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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Cervical cancer 是最常見的婦科癌症，大部分源於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感染，但

是在感染之後又有其他因素影響使其演變為惡性腫瘤，和其他婦科癌症相較，cervical cancer
好發年齡較年輕，因此，Pap smear 最好在青少年族群或年輕女性就開始。 
    大部分早期 cervical cancer 無症狀，晚期 cervical cancer 的症狀可能包括 bleeding，watery 
discharge，或是靜脈、淋巴、神經或輸尿管的壓迫，診斷主要依賴陰道鏡檢查或是 cervix 的

病理組織切片。 
    分期方式主要是臨床分期，並且是評估長期存活率的主要指標，治療方式也以臨床分期

作依據，一般而言，早期 cervical cancer 主要以根除性手術治療，晚期 cervical cancer 則以

chemoradiation 為主，預後也和分期相關，stage I 存活率較高且復發率較低，然而 advanced stage
則預後較差。 
    預防方式主要以早期診斷為原則，因此，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ists
和 U.S. Preventive Service Task Force 皆推薦 Pap smear 做為篩檢工具。 
 

Incidence 
    以全世界而言，cervical cancer 是女性第二好發的惡性腫瘤，一般好發於開發中國家，佔

83%，經濟先進國家發生率較低，只佔 3.6%，主要歸功於 Pap smear 的早期篩檢。 
    在美國，女性一生中有 1/135 的機率得到 cervical cancer，其中非裔女性及社經地位較低

的族群死亡率較高，而西班牙裔及拉丁裔發生率較高，和其他婦科癌症相比，發病年齡較年

輕，平均在 40 至 59 歲。 
 

Risks 
    行為因素占了很重要的原因，大部分的 cervical cancer 源自 HPV 感染，年齡過早開始有

性行為、多重性伴侶以及高產次和 cervical cancer 的高發生率有關，此外，吸菸會增加 cervical 
cancer 的的發生機率，但原因目前不明。 
  Cervical cancer 最大的危險因子是缺乏規律的 Pap smear 篩檢，大部分有採用 Pap smear
篩檢的國家其 cervical cancer 發生率都下降。 
 

HPV Infection 
    目前一般都認為 HPV 是主要的致病原，其他性傳染因子，例如 HSV 2，可能扮演共同致

病的角色，95%的 cervical cancer 和 oncogenic HPV subtype 有關，例如，80%的 high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HSIL)和 invasive lesions 和 HPV infection 有關，特別的是，50%



的 HSIL 和 invasive cancer 和 serotype 16 有關，而 15%的 invasive cancer 和 serotype 16 有關，

另外發現，針對 HPV-16 和 HPV-18 的疫苗可以分別減少 92%和 100%的發生機率，然而，其

有效期限目前仍不明。 
 

Lower Socioeconomic Predictors 
    低社經地位、高齡、肥胖、吸菸以及居住於貧民區和 cervical cancer 篩檢率較低有關。 
 

Cigarette Smoking 
    吸菸者以及吸二手菸者得 cervical cancer 的機會增加，在感染 HPV 的婦女當中，現在或

過去有吸菸者其得到 HSIL 或 invasive cancer 的機會增加 2 至 3 倍，吸二手菸者機會也會增加，

但程度較低，以 cancer cell type 來分，吸菸者得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的機會增加，

但是得 adenocarcinoma 的機會不變，目前雖然對於吸菸和造成 cervical cancer 之間的作用機轉

不明，但懷疑可能和 high risk HPV 感染的清除率較低有關。 
 

Reproductive Behavior 
    產次和 combination oral contraceptive (COC) pill 的使用和 cervical cancer 有顯著相關，高

