步確

定；對於大體積腫瘤和 / 或腫瘤向前方延展者，藉由膀胱鏡檢查 (cystoscopy) 並對

可疑部位切片，可以確定是否已有膀胱黏膜的侵襲；假如肛診懷疑有直腸侵襲，則

可藉由直腸鏡檢查 (proctoscopy) 及對可疑部位切片確認。由於子宮頸癌可能導致

輸尿管阻塞，必須藉由泌尿道系統的檢查以排除或確定其存在的可能性。可使用靜

脈腎盂攝影 (intravenous pyelography, IVP)、腎臟及膀胱超音波 (renal and bladder 

ultrasonography)、電腦斷層 (computed tomography, CT) 或核磁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對骨盆器官的侵襲可選擇性使用恥骨上或陰道超音波 

(supra-pubic or vaginal ultrasonography) 或 MRI 來評估；CT、MRI 可選擇性的使

用於評估淋巴結的狀況。子宮頸癌的腫瘤指標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 

(SCC-Ag) 或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對於鱗狀上皮癌，CA125 及 CEA 對

於腺細胞癌，可以做為治療前評估腫瘤進展程度的大略參考，治療前腫瘤指標超出

正常值的病患，治療後也可以使用該指標評估治療效果及做為追蹤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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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分分期期  
 

  子宮頸癌的分期主要以臨床評估為主，國際婦產科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 1994 年的分期，僅使用胸部 X 光 

(chest X-ray)、腎盂攝影及鋇劑浣腸攝影 (barium enema) 等影像檢查做為分期的參

考。FIGO 一向堅持分期只是為了比較的目的，而不是為了治療的指引。 

 

  淋巴攝影 (lymphangiography)、核磁共振或電腦斷層檢查，對於治療的規劃可

能有所幫助，但檢查的結果並不影響既有的分期。 

 

  FIGO 分期的侵襲性檢查則限制在陰道鏡、子宮頸切片、子宮頸錐狀手術、膀

胱鏡及直腸鏡等。腹腔鏡、子宮鏡、及後腹腔探查手術並不做為分期診斷的依據。 

 

子宮頸癌 FIGO 臨床分期： 

FIGO 分期  
TNM 

Categories 

 Primary tumor cannot be assessed.  
(主要腫瘤無法評估) 

Tx 

 No evidence of primary tumor.  
(沒有腫瘤之證據) 

T0 

0 Carcinoma in situ (pre-invasive carcinoma).  
(原位癌) 

Tis 

I Cervical carcinoma confined to uterus (extension to 
corpus should be disregarded).  
(子宮頸癌侷限在子宮) 

T1 

IA Invasive carcinoma diagnosed only by microscopy.  
(微侵襲癌) 

T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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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O 分期  
TNM 

Categories 

IA1 Stromal invasion no greater than 3.0 mm in depth 
and 7.0 mm or less in horizontal spread.  
(微侵襲癌，水平徑不超過 7 毫米，子宮頸基質侵襲不

超過基底膜下 3 毫米) 

T1a1 

IA2 Stromal invasion more than 3.0 mm and not more 
than 5.0 mm with a horizontal spread 7.0 mm or less.  
(微侵襲癌，水平徑不超過 7 毫米，子宮頸基質侵襲為

基底膜下 3 - 5 毫米之間) 

T1a2 

IB Clinically visible lesion confined to the cervix or 
microscopic lesion greater than IA2 / T1a2.  
(肉眼可見腫瘤侷限在子宮頸或顯微病灶範圍超出 IA2 
/ T1a2) 

T1b 

IB1 Clinically visible lesion 4.0 cm or less in greatest 
dimension.  
(子宮頸腫瘤直徑不超過 4 公分) 

T1b1 

IB2 Clinically visible lesion more than 4.0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子宮頸最大腫瘤直徑超過 4 公分) 

T1b2 

II Tumor invades beyond the uterus but not to pelvic 
wall or lower third of vagina.  
(腫瘤侵襲已達子宮頸外組織，但未達骨盆壁及陰道下

端 1/3) 

T2 

IIA Without parametrial invasion.  
(無子宮頸旁組織侵襲) 

T2a 

IIB With parametrial invasion.  
(已有子宮頸旁組織侵襲) 

T2b 

III Tumor extends to pelvic wall and/or involves lower 
third of vagina and/or causes hydronephrosis or non-
functional kidney.  
(腫瘤侵襲達骨盆壁或達陰道下端 1/3 或造成腎臟水腫

或無功能腎臟)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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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O 分期  
TNM 

Categories 

IIIA Tumor involves lower third of vagina, no extension to 
pelvic wall.  
(腫瘤侵襲達陰道下端 1/3，未達骨盆壁) 

T3a 

IIIB Tumor extends to pelvic wall and/or causes 
hydronephrosis or non-functional kidney.  
(腫瘤侵襲達骨盆壁或造成腎臟水腫或無功能腎臟) 

T3b 

IVA Tumor invades mucosa of bladder or rectum and/or 
extends beyond true pelvis.  
(腫瘤侵襲膀胱或直腸之黏膜層，或延展超過真骨盆腔)

T4 

IVB Distant metastasis.  
(遠處轉移)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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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首首次次治治療療  
 

  子宮頸癌首次診斷後的治療，必須根據仔細的臨床評估： 

 

  早期的子宮頸癌，以手術治療為主，包括： 

 

1. FIGO 分期 IA1： 

(1) 筋膜外 (extrafascial) 子宮切除，若同時有陰道癌前病變，亦需適當的切除。

對希望保留生育能力且子宮頸錐狀手術切除標本邊緣為陰性者，可考慮以較

密集的追蹤取代子宮切除手術。如果標本邊緣呈現原位癌變化，可以再次施

行病變區切除或子宮頸錐狀手術。 

(2) 若子宮頸錐狀手術標本發現子宮頸基質之淋巴血管腔已有腫瘤細胞侵入，或

可考慮較小範圍 (modified) 即第二型 (Type 2) 根治性子宮切除和骨盆淋巴結

摘除。如果希望保留生育能力，可依據下述 IA2 原則處理，惟尚未有明確證

據。 

 

2. FIGO 分期 IA2： 

(1) 較小範圍 (modified) 即第二型 (Type 2) 根治性子宮切除和骨盆淋巴結摘除或

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如果希望保留生育能力，可選擇： 

(A) 根治性子宮頸切除 (radical trachelectomy) 及骨盆淋巴結摘除手術或併主

動脈旁淋巴結取樣。 

(B) 子宮頸大範圍錐狀手術及腹膜外骨盆淋巴結摘除手術，但此仍有爭議。 

(2) 對於身體狀況不適合手術者，可以採取近接放射治療併骨盆放射治療。 

 

3. FIGO 分期 IB1 或 IIA 直徑小於 4 公分者： 

根治性子宮切除及骨盆淋巴結摘除或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對於身體狀況不適

合手術者，可以採取骨盆放射治療合併近接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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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分期 IB2 或 IIA 直徑大於 4 公分者，由於術後有較高的機會接受放射治

療，目前一般先考慮採用同時合併放射線及 cisplatin 化學治療。根治性子宮切除和

骨盆淋巴結摘除或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或術前化學治療後接續根治性子宮切除

和骨盆淋巴結摘除或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也可以使用於詳細檢查後，認為手術

對其可能有較大助益的病患。 

 

  雖然手術療法是早期子宮頸癌的標準治療，對於 FIGO 臨床分期 IB - IIA 的子宮

頸癌，放射治療也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1986 - 1991 年間於義大利進行的隨機分配

臨床試驗發現：接受根治性手術與接受放射治療兩組病患的五年總體存活與無病存

活率分別各為 83%、83% 與 74%、74%。但是接受手術治療後又由於組織病理檢

查發現有復發的高風險因子，而接受術後放射治療者有較高的治療併發症。手術組

中，子宮頸腫瘤直徑超過 4 公分者，84% 接受術後放射治療。因此依據詳細檢查的

結果，謹慎的選擇適於接受手術的病患，可以降低治療併發症發生的機會 [8]。 

 

  對於 IB2 及 bulky (腫瘤大於 4 公分) IIA 子宮頸癌，使用 cisplatin、vincristine

和 bleomycin (POB) 進行三回術前化學治療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可以在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患觀察到腫瘤的部分緩解。隨機分配比較術前化學治療伴隨根

治性子宮切除術或單獨放射治療的前瞻性試驗顯示，兩組的無病存活率和整體存活

率並無統計學上的差異，其 2 年存活率分別為 81% 及 84%，而 5 年存活率則分別

為 70% 及 61% [9]。英國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 曾於 2000 年逐例蒐集

五個隨機分配臨床試驗，針對術前化學治療後接續根治性子宮切除術或單獨放射治

療的結果，進行總合分析 (meta-analysis)。發現對於 IB2、IIA 且腫瘤直徑不小於 4

公分或 IIIB 的子宮頸癌，術前化學治療後接續根治性子宮切除術較單獨放射治療的

無病存活及總體存活率較高，其死亡相對風險分別為 0.68 及 0.65。然而各試驗的

進案條件及結果之間仍然存在有顯著的差異 [10]。而研究組術後接受放射治療的比

例，介於 30% 與 100% 之間，以及可供分析的病患人數仍少 (五個研究共 872 人，

其中 368 例死亡)，因此術前化療是否較優，尚無法遽下結論，同時也必須考慮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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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放射治療的水準。另一個術前化學治療合併根治性子宮切除和淋巴結摘除、以

及只有根治性子宮切除和淋巴結摘除的臨床試驗，目前美國婦癌研究組織正在分析

中 (GOG #141)；歐洲癌症研究及治療聯盟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EORTC 55994) 正主導一個比較分期 IB 或 II 術前化學治

療伴隨根治性子宮切除術或合併放射線及化學治療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較晚期者則以放射治療為主。根據數個隨機分配臨床試驗 [11-14] 的結果顯示，接

受同時合併放射線及 cisplatin 化學治療的局部晚期病患，其存活率較僅單獨接受放

射治療者顯著提高；接受合併治療者，治療後的復發率及總體死亡率較僅接受放射

線者降低約 50%，主要是由於合併治療者有較高的骨盆局部控制率 (見附件)。英國

MRC 的總合分析也發現同時合併放射線及化學治療可以提高病患的存活，其 (死亡) 

相對風險與單純放射治療相較為 0.71。其中以鉑類 (platinum) 化合物效果較佳，

cisplatin 是最常使用的藥物 [15]。同時合併放射線及化學治療降低局部及遠端復發的

機會，分別為僅接受放射治療者的 0.61 及 0.57。整體而言，接受合併化放療者，

其疾病無惡化存活率提高 16% (95% 信賴區間 13 - 19%)，總存活率提高 12% (8 - 

16%)。其中試驗的對象包含較高比例的 FIGO 第一期及第二期者，提高的比例較

大。值得注意的是，先化學治療再放射治療的效果並不等同於同時合併放射線及化

學治療；MRC 對國際 18 個隨機分配臨床試驗，2,074 進案個案逐例的總合分析發

現：放射前每回化學治療間隔為 14 天內，或治療使用的 cisplatin 劑量強度 (dose 

intensity) 每週不小於 25 mg/m2 時，放射治療前的化療與單純放射治療相較，可以

提高病患的總體存活率，其死亡相對風險分別為 0.76 (95% 信賴區間 0.62 - 0.92) 

及 0.91 (0.78 - 1.05)；反之，超過 14 天的化學治療間隔或 cisplatin 劑量強度每週小

於 25 mg/m2時，反而對治療效果有不利的影響 [16]。 

 

  放射治療前的後腹腔淋巴結取樣，以確定有否淋巴結轉移而決定放射治療範

圍，是否有助於治療的成效，目前仍無定論。然而，影像學檢查發現的可疑淋巴

結，可使用細針抽吸檢查 (fine-needle aspiration, FNA) 來確定其是否已有轉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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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隨機臨床試驗的結果顯示，對於預定接受放射治療且電腦斷層檢查無主動脈

旁淋巴結腫大的病患，無論是採用腹腔鏡、腹膜外、或開腹手術摘取主動脈旁淋巴

結，接受手術的病患比沒有接受手術的病患治療結果較差。其中摘取之淋巴結已有

轉移者，雖然以延展放射治療的範圍來涵蓋主動脈旁淋巴結，大部分仍因疾病死亡 

[17]。但是由於進入研究的病患人數少，有待更大規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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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放放射射治治療療的的使使用用  
 

  放射治療的劑量，除參考標準劑量外，必須將其他因素，如治療範圍、照射方

法、正常組織的忍受限度等納入考量。整體的治療時間過度延長，也可能影響治療

的效果。部分的回溯性分析發現治療時間超過 6 至 8 週以上，每多一天的治療延

長，降低 0.5 - 1% 的骨盆控制率。即使缺乏前瞻性隨機試驗的證實，臨床上仍傾向

於在病人情況容許的範圍內，儘量 8 週內完成全部放射治療療程，而儘量減少延遲

或分段放射治療的機會。藉由腹部及骨盆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影像的輔助，描繪出

腫瘤體積及淋巴結狀態，可以為病人訂定更適當的治療計畫，尤以對於腫瘤體積較

大或局部晚期者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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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放放射射治治療療範範圍圍  
 

  在外部照射時使用前後左右四個照野，劑量分佈的規劃宜採用電腦三度空間計

算，以確保每個空間的照野都能涵蓋腫瘤，使其可以接受足夠的劑量，而儘量減少

正常組織的照射。訂定照野範圍時應考慮腫瘤可能擴散的方向，其前緣應包括至子

宮體，後緣應包括子宮薦骨韌帶及薦骨前淋巴結，側緣需要足夠地包涵骨盆淋巴

結。 

 

  若是腫瘤侵襲達陰道的下端 1/3，需考慮是否將鼠膝部淋巴結納入照射的範

圍。使用延展範圍 (extended field) 照射主動脈旁淋巴結時需要小心規劃，以確保淋

巴結可以接受足夠的劑量 (例如以 45 Gy 以治療顯微性疾病) 而不超過小腸、脊髓或

腎臟的容忍限度。腔內 (intracavitary) 或組織間 (interstitial) 近接治療的安排，除在

非常早期的腫瘤外，應於至少施行 40 Gy 的全骨盆體外照射，將腫瘤縮小至近接治

療可達成的範圍後才開始進行。 

 

  在大範圍照射後，開始縮小照射範圍，加強照射 (cone down boost) 骨盆淋巴

結及子宮頸旁組織時，可藉由中央遮蔽技術降低正常周邊器官 (如小腸、直腸和膀

胱) 接受的放射劑量。子宮頸旁組織及其附近淋巴結的標準治療總劑量為 60 至 65 

Gy (含近接治療)。 

 

  法國 Institut Gustave-Roussy 於 1977 - 1981 年間曾以隨機分配方式，對 441

位於淋巴攝影顯示或經由病理檢查確定有骨盆淋巴轉移的 FIGO 分期 I - IIB 病患、

或 FIGO 分期 III 病患，比較全骨盆或全骨盆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照射的治療效果，

結果發現，雖然僅接受骨盆照射組其後發生主動脈旁淋巴結復發的機會較高，然而

兩組的局部及遠端復發的機會以及總體存活並無差異。接受合併治療組有較高的機

會發生重度腸道併發症 [18]。美國放射腫瘤研究組織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RTOG) 於 1979 - 1986 年間，以分層 (stratification) 隨機分配方式對 36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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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腫瘤橫 (transverse) 徑不小於 4 公分的 FIGO 分期 IB 或 IIA 患者或分期 IIB

者，施行全骨盆或全骨盆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照射 (RTOG 79-20)。結果顯示，接

受全骨盆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照射組的十年總體存活率為 55%，相較於接受全骨盆

照射組的 44%，呈顯著差異。兩組的局部復發率相當，而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照射

組的遠端首次復發機會較低。兩組的十年無病存活率分別為 42% (合併組) 及 40% 

(骨盆照射組)，並無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發現合併組的局部復發者，治療後有較

長的存活率 (25% 對 8%) [19]。其後 RTOG 90-01 [13] 則發現對於 IIB - IVA、或 IB - 

IIA 且腫瘤  5 cm≧ 、或經切片證實有骨盆淋巴結轉移但無遠端或主動脈旁淋巴結轉

移者，同時合併放射及化學治療的總體存活率顯著提高 (見附件)。然而對於已有主

動脈旁淋巴結轉移者，除了化學治療外，如果也計畫給予放射治療，其治療範圍是

否應涵蓋主動脈旁淋巴結，仍未有明確的證據。 

 

  我國各醫院皆使用高劑量速率腔內放射系統，一般分成 3 - 6 次治療，每次劑量

為 4 - 10 Gy。對於預定接受子宮切除的病人，需要考慮腔內放射劑量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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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根根治治性性手手術術後後的的輔輔助助治治療療  
 

  根治性子宮切除手術標本的組織病理檢查如果呈現淋巴結轉移、腫瘤組織侵襲

達子宮頸旁組織或手術標本邊緣時，病患的預後明顯較差，應接受術後輔助治療。

美國 Intergroup #0107 及 SWOG #8797 臨床試驗顯示，接受根治性子宮切除及淋

巴結摘除手術之早期 (FIGO 分期 IA2 - IIA) 子宮頸癌病人，病理檢查呈淋巴結轉移

或手術標本邊緣或子宮頸旁組織有腫瘤組織侵襲等具復發高風險因子的病患，接受

同時合併 cisplatin + 5-FU 及骨盆放射治療者，較僅接受骨盆放射治療者，其疾病進

展或總體死亡的相對風險分別為 0.49 及 0.51。估計四年無疾病惡化存活率分別為

80% 及 63%，總體存活率分別為 81% 及 71%；接受同時合併 cisplatin 和 5-FU 及

骨盆放射治療者的存活有顯著提高 [20]。 

 

  而病理檢查即使沒有呈現淋巴結轉移、腫瘤組織侵襲達子宮頸旁組織或手術標

本邊緣等復發高風險因子，但具有如腫瘤組織侵襲已達子宮頸基質的外 1/3、腫瘤

組織侵入微血管或淋巴管腔 (Capillary lymphatic space involvement, CLS) 或子宮

頸腫瘤較大等中度風險因子者，是否需接受術後輔助療法，仍無定論。美國 GOG 

#92 試驗針對已接受根治性手術的 FIGO 分期 IB 病患，具有 (1) 腫瘤侵襲已達子宮

頸基質的外 1/3、(2) 微血管或淋巴管腔侵入、(3) 腫瘤較大等三項風險因子的其中

兩項者 (見下表)，隨機分配接受或不接受術後骨盆放射治療。 

 

微血管或淋巴腔侵入 (CLS) 子宮頸基質侵襲 腫瘤大小 

陽性 外層 1/3 任何大小 

陽性 中層 1/3  2≧ 公分 

陽性 內層 1/3 ≧ 5 公分 

陰性 外層或中層 1/3 ≧ 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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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發現疾病復發率在輔助放射治療組 (137 人) 為 15%，觀察組 (140 人) 為

28%；其中輔助放射治療組有 18 (13.1%) 位病人復發於骨盆或陰道 (局部復發)，相

對於觀察組的 27 人 (19.3%)，放射治療組的復發風險呈顯著降低 (相對風險 0.53)。

放射治療組的兩年無病存活率 (disease-free survival) 為 88%，觀察組為 79%；總

死亡率在觀察組及放射線組分別為 21% (18% 死於癌症) 和 13% (11% 死於癌症) 

[21]。然而放射線組較觀察組呈現較高的第三 (嚴重) 或第四度 (可能威脅生命的) 治療

相關的毒性，分別為 6% 及 2.1%，其中放射線組有一病患因治療引發的腸道毒性死

亡。我國大部分婦癌科醫師所施行的根治性子宮切除手術，對於子宮頸旁組織，包

括基韌帶、子宮薦韌帶及部分子宮膀胱韌帶等切除的範圍，較美國醫師為廣 [22]，對

於具如上之中度風險因子的病患，或許可以再就手術的範圍，決定是否安排術後輔

助性放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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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單單純純式式子子宮宮切切除除後後意意外外發發現現有有子子宮宮頸頸侵侵襲襲癌癌  
 

  單純式子宮切除而意外發現有侵襲癌 (FIGO 分期為 IA2 或更高) 時，治療方式

應視手術標本邊緣是否有腫瘤組織侵襲決定。若有腫瘤組織侵襲，建議施行放射治

療和陰道近接治療；如果沒有腫瘤組織侵襲，可選擇放射治療或子宮頸旁組織全切

除 (complete parametrectomy) 及淋巴結摘除，並切除適當範圍的上段陰道。如果

第二次手術的病理檢查發現淋巴結、子宮頸旁組織及陰道邊緣皆無殘留腫瘤組織，

可以不需輔助治療。假如淋巴結、子宮頸旁組織或陰道標本邊緣有腫瘤組織侵襲，

建議依據上述，給予同時合併 cisplatin 及放射治療。 

 



 

子 

宮 

頸 

癌 

 

 TCOG 子宮頸癌臨床指引 B-18 

十十  治治療療後後的的追追蹤蹤  
 

  子宮頸癌完全治療後的追蹤檢查，包括身體狀況的詢問、理學檢查 (包括詳細

的骨盆內診) 以及： 

 

1. 抹片檢查： 

前兩年每 3 個月一次抹片檢查，第三年每 4 個月一次，第四至五年則每 6 個月一

次，以後每年一次。 

 

2. 血清 SCC-Ag、CEA、CA-125 等腫瘤標記之定期追蹤。 

 

3. 可依病人情況決定是否每 6 個月全血球計數 (CBC) 及血清腎功能標記 (BUN, 

creatinine) 檢驗。 

 

4. 每年可給予胸部 X 光檢查。 

 

5. 有臨床適應症時可安排電腦斷層檢查或葡萄糖正子攝影。 

 

6. 建議放射治療後，使用陰道擴張棒 (vaginal di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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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一一      復復發發或或持持續續性性疾疾病病的的治治療療  ((SSaallvvaaggee  TThheerraappyy))  
 

  子宮頸癌完全治療後，一但發現有復發情形，除非只是陰道的上皮內病變，否

則皆應先安排充分的檢查，包括詳細的理學及影像學檢查，如全身電腦斷層檢查或

胸部 X 光及腹部及骨盆電腦斷層檢查或核磁共振檢查、腫瘤標記檢驗等，以了解全

般情況。如果可能，也應選取代表性的可疑病灶，進行切片或細針抽吸取樣，以確

定復發。如果懷疑復發的部位僅侷限於單側肺部，而無主動脈旁淋巴結腫大的情

形，必須盡可能排除原發性肺癌的可能性。 
 

  經由詳細的檢查以確定復發的範圍後，才能決定治療的方向是以治癒為目標，

抑或以減輕不適症狀為目標。原則上，未曾接受放射治療的復發病灶，除了陰道的

上皮內病變外，可以施予同時合併放射線及化學治療。單獨的肺、肝或淋巴結轉移

可能會因手術切除而有所助益。位於曾經接受過放射治療範圍內的復發病灶，由於

其週邊正常組織可以再接受的放射線劑量有限，而此等病灶對化學治療的反應不

佳，需考慮手術的可行性。 
 

在針對復發或轉移性子宮頸癌上，使用的第一線化學治療藥物有 cisplatin、

carboplatin、paclitaxel 和 topotecan；而可能使用的第一線合併化學藥物治療有

cisplatin / paclitaxel、cisplatin / topotecan、cisplatin / ifosfamide 及 carboplatin / 

paclitaxel。Cisplatin 被認為是緩和治療最有效的藥物，其腫瘤反應率約 20% 到

30%。偶而可以見到腫瘤完全消失的情形。Carboplatin 也有 19% 的反應率；其它

可以使用的藥物包括 ifosfamide、epirubicin 和 vinorelbine，反應期間通常是 3 至 6

個月，平均存活約 1 年。由於緩和治療的目的在於減緩疾病的惡化或減輕因疾病引

起的不適，治療時也需考慮維持病患的生活品質，採用單一化學藥物治療是合理的

方式，然而合併化學藥物治療可能得到較高的腫瘤反應率 (response rate)。生物分

子治療和疫苗治療的效果在現階段還沒有確定。 
 

  對於全身性治療無效的病人，應視個別情況給予最佳的支持療法，包括臨終照

護 (hospice care)、疼痛照會、情緒及精神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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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  局局部部晚晚期期子子宮宮頸頸癌癌首首次次治治療療的的隨隨機機分分配配臨臨床床試試驗驗結結果果  
  

治療方法 
研究 納入研究病患的

FIGO 分期 對照組 研究組 
治療結果 相對治療毒性 

GOG #123 IB，腫瘤  4 cm≧  放射治療 (N = 
186) 

放射線  + cisplatin 
40 mg/m2/週 × 6 週 
(N = 183) 

