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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Department of Health in Taiwan, the incidence of breast cancer had increased 4 fol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Since 2003, the incidence of breast cancer had
exceeded cervical cancer and became the most common female cancer in Taiwan, and the
fourth cause of female cancer death. The incidence of female breast cancer was 12.7 per
100,000 women in 1980, and then increased gradually. It was 16.41 per 100,000 women in
1985, 28.68 per 100,000 women in 1995 and 49 per 100,000 women in 2005. In Taiwanese
women, the increase in breast cancer incidence with increasing age was slower in earlier cohorts of early birth cohort, and the increase became faster in the later birth cohort. For Caucasian women, the increase in breast cancer incidence with increasing age seemed similar between earlier and later cohorts. Urban area had higher incidence than the rural area and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had the highest incidence. Although mammographic screening had been widely
practiced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re is only limited experience in Asian area.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has evolved from 1995 to 2004 in Taiwan in three stages: (1) selective screening for
breast cancer with mammography, ultrasound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only in first-degree
relatives of breast cancer cases (1995-1998); (2) a programme of mass screening (1999-2001)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by public health nurses; and (3) two-stage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with a risk factor questionnaire and mammography for those deemed at moderate-to-high risk
(2002-2004).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2%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8% for selective screening. Two-stage mammography screening had the most favorabl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previous screening regimens. It had 14%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For a low- to
medium-risk country such as Taiwan, two-stage screening has acceptable parameters of recall
and cancer detection, and compares well with other screening strategies. Currently there is a
pilot study of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by sonography in 40-49 year-old women in Taiwan and
we could obtain the result in near future. Breast cancer is a major threat of woman health in
Taiwan. We need to learn more for early detection of breast cancer, and improve the health of
wome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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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根據衛生署之統計，台灣在過去 20 年中乳癌之年發生率有超過 4 倍之快速成長，
自民國九十二年起，台灣乳癌之年發生率已超過子宮頸癌而成為台灣女性發生率第一
的惡性腫瘤，死亡率為第四位。歷年的乳癌發生率的趨勢在 1980 年為十萬分之 12.7，
之後緩緩上升，1985 年為十萬分之 16.41，而 1995 年為十萬分之 28.68 及 2005 年為
十萬分之 49。在台灣婦女中，乳癌發生率在早期的世代隨著年齡增加的速率比較慢，
而在較晚期的世代增加的速率則加快，在白種美國人中乳癌隨著年齡增加的速率在每
個世代相近。都市地區乳癌發生率比鄉村地區高，保持市>鎮>鄉的趨勢，而北、中、
南、東四地理區的乳癌年齡調整發生率則是以北部最高。雖然乳房攝影已經在西方社
會廣泛運用在乳癌篩檢中，在亞洲地區仍然只有有限的經驗。在 1995-1998 之間，在
台灣多中心乳癌篩檢計劃中(TAMCAS)進行在一等親乳癌病史的婦女，接受年度的乳房
攝影、超音波以及理學檢查，稱為選擇性的乳癌篩檢計畫。在 1999-2001 年，推行由
公衛護士進行乳房理學檢查或超音波檢查。2004 年以後，政府已針對 50-69 歲婦女
全面免費進行每二年之乳房 X 光攝影之篩檢。這三種篩檢模式，單純理學檢查的陽性
預測值為 2%，選擇性乳癌篩檢計畫的陽性預測值為 8%，而兩階段篩檢模式中，第二
階段乳房攝影的陽性預測值為 14%。由此得知在乳癌盛行率低於西方社會的台灣，使
用的篩檢模式，必須能夠達到比單一模式篩檢更好的效果。在 2002-2004 年之中，政
府決定使用乳房攝影進行乳癌篩檢。針對 50-69 歲，採取兩階段的模式。第一階段為
問卷調查，由問卷中發現為高危險群的婦女，再進行乳房攝影。目前台灣正進行 40
至 49 歲婦女利用乳房超音波篩檢乳癌之先導性研究，以 40 歲至 49 歲之婦女是否可
利用乳房超音波進行全面性之乳癌篩檢，希望不久之將來能夠看到結果。由此可知乳
癌對於婦女健康是一重大威脅，所以我們要對乳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才能更有效而
且廣泛來防治乳癌，而增進婦女的健康。