產次可能使得 cervical cancer 的機會增加。而長期使用 COC pill 可能是一共同因子，在停經

前婦女，血清中較低的 estradiol/progesterone 比率和 cervical cancer 的存活期較短有正相關，

另外，實驗發現，hormone 可能會藉由促進細胞分裂和易於突變而促進 cervical cancer 生長，

此外，estrogen 有 anti-apoptotic 的作用，而使得感染到 oncogenic HPV 的細胞分裂，婦女若同

時 cervical HPV DNA positive 且有使用 COC pill，和 cervical HPV DNA positive 但沒有使用

COC pill 的婦女相較，得 cervical cancer 的機會增加 4 倍。另外，婦女若現正使用或過去 9 年

內有使用 COC pill，得 cervical SCC 或 adenocarcinoma 的機會皆顯著增加。 
 

Sexual Activity 
    性伴侶數目增加以及初次性行為年齡較早會增加 cervical cancer 的發生機率，一生中有超

過 6 位性伴侶會使得 cervical cancer 的機會上升，而第一次性行為年齡在 20 歲之前也會使得

cervical cancer 的機會上升，相反地，禁慾或是在性行為時使用 barrier protection 被證實可以

降低 cervical cancer 發生機率。 
 

Pathophysiology 

Tumorigenesis 
    Cervical SCC 主要發生在 squamocolumnar (SC) junction 之前已有的 dysplastic lesion，大

部分是由 HPV 感染所造成，雖然大部分婦女會自行清除此 viral infection, 但是持續性的感染



會造成 preinvasive dysplastic cervical disease，一般而言，從 dysplasia 進展到 invasive cancer
需要數年的時間，根據研究，腫瘤發生是由環境因素、宿主免疫和細胞基因變化交互作用而

成。 
    HPV 扮演一很重要的角色，證據顯示，HPV oncoprotein 會影響 cancer cell 增生，並且會

整合進入人體基因，其中 early replication proteins E1 及 E2 能使 HPV 在 cervical cell 內複製，

而使正常細胞變為 low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SIL) cell。 
    HPV 病毒複製的 amplification 和正常細胞 transformation 成 tumor cell 會接著發生，特別

是 oncoprotein E6 和 E7 扮演重要角色，E7 會和 retinoblastoma (Rb) tumor suppressor protein 結

合，而 E6 會和 p53 tumor suppressor protein 結合，二者皆會造成 suppressor proteins 的
degradation，進一步造成 cervical cells 的 proliferation 和 immoratalization。 
 

Tumor Spread 
    在 tumorigenesis 之後，長在 ectocervix 的 cancer 會向外生長，而長在 endocervical canal
的 carcer 會向內生長，位置較低的病灶較容易被檢查到，若有 infiltrative lesion，可能伴隨有

necrosis 或 ulceration。 
 

Lymphatic Spread 
    Lymph Node Groups. Lymphatics 主要吸收來自 paracervical 和 parametrial lymph nodes 的
lymph，在 radical hysterectomy 行 parametrial resection 時，這些 lymph nodes 會被移除掉，這

些 lymphatics 穿過 cardinal ligament 而進入 ureteric nodes (在 uterine artery junction 的側邊)。 
    來自 parametrial 和 paracervical lymph nodes 的 lymph 之後流入 obturator、internal、
external、common iliac lymph nodes，相對地，來自 posterior cervix 的 lymphatics穿過 rectal pillars
和 uterosacral ligaments 到 rectal lymph nodes，這些 lymph nodes 在 radical hysterectomy 時會和

uterosacral ligaments 一起被移除。 
    Tumor spread 主要是沿著 cervical lymphatic drainage，因此 cardinal ligaments 以及 anterior
和 posterior parametria 通常包括在內，隨著 lesion 變大以及 lymphatics 侵犯，會使得 local 
invasion 進展為 extensive disease。 
    Lymphovascular Space Involvement. 隨著 tumor 侵犯進 stroma，會更進一步侵入 blood 
capillaries 和 lymphatic channels，稱為 Lymphovascular Space Involvement (LVSI)，若有此情形

出現則預後很差，特別是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因此，這類病人在根除性手術後上需接

受 adjuvant radiotherapy。 
 

Local Tumor Extension 
    隨著 tumor 侵犯穿過 parametria 到 pelvic sidewall，常會造成 ureteral blockage，此外常會