在中數為 36 個月的追

蹤期間，對照組與研究

組的再發病患分別為 69
人及 38 人；死亡病患

分別為 49 人及 28 人。

研究組疾病進展及死亡

的相對風險值分別為對

照組的 0.51 及 0.54 

治療中暫時性的第

三或第四級血液毒

性研究組為 21%，

對照組 2% 

GOG #120 IIB-IVA，無主動脈旁

淋巴結轉移者 
放射治療外，176 位接受 cisplatin 40 
mg/m2/週 × 6 週，173 位接受 cisplatin 
、fluorouracil 及 hydroxyurea，177 位

接受 hydroxyurea 

接受 cisplatin 者，疾病

進展或死亡的相對風險

為僅接受 hydroxyurea
者的 0.57 及 0.55；在中

數為 35 個月的追蹤期

間，三組的死亡病患分

別為 59、57 及 89 人 

接 受 cisplatin 、

fluorouracil 及 hy-
droxyurea 者，治

療中暫時性的第三

或第四級血液及腸

道毒性較高 

B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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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法 
研究 納入研究病患的

FIGO 分期 對照組 研究組 
治療結果 相對治療毒性 

RTOG 90-01 IIB-IVA ； 或 IB-IIA
且腫瘤  5 cm≧ ；或經

切片證實有骨盆淋巴

結轉移而無遠端或主

動脈旁淋巴結轉移者 

延展照野至腹

主動脈旁淋巴

結的放射治療 
(N = 195) 

同時合併全骨盆放

射治療及 cisplatin 
+ fluorouracil (N = 
194) 

研究組的五年及八年總

體存活率分別為 73% 及
67%，對照組為 52% 及
41%，研究組死亡的相

對風險為 0.48 

研究組者暫時性 
(治療後 60 天內) 
的第三或第四級血

液及腸道毒性較

高，其後則無差異

GOG #85, 
SWOG 8695 

IIB-IVA，無主動脈旁

淋巴結或腹腔內轉移

者 

同時合併放射

治 療 及 口 服 
hydroxyurea (N 
= 191) 

同時合併放射線及

cisplatin + 5-FU (N 
= 177) 

研究組疾病進展或死亡

的相對風險值為對照組

的 0.79；在中數為 8.7
年的追蹤期間，對照組

與研究組的再發病患分

別為 53% 及 43%；死亡

病患分別為 57% 及 45%

對照組中發生暫時

之第三 / 四級白血

球下降者達 24.5%
，研究組為 3.6% 

NCIC CTG IIB-IVA ； 或 IB-IIA
且腫瘤  5 cm≧ ；或經

切片證實有骨盆淋巴

腺轉移者。已有骨盆

外轉移或接受手術淋

巴結分期者除外 

放射治療 (N = 
126) 

放射線  + cisplatin 
40 mg/m2/週 × 6 週 
(N = 127) 

研究組的三年及五年總

體存活率分別為 69% 及
62%，對照組為 66% 及
58% 

研究組的急性毒性

發生率較高 

 



 

子 宮 頸 癌 

  

  

 
子宮頸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子宮頸癌治療流程 
治療前檢查：1. 病史及理學檢查；2. 全血球計數；3. 子宮頸切片之組織病理檢查；4. 子宮頸錐狀手術 (當子宮頸切片之組織病理檢查結果為

微侵襲癌者)；5. 胸部 X 光；6. 分期高於 IA 者，安排腎盂攝影 (IVP) 或腹部及骨盆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7. 常規生化檢驗 
選擇性檢查：# 分期為 IB2 或以上者，膀胱或直腸鏡檢； # 血清腫瘤標記檢驗 (SCC、CEA；腺癌者 CEA、CA-125)；# 葡萄糖正子攝影 
         

FIGO 分期 IA1 

 1. 筋膜外子宮切除 
2. 欲保留生育能力者或不適合手術者，於子宮頸錐狀手術後密集追

蹤觀察 
3. 若子宮頸錐狀手術標本發現子宮頸基質之淋巴血管腔已有腫瘤細

胞侵入，較小範圍根治性子宮切除術及骨盆淋巴結摘除術，或合

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 

  

  

      

無淋巴結

轉移，無

陰道切除

邊緣侵襲

且無子宮

旁組織侵

襲  

1. 觀察 
2. 呈子宮頸基質組

織深部或淋巴血

管內侵襲，可觀

察或安排骨盆放

射治療，或併陰

道近接治療 
 

FIGO 分期 IA2 

 1. 較小範圍根治性子宮切除術及骨盆淋巴結摘除術，或併主動脈旁

淋巴結取樣 (尚無定論) 或 
2. 近接治療併骨盆放射治療 
3. 欲保留生育能力者，可施行根治性子宮頸切除術及淋巴結摘除術 

 

  

 

      

FIGO 分期 IB1 或

IIA (4 公分或以下) 

 1. 根治性子宮切除術及骨盆淋巴結摘除術，或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

取樣 
2. 骨盆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 

 

手
術
標
本
組
織
病
理
檢
查

  

       

淋巴結轉

移或陰道

切除邊緣

侵襲或子

宮旁組織

侵襲 FIGO 分期 IB2 或

IIA (4 公分以上) 

 1. 骨盆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同時合併含 cisplatin 之化療 
2. 根治性子宮切除術及骨盆淋巴結摘除術，建議合併主動脈旁淋巴

結取樣 
   

 
 

1. 淋巴結轉移者，

需施行化學放射

治療 
2. 無 淋 巴 結 轉 移

者，施行骨盆放

射 治 療 可 併 含

cisplatin 之化療 
3. 陰道切除邊緣呈

現侵襲性病灶，

應施行陰道近接

放射治療 
         
於單純子宮切除術

後發現之侵襲癌 
 

見流程圖五       流程圖一

B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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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FIGO 分期 IIB - IVA 子宮頸癌，或不適合施行根治性子宮切除手術之 IB、IIA 治療流程 (一) 
1. 放射治療包括體外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 
2. 鱗狀上皮細胞癌使用含 cisplatin 之化療；非鱗狀上皮細胞癌可使用不同於 cisplatin 之化療藥物 
           
 

    
 骨盆淋巴結轉移 /  

無主動脈旁淋巴結轉移 
 同時合併化療及骨盆或併主動脈旁淋巴

結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 
         
         
        
  

影像檢查

呈淋巴結

病變 
  

 同時合併化療及骨盆併主動脈旁淋巴結

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 
         

 

影像檢查： 
骨盆及腹部電

腦斷層 
或 
核磁共振檢查 
或  
併葡萄糖正子

攝影    
骨盆淋巴結轉移 /  
主動脈旁淋巴結轉移 

 
   

1. FIGO 分期 IB、

IIA (腫瘤  > 4 
cm 或高度懷疑

子宮頸基質深

度侵襲，或身

體狀況不適合

接受根治性子

宮切除手術者) 
2. FIGO 分期 IIB - 

IVA           

        
遠處轉移；可行

時施行切片確認 
 

全身性治療或併 
選擇性放射治療 

流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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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子宮頸癌治療後追蹤及復發的處置        
          
定期追蹤方法  進一步檢查   救援性 (Salvage) 治療   
          

 
未接受過放

射治療者    

 

 
 

 1. 骨盆放射治療或併鉑類化合物化療，或

併近接治療 
2. 侷限於小範圍的復發性病灶，可考慮手

術治療 

 

         
   

 僅骨盆腔

內復發  
 

 

 

  

復發病灶未達骨盆壁者： 
1. 骨盆腔臟器剜除術或併術中放射治療或

2. 如病灶僅侷限於子宮頸，可施行根治性

子宮切除術或近接放射治療 

 
 

      已接受過放

射治療者  
    

復發病灶已達骨盆壁者： 
以鉑類化合物為主之化療或緩解 / 支持性

治療或臨床試驗 

再

復

發
       

 

 
懷疑持

續性或

復發性

疾病   多處復發或

無法切除者
 以鉑類化合物為主之化療或緩解 / 支持性

治療或臨床試驗 
 

 

1. 骨盆 / 腹
部 / 胸部

電腦斷層

檢查或併

葡萄糖正

子攝影 
2. 有必要時

可以施行

手術探查       骨盆腔外

復發 
 

 
 

單處復發者

1. 理學檢查 
2. 抹片檢查：治療後兩

年內每 3 個月一次，

第三年每 4 個月一

次，第四至五年每 6
個月一次，以後每年

一次 
3. 可追蹤 SCC-Ag、CEA 
 、CA-125 等腫瘤標記 
4. 全血 (CBC) 及腎功能 

(BUN、Cr) 檢驗，有

必要時可每 6 個月檢

驗一次 
5. 胸部 X 光檢查每年一

次 
6. 電腦斷層檢查 / 葡萄糖

正子攝影，有臨床適

應症時可安排檢查 
7. 建議放射治療後，使

用陰道擴張器 

 
 

 
 

 

 

 1. 手術切除或併術中放射治療 (如肺臟、

肝臟病灶、淋巴結切除，或 
2. 併行化學放射治療，或 
3. 化學治療，或 
4. 支持性治療 

 

流程圖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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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單純子宮全切除後意外發現侵襲性癌症     
           
組織病理分

期 IA1  病理審閱  
無淋巴血管間隙侵襲  

見流程圖一    

          
     A    
         
   

無切除邊緣侵襲；無影像

檢查轉移  B    
        組織病理分

期 ≧ IA2  
 

   影像檢查無

淋巴結轉移    

  

按照流程圖

一之治療前

檢查及選擇

性檢查       切除邊緣侵襲，肉眼可見

殘餘病灶或影像檢查轉移
    

 
 影像檢查淋

巴結轉移 
 考慮對明顯變大之淋

巴結進行癌減積手術

 

骨盆或併主動

脈旁淋巴結放

射治療 (若影像

檢查呈現主動

脈旁淋巴轉移 ) 
同時合併鉑類

化合物化療，

或併近接治療 
(如有陰道切除

邊緣侵襲) 

           
    無淋巴結轉移 

無陰道切除邊緣侵襲 
無子宮旁組織侵襲 

 1. 觀察，或 
2. 如呈子宮頸基質深部組織或淋巴血管內侵襲，可視情況

給予骨盆放射治療，或併陰道近接治療 
        

A. 子宮頸旁組織全切除及部分

陰道切除 (complete parame-
trectomy) 及骨盆淋巴結摘除

或併主動脈旁淋巴結摘除 

   
 

1. 淋巴結轉移，或 
2. 陰道切除邊緣侵襲，或

3. 子宮旁組織侵襲 

 骨盆或併主動脈旁放射治療及同時合併 cisplatin 化療 +/- 陰
道近接治療 (如有陰道切除邊緣侵襲，必須給予陰道近接治

療) 
           
B. 骨盆放射治療及陰道近接治

療或併鉑類化合物化療       

流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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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Chemotherapy Regimens for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Cervical Cancer 
   

First-line therapy Possible first-line combination therapy1 Second-line therapy 

 Cisplatin 
 Carboplatin 
 Paclitaxel 
 Topotecan 

 Cisplatin / paclitaxel 
 Cisplatin / topotecan 
 Cisplatin / ifosfamide 
 Carboplatin / paclitaxel 

 Docetaxel 
 Gemcitabine 
 Vinorelbine 
 Irinotecan 
 Epirubicin 
 Mitomycin 
 5-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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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G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C-1 

 
子子宮宮內內膜膜癌癌臨臨床床指指引引  

 

一一  前前言言  
 

  子宮體癌在臺灣女性癌症發生率排名第九位，若就女性生殖道癌症中發生率則

是排名第三位的惡性腫瘤，僅次於子宮頸癌及卵巢癌。根據衛生署的統計，子宮體

癌 (包括子宮內膜癌及其他子宮體惡性腫瘤) 歷年的新個案數由 1995 年 315 例、

1996 年 367 例、1997 年 460 例、1998 年 511 例、1999 年 509 例、2000 年 578

例、2001 年 672 例、2002 年 733 例，到了 2003 年新個案數目更高達 793 例，佔

女性生殖器官惡性腫瘤個案數的 20.69%。如果單就子宮內膜腺癌的發生機率來

看，於 1995 年的新病例個數有 250 例、1996 年 302 例、1997 年 360 例、1998 年

383 例、1999 年 370 例、2000 年 418 例、2001 年 483 例、2002 年 533 例，到了

2003 年病例數目已經上升到 566 例。其間病例個數呈現持續上升之趨勢，在近十年

間子宮體癌在女性癌症中，由第 13 位上升至第 10 位的排名。年齡標準化後的發生

率由 1996 年之每十萬名婦女 2.5 人、1997 年之十萬分之 3.32、1998 年之十萬分

之 4.57、1999 年之十萬分之 4.67、2000 年之十萬分之 5.13、2001 年的十萬分之

5.82、2002 年的十萬分之 6.06、到 2003 年的十萬分之 6.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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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子宮體癌發生人數 (1980 – 20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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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OG 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C-2 

  台灣大部分子宮內膜癌發生在停經後之女性，其好發的年齡中位值是在 52 - 54

歲，大部分病人其年齡在 45 - 59 歲之間。雖然 60% 的病例發生在 50 歲之後，但

仍有 15% 的病例出現在 40 歲之前 [5]。子宮內膜癌可以發生在生育年齡及其後的任

何一個年齡層，但比較好發於更年期或停經後的婦女。 

 
圖：2003 年臺灣地區子宮體癌年齡別發生率 [5] 

 

  70 - 80% 的子宮內膜癌診斷時僅侷限在子宮 [1,3,6]。其早期症狀主要為停經後之

陰道出血，病患會因此而就醫，與其他女性生殖道惡性腫瘤比較，有較高的存活

率，因此有很多醫師抱持子宮內膜癌是相較之下惡性度較低之腫瘤。雖然美國子宮

內膜癌之發生率在十年內沒有太大變化，不過年死亡病例卻由 1987 年之 2,900 例

倍增至 1998 年之 6,300 例 [1,7]。在 2006 年，美國估計有 41,200 個新病例被診斷出

來，有 7,350 例因為子宮內膜癌死
亡 [8]。 

 

  雖然因子宮內膜癌而死亡的病例數增加的潛在原因有很多，因此臨床醫師必須

分辨那些具高風險預後因子的病人並給予充分治療極為重要，俾以提供病人最佳的

長期存活機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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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G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C-3 

  民國八十八年，我國子宮體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佔女性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

數的 0.90%，子宮體惡性腫瘤死亡人數佔女性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 0.27%，當

年死因為子宮體惡性腫瘤者共計 80 人。民國八十九年，子宮體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

佔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的 0.98%，子宮體惡性腫瘤死亡人數佔全部惡性腫瘤死

亡人數的 0.25%；發生率的排名於女性為第十位，死亡率的排名於女性為第十七

位，八十九年當年死因為子宮體惡性腫瘤者共計 79 人。民國九十年，子宮體惡性腫

瘤發生個案數佔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的 1.09%，子宮體惡性腫瘤死亡人數佔全

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 0.25%；發生率的排名於女性為第十位，死亡率的排名於女

性為第十七位，當年死因為子宮體惡性腫瘤者共計 82 人。民國九十一年，子宮體惡

性腫瘤發生個案數佔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的 1.15%，子宮體惡性腫瘤死亡人數

佔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 0.25%；發生率的排名於女性為第 9 位，死亡率的排名

於女性為第 18 位，當年死因為子宮體惡性腫瘤者共計 87 人。民國九十二年，子宮

體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佔全部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的 1.27%，子宮體惡性腫瘤死亡

人數佔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 0.30%；發生率的排名於女性為第 9 位，死亡率的

排名於女性為第 16 位，當年死因為子宮體惡性腫瘤者共計 106 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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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OG 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C-4 

二二  診診斷斷與與評評估估  
 

  超過 90% 的子宮內膜癌病人，出現異常陰道出血，且通常是在停經後出現 [6]，

因此更年期以及停經後不正常出血的婦女要特別留意子宮內膜癌的可能性 [1]。子宮

頸抹片 (Pap smear) 檢測子宮內膜癌的效果並不好，所以子宮頸抹片並不能用於篩

檢子宮內膜癌 [1,2]。 

 

  子宮內膜的組織切片檢查是確認子宮內膜癌診斷的方式。門診時所做的子宮內

膜切片有 10% 的偽陰性率，因此有症狀之病人若子宮內膜切片為陰性時 [1]、或是沒

法下定論且高度懷疑是惡性癌症時  [3]，必須在麻醉下施行一個分段式擴刮術 

(fractional dilatation & curettage，包括子宮頸管及子宮內膜搔括術) [1,3]。95% 的子

宮內膜癌可藉分段式擴刮術診斷出來 [4]。對於子宮內膜搔刮手術無具體病理發現但

仍有高度懷疑者，可於子宮腔鏡檢查 (hysteroscopy) 中直接切片檢查提高診斷率。

子宮腔鏡檢查不僅能確定病變的位置和範圍，而且能對可疑病灶直接切片，使得診

斷更為正確 [1,11]。 

 

  如懷疑子宮內膜癌已延伸至子宮頸、或原發自子宮頸的腺癌  (cervical 

adenocarcinoma)，除了刮取子宮內膜以外，也要刮取子宮頸管組織 (endocervical 

tissue)。分段式擴刮術和一般子宮內膜搔刮術的不同，在於分段式子宮擴刮術在探

查子宮腔深度及擴張子宮頸以前，就先刮取子宮頸管組織 (endocervical tissue)，以

避免和來自子宮內膜的組織混淆；小心完全地刮搔子宮內頸後，才擴張子宮頸管以

搔刮子宮腔，而且標本分別送檢。細胞的分化情形對病情的自然發展史和治療的選

擇有其重要的影響 [2]。 

 

  對於異常子宮出血的婦女，超音波檢查對子宮內膜癌的診斷有幫助，此外亦能

排除同時存在的子宮附屬器病變之可能性 [3]；子宮內膜的厚度可以經由陰道超音波

檢測，如果內膜厚度小於 6 公厘時，則內膜切片可能較少子宮內膜癌的變化 [3]。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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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停經後的婦女，無法以超音波下的子宮內膜厚度來排除子宮內膜癌的可能性，因

此對停經後的異常出血，宜考慮施行子宮內膜搔刮，以排除惡性腫瘤的可能性。 

 

  對早期子宮內膜癌的基本術前評估，應該包括胸部 X 光、全血球計數 (CBC)、

以及生化檢查等。其他的檢查例如膀胱鏡、乙狀結腸鏡、鋇劑浣腸攝影 (barium 

enema)、腹部超音波、電腦斷層檢查、以及核磁共振等，可用以評估子宮外疾病或

轉移的可能性 [1,3]。電腦斷層檢查是目前偵測主動脈旁淋巴結轉移最佳方法 [4]。核磁

共振影像檢查對子宮肌層侵襲深度的評估可能有助益。如果臨床上懷疑已有子宮頸

侵襲，宜考慮子宮頸切片或核磁共振影像檢查 [1]。於已有子宮外轉移的病灶之晚期

子宮內膜癌 [1] 或組織病理為乳突漿液腺癌 (papillary serous adenocarcinoma) 或亮

細胞癌 (clear cell carcinoma) 時 [3]，血清之 CA125 或有助於治療後的追蹤 [1,12]，不

過 CA125 值可能因為接受放射治療而升高，有時在單一陰道轉移的病人卻正常，且

可能無法預測沒有臨床表徵下之復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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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子子宮宮內內膜膜癌癌分分期期  
 

  國際婦產科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FIGO) 

的分期系統是最常使用的分期方式，子宮肌層的侵襲程度與癌細胞分化程度以及復

發的機會皆有相關 [1,2]。如果因為肥胖和其他內科的原因病人不適合使用外科治療，

則分期方式可使用 1970 年子宮內膜癌的分期。1970 年子宮內膜癌的分期方式只有

使用手術之前評估所獲得的資料，包含理學檢查以及診斷性分段式擴刮術等。 

 

表：1970 年國際婦產科聯盟子宮內膜癌分期系統 (FIGO Clinical Staging System, 

1970)： 

第一期 腫瘤侷限在子宮內，包括狹部。 
(Stage 1) (The tumor is limited to the uterine body.) 

一期上 子宮腔的長度為小於或等於 8 公分。 
(Stage 1A) (Uterine cavity measures 8 cm or less.) 

一期下 子宮腔的長度為 8 公分以上。 
(Stage 1B) (Uterine cavity measures greater than 8 cm.) 

第二期 腫瘤侵襲子宮體及子宮頸，但未擴展到子宮外。 
(Stage 2) (Tumor extends to the uterine cervix.) 

  
第三期 腫瘤擴展到子宮外，但未超出真骨盆腔。 

(Stage 3) (Tumor has spread to the adjacent pelvic structures.) 
  

第四期 腫瘤擴展到真骨盆腔外。 
(Stage 4) (Bulky pelvic disease or distant spread) 

四期上 明顯地侵入膀胱或直腸的黏膜層。 
(Stage 4A) (The tumor invades the mucosa of the bladder or rectum.) 

四期下 擴散到遠處的器官。 
(Stage 4B) (Distant metastasis is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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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分期相較手術分期的不準確性： 

 

  經過過去的二十餘年來，有很多文獻研究指出，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病人

真實的疾病程度無法藉由臨床分期正確反映 [1,3,13-15]。這些報告指出臨床分期方式經

常低估，更重要地藉由手術分期方式，可以分辨多重的預後因子包括：淋巴結轉

移、子宮肌層侵犯深度、腹腔內轉移 (intraperitoneal implants)、子宮附件轉移、以

及淋巴血管腔侵犯 (lymphovascular space involvement，LVSI) 等，皆無法藉臨床

分期確切評估  [3]。所以國際婦產科聯盟在 1988 年提出新的手術分期 (surgical 

pathological staging classification) 取代自 1970 年使用的臨床分期 (clinical staging 

system) [3]，強調手術病理的評估，諸如組織學分級、子宮肌層的侵犯、以及子宮外

擴散的程度和位置，包含後腹腔淋巴結轉移，可以更準確地評估疾病的預後。 

 

表：1988 年國際婦產科聯盟子宮內膜癌分期系統  (FIGO Staging System for 

Endometrial Cancer, 1988) [3] 

第一期 癌症侷限在子宮內。 
(Stage I) (Endometrial cancer is carcinoma confined to the corpus uteri.) 

Stage IA 癌症侷限在子宮內膜層。 
 (G1, G2, G3: Tumor limited to endometrium.) 

Stage IB 癌症侵入子宮肌層一半以內。 
 (G1, G2, G3: Invasion to less than one half of the myometrium.) 

Stage IC 癌症侵入子宮肌層一半以上。 
 (G1, G2, G3: Invasion to more than one half of the myometrium.) 

第二期 癌症侵襲子宮體及子宮頸，但未擴展到子宮外。 
(Stage II) (Endometrial cancer involves the corpus and the cervix, but 

has not extended outside the uterus.) 

Stage IIA  只有子宮頸內腔腺體被侵襲。 
 (G1, G2, G3: Endocervical glandular involvement only.) 

Stage IIB 侵入子宮頸間質組織。 
 (G1, G2, G3: Cervical stromal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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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癌症擴展到子宮外，但未超出真骨盆腔。 
(Stage III) (Endometrial cancer extends outside of the uterus but is 

confined to the true pelvis.) 

Stage IIIA 癌症侵入漿膜層或附屬器官或腹腔細胞學檢查為陽性。 
 (G1, G2, G3: Tumor invades serosa and/or adnexa and/or 

positive peritoneal cytology.) 

Stage IIIB 陰道的轉移。 
 (G1, G2, G3: Vaginal metastases.) 

Stage IIIC 轉移到骨盆腔或主動脈旁淋巴結。 
 (G1, G2, G3: Metastases to pelvic and/or paraaortic lymph 

nodes.) 

第四期 癌症擴展到真骨盆腔外。 
(Stage IV) (Endometrial cancer involves the bladder or bowel mucosa or 

has metastasized to distant sites.) 

Stage IVA 癌症侵入膀胱或腸子的黏膜層。 
 (G2, G3: Tumor invasion of bladder and/or bowel mucosa.) 

Stage IVB 遠處轉移包括腹腔內或腹股溝淋巴結。 
 (Distant metastases including intraabdominal and/or inguinal 

lymph nodes.) 