關鍵字: 乳癌、流行病學、危險因子、乳房攝影

前言

人49.19人。女性及男性乳房惡性腫瘤發生個案數
分 別 占 全 部 惡 性 腫 瘤 發 生 個 案 數 的 9.57% 及

乳癌是世界各地最常見的婦女癌症，不論是開

0.07%，女性及男性乳房惡性腫瘤死亡人數占全部

發中或已開發國家的發生率都很高，根據民國九十

惡性腫瘤死亡人數的3.87%及0.02%。由此可知乳癌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民國八十九年全世界乳癌

對於婦女健康是一重大威脅，所以我們要對乳癌有

的新增病例有1,017,207人，因乳癌死亡之個案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才能更有效而且廣泛來防治乳

371,680例，根據衛生署之統計，台灣在過去20年

癌，而增進婦女的健康。

TAO

中乳癌之年發生率有超過4倍之快速成長，自民國

乳癌是台灣女性發生率第一的惡性腫瘤，死亡

九十二年起，台灣乳癌之年發生率已超過子宮頸癌

率為第四位。在國民健康局民國九十四年的資料顯

而成為台灣女性發生率第一的惡性腫瘤，死亡率為

示，6,594女性罹患乳癌，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為每

第四位。在國民健康局民國九十四年的資料顯示，

十萬人49.19人(圖一)。女性及男性乳房惡性腫瘤

6,594女性罹患乳癌，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為每十萬

發 生 個 案 數分 別 占 全 部惡 性 腫 瘤 發生 個 案 數 的
9.57%及0.07%，女性及男性乳房惡性腫瘤死亡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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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乳癌發生率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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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的發生率已經接近白種美國人了，這表示在這
兩族群中，可能接受到相似的環境因素，對於乳癌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的癌症登記報告，歷年的乳

的形成比人種和基因的影響更重大[1]。

癌發生率的趨勢如下：1980 年的乳癌發生率為十萬

在美國乳癌的發生率也是逐年增加，從早期每

分之 12.7，之後緩緩上升，1985 年為十萬分之

年增加約1%(1940-1982)到1982-1987年間，每年增

16.41，而 1995 年為十萬分之 28.68 及 2005 年為

加4%，而到了1990年則每年診斷的數目穩定的成

十萬分之 49.19(圖二)。這增加的趨勢跟其他亞洲

長。乳癌危險因子例如懷孕生產年齡、初經及更年

國家相似，都在最近幾十年中，歷經生活方式及環

期年紀的改變，荷爾蒙補充療法的廣泛使用及遺傳

境的西方化。

因子等，都可能和乳癌發生率持續升高有關[2]。
然而近年有一些現象是值得重視的，在去年

都市化程度與乳癌

NEJM上的報導，顯示美國在2003年乳癌的發生率突

2005 年的資料，顯示都市地區乳癌發生率比

然下降了6.7%(圖四)，而這趨勢約從2002年中開始

鄉村地區高，院轄市、省轄市、縣轄市、鎮、鄉及

下降，到了2003年中下降到達一個水平。而這下降

山地鄉的年齡調整發生率分別為十萬分之 60.38、

只存在於50歲已上的婦女，其中以荷爾蒙受體陽性

51.99、49.82、44.27、41.93、25.06。和之前的

的乳癌腫瘤為主。這發生率的降低和WHI第一次的

報告相似，乳癌年齡調整死亡率除了少數例外，仍

報告顯示荷爾蒙補充療法會增加乳癌的發生率，而

保持市>鎮>鄉的趨勢。

造成荷爾蒙使用大幅減少的時間相關[3]。在減少
荷爾蒙使用後乳癌發生率降低的速率，顯示是由於

地理區域與乳癌

臨床上無法發現的受體陽性乳癌在停止荷爾蒙補

在過去與乳癌相關的資料及研究報告中，顯示

充之後，停止進展甚至消退所導致發生率的降低。

乳癌的死亡率有地理區域上的差異。以北部為最

在這荷爾蒙補充療法的影響停止後，乳癌發生率是

高，南部及中部次之，東部最低。然而根據 2005

否會繼續下降，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國民健康局的資料，北、中、南、東四地理區的乳

