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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進行乳腺癌檢查是個人的選擇。這本手冊旨在
幫助你作出決定。

NHS為什麼提供乳腺癌檢查？

NHS提供乳腺癌檢查，以減少女性因乳腺癌而死亡的機
會。在早期階段，乳腺癌可能太小而未能看到或感覺得
到，但檢查就能夠發現出來。儘管如此，乳腺癌檢查並
不能避免你患上乳腺癌。

乳腺癌檢查能夠拯救生命，避免因乳腺癌而死亡，但有
一些風險。對一些接受檢查並被診斷出乳腺癌的女性來
說，如果她們不接受檢查的話，可能永不會被發現，也
不會對她們造成傷害。第9-11頁將就此作進一步討論。

以下資訊對你也可能有幫助：

•  瀏覽 www.nhsinform.co.uk/screening/breast 

•  你可以致電 NHS inform 查詢熱線，電話是  
0800 22 44 88（文字電話 18001 0800 22 44 88）。
熱線每天上午8時至晚上10時開放，並同時提供口譯
服務。

• 與已進行過該檢查的朋友和家人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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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年齡介乎50至70
歲的所有女性進行乳

腺癌檢查。



在蘇格蘭什麼人會獲邀接受乳腺癌檢查
及為什麼？
大約每三年，NHSScotland 會邀請所有年齡介乎50至70
歲的女性接受乳腺癌檢查。

年齡介乎50至70歲的女性 
證據表明，患乳腺癌的風險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大，
對於已到更年期的女性，使用X光檢查（乳房照像）是
發現乳腺癌的最有效方法。

70歲以上的女性 
仍然歡迎你每三年檢查一次，但你不會獲自動邀請。如
要預約，請致電你的地方檢查中心（有關詳情，請參見
封底內頁）。你仍然有乳腺癌風險增大的可能性，經常
檢查乳房（參見第12和13頁）以發現任何變化，如果有
任何擔憂，請聯絡你的家庭醫生（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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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宗乳腺癌個案
中，有8宗發生在50
歲或以上的女性身

上。

任何年齡階段的女 

性應經常檢查自己的乳房

以察覺任何變化。這包括

未滿50歲以及參加檢查計

劃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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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檢查有什麼好處？
•  此檢查可以在症狀被察覺前發現乳腺癌。

•  如能越早發現乳腺癌，生存的機 
會便會越大。

•  一般來說，較早期的癌症， 
所需的治療較少。

檢查的風險是什麼？
•  乳房X光照像無法發現所有 

的癌症，所以在兩次檢查之 
間經常自我檢查以發現任 
何變化是非常重要的（參見 
第12和13頁）。

•  也有可能診斷出未有對你造成傷害 的癌症（參見第9
和10頁），而你可能需要作出一些關於治療的困難決
定。

•  X光檢查導致乳腺癌的機會率非常低。在20年間每三
年接受乳房X光照像，對增加女性在一生中患上乳腺
癌的機會率，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  做乳房X光照像意味著你的乳房會受到微量的輻射。

•  「乳房X光照像」過程可能會導致有些尷尬、焦慮和
身體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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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知道什麼時候去檢查？
什麼時候收到預約取決於你所註冊的家庭醫生（GP）診
所，這意味著你獲邀檢查的時間可能與其他同齡女性不
同。如果你年滿50歲之後並未立刻接獲邀請，請不必擔
心。你的GP診所只會每三年一次地參與此項檢查計劃，
所以你可能要等到差不多53歲才獲得首次邀請。 
如果沒有，請聯絡你的地方檢查中心（有關詳情請參見
封底內頁）。

如果你搬了家或換了GP診所，而且擔心你可能已錯過檢
查邀請，也請聯繫你當地的檢查中心。

檢查是否能預防乳腺癌？

否。檢查可檢測處於早

期，即可被看到或感覺到

之前的癌症，它只能發現

已經存在的癌症。



我應到何處接受乳腺癌檢查？
視乎你所住地區，你將會獲邀在流動檢查站或蘇格蘭六
個檢查中心其中一個接受檢查。有關蘇格蘭檢查中心的
電話號碼，請參見本手冊封底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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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檢查並未能發現所有的