組織病理學上的分化區別： 

Histopathology -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Cases of carcinoma of the corpus should be classified (or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histologic differentiation, as follows:  

♦ 分化良好 G1 = 5% or less of a nonsquamous or nonmorular solid growth pattern 

♦ 分化中等 G2 = 6% to 50% of a nonsquamous or nonmorular solid growth pattern 

♦ 分化不良 G3 = more than 50% of a nonsquamous or nonmorular solid growth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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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治治療療  
 

1. 首次治療 
 

  雖然大部分的子宮內膜癌在診斷時其病灶僅侷限在子宮，如果病患身體狀況適

合，一般皆應該實行完整分期手術，包括腹腔內灌洗液的收集以備細胞學檢查、全

子宮切除及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骨盆腔淋巴結摘除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摘除。手

術中，腹腔內臟器包括橫膈膜、肝臟、網膜、腸胃道、骨盆腔和腹腔表面都應該加

以仔細地檢視和觸摸 [1]。若已知為乳突狀漿液細胞癌、或是亮細胞癌，需加施行網

膜切除術 (omentectomy)，及隨機腹膜取樣，術後標本的病理檢查結果，將提供後

續治療決策的依據。子宮切除可使用傳統開腹或腹腔鏡協助經陰道方式，其間孰優

劣尚未有定論 [4]。如果子宮頸有肉眼可見的侵襲性病灶或子宮頸組織呈現明顯的侵

襲性病灶，且無子宮外轉移病灶時，宜施行根除性全子宮切除 (radical hysterec-

tomy)，但是若無子宮頸侵襲性病灶，則根除性全子宮切除相較於單純性全子宮切除

沒有增加助益。 

 

2. 淋巴結摘除 
 

  雖然依美國婦產科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2005 年版) 及美國國家癌症中心聯盟 (NCCN 2006 年版臨床指引) 的建議，對臨床

病灶侷限在子宮之子宮內膜癌病患的手術需合併施行骨盆腔及主動脈旁淋巴結摘

除，然而台灣國家衛生研究院婦癌研究委員會的專家們對此做法仍持保留態度。 

 

  手術的醫師必須熟悉婦科癌症手術和淋巴結摘除的範圍。有些爭辯認為若腫瘤

細胞分化良好且非侵襲性的子宮內膜癌，並不需要常規地施行淋巴結摘除。根據美

國婦癌研究組織的研究和其他前瞻性研究指出，淋巴結轉移與預後息息相關。對細

胞分化良好或中度且子宮肌層侵犯小於三分之一的腫瘤而言，其骨盆腔淋巴結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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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為 5% 或更低。至於有子宮肌層外側三分之一侵犯的病人而言，若其腫瘤細

胞分化中度則有 19% 淋巴結轉移，而分化不良者有 34% [16]。根據回溯性研究，骨

盆及主動脈旁淋巴結轉移的機率，和腫瘤細胞分化程度以及子宮肌層侵犯的深度相

關。此外，有研究指出，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病患，其術後病理報告中腫瘤細胞分

化程度較術前子宮內膜切片或搔刮的細胞分化程度更嚴重 [18]。 

 

表：Percentage of Pelvic / Aortic Node Metastasis by MI and Grade [16] 

M.I.*  Grade  

 1 2 3 

None      0% / 0%** 3% / 3% 0% / 0% 

< 1/3   3% / 1% 5% / 4% 9% / 4% 

> 2/3 11% / 6% 19% / 14% 34% / 23% 

* M.I. = Myometrial invasion depth.  

** Percentage of Pelvic / Aortic Node Metastasis.  

 

表：術後細胞分化程度相較術前子宮內膜切片或刮搔的細胞分化程度的吻合度比較 

[18,19] 

D&C Grade Hysterectomy Grade 

 1 2 3 

1 75% 20%   5% 

2 23% 65% 11% 

3 20% 35% 50% 

 

  腫瘤細胞分化程度較差者，經由肉眼評估子宮肌層侵犯的準確性也大為降低。

研究指出，肉眼評估肌層侵犯的深度與病理檢查肌層侵犯深度的相關性，在分化良

好的腫瘤有 87.3% 的一致性、分化中等為 64.9%、而分化不良者僅有 30.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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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指出，只有少於百分之三十的陽性淋巴結在手術中可以被觸摸出來 [15]。不完全

的分期手術容易造成潛在的子宮外擴散沒有被發現出來，僅依靠觸摸或是僅僅切除

增大的淋巴結通常是不夠的，因為只有百分之十受侵犯的淋巴結可以被觸摸出來，

其中 37% 轉移性淋巴結甚至小於或等於 2 毫米 [21]，因此完整的手術分期有其必要

性。最近的一項報告也顯示，隨機比較有接受完整淋巴結摘除以及沒有接受淋巴結

摘除或是只有小範圍淋巴結取樣的病患，其中接受完整淋巴結摘除之病患其存活較

佳，且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22]。其它幾個研究亦指出接受完整淋巴結摘除之病患其存

活較佳，後腹腔的復發率也降低 [23-25]。在四項研究中皆指出完整淋巴結摘除之病患

可減少骨盆腔放射治療 (External Beam Radiotherapy, EBRT) 的需要 [7,26-28]。於

2006 年美國臨床癌症年會 (ASCO) 中一項大規模 39,396 例回溯報告顯示，對於

Stage I / Grade 3、Stage II - IV 病患接受淋巴結摘除，其存活有統計學上改善 [29]。 

 

  淋巴結摘除可使用傳統開腹或腹腔鏡，其間孰優劣尚未有定論 [4]。近來，腹腔

鏡骨盆以及主動脈旁淋巴結摘除合併腹腔鏡協助經陰道全子宮及兩側輸卵管卵巢切

除，被認為是傳統手術之外的另一種方法。這種手術方式應該由有經驗的婦癌科醫

師審慎的評估後施行。接受這種手術的病人，需長時間的追蹤比較其和傳統開腹手

術預後結果的差別 [30]。美國婦癌研究組織評估比較傳統開腹和使用腹腔鏡進行分期

手術隨機分配的研究 (GOG #LAP2)，於 2006 年美國臨床癌症年會 (ASCO) 中初步

報告顯示成功完成腹腔鏡手術比率可達 76.3%。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越大、成功率越低。傳統開腹或腹腔鏡之間其手術分期結果與淋巴結陽性率並

沒有統計上差異，但是存活結果的差異尚待進一步追蹤 [31]。 

 

3. 懷疑或肉眼下有子宮頸病灶的病人 
 

  若懷疑或肉眼下有子宮頸病灶的病人，宜考慮施行子宮頸切片或核磁共振檢

查，如為陰性則比照前述之侷限於子宮的病人處理方式。對有子宮頸侵犯可以接受

手術治療的病人，建議施行根除性子宮切除術、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及骨盆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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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脈旁淋巴結摘除。除此之外，病人亦可先接受放射治療 (Point A, 75 - 80 Gy)，

再施行經腹式全子宮切除併主動脈旁淋巴結摘除，然此方法尚未定論。至於身體狀

況不適合手術的病人而言，放射治療包括體外放射治療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合併近接治療 (brachytherapy)，能提供長期的局部控制和病人的存活 [32]。 

 

4. 懷疑有子宮外病灶時 
 

  如果懷疑有子宮外病灶，建議施行 CA-125 或影像學檢查，例如核磁共振或電

腦斷層。如為陰性則比照前述之侷限於子宮的病人處理方式，如果有腹腔內病灶時 

(例如：腹水、網膜、淋巴結、卵巢或腹膜侵犯)，則包括腹腔內灌洗液的收集以備

細胞學檢查、全子宮切除及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視情況選擇性施行骨盆腔及主動

脈旁淋巴結摘除、網膜切除術 (omentectomy)、及腫瘤減積手術。如果已有骨盆內

侵犯病灶 (例如：陰道、膀胱、腸道、直腸、或子宮頸旁組織之侵襲)，則以體外放

射治療及近接治療或併手術或化學治療。至於腹腔外轉移之病人 (例如：肝、肺轉

移)，建議施行緩解性全子宮切除及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或併放射治療，同時應給予

荷爾蒙治療或化學治療。 

 

  第三期或第四期的子宮內膜癌，可能在手術前或術中被診斷出來，其治療計畫

因人而異。手術可達到腫瘤減積並減輕如出血以及腸道阻塞等症狀。對第三期及第

四期但無法做到充分腫瘤切除 (Inadequate debulking) 者，應給予化學治療。至於

其他期別者，其後續的治療包括：陰道近接治療、或化學治療或併陰道近接治療、

或全腹腔骨盆腔放射治療或併陰道近接治療。 

 

5. 乳突狀漿液細胞癌和亮細胞癌 
 

  子宮乳突狀漿液細胞癌和亮細胞癌被認為是惡性度更高的組織型態，其出現子

宮外轉移的機率較高 [33,34]。疾病進展與惡化的模式近似卵巢癌，對這些型態的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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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若在分期手術前已診斷出此等組織型態，其手術分期應與卵巢癌所建議的步驟

相同，包括詳細檢查整個腹腔及後腹腔淋巴結。因為許多研究指出，在子宮乳突狀

漿液細胞癌和亮細胞癌中就算是沒有子宮肌層侵犯，仍有淋巴結轉移的風險 [35-37]，

同時並做多處隨機腹膜取樣 (random peritoneal biopsy) 與網膜切除，儘可能施行最

大量的腫瘤減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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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對對接接受受完完整整手手術術分分期期病病人人的的輔輔助助治治療療  
 

  對於手術分期為第一期和第二期子宮內膜癌的病人，其術後輔助治療目前仍有

爭議 [1]。充分的手術分期提供重要的訊息，美國婦癌研究組織一項大規模前瞻性的

研究指出：第一期腫瘤若無峽部 (isthmus)、或是淋巴血管腔侵襲，病患 5 年存活率

為 92.7% [38]。完整手術分期已經減少第一期子宮內膜癌病人輔助性治療的使用 [26]。 

 

1. 輔助性放射治療的角色 
 

  為了評估輔助性放射治療在分期手術確定沒有子宮外轉移的子宮內膜癌所扮演

之角色，美國婦癌研究組織完成多家醫學中心的聯合試驗 (GOG #99)，隨機地選擇

分期 IB、分期 IC、與隱性 (occult) 第二期病人，比較在手術之後僅追蹤觀察和接受

骨盆腔放射治療兩者之間的差異；研究顯示接受放射治療組中有明顯的減少整體的

復發率，亦即治療後 2 年內復發機會有明顯降低。但是兩組的整體存活率，並沒有

統計學上的差異 [39]。另一回溯性研究亦指出在接受完整手術分期之第一期病人中，

接受輔助性放射治療者其骨盆局部控制較佳，但整體存活率並沒有改善 [40]。至於其

復發形式 (pattern of failure) 的分析上，發現在觀察組中最初絕大部分的復發侷限於

陰道。此外亦有研究發現對於腫瘤僅侷限在子宮的病人而言，不論是否存在其他子

宮內風險因子，僅接受陰道近接治療就已經是足夠的輔助性治療 [41]。美國婦癌研究

組織 (GOG #99) 2004 年發表該已接受完整分期手術之前瞻性研究最終報告，指出

2 年之累積復發率，在僅追蹤觀察者為 12%、接受骨盆腔放射治療者為 3% (p = 

0.007)，且大部分最初之復發侷限在陰道，促使儘早使用近接治療做為輔助性治療 

[42]。最近一項 21,249 例第一期之子宮內膜癌回溯性分析指出，輔助性放射治療僅限

於分期為 IC 之病人能改善其存活 [43]。 

 

2. 復發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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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研究對手術分期侷限於子宮 (第一期和第二期) 的子宮內膜癌病人所做之復

發風險評估 [44]，發現其風險因子包括：腫瘤細胞分化不良、腫瘤侵犯子宮肌層深度

達三分之一或以上、淋巴血管腔侵犯、及子宮頸基質 (cervical stroma) 侵犯，若有

二項或以上風險因子的病人其存活率呈現顯著降低 [44]。至於第三期或第四期的子宮

內膜癌病人，本身已具有相當高的復發風險。 

 

3. 給予輔助性放射治療的理由 
 

  對接受單純式子宮切除且病灶侷限在子宮的病人而言，其輔助性治療建議是如

果腫瘤細胞分化不良與子宮肌層深部侵襲、或合併子宮頸侵襲者，則宜積極給予輔

助性治療。其他決定第一期和第二期子宮內膜癌輔助性治療的風險因子，包括淋巴

血管腔侵襲、腫瘤體積以及子宮下段侵襲。 

 

  至於在術後病理結果確知有子宮外病灶者 (Stage III / IV)，其復發機率會增加，

通常需要輔助性治療，不過最佳之輔助性治療方式仍未確定 [45]。如果沒有其餘高風

險性的病理表徵 (如：細胞分化較差的腫瘤、子宮肌層深部侵襲、乳突狀漿液細胞

和亮細胞組織型態、或是有子宮外病灶)，僅腹腔細胞學檢查呈陽性 (Stage IIIA 中

positive peritoneal cytology) 是否為一項獨立的預後因子一直是個爭議焦點 [38,46]。

目前認為如果沒有上述之風險因子，則僅陽性腹腔細胞學檢查結果，臨床上重要性

未明，目前尚未確認輔助性治療的價值。 

 

  病人若有淋巴結或子宮附件的病灶時，可能需要接受骨盆腔或延展範圍 

(extended-field) 的放射治療 [47]。對於認為有腹腔擴散復發風險者，早期研究認為全

腹腔放射治療似乎對經過謹慎地選擇的病人有所助益 [48,49]。 

 

4. 輔助性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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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四期子宮內膜癌的輔助性治療目前尚無明確規範。雖然放射治療被列為

一種輔助性治療的選擇，但其對病人整體存活的改善並無明確的證據。美國婦癌研

究組織 GOG #122，研究第三期和僅有腹腔內微小殘存病灶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的第四期子宮內膜癌之輔助性治療，病人隨機地接受全腹腔骨盆腔放射治

療或是接受 7 次療程的 doxorubicin (60 mg/m2) 和 cisplatin (50 mg/m2) 化學治療，

結果顯示接受化學治療病人其疾病無進展存活期間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及整

體存活期間，較接受放射治療者，統計學上有明顯的提高，但是化學治療的毒性以

及副作用較大。因此對第三、四期或遠處再發的子宮內膜癌，輔助性化學治療為另

一種可行的選擇 [50,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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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對對未未接接受受完完整整手手術術分分期期病病人人的的輔輔助助治治療療  
 

  在廣泛使用完整手術病理分期之前，已經有許多研究顯示腫瘤細胞分化與子宮

肌層的侵襲深度和子宮內膜癌的預後有顯著相關。這些知識形成對於選擇後續輔助

治療的早期基礎，傳統的輔助治療包含體外骨盆腔放射治療或合併近接治療 [1]。 
 

  曾有研究指出，對接受經腹式全子宮切除及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的子宮內膜癌

病人，對於腫瘤細胞分化良好且子宮肌層淺層侵襲的病人只接受陰道近接治療，而

腫瘤細胞分化不良且有較深的子宮肌層浸潤者則接受陰道近接和體外放射治療，其

結果顯示二者預後相似。因此建議具有高風險因子之病人，給予體外放射治療 

[53,54]。 
 

  1980 年，Aalders 針對沒有接受淋巴結取樣的第一期子宮內膜癌病人的第三相

人體試驗，病人隨機接受陰道近接治療或合併體外放射治療；雖然體外放射治療並

未增加病患整體 5 年存活率，或減少遠端轉移，但比較接受放射治療者其陰道復發

率為 2%，而未接受放射治療者為 7%，故對骨盆腔控制 (pelvic control) 有一些改善 

[55]。2000 年歐洲之一項多家醫學中心的聯合試驗研究 (Post Operative Radiation 

Therapy in Endometrial Carcinoma, PORTEC Study Group)，715 例沒有接受淋巴

結取樣的第一期子宮內膜癌病人，隨機地選擇比較在手術之後僅追蹤觀察和接受骨

盆腔放射治療 (46 Gy) 兩者之間的差異，研究顯示接受放射治療組中有明顯的減少

復發率，亦即治療後 2 年內局部復發機會有明顯降低。但是兩組的整體存活率，並

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 [56]。此一 PORTEC 研究在其後追蹤發現，8 年整體存活率接

受放射治療組為 71%，對照組為 77% (P = 0.18)，8 年遠端轉移率 10% 及 6% (P = 

0.20)，兩項皆無統計學上差異。但是在局部復發之後再接受治療的病人，若先前已

接受放射治療組 5 年存活率為 43%，不過之前未接受放射治療的對照組 5 年存活率

為 65%，亦即之前未接受放射治療之病人復發後的 5 年存活率較佳 [57]。2004 發表

之 PORTEC 研究最終結果指出全骨盆腔放射治療並無益處，且放射治療並不能彌

補不完整之手術治療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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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手手術術後後追追蹤蹤監監控控  
 

  子宮內膜癌手術後追蹤監控建議的合理時程包含 [59]：前兩年每 3 個月返診一

次，第三年至五年每 6 個月返診一次，之後每年返診一次。陰道細胞學檢查每 6 個

月一次連續二年、之後每年一次。胸部 X 光檢查每 6 - 12 月一次連續二年，之後每

1 年一次；有懷疑復發時可安排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如果 CA125 在一開始時

有升高，則每次追蹤時應該要重複檢驗 [60-63]。 

 

  文獻回顧中對臨床上第一期和第二期子宮內膜癌的病人術後追蹤，約有 15% 的

復發率 [64]。其中 58% 的這些病人復發時已有出現症狀，大部分的復發在治療後 3

年內發生。病人如有與疾病復發相關症狀，諸如陰道、膀胱或直腸出血，食慾減

低，體重下降，骨盆、腹部、髖部、或背部的疼痛，咳嗽，呼吸急促，以及腹部或

腿部腫脹等症狀，皆應立即接受評估且不應將評估延後至下一次預定返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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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子子宮宮內內膜膜癌癌患患者者更更年年期期症症狀狀之之治治療療  
 

  雌激素低下常與發熱、潮紅、情緒不穩易怒、陰道乾澀、性交困難、骨盆生殖

器官軟組織萎縮、骨質疏鬆、與增加心血管疾病有關。停經後女性的雌激素治療顯

示可以減少或逆轉這些現象及症狀。 

 

  因為子宮內膜腺癌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一個與雌激素相關聯的惡性腫瘤 

[65,66]，因為害怕導致較高的復發率，所以對於已經成功治療的這些病人而言，通常

排除雌激素補充治療的需要。不過，雌激素補充治療對於這類有停經後症狀的病人

而言，是否安全至今仍無定論，而子宮內膜癌病人在術後接受雌激素補充治療，是

否有較高的復發率也仍未被證實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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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再再發發或或轉轉移移疾疾病病的的治治療療  
 

  子宮內膜癌復發大多數發生在診斷後的三年內，有 90% 發生在五年內。以位置

來看，有一半的復發發生在骨盆腔及陰道；骨盆腔以外的復發則以肺部、上腹部、

骨骼比較常見。對於局部復發可以用放射治療，對於擴散型的復發則要靠化學或荷

爾蒙治療。手術治療之後侷限在骨盆腔的復發，應該評估手術清除的可能性並合併

放射治療或僅接受放射治療。有報告指出，陰道復發接受放射治療之後整體存活率

約為 40%，倘若有骨盆腔擴散或是骨盆淋巴結侵襲者其預後更差 [70]。在放射治療之

後局限在骨盆的復發並不常見，對於這些病人的處置仍然是沒有定論。 

 

  對於先前接受體外放射治療的病人，其建議的補救治療包括：骨盆腔臟器刨除

術或合併術中放射治療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IORT)、緩解性放射治療、荷

爾蒙治療、或是化學治療。就根除性的手術而言，例如骨盆腔臟器刨除術有報告指

出其存活率約略為 20% [71]，如果復發的位置沒有接受過放射治療，或是僅有接受近

接治療，宜施行手術或合併術中放射治療；如果可行，要考慮盡可能手術切除；至

於合併近接治療的放射治療則是另一種治療的選擇。如果復發部位在陰道，或是有

合併骨盆腔淋巴結侵襲，可能需要像是合併陰道近接治療的骨盆腔放射治療之附加

治療。如果復發位置在上腹部或是腹腔侵襲，顯微殘存病灶需要包括全腹骨盆腔放

射治療。不過，上腹部肉眼可見的殘存病灶需要較積極的補救治療。單一可切除的

轉移病灶可以用手術切除治療或合併放射治療，更多更廣的復發或是無法切除的單

一轉移病灶可以依照瀰漫性轉移來治療。 

 

  對於全身性轉移的處理通常採取緩解性治療，治療的原則包含：用放射治療來

改善有症狀的轉移部位、疼痛控制、以及加入例如安寧療護的支持。轉移性病灶的

荷爾蒙治療，主要是黃體素製劑的使用，不過沒有較佳的特定藥物、劑量或服用方

式。對於使用荷爾蒙治療轉移性病灶的反應好壞，其主要預估因子是腫瘤分化較

佳、較晚的復發時間、復發的位置和骨盆腔外 (尤其是肺部) 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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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沒有症狀或是低度瀰漫的轉移，倘若動情激素和黃體激素受體呈現陽性，

使用黃體素製劑的荷爾蒙治療反應很好 [72]。合成的黃體素類製劑 (參考表格) 常被用

在治療晚期及復發的子宮內膜癌。綜合各統計結果，大約有 10 - 30% 的病人會有反

應，可以延長存活時間。在有反應的病人中，腫瘤絕大部分都具有很強的黃體素受

體活性，而沒有反應的病人則幾乎沒有黃體素受體活性。分化良好的癌細胞具有較

強的黃體素受體活性，對黃體素類製劑也有比較強的反應。Tamoxifen 對於標準黃

體素治療沒有反應的病人有 20% 反應率 [73]，目前常用的製劑包括 17α-hydroxypro-

gesterone、medroxyprogesterone 和 megestrol acetate。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以

tamoxifen、danazol 等 anti-estrogenic agents 來治療子宮內膜癌。不過這些荷爾蒙

治療並沒有接受完整的研究，所以使用荷爾蒙製劑的子宮內膜癌輔助治療仍然尚未

完全證實 [74]。如果在荷爾蒙治療之後發現疾病惡化，則應考慮化學治療。不過，臨

床試驗或是最好的支持性照護，對於瀰漫性轉移復發以及對荷爾蒙治療與化學治療

反應不佳的病人是最恰當的處理。 

 

表：常用的子宮內膜癌荷爾蒙治療 [75] 

Agent Dose / Schedule Response rate (range) % 

Megestrol acetate   40 mg p.o. QID 20 (  1 - 56) 

Medroxyprogesterone 200 mg p.o. QD 25 (14 - 53) 

Tamoxifen   20 mg p.o. BID 18 (  0 - 53) 

Aromatase inhibitors:   

Exemestane   25 mg p.o. QD  

Letrozole  2.5 mg p.o. QD  

Anastrozole     1 mg p.o. QD 9 

 

  對於有明顯轉移症狀或是大體積的瀰漫性轉移，化學治療或合併放射治療通常

用來緩解症狀。如果兩種化學治療處方失敗後，病人宜接受支持性照護或是參與適

當的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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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  晚晚期期和和復復發發疾疾病病的的化化學學治治療療  
 

  化學治療對於子宮內膜癌的效果仍有待進一步研究，目前常使用的單一劑型包

含 cisplatin、 carboplatin、doxorubin、 cyclophosphamide、5-fluorouracil 或是

paclitaxel 等。也有人再加上荷爾蒙療法，其效果仍有待評估。這些化學治療藥劑在

晚期子宮內膜癌其反應率約在 21 - 36%，不過單一劑型的化學治療並沒有被證實能

夠改善生活品質或是延長存活。 

 

  合併 doxorubicin 及 cisplatin / carboplatin，或同時併用 cyclophosphamide，

其反應率約 31 - 81%。在這臨床試驗之下，病人平均存活約一年 [76,77]，至於合併使

用 cisplatin 和 paclitaxel 的研究正在進行中。在子宮內膜癌中合併之化學治療處方

應該正確清楚的使用，並且小心注意毒性的發生。至於生物治療和分子治療 

(biologic and molecular therapies)，至今尚未證實對於復發或是轉移性子宮內膜癌

的治療有其角色。 

 

  美國婦癌研究組織 GOG #177 比較在晚期或復發之病人使用 Doxorubicin / 

Cisplatin 或是 Doxorubicin / Cisplatin / Paclitaxel 加上 filgrastim 支持，增加 pacli-

taxel 改善疾病無進展存活期及整體存活 (PFS: 8.3 vs. 5.3 months; P < 0.01)，(OS: 

15.3 vs. 12.3 months; P = 0.037)，不過毒性增加 [82]。 

 

表：子宮內膜癌常用的化學治療處方 [70] 

Single regimen Dose Schedule Response rate 

Cisplatin 50 q 3 wks 21% 

Carboplatin AUC 4 - 5 q 4 wks 28% 

Doxorubicin 60 q 3 wks 26% 

Ifosfamide 1500 (3 - 5 d) q 3 - 4 wks 24% 

Paclitaxel 175 (3 hr) q 3 - 4 wk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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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regimen Dose / mg/m2 Schedule Response rate 

Doxorubicin + CDDP 60 / 50 q 3 - 4 wks 34 - 42% 

Paclitaxel + CDDP 135 (24 hr) / 75 q 3 - 4 wks  67%*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175 (3 hr) / AUC5 q 3 - 4 wks 63% 

Cyclophosphamide + 
Doxorubicin + CDDP 400 - 600 / 50 / 50 q 3 - 4 wks 45% 

Doxorubicin + 
Cisplatin + Paclitaxel 45 / 50 / 160 q 3 wks   57%** 

*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8 months.  