藉由 direct tumor extension 穿過 vesicouterine ligaments 而侵犯 bladder，rectum 較少被侵犯(因
為隔著 cul-de-sac)，遠端轉移常藉由 hematogeneous disemination，lung、ovary、liver 和 bone
是最常被轉移的器官。 



 

Histologic Types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佔所有 cervical cancer 的 85%，主要來自 ectocervix，過去 30 年來，cervical SCC 的

發生率有下降的趨勢，但是 adenocarcinoma 的比率上升，這可能和 Pap smear 的篩檢能早期

發現 cervix lesion 有關。 
 

Adenocarcinoma 
    Adenocarcinoma 佔所有 cervical cancer 的 10-15%，主要來自 endocervical mucus-producing 
glandular cells，因為好發於此，adenocarcinoma 在被診斷時往往較為 advanced stage 才被發現。 
    Adenocarcinoma 有許多的 cell types，其中，mucinous endocervical adenocarcinoma 最為常

見，而第二常見的為 endometrioid type，因為在型態上和 endometrium相似，而minimal deviation 
adenocarcinoma 在 cytology 上是 bland glands 且在大小和形狀上較不正常，在比正常的

endocervical glands 較深的位置有有數目增加的 glands。 
 

Mixed Cervical Carcinomas 
    臨床上很少見，又可分為 adenosquamous、adenoid cystic、adenoid basal epithelioma 和 glassy 
cell carcinoma：其中 adenosquamous carcinoma 和 adenocarcinoma 型態差距不大，其 squamous 
component 是 poorly differentiated 且較少 keratinization；glassy cell carcinoma 是一 poor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其細胞的 cytoplasm 有 ground-glass appearance 且 nucleus 明顯

並有 round nucleoli；adenoid cystic carcinoma 通常為一 hard friable mass，在組織型態上類似

adenocarcinoma 並有 adenocystic differentiation；而 adenoid basal epithelioma 通常較為 benign，
在組織型態上可看到 small oval cells 所形成的 nests 或 cords 伴隨有 peripheral palisading 
arrangement。 
 

Neuroendocrine Tumors 
    此種 cancer 包含有 large cell 和 small cell type：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tumor 為 highly 
aggrasive，early stage cancer就算接受 radical hysterectomy和 adjuvant chemotherapy後的 disease 
free survival rate 也很低；相對地，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含有較為一致的 small 
cell，其 cell 有較高的 nuclear/cytoplasm ratio，和 lung 的 small cell carcinoma 相似，另外有時

可能伴隨有 endocrine 或 paraendocrine tumors。 
 
Other Malignant Tumors 
    在極少數案例，可能發生 cervical sarcoma 或 lymphoma，通常以 bleeding mass 呈現，要

區分 cervical sarcoma 和原發性的 uterine sarcoma 需要病理診斷以及 primary bulky tumor 的定



位，另外，cervical leiomyosarcoma 和 cervical stroma sarcoma 預後很差。 
 

Diagnosis 

Symptoms 
    大部分的婦女在被診斷為是 cervical cancer 時是沒有症狀的，對於有症狀的婦女，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可能會有 watery or blood-tinged vaginal discharge，性交或陰道沖洗後出血

也很常見，隨著 cancer 變大，出血會變得明顯，有時可能會因血流不止而來急診，cancer 若
是有 parametrial invasion 或 extension 到 pelvic sidewall，可能會因壓迫到鄰近器官而有臨床症

狀，例如下肢水腫、下背痛延伸到腿部後側（因為 sciatic nerve root 受壓迫），或壓迫到淋巴

管、靜脈或輸尿管，輸尿管若受壓迫可能會造成 hydronephrosis 甚至 uremia，此外，若是 cancer
壓迫到 bladder 或 rectum，可能會有 hematuria 或是 vesicovaginal or rectovaginal fistula。 
 

