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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發生演變可能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之久，許多癌症

在早期都有可以注意到的症狀，如大腸癌可能有排便情形的異

常，乳癌可能有乳房出現不明腫塊等等。不少民眾因為不清楚

這些徵兆與癌症的關聯，錯過了診斷及治療癌症的黃金期。

然而這些癌症警訊又和很多一般疾病的症狀很類似，很多

民眾或許也因此掉以輕心或是過度恐慌，但是事實上，不少早

期癌症病人是因為注意到異常的身體症狀，及早就醫而診斷；

或是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清楚瞭解身體的狀況，在癌症的初

期就發現，所以能用健康的心態去面對，不會過度擔心，並能

夠配合醫師的建議好好治療。

很多癌症早期治療的治癒率是很高的，甚至治療的過程是

很容易度過的。尤其近年政府也大力推動癌症篩檢，對於高危

險群提供篩檢服務及補助。在這樣的措施下，許多人得以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

本手冊介紹了許多值得注意的身體異常症狀，可能與特定

的癌症有關，尤其是國人發生率前八名的癌症都涵蓋在手冊的

身體警訊介紹中，希望給讀者作為自我評估的參考。手冊內容

同時說明了常見的癌症成因，並列出哪些人為高危險群，民眾

又該如何預防。

最後提醒大家關心身體的小細節，留意異常症狀及身體警

訊，有任何狀及早檢查及早治療，並祝福大家擁有健康幸福的

人生。



癌症就是惡性腫瘤，是指一群生長迅速不受控制的癌細胞，

容易侵犯周圍組織，且可經由血液或淋巴循環轉移擴散到其它器

官組織，破壞身體功能甚至危及性命的疾病。翻開衛生福利部的

「國人主要死因統計」，癌症已連續超過三十年蟬聯十大死因第

一名。癌症發生率高居不下，專家推測這與平均壽命增加、不良

生活型態、肥胖，與長期接觸致癌物等因素有密切相關。

根據最新報告，2019年發生人數最多的10大癌症排名如隔

頁圖表所示。其中大腸癌再度居冠，顯示國人仍偏好西式飲食，

如漢堡炸雞等，而較少攝取蔬菜水果。此外，醫學研究已證實約

有5∼10%的癌症來自遺傳，其餘的癌症成因則多與生活環境、

習慣與飲食有關，因此，日常生活中建立良好習慣，並從飲食、

運動著手調整，就可以減少罹癌的危險。

目前政府補助四大癌症篩檢（大腸癌、乳癌、口腔癌、子宮

頸癌），定期篩檢可以早期發現癌症或其癌前病變，經治療後可

以降低死亡率外，還可以阻斷癌前病變進展為癌症。衷心希望民

眾在積極維持健康的生活習慣之外，還能定期接受健康檢查。日

新月異的醫療技術已經讓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民眾若能因

定期健康檢查，及時接受適當的治療，有很高的機率都是能被治

癒的。

大腸癌

肺癌

女性乳房癌

肝癌

口腔癌

攝護腺癌

甲狀腺癌

皮膚癌

胃癌

子宮體癌

女性乳房癌

肺癌

大腸癌

甲狀腺癌

子宮體癌

肝癌

卵巢癌

皮膚癌

子宮頸癌

胃癌

大腸癌

肺癌

口腔癌

肝癌

攝護腺癌

食道癌

胃癌

皮膚癌

白血病（血癌）

非何杰金淋巴癌

17,302

16,233

14,856

11,272

8,204

7,115

4,850

4,442

3,938

3,124

14,856

7,386

7,409

3,582

3,124

3,515

1,677

2,086

1,393

1,549

9,893

8,847

7,468

7,757

7,115

2,639

2,389

2,356

1,259

1,602

1大腸癌

3女性乳癌 2肺癌

4肝癌

5口腔癌

6攝護腺癌

7甲狀腺癌

8皮膚癌

9胃癌

10子宮體癌

2019

2019

2 3



4 5