**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表：美國婦癌研究組織子宮內膜癌隨機分配化學治療臨床試驗比較 

GOG Arm A vs. Arm B Response rate 

GOG #48 [78] 
Doxorubicin  
vs.  
Doxorubicin + Cyclophospahmide 

24% vs. 32% 

(P = 0.06) 

GOG #107 [79] 
Doxorubicin  
vs.  
Doxorubicin + Cisplatin 

25% vs. 42% 

(P < 0.004) 

GOG #139 [80] 

Doxorubicin + Cisplatin 
vs. 
Doxorubicin 6 AM + Cisplatin 6 PM 
circadian timed 

46% vs. 49% 

(P = NS) 

GOG #163 [81] 
Doxorubicin + Cisplatin  
vs.  
Doxorubicin + Paclitaxel 

40% vs. 43% 

(P = NS) 

GOG #177* [82] 
Doxorubicin + Cisplatin 
vs.  
Doxorubicin + Cisplatin + Paclitaxel* 

34% vs. 57% 

(P < 0.01) 

* GOG 177: TAP significantly improves RR (57% v 34%; P < 0.01), PFS PFS 
(median, 8.3 v 5.3 months; P < 0.01), and OS (median, 15.3 v 12.3 months; P =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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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    初步臨床發現      
          

     
 

疾病侷限在子宮 
 首次治療  (1) 

(流程圖二) 
 

          

  
 

子宮內膜樣癌細胞組織 
 懷疑或巨觀下有子宮

頸侵襲 
 首次治療  (2) 

(流程圖三) 
 

         
 

病理審視 
 

  懷疑有子宮外病灶 
 首次治療  (3) 

(流程圖四) 
 

         

病史 
身體檢查 
血液常規 
子宮頸內頸暨子宮

內膜切片 (分段式

擴刮術) 
子宮頸細胞學檢查 
胸部 X 光    

乳突漿液 (papillary serous) 細胞

組織或亮細胞 (clear cell) 組織 
 見：乳突漿液 (papillary serous) 細胞組織或

亮細胞 (clear cell) 組織之治療 (流程圖九) 
 

流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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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治療 (1)            
              
  無法手術  放射治療          
              

病灶侷限

在子宮 

 
 

 不完全分期手術 (或意外發現) 
僅子宮切除 或 
+/- 雙側 / 單側輸卵管卵巢切除

 
   

見：不完整手術分期之

輔助治療 (流程圖十) 

 

              

  可以手術 
 

 
 手術中冷

凍切片 
 無肌層侵襲且分

化良好 (Grade 1)* 
 可不需淋

巴結摘除

 
 

             
 
肉眼巨觀

下有 
    

全子宮切除

雙側輸卵管

卵巢切除，

細胞學檢查

 

 

 肌層侵襲 (+)，分

化中等或不良 
乳突漿液細胞或

亮細胞 

 

  

見：完整手術分期之輔

助治療 (流程圖五-八) 
Stage I (流程圖五) 
Stage II (流程圖六) 
Stage III (流程圖七-八) 
Stage IIIB-IV (流程圖八)

 

              
      主動脈旁 / 骨盆腔淋巴結摘除      

流程圖二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practice bulletin, clinical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obstetrician-

gynecologists, number 65, August 2005: management of endometrial cancer. Obstet Gynecol 2005 Aug; 106:4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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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首次治療 (2)           
             

   
 

陰性結果 
 病灶僅侷限

在子宮 
 

首次治療 (1)    

             

  

懷疑或巨

觀下有子

宮頸侵襲 

子宮頸切

片或核磁

共振 
 

 

 

 

  

 

 

根除性子宮切除 (RAH) 
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 
細胞學檢查 
淋巴結摘除 
  骨盆腔 
  主動脈旁 

 
 

見：完整手術分期之輔

助治療 (流程圖五-八) 
Stage I (流程圖五) 
Stage II (流程圖六) 
Stage III (流程圖七-八) 
Stage IIIB-IV (流程圖八)

             
      可以手術       
             

    

陽 性 結 果

(stoma: +) 或
巨觀下有侵

襲 

   

或放射治

療 75 - 80 
Gy 
Point A* 

 全子宮切除 / 雙側

卵巢輸卵管切除 
主動脈旁淋巴結

摘除 

  

            追蹤 (流程圖十一) 

      無法手術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

療 
  

＊：仍未定論 流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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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首次治療 (3)        
         
    陰性結果  首次治療 (1)   
         
    
  
  
  

腹腔內： 
腹水、網膜、淋巴結、卵巢、侷

限性腹膜 
   
 

 

 

 

 全子宮切除 / 雙側卵

巢切除 
細胞學檢查 
骨盆腔、主動脈側淋

巴結切除 
網膜切除 

 
 

見：完整手術分期之輔

助治療 (流程圖五-八) 
Stage I (流程圖五) 
Stage II (流程圖六) 
Stage III (流程圖七-八) 
Stage IIIB-IV (流程圖八)

       懷疑有子

宮外病灶 
 

CA125 
MRI / CT (依
臨床的適應

症) 
 

 
 

 骨盆腔外： 
陰道、膀胱、腸、parametrium、

直腸、侷限性腹膜 

 
放射治療  +/- 手術  + 
陰道近接治療 

 
 

        追蹤 (流程圖十一) 
 
腹腔外： 
胸、肝、鎖骨上淋巴結、腸 / 直
腸 

    

 

 考慮緩解性子宮切除 / 
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 
+/- 放射治療  
+/- 荷爾蒙治療 
+/- 化學治療 

  

流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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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G1 (分化良好) G2 (分化中等) G3 (分化不良) 
       

 

Stage IA 

 

 

 

觀察 觀察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完整手術分期後之輔助治療 
Stage IB 
( < 50%)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Stage IC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流程圖五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可考慮用於下列復發風險高之情況，其危險因子包括：年齡 60 歲以上、淋巴血管腔侵襲、

較大腫瘤 (2 公分以上)、子宮下段侵襲。 
＊：仍未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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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 (分化良好)  G2 (分化中等) G3 (分化不良)
          

    
 

 
子宮肌層侵襲 
< 50%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Stage IIA        
   完整手術分期

後之輔助治療 
 

  
子宮肌層侵襲 
> 50%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Stage IIB        

      
接受子宮根除性手術，切除後無切除邊緣且無子宮外病灶者，可考

慮觀察或陰道近接治療* 

流程圖六 

＊：觀察或陰道近接治療－可選擇在根除性子宮切除後邊緣無病灶，且無子宮外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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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G1 (分化良好) G2 (分化中等) G3 (分化不良) 
         
    
    
    

 

  

僅細胞學陽

性，在子宮

頂部無侵襲

性腫瘤  

觀察 觀察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Stage IIIA       

完整手術

分期後之

輔助治療     
   

 
  

其餘 IIIA 
 

 

 

    

針對腫瘤之放射治療 
+ 化學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全腹腔骨盆腔放射

+/-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化學治療  

+/- 放射治療** 

針對腫瘤之放射治療 
+ 化學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全腹腔骨盆腔放射

+/-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化學治療 

+/- 放射治療** 

針對腫瘤之放射治療 
+ 化學治療*  
或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全腹腔骨盆腔放射

+/-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化學治療 

+/- 放射治療** 

流程圖七 

針對腫瘤之放射治療 (tumor-directed radiotherapy) 
＊：仍未定論 
＊＊：尚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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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分化程度   輔助治療 
       
  Stage IIIB     
       
      
    陽性淋巴結  
      

針對腫瘤之放射治療  
+/- 化學治療 

完整手術分期後之輔助治療  Stage IIIC     

    
陽性總髂淋巴結 (common iliac) 
或 主動脈旁淋巴結 

  

       
 

Stage IVA、IVB  
 

 
減積手術後沒有肉眼下殘存病灶

或 顯微鏡下腹腔病灶 

 化學治療 +/- 放射治療 
或 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流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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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輔助治療 
       
       
    Stage IA   
       
      
  
  
乳突漿液  (papillary 
serous) 細胞 
或 亮細胞 (clear cell) 

 

 

Stage IB、IC、II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化學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或 全腹腔骨盆腔放射 
  +/- 陰道近接治療* 

      

  

完整分期減積手術： 
♦ 腹腔灌洗液細胞學檢查 
♦ 全子宮切除及雙側輸卵管卵巢切除

♦ 骨盆腔淋巴結摘除合併主動脈旁淋

巴結摘除 
♦ 腹腔內臟器包括橫膈膜、肝臟、網

膜、腸胃道、骨盆腔和腹腔表面檢

視、觸摸及切片 
♦ 儘可能減積  

Stage III、IV 
(已儘可能手術減積) 

  

       

    
Stage III、IV 
(無法儘可能手術減積)

 化學治療 

流程圖九 

＊：仍未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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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分期手術 (或意外發現) 僅子宮切除 或 +/- 雙側 / 單側輸卵管卵巢切除   
            
         觀察  
  

Stage IA, G1-2 
無危險因子*          
  
 陰性     

 

 
   

觀察 
或 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腔放射治療 

 

  
Stage IA, G1-2 
有危險因子*  影像學檢查        

 
    陽性 

 再次手術 -  
完整分期手術

 
 

          

不完整手術

分期之輔助

治療 

 
 

Stage IB / IIA, G1-2  
(肌肉層侵襲 < 50%) 

 再次手術 -  
完整分期手術 

 
   

           
      陽性    

比照已完整外科分期後

之輔助治療 
Stage I 
Stage II 
Stage III (流程圖七-八) 
Stage IIIB-IV (流程圖八)  

            

  

影像學檢查 陰性   

Stage IC 
Stage IIA (肌肉層侵

襲 ≧ 50%) 
Stage IIB or G3 

 

 

 

 

 

  
骨盆腔放射治療 
+ 陰道近接治療 
+/- 主動脈旁放射治療 

 

流程圖十 
＊：危險因子包括：年齡 60 歲以上、淋巴血管腔侵襲、較大腫瘤 (2 公分以上)、子宮下段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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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4 年版)
      
追蹤監測  復發轉移的臨床表徵  援救治療 
         
  陰道局部復發  手術切除或放射治療    

        
        
        
 

單一獨立轉移
 手術切除或合併 

(+/-) 放射治療 
 無法切除病灶或更多部位

復發 
 荷爾蒙治療 

化學治療 
        
        
        

 
 
 

 
無症狀或是低度 
(Grade 1) 

 
荷爾蒙

治療 

 
如果惡化，

則化學治療

 如果惡化，則

支持性緩解治

療或臨床試驗

      全身性復發  / 
瀰漫性轉移   

1. 身體檢查： 
前兩年每 3 個月返診一

次，第三年至五年每 6 個

月返診一次，之後每年返

診一次 
2. 陰道細胞學檢查： 
每 6 個月一次連續二年，

之後每年一次 
3. 胸部 X 光檢查： 
每 1 年一次 

4. 有懷疑復發時，可安排電

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 
5. CA125 在一開始時有升

高，應每次追蹤時複驗 
6. 針對症狀的病人教育 

 
 

有症狀或是 Grade 
2、3 及較大之病灶

化學治療或合併症狀緩解

之放射治療 
   

 

 

 

 

 如果二種化療

失敗後，則支

持性緩解治療

或臨床試驗 

流程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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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子宮宮惡惡性性肉肉瘤瘤臨臨床床指指引引  
 

一一  前前言言  
 

1. 子宮惡性肉瘤的發生率 (Incidence and Epidemiology) 
 

  子宮惡性肉瘤是少見的腫瘤，佔婦科女性生殖道惡性腫瘤的 1%，國外統計年

好發率約每十萬女性 1.23 - 1.7 例 [1,2]。子宮惡性肉瘤佔子宮惡性腫瘤的 2 - 5% [3]。

主要由子宮肌肉層的平滑肌、中胚層 (mesoderm)、子宮內膜上皮基質 (endometrial 

epithelial stroma)、或是結締組織發展而來。子宮惡性肉瘤最常見三種不同的組織

病理型態，包括子宮內膜基質性惡性肉瘤、平滑肌惡性肉瘤、同質性和異質性的惡

性苗勒氏混合性腫瘤，國外統計惡性苗勒氏混合腫瘤 Malignant Mixed Müllerian 

Tumor (MMMT) 是最常見之型態，病理學上可分單純惡性肉瘤、混合惡性肉瘤、惡

性混合米勒氏腫瘤 (Malignant Mixed Müllerian Tumors)、惡性淋巴瘤等 [4]。 

 

圖 1：台灣子宮內膜基質性惡性肉瘤、平滑肌惡性肉瘤、同質性和異質性的惡性苗

勒氏混合性腫瘤歷年好發個案數分布 (1995 - 20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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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同系的惡性肉瘤 (pure homologous sarcoma) 又可分為平滑肌惡性肉瘤 

(leiomyosarcoma)，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 (stromal sarcoma)、以及血管惡性肉瘤 

(blood vessel sarcomas、angiosarcoma)、及纖維惡性肉瘤 (fibrosarcoma)，腺惡

性肉瘤 adenosarcoma 和 lymphosarcomas。但這些病例數目相當少 (見表 1) [5]。 

 

表 1 子宮惡性肉瘤分類 [5] 

種 類 同質性 (homologous) 異質性 (heterologous) 

單純性 
(Pure) 

 平滑肌惡性肉瘤 (Leiomyosarcoma) 

 子宮基質惡性肉瘤 (Stromal Sarcoma) 

(1) 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 (Endometrial 
stromal sarcoma) (Low grade ESS; 
Endolymphatic stromal myosis) 

(2) 高度未分化惡性肉瘤  (High grade 
undifferentiated sarcoma (HGUD))  

 橫紋肌惡性肉瘤 
(Rhabdomyosarcoma) 

 軟骨惡性肉瘤 
(Chondrosarcoma) 

 骨惡性肉瘤 
(Osteosarcoma) 

混合性 
(Mixed) 

 癌惡性肉瘤 (Carcinosarcoma) (包括 homologous 及 heterologous 
MMMT)  

 腺惡性肉瘤 (Adenosarcoma) 

 

  好發年齡因組織病理型態不同而有所差異，惡性混合苗勒氏腫瘤 MMMT 好發於

60 - 70 歲之間，較平滑肌惡性肉瘤 (LMS) 以及內膜基質性惡性肉瘤 (ESS) 約晚 10

年發生 [7-8]。 

 

2. 子宮惡性肉瘤的風險因子 (Risk Factors) 
 

  目前子宮惡性肉瘤的風險因子並不明確，有文獻指出先前的骨盆腔放射線照射

是誘發因子，增加子宮惡性肉瘤的的發生率約 5.38 倍 (約佔 10 - 25% 子宮惡性肉瘤

的病例)，以放射線照射治療良性子宮出血 5 - 25 年後發生 [9]。一項研究指出 5% 的

子宮惡性肉瘤病人曾接受骨盆腔的放射線照射  [10]，Tamoxifen 之使用，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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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NSABP-P1) 30 餘年研究發

現，乳癌病人長期使用 tamoxifen 輔助治療會伴隨增高危險因子，在 17,000 多名病

人服用 Tamoxifen 之病患有 12 名出現 MMMT [11-13]。 

 

3. 分期 (Staging) 
 

  子宮惡性肉瘤的分期是以 FIGO (國際婦產科學會) 子宮內膜癌的分期為參考 (見

表 2)。 

 

表 2 子宮惡性肉瘤分期 

Stage 浸  潤  範  圍 

I 惡性細胞局限於子宮體 

II 子宮頸受到浸潤 

IIIA 惡性細胞侵及子宮外粘膜層、子宮旁組織或腹水中有惡性細胞 

IIIB 惡性細胞侵襲到陰道 

IIIC 惡性細胞侵及骨盆腔或主動脈旁淋巴結 

IVA 侵襲到膀胱或大腸粘膜 

IVB 遠處、腹腔內或鼠蹊部淋巴腺轉移 

 

4. 子宮惡性肉瘤臨床診斷 (CLINICAL DIAGNOSIS) 
 

  不同的組織病理型態有不同的臨床表現，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與內膜基質性惡

性肉瘤傾向在較早期表現 [14]。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有時以快速子宮變大表現，不一

定會呈現陰道出血。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和子宮肌瘤並無法以臨床或放射線影像來

區分，65% 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 (LMS) 和 75% 內膜基質性惡性肉瘤在術前診斷為

良性子宮肌瘤 [15]。 



 

子
宮
惡
性
肉
瘤 

 

 TCOG 子宮惡性肉瘤臨床指引 D-4 

二二  子子宮宮惡惡性性肉肉瘤瘤個個論論  ((SSuubbttyyppeess  ooff  UUtteerriinnee  
SSaarrccoommaa))  

 

1. 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 (Leiomyosarcoma) 
 

  目前分子醫學的證據認為子宮肌瘤與子宮惡性肉瘤的基因並不相同，因此子宮

肌瘤並不會演變為子宮惡性肉瘤，惟臨床檢查並不易將兩者完全區分，診斷為子宮

肌瘤者有 0.1 - 0.5% 為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傳統上認為生長速度過快的肌瘤演變

成惡性肉瘤的機會較高，但是有一篇大規模的研究報告卻指出，生長快速的肌瘤與

生長速度普通的肌瘤其惡性肉瘤的發生率是相同的。在 341 臨床上或超音波發現子

宮快速增大的病人僅 1 例 (0.27%) 有子宮惡性肉瘤 [16]。 

 

  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手術中肉眼可見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與子宮肌瘤不一

樣，平滑肌惡性肉瘤常是單一的，並有巨大邊緣不明的腫塊，有柔軟、肉樣的堅度 

(consistency)。其切面是各色各樣的，從灰黃色到粉紅色，而有出血及壞死的病灶 

[17]。 

 

  良性肌瘤也可見於同一子宮，但外觀與平滑肌惡性肉瘤有明顯的對照 (表 3)。

好發年齡在 43 - 53 歲，比其它子宮惡性肉瘤發生的年齡層稍低，在停經前罹病者比

在停經後罹病者的存活率較高。發生率與生產次數無關，與內科疾病的關聯也不像

MMMT、EMS 那麼高，好發在非裔美籍婦女身上，且預後也較差。曾經行骨盆腔放

射治療者，約有 4% 的發生機率。 

 

  嚴重的病例，平滑肌惡性肉瘤可能有擴散到子宮體外的巨觀證據。子宮平滑肌

惡性肉瘤對血管侵襲的巨觀證據比靜脈血管內子宮肌瘤症 (intravenous leiomyo-

matosis) 或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更不普遍。子宮惡性肉瘤整體預後：Stage I 小於

50%，其他 Stage 則在 0 -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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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子宮肌瘤與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之肉眼的鑑別 

 子宮肌瘤 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 

腫瘤數目 通常多發 通常單個 

腫瘤大小 多樣、大小不一 通常 10 公分以上 

質地、剖面 硬、漩渦狀構造之剖

面，出血性壞死少見 
軟而易破裂、剖面常見

出血性壞死 

腫瘤邊緣與子宮肌層之界限 與子宮肌層容易剝離 與子宮肌層不易剝離 

 

  典型的平滑肌惡性肉瘤是高細胞密度的腫瘤，由大型梭形腫瘤細胞 (spindle cell) 

的交叉束 (intersecting fascicles) 所構成，大多數平滑肌惡性肉瘤呈現有高細胞密度 

(hypercellularity)、非典型 (atypia)、及細胞分裂相 (mitosis phase)，細胞分裂相之

多寡及細胞非典型的變異程度是其惡性度的指標 (表 4)。 

 

表 4 子宮平滑肌腫瘤惡性肉瘤之組織學的診斷基準 (Zaloudek & Norris classifi-

cation) 

診 斷 (Diagnosis) 
有絲分裂數目 

(Mitosis / 10 HPF)
細胞非典型的變異程

度 (Celluar Atypia) 

富細胞型平滑肌瘤  
(Cellular Leiomyoma) 

< 5 － 

非典型平滑肌瘤  
(Atypical Leiomyoma) 

< 5 ＋ 

惡性度不確定平滑肌瘤  
(Smooth Muscle Tumor of Uncer-
tain Malignant Potential, STUMP) 

5 - 9 － 

低風險型滑肌惡性肉瘤  
(Leiomyosarcoma /low risk) 

5 - 9 ＋ 

高風險型平滑肌惡性肉瘤  
(Leiomyosarcoma /high risk)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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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子宮平滑肌瘤的分類與轉移程度 (Metastatic potential of smooth muscle 

tumors of the uterus) 

Maximum 
MF/10 HPF 

Atypia Diagnosis 
Metastatic 
potential 

1 - 4 Any degree  Leiomyoma Very low 

5 - 9 None Leiomyoma with high mitotic activity Very low 

5 - 9 Grade 1 Smooth muscle tumor of malignant Low 

5 - 9 Grade 2 or 3 Leiomyosarcoma Moderate 

10 or more Grade 1 Leiomyosarcoma High 

10 or more Grade 2 or 3 Leiomyosarcoma Very high 

 

  症狀包括：大部分均無症狀，有些有非特定的陰道出血、骨盆腔疼痛或壓迫症

狀、腹部觸診或骨盆腔檢查可發現腫塊。因此對於子宮快速變大 (尤其是停經後) 要

高度懷疑是平滑肌惡性肉瘤。子宮內膜切片 (endometrial biopsy) 診斷子宮平滑肌

惡性肉瘤的機會較其它惡性肉瘤為低，但病灶如果是在黏膜下 (submucosal)，仍有

機會在子宮內膜切片時診斷出來。超音波、核磁共振 (MRI)、以及電腦斷層檢查 

(CT) 不易區別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癌、和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 [19]，子宮平滑肌惡性

肉瘤的五年存活率為 20 - 63% (平均 47%)。肺轉移是最常見的遠處轉移 [20]。 

 

2. 基質性腫瘤 (Stromal Tumors) 
 

  基質性腫瘤 (stromal tumors) 常見於 45 - 50 歲左右的婦女，約有 1/3 發生在停

經後。其發生率與生產次數、內科疾病或是否曾經接受骨盆腔的放射治療無關。其

常見的症狀包括：不正常的子宮出血，及骨盆腔的壓迫和腹部疼痛，也有些病人是

完全無症狀的。骨盆腔檢查經常會發現子宮變大，形狀可能是規則或不規則的。子

宮內膜切片有機會診斷，但手術前常被誤認為子宮平滑肌瘤。術中可見在子宮腔內

充滿著柔軟、顏色呈灰白到黃的壞死和充血性的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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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內膜基質腫瘤又可根據細胞的有絲分裂性質 (mitotic activity)、血管侵襲 

(vascular invasion)、和疾病的預後，將子宮內膜基質性腫瘤 endometrial stromal 

tumors 分成三個類型 (見表 6)： 

 

表 6 子宮內膜基質性腫瘤 Endometrial Stromal Tumors 分類 

腫瘤 惡性程度 細胞非典型的變異程度 腫瘤邊緣組織型態 
Mitoses 
/ 10 HPF 

Stromal 
nodule 

無 (良性) Mild - Moderate pushing margin 少於 10 

Low-grade 
ESS 

低到中等 Mild - Moderate infiltrating margin 少於 10 

HGUD 高 Moderate - Marked poor margin 10 或以上 

 

(1) 子宮內膜基質結節 (stromal nodule)： 

為侷限的單一類型細胞之腫瘤增殖 (endometrial stromal nodule)。非浸潤性，

侷限在子宮內膜的單獨性病灶，沒有淋巴管和血管的侵襲，是良性的腫瘤。 

 

(2) 低惡性度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 (low-grade endometrial stroma sarcoma, ESS; 

endolymphatic stromal myosis)  

其腫瘤細胞以局部浸潤表現，尤其在淋巴管或血管侵襲，術中經常發現腫瘤侵

襲其周邊組織，並侵入靜脈管腔中。通常在確立診斷時已有 40% 的患者呈現子

宮外擴散，其中 2/3 的仍侷限在骨盆腔內。最佳的治療方式是經腹部切除子宮及

兩側輸卵管、卵巢 (子宮附屬組織)，並切除所有肉眼可見的腫瘤。不過生長較

慢，復發時間較晚 [21]，且大部分是屬於局部的復發。 

 