Physical Examination 
    隨著疾病進展，可能會出現 eupraclavicular 或 inquinal lymphadenoparhy、下肢水腫或

ascites。 
    對於疑似 cervical cancer 的病人，完整的 external genital 及 vaginal exam 是需要的，HPV
是 cervical、vaginal 及 vulva cancer 的一常見危險因子，若病人是 microinvasive disease，vaginal 
exam 可能大致無異狀，而有異狀的情形可能包括：exophytic 會 endophytic growth、polypoid 
mass、papillary tissue 或 barrel-shaped cervix、cervical ulceration 或 granular mass 或 necrotic 
tissue，另外 watery、purulent 或 bloody 也有可能出現，因此，cervical cancer 可能會和以下疾

病混淆，包括：cervical leiomyoma、cervical polyp、prolapsed uterine sarcoma、vaginitis、cervical 
eversion、cervicitis、threatened abortion、placenta previa、cervical pregnancy、condyloma 
acuminata、herpetic ulcer 以及 chancre。 
    在陰道內診時，若有 tumor invasion 及 growth 可以摸到一增大的子宮，可能會因為 primary 
cancer 阻礙液體流出 endometrial cavity 而造成 hematometra 或 pyometra，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可能會侵犯 vagina，可以由 rectovaginal exam 檢查出侵犯程度，可以摸到一 thick，hard，
irregular septum，其中陰道近 cervix 後壁最常被侵犯，此外，rectal exam 時，parametrium，

uterosacral 及 pelvic sidewall 的侵犯都可以被觸及，單側或雙側 parametrium 被侵犯可以經由

內診感覺到 thick，irregular，firm 並且 less mobile，若觸診出一 fixed mass 則可能 tumor 已侵

犯到 pelvic sidewalls，然而，一 central lesion 在侵犯到 pelvic sidewall 前可能會長到 8 至 10
公分。 
 

Pap Smear 
    Cervical biopsy 的組織診斷是主要的評估方法，雖然 Pap smear 廣泛篩檢，但是並不能完

全檢出 cervical cancer，針對 high grade lesion，Pap smear 只有 55-80%的 sensitivity，此外，stage 
I cervical cancer，Pap smear positive rate 只有 30-50%，因此，只用 Pap smear 篩檢是不夠的，



還要加做 biopsy。 
 

Colposcopy and Cervical Biopsy 
    若是 Pap smear 結果異常，應加做 colposcopy，檢查時，整個 transformation zone 都應被

看到，另應加做 cervical和 endocervical biopsy，cervical pinch biopsy或 conization是評估 cervical 
cancer invasion 的最好方法，二者都包含 underlying stroma 並且可區分 invasive 及 in situ 
carcinoma。 
 

Staging 

Clinical Staging 
    Cervical cancer 主要是臨床分期，最好是由內診評估，目前最廣泛使用的是 FIGO staging，
其中 stage I 到 IIA 為 early disease，stage IIB 以上為 advanced disease。 
 

CT Scanning 
    CT 常被用來評估 hydronephrosis，metastasis 程度及治療計劃，另外針對 para-aortic LN 
involvement 相當有用，有 67%的 sensitivity rate 及 100%的 specificity rate，然而，針對 pelvic 
LN，sensitivity rate 只有 25%。 
 

MRI 
    MRI 在評估 extracervical extension 方面幫助很大，可以協助 tumor 定位，排除 parametrial 
invasion，並且確定 myometrial 及 internal cervical os invasion，此外，針對 para-aortic LN 
metastasis，MRI 的 sensitivity rate 和 CT 相當。 
 

PET 
    針對 para-aortic LN metastasis，cumulative sensitivity rate 有 78%，此外，和 CT 比較起來，

PET 可以改善 clinical outcome prediction。 
 

Surgical Staging 

Lymph Node Dissection 
    利用手術來評估 retroperitoneal LN 可用來確定是否有 pelvic 或 para-aortic LN metastasis，
此外，針對有 tumor metastasis 的 LN 也能順便摘除，LN dissection 可以改善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的 survival rate。 