6 7



根據媒體報導，67歲的資深藝人豬哥亮在2014
年5月公開出示醫院診斷書，証實自己罹患大腸癌第二
期，但是他堅持要等到拍完兩部電影和幫女兒出專輯

才要治療。爾後，在電影殺青記者會上，他自曝在拍

戲期間，曾經連續5、6天解血便，嚴重到血擦不完，
得用濕紙巾清潔多次才能乾淨。豬哥亮雖然在9月中旬
對媒體表示大腸癌已經開刀治療，其後未能控制病情

而多次復發，陸續接受多次手術及藥物治療，仍不敵

病魔而於2017年5月15日離開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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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國健署癌症登記報告顯示：

2019年有17,302位、平均每天有47人

罹患大腸癌（包括結腸及直腸惡性腫瘤），排

名男性發生癌症第1名，女性第3名。大腸癌

亦高居十大癌症死因第3名，2019年共有

6,436人、平均每天有18人因大腸癌喪命。

14 15



16 17



18 19



答案：都有可能，應該進一步檢查確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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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排名台灣十大癌症發生率第二名，而且是台灣癌症死亡率第一名。

2019年，肺癌發生率排名男性為第2位、女性為第2位；死亡率
的排名於男性為第1位、女性為第1位。肺癌發生人數共16,233人；
當年死因為肺癌者共計9,7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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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乳房負有哺育下一代和第二性徵角色，它會順 

應年齡和生理週期而有些許變化。比方，許多婦女在月經 

來潮前幾天受荷爾蒙影響，可能會有乳房腫脹、疼痛，觸 

碰時可能摸到硬塊等狀況，等到月經週期結束，那些不適 

就緩解消失，屬於正常生理現象。

但若乳房腫塊還伴隨著令人不安的問題，例如腋下也 

摸出硬塊、乳房皮膚皺縮發紅，或者乳頭凹陷有分泌物， 

應該盡快就診，特別是在乳癌已經奪下台灣婦女好發癌症 

第一名的時代，切忌因為羞於告人又或是僥倖心態，而錯 

過早期發現早治療的時機，賠上自身健康。

莎莎42歲，單身，在外商銀行擔任主管，行事俐落外型

亮麗，身邊總不乏追求者。半年多前，莎莎摸到右邊乳房外側

似乎有個1元銅板大小的腫塊，雖然心理感覺怪怪的。然而一

覺醒來，又進入工作約會瑜珈課，每天滿檔的生活軌道，很快

就把這件事忘了。直到某天更衣時，莎莎驚覺這硬塊已經默默

地長大到接近5元硬幣，也不會隨生理期有大小變化，而且右

邊胸部好像愈來愈豐滿，隔天她立刻請假到醫院現場排隊掛號

乳房外科，等候到深夜才見到醫師，隨即接受了乳房細針抽吸

切片檢查，結果證實是壞消息—乳癌。兩週後，莎莎動了保留

乳房的腫瘤切除手術及腋窩淋巴採樣，接著做受化學治療，放

射治療，和抗荷爾蒙藥物治療。

衛福部國健署癌症登記報告顯示：2019年女性及男性乳癌分別
為14,856人及53人罹癌；發生率的排名於女為性第1位、男性
為第33位；當年死於女性及男性乳癌分別為2,633人及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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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女士的職業是護理師，在護理的崗位上已超過15年，