(3) 高惡性度未分化惡性肉瘤 (High grade Undifferentiated sarcoma, HGUD; high-

grade stromal sarc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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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致死率很高的惡性腫瘤。病理組織在高倍顯微鏡下所能見到的有絲分

裂數目超過 10 個以上，疾病的進展也比 low-grade stromal sarcoma 更快且更

惡性，五年的治癒率大約只有 25%。治療方式為手術 (TAH & BSO)、輔以放射

線或化學治療，或合併三種治療。一項匯集數個研究之合併分析報告指出：子

宮內膜基質性惡性肉瘤 (ESS) 僅接受手術其五年存活率 46%，合併手術及放射

治療為 62%，合併手術及化學治療為 43%，僅接受放射治療為 8% [22]。 

 

3. 惡性混合苗勒氏腫瘤 (Malignant Mixed Müllerian Tumor, 
MMMT) 

 

  MMMT 的病理為惡性肉瘤 (sarcoma) 和癌 (carcinoma) 混合組成的。目前的分

子生物學的證據認為大部分 MMMT 與重度子宮內膜癌肉瘤樣化生 (sarcomatoid 

metaplasia) 有關。MMMT 大部分發生在停經後婦女，平均年齡是 62 歲，比較好發

在非裔美籍婦女身上。發生率與肥胖、糖尿病、高血壓等內科病史具有相關性。有

7 - 37% 的病人曾做過骨盆腔放射治療。 

 

  症狀的出現通常只有幾個月，最主要症狀是停經後陰道出血 (約佔 80 - 90%)，

其它較少發生的症狀如陰道分泌物增加、腹部 - 骨盆腔疼痛、體重減輕、或從陰道

排出組織塊。因內診可發現有子宮擴大之徵兆 (約佔 50 - 95%)，若發現息肉狀腫瘤

從子宮頸內口突出 (約佔 50%)，子宮內膜或子宮頸內口腫瘤的切片可以協助確定診

斷。 

 

  腫瘤會逐漸增生成大而軟之息肉狀腫塊，並充滿整個子宮腔，及呈現壞死和出

血的情形，腫瘤對子宮肌肉也會有不等程度的侵襲，有時也會造成子宮外的侵襲及

轉移，最常侵襲的是骨盆腔、淋巴結、腹腔、肺及肝臟等。而腫瘤擴散的程度是影

響 MMMT 預後的主要因子。腫瘤若局限在子宮體 (stage I)，2 年存活率為 53%；當

腫瘤擴及子宮頸、陰道、或子宮旁組織時 (stage II、III)，存活率則降為 8.5%；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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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骨盆腔時 (stage IV)，存活率為 0%。不幸的是有 40 - 60% 的病患在診斷時腫

瘤的擴散通常都已超過子宮。一般而言所有的 MMMT 五年存活率僅有 20 - 30%。 

 

4. 腺惡性肉瘤 (Adenosarcoma) 
 

  腺惡性肉瘤是 MMMT 中較少見的腫瘤，是良性的腺體增生 (benign-appearing 

neoplastic glands) 與基質惡性肉瘤 (sarcomatous stroma) 混合組成的。近年此類

腫瘤案例明顯增加 (Seidman et al, 1999)，多數病患呈現的症狀是停經後陰道出

血，診斷則以子宮內膜擴刮術為主。大部分腺惡性肉瘤的病灶都是局限在子宮內膜

或是表淺的子宮肌肉層，因此治療方式採單純手術治療 (TAH + BSO)，或合併輔助

性放射治療。約有 40 - 50% 的病患會有骨盆腔或陰道局部的復發，因此有些學者建

議手術後最好輔以放射治療。 

 

5. 癌惡性肉瘤 Carcinosarcoma  
 

  屬於 MMMT 之一型，較少出現在 40 歲以前的婦女，40 歲以後發生率則逐漸升

高，平均診斷年齡是 60 歲左右。曾經接受骨盆腔放射治療為其誘發因子。臨床症狀

包括：陰道出血 (85%)、腹部或骨盆腔疼痛 (25%)、腹部隆起或摸到腫塊 (10%)、

或體重減輕等。有些病患亦可在子宮頸口發現息肉狀腫瘤。子宮頸細胞學檢查有

55% 的病患呈現陽性反應，D&C 或是直接做腫瘤切片，可提供為直接的病理診

斷。因腫瘤來自子宮內膜，而不像 leiomyosarcoma 腫瘤來自肌肉層  (myo-

metrium)，因此手術前的子宮內膜搔刮術有助於診斷，可達 70% 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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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子子宮宮惡惡性性肉肉瘤瘤之之治治療療  ((TTrreeaattmmeenntt  ooff  UUtteerriinnee  
SSaarrccoommaass))    

 

  子宮惡性肉瘤的復發率相當高，即使治療時腫瘤只在局部範圍，仍有一半的病

患有復發的可能。其中至少 50% 的復發超出骨盆腔，最常見的復發位置是腹腔和肺

臟。一般而言，手術治療是最可能治癒的方法 [23]。 

 

  Stage I 和 Stage II 的治療以手術或合併術後輔助性放射治療為主，手術包括經

腹式全子宮切除，並依腫瘤特性施行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及骨盆腔或併主動脈

旁淋巴結摘除手術，輔助性化療亦被認為可以減少腫瘤的遠處轉移。Stage III 和

Stage IVA 最好的治療是手術合併放療及化療。Stage IVB 的輔助性治療則以化學治

療為主 [5]。 

 

1. 手術治療 (Surgical Treatment) 
 

  在排除子宮內膜癌後，必須判斷惡性肉瘤是否有侷限在子宮或已有子宮外病

灶。手術以腹部縱切的方式，使上腹部和骨盆腔能有較清楚的視野，施行細胞學採

樣 (cytologic washings) 後，需仔細檢查腹腔和骨盆腔及主動脈旁的淋巴結。除非腫

瘤的侵襲已經超出子宮體，否則子宮全切除手術或合併淋巴結摘除是標準的手術方

式，幾乎多數病患會接受兩側卵巢切除，除非是停經前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 

(leiomyosarcoma; LMS) 的病患，可以考慮保留卵巢。若有子宮外轉移病灶時，儘

可能切除腫瘤，或任何有懷疑處均需切除或切片再根據手術和病理的發現，考慮是

否需加輔助的放射線或化學治療。如果身體狀況不適合手術，可施行骨盆腔放射治

療或合併近接治療、化學治療或荷爾蒙治療 [5,24]。 

 

2. 輔助性治療 (Adjuvant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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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放射治療 (Adjuvant Radiotherapy) 

現今輔助性的放射治療的角色還在持續評估，在未轉移的疾病其效益依然有所

爭議，大部分的結果都來自回溯性研究，且很多輔助性放射治療研究發現有選

擇性的偏差，因為高復發風險的病人中有較高比例接受放射治療 [5]。一項回溯性

研究指出，子宮惡性肉瘤其 3 年及 5 年復發率，在沒有輔助治療者是 62% 及

57%，接受全骨盆腔放射治療者為 31% 及 30%，僅接受化學治療者則是 76% 

及 85% [25]。輔助性放射治療顯示有助於降低未轉移之病患骨盆腔的復發率或是

改善骨盆腔的疾病控制，有些文獻指出會延長存活期 [26-28]，但是亦有學者認為

對整體存活期和無病存活期的幫助很小，或沒有助益 [29-31]。因此骨盆腔放射治

療或併近接治療，以及化學治療對於 Stage I 和 Stage II 的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 

(LMS)、癌惡性肉瘤 (Carcinosarcoma)、以及高惡性度未分化惡性肉瘤 (High 

grade undifferentiated sarcoma)，是可考慮的治療選擇 [5]。 

至於癌惡性肉瘤的結果亦相似地顯示輔助性骨盆腔放射治療相較於僅接受手術

有統計上顯著的減少骨盆腔復發率 [32-35]，第一期和第二期癌惡性肉瘤的局部復

發率約為 25%，輔助性放射治療可減少約一半的復發 [36]。改善骨盆腔的疾病控

制在一些研究中顯示和存活改善有相關 [37-38]。對於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在一

些文獻報告指出藉由增加輔助性放射治療以改善局部疾病控制 [39-40]。 

雖然高度惡性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其復發主要是以遠端轉移表現，但是其局部

復發率和癌惡性肉瘤一樣，約略 1/3 復發出現在骨盆腔，輔助性骨盆腔放射治療

的效果平均約可減少一半的骨盆腔復發 [36]。然而大部分的首次復發仍發生於骨

盆腔外，術後放射治療無法降低遠端轉移的風險 [41]。 

對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而言，輔助性放射治療可降低整體局部復發的風險，

由 55% 明顯降到 4%。綜合分析低惡性度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 (ESS) 以及高

惡性度未分化惡性肉瘤 (HGUD) 的結果建議，術後輔助性骨盆腔放射治療可能

延長存活 [42-43]。雖然低惡性度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相較於高惡性度未分化惡

性肉瘤其病程進展較緩，有較佳之五年存活率，但依舊有相當高的局部復發

率。不過針對低惡性度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的輔助性放射治療仍有所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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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早期的腺惡性肉瘤 (Adenosarcoma) 其預後非常好，並不需輔助性放射治

療 [36]。 

 

(2) 化學治療 (Chemotherapy) 

雖然輔助性化學治療未能展現顯著效益，但是無庸置疑這類癌症對化學治療有

其感受性與反應性，有相當多種類的化學治療藥物例如 Doxorubicin、 Ifos-

famide、Cisplatin、DTIC 以及 Paclitaxel 有其抗腫瘤效果 [36]。一些針對轉移性

病況的小型臨床試驗，發現介於不同次型的子宮惡性肉瘤之間，有不同程度的

反應。對癌惡性肉瘤而言，Ifosfamide 單一用藥或併用 Cisplatin 是較具活性之

化學治療處方。然而對於子宮平滑肌惡性肉瘤、Doxorubicin 單一用藥或合併

Ifosfamide 是較具活性之化學治療處方 [45]。 

因為 Cisplatin、Paclitaxel、Docetaxel、Epirubicin、Topotecan 以及 Dacar-

bazine 等單一用藥在其他軟組織惡性肉瘤 (Soft Tissue Sarcoma) 有其抗癌活

性，故可考慮用於晚期或轉移性病灶的情況 [46]。合併處方例如 Gemcitabine 併

用 Docetaxel [47-48]、MAID (Mesna、Adriamycin、Ifosfamide、Decarbazine) 或

是修改的配方也曾經被使用。目前美國婦癌研究組織正在進行一項第三期隨機

臨床試驗 (GOG #150)，比較癌惡性肉瘤之病人接受全腹腔放射治療或是合併

Cisplatin 及 Ifosfamide 之化學治療 [5]。 

 

表 7 子宮惡性肉瘤的化學治療 (單一用藥；single agent) 

Trial Patient 
No. 

Regimen Response 
Rate 

Subtype 

Omura et al, 1983 [49] 17 Doxorubicin 16% Any 

Muss et al, 1985 [50] 14 Doxorubicin 19% Any 

Thigpen et al, 1991 [51] 15 Cisplatin 19% CS 

Thigpen et al, 1991 [51] 15 Cisplatin 3% LMS 

Sutton et al, 1992 [52] 21 Ifosfamide 30%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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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Patient 
No. 

Regimen Response 
Rate 

Subtype 

Sutton et al, 1992 [52] 17 Ifosfamide 17% LMS 

Sutton et al, 1992 [52] 23 Ifosfamide 23% ESS 

Sutton et al, 1999 [53] 26 Paclitaxel 10% LMS 

 

表 8 子宮惡性肉瘤的化學治療 (合併處方；combination regimen) 

Trial Patient 
No. 

Regimen Response 
Rate 

Subtype 

Hannigan et al,1983 [54] 18 
Vcr / Act-D / 

Cyclo 
26% Any 

Omura et al, 1985 [55] 17 Dox / DTIC 24% Any 

Muss et al, 1985 [50] 14 Dox / Cyclo 19% Any 

Willemse et al, 1992 [56] 29 
Cis / Dox / 
Paclitaxel 

76% CS 

Baker et al, 1991 [57] 30 
Cis / Dox / 

DTIC 
33% CS 

Sutton et al, 1996 [58] 24 Ifos / Dox 30% LMS 

Leyvraz et al, 1998 [59] 27 
Dox / 

Ifosfamide 
55% LMS 

Campos et al, 2000 [60] 31 
Doxil / 

Paclitaxel 
19% CS 

Leyvraz et al, 1998 [59] 27 
Dox / Ifos /  

G-CSF 
77% CS 

Fuller et al, 2000 32 
Topotecan / 
Paclitaxel 

29% CS 

Sutton et al, 2000 12 
Ifosfamide / 

Dox 
54%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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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Patient 
No. 

Regimen Response 
Rate 

Subtype 

Van Rijswijk et al, 2001 28 Cis / Dox / Ifos 54% CS 

Hensley et al, 2002 [47] 34 
Gemcitabine / 

Docetaxel 
54% LMS 

Leu et al, 2004 [48] 35 
Gemcitabine / 

Docetaxel 
43% Any 

 

(3) 荷爾蒙治療 (Hormone Therapy) 

荷爾蒙治療並未廣泛地評估與使用於子宮惡性肉瘤，55% 的子宮惡性肉瘤其動

情素受器及黃體素受器呈陽性，期別、分化和有絲分裂數目並不會影響受器表

現程度，不過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有較高的受器表現程度。包含 megestrol、

medroxyprogesterone、tamoxifen、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 

analogs 等已被使用於復發或無法手術切除的子宮內膜基質惡性肉瘤，尤其

medroxyprogesterone 對其肺轉移有較佳的反應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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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上皮皮性性卵卵巢巢癌癌臨臨床床指指引引  
 

一一  前前言言  
 

  本「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是以美國 NCCN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practice guideline 為主要參考藍本 [1,2]，另外並參考了美國 NCI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3,4]、世界婦產科聯盟 FIGO [5]、法國 FNCLCC [6] 等幾個

重要機構關於上皮性卵巢癌的共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文獻，經國家衛生研究院婦

癌研究委員會歸納討論之後所做的建議。 

 

  衛生署民國九十二年十大惡性腫瘤申報發生人數及發生率統計顯示，子宮附屬

器 (卵巢、輸卵管及寬韌帶) 惡性腫瘤 (其中大部分為上皮性卵巢癌) 之發生人數為

833 人，每十萬女性人口之發生率為 7.51/100,000，年齡標準化率為每十萬人口中

6.67 人，發生率的排名於女性所有癌症中為第八位，年齡中位數為 50 歲；子宮附

屬器 (卵巢、輸卵管及寬韌帶) 惡性腫瘤 (其中大部分為上皮性卵巢癌) 之死亡個案

中，年齡標準化率為每十萬人口中 2.70 人，年齡中位數為 60 歲。根據衛生署「民

國九十四年臺灣地區癌症主要死亡原因」統計，卵巢癌造成 357 人死亡，每十萬女

性人口死亡率 3.2/100,000，佔所有女性之癌症死亡人數的第十位。臺灣和美國的上

皮性卵巢癌之發生率有一段差距。在美國，上皮性卵巢癌居女性所有癌症死亡原因

的第五位，其發生率為每十萬人口中 57 人 / 年，診斷的年齡中位數為 63 歲 [7]。 

 

  整體而言，上皮性卵巢癌的五年存活率約為 30% [6]。早期的上皮性卵巢癌往往

沒有症狀，因而一旦發現，75% 的患者已達到第 III / IV 期 [5]；症狀多半為腹部腫

大、脹氣等腹部不適症狀 [5]。上皮性卵巢癌通常經由局部的瀉落 (local shedding) 在

腹膜腔裡擴散；淋巴結轉移之機會，在肉眼認為是第一期的患者中有 24%，肉眼認

為第二期的患者中有 50%，肉眼認為第三期的患者中有 74%；轉移到骨盆腔淋巴結 

(pelvic lymph node) 與主動脈旁淋巴結 (para-aortic lymph node) 的最終比率類似 



 

上
皮
性
卵
巢
癌 

 

 TCOG 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E-2 

[8]；也有經由橫膈膜而侵襲肋膜腔的情況發生。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若有下列條件則預後較佳，反之則預後較差。這些較佳預

後因素  (favorable prognostic factors) 有：年紀較輕、良好的身體狀況  (good 

performance status)、細胞組織型態不是黏液性 (mucinous) 細胞或亮細胞 (clear 

cell) 型、較低的分期期別 (lower stage)、細胞分化良好 (well differentiated)、較少

的腫瘤體積、無腹水 (ascites)、以及減積手術 ( cytoreductive surgery) 之後已無可

見病灶或僅剩下微小的殘留腫瘤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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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風風險險因因子子、、篩篩檢檢與與預預防防  
 

  在 25 歲之前懷孕，對嬰兒哺育母乳可減少發生上皮性卵巢癌的風險 [7]。發生上

皮性卵巢癌的風險因子 (risk factors) 有：未曾生產 (nulliparity)、第一胎生產時已逾

35 歲、家族史 (主要是家族內有兩個或以上的親戚 [包括母、女、姐妹、姑姨、祖

母、外婆等] 罹患上皮性卵巢癌者) 等。不孕症本身也是風險因子，然而治療不孕症

之卵巢刺激 (ovarian stimulation) 似乎與上皮性卵巢癌並無直接相關 [14,15]。連續使

用排卵藥 (如 clomiphene) 超過一年，有增加上皮性卵巢癌的風險 [16]。 

 

  5 - 10% 的上皮性卵巢癌有家族遺傳性，其中主要有三類 [17]：(1) 只含上皮性卵

巢癌、(2) 含上皮性卵巢癌與乳癌、(3) 含上皮性卵巢癌與大腸癌。有家族遺傳性的

上皮性卵巢癌，80% 以上與 BRCA1 或 BRCA2 基因的突變有關；在所有的人當

中，約 0.1 - 0.2% 有 BRCA1 或 BRCA2 基因的突變；這些突變者，其一生中罹患

上皮性卵巢癌的機率為 20 - 40% (BRCA1) 及 10 - 20% (BRCA2)。一個人的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變可能性，可以根據家族史來粗略預估；而預估本身有

BRCA 基因突變之可能性 (BRCA mutation probability) 大於 10% 的人，依美國臨床

腫瘤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的建議，可接受 BRCA 基因突變

檢驗 (mutation test)，例如：(1) 本身為乳癌患者，但又有親戚在 50 歲以前發生乳

癌；(2) 本身為上皮性卵巢癌患者；(3) 有不只一個親戚在 50 歲以前發生乳癌；(4) 

有親戚既罹患上皮性卵巢癌，又在 50 歲以前發生乳癌等等 [18,19]。這裡所謂的親

戚，包括母女、姐妹、祖母、外婆、姑姨 [3,19]。 

 

  目前的研究資料，還不足以支持對於沒有上皮性卵巢癌及乳癌家族史的一般大

眾，用超音波或合併 CA125 來做上皮性卵巢癌的篩檢 [5,6]。對於有上皮性卵巢癌或

乳癌家族史的人，若經評估檢驗發現確有基因上的風險 (genetically defined risk)，

則建議進行目標性篩檢 (targeted screening programs)，加強卵巢與腹膜之監測 (如

每半年做含彩色都卜勒的陰道超音波，測血中 CA125 值) [2,6]。口服避孕藥能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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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A1/2 基因突變者減少卵巢癌的風險，仍有不同的看法 [20,21]。輸卵管結紮，對於

BRCA1/2 基因突變者可能也有減少卵巢癌風險的效果 [22]。 

 

  對於 BRCA1/2 基因突變者，施行預防性卵巢輸卵管切除  (prophylactic 

salpingo-oophorectomy) 可大幅減少上皮性卵巢癌的風險 [2,3]，且建議於完成所有生

育後即實施此預防性手術，之後可補充荷爾蒙至 50 歲 [23,24]。建議此預防性之手

術，乃是由於卵巢癌致死率高，而目前對於卵巢癌並無可靠的早期偵測方法 [25]；另

外，此預防性手術同時也減少罹患乳癌的風險。接受預防性手術者，有 2.3% 被發

現已有卵巢癌 (但都在第一期)；而未接受預防性手術者，日後有 19.9% 發生卵巢癌 

(且其中的 3/4 已達第三、四期) [23]。這些患者經過長期 (平均八年以上) 追蹤，發現

雖然接受預防性手術者補充荷爾蒙的比例較高 (75.8% vs. 21.8%)，但是其罹患乳癌

的比例卻較低 (21.2% vs.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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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疑疑似似惡惡性性卵卵巢巢腫腫瘤瘤治治療療前前的的評評估估  
 

  對於固體性 (solid) 或複雜性 (complex) 卵巢腫瘤，都應避免用細針抽吸 (fine-

needle aspiration) 的方式來做細胞學檢查 [6]。對於內容完全是液體、且無囊內贅生

物 (endocystic vegetation) 的囊腫，若患者已停經且囊腫大於 5 公分，則也禁用細

針抽吸來做細胞學檢查。對於內容完全是液體、且無囊內贅生物的囊腫，若患者已

停經而囊腫小於 5 公分，或患者尚未停經，則尚無共識 [6]。 

 

  對於有疑似惡性卵巢腫瘤的患者，治療前的準備檢查 (work-up) 包括： 

 

1. 理學檢查 (physical examination) 

 

2. 個人病史探詢 (history taking)  

 

3. 家族史評估 (family history evaluation)： 

尤其關於卵巢、乳房、子宮內膜、以及腸道之癌症 [5]。 

 

4. 超音波檢查 (ultrasound)： 

超音波報告 [6] 宜記錄操作方式 (TAS 或 TVS)、停經前婦女所處的月經階段、腫瘤

之大小、瘤壁厚度、單或雙側、有否單發或多發的間隔 (septum)、有否囊腫內或

囊腫外的乳突狀物 (papillae) 或贅生物 (vegetations)、腫瘤內含物性質 (全部是液

體、大半是液體、大半是固體、或是混合型)、固體成份 (solid component) 是均

質性 (homogeneous) 或異質性 (hetero-geneous)、有否與癌症相關的徵兆 (如腹

水、水腎、腹腔內贅生物瀰漫 (carcinomatosis) 等)。至於經陰道彩色都卜勒超音

波 (transvaginal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的可信賴度，則仍待驗證 [6]。 

 

5. 腹腔鏡不宜使用於懷疑是卵巢惡性腫瘤的患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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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胸部 X 光檢查；若有肋膜積液 (pleural effusion)，則需胸部穿刺 (chest tapping) 

做細胞學檢查 [1,5]。 

 

7. 腫瘤指標 (tumor marker)： 

手術之前，宜測量血中 CA125 [6]；若未升高，則可加測 CEA 或 CA199 (特別在

黏液性 [mucinous] 或類子宮內膜性 [endometrioid] 腫瘤) [6]。對於 40 歲以下的年

輕病患，建議加測胎兒甲蛋白 (AFP; alpha fetal protein) 與 beta-HCG [5]。 

 

8. 全血球計數 (CBC; complete blood count)、血清生化檢查 (chemistry profile)。 

 

9. 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 或核磁共振掃描  (MRI) 在臨床上有需要 (clinically 

indicated) 時可以安排 [1,6]，以協助判斷腫瘤性質與範圍，擬定適當的手術計畫。 

 

10. 若臨床上懷疑有腸道之壓迫或阻塞，或疑似源自他處的轉移性癌時，則宜進行

上消化道內視鏡 (panendoscopy)、大腸鏡 (colonoscopy) 或鋇劑顯影 (barium 

studies) 等胃腸道檢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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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治治療療之之主主軸軸  
 

  上皮性卵巢癌的治療主軸，是完整的手術分期，盡可能手術切除所有卵巢腫瘤

與卵巢外的癌組織，並對於手術之後需要化學治療的患者，使用以鉑類化合物為基

礎的輔助性化學治療 (platinum-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根據一項基於實證

的整理研究 (evidence-based review)，由婦癌專家執行手術的患者，要比由非婦癌

專家執行手術患者多 6 - 9 個月的存活時間 (median survival)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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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分分期期、、分分期期手手術術與與減減積積手手術術  
 

1. 分期 
 

  上皮性卵巢癌，採取手術分期 (surgical staging)；根據手術時的觀察及手術標

本的組織病理檢查，來做分期的依據。病理報告需含有組織學類型、分化程度、卵

巢以外的轉移與否及其轉移部位、淋巴結是否有轉移、卵巢有否向外生長的贅生物 

(exophytic vegetation)、以及腹水或腹膜腔灌洗 (peritoneal lavage) 之細胞學檢查

結果 [6]。 

 

  各期的定義如下 [27,28]： 

第一期 癌症只限在卵巢。 
(Stage I) (Ovarian cancer is growth limited to the ovaries.) 

