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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長庚醫院  一般外科暨乳房外科

根據2018世界衛生組織(WHO)公佈之全球
癌症發生率，乳癌與肺癌為前二名，每年新病

例約各為209萬人。台灣女性乳癌發生率位居
所有癌症第一名，2015年衛生署公布的乳癌人
數(含原位癌)為14,801人，發生率為10萬分之
87.5。而且為癌症個案數增加最多的癌症(2015
年較前一年增加4.4%，523人)(1)。雖然乳癌發生

率高，但死亡率卻為第4名，低於肺、肝、大腸
癌。意思就是乳癌治癒率高，尤其若早期診斷

為0期或第1期，5年存活率可高達95%以上，因
此，篩檢就成為當務之急。

乳癌篩檢的考量有3點，從幾歲開始篩檢，
選擇何種工具以及篩檢導致的好處及壞處，茲

分述如下：

篩檢的起始年齡

開始篩檢的年齡一般以發病年齡之前1 0
年開始。台灣女性乳癌發生的平均年齡逐年提

高，2015年中位數年齡為54歲，但仍低於西方女
性之62歲，年齡在40歲(不含)以下者佔11%。美
國癌症醫學會(ACS)強烈建議，自45歲開始接受
篩檢，對40至44歲女性則是一般建議(表1)。台
灣婦女因發生年齡層較低(1)，因此我們建議篩檢

可從35至40歲開始，如為高危險群則提早5年，
帶有乳癌基因(BRCA 1/2者)，應更提早10年，即
30歲就開始接受篩檢。
篩檢工具的選擇

當前的實證醫學認為只有乳房攝影是唯

一可提早發現乳癌，也可降低死亡率的篩檢工

具。但乳房攝影在經過40年的歷史經驗中，也
招致不少反對意見。其一為乳攝的最大功能在

發現乳腺內鈣化點，但鈣化點的表現通常發生

於腫瘤發展緩慢的癌症(如原位癌)，而且推動
乳攝篩檢後，雖然0期及1期乳癌人數增加，但
並未發現2、3期嚴重癌症人數的下降(衛生署公
佈第3、4期乳癌病人在2000到2010年都維持在
20%)(2)。因此，需要有更好的工具能發現較嚴重

或可能致死的癌症，以減少過度診斷的疑慮。

而且台灣婦女乳癌發生年齡層較低，較低年齡

婦女之乳腺較緻密(意指乳腺內脂肪量較少)而
使乳攝的敏感度下降，乳癌偵測率不易提高。

輔助性篩檢工具包括核磁共振造影(磁共振)、乳
房超音波(乳超)數位斷層式乳攝、對比劑造影乳
攝及分子影像攝影，以前三者最為常用(表2)。

重新思考乳癌篩檢

表1  美國各醫療機構對女姓之乳癌乳攝篩檢建議

機構

ACR、
NCCN、

NCBC
ACS、ASBS

USPSTF、
AAFP、 ACP

ACOG

幾歲開始

篩檢
40

45
 (40以上告知 )

50
(特例 40-49)

40-49

間隔

(年 )
每年

40-54每年，
≥ 55每年或
每 2年

每 2年
每年或

每 2年

幾歲停止

篩檢 (歲 )
依個人

健康狀況

依個人

健康狀況
74 74

簡寫：ACR：美國放射學院；NCCN：美國國家癌症整合
資訊網；NCBC：美國乳房中心聯盟；ACS：美國癌症醫學
會；ASBS：美國乳房外科醫學會；USPSTF：美國預防醫學
工作小組；AAFP：美國家庭醫師學院；ACP：美國內科醫
師學院；ACOG：美國婦產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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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對癌症的偵出率最高，但因須注射顯影