有醫學背景的她深知自我檢查的重要性，且她的母親就是因乳

癌轉移到肺部與腦部而過世，所以她習慣不時觀察身體變化，

特別是乳房區域，有次自我檢查時摸到胸部很明顯的硬塊，當

下她驚懼不安，直覺不對勁，明明三、四個月前都沒有摸到，

怎麼突然這麼大塊？隔天趕緊預約乳房門診，陸續做了乳房超

音波、乳房攝影、組織切片等一系列檢查，確診為乳腺癌第三

期，腋下淋巴結亦有轉移癌細胞。寇女士隨後接受手術前化學

治療，待腫瘤及淋巴腺縮小後，再施予乳房局部切除及腋窩淋

巴摘除，與手術後放射治療和抗賀爾蒙藥物。

60歲的戴先生與結髮30多年的妻子感情非常好，偶而夫

妻會一起洗澡，2018年某天，妻子在幫他搓洗身體時，在他

的右邊乳頭旁摸到硬塊，與左邊乳房觸感不對稱，他自己反覆

確認，也覺得有一小塊硬硬的區域，機警的他們隨即就醫。看

診時，醫生先摸了摸戴先生乳暈周圍硬塊，再用超音波檢查，

看到一小塊邊緣不規則陰影區域，便建議做組織切片確認是否

為惡性腫瘤，檢查結果為乳癌一期，在得到確診乳癌消息後，

夫婦倆非常錯愕，戴先生家族沒有乳癌病史，平常生活很養生

，也從沒想過身為男性會得到乳癌，但醫生安慰地說：「由於

男性大部分忽略罹患乳癌的可能性，因此發現乳癌時普遍比女

性乳癌晚期，也較女性乳癌五年存活率低，戴先生能在癌症初

期就發現算是很幸運的！」，聽到這兒，戴先生夫婦放下「男

性乳癌」的心理負擔，轉念為「只是罹患了乳癌這種疾病」，

積極配合醫師一起戰勝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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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排名台灣十大癌症發生率人數第四名，一年大約新增11,000
名患者；肝癌亦是十大癌症第四位，每年死亡人數超過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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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國健署癌症登記報告顯示：2019年，口腔癌發生率

排名男性為第3位、女性為第15位；死亡率的排名於男性為

第4位、女性為第15位。口腔癌發生人數共8,2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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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國健署癌症登記報告顯示：

2019年有7,115人罹患攝護腺癌，排名男性發生癌症第5名
2020年有1,730人因攝護腺癌喪命，佔男性癌症死因第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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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歲的賈小姐在銀行上班，隨著金融產業的近年開展，

工作相當忙碌。這幾個月來老覺得嚥下口水時，喉嚨有點卡

卡的，和客戶講話時間久一些，聲音的宏亮度和聲帶的耐力

似乎不如從前。某天起床梳洗時，偶然從鏡子裡看到脖子喉

嚨部位的右邊比左邊大了一些，摸起來雖然不痛，卻隱隱感

覺有個硬塊。

起初不以為意，過幾天連茶水間閒聊的同事都注意到脖

子右側的不對稱。工作一忙又不覺過了一個月，驚覺聲音沙

啞了起來。下班看了診所，醫生雖說可能是感冒的聲帶發炎

，也提醒一星期沒好還是要進一步檢查。果然幾天後聲音沙

啞依舊，連脖子的腫大也引起更多周遭的朋友關心。連忙請

了半天假，掛了一般外科門診，醫生在超音波引導下，用細

針穿刺抽吸細胞在顯微鏡下檢查，確定了乳突甲狀腺癌的診

斷。隨即安排了電腦斷層掃描，所幸沒有發現轉移，兩週後

接受全甲狀腺切除手術及頸部淋巴結摘除，病理檢查除甲狀

腺腫瘤外，也發現2顆被切除的淋巴結擴散。手術後賈小姐復

原良好，也接受了追加服用的放射性碘131藥物治療，並持

續在門診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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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的耿女士是位退休高中老師，自從不需為了學生操