    在 LN dissection 時，目前較標準的做法是將 common iliac 和 para-aortic region 的 lymph 
nodes 做 biopsy，傳統手術及腹腔鏡手術的 transperitoneal 和 extraperitoneal LN dissection 都在

研究當中，其中 laparoscopic surgery 對於術後恢復較快。 
    Surgical staging 的另一好處是比 imaging study 更能評估是否有 pelvic 或 para-aortic nodal 
metastasis，此外，針對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surgical staging 可以提供一合理的

morbidity rate，並且可依 nodal metastasis 的程度擬定 treatment strategy，若是有 pelvic 或

para-aortic nodes metastasis，extended chemotherapy 或 radiation therapy 可以提供較好的 survival 
benefit。 
    除了診斷之外，surgical staging 可以將 metastatic lymph nodes 盡量摘除，如此，在接受

radiotherapy 時可以減少照射面積，進而減少 complication。 
 

Prognosis 

Prognostic Factors 
    Tumor burden 對於 survival rate 影響很大，主要是評估 FIGO stage，tumor size，以及 surgical 
staging，另外，lymph node invilvement 也是一影響預後的重要因素，在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stage I 到 IIA)，nodal metastasis 是 survival rates 的一個 independent factor。 
    此外，nodal metastasis 的數目也很重要，只有單一 lymph node metastasis 比 multiple lymph 
nodes metastasis的 5-year survival rate會來得好，而針對 advanced stage (stage IIB到 IV) cervical 
cancer，沒有 lymph node involvement 也會影響預後，一般而言，microscopic nodal involvement
的預後比 macroscopic nodal disease 要來得好。 
 

Treatment 

Primary Disease 
Stage IA 
    又稱為 microinvasive cervical cancer，stage IA tumors 指 invasion depth 小於 5 mm，lateral 
spread 小於 7 mm，microinvasive cervical cancer 的 lymph node involvement risk 很低，而

prognosis 很好，研究發現 horizontal spread 大於 7 mm 的 tumor 其 pelvic lymph node metastasis
和 recurrence rate 比小於 7 mm 的 tumor 要高。 
    Stage IA tumor 又可進一步分為 stage IA1 和 IA2，反映侵犯深度和廣度不同，並且 lymph 
node involvement 的 risk 也不同。 
    Stage IA1. 侵犯程度不超過 3 mm，寬度不超過 7 mm，lymph node involvement 的 risk 最

低，squamous cervical cancer with stromal invasion 小於 1 mm 只有 1%的 risk 會 nodal 
metastasis，而 stromal invasion 在 1-3 mm 則有 1.5%的 risk 會 nodal metastasis，目前認為 stage 
IA1 的 squamous cell cancer 若沒有 lymphovascular space invasion 可以只接受 cervical 
conization，然而，若是病人已完成生育目標，一般還是較建議接受 abdominal 或 vaginal 或
laparoscopic type I hysterectomy。 



    Stage IA1 microinvasive cancer若有LVSI，則 lymph node metastasis及 cancer recurrence rate
都增加 5%，此類病人可接受 modified radical hysterectomy (type 2 hysterectomy)及 pelvic 
lymphadenectomy。 
    Adenocarcinoma 一般比 squamous cell cancer 在較 advanced stage 才被診斷出來，然而，

lymph node involvement 的 incidence 和 squamous cancer 差不多。 
    Stage IA2. 指 cervical lesion stromal invasion 在 3-5 mm 之間，lymph node metastasis 的 risk
約 7%，disease recurrence 的 risk 約 4%，此類病人，保守療法的效果尚待評估，所以目前建

