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癌篩檢：
認識乳房攝影



1

1

2

3

4

5

摘要

釐清事實

乳房攝影的好處及風險

什麼是您最關心的事情?

您現在偏好於什麼?

您還需要哪資訊來協助您做決定?

您現在可能面臨到需要做決定的時候，您或許自己已經決定，
或者簡單地依照醫師的建議來做。不管如何，以下的資訊將可
以協助您瞭解：您可以做的選擇是什麼，讓您可以與您的醫師
討論您對這些選擇的想法，以下的資料有五個部分：

您可以自己或與自己的家人等信賴的人一起閱讀
及完成此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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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選項│

這份文件是針對一般風險的女性，正考慮選擇接受
乳房攝影篩檢，這不適用於高風險的女性，

如果您不知道您的乳癌風險，您可以詢問您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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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得的重點│

◎乳房攝影可以早期發現一些可能較容易治療的乳癌。研究發現，接受乳房 
  攝影的女性，比較不會因乳癌死亡。

◎定期乳房自我檢查及乳房超音波檢查並無法減少乳癌的死亡率。

◎隨著年紀增長，乳癌的風險會隨著上升，一般情況下，小於45歲的女性， 
  罹患乳癌的風險較低。

◎所有檢查並非100％準確，乳房攝影有可能會遺漏掉一些乳癌，有些癌症發
  現後，即使給予治療，仍無法避免死亡。

◎乳房攝影的結果是異常，有可能不是癌症，這意思就是您可能需要更多的

  檢查，如再進一步做乳房放大攝影、乳房超音波或切片，來確認您是否
  得到癌症。 

◎在極罕見的情形下，乳房攝影可能發現了乳癌，但這些乳癌並不會生長或
擴散。不過因為在醫學上無法分辨，所以您可能因此接受了癌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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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解答│

◎什麼是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是一種乳房的X光檢查，用來做為篩檢和診斷乳癌。做乳房攝影時需
要將您的乳房在兩片平板間壓平，以便能檢查更透徹及降低輻射暴露，這會
讓您感覺不舒服，不過這只有幾秒鐘。如果避開月經前或月經那幾天做檢查，
不舒服感覺就會比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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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乳房攝影的好處？│

│血糖過低的常見原因│

乳房自我檢查是發現您自己乳房有變化的一種方法。目前研究顯示，自我
乳房檢查並不會減低因為乳癌而死亡的風險，有些女性朋友會覺得定期規律
地自我乳房檢查比較可以發現自己乳房的變化，也有專家建議女性做乳房
自我檢查，並知道乳癌的危險因子，及知道發現不正常時如何處理，可以幫
助提高自我對乳癌的認知。不過做乳房自我檢查必須同時依建議做乳癌攝影
篩檢才能減少死亡率，另外，研究證據也顯示，由醫護人員協助您來做乳房
檢查並同時做乳房攝影篩檢，並不會比只做乳房攝影篩檢的效果要好。

乳房攝影可以早期發現一些可能較容易治療的乳癌，通常乳房攝影能夠發現
您或您的醫生都觸摸不到的小癌症。研究發現，接受乳房攝影的女性，比較
不會因乳癌而死亡；隨著年紀增長，乳癌的風險也隨著上升。台灣女性乳癌
的發生高峰為45-69歲，因此政府鼓勵45-69歲女性定期做乳房攝影檢查。

│定期自我乳房檢查沒有好處嗎？│

乳房超音波通常被當作是乳房有腫塊時的追蹤檢查工具，一般不建議把超音
波當作乳房篩檢的檢查工具，因為目前研究顯示，超音波當作乳癌篩檢工具
，並不能減少乳癌的死亡率。不過，當乳房攝影在判定乳癌上有疑慮或無法
決定要不要做乳房切片檢查時，乳房超音波可以協助做判斷，定期同時做超
音波及乳房攝影來當作乳癌篩檢，可能會增加不必要乳房切片的機會，
但是好處及利益目前並不清楚。