Stage IA 癌症只限在一側的卵巢；沒有腹水；卵巢的表面完整，且表面處沒

有癌病變。 
 (Growth limited to one ovary; no ascites. No tumor on the external 

surface; capsule intact.) 

Stage IB 癌症只限在兩側的卵巢；沒有腹水；卵巢的表面完整，且表面處沒

有癌病變。 
 (Growth limited to both ovaries; no ascites. No tumor on the 

external surfaces; capsules intact.) 

Stage IC 不管是 1A 或 1B，一側或兩側卵巢的表面已經有了癌病變；或者卵

巢腫瘤已經破裂；或者腹水或腹腔沖洗液中檢出癌細胞。 
 (Tumor either stage IA or IB, but with tumor on the surface of one 

or both ovaries; or with capsule ruptured; or with ascites present 
containing malignant cells or with positive peritoneal washings.) 

第二期 單側或兩側卵巢癌，並且有骨盆腔擴散。 
(Stage II) (Ovarian cancer is growth involving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pelvic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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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IIA 擴散只限於子宮或輸卵管。 
 (Extension and/or metastases to the uterus and/or tubes.) 

Stage IIB 擴散至骨盆腔內的其他組織。 
 (Extension to other pelvic tissues.) 

Stage IIC 不管是 2A 或 2B，但是卵巢的表面已經有了癌病變；或卵巢腫瘤已

經破裂；或腹水或腹腔沖洗液檢出癌細胞。 
 (Tumor either stage IIA or stage IIB, but with tumor on the surface 

of one or both ovaries; or with capsule(s) ruptured; or with ascites 
present containing malignant cells or with positive peritoneal 
washings.) 

所用來分期成為第 IC 與 IIC 期的不同判斷條件，對於診斷有影響。為了評估此影

響，下列的資訊是有價值的：了解卵巢腫瘤的破裂是由於 (1) 原本就已經自發性

破裂或 (2) 是開刀時弄破的，及了解腹膜腔細胞學檢查中的惡性細胞來源是 (1) 
腹腔沖洗液或 (2) 腹水。 
(Different criteria for allotting cases to stages IC and IIC have an impact on 
diagnosi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is impact, it would be of value to know if 
rupture of the capsule was (1) spontaneous or (2) caused by the surgeon, and if 
the source of malignant cells detected was (1) peritoneal washings or (2) 
ascites.) 

第三期 單側或兩側卵巢癌，有骨盆腔以外的腹膜轉移，或轉移到後腹腔

或鼠蹊部的淋巴結。表淺的肝臟轉移視為第三期。癌症雖仍局限

在骨盆內，但是組織學的檢查，已證實有小腸或大網膜的轉移。 
(Stage III) (Ovarian cancer is tumor involving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peritoneal implants outside the pelvis and/or positive retroperi-
toneal or inguinal nodes. Superficial liver metastasis equals 
stage III. Tumor is limited to the true pelvis but with histologically 
verified malignant extension to small bowel or omentum.) 

Stage IIIA 肉眼看起來癌病變只局限在骨盆腔內，而且沒有淋巴的轉移。但

是組織學的檢查已證實有腹腔腹膜的轉移。 
 (Tumor grossly limited to the true pelvis with negative nodes but 

with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microscopic seeding of abdominal 
peritoneal surfaces.) 

Stage IIIB 組織學檢查證實腹腔腹膜表面已經有了癌病變，但病變的最大徑

並無超過兩公分者。淋巴沒有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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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mor of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implants of abdominal peritoneal surfaces, none exceeding 2 
centimeters in diameter. Nodes negative.) 

Stage IIIC 腹腔轉移病灶的最大徑已超過兩公分，或者有後腹腔或鼠蹊淋巴

的轉移。 
 (Abdominal implants greater than 2 centimeters in diameter 

and/or positive retroperitoneal or inguinal nodes.) 

第四期 單側或兩側卵巢癌，有遠端轉移。 
(Stage IV) (Ovarian cancer is growth involving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如果有胸膜積水，必須細胞學檢查陽性呈現才能算是第四期。肝

臟實質部的轉移算是第四期。 
 (If pleural effusion is present, there must be positive cytologic 

test results to allot a case to stage IV. Parenchymal liver 
metastasis equals stage IV.) 

 

2. 分期手術 
 

  對於看似早期卵巢癌之患者，其分期手術尤其需要更為徹底；因為若能排除晚

期轉移的可能性，此患者就可以接受較為保守性的治療 [5]。 

 

  完整的分期手術，注意事項包括 [1]： 

 

(1) 術前的腸道準備 (bowel preparation) 宜比照腸道手術之準備 [6]。 

(2) 宜用中央垂直開腹切口 (vertical incision)，以獲取充分的手術視野 (exposure 

field)。 

(3) 進入腹腔，即抽取腹水或經由腹腔灌洗 (peritoneal lavage) 取得腹膜腔細胞學檢

查的標本 (peritoneal cytologic examination)。標本的採樣來自骨盆腔、左右兩

側大腸側窩 (right and left paracolic gutters)、及左右兩側橫膈膜下表面 (the 

under-surface of the right and left hemidiaphra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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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盡可能完整地取出腫瘤 (encapsulated mass)，檢體需盡快送病理檢驗，並常規

性送冷凍切片 (frozen section) [6]。 

(5) 全子宮及兩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  (total hysterectomy, bilateral salpingo-

oophorectomy)。 

(6) 考慮儘量切除輸卵管漏斗部骨盆韌帶 (infundibulopelvic ligaments) [6]。 

(7) 粘黏處需切片送檢。評估所有的腸道表面，且所有的可疑處都要切片送檢。 

(8) 若無明顯的卵巢外擴散病灶 (extra-ovarian tumor spread)，則需隨機腹膜取樣 

(random peritoneal biopsy)，如子宮直腸陷窩 (cul-de-sac)、骨盆腔側壁、膀胱

漿膜  (serosa)、兩側大腸側窩  (para-colic gutters)、橫膈膜下表面  (subdia-

phragmatic surfaces) [5] 等。 

(9) 橫結腸下網膜切除手術 (infra-colic omentectomy)。 

(10) 淋巴結評估 (lymph node assessment)： 

要取主動脈旁淋巴結與骨盆淋巴結送病理檢查。主動脈旁的淋巴結，一般至少

需取樣至 IMA (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但建議儘量能拿到 renal vein 之高

度 [1]。漿液性 (serous) 卵巢癌，其淋巴結一開始的轉移位置往往高於 IMA 以上 

[29]。在所有的上皮性卵巢癌主動脈旁淋巴結轉移當中，IMA 以上的高處乃是最

常見的轉移部位 [30]。而在有主動脈旁淋巴結轉移的單側上皮性卵巢癌當中，

11% 有對側的主動脈旁淋巴結轉移，因此雙側的主動脈旁淋巴結皆宜考慮摘取 

[30]。 

(11) 闌尾切除手術 (appendectomy)： 

若是黏液性卵巢癌，則應施行闌尾切除手術。 

(12) 關於腹腔鏡埠管路徑 (trocar tracks)： 

若在卵巢癌的診斷過程中曾使用腹腔鏡者，可考慮切除腹腔鏡埠管路徑 [6]。 

(13) 完整的手術記錄： 

需載明手術前之所有病變、所使用的手術方式、手術後殘餘腫瘤  (residual 

tumor) 的大小與位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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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強烈想要保留生育能力者，若腫瘤分化良好或分化中等 (grade 1/2)、且並

不是亮細胞 (clear cell) 癌，以及手術時肉眼所見為單側卵巢病變，且無卵巢外可見

病灶時，可以考慮保留子宮與對側的卵巢，但必須執行完整分期手術的其他項目 

[1]；另側卵巢在無肉眼可見之病變時，可以不必做楔狀切片 (wedge biopsy)，以免

妨害生育能力 [5]。若為雙側卵巢癌，則子宮在檢查之後可保留 [6]，但雙側卵巢都應

切除；其餘步驟同完整的分期手術。保留子宮的患者，宜做子宮腔鏡 (hysteroscopy) 

及子宮內膜搔刮術 (curettage) [6]。 

 

3. 減積手術 (Cytoreduction) 
 

  對於卵巢以外的擴散病灶，應盡可能地做到最大程度的減積手術 (maximal 

cytoreduction)，因為殘餘腫瘤的大小與預後有密切的關係 [5]。若標準手術無法達

到適當的切除 (optimal resection；個別殘存腫瘤的最大直徑小於 1 公分)，則宜考慮

增加進一步手術 (如部分腸道或臟器之切除) 以達成此一目標 [6]。如需施行部分大腸

切除，則盡可能做腸道吻合手術 (anastomosis) 或可回復性腸造口術 (reversible 

colostomy)，因為永久性腸造口術 (permanent colostomy) 對於生活品質有負面影

響 [6]。對於第四期中有腹腔外轉移 (extra-abdominal metastasis) 的患者，積極減積

手術的角色仍有待確立 [3]。超根除性手術 (ultra-radical surgery) 仍是有爭論的議

題，只宜在不會因此手術而阻礙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 (adjuvant chemotherapy) 的

前提之下才考慮做 [6]。 

 

  對於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在手術達到適當減積 (optimal debulking) 之後，

繼續加做系統性 (systemic) 主動脈旁與骨盆腔淋巴結摘除，雖然不能增加整體存活

時間 (overall survival)，但可顯著地增加疾病無進展存活時間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31]。 

 

  對於臨床徵兆或影像學檢查顯示有廣泛轉移 (extensive lesions)，而身體狀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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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宜接受大手術的患者，在使用細針抽吸 (fine needle aspiration) 或腹腔穿刺 

(paracentesis) 等處置以取得檢體，並經由病理診斷證實之後，可以考慮先做術前

輔助性化學治療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再接受手術 [1]。 

 

4. 手術後的立即影像檢查 
 

  若所有的肉眼可見的病灶 (macroscopic lesions) 皆已切除，則除非此手術已經

造成了重大的解剖構造改變，否則不宜常規性地在手術後立即做影像檢查 (如 CT、

MRI 等)。但若手術不夠完全，則宜在手術後 3 - 4 週或在化學治療開始之前，安排

做為日後參考基準 (baseline) 的腹部及骨盆腔影像檢查 [6]，以便日後追蹤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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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化化學學治治療療  
 

  大部分的上皮性卵巢癌患者，手術之後需接受輔助性化學治療。 

 

1. 第一線化學治療處方 (primary regimens) 
 

  鉑類化合物 (platinum-analogues，如 Cisplatin 或 Carboplatin)，仍然為第一線

化學治療藥物 [32-35]。Carboplatin 加上 Paclitaxel，為建議首選處方 [1]。第一、二期

的第一線處方有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Carboplatin AUC 5 - 7.5；Paclitaxel 175 

mg/m2 over 3 hours) [32,34]，Paclitaxel + Cisplatin (Cisplatin 75 mg/m2；Paclitaxel 

135 mg/m2 over 24 hours) [32,34,36]，Carboplatin + Docetaxel (Carboplatin AUC 5 - 

6, Docetaxel 75 mg/m2) [37]，CP (Cyclophosphamide + Cisplatin) [38]，或 CC 

(Cyclophosphamide + Carboplatin) [38]。而第三、四期的第一線處方有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Carboplatin AUC 5 - 7.5；Paclitaxel 175 mg/m2 over 3 hours) [33,34]，

Paclitaxel + Cisplatin (Cisplatin 75 mg/m2；Paclitaxel 135 mg/m2 over 24 hours) 

[32,34,36]，或 Carboplatin + Docetaxel (Carboplatin AUC 5 - 6, Docetaxel 75 mg/m2) 

[37]。對於 optimal debulking (< 1 cm) 之 stage II、III 患者 [1]，可考慮施行腹腔內化

學治療 (intraperitoneal (IP) chemotherapy) (請見六之 4)。 

 

2. 化療次數 
 

  對於需做化學治療的第一期癌症 (stage I grade 3 或 stage IC)，建議給予 3 - 6

次 [1,5]；對於較晚期癌症 (stage II - IV)，建議給予至少 6 次 [1]。 

 

3. 化學治療期間之監測 
 

(1) 最少每兩次化學治療要做一次骨盆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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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次化學治療均需做血液常規檢查 (CBC)。 

(3) 若臨床上需要，可做生化檢查 (chemistry profile)。 

(4) 腫瘤指標 (tumor markers) 若在手術之前即有異常，則於每次化療之前、以及

全部化學治療結束一個月以後，宜檢查其指數。 

(5) 若臨床上需要，可做影像學檢查。 

 

4. 腹腔內化學治療 (intraperitoneal (IP) chemotherapy) 
 

  雖然尚有爭論，且短期副作用較大 (接受腹腔內化學治療的患者，發生 grade 

3、4 副作用的機率如下：76% 有白血球過少，12% 有血小板過少，46% 有胃腸道

副作用，7% 有腎臟或泌尿道副作用，19% 有神經系統副作用，9% 有發燒，16% 

有感染，18% 有疲乏，27% 有代謝異常，11% 有疼痛，3% 有肝臟副作用) [39]，但

由於已經有多個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39-41] 顯示，靜脈注射化學治療合併使用腹

腔內化學治療，可以增加晚期卵巢癌的存活。在最近發表的 GOG 研究成果當中，

更顯示可增加長達 16 個月的壽命 [39]。因此，美國 NCI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於 2006 年初發表聲明，鼓勵醫師們對於已充分手術減積的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

者，施行合併靜脈注射與腹腔內注射的化學治療療法 [42]。根據我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婦癌研究委員會的建議，腹腔內化學治療不宜使用於手術結束時仍有嚴重腹腔內粘

黏的患者，也不宜於手術中直接使用。 

 

  NCCN 之建議處方 [1] 為 Paclitaxel 135 mg/m2 IV 24 h infusion day 1；cisplatin 

100 mg/m2 IP，day 2 after IV paclitaxel；paclitaxel 60 mg/m2 IP，day 8 (max BSA 

2.0)，每三週一次，共六次。 

 

5. 幹細胞支持療法 (stem cell support) 
 

  需要使用幹細胞支持療法 (stem cell support) 的高劑量化學治療，仍屬研究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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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6. 術前輔助性化學治療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對於有廣泛轉移 (extensive lesion) 而又不適宜接受大手術的患者，在使用細針

抽吸 (fine needle aspiration) 或腹腔穿刺 (para-centesis) 等處置以取得檢體，並經

由病理診斷證實 (pathologic diagnosis) 之後，可以考慮先做術前輔助性化學治療，

再接受手術。 

 

7. 維持性化學治療 (Maintenance therapy) 
 

  對於經過手術與 6 次化學治療而達到臨床上完全反應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每月給予維持性化學治療 Paclitaxel 135 - 175 

mg/m2 12 個月，比起每月給予維持性化學治療 Paclitaxel 135 - 175 mg/m2 3 個

月，可延長無病存活時間 (disease-free survival) [43]。 

 

  2006 年 ASCO 年會當中有報告發表，接受 12 個月維持性化學治療的患者，其

總體存活並不見得比接受 3 個月維持性化學治療的患者來得長 (53 個月 vs. 46 個

月，P = 0.27)。但是在最初治療結束之後 CA125 < 10 U/ml 的患者當中，接受 12

個月維持性化學治療的患者，其總體存活則比接受 3 個月維持性化學治療的患者來

得長 (67 個月 vs. 45 個月，P = 0.03)。然而其長期療效，仍待進一步觀察。 

 

8. 復發性卵巢癌的第二線化學治療處方 (Second-line regimens 
for recurrence) 

 

  目前尚無治療復發性卵巢癌的首選藥物。各種第二線化學治療藥物的反應率 

(response rate) 大致上為：Topotecan 20% [44]、Liposomal doxorubicin 2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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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 Etoposide 27% (對鉑類化合物有抗性 (platinum-resistant) 之患者) 和 35% (對

鉑類化合物反應良好  (platinum-sensitive) 之患者 ) [46]、Gemcitabine 19% [47]、

Vinorelbine 20% [48]、Altretamine 14% [49]、Ifosfamide 12% [50]。 

 

  對於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50 mg/m2，每四週一次) 和 topotecan 

(1.5 mg/m2/day for 5 consecutive days，每三週一次) 的比較，已有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的結果 [51,52]。兩者的整體反應率 (overall response rate) 相似 (19.7% 

vs. 17.0%，P = 0.390) [51]，然而長期追蹤之後則顯示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

bicin 組有較佳的整體存活 (62.7 週 vs. 59.7 週，HR 1.216，95% CI 1 - 1.478，P = 

0.05) [52]。此長期追蹤存活的差異主要存在於 platinum-sensitive 的患者中 (107.9 週

vs. 70.1 週，HR 1.432，95% CI 1.066 - 1.92，P = 0.017)，若在 platinum-

refractory 的患者中，則無顯著差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topotecan 較常造成嚴重

的血液學毒性 (hematologic toxicity)，而 pegylated liposomal doxorubicin 則較常造

成令人困擾的皮膚 (palmar-plantar erythrodysesthesia) 與黏膜 (stomatitis) 毒性。 

 

  對於復發性卵巢癌，每給予 2 - 4 [1] 次化學治療，即需評估有否臨床上的效益。

若不理想，則停止此一處方。若經歷了兩種不同的第二線化學治療處方，臨床上反

應皆不理想，則應考慮僅給予支持性照護 (supportive care)，或是進入臨床試驗 

(clinical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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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第第一一期期之之處處置置  
 

1. 完整的分期手術。 

 

2. 術後完整分期為 IA 或 IB 期，腫瘤細胞分化良好 (grade 1) 的患者： 

只需觀察，不需化學治療 [6,53]。 

 

3. IA 或 IB 期，腫瘤細胞分化中等 (grade 2) 的患者： 

可以 (1) 只觀察，不化學治療；或 (2) 接受三至六次療程的化學治療。 

 

4. IC 期、或是腫瘤細胞分化不良 (grade 3)、或是亮細胞癌： 

則皆需接受三至六次 [1,5] 療程的化學治療。 

 

5. 化學治療： 

鉑類化合物 (platinum-analogues，如 Cisplatin 或 Carboplatin)，仍然為第一線化

學治療藥物 [32-35]。Carboplatin 加上 Paclitaxel，為建議首選處方 [1]。第一期的第

一線處方有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Carboplatin AUC 5 - 7.5；Paclitaxel 175 

mg/m2 over 3 hours) [33,34]，Paclitaxel + Cisplatin (Cisplatin 75 mg/m2；Pacli-

taxel 135 mg/m2 over 24 hours) [32,34,36]，Carboplatin + Docetaxel (Carboplatin 

AUC 5 - 6, Docetaxel 75 mg/m2) [37]，CP (Cyclophosphamide + Cisplatin) [38]，

或 CC (Cyclophosphamide + Carboplati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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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第第二二期期之之處處置置  
 

1. 完整的分期或減積手術 (staging/cytoreduction)。 

 

2. 化學治療建議至少六次療程 [1]： 

鉑類化合物 (platinum-analogues，如 Cisplatin 或 Carboplatin)，仍然為第一線化

學治療藥物 [28-30,34]。Carboplatin 加上 Paclitaxel，為建議首選處方 [1]。第二期的

第一線處方有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Carboplatin AUC 5 - 7.5；Paclitaxel 175 

mg/m2 over 3 hours) [33,34]，Paclitaxel + Cisplatin (Cisplatin 75 mg/m2；Pacli-

taxel 135 mg/m2 over 24 hours) [32,34,36]，Carboplatin + Docetaxel (Carboplatin 

AUC 5 - 6, Docetaxel 75 mg/m2) [37]，CP (Cyclophosphamide + Cisplatin) [38]，

或 CC (Cyclophosphamide + Carboplatin) [38]。 

 

3. 對於 optimal debulking (< 1 cm) 之 stage II 患者 [1]，可考慮施行腹腔內化學治療 

(intraperitoneal (IP) chemotherapy) (請見六之 4)。 

 

4. 化學治療期中減積手術 (interval debulking)： 

尚無定論。根據早期的研究，第一次手術時腫瘤無法適當切除  (suboptimal 

debulking) 者，先給予三次療程的化學治療，接著施行治療期中減積手術，接著

再給予三次療程的化學治療，可延長存活 [54]。但根據美國婦癌研究組織 (Gyne-

cologic Oncology Group) 的研究計畫 (GOG152) 結果，發現治療期中減積手術

對於病患之無進行病況存活率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rate) 或是總存活率 

(overall survival rate) 都沒有幫助 [55]，然而此篇報告迄今尚未有正式書面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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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第第三三、、四四期期之之處處置置  
 

1. 手術儘可能地將腫瘤完全切除 (maximal cytoreduction)。然而腸道切除 (bowel 

resection)、腹膜剝除 (peritoneal stripping) 等積極性處置，對於第四期患者的角

色仍待評估 [3]。 

對於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在手術達到適當減積 (optimal debulking) 之後，繼

續加做系統性 (systemic) 主動脈旁與骨盆腔淋巴結摘除，雖然不能增加整體存活

時間 (overall survival)，但可顯著地增加疾病無進展存活時間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31]。 

 

2. 建議給予至少六次療程之化學治療： 

鉑類化合物 (platinum-analogues，如 Cisplatin 或 Carboplatin)，仍然為第一線化

學治療藥物 [28-30,34]。Carboplatin 加上 Paclitaxel，為建議首選處方 [1]。第一線處

方有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Carboplatin AUC 5 - 7.5；Paclitaxel 175 mg/m2 

over 3 hours) [33,34]，Paclitaxel + Cisplatin (Cisplatin 75 mg/m2；Paclitaxel 135 

mg/m2 over 24 hours) [32,34,36]，或 Carboplatin + Docetaxel (Carboplatin AUC 5 - 

6, Docetaxel 75 mg/m2) [37]。 

對於晚期的患者，PC (Cyclophosphamide + Cisplatin) 或 CC (Cyclophos-

phamide + Carboplatin) 的效果較差 [6,33,36]。 

 

3. 腹腔內化學治療： 

對於 optimal debulking (< 1 cm) 之 stage III 患者 [1]，可考慮施行腹腔內化學治療 

(intraperitoneal (IP) chemotherapy) (請見六之 4)。 

 

4. 術前輔助性化學治療之考量： 

請見六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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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學治療期中減積手術 (interval debulking)： 

尚無定論。根據早期的研究，第一次手術時腫瘤無法適當切除  (suboptimal 

debulking) 者，先給予三次療程的化學治療，接著施行治療期中減積手術，接著

再給予三次療程的化學治療，可延長存活 [54]。但根據美國婦癌研究組織 (Gyne-

cologic Oncology Group) 的研究計畫 (GOG152) 結果，發現治療期中減積手術

對於病患之無進行病況存活率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rate) 或是總存活率 

(overall survival rate) 都沒有幫助 [55]，然而此篇報告迄今尚未有正式書面發表。 

 

6. 維持性化學治療： 

請見六之 7。 

 

7. 鞏固性化學治療 (consolidation treatment)： 

於六次化學治療之後，再追加多次同等或更高劑量之化學治療，仍無共識。 

 

8. 需要使用幹細胞支持療法 (stem cell support) 的高劑量化學治療，仍屬研究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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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  未未接接受受完完整整分分期期手手術術的的患患者者  
 

1. 若懷疑只是腫瘤細胞分化良好 (grade 1) 之第 IA 或 IB 期： 

則建議做完整的分期手術 (surgical staging)；因為經證實為腫瘤細胞分化良好之

第 IA 或 IB 期，則不用接受化學治療等輔助性療法 (adjuvant treatment)。 

 

2. 若懷疑有殘存腫瘤： 

則建議要再做完整的分期手術與減積手術。 

 

3. 若認為無殘存腫瘤，但期別已知比腫瘤細胞分化良好之第 IB 期高： 

則可考慮再施行完整的分期手術，或是不手術而直接給予六次療程之化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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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一一  完完成成所所有有手手術術及及輔輔助助性性治治療療之之後後  
 

1. 立即之評估 
 

(1) 理學檢查 

(2) 腫瘤指標 (tumor marker) 

(3) 影像檢查 [6] 

 

  如腹部與骨盆腔之電腦斷層掃描、核磁共振造影 (MRI)、腹部超音波等。若

無肉眼可見的殘留病灶，則不宜常規性地在手術後立即做 CT、MRI 等影像檢查 

(除非此手術已經造成了重大的解剖構造改變)。若手術後仍有殘留病灶，則宜在

手術後 3 - 4 週或在化學治療開始之前，做基準的腹部及骨盆腔影像檢查。 

 