議接受 modified radical hysterectomy 及 pelvic lymphadenectomy。 
    有部分學者提出 stage IA2 的 squamous cervical cancer 可以只接受 radical trachelectomy 及

lymphadenectomy 以保留生育能力，另外也有學者提出可在懷孕期間加做 non-absorbable 
cerclage 來改善 cervical competence，以此方式達成成功懷孕的比率很高，如果病人年輕，BMI
低，tumor size小於 2 cm，並且沒有 nodal involvement，其治療成功率和接受 radical hysterectomy
相當，手術前建議做 MRI，如果 tumor 超過 internal cervical os，就不能只做 trachelectomy。 
    另一方面，microinvasive carcinoma (stage IA1 和 IA2)可以只接受 intracavitary 
brachytherapy，預後也不錯，若病人年紀較大，因為其他潛在疾病而不適合接受手術，或是

不需保留 ovarian 或 sexual function 的病人可以選擇只接受 vaginal brachytherapy。 
 

Radical Hysterectomy 
    FIGO stage IA2 到 IIA 的 cervical cancer 病人可接受 radical hysterectomy，此外，手術適

合可以接受積極治療，希望避免 radiation therapy 長期副作用，或是不能接受 pelvic radiotherapy
的病人，傳統上，年紀輕，希望保留 ovarian function 及不想接受 vaginal radiotherapy 的病人

建議接受手術。 
    Simple Hysterectomy (Type I). 也被稱為 extrafascial hysterectomy，主要是移除 uterus 和
cervix，但也切除 parametrium 和 paracolpium，通常適用於良性疾病，preinvasive cervical 
disease，或 stage IA1 cervical cancer。 
    Modified Radical Hysterectomy (Type II). 主要移除 cervix，proximal vagina，parametrial
和 paracervical tissue，ureters 從 paracervical tunnel 被分離出來直到進入 bladder，以方便能移

除 parametrial 和 paracervical tissue，適用於侵犯深度 3-5 mm 或體積較小的 stage IB tumor。 
    Radical Hysterectomy (Type III). Parametrium 切除的範圍較大，直到 pelvic side wall，
ureter 被完全分離出來，此外，2-3 cm 的 proximal vagina 也要被切除，適用於體積較大的 stage 
IB lesion，或是病人不適合接受 radiation，例如 DM，PID，hypertension，collagen disease，或

有 adnexal mass。 
 

Stage IB to IIA 
    Stage IB 是指已超過 microinvasion 但還侷限在 cervix 之內者，又可分為 IB1 (tumor ≦ 4 
cm)及 IB2 (tumor > 4 cm)。 
    Stage II cancer 已超過 cervix，可能在 upper vagina 或 parametrium 但未到 pelvic sidewall，
stage IIA tumor 沒有 parametrial involvement 但有侵犯 vagina 上 2/3 以內，stage IIB cancer 指已



侵犯 parametrium。 
    Treatment of Stage IB to IIA Tumors. 此類病人可接受手術或 radiation therapy，接受

radical hysterectomy 加 pelvic lymphadnectomy 和接受 primary radiation therapy 的病人其 5-year 
survival rate 和 disease-free survival rate 相當。 
    因為手術或 radiotherapy 都是可選擇的方式，所以每位病人為達到最好的治療效果，應該

進行臨床評估，包括menopausal status，age，concurrent medical illness，tumor histology及 cervical 
diameter。 
    一般而言，對 stage IB 到 IIA cervical cancer 行 radical hysterectomy 通常選擇年紀輕，BMI
低，希望保留 ovarian function 或擔心 radiotherapy 後會影響 sexual function 的病人，然而，病

人的年紀和體重並不是手術的絕對 contraindication。 
    年輕病人可以選擇不切除卵巢，stage IB cervical cancer 的病人接受 radical hysterectomy
但不做 adnexectomy，其中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有 ovarian metastasis 的比率只有 0.5%，而

adenocarcinoma 有 ovarian metastasis 的比率只有 2%。 
    Surgical and Radiotherapy Complications. 針對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surgery，
complications 包括有 ureteral stricture，bladder dysfunction，constipation，wound dehiscence，
lymphocyst 或 lymphedema，而 radiation therapy 的 complications 可能有因為 vagina 變短，

dyspareunia，vaginal stenosis 或 psychological factors 而造成 sexual function 改變，late urinary or 
bowel complications，例如 fistula，enteritis，proctitis 或 bowel obstruction 也可能發生。 
 

