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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選擇是否進行乳房篩查。本手冊旨在幫助你做出決定。  

為何 NHS 提供乳房篩查?
NHS 提供篩查，以拯救乳腺癌患者的生命。篩查方式是，在早
期階段當乳腺癌細胞太小而無法看到或感覺到時找出乳腺癌
患者。篩查並非可避免你患乳腺癌。

乳房篩查確實有部分風險。部分經篩查的婦女將被診斷出乳
腺癌並進行治療，否則將永遠不被發現,或給他們造成傷害。

爲何我被邀請作乳房篩查?
50 至 71 週歲的所有婦女均獲邀每 3 年進行乳房篩查。我們已
第一次發出邀請給你這樣的 50 至 53 週歲之間的部分女士進
行乳房篩查。一些年長與年輕的女性也獲邀,作爲不同年齡組的
篩查研究的一部分。

如果你已年滿 71 歲或以上,你仍有乳腺癌風險。盡管在 71 歲
生日後你將不能自動獲得篩查邀請，你仍可每 3 年進行乳房篩
查。你必須詢問你當地的乳房篩查機構進行預約。

有些地方乳房篩查服務會向你發送短訊（文字），作為乳房篩
查的預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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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乳腺癌?
當胸部的細胞開始以不受控制的方式增長，並累積形成腫塊（又稱
作腫瘤）時，乳腺癌開始發作。隨著癌癥的發展，細胞可以擴散到身
體的其他部位，這可能會危及生命。

乳腺癌是英國最常見的癌癥類型。英國約有 12,000 名女性每年死
於乳腺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疾病的存活率一直在提高，現在
被診斷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約有四分之三在 10 年後還存活。

隨著年齡的增長，患乳腺癌的風險會增加。患有乳腺癌的女性，
約五分之四在 50 歲以上。大多數患有乳腺癌的女性沒有該病的家
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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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乳房篩查?
乳房篩查使用稱為乳房 X 光照片的 X 射線測試來檢查乳房是否有
癌癥跡象。它可以發現太小而無法看到或感覺到的癌癥。

如果我選擇進行乳房篩查會怎樣？
當你到達乳房篩查機構時，工作人員將檢查你的詳細資訊,並詢問你
曾有過的任何乳房問題。如有任何問題，請詢問。 

乳房 X 光照片由稱作乳房攝影師的女性進行。乳房攝影師將首先解
釋會發生什麼。She will then place your breast onto the mammogram 
machine and lower a plastic plate onto it to flatten it.這有助於保持你
的乳房靜止，並獲得清晰的 X 射線。 

乳房攝影師通常會對每個乳房進行兩次 X 射線檢查-- 從上面一
次，從側面一次。在拍攝X光片時，她會走到屏幕後面。你必須每次
保持靜止幾秒鐘。

整個預約不到半小時，乳房 X 光檢查僅需數分鐘。

你可能會被問到是否要參加臨床試驗
這些是醫學研究。你提供的任何試驗均將收集有關最佳乳腺癌檢
查或治療類型的資訊，以便我們在未來更有效地幫助女性。你可以
選擇是否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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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你的乳房 X 光檢查
要進行乳房 X 光檢查，你需要脫去腰部以上衣物。因此，穿裙子或
褲子而不是連衣裙可能更容易。

請不要使用噴霧除臭劑或滑石粉，因為這可能會出現在你的乳房 X 
光檢查上。你可以使用滾動式除臭劑。

進行乳房 X 光檢查的感覺是什麼？
乳房 X 光檢查可能會讓人不舒服，有些女性會感到痛苦。通常，任
何疼痛都會很快消失。   

如果出現以下情況，請在預約前致電你的乳房篩查機構：
•  你有身體殘疾或難以找到攀爬步驟，以便你的篩查機構可以為你

做出任何必要的安排

•  你有乳房植入物 - 你通常可以進行乳房 X 光檢查，但請事先讓篩
查人員知道

•  你在過去 6 個月內進行過乳房 X 光檢查，或懷孕或哺乳，因為你
可能獲建議延遲乳房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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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篩查結果
你將在預約後的 2 週內收到一封包含你乳房篩查結果的信函。結果
也將發送給你的家庭醫生。