劑，每次造影時間長，且對原位癌及增生變化

較不敏感，故只適用於高危險群，無法普及到

一般民眾(3)。斷層式乳攝在併用傳統的二維乳攝

後，輻射暴露量稍高，可降低召回率，但偵出

率只稍為提高 (4)。乳超的應用依各人的經驗有

很大差異，雖然召回率、切片率都提高，但在

台灣的乳房外科醫師皆有很好訓練經驗，使用

也方便，且日本J-START的研究證實乳超可提高
偵出率(從3/1000提高到5/1000)，因之廣泛被視
為較佳之輔助工具(5)。美國醫師學會(AMA)也在
2018年建議美國國會要對緻密乳腺女性者，開放
非乳攝之篩檢工具(6)。

篩檢的得失

近年因乳癌治療的進步，使篩檢的效益再

度受到質疑。相對的使篩檢在降低死亡率的效

能從25%下降到15%，同時發現太多的原位癌並
不能使日後較晚期乳癌發生比率下降，因此公

衛學者從乳癌發生率的流行病學觀察，乳攝可

能過度診斷率提升到20-30%。(意指乳攝發現的
原位癌在女性的有生之年，即使不參加篩檢，

而不致發病，或不造成死亡)(7)。如此，折衷的

建議是在好、壞處的評估中，選擇最適當的篩

檢工具，就是評估自己的罹癌風險，估算乳攝

的輻射暴露劑量，其他工具的助益，來決定篩

檢的起始年齡，篩檢間隔及篩檢工具(8)。

精準醫學指引下的個人化篩檢指引

個人罹癌評估

依美國的乳癌流行病學估算，婦女一生中

罹癌的機會為12%(每8人一生中，有一名會得乳

癌)。台灣婦女預估為8%(即12人中，一人在一
生中有機會得到乳癌)，其他危險因子如(表3)所
列。最高危險者是帶有乳癌基因(BRCA 1或2)突
變者可提高到20%。個人評估方法最簡單就是進
入gail模式的網站，填入必要項目即可得知自己
罹癌風險，但此模式缺乏基因檢測及乳腺緻密

度的評估資料。目前國際上，較常用的個人危

險評估模式，為Tyrer-Cuzick模式或BCSC模式。
BCSC模式則加入乳腺緻密度的評估。極緻密的
乳腺(BI-RADS緻密度為D者)其罹癌風險提高4-6
倍，且常有非伴有鈣化點的乳癌，易被疏忽(9)。

故美國國會已正式於2019年2月立法通過，要求
乳房攝影後，若乳腺層緻密者(BI-RADS分類為
C、D者)，須告知受檢者。而緻密乳腺在乳房攝
影後的輔助工具包括斷層融合式乳攝，乳房超

音波或和核磁共振造影。風險評估後之分級通

常分為三級。1. 一般級：無任何危險因子，其
一生罹癌風險為8%，年齡40歲者為3%以下；2. 
中度危險級：一生危險介於8-25%，年齡40歲者
風險介於3-8%者；3. 高危險群則是一生危險超
過25%或年齡40歲者之風險高於8%者。
台灣乳癌流行病學的特性

個人風險評估後也須視各個國家乳癌盛行

率及趨勢及各國女性乳腺特性來修訂。台灣婦

女乳癌發生率每年仍維持4%的成長，不見趨

表2  乳癌篩檢輔助工具之效益分析

工具
癌症檢出增加率

(ICDR)，每千例
召回

比率

切片

比率

輻射

曝露

乳房超音波 4.4 增加 增加 無

數位斷層式

乳攝
1.3-4.5 減少 不變 增加

磁共振造影 10.6 增加 增加 無

表3  簡易乳癌罹患危險評估

危險評估

(罹癌機會 %)*

危險比例

(和常人比較 )

常人
3% (40歲女性 )

(8%，評估到 80歲 )
1

乳腺高緻密度 10% 2-4倍

個人乳房切片病理為

不正常增生
12% 2-4倍

一等親乳癌病史 15-20% 6倍

家族有 2人乳癌病史 25% 10倍

個人一側乳癌病史 18-30% 6-8倍

BRCA 1/2突變者 20% 4-6倍

*數字可能因研究資料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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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且好發年齡為45到69歲(發生率大約每年10
萬名有190名)。平均年齡54歲較歐美年輕8歲。
此外，台灣女性平均乳房大小為32B - 34C，且
緻密乳腺者佔7成左右，此導致在乳攝壓迫時引
發乳腺疼痛，且乳攝敏感度下降。因此台灣婦

