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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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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乳癌的發生率與死亡率
2. 乳癌是如何造成的?
3. 乳房常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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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是什麼

癌症的演化是一個多步驟的過程,它包含
了許多累積的因素對人體細胞的損傷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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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uct 乳管

• B    Gland 乳腺體
• C    SubNipple Duct
• D    Nipple 乳頭
• E    Fat       脂肪
• F    Pectoralis Major
           muscle  胸肌
• G    Rib     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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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瘤
• 囊腫

• 膿瘍
• 纖維囊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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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腺瘤:
    20歲左右的女性最多。腫瘤會移動、光滑表 
面
囊腫:
屬於突發性的，大部分觸摸起來有疼痛覺，通常
在月經前發現 

         纖維腺瘤與囊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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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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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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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roade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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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腫	 	 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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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囊腫	 (水泡)

	 	 	 	 	 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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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抽吸
2011年5月5日星期四



這是最常見的良性乳房腫塊，多見於30歲左右的婦
女，常是兩側性且多發、併有悶痛及脹疼壓痛感。

月經來前症狀最厲害，且腫塊會變大。

             纖維囊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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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性囊腫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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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的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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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癌的發生

雌激素與乳癌息息相關

  乳癌發生與雌激素的關係是正相關
  雌激素對正常組織的生長與分化有直接的刺激，對乳
癌組織的發生與進展，特別是表現雌激素受體的乳癌

  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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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高危險群（致癌相對機率大於４倍）：
  1.一側乳房得過乳癌
  2.特殊家族史(停經前得過兩側乳癌,家族有卵巢癌)
  3.乳房切片有不正常細胞增生現象

B．次高危險群（致癌相對機率大於2-4倍）：
          1.母親或姊妹得過乳癌
          2.第一胎生育在三十歲以後
          3.未曾生育者
          4.停經後肥胖者
          5.卵巢癌及子宮內膜癌患者
          6.胸部接受大量放射線照射

                  乳癌的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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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癌的危險因子

C．略高危險群（致癌相對機率1.1－1.9倍）：
         1.抽煙 ,飲酒
        2.初經在12歲以前

     3.停經在55歲以後
           4.攝取高脂肪、高熱量的食物 

 D．可能危險因子（未確定）:
  1.口服避孕藥

    2.更年期荷爾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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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癌的主要症狀

1. 無痛性乳房腫塊
2. 乳頭凹陷
3. 乳頭異樣分泌物，尤其是咖啡色/血性分泌物。
4. 乳房外型改變
    a.突然性兩邊乳房大小不一 
    b.兩邊乳頭高低不一 
    c.乳房有局部塌陷或凸出
5. 乳房皮膚有橘皮樣變化，紅腫或潰爛。
6. 腫大的腋下淋巴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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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素

• 朔化劑的污染	 環境荷爾蒙

• PVC聚氯乙烯	 保鮮膜
• PE聚乙烯

不含可朔剤黏性較低但不會產生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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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Nipple  
re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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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前 治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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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椪柑 ?      橘皮化的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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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ELLITE  SKIN  N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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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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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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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出無症狀的乳癌

2.沒症狀的乳癌多為早期癌

3.早期癌預後好容易處理

4.有症狀的乳癌較易轉移

          乳癌篩檢    篩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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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音波及乳房X光攝影

• 超音波檢查為非侵襲性，無放射線疑慮的檢查。
• 適合停經前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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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	 房	 攝	 影	 	 	 	 	 適合停經後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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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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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不到的病灶

雜亂的鈣化點 細針定位	 切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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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定位攝影	 、	 切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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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針定位 切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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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

細針定位 切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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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針抽吸學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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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o-Dox 治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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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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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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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分期

第
一
期

腫瘤大小約1-2公分

淋巴結無轉移

無其他器官轉移

第
三
期

腫瘤大小超過2公分

淋巴結多顆轉移，鎖
骨上淋巴結

無其他器官轉移

第
四
期

腫瘤大小超過2公分

淋巴結多顆轉移

其他器官轉移，如：
肝臟、骨頭、肺臟

第
二
期

腫瘤大小超過2公分

淋巴結有或無轉移

無其他器官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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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分期與5年存活率

分期 五年存活期(%)
I (腫瘤<2公分) 87

IIa (<5公分	 or 0-3顆淋巴結轉
移)

78

IIb (>5公分	 or < 5公分	 

&1-3顆淋巴結轉移)
68

IIIa (> 5公分	 & 淋巴結轉移) 51

IIIb (侵犯胸壁或皮膚) 42

IV (遠端器官轉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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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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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切除方式

1.乳房根除性切除(MRM)
2.部分乳房保留或切除(BCT)
3.皮膚保留或乳房全切除(S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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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趨勢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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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性切除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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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背肌重建	 latsimmus dorsi f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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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乳真的是趨勢!!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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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itial                                After 3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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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作乳癌檢查的項目及時機

乳房自我檢查:
  月經結束後一週
乳科醫師(一般外科)檢查:
  20-39歲每2~3年一次
  >40歲每年一次
乳房超音波與乳房攝影:
  35-39歲第一次檢查作為基準片
  >40-49歲每1年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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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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