在獲得結果之前，女性偶爾會需要另一次乳房 X 光檢查。有時技術
問題意味著乳房 X 光照片不夠清晰，無法閱讀。如果發生這種情
況，你將被要求進行另一次乳房 X 光檢查，以更清晰地了解你的乳
房。

大多數女性都會有正常的結果 
在篩選出的每 100 名女性中，約有 96 名乳房 X 光檢查顯示沒有癌
癥跡象 - 這是正常結果。 

在乳房 X 光檢查之間仍會發生癌癥。如果你發現任何異常變化，請
記得檢查你的乳房，並立即告訴你的全科醫生。

有些女性需要更多的測試，因為他們的結果異常 
結果信函可能會說你需要更多測試，因為乳房 X 光照片看起來很
不正常。每 100 名女性中約有 4 名被要求在篩查後回來進行更多
測試。

在這 4 名女性中，1 名將被發現患有癌癥。其餘的人不會患癌癥，
並每 3 年收到篩選邀請。 

如果你被召回進行更多測試，你可能需要進行乳房檢查，更多的乳
房 X 光照片及超聲波掃描。你也可以進行活組織檢查，即用針從你
的乳房取出一個小樣本在顯微鏡下檢查。你通常會在一週內獲得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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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常乳管 非侵入性  
乳腺癌

侵入性  
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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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性經乳房篩查 

非侵入性乳腺癌 
通過篩查診斷患有乳腺癌的女性中，約有五分之一患有非侵入性癌
癥。這意味著乳房中有癌細胞，但它們只在乳管內部發現，並未進
一步傳播。這也稱為導管原位癌 (DCIS)。在部分女性中，癌細胞留
在管道內。但在其他人中，它們將來會成長（侵入）周圍的乳房。 

醫生無法判斷非浸入性乳腺癌是否會長入周圍的乳房。

侵入性乳腺癌 
通過篩查診斷患有乳腺癌的女性中，約有五分之一患有侵入性癌
癥。這是從乳管生長到周圍乳房的癌癥。如果不及時治療，大多數
浸入性乳腺癌會擴散到身體的其他部位。 

 

 
乳腺癌治療

無論癌癥是侵入性還是非侵入性，你都將獲得乳腺癌專家團隊的
治療和護理。治療可能包括手術（可能意味著乳房切除術）、放
療、激素治療及可能的化療。這些治療可能會導致長期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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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選擇：乳房篩查可能帶來的益處與風險
你可選擇是否進行乳房篩查。女性決定是否接受篩查有很多不同
的原因。為協助你做出決定，我們已提供有關可能的益處與風險的
資訊。

篩查可以挽救乳腺癌患者的生命 
生命得以挽救，因為癌癥的診斷和治療比沒有篩查時更早。

篩查發現乳腺癌永遠不會對女性造成傷害 
一些女性將被診斷患有乳腺癌並接受治療，但這些癌癥用其他方
式永遠不會被發現，並且不會危及生命。這是篩查的主要風險。

醫生無法總是判斷被診斷出的乳腺癌是否會繼續危及生命，因此他
們為所有患乳腺癌的女性提供治療。這意味著將為一些女性提供他
們不需要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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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衡乳房篩查可能帶來的益處與風險 

關於通過乳房篩查挽救多少生命，以及有多少女性被診斷患有
永遠不會危及生命的癌癥，這存在爭議。下一頁的數據是審查過
證據的一組專家的最佳估計數。

乳房篩查可以挽救 
乳腺癌患者的生命

乳房篩查可能意味 
著我被診斷出癌癥 

並接受治療，但這些癌癥
永遠不會變得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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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乳腺癌患者的生命 
每 200 名接受篩查的女性，篩查可以挽救 1 名乳腺癌患者的生
命。這使得英國每年約有 1,300 名患乳腺癌的人喪生。

尋找永遠不會導致女性傷害的癌癥 
從 50 至 71 週歲，每 3 年篩查一次，每 200 名女性中約有 3 名被
診斷患有癌癥，這種癌癥在未經篩查的情況下永遠不會被發現，並
且永遠不會危及生命。這使得英國每年約有 4,000 名女性獲得了他
們不需要的治療。