乳腺癌，因為有些癌症完全不

能在乳房X光照像中出現。查看

X光照像仍然未能發現一小部分

的乳腺癌。

乳腺癌檢查通常在

地方檢查中心或流

動檢查站進行。



乳腺癌檢查會怎樣做？
你的預約一般不超過半小時，乳房X光照像只需要幾分
鐘的時間。

此階段的乳腺癌檢查僅由女性工作人員（乳房X光照像
師）進行。乳房X光照像師會問你一些問題，並解釋接
著怎樣做。你可以隨時問乳房X光照像師問題。

你會被要求脫掉腰部以上的衣服。因此，穿長褲或裙子
可能會更方便。工作人員在任何時候都會尊重你的隱
私，不進行乳房X光照像時，你可以用衣服遮蓋自己的
上身。

前往檢查時，請勿使用爽身粉或香體噴霧。滾珠式的香
體膏不會影響乳房X光照像。

你可以在以下網站觀看一套關於在乳腺癌檢查預約時會
涉及甚麼的短片： 
www.nhsinform.co.uk/screening/breast

6

乳房X光照像檢查僅

需幾分鐘的時間。



乳房X光照像有何感覺？
你的乳房X光照像師會將你的乳房逐一放在X光照像機上
的兩塊特製板之間，並為每個乳房拍下兩張照片。乳房
需要在兩塊板之間壓緊數秒鐘，讓乳房X光照像師拍下
清晰的照片。在拍照時，你必須盡可能地保持不動。你
不會感覺到X光的照射。請記住，你有控制權，你可以
在任何時間說「停止」。

我何時會知道檢查結果？
列有檢查結果的信件會在三週內寄往你的住址。你的家
庭醫生也會收到一份檢查結果。如果你在三週內未有收
到檢查結果，請聯絡你本地的檢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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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會覺得這種檢
查讓她感到不自在或尷
尬，但請記住，進行乳

房X光照像的是醫護專業
人士，他們每天都做很

多次這樣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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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會收到怎樣的檢查結果？
 你將會收到三種結果中的一種：

•  大多數女性會獲告知她們的乳房X光照像無問題，
並會在三年內再獲邀參加乳腺癌檢查。這意味著
你的乳房X光檢查顯示沒有癌症的跡象。但是，你
仍有可能患上乳腺癌，所以，你應「對乳房有警
覺性」（參見第12和13頁）。

•  極少數女性會被要求進行「技術性複查」 
（Technical Recall）。這意味著你的乳房X光照像
不達質量標準，如果在乳房X光過程中沒有拍下全
部乳腺組織或乳房組織出現移動，都可能會發生
這種情況。這意味著你會被要求返回檢查中心重
做乳房X光照像檢查。

•  大約100名女性中，有五名會獲邀參加第二階段
的檢查，以進行進一步的檢測。這意味著對於你
的乳房X光照像，可能有某個地方醫生希望看到更
清晰的圖像。在五個獲邀參加進一步檢查的女性
當中，大約四個不會被驗出患上乳腺癌，而一個
會被驗出患上乳腺癌。

如果你獲邀參加第二階段的檢查，你可能會接受一次臨
床乳房檢查、更多乳房X光照像和/或超聲波掃描。一些
女性還可能需要進行活組織檢查。活組織檢查是指移除
少量的組織樣本（會接受局部麻醉）。我們進行這些檢
測的目的是為了確定你是否患上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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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乳腺癌

什麼是乳腺癌？

乳腺癌最初形成時，乳房的細胞會開始以不受控制的方
式生長並結成硬塊（也稱作為腫瘤）。隨著腫瘤的生
長，癌細胞會擴散到身體的其他部份，並可能危及生
命。

侵入性乳腺癌

在100名於檢查中被診斷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當中，大約
80個患上侵入性乳腺癌。這種癌症擴散到乳管之外乳房
的週圍。如果不及時治療，大多數的侵入性乳腺癌會擴
散到身體的其他部份。

非侵入性乳腺癌

在100名於檢查中被診斷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當中，大約
20個患上非侵入性乳腺癌。這意味著乳房有癌細胞，
但只是在乳房中的乳管內找到，而未有進一步擴散。這
也稱為「導管原位癌」（DCIS）。在一些患有非侵入性
乳腺癌的女性身上，癌細胞會留在乳管內。至於其他女
性，癌細胞則在日後可能發展到（侵入）周圍的乳房組
織。

          正常的乳管         非侵入性乳腺癌  侵入性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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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女性被診斷出患有非侵入性乳腺癌時，醫生並不
知道是否會擴大到乳房的周圍。