而在台灣這個影響上無明顯的效果，可能因為

癌 年 齡 調 整 發 生 率 則 分 別 為 十 萬 分 之 52.86 、

在台灣許多病人是在50歲更年期前發生的，受到荷

45.63、46.99 及 42.20，仍以北部最高，但是其他

爾蒙的影響較低。

地方差距並不明顯。金馬地區的發生率最低，為每
十萬人 35.8。

乳癌的危險因子

世代對乳癌發生率的影響

家族史及遺傳因子
TAO

白種美國人乳癌的罹患率隨著年紀增加而增

有乳癌家族史（來自母系），母親有乳癌的姊

加，約在 75-84 歲到達穩定水平。台灣婦女乳癌發

妹中得乳癌的機會是一般人的數倍，所有人口統計

生率則在 45 至 59 之間(圖三)，而美國白種人在每

學的研究都顯示出這種關係，而且隨著罹患乳癌的

個年齡層的發生率都高於台灣婦女，尤其在年紀較

親戚數目增加而增加[4,5]。以前有過乳癌的婦

大的群組。在年紀較輕的婦女中(30-34 歲)，有著

女，另一側乳房發生乳癌的危險性較大，在50歲以

相近的發生率(台灣每十萬人 24.91 對於 24.2)。由

下有過乳癌的婦女再度發生乳癌的機會約為每年

出生的世代觀察，在白種美國人中乳癌隨著年齡增

1%[6]。而臺大的研究顯示乳癌病患罹患對側乳癌

加的速率在每個世代相近，然而在台灣婦女中，乳

的機率每年約為0.46%，比歐美的報告略低，(歐美

癌發生率在早期的世代中隨著年齡增加的速率比

國家大約0.5%至1%)，同時台灣異時性雙側乳癌之

較慢，而在較晚期的世代增加的速率則加快。在最

個案，兩側診斷之平均間隔時間為39年，短於西方

近的世代中，乳癌隨著年齡增加的速率在台灣及白

國家所報告之間隔時間(6.6年至13.3年)[7]。

種美國人已經相近了。在 1960 以後出生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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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民國 94 年女性乳房年齡別發生率與死亡率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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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台灣女性乳癌年齡標準化發生率之長期趨勢，依性別分，1979-2002 年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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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右側:台灣女性乳癌年齡別發生率，依發生年代分，1981-2002 年，資料來源：國民健康局網站
左側:美國女性乳癌年齡別發生率，以不同人種分別。注意兩圖表縱軸刻度不同。Adapted from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 Program (www.seer.cancer.gov) SEER*Stat Database: Incidence-SEER 17 Regs Limited-Use, Nov 2006 Sub (2000-2004),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DCCPS, Surveillance Research Program, Cancer Statistics Branch, released April 2007, based on the November 2006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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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美國女性乳癌發生率之長期趨勢(1975–2004)
Adapted from N Engl J Med 2007;356:16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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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
飲食中的油脂跟增高的體內血漿雌激素濃度
曾被報告過，減低飲食中的油脂能夠在幾個星期中