2. 後續之觀察追蹤 
 

(1) 若先前保留子宮或對側卵巢輸卵管的患者，於完成生育之後，宜考慮切除子

宮及對側卵巢輸卵管。 

(2) 前 2 年每 2 - 4 個月返診；第 3 - 5 年每 6 個月返診。 

(3) 每次返診時，施行理學檢查。 

(4) 若手術之前的腫瘤指標有異常，則每次返診時都要檢查。 

(5) 若臨床上有需要，可以施行生化檢查、全血球計數檢查  (complete blood 

count)、腹部與骨盆腔之電腦斷層掃描、胸部 X 光等檢查。 

 

3. 第 III / IV 期患者完全緩解 (complete remission) 之後的處置

選擇 
 

(1) 前述之後續觀察追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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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入臨床試驗；或 

(3) 維持性化學治療 (見六之 7，尚無定論)；或 

(4) 二度探勘手術 (second-look laparotomy or laparoscopy) [1]： 

此手術有爭議 [1,6]，屬於非常規施行之處置。若要施行，應由婦癌專門醫師執

行，做為臨床試驗的一部分，並已有可使用的第二線治療 (available second-

line therapy)。 

施行之後若無病灶時 (negative finding)，則繼續觀察追蹤，或進入臨床試

驗，或繼續化學治療 (仍有爭議)。 

施行之後萬一發現有病理上確認之殘留病灶，則： 

(A) 若判斷之前的化學治療有反應，則繼續原來的化學治療； 

(B) 若判斷之前的化學治療沒反應，則採用第二線化學治療藥物 (second-line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4. 關於補充荷爾蒙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補充雌激素，並不會減少無疾病存活時間  (disease free 

survival) 或整體存活時間 (overall survival)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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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二二  上上皮皮性性卵卵巢巢癌癌復復發發  
 

1. 懷疑有復發時： 

則先做影像檢查，如電腦斷層掃描 (CT)、核磁共振造影 (MRI) …等。 

 

2. 血清 CA125 濃度上升，但理學檢查及影像檢查並無復發證據者： 

(1) 若該患者先前未曾化學治療，則施行分期或減積手術 (staging / cytoreduction 

surgery)，再視病理報告決定進一步治療。 

(2) 若該患者先前曾經接受化學治療，則可以： 

(A) 口服 tamoxifen 20 mg bid；或 

(B) 直接化學治療；或 

(C) 先觀察，等到有臨床表徵以後再開始治療。 

 

3. 有臨床再發現象 (clinical relapse)，但以前未曾化學治療者： 

則施行分期或減積手術，再視病理報告決定進一步治療。 

 

4. 化學治療尚未完成，但病情已有惡化者： 

預後很差，視為對鉑類化合物無效 (platinum-refractory)。考慮： 

(1) 改用第二線化學藥物 (second-line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請見六之 8)；

或 

(2) 改變投予 paclitaxel 的治療時程與劑量 [57]；或 

(3) 臨床試驗；或 

(4) 支持性療法 (supportive care)。 

 

5. 化學治療完成之後，不滿 6 個月即復發者： 

視為對鉑類化合物有抗性 (platinum-resistant)；宜直接採用第二線藥物 (請見六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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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學治療完成之後，超過 6 個月才復發： 

視為對鉑類化合物反應良好 (platinum-sensitive)；可考慮： 

(1) 使用 Carboplatin +Paclitaxel [1,58] 或 Carboplatin + Gemcitabine [1,59]；或 

(2) 直接採用第二線藥物 (請見六之 8)，但此做法仍有爭議 [1]。 

 

7. 長期的無病灶期間 (disease-free interval)，且僅有局部復發 (focal recurrence) 或

小體積 (low-volume) 腫瘤者： 

長期的無病灶期間至少六個月以上 [1] 或十二個月以上 [5] 者，可以考慮： 

(1) 二度減積手術 (secondary cytoreductive surgery)；或 

(2) 直接使用化學治療。 

 

8. 二度減積手術 (secondary cytoreduction surgery)： 

較適合施行於無病灶期間 (disease-free interval) 至少六個月 [1] 或十二個月以上 

[5]，且僅有局部復發 (focal recurrence) 或小體積 (low-volume) 腫瘤者 [1,6]。 

不宜施行於在化學治療期間即已有病情繼續惡化 (progression on chemotherapy) 

的患者，或有瀰漫性腹腔病灶 (disseminated peritoneal disease) 之復發患者 [6]。 

 

9. 特定有症狀之病灶位置 (specific symptomatic disease site) 的復發： 

可考慮依據腫瘤部位特徵，量身設計放射治療 (tailored radiation ports)，以減輕

症狀 [60]。 

 



 

上
皮
性
卵
巢
癌 

 

TCOG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E-27 

十十三三  低低惡惡性性度度上上皮皮性性卵卵巢巢癌癌  
 

  低惡性度上皮性卵巢癌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of low malignant potential 或

borderline 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在組織學上有癌症的特徵，但是在臨床上的

預後卻不錯，整體的五年存活率可超過 80% [61]。低惡性度卵巢癌在病理學上，缺乏

腫瘤侵襲的確證 (evidence of frank invasion)。與一般的上皮性卵巢癌比較，低惡性

度卵巢癌患者通常較年輕，也較常局限於第 I 期 [61,62]，因此保留生育能力成為處置

的重要考量。家族病史宜予評估 (family history evaluation)。 

 

1. 手術 
 

  低惡性度卵巢癌的治療以手術為主；倘若患者想要保留生育能力，則宜保留其

子宮與一側卵巢輸卵管 (即使看起來已達第 IV 期 [1] )，並進行完整分期或減積手術裡

的其他項目。倘若患者不想要保留生育能力，則做標準的完整分期或減積手術。 

 

2. 手術後之輔助性治療 [63-66] 
 

  倘若低惡性度卵巢癌在卵巢以外的地方，有侵襲性嵌植 (invasive implant)，則

這些患者的預後會比較壞，可以考慮予以比照上皮性卵巢癌的化學治療，或是只予

觀察追蹤。 

 

  倘若在卵巢以外的地方，都沒有找到侵襲性嵌植，則手術後的輔助性化學治療

並無益處。 

 

3. 若在最初手術時，未做完整的分期 / 減積手術 
 

  如果懷疑仍存有殘餘病灶 (residual disease)，或是患者已不想保留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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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宜再進行一次完整的分期 / 減積手術。 

 

  如果認為已沒有殘餘病灶，且患者仍想要保留生育能力：(A) 若先前的手術無

侵襲性嵌植，則可以考慮只觀察追蹤。(B) 若先前的手術有侵襲性嵌植，則可以考

慮只觀察追蹤或比照上皮性卵巢癌的治療 (尚無定論)。然而，等到已經完成生育、

不想再保留生育能力時，考慮再進行手術做完整的分期手術。 

 

4. 治療後的追蹤 
 

(1) 若先前保留子宮或對側卵巢輸卵管的患者，於完成生育之後，考慮切除子宮及

對側卵巢輸卵管 [1]。 

(2) 前 2 年每 3 個月返診；第 3 - 5 年每 3 - 6 個月返診。之後可每年追蹤。 

(3) 每次返診時，施行理學檢查。仍保有卵巢的患者，考慮超音波檢查 [1]。 

(4) 腫瘤指標： 

若手術之前的腫瘤指標有異常，則每次返診時都要檢查。 

(5) 若臨床上有需要，可以施行全血球計數檢查、生化檢查、腹部與骨盆腔之電腦

斷層掃描、胸部 X 光等檢查。 

 

5. 復發 
 

  宜進行手術探查與減積 (surgical exploration and cytoreduction)。倘若發現有

侵襲性嵌植，則可以考慮比照上皮性卵巢癌的手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倘若沒有侵

襲性嵌植，則可以選擇只繼續觀察追蹤，或進入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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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與預防       
       
      施行預防性卵巢輸卵管切除 
      或 
  
有上皮性卵巢癌或

乳癌的家族史 

   

加強卵巢與腹膜之監測 

  

♦ 可根據家族史與個人病史，評估 BRCA
基因突變的可能性 

♦ 若所評估的 BRCA 基因突變可能性 > 
10%，則考慮做 BRCA 基因突變的檢驗  

若經檢驗確認有

BRCA 基 因 突

變，則建議： 
 或 

       
      避孕藥？ 

流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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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疑似惡性卵巢腫瘤治療前之評估決策 
 
♦ 身體理學檢查 
♦ 個人病史探詢 
♦ 家族史評估 
♦ 超音波檢查 
♦ 胸部 X 光檢查 
♦ 腫瘤指標 (tumor marker) 
♦ 全血球計數、血清生化檢查 
♦ 可安排電腦斷層掃描或核磁共振掃描來協助擬定適當的手術計畫 
♦ 若臨床上懷疑有腸道之壓迫或阻塞、或疑似轉移性卵巢癌，則可安排上消化道內視鏡、大腸鏡或鋇劑顯影等胃腸道檢查 
♦ 對於固體性 (solid) 或複雜性 (complex) 卵巢腫瘤，一般都避免用細針抽吸 (fine-needle aspiration) 的方式來做細胞學檢查 
♦ 腹腔鏡不宜使用於懷疑是卵巢惡性腫瘤的患者 

流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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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治療主軸 
  
(A) 完整徹底的分期手術 (staging operation)，或 
(B) 盡可能手術切除所有卵巢腫瘤與卵巢外的癌組織，即最大程度的減積手術 (maximal cytoreduction)

 

 
 

 

使用以鉑類化合物為基礎的輔助性化學治療 (platinum-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流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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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分期手術 
 
♦ 術前做腸道準備 (bowel preparation) 
♦ 宜用中央垂直開腹切口 
♦ 進入腹腔即抽取腹水或經由腹腔灌洗 (peritoneal lavage) 取得腹膜腔細胞學檢查的標本 
♦ 盡可能完整地取出腫瘤 
♦ 檢體常規性送冷凍切片 (frozen section) 
♦ 全子宮及兩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 
♦ 儘量完整切除輸卵管漏斗部骨盆韌帶 (infundibulopelvic ligaments) 
♦ 所有粘黏處需切片送檢 
♦ 評估所有的腸道表面 
♦ 若無明顯的卵巢外擴散病灶，則自子宮直腸陷窩 (cul-de-sac)、骨盆腔側壁、膀胱漿膜 (serosa)、兩側大腸側窩 (para-colic 

gutters)、橫膈膜下表面 (subdiaphragmatic surfaces) 等處隨機腹膜取樣 
♦ 橫結腸下網膜切除手術 (infra-colic omentectomy) 
♦ 取主動脈旁淋巴結 (para-aortic lymph nodes) 與骨盆淋巴結 (pelvic nodes) 送病理檢查。主動脈旁的淋巴結，至少需取樣至 IMA
之高度(建議儘量能拿到 renal vein 之高度)。 

♦ 若是黏液性 (mucinous) 卵巢癌，則應施行闌尾切除手術 
♦ 若在卵巢癌的診斷過程中，曾使用腹腔鏡者，考慮切除腹腔鏡埠管路徑 (trocar tracks) 

流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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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減積手術       
       
若有卵巢外擴散病灶  應儘可能地做到最大程度的減積手術     

   
 

手術達到

適當減積

 可考慮繼續加做系統

性 (systemic) 主動脈旁

與骨盆腔淋巴結摘除 
若標準手術無法達到適當的切除 
(optimal resection；個別殘存腫

瘤的最大直徑小於 1 公分) 

 
可考慮增加進一步手術 (如部分腸道或

臟器之切除)，以達成此一目標 
    

       
若患者有廣泛轉移  (extensive 
lesion)，但身體狀況不適宜接受

大手術 

 考慮使用細針抽吸  (fine needle aspi-
ration) 或腹腔穿刺 (para-centesis) 等處置

取得檢體，並經由病理診斷證實 
 

先做術前輔助性化學治療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再接受手術 

流程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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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仍強烈想要懷孕的患者   
   
分化良好或分化中等、非亮細胞 (non-clear cell) 
癌、以及手術時肉眼所見為單側卵巢病變，且

無卵巢外可見病灶時 

 考慮保留子宮與對側的卵巢，但必須執行完整分期手術的其他項目。

建議做子宮腔鏡 (hysteroscopy) 及子宮內膜搔刮術 (curettage)；另側卵

巢在無肉眼可見之病變時，可免做楔狀切片 
   
分化良好或分化中等、非亮細胞 (non-clear cell) 
癌、以及手術時肉眼所見為雙側卵巢病變，且

無卵巢外可見病灶時 

 ♦ 雙側卵巢都應切除 
♦ 若考慮保留子宮，則建議做子宮腔鏡及子宮內膜搔刮術 
♦ 其餘步驟同完整的分期手術 

流程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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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未接受完整手術的患者    
     
  若認為可能是腫瘤細胞分化良好之 IA / IB 期  建議再做完整的分期手術 
     
若認為無殘存腫瘤     

 
其他 

  
 

 可考慮直接給予六次療程之化學治療 
或先 
施行完整的分期手術 

     
若認為可能有殘存腫瘤  建議要再做完整的分期手術與減積手術   

流程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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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第一期之處置     
      
  術後完整分期為 IA 或 IB 期，腫瘤細胞分化良好  只需觀察，不需化學治療  
      
    只觀察，不化學治療  
    或  
 

術後完整分期為 IA 或 IB 期，腫瘤細胞分化中等 

完整的分期手術  

 

 

 

 接受三至六次療程的化學治療 
♦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建議首選處方) 
♦ Paclitaxel + Cisplatin  
♦ Carboplatin + Docetaxel  
♦ Cyclophosphamide + Cisplatin 
♦ Cyclophosphamide + Carboplatin 

 

      
 
 
術後完整分期為 IC 期，或是腫瘤細胞分化不良，

或是亮細胞癌 
 

  

 

 接受三至六次療程的化學治療 
♦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建議首選處方) 
♦ Paclitaxel + Cisplatin  
♦ Carboplatin + Docetaxel  
♦ Cyclophosphamide + Cisplatin 
♦ Cyclophosphamide + Carboplatin 

 

流程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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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第二期之處置    
    

 

 化學治療建議至少六次療程 
♦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建議首選處方) 
♦ Paclitaxel + Cisplatin  
♦ Carboplatin + Docetaxel  
♦ Cyclophosphamide + Cisplatin 
♦ Cyclophosphamide + Carboplatin 

 

    
完整的分期 / 減積手術  或  
    

  
(若殘餘癌腫最大徑 2 cm 以上) 化學治療期中

減積手術 (interval debulking) (仍無定論) 
 

流程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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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第三、四期之處置     
     
  
 
 

 

化學治療建議至少六次療程 
♦ Paclitaxel + Carboplatin (建議首選處方) 
♦ Paclitaxel + Cisplatin  
♦ Carboplatin + Docetaxel 

 

 或 
最大程度的腫瘤減積手術： 
(然而腸道切除 [bowel resection]、腹膜

剝除  [peritoneal stripping] 等積極性處

置，對於第四期患者的角色仍無定論) 

 腹腔內化學治療： 
雖尚有爭議，但鼓勵採用；用於術後殘留

腫瘤最大徑小於 1 公分之患者 

 

 或  

反應良好者： 
觀察 
或 進入臨床試驗 
或 維持性化學治療 (考慮於

CA125 降至 10 U/mL 以下

者；但尚無定論) 
 
反應不良者： 
請見第二線化學治療 

(若可達到 optimal debulking，則考慮繼

續加做系統性 [systemic] 主動脈旁與骨

盆腔淋巴結摘除) 
 

(若殘餘癌腫最大徑 2 cm 以上) 化學治療期

中減積手術 (interval debulking) (仍無定論) 
 

 
     
術前輔助性化學治療： 
對於有廣泛轉移而又不適宜接受大規模

手術的患者，在取得檢體做病理診斷確

認後，可以考慮先做術前輔助性化學治

療，再接受手術 

   

流程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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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化學治療期間之監測    
     
骨盆腔檢查  最少每兩次化學治療要做一次   
     
全血球計數   每一次化學治療均需做   
     
血清生化檢查  若臨床上需要   
     
 
腫瘤指標 
 

 若在手術之前即有異常，則於

每次化療之前，以及全部化學

治療結束一個月以後做檢查 
  

     
影像學檢查  若臨床上需要   
     
   

若無肉眼可見的殘留病灶 
 不宜常規性地在手術後立即做 CT、MRI 等影像檢

查 (除非此手術已經造成了重大的解剖構造改變) 
    

基準  (baseline) 的腹

部及骨盆腔影像檢查 
手術後仍有殘留病灶 

 
 

 
 則宜在手術後 3 - 4 週或在化學治療開始之前，做

基準的腹部及骨盆腔影像檢查 

流程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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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療程完成之後的追蹤處置     
       
返診 

 
前二年每 2 - 4 個月返診；第三至

五年每 6 個月返診 
    

       
理學檢查  每次返診時，施行理學檢查     
       
腫瘤指標 

 
若手術之前的腫瘤指標有異常，

則每次返診時都檢查腫瘤指標 
    

       

若臨床上有需要時 
 全血球計數檢查、生化檢查、腹

部與骨盆腔之電腦斷層掃描、胸

部 X 光檢查等 
    

       
先前保留子宮與 / 或對側

卵巢輸卵管的患者 
 於完成生育之後，宜考慮切除子

宮及對側卵巢輸卵管 
    

       
  

 
 病理上的完全

緩解 
 

觀察追蹤 
或 繼續化學治療 (仍有爭議) 

     
二度手術探查  (second-
look laparotomy or laparo-
scopy) 

應由婦癌醫師執行，並在已有下

一線藥物可供使用的前提之下，

做為臨床試驗的一部分(仍有爭議)
 

 
 

 
仍有病理上確

定之殘留病灶 

 視反應狀況，繼續原先的化學治療

或 直接換用第二線化學藥物 
 

流程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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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上皮性卵巢癌復發      
         

  
 若該患者先前未曾接受

過化學治療 
先施行分期或減積手術，再視病理報告決定

進一步治療 
   

        

 
 

CA125 濃

度上升，

但理學檢

查及影像

檢查陰性 

 
若該患者先前曾經接受

過化學治療 

每天口服 tamoxifen 20 mg 兩次 
或 直接化學治療 
或 先觀察，等到有臨床表徵以後再開始治療

   

        
   

  
 以前未曾接受過化學治

療之復發者 
再施行分期或減積手術，並視病理報告決定

進一步治療 
     

  
  進入臨床試驗 

 
局部緩解性放射治療： 
可考慮依據腫瘤部位施行

放射治療，以減輕症狀 
       

在第一線鉑類化合物化

學治療療程尚未完成，

病情即已有惡化者     
 

直接給予第二線化學治療藥物 
或 改變投予 paclitaxel 的治療時程與劑量  

CA125 濃

度上升或

臨床症狀

懷疑有復

發時： 
先做影像

檢查  (如
CT, MRI)      

 
直接採用第二線化學治療藥物   

理學檢查

或影像檢

查陽性 

 在第一線鉑類化合物化

學治療療程完成之後，

不滿 6 個月即復發  
      

考慮僅給

予支持性

照護或進

入臨床試

驗 

     
在第一線鉑類化合物化

學治療療程完成之後，

超過 6 個月才復發 

使用 Carboplatin + Paclitaxel，或 
Carboplatin + Gemcitabine，或 
(此項仍有爭議)直接採用第二線化學治療藥物

評估療效

：給予 2 
- 4 次化

學 治 療

後，即需

評估有否

臨床上的

效益 
 

       

若不理想

，則停止

此一處方

；若經歷

了兩種不

同第二線

化學治療

處方，臨

床上反應

皆不理想  

    
二度減積手術 (secondary cytoreduction；較適合施行於無病灶期間至少

6 或 12 個月以上，且僅有局部復發或小體積復發腫瘤者) (仍有爭議) 
  

流程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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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低惡性度卵巢癌       
       

患者要保留生育能力 
 保留其子宮與另一側卵巢與輸

卵管，並進行分期 / 減積手術 
 在卵巢以外的地方，有侵

襲性嵌植 
 考慮予以比照一般上皮性

卵巢癌的化學治療，或 
       

 
患者不要保留生育能力 

 
直接做標準的分期 / 減積手術 

 在卵巢以外的地方，都沒

有侵襲性嵌植 
 

觀察追蹤 
       

 
 

先前的手術未發現侵襲性

嵌植 
 

  
認為已沒有殘餘病灶 
且 患者想要保留生育能力 

先前手術未做完整的分

期 / 減積手術 

 

 

 

先前的手術有發現侵襲性嵌

植 

 

觀察追蹤 
或 比照上皮性卵巢癌治療 
(尚無定論) 

       
 
 

 
懷疑仍存有殘餘病灶 
或 患者已不想保留生育能力 

 宜再進行一次完整的分期 / 
減積手術 

  

       

  
 

 手術發現有侵襲性嵌植 
 考慮比照上皮性卵巢癌的

手術後輔助性化學治療 
復發  進行手術探查與減積     
    沒有侵襲性嵌植  觀察追蹤或進入臨床試驗

流程圖十四 



 

上皮性卵巢癌 

  

  

E
-49 

 
上皮性卵巢癌臨床指引 國家衛生研究院 臺灣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 (2007 年版)
    
低惡性度卵巢癌療程完成之後的追蹤處置  
    
返診  前二年每 3 個月返診；第三至五年每 3 - 6 個月返診；之後可每年追蹤  
    
理學檢查  每次返診時，施行理學檢查  
    
超音波檢查  仍保有卵巢的患者，應定期執行  
    
腫瘤指標  若手術之前的腫瘤指標有異常，則每次返診時都檢查腫瘤指標  

    

若臨床上有需要時  全血球計數檢查、生化檢查、腹部與骨盆腔之電腦斷層掃描、胸部 X 光檢查等  

    

先前保留子宮與 / 或 
對側卵巢輸卵管的患者 

 
於完成生育之後，考慮切除子宮及對側卵巢輸卵管  

流程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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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G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臨床指引 F-1 

惡惡性性卵卵巢巢生生殖殖細細胞胞腫腫瘤瘤臨臨床床指指引引  
 

一一  病病因因與與臨臨床床表表現現  
 

  卵巢生殖細胞腫瘤源自於 primordial germ cell [1]，佔所有卵巢腫瘤的 15 - 

20%。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佔所有卵巢生殖細胞腫瘤的 5%，其臨床表徵，最常

見的為腹痛及自行發現的腹部腫瘤，其他可能的症狀尚有腹脹、發燒、陰道出血

等。有些卵巢生殖細胞腫瘤的患者表現有女性性徵之早熟 (isosexual precocity) 現

象。 

 

  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的直徑中位數可達 16 公分；除了 dysgerminoma 除

外，通常是單側發生 (約有 10 - 15% 的 dysgerminoma 為雙側性 [1] )。 

 

  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病患，有 10 - 15% 同時或不同時伴有同側或對側的

mature cystic teratoma [1]。 

 

  化學治療對於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有相當好的效果。以目前的治療，第一、

二期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的長期緩解率 (long term remission) 達九成以上，而第

三、四期的長期緩解率約為 60 - 8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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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病病理理分分類類  
 

  根據 WHO classification [1]，卵巢生殖細胞腫瘤 (含惡性與良性) 分類如下： 

 
Dysgerminoma 
 Variant: with syncytiotrophoblast cells 
Yolk-sac tumor (endodermal sinus tumor) 
 Variants: polyvesicular vitelline tumor 
 Hepatoid 
 Glandular 
 Variant: “endometrioid” 
Embryonal carcinoma  
Polyembryoma  
Choriocarcinoma   
Teratomas 
 Immature teratomaa 
 Mature 
  Solid 
  Cystic (dermoid cyst)  
   With secondary tumor formation 
  Fetiform (homunculus) 
 Monodermal and highly specializedb 
  Struma ovarii 
   With thyroid tumor 
  Carcinoid 
   Insular 
   Trabecular 
  Strumal carcinoid 
  Mucinous carcinoid 
  Neuroectodermal tumors 
  Sebaceous tumors 
  Others 
 Mixed 
Mixed primitive germ cell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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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mature teratoma 依其不成熟神經組織 (immature neural tissue) 的含量，分為

grade 1、2、3 [6]。Grade 1 意謂每病理組織玻片內，不成熟成分局限於 1 個低

倍視野 (low-power field)；Grade 2 意謂每片當中，不成熟成份之所佔區域少於

4 個低倍視野；Grade 3 意謂每病理組織玻片當中，不成熟成份之所在區域超出

4 個低倍視野。 

b：其中 Endocrine-type 者，惡性的比率小於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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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腫腫瘤瘤標標記記  
 

  有些惡性生殖細胞腫瘤會製造特定的標記 [1]；這些腫瘤標記的專一性各有不

同。 

 

  惡性生殖細胞腫瘤患者  (尤其是 dysgerminoma)，血清裡的 LDH (lactic 

dehydrogenase) 常常會上升 [1]；然而，LDH 較無專一性 (specificity)。有些惡性生

殖細胞腫瘤患者的 CA-125 也會上升，但可惜 CA-125 也缺乏專一性 [1]。 

 

  Dysgerminoma 通常不分泌甲型胎兒蛋白  (α-fetal protein; AFP)。少數的

dysgerminoma 會分泌人類絨毛膜性腺刺激素。若在 dysgerminoma 的患者血中測

得 AFP 增加，或是 β-hCG > 100 IU/mL，要注意此患者的 dysgerminoma 是否混有

其他種不同的 germ cell tumor 成份在裡面 [1]。 

 

種類 AFP hCG 

Dysgerminma (－) (±) 

Yolk-sac tumor (＋) (－) 

Immature teratoma (±) (－) 

Mixed germ cell tumor (±) (±) 

Choriocarcinoma (－) (＋) 

Embryonal carcinoma (±) (＋) 

Polyembryom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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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治治療療前前的的評評估估  
 

  懷疑是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的患者，在開始治療之前，建議檢查包括 [7] 血清

AFP、hCG、LDH、CA-125、全血球計數檢查 (complete blood count)、全套生化

檢查、肺部 X 光、骨盆腔超音波、腹部與骨盆腔電腦斷層掃描等。若有胃腸道的症

狀，則宜進行胃腸道的評估檢查。肺功能檢查也可以考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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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分分期期與與分分期期手手術術  
 

  術前懷疑為惡性生殖細胞腫瘤者，手術當中除了儘量維持腫瘤的完整性，避免

擠壓腫瘤而增加腫瘤擴散的機會外，並需藉冷凍切片 (frozen section diagnosis) [7] 

進一步瞭解腫瘤的組織型態。其 FIGO 分期為依據手術標本組織診斷的病理分期，

惟手術範圍是否需達到如同卵巢上皮性卵巢瘤做徹底分期，尚無一致的看法 [8]。 

 

  各期的定義如下 [7]： 

第一期 癌症只限在卵巢。 
(Stage I) (Ovarian cancer is growth limited to the ovaries.) 