勞，退休生活過得輕鬆自在，臉上多了許多柔和的笑容。然

而不知何時開始，耿女士會不時乾咳，喉嚨總有微微腫脹痛

感，偶爾吞嚥不順，喝湯容易嗆到，後來痛感漸漸蔓延到後

腦勺，也許是持續的隱隱作痛影響心情，她變得焦慮敏感、

暴躁易怒。每每家人關心，耿女士只是不耐煩回應：「年紀

大了不能吹冷風，容易著涼，感冒很難好」，自覺不嚴重便

一直沒就醫。

直到有一次，耿女士的二姊到家裡作客，聽到她一直乾

咳、清痰，二姊詢問身體狀況，竟跟自己兩年多前發現甲狀

腺癌的症狀非常相像，摸一摸妹妹的脖子，左側似乎比右側

大，正好二姊兩周後要去追蹤門診，趕緊幫耿女士也預約門

診。經超音波檢查，在左葉甲狀腺中發現一顆邊緣模糊約1.2

公分的結節，右葉看到疑似甲狀腺結節的陰影，血液檢查結

果甲狀腺機能亢進，醫師建議耿女士先切除左葉甲狀腺。

耿女士接受了左葉甲狀腺手術，切片結果確定為甲狀腺

癌，所幸頸部淋巴結沒有發現癌細胞，目前定期追蹤右葉甲

狀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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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結節是指甲狀腺不正常快速增生而產生的良性腫

瘤。

這些結節可能會在內部產生囊性變化，或偶有結節內出

血的狀況。甲狀腺結節患者僅有約略5%確診為甲狀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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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癌在全癌症發生率中，排行第七名，在女性好發癌症種類中，
排行第四名。

甲狀腺癌容易發現，有效診斷率高達99%以上，且治

療後預後效果好，女性癌症死亡率排名第23位，男性

癌症死亡率排名則為第25位。當年2019年死因為甲狀

腺惡性腫瘤者共計176人

根據統計，甲狀腺癌位居國內十大癌症第七位。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108年癌症登記報告，甲狀

腺癌死亡率占全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0.35%。發生

率的排名於男性為第12位、女性為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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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歲的習女士，某日發現前臂出現白斑微微凸起，沒什

麼感覺便不以為意。3個月後不僅白斑沒消，又出現不規則形

狀的灰黑色塊，就醫後診斷為皮膚癌惡性黑色素瘤，隨即聽從

醫師建議進行手術及化學治療，過程雖痛苦煎熬，治療後病情

得到局部控制，仍可維持正常生活。

兩年半後，從年輕時期就被痔瘡困擾多年的習女士，因肛

門內疼痛難耐，且每次排便皆會出血，決定到家裡附近診所接

受痔瘡手術，然而手術完成後，傷口遲遲無法癒合甚至逐漸潰

爛，到大醫院切片化驗，竟發現是高度惡性的皮膚轉移到肛管

直腸的黑色素瘤，且癌細胞已同時轉移到肝臟及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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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癌2019年，皮膚癌發生率排名男性為第8位、女性第8位
；死亡率的排名於男性為第20位、女性為第22位。皮膚癌發
生人數共4,442人；當年死因為皮膚癌者共計2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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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癌症資源網介紹

● 資網優化改版，癌友家屬六大需求一次滿足

2021年在文化部、國民健康署、癌症希望基金會、

癌症防治基金會與意集設計共同協力下，打造一站式線上

服務「台灣癌症資源網」3.0版。內容涵蓋了顧身體、找

資源、顧心靈、放輕鬆、挺家屬、保權益等六大面向，讓

癌友與家屬有更好的網路使用體驗，並隨時獲得最需要的

相關資訊。

● 集眾人之力，共同編織照護網絡

除了自行查找資源與資訊以外，病友與家屬從診療的

醫院中回到社區中生活，還有賴緊密的網絡合作。除了解

疾病、治療副作用及照護等正確資訊，也需要有心理支持

、社會資源、經濟與生活協助等。因此台灣癌症資源網集

結台灣各地超過20家民間組織，協助癌友的衝擊降低，

未來會持續與更多單位合作，為癌友家庭的各種需求努力。

iuuqt;00xxx/dsn/psh/ux0
(02)2322-4388．2356-2842／E-mail：cancer.pt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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