癌的機率，在一個大規模的綜合分析研究中顯示，
早 期 的 流 產或 墮 胎 並 不會 增 加 乳 癌罹 患 的 機 率
[16]。

顯著的降低血漿雌激素的濃度[8]。在許多臨床研

根據三總的研究顯示，初經早於14歲的婦女相

究中也發現飲食中的油脂跟乳癌的發生率存在著

對於晚於17歲者，乳癌的機率為兩倍。第一胎生產

正相關，在台灣也顯示在乳癌的病患中，飲食攝食

在22歲之前相對於25歲之後的婦女，乳癌機率顯著

的油脂顯著的比對照組高[9]。然而飲食中的油脂

地降低[17]。同時初經年齡跟第一胎生產的時間小

跟乳癌的發生仍存在許多的爭議，許多的研究並無

於七年的，乳癌機率也顯著地降低。這個觀察和目

法顯現出一致性的結果。這可由近年來對於飲食中

前的觀念認為癌症發生的時期是在青春期以後，提

的油脂在乳癌病人復發的研究中，兩個大型研究出

早第一次懷孕的時間，可以終止誘發腫瘤形成的危

現不一致的結果看出[10,11]。所以飲食中的油脂

險性相符。

和乳癌發生的關係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的到
結論。

外源性荷爾蒙

飲食中除了油脂外，有許多其他物質如維生

併用動情素與黃體素的停經婦女乳癌風險增

素、礦物質、植物性化學物質等，在許多臨床研究

加，而這影響會隨著治療終止的時間增長而降低。

中也顯示跟乳癌的發生率有關，例如在台灣的研究

最 常 提 到 的 研 究 為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就顯示在乳癌病人中，相對對照組有較低的維生素

(WHI)所報導的研究，婦女在接受雌激素和黃體素

及礦物質的攝取[9]。然而在綜合系統性的研究

合併的荷爾蒙療法後，荷爾蒙療法可以降低髖關節

中，由於飲食紀錄並不一定能忠實呈現實際的攝取

骨折的機率，然而在乳癌罹患率再使用四年後為增

量、各個人種間的飲食習慣差異過大及飲食可能在

加百分之二十六，而且這個比率有隨著時間的增加

較早的時期如青春期前就展現作用，所以並無法確

而增高的趨勢。同時在其他如心臟血管、血栓阻塞

切建立起飲食和乳癌的關係。

及腦中風等疾病也有增加的現象。在其他的研究如
Million

酒精的攝取
酒精的攝取會增加乳癌的機率，在許多臨床研
究中顯示，尤其有兩個前瞻性的世代研究顯示，每

Women

Study 及 Estrogen/progestin

Replacement Study (HERS)也證實荷爾蒙補充療法
會增加乳癌的機率，所以外源性的荷爾蒙是乳癌的
危險因子。

日飲用三杯以上的酒類，罹患乳癌的機率增高為
1.2至1.6倍[12,13]。酒精增加乳癌機率的機制一
般認為是經由提高體內性荷爾蒙濃度所造成的。

口服避孕藥
口服避孕藥一般認為會增加輕微的乳癌罹患
TAO

率，然而一旦停止使用後，增加的危險會隨著時間

內源性的荷爾蒙

而遞減。台灣之前的研究顯示，在25歲或1971年之

內源性的荷爾蒙對於乳癌的形成是非常重要

前使用避孕藥的婦女，罹患乳癌的機率較高[18]。

的，婦女曝露在雌激素的時間長短，會影響乳癌的

這 可 能 與 較早 期 的 避 孕藥 有 比 較 高的 荷 爾 蒙 效

發生。初經年紀小於 12 歲是乳癌的危險因子，同

力，或是處方有關。然而根據最近的資料顯示，使

樣的在 55 歲以後停經，也會增加罹患乳癌的危險

用較新的避孕藥，乳癌的機率幾乎沒有增加[19]。

性[14]。之前的研究發現第一胎足月產小於 20 歲
的婦女，比沒有生育經歷的婦女有較低的危險。在

體型和體重

30-34 歲生第一胎的婦女罹患乳癌的機率和未曾生

體重和身體質量指數(BMI)也和乳癌有關，然

育的婦女相似，而在 35 歲以後生產的，則有較高

而在停經前和停經後的婦女，BMI 對於乳癌發生率

的機率罹患乳癌[15]。第一胎之後生產的年齡並不

有著不同的影響。停經後婦女罹患乳癌的機率隨著

會明顯的影響乳癌的機率。至於墮胎或流產對於乳

BMI 的增加而增高，在一個研究中顯示，BMI 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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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婦女，乳癌機率較最低四分之一的婦女增