女除須增加篩檢的頻率之外，也要考慮非乳攝

之篩檢輔助工具。

依個人罹癌風險的篩檢建議

每一個女性都要有憂患意識，意即無論有

無罹癌危險因子，皆應提高警覺，因為乳癌可

能隨時發生在妳身上。但也不要妄自整天提心

吊膽，因為只要有篩檢意識，注意自己身體變

化，並參加定期篩檢，發現的都是早期乳癌，

其治癒率可達9成以上。
基於台灣乳癌流行病學、特性及個人罹癌

危險程度，篩檢的啟始年齡，篩檢間隔及工具

的建議，可見(表4)。就平常人，篩檢可自40歲
開始(國內女性好發年齡較輕)，中高危險者提早
至35歲，帶乳癌基因者提早至30歲。乳攝篩檢
的頻率大致為2年一次，有危險因子者或初次乳
攝有群聚鈣化點者可改為每年一次。乳超具有

無輻射暴露及使用方便的優點，可考慮每年或

與乳攝隔年的做法， 30歲以下者，選擇乳超即
可，再依情況是否加上乳攝。但乳超常發現一

些良性病變，也因醫師經驗不同，導致受檢者

不安及過高的切片率，慎選有經驗，認證的醫

師格外重要。磁共振因花費時間多，不適於一

般無危險因子之篩檢工具，但對較高危險群(如
帶BRCA基因)則為首選工具。
依年齡的建議

雖然偶有2 5歲以下的女性罹患乳癌，但
因發生率偏低，除帶有危險因子外，通常不建

議做任何檢查，以免造成過度恐慌，且易衍生

更多不必要的切片。35歲以下且帶有危險因子
者，因乳腺通常呈現高緻密度，使乳攝無法發

揮功效，因此建議除了保持戒心外，建議每年

做一次乳超(表5)，若為有BRCA1/2基因突變家
族，可考慮做磁共振。

結  語
台灣婦女乳癌發生率從35歲就躍升到每年

10萬名中有60名，因此建議35歲以上到69歲，
即可每二年做一次乳攝(國健署的建議為45到69
歲)，乳攝後，若報告為緻密性乳腺者，宜被
告知，且採取其他輔助性篩檢工具。再依各人

情況每年或隔年加做乳超。若為中高危險群婦

女，則可提前5年，約30歲開始做乳超，再視情
況加入乳攝，或斷層式融合乳房攝影(或數位3D
乳房攝影)。年齡超過70歲者，則依個別情況選
擇乳攝或乳超。若為高危險群婦女(如帶有BRCA 
1/2基因突變者)，篩檢年齡也宜從30歲開始，除
了乳攝(或斷層式3D乳攝)及超音波外，可適時加
入磁共振檢查。

表4  依個人罹癌風險高低建議之篩檢工具選擇

危險分級 篩檢建議

乳房攝影術 乳房超音波
磁共振

造影術

常人
每 2年一次
(40歲以上 )

隔年與乳攝

交替
不建議

中危險群

(切片史，乳腺較
緻密者 )

每 2年一次
(35歲以上 )

每年一次 可考慮

中高危險群

(家族，個人乳癌
病史 )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帶有基因突變

(BRCA 1/2)者
每年一次 可考慮 每年一次

表5  依個人年齡分層及罹癌風險之篩檢工具選擇

常人 具危險因子者

≤ 24 無 個人須知道篩檢的重要

25-34 了解篩檢的重要 每年一次乳超 (乳攝，MRI為選項 )

35-44 每 2年一次乳攝 隔年做一次乳超 (MRI為選項 )

45-69 每 2年一次乳攝 每年加做一次乳超 (MRI為選項 )

≥ 70 依個人情況 每 2年一次乳攝 (可追加乳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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