Stage IA 癌症只限在一側的卵巢；沒有腹水；卵巢的表面完整，且表面處沒

有癌症。 
 (Growth limited to one ovary; no ascites. No tumor on the external 

surface; capsule intact.) 

Stage IB 癌症只限在兩側的卵巢；沒有腹水；卵巢的表面完整，且表面處沒

有癌症。 
 (Growth limited to both ovaries; no ascites. No tumor on the 

external surfaces; capsules intact.) 

Stage 1C 不管是 1A 或 1B，一側或兩側卵巢的表面已經有了癌症；或者卵巢

腫瘤已經破裂；或者腹水或腹腔沖洗液中檢出癌細胞。 
 (Tumor either stage IA or IB, but with tumor on the surface of one 

or both ovaries; or with capsule ruptured; or with ascites present 
containing malignant cells or with positive peritoneal washings.) 

第二期 單側或兩側卵巢癌，並且有骨盆腔擴散。 
(Stage II) (Ovarian cancer is growth involving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pelvic 

extension.) 

Stage IIA 擴散只限於子宮或輸卵管。 
 (Extension and/or metastases to the uterus and/or tubes.) 

Stage IIB 擴散至骨盆腔內的其他組織。 
 (Extension to other pelvic tissues.) 



 

惡
性
卵
巢
生
殖
細
胞
腫
瘤

 

TCOG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臨床指引 F-7 

Stage IIC 不管是 2A 或 2B，但是卵巢的表面已經有了癌症；或卵巢腫瘤已經

破裂；或腹水或腹腔沖洗液檢出癌細胞。 
 (Tumor either stage IIA or stage IIB, but with tumor on the surface 

of one or both ovaries; or with capsule(s) ruptured; or with ascites 
present containing malignant cells or with positive peritoneal 
washings.) 

所用來分期成為第 IC 與 IIC 期的不同判斷條件，對於診斷有影響。為了評估此影

響，下列的資訊是有價值的：了解卵巢腫瘤的破裂是由於 (1) 原本就已經自發性

破裂或 (2) 是開刀者弄破的，及了解腹膜腔細胞學檢查中的惡性細胞來源是 (1) 
腹腔沖洗液或 (2) 腹水。 
(Different criteria for allotting cases to stages IC and IIC have an impact on 
diagnosi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is impact, it would be of value to know if 
rupture of the capsule was (1) spontaneous or (2) caused by the surgeon, and if 
the source of malignant cells detected was (1) peritoneal washings or (2) 
ascites.) 

第三期 單側或兩側卵巢癌，有骨盆腔以外的腹膜轉移，或轉移到後腹腔或

鼠蹊部的淋巴結。表淺的肝臟轉移視為第三期。癌症雖仍局限在骨

盆內，但是組織學的檢查，已證實有小腸或大網膜的轉移。 
(Stage III) (Ovarian cancer is tumor involving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peritoneal implants outside the pelvis and/or positive 
retroperitoneal or inguinal nodes. Superficial liver metastasis 
equals stage III. Tumor is limited to the true pelvis but with 
histologically verified malignant extension to small bowel or 
omentum.) 

Stage IIIA 肉眼看起來癌症只局限在骨盆腔內，而且沒有淋巴的轉移。但是組

織學的檢查已證實有腹腔內腹膜的轉移。 
 (Tumor grossly limited to the true pelvis with negative nodes but 

with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microscopic seeding of abdominal 
peritoneal surfaces.) 

Stage IIIB 組織學檢查證實腹腔內腹膜表面已經有了癌症，但無超過兩公分

者。淋巴沒有轉移。 
 (Tumor of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implants of abdominal peritoneal surfaces, none exceeding 2 
centimeters in diameter. Nodes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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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IIIC 腹部轉移病灶已超過兩公分，或者有後腹腔或鼠蹊淋巴的轉移。 
 (Abdominal implants greater than 2 centimeters in diameter and/or 

positive retroperitoneal or inguinal nodes.) 

第四期 單側或兩側卵巢癌，有遠端轉移。 
(Stage IV) (Ovarian cancer is growth involving one or both ovaries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如果有胸膜積水，必須有陽性細胞學檢查才能算是第四期。肝臟實

質部的轉移算是第四期。 
 (If pleural effusion is present, there must be positive cytologic test 

results to allot a case to stage IV. Parenchymal liver metastasis 
equals stage IV.) 

 

  若要進行完整的分期手術，注意事項包括 [7]： 

1. 術前的腸道準備 (bowel preparation) 應同腸道手術之準備。 

2. 宜用中央垂直開腹切口 (vertical incision)，以獲取充分的手術視野 (exposure 

field)。 

3. 進入腹腔，即抽取腹水或經由腹腔灌洗 (peritoneal lavage) 取得腹膜腔細胞學檢

查的標本 (peritoneal cytologic examina-tion)。標本的採樣來自骨盆腔、左右兩

側大腸側窩 (right and left paracolic gutters)、及左右兩側橫膈膜下表面 (the 

under-surface of the right and left hemidiaphragms)。 

4. 盡可能完整地取出腫瘤 (encapsulated mass)，檢體需盡快送病理檢驗，並常規

性送冷凍切片 (frozen section)。 

5. 若患者不想保留生育能力，則行全子宮及兩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手術 (total hyster-

ectomy, bilateral salpingo-oophorectomy)。仍想要懷孕的患者，在經由冷凍切

片證實為惡性生殖細胞腫瘤者，可保留子宮與對側卵巢。 

6. 應詳細檢查對側，必要時施行對側卵巢的切片檢查。 

7. 考慮儘量切除主要腫瘤側的輸卵管漏斗部骨盆韌帶 (infundibulopelvic ligament) 

[9]。 

8. 粘黏處需切片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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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評估所有的腸道表面，且所有的可疑處都要切片送檢。 

10. 若無明顯的卵巢外擴散病灶 (extra-ovarian tumor spread)，則需隨機腹膜取樣 

(random peritoneal biopsy)，如子宮直腸陷窩 (cul-de-sac)、骨盆腔側壁、膀胱

漿膜  (serosa)、兩側大腸側窩  (para-colic gutters)、橫膈膜下表面  (subdia-

phragmatic surfaces) [10] 等。 

11. 橫結腸下網膜切除手術 (infra-colic omentectomy)。 

12. 淋巴結評估 (lymph node assessment)： 

要取主動脈旁淋巴結與骨盆淋巴結送病理檢查。 

13. 考慮切除之前腹腔鏡手術的埠管路徑 (trocar tracks)： 

若在診斷過程中曾使用腹腔鏡者，考慮切除腹腔鏡埠管路徑 [9]。 

14. 完整手術記錄： 

需載明手術前之所有病變、所使用的手術方式、手術後殘餘腫瘤 (residual tumor) 

的大小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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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關關於於較較保保守守的的手手術術  
 

  手術的範圍需參酌手術時的發現、腫瘤的種類，以及患者的年齡，以期在儘量

清除病變與保留生育能力之間取得合理的平衡 [1]。 

 

  由於化學治療有相當好的效果，且有的惡性生殖細胞腫瘤病情進展十分快速，

因此手術的程度應該要兼顧儘量清除病灶與避免造成因手術併發症而延誤手術後化

學治療的進行 [5]。 

 

  由於患者大部分為年輕女性，且惡性生殖細胞腫瘤多為單側性，因此大部分的

患者可以保留子宮與對側卵巢 [1,7,11]。但若患者不考慮保留生育能力，則全部切除 

[7]。 

 

  對於看似 stage IA grade 1 immature teratoma 或 stage IA dysgerminoma 的患

者，更要在儘量不損及日後生育能力的前提之下，做徹底的分期手術，因為若確認

為 stage IA grade 1 immature teratoma 或 stage IA dysgerminoma，則可以不必接

受手術後的化學治療 [1,7]。 

 

  對側卵巢若外觀正常，則除了 dysgerminoma 或含有 dysgerminoma 成份的

mixed germ cell tumor 以外，不宜做不必要的切片，以免造成卵巢提早衰竭或黏

粘，損及日後的生育能力  [12]。但若手術當中的冷凍切片診斷  (frozen section 

diagnosis) 為 dysgerminoma 或含有 dysgerminoma 成份的 mixed germ cell 

tumor，則可考慮做對側卵巢的切片檢查，因為這些患者當中有 10 - 15% 的人會有

雙側卵巢病灶 [1]。 

 

  患者的核型 (karyotype) 若為 45,X/46,XY 鑲嵌型 (mosaic) 或是 46,XY，而且腹

腔內的性腺 (gonad) 呈現發育不良 (dysgenesis)，則雙側的性腺應及早切除 [1-3]。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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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不良的性腺 (dysgenetic gonad) 呈萎縮狀、纖維化 (fibrotic)，缺乏典型的生殖細

胞 (germ cell)、支持細胞 (supporting cell) 以及製造荷爾蒙的細胞 [3]。若患者的核型

為 46,XY，罹患雄性素反應不良症候群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而腹腔

內性腺 (即睪丸) 的組織型態正常，則可以考慮等到青春期之後再摘除性腺 [3]。 

 

  對於雙側卵巢都有病灶，但仍極力想保留生育能力的患者，或許可以考慮保留

一側 adnexa，再於手術之後進行化學治療 [1]。雖然化學治療對於惡性生殖細胞腫瘤

非常有效，但目前仍無充分的資料確認保留有病灶的卵巢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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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首首次次減減積積手手術術  ((pprriimmaarryy  ccyyttoorreedduuccttiivvee  
ssuurrggeerryy))  

 

  由於化學治療對於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非常有效，因而即使腫瘤病灶已廣泛

地散佈，仍可行生育保留手術 (fertility-sparing procedures)，保留其正常的子宮與

正常的對側卵巢 [1]。 

 

  手術的範圍應該要兼顧儘量清除病變 [13,14] 與不造成手術併發症，不可因手術併

發症而延誤手術後化學治療的進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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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關關於於分分期期手手術術不不完完全全的的患患者者  
 

  對於沒有接受完整的分期手術，但臨床上看來像是 stage IA grade 1 immature 

teratoma 或 stage IA dysgerminoma 的患者，則宜考慮進一步徹底的分期手術 [1,7]，

因為若確認為 stage IA grade 1 immature teratoma 或 stage IA dysgerminoma，則

可以不必接受手術後的化學治療 [7]。 

 

  若現有的病理、臨床資料已顯示此患者需要接受化學治療，則通常不需要單單

為了進一步分期而再次手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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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手手術術之之後後不不用用化化學學治治療療的的狀狀況況  
 

  Stage IA grade 1 的 immature teratoma、以及 stage IA 的 dysgerminoma，在

充分的分期手術之後，可以不施行化學治療而單純追蹤 [1,7,15-17]。 

 

  在充分的分期手術之後，stage IA，grade 2、3 的 immature teratoma，根據小

兒科 the Pediatric Oncology Group 與 the Children’s Cancer Group 的研究 [16,17]，

以及兩個小型臨床研究 [18,19] 的推論，考慮不施行化學治療而僅單純追蹤。然而此推

論是否能在成年人安全運用，仍待進一步驗證。如果選擇追蹤，則一定要密切追

蹤；若一旦發現有復發，則立刻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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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  第第一一線線化化學學治治療療  
 

  除了經完整分期手術之後的 stage IA dysgerminoma 與 stage IA grade1 

immature teratoma，其他的患者都宜接受化學治療 [7]。 

 

  目前對於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的化學治療，以 BEP 配方  (bleomycin、

etoposide、cisplatin) 為主 [20-22]。雖然 BEP 配方並未和其他配方 (如 VAC、PVB) 

在前瞻性 (prospective) 的研究當中做過正面比較，然而其高療效與尚可接受的毒

性，已使 BEP 成為當今對於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的首選化學治療配方。 

 

  施行 BEP 配方前，考慮安排肺功能檢查 [7]。 

 

  歐美的 BEP 配方 [1,7]，每 21 天施行一次，共施行三至四次，每次治療 5 天，其

劑量為 cisplatin 每天 20 mg/m2、etoposide 每天 100 mg/m2、bleomycin 每週 30 

units。 

 

  但在台灣，因為以前按照歐美配方施行五天的時候，曾經發生多起嚴重化療毒

性案例。因此，台灣婦癌專家群建議，BEP 配方調整如下： 

 

Cisplatin 100 mg/m2 day 1 

Etoposide 100 mg/m2 days 1 - 3 

Bleomycin 15 mg/m2 days 1 - 3 (每天總量不超過 25 mg) 

 

  BEP 配方於手術之後施行三至四次 [7]。FIGO 2000 年的臨床指引則建議，對於

non-dysgerminoma germ cell tumor 在手術之後仍有大量殘存病灶的患者，在達到

血中腫瘤指數正常之後，考慮再施以兩次化學治療 [10]。然而，此配方的副作用需被

慎重考慮，尤其是 bleomycin 的毒性；bleomycin 的使用，建議不應超過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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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只施打三次的狀況下，若缺少 bleomycin (即 EP 配方)，則其療效明顯變差，

整體存活率由 95% 降至 86% (P = 0.01) [23]。施打四次的狀況下，BEP 與 EP 相

比，完全反應率 (complete response rate) 為 95% 比 87% (P = 0.0075)，然而在追

蹤 (median follow-up) 7.3 年之後，兩組的病情惡化 (progression) 率 (P = 0.136) 與

存活率 (P = 0.262) 並無重大差異 [24]。 

 

  BEP 配方裡的 cisplatin 若以 carboplatin 來取代 (即 CEB 配方)，其療效可能較

差。根據一項大規模的睪丸 good-prognosis metastatic nonseminomatous germ 

cell cancer 研究 [25]，BEP 與 CEB 相比，完全反應率 (complete response rate) 為

94.4% 比 87.3% (P = 0.009)，一年復發率為 9% 比 23% (p < 0.001)，三年存活率

為 97% 比 90% (P = 0.003)。然而，對於需接受化學治療，但無法承受較大藥物毒

性之 dysgerminoma 患者，仍可考慮 carboplatin 與 etoposide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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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一一  第第一一線線化化學學治治療療之之長長短短期期副副作作用用  
 

  Cisplatin 可能造成腎毒性傷害，建議要在化學治療當中與之後充分補充水份 

(hydration)，並避免同時給予腎毒性藥物如 aminoglycoside 等 [1]。 

 

  使用 bleomycin 時，需注意患者呼吸系統方面的臨床表徵，並謹慎評估其累積

劑量 [1]。Bleomycin 可引起肺纖維化 (pulmonary fibrosis) [27]。而一氧化碳擴散量 

(carbon monoxide diffusing capacity) 等肺功能檢查，無法有效評估 bleomycin 是否

已造成肺部傷害  [28]。Bleomycin 最常見的肺部毒性早期症狀為咳嗽與呼吸困難 

(dyspnea)。終身累積劑量大於 240 mg 的患者當中，常有輕度 (10% 到 15%) 的肺

功能退化 [1]；終身累積劑量 450 mg 以下的患者當中，約有 5% 出現雙側肺部基底

浸潤 (bibasilar pulmonary infiltrates)；而 450 mg 以上者，則竄升至 10% [1,29]。然

而，亦有不到 100 mg 即發生嚴重肺部毒性的案例發生 [1]。除了終身累積劑量，其

他的危險因子還有：肺氣腫 (emphysema)、年紀超過 70 歲、單次劑量超過 25 

mg/m2、肺部曾經接受放射治療 [1]。此外，曾經接受 bleomycin 治療的患者，日後

如果接受其他手術，要小心發生手術後呼吸衰竭 (postoperative respiratory failure) 

[30]，這可能是 bleomycin 使肺部變得較容易發生氧毒性 (oxygen toxicity) 之緣故。

曾經接受 bleomycin 治療的患者，手術中的 FiO2 不宜超過 0.24，也要避免輸液過

量 (fluid overload)。目前對於 bleomycin 造成的肺部毒性，仍無有效治療。或許類

固醇可以改善一些症狀 [1]。所幸，大部分症狀較輕的患者，在及時停用 bleomycin

之後，多能漸漸獲得改善。 

 

  在保留生育能力手術 (fertility-sparing surgery) 之後又接受化學治療者，2 - 

17% 的患者無法再有正常的月經週期 [31,32]。想懷孕者當中，3/4 可順利懷孕 [32]。流

產、早產、先天性異常的機會並未增加 [1]。 

 

  Etoposide 與日後發生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AML) 有關，且這些 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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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一些染色體方面的特色 (諸如 11q23 處的 translocation 等) [33-35]。開始使用含

etoposide 的化學治療之後，在 5.7 年時的 AML 平均累計風險 (mean cumulative 

risk) 為 4.7%，與一般人的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 高達 336 (95% CI 92-861)；

etoposide 累積劑量超過 2000 mg/m2的患者當中，有 6% 後來不幸發生 AML；累積

劑量少於 2000 mg/m2的患者，其 AML 發生的機率並未增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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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二二  化化學學治治療療完完成成之之後後的的二二次次探探勘勘手手術術  
 

  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若在首次手術時已經完全切除，則二次探勘手術並無助

益 [36]。對於不含 immature teratoma 成份，而於首次手術時無法完全切除者，二次

探勘手術所帶來的助益微小而有爭議 [36]。 

 

  對於含 immature teratoma 成份，而於首次手術時無法完全切除者，二次探勘

手術的結果對於後續處置的決策有所助益 [36]。 

 

  對於判斷殘存腫瘤裡面有否存活的癌組織 (viable cancer tissue)，PET 的

sensitivity 80%、 specificity 100%、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100%、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95% (Proc ASC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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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三三  治治療療後後的的追追蹤蹤  
 

  治療完成後，前兩年建議每 2 - 4 個月追蹤一次；三到五年每 3 - 6 個月追蹤一

次，其後每 6 - 12 個月追蹤一次。每次返診時要詢問病史、理學檢查、超音波 (若

患者仍保有另側卵巢)、血中腫瘤標記檢查 (若治療前的某項血中腫瘤標記有上升者) 

[10]。此外，可依臨床判斷而安排影像檢查 (如 CT、chest X-ray 等)，尤其是對於治

療前血中腫瘤標記正常而無法用血中腫瘤標記來追蹤的患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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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四四  若若有有腫腫瘤瘤持持續續存存在在或或變變大大時時  
 

  在化學治療中或治療後，若其腫瘤持續存在或變大，但是腫瘤標記已達正常，

則可進行再次減積手術，當組織病理檢查確認仍有存活的惡性腫瘤組織以後，才施

行進一步的化學治療 [1,7]。除此以外，也可以考慮繼續密集追蹤 [7]。因為有時巨大 

(bulky) dysgerminoma 在化學治療之後，會形成像腫瘤的纖維化組織 (desmoplastic 

fibrosis) [1]。含有不成熟畸胎瘤成份的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在化學治療之後，可能

會形成逐漸變大的良性的畸胎瘤，所謂  “chemotherapeutic retroconversion” 或 

“growing teratoma syndrome” [37]。這些 desmoplastic fibrosis 與 mature teratoma

不需要化學治療，但是持續存在的 mature teratoma 有惡性化的可能 [38,39]，因而建

議切除。 

 

  在追蹤期間，於保留下來的卵巢常可見到功能性囊腫 (functional cyst)，可以口

服避孕藥與定期追蹤，來與疾病復發做鑑別診斷 [1]，勿貿然施行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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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五五  第第一一線線化化學學治治療療失失敗敗時時  
 

  由於案例與文獻資料太少，因而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的第二線化學治療，往

往需借用在睪丸癌方面的經驗。如同睪丸癌，卵巢惡性生殖細胞腫瘤的「鉑抗藥

性」(platinum-resistant) 定義為在含鉑類藥物的化學治療當中或化學治療結束後 6

週之內即發生復發，而其「鉑敏感性」(platinum-sensitive) 則是定義為在含鉑類藥

物的化學治療結束後 6 週之上才發生復發 [1,40-42]。 

 

  大部分的復發發生在治療後的 24 個月以內 [43]。BEP 配方無效時，可考慮 VIP 

(vinblastine、ifosfamide、cisplatin) 配方 [10,42]，或是 TIP (paclitaxel、ifosfamide、

cisplatin) 配方 [7,44]，或是高劑量 (high-dose) 化學治療 [7]。 

 

  對於經過多重化學治療無效，眼見治癒無望者，可考慮緩解性的化學治療配

方，如 cisplatin / etoposide、etoposide / ifosfamide/cisplatin、VeIP (vinblastine、

ifosfamide、platinum)、VAC (vincristine、dactinomycin、cyclophosphamide)、

paclitaxel、docetaxel、放射治療，以及支持性照護 (supportive care) 等 [7]。 



 

惡
性
卵
巢
生
殖
細
胞
腫
瘤

 

TCOG惡性卵巢生殖細胞腫瘤臨床指引 F-23 

十十六六  放放射射治治療療的的角角色色  
 

  放射治療對於 dysgerminoma 的治療效果相當地好 [45,46]。然而，此種治療已走

入歷史。當今 dysgerminoma 化學治療的效果非常好，甚至優於放射治療 [1]。放射

治療會使年輕病患喪失生育能力 [47]。日後若不幸復發而需要進一步化學治療時，先

前所施行的放射治療會減少病患對於化學治療的耐受性。此外，年輕時接受放射治

療，可能增加患者在二、三十年以後，得到其他種癌症的機會 [48]。 

 

  但若 dysgerminoma 患者年老且不適合化學治療 (諸如腎功能不佳等)，或是

germ cell tumor 經過多種化學治療後仍復發或仍有殘存癌病變而治癒希望渺茫時，

則放射治療不失為一理想的選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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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七七  由由囊囊性性畸畸胎胎瘤瘤  ((ddeerrmmooiidd  ccyysstt))  惡惡性性轉轉變變的的

腫腫瘤瘤  
 

  囊性畸胎瘤發生惡性轉變的機率不高，通常不到 2% [49-51]。其中，鱗狀上皮細

胞癌最為常見，其預後與期別明顯相關，進展過程則類似其他原發部位 (primary 

site) 的鱗狀上皮細胞癌，擴散途徑包括直接擴張 (direct extension)、淋巴擴散 (尤

其 para-aortic lymph nodes)、腹腔內散佈 (peritoneal dissemination) [1]；治療策略

雖尚無共識 [52]，但一般包含諸如手術與同時合併放射線及鉑類化學治療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之處置，對於此一腫瘤不失為合理之治療方式 [1,52]。 

 

  由囊性畸胎瘤其他成份惡性轉變的腫瘤，還包括基底細胞癌  (basal cell 

carcinoma)、黑色素瘤 (malignant melanoma)、腺癌 (adenocarcinoma)、惡性肉瘤 

(sarcoma)、神經內分泌腫瘤 (neuroendocrine tumor) 等。而內分泌型 (endocrine-

type) 的畸胎瘤 (如 struma ovarii、carcinoid tumor) 當中，惡性的機率少於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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