總體而言，每 1 名女性從乳腺癌中挽救了生命，大約 3 名女性被診
斷出患有永遠不會危及生命的癌癥。 

研究人員正試圖找到更好的方法來判斷，哪些女性患有會危及生
命的乳腺癌，以及哪些女性患有不會危及生命的乳腺癌。

乳房篩查還有其他風險嗎？
收到異常篩查結果的大多數女性被發現沒有乳腺癌。這些女性經
歷了不必要的擔憂，有些人感到痛苦，影響了她們當時正常日常活
動的能力。

X 射線很少會導致癌癥。每 3 年進行一次乳房 X 光檢查，持續 20 
年，僅非常輕微地增加了女性一生中患癌癥的機率。

乳房 X 光檢查不能發現所有癌癥。有時他們無法在乳房 X 光照片
上看到，並且乳房 X 光照片的閱讀者非常偶爾會錯過 X 射線上的
癌癥。你的乳房可能會在篩查預約之間發生變化，因此定期檢查
你的乳房以了解

對你而言什麼屬正常，這十分重要。如有任何疑慮，請與你的家庭
醫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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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有哪些癥狀?
如果你了解乳房的正常外觀和感覺，你將更有可能發現可能是
乳腺癌跡象的任何變化。即使你曾進行過乳房篩查，這一點也
很重要。密切注意：

• 乳房腫塊或增厚

•  乳頭的變化。乳頭可能被拉回乳房，或改變形狀。你可能有皮
疹，使乳頭看起來呈紅色和鱗片狀，或者乳頭上有血液或其
他液體

•  乳房的感覺或外觀改變。它可能會感覺沉重、溫暖或不均勻，
或者皮膚看起來有凹痕。乳房的大小和形狀可能會改變

• 乳房或腋下疼痛或不適

• 腋下腫脹或腫塊

如果你的乳房有任何變化，你應該預約你的全科醫生。你可能沒
有癌癥。但如果你這樣做，在早期階段被診斷和治療可能意味
著你更有可能在乳腺癌中存活下來。  

篩查後我的乳房 X 光檢查會如何處理？
NHS 乳房篩查計劃將使你的乳房 X 光檢查至少保持 8 年。這些
都會安全保存。該計劃定期檢查記錄，以確保服務盡可能好。衛
生服務的其他部門的工作人員可能需要查看你的記錄，但你的記
錄僅會與需要查看的人員共享。 

如果你在篩查 12 預約之間被診斷患有乳腺癌，我們將審查你之
前的篩查結果。如果你願意，可以查看此評論的結果。



如有問題，我可以聯繫誰?
如對篩查有疑問，請聯繫你當地的乳房篩查機構。如果你想與
某人討論是否進行乳房篩查，你的全科醫生可以提供幫助。你
們可以共同權衡可能的益處與風險，以幫助你做出決定。 

有關乳房篩查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nhs.uk/breast

要查找當地乳房篩查機構的詳情，請訪問： 
www.nhs.uk/breastscreening

了解 Public Health England 和 NHS 如何使用與保護你的篩查
資訊： 
www.gov.uk/phe/screening-data 

要退出篩查，請訪問： 
www.gov.uk/phe/screening-op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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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訂購本宣傳冊的更多副本，請訪問： 
www.gov.uk/phe/screening-leaflets

本宣傳冊的大型印刷版可在以下網址獲取：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breast-screening-helping-women-decide

本宣傳冊由 King’s Health Partners 的獨立資訊專家團隊制作，並獲得英國癌癥研究
中心的建議與書面支持。

通過公眾諮詢，超過 1,000 名公眾成員為開發有關 NHS 癌癥篩查計劃的資訊途徑做
出了貢獻。

以下組織支持了本次諮詢：Beating Bowel Cancer，BME Cancer 
Communities，Bowel Cancer UK，Breakthrough Breast Cancer，Breast Cancer 
Campaign，Breast Cancer Care，Cancer Research UK，Independent Cancer 
Patients’ Voice，Jo’s Cervical Cancer Trust，及 Patient Information Forum。

本宣傳冊中的資訊使用了25 名婦女組成的公民陪審團的建議，討論如何展示乳房篩
查可能帶來的益處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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