2002-2004年之中，政府決定使用乳房攝影進行乳

加了百分之四十[20]，這現象一般認為脂肪組織能

癌篩檢。考慮到乳房攝影的成本、臨床上能夠負荷

合成雌激素有關。然而在停經前婦女，較高的 BMI

的檢查數量及台灣本身較低的乳癌發生率，這針對

乳癌的危險性反而有較低。BMI 相差 8 的情況下，

50-69歲，採取兩階段的模式。第一階段為問卷調

乳癌的相對危險率為 0.7[21]。這可能和在體重較

查，針對乳癌的危險因子進行訪問，由問卷中發現

輕的婦女中，常有排卵不正常，導致體內荷爾蒙不

為高危險群的婦女，再進行乳房攝影。有218,822

正常相關。

名婦女接受問卷調查，有117,550人被判定為高危

根據三總的研究顯示，體重大於 63 公斤相對

險群，這一部份婦女再受邀參予第二階段的乳房攝

於小於 50 公斤的婦女，有兩倍罹患乳癌的機率。

影篩檢。69,092人接受乳房攝影，1,108人檢查結

BMI 大於 26.2 的婦女相對於小於 21.6 的婦女，罹

果為陽性，最終有149人確診為乳癌。

患乳癌的機率為 1.9 倍，這增加的機率和婦女是否

這三種篩檢模式，單純理學檢查的陽性預測值

為停經的狀態無關。臀部周長大於 100 公分的婦女

為2%，選擇性乳癌篩檢計畫的陽性預測值為8%，而

罹患乳癌的機率，為小於 90 公分婦女的 2.9 倍。

兩階段篩檢模式中，第二階段乳房攝影的陽性預測

然而腰圍和腰臀比，在考量身體質量指數後，和乳

值為14%。由此得知在台灣使用兩階段篩檢模式，

癌機率是無關的[17]。

能夠達到比單一模式篩檢更好的效果，對於乳癌盛
行率低於西方社會的台灣，提供了一個能夠發展的

台灣的乳癌篩檢

方向[23]。目前台灣正進行40至49歲婦女利用乳房
超音波篩檢乳癌之先導性研究，以40歲至49歲之婦

雖然乳房攝影已經在西方社會廣泛運用，在亞
洲地區仍然只有有限的經驗。我們在1995-1998之

女 是 否 可 利用 乳 房 超 音波 進 行 全 面性 之 乳 癌 篩
檢，希望不久之將來能夠看到結果。

間，進行了選擇性的乳癌篩檢計畫。TAMCAS在有一
等親乳癌病史的婦女，接受年度的乳房攝影、超音

結語

波以及理學檢查。在初次篩檢中，4,865個參與者
中，958人檢查結果為陽性，其中篩檢出了76位乳

在台灣，從民國九十二年起已超過子宮頸癌成

癌病患。而在次年的篩檢的3,649人中，772人檢查

為女性發生率第一之惡性腫瘤，而且每年以 7%-8%

結果為陽性，其中篩檢出了10位乳癌病患。然而有

持續增加中，加上台灣的乳癌有早發性之特徵，過

七位婦女在篩檢之間，發現乳癌[22]。

去有很多流病學之研究，其成因很多，可能有關之

在1999-2001年，為了了解在台灣是否適合進

因素包括：過去病史、家族史、年齡、生育史、初

行，曾推行由公衛護士進行乳房理學檢查或超音波

經、身高、體重、停經狀況、抽煙、喝酒、使用女

檢查。約有899,383人接受此篩檢，42,559人檢查

性荷爾蒙等，均有一些上述之研究與結果，至於篩

結 果 為 陽 性 ， 其 中 篩 檢 出 了 947 位 乳 癌 病 患 。

檢政策，國民健康局亦有階段性之推動，相信不久

866,310人只接受理學檢查篩檢，36,280人檢查結

之將來必有完整之篩檢策略，對乳癌之防治提供更

果為陽性，其中篩檢出了695位乳癌病患。在這族

佳之服務，對女性之健康帶來更大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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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約有33,073人接收理學檢查和超音波檢查，
佔全部受檢的百分之三點七。6,279人檢查結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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