│乳房超音波不能當作乳癌篩檢的檢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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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的重要乳癌危險因子的有：
  1.年紀。
  2.曾經有過乳癌病史(侵襲性或是原位性乳腺癌)。
  3.有乳癌的家族病史(尤其在父系或母系有多位親戚在停經前被診斷乳癌)。
  4.之前曾經做過乳房切片顯示有異常的乳房細胞(非典型性增生)。

◎其他可能增加乳癌風險的一般危險因子包括：
  1.從未生育。
  2.第一胎大於30歲。
  3.初經早(小於12歲)。
  4.目前正在使用口服避孕藥物或是接受荷爾蒙替代治療；
    不過，一旦停止使用這些藥物，風險即會降低。
  5.成年後體重急遽增加，尤其是停經後。
  6.每天飲用超過兩個標準飲酒量(兩瓶易開罐啤酒)。

│乳癌的危險因子│

│血糖過低的常見原因│
這份文件是針對一般風險的女性正考慮選擇接受乳房攝影篩檢，不適用於高
風險的女性；不過了解高乳癌的風險因子是重要的，因為可能需要有不同的
選擇。

任何會增加您得到疾病機會的原因就稱為危險因子，如果您有乳癌的危險
因子，您就是乳癌的高危險族群，得到乳癌的機率會比其他同年齡的女性
還要高。建議您與您的醫師討論，您是否需要比其他人更提早或更頻繁進行
篩檢。

目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針對有乳癌家族史
（指祖母、外婆、母親、女兒、姊妹曾有人罹患乳癌）

的女性，提前自40歲開始提供乳房攝影篩檢。

│乳癌的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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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做乳房攝影的風險？│

◎可能會遺漏掉一些乳癌；有些癌症即使被發現，且給予治療，但仍可能
  會致命。

◎乳房攝影的結果是異常，但有可能根本不是癌症，這意思就是您可能需要 
  更多的檢查，如再進一步做乳房放大攝影、乳房超音波或切片，來確認
  您是否得到癌症，這些檢查有可能會有傷害或造成您更多的擔心。

◎在罕見的情況下，乳房攝影可能發現了乳癌，但是這乳癌不會生長或擴散。 
  你可能有這種類型的癌症，但現今醫學無法分辨它是否不會生長或擴散。
  所以，你可能因此接受癌症治療。

◎將會短暫性暴露於少量的輻射。每次乳房攝影的輻射劑量不到每年背景
  輻射量的一半，並不會造成健康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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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攝影的風險和好處│

*基於現有的最佳證據（證據品質：中度到高）
Pace LE, Keating NL (201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benefits and risks to 
guide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decisions. JAMA, 311(13): 1327–1335

*基於現有的最佳證據（證據品質：中度到高）
Pace LE, Keating NL (2014).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benefits and risks to 
guide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decisions. JAMA, 311(13): 1327–1335

國際間研究顯示40-69歲女性如果每年做一次乳房攝影，每10年每1000個人
可以發現19-44位有乳癌，每1000個人可以減少1到4人因為乳癌而死亡。

│好處│

一般乳癌篩檢研究的好處及風險都是以每十歲來統計，台灣本身的研究與國
際研究的結果是類似的。

年齡層 每年做乳房攝影的女性，每 10 年發現乳癌的機率 

40-49 歲 每 1000 名中有 19 位 

50-59 歲 每 1000 名中有 30 位 

60-69 歲 每 1000 名中有 44 位 

 

每 10 年，有或無每年乳房攝影的女性因乳癌死亡的人數 

年齡/項目 有乳房攝影 沒有乳房攝影 乳房攝影導致存活差異 

40-49 歲 每 1000 名中有 3位 每 1000 名中有 3~4 位 
每 1000 名中不到 1位 

約降低死亡率 14% 

50-59 歲 每 1000 名中有 6位 每 1000 名中有 7位 
每 1000 名中約 1 位 

約降低死亡率 15% 

60-69 歲 每 1000 名中有 9位 每 1000 名中有 13 位 
每 1000 名中約 4 位 

約降低死亡率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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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診斷│