治療

醫生往往未能知道被診斷出的乳腺癌是否會惡化到
危害性命。無論你的癌症是侵入性或非侵入性，你
都會從乳腺癌專家團隊那裡獲得治療和護理。治療
包括手術（這可能意味著乳房切除術）、激素治
療、放射性治療甚至可能是化療。雖然這些治療能
夠挽救生命，但可能會導致嚴重和長期的副作用。
如果有治療選擇，你會收到有關資訊和支援來協助
你決定哪個方案最適合你。

作出選擇

決定是否進行檢查是個人的選擇。以下的統計數據
可以協助你決定作出適合的選擇。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癌症。每年在蘇格蘭大約有
4,800名的女性被診斷患上乳腺癌。

在蘇格蘭，每年約1,000名女性死於乳腺癌。

如在10年內每400名女性定期接受檢查，死於乳腺
癌的女性便會減少一人。這意味著在蘇格蘭，每年
可以避免大約130名女性因乳腺癌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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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1,000名接受檢查的女性中，約有九人會被發
現患有乳腺癌。在這些女性當中，對約兩名被診斷
並接受乳腺癌治療（參見第9頁）的女性來說，如
果她們不接受檢查的話，可能永不會被發現，也不
會對她們造成生命威脅。

一群專家最近探討了乳腺癌這個課題，他們估計透
過乳腺癌檢查，每一位能避免因此而死亡的女性，
就有三名被診斷的女性其乳腺癌是永不會造成生命
威脅的。

如果你對此感到憂慮，請徵詢醫護專業人士。更 
多資訊，請瀏覽  
www.nhsinform.co.uk/screening/breast。 
你也可以致電 NHS inform 免費查詢熱線，電話是
0800 22 44 88（文字電話18001 0800 22 44 88）。
熱線每天上午8時至晚上10時開放，並同時提供口
譯服務。

乳腺癌檢查可能

意味著我所診斷

出和接受治療的

癌症永不會造成

生命威脅

乳腺癌檢查可以
避免我因為患上
乳腺癌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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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乳房有警覺性
對於乳房的警覺性意味著你熟知自己的身體，以便在早
期察覺乳房有何改變。對於乳房的警覺性，最重要是你
要知道對你而言什麼是正常的，及在察覺任何變化時立
即告訴你的家庭醫生。

12

請記住，你可以在

任何時候患上乳腺

癌。這包括兩次進

行乳腺癌檢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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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變化（例如包括腋窩部位出現的變化）可能是無
害的，但你應立即做檢查。要留意的事項包括：

•  任意一個乳房上出現結塊、組織增厚或腫塊

•  一個或兩個乳房的大小或形狀發生變化

•  任何一個腋窩中出現結塊或腫脹

•  皮膚出現橘皮

•  乳頭上和周圍出現結痂

•  乳頭漏出液體，可能帶有或不帶血痕

•  凹陷或皮膚收縮

•  乳頭內陷。

男性也可能患上乳腺癌，在蘇格蘭，每年大約有29宗男
性乳腺癌的新個案。男性如注意到其胸部有任何變化，
也應告訴他們的 GP。

前往 NHS inform 的網頁，以得悉「及早發現癌症」

（Detect Cancer Early）的資料。

13

所有年齡階段的女性發現自己乳房有

變化（伴侶也可能會發現變化）是很

常見的，因此經常自我檢查乳房很重

要。你可以在洗澡或淋浴、使用潤膚

露或穿衣服時自己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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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我未有接受之前的乳腺癌檢查邀約，是否仍然
能夠前往檢查？
可以。雖然每次獲邀都參加可以最充分利用檢查的機
會，但即使之前未接受過檢查，現在仍然可以前往檢
查。

…我在其他地方接受乳腺癌檢查？
只要你上次接受乳腺癌檢查是在半年以上，你仍然可以
前往檢查。如果你在較近期進行過乳房X光照像，請聯
繫檢查中心瞭解是否需要前往檢查。

…我以前有乳腺癌？
請聯絡你的檢查中心，以討論你的預約。

…參加預約時我需要口譯員？
如果你需要口譯員的協助，請在收到邀約信時告訴你的
地方檢查中心，以便作出有關安排。

…我需要申索交通費？
如果你正接受收入援助，你可以申索有關費用。更多資
訊，請致電 NHS inform 查詢熱線，電話是  
0800 22 44 88（文字電話 18001 0800 22 44 88）。
熱線每天上午8時至晚上10時開放，並同時提供口譯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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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檢查時有人陪伴？