在乳癌還是可以容易治療時，乳房攝影可以早期發現這一些乳癌；通常，
乳房攝影可以發現很小的癌症，這可能是您或您的醫生都觸摸不到的大小。

依國際間研究，每年有乳房攝影的女性，每10年每1000人發現乳癌的人數：

│存活│

研究發現，接受乳房攝影的女性，比較不會死於乳癌。其存活的好處會隨著
年紀增加而增加。因為隨著年紀增長，乳癌的風險也隨著上升。

依國際間研究，每年乳房攝影的女性，每10年：

年齡層 每 1000 名中被診斷患有乳癌的人數 

40-49 歲 每 1000 名大約 19 位被診斷患有乳癌 

50-59 歲 每 1000 名大約 30 位被診斷患有乳癌 

60-69 歲 每 1000 名大約 44 位被診斷患有乳癌 

 

年齡層 
每 1000 名中，因乳房攝影 

而拯救生命的人數 

40-49 歲 
每 1000 名大約不到 1 位會因乳房攝影而拯救生命。 

這表示超過 999 人，不會有所差別。死亡率約降低 14%。 

50-59 歲 
每 1000 名約有 1 位會因乳房攝影而拯救生命。 

這表示另外 999 人，不會有所差別。死亡率約降低 15%。 

~60-69 歲 
每 1000 名約有 4 位會因乳房攝影而拯救生命。 

這表示另外 996 人，不會有所差別。死亡率約降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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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00個乳房攝影異常，僅有50到60個真的是乳癌，
這表示其他940-950人沒有乳癌。

每1000名初次乳房攝影篩檢，
大約7位接受不必要的切片檢查，這表示其他993人沒有。

│風險│

任何檢查都會有假陽性的風險，也就是說檢查的結果是異常，可是卻沒有得
到疾病，乳房攝影也不例外。乳房攝影結果異常，但最後結果不是癌症（所
謂的假陽性），可能讓您需要更多的檢查，如進一步做乳房放大攝影、乳房
超音波或切片，來確認是否得到癌症。這些檢查有可能是有傷害的或造成您
更多的擔心。

依照台灣乳房攝影篩檢資料顯示:

乳房攝影假陽性的風險也可能導致不必要的切片檢查。

台灣乳房攝影初次篩檢資料顯示:

乳房攝影可能發現了癌症，但是它不會導致問題，因為有些乳腺癌不會生長
或擴散，你可能有這種類型的癌症，但醫學上無法判斷它是否是無害的。
所以，你可能因此接受癌症治療，1000名因篩檢性乳房攝影診斷出患有乳癌
的女性，專家估計，其中約130名可能會做了原本不需要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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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什麼時候開始乳房攝影？│

│了解證據│

以上的證據均來自於中度到高品質的研究，可是您必須明白，證據並無法預
測什麼事一定會發生在您身上。當證據告訴我們：「100人中有2人的檢查或
治療可能有好的結果，而100人當中有98人可能不會」，這並沒有辦法知道您
是100個人當中的那2人或98人。

對於乳癌一般風險的女性，何時該開始做乳房攝影，目前仍未確定的答案，
即使是專家，對於此問題的最佳時間也沒達成共識。

例如：
美國預防服務工作小組建議乳房攝影篩檢頻率，女性50歲至74歲每2年一次， 
40至49歲，利弊則仍未明朗，您的醫生可以幫助您了解您的個人情況。工作
小組表示，50歲之前開始做定期篩查，應視個人情況，包括個人的價值觀，
健康史，和她的偏好。

美國癌症學會建議，女性從45歲開始每年乳房攝影篩查，直到54歲；55歲以
後，改成每2年一次，該協會還指出，女性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和偏好做不同
的選擇；40至44歲和55歲以上女性，每年做乳房攝影篩查。

我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建議45-69歲女性每2年做1次乳房攝影篩檢。具乳
癌家族史（指祖母、外婆、母親、女兒、姊妹曾有人罹患乳癌）的女性則建
議自40歲開始每2年做1次乳房攝影篩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均提供經費
補助。

何時停止乳房攝影是另一項決定，您和您的醫生將根據您的個人傾向和整體
健康,來決定在適當的年齡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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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乳房攝影 

通常會做 

什麼事情？ 

 如果您發現你的乳房有任何變化，請就醫。 

 在 45 歲時，您開始乳房攝影。每 2 年一次。 

 如果您有一個不正常的檢查結果，你可能會有更多的檢查，如進一步做 

   乳房放大攝影、乳房超音波或切片，以確認是否得到癌症。 

 

有什麼 

好處？ 

 當乳癌還可以容易地治療時，乳房攝影可以早期發現這一些乳癌。 

 研究發現，大部分接受乳房攝影的女性，比較不會因乳癌而死亡。 

 

有什麼風險 

和副作用？ 

每次做乳房攝影的時候，就會有一次風險的，這檢查可能： 

 

 遺漏了一些乳癌。而所發現的一些癌症，可能即使治療，仍無法挽回生命。 

 檢查結果是不正常的,但是根本沒有癌症（稱為假陽性）。您可能因此而 

   做更多的檢查，如進一步做乳房放大攝影，乳房超音波或切片，以確認 

   是否得到癌症。這些檢查可能是有傷害的或造成了很多擔心。 

 可能發現了癌症，但是它不會導致問題（所謂的過度診斷）。有些乳腺癌    

   不會生長或擴散。你可能有這種類型的癌症，但醫學上無法判斷它是 

   否是無害的。所以，你可能因此接受癌症治療。 

 每次乳房攝影，會短暫暴露於非常小量的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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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個人的想法及感受跟醫療證據同等重要，想想哪些是影響您做決定的
最重要因素，也看看以下的敘述您感受如何：

我擔心我可能會得到乳癌  我擔心做乳房攝影會不舒服 

       
較擔心 同樣擔心 較擔心 
 

我想做乳房攝影，雖然有假陽性機率，

但如果可以早期發現乳癌，是值得的。 

我擔心做乳房攝影，因為檢查結果是 

假陽性的機率比發現真的是癌症的 

機率更高。 
       
較在意 同樣在意 較在意 
 
如果我的醫生認為乳房攝影有問題， 

我不害怕做切片或其他檢查。 
我不要做一些我可能不需要的切片 

或其他檢查。 
       
較同意 差不多 較同意 
 

我的其他重要原因： 我的其他重要原因： 
 

 
 

       
較重要 同樣重要 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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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乳房攝影可以拯救生命？ 
是 

否 

我不確定 
2.乳房自我檢查或超音波可以拯救生命？ 
是 

否 

我不確定 
3.如果您的乳房攝影檢查結果是不正常，這是否表示你有乳癌？ 
是 

否 

我不確定 
 

開始乳房攝影 

       
不確定 無法確定 很確定 
 

│釐清事實│

現在，您已經思考了事實與您自己的感受了。對於做決定，您可能已經有
初步的想法了。現在，請表達您傾向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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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下一步是什麼│

│確定性│

您了解哪些選項可以選擇嗎？ 
是 

否 

 
你清楚哪些是您最在乎的好處和副作用嗎？ 
是 

否 

 
您有足夠的建議、資訊及協助來幫助您做決定? 
是 

否 

 

關於您現在的決定，您感覺您有多確定？ 
       
完全不太確定 有點確定 非常確定 
 
在您做決定之前，確認一下您還需要哪些東西。 
 我已經做好決定了。 

 我想要跟其他人再討論一下再決定。 

 我想要了解更多資訊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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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下方的空白處，寫下您的疑問、擔心、與下一步您想怎麼做。



│執行製作│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指導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經費補助│
菸品健康福利捐

 乳癌篩檢：認識乳房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