乳腺癌檢查只會由女性的乳房X光照像師進行。如果有
幫助，歡迎你帶人陪伴，但請注意，流動檢查站不允許
男性及兒童進入。如果你想要有人陪伴，請在預約開始
前聯繫檢查中心，或重新安排你的預約。

…我有特別的進出需要？
請聯絡檢查中心，即使你以前曾參加過有關檢查。這樣
我們就能為你提供合適的預約。

…如果我的乳房有植入物，我能否仍然接 
受檢查？
可以。請聯絡檢查中心，我們將會向你寄發一張說明進
一步資料的小冊子。如果你所預約的是流動檢查站，我
們需要將你轉到一般的檢查中心，以便使用所需的專業
儀器。

…選擇不前往接受檢查應怎辦？

請致電檢查中心告訴他們你不會赴約。如果你以後決定
參加檢查，可以重新預約。你將在三年內再次獲邀接受
檢查。如果你不想再被邀請，請向檢查中心索取一份免
責聲明的表格，使你的名字可以從系統中刪除。如果你
在任何時候改變主意，你可以要求將名字重新加入到系
統。你的決定不會影響到你從家庭醫生（GP）或醫院所
接受的任何乳腺癌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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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檢查後，會怎樣處理我的X光片？

我們會嚴格將檢查資料保密，並用於確保我們的乳腺癌
檢查服務符合公認的標準，並尋求需要改進的地方。只
有獲授權員工及合適的醫護專業人員方可查看這些資
料。

如果你需要更多 NHS 記錄保存資訊，請致電  
NHS inform 免費查詢熱線，電話是 0800 22 44 88（文
字電話 18001 0800 22 44 88）。熱線每天上午8時至晚
上10時開放，並同時提供口譯服務。

更多資料及支援
NHS inform 的蘇格蘭檢查（Screening Scotland） 網頁
載有更多在蘇格蘭進行乳腺癌檢查的資訊： 
www.nhsinform.co.uk/screening/breast

NHS inform 的「及早發現癌症」（Detect Cancer 
Early）網頁為發現癌症（包括乳腺癌）的症狀和徵兆提
供支援和建議： 
www.nhsinform.co.uk/cancer/scotland/dce
有關醫護權益及保密的資訊，請瀏覽  
www.nhsinform.co.uk/rights



蘇格蘭乳腺癌檢查中心 

North of Scotland (Inverness)
電話：01463 705416

North East of Scotland (Aberdeen)
電話：01224 550570

West of Scotland (Glasgow)
電話：0141 800 8800
文字電話（Text phone）：0141 800 8858

South West of Scotland (Irvine)
電話：01294 323505 或 323506 或 323507

East of Scotland (Dundee)
電話：01382 425646

South East of Scotland (Edinburgh)
電話：0131 537 7400

我們會定期檢討蘇格蘭乳腺癌檢討計劃，（Scottish Breast 
Screening Programme）以確保我們為你提供最好的服
務。如果你有投訴，或希望對有關你所接受到的服務提
出建議，請寫信給你所去的檢查中心的臨床主任（clinical 
director）。你可在 www.nhsinform.co.uk/screening/
breast/screeningcentres 找到地址。

如果你對此資訊手冊的內容有任何建議，請聯繫 
NHS Health Scotland：

電郵地址：nhs.healthscotland-publications@nhs.net 
郵寄地址： Publications, NHS Health Scotland, Gyle Square, 
1 South Gyle Crescent, Edinburgh EH12 9EB 國家服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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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ublication i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healthscotland.com or telephone 
0131 314 5300.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sh

Urdu

本資源以烏爾都語、中文和波蘭文以及易讀格式提
供。NHS Health Scotland 很樂意考慮其他語言和格式的要
求。請聯繫 0131 314 5300 或發電郵至
nhs.healthscotland-alternativeformats@nh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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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ealthscotland.com

您也可以登入  www.healthscotland.com 
瀏覽本刊物，或撥打 0131 536 5500查詢。  

Ta publikacja jest dostępna online na stronie 
www.healthscotland.com lub pod numerem 
telefonu 0131 536 5500, gdzie można także 
zgłaszać wszelkie zapytania. 

پر دستیاب ہے  www.healthscotland.com  یہ اشاعت آن الئن
 پر ٹیلی فون کریں۔ 0131 536 5500 یا کسی سواالت کے لی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