Positive Pelvic Lymph Nodes 
    Stage IA 到 IIA 的 cervical cancer 約有 15%會有 positive lymph nodes，其中有 50%為手術

中 grossly positive。 
 

Recurrence Risk 
Intermediate Risk of Recurrence. 指 3 年內有 30%的 risk 會 recurrence，包括 tumor 

invasion 深度，tumor diameter，及 LVSI。 
    針對此類病人，研究發現，在接受 radical hysterectomy 後，有接受 pelvic radiation therapy
的病人比沒有接受的病人，其 recurrence rate 減少 50%，但是並不延長 overall survival，目前

針對此類病人都會建議 adjuvant radiation therapy。 
High Risk of Recurrence. 指 5 年內有 50-70%的 risk 會 recurrence，包括 positive lymph 

nodes，positive surgical margins，或 microscopically positive parametria。 
    此類病人也建議接受 adjuvant radiation therapy，此外，CCRT 包含有 Cisplatin 及 5-FU 可

以顯著延長 disease-free 及 overall survival rate。 
Adjuvant Hysterectomy Following Primary Radiation. 針對 bulky stage IB2 cervical 

cancer 在先接受 radiation therapy 後行 adjuvant radical hysterectomy 目前正進行評估當中，

adjuvant hysterectomy可以減少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rate，但對於 overall survival improvement
沒有幫助，然而，一開始的 tumor size 會影響治療效果，小於 7 cm tumor size 的病人在接受

postradiation hysterectomy 比同樣 tumor size 但只接受 radiation therapy 的病人其存活期間較



長，但相對地，大於 7 cm tumor size 的病人在接受 postradiation hysterectomy 比同樣 tumor size
但只接受 radiation therapy 的病人其預後較差。 
 

Early Stage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此類 cancer 比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較為 radiation resistant，雖然較為建議接受 radical 
hysterectomy 而非 radiotherapy，但研究顯示二者 survival rate 相當，然而，較大的 tumor 若只

接受 radiation 其 size 不會變小，對於 bulky tumor，其中心處因為較為 hypoxia，所以較不

radiosensitive，因此更突顯 radical hysterectomy 對於 stage I cervical adenocarcinoma 的重要性。 
 

Stages IIB through IVA 
    Advanced stage cervical cancer 其範圍已超過 cervix，並常侵犯鄰近器官及 retroperitoneal 
lymph nodes，治療計畫必須隨病人而有所不同，大部分病人預後較差，5-year survival rate 小

於 50%，若未治療，疾病進展很快。 
    Radiation Therapy. 是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的主流治療方式，external beam pelvic 
radiation 和 brachytherapy 都常被使用，其中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優於 intracavitary radiation，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通常在 5 週內照射 25 次，而 brachytherapy 可以減少 bladder 和 rectal
被照射到的 dose，另外在分期時，如果有 para-aortic nodal metastasis，可以加做 extended field 
radiation。 
    Chemoradiation. 目前的證據顯示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可顯著改善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的 overall 和 disease-free survival rate，因此，大部分的 stage IIB 到 IVA 的 cervical cancer
建議做 chemoradiation，Cisplatin-based regimen 其 survival rate 最好，另外，chemoradiation 的

survival rate 也比只做 pelvic 或 extended field para-aortic region irradiation 好，目前較常用的治

療方式為在 radiotherapy 期間同時投與 5 週的 Cispaltin chemotherapy。 
Pelvic Exenteration for Primary Disease. 此手術包含 bladder、rectum、uterus 及周圍組織

的完全移除，針對 stage IVA cervical cancer (tumor 直接侵犯 bladder 或 bowel，而沒有 distant 
spread)可行此手術，survival rate 可達 30%。 
 

Stage IVB 
    Stage IVB disease 預後很差，治療目標為 palliation，pelvic radiation 主要在控制 vaginal 
bleeding 及 pain，systemic chemotherapy 可以緩和臨床症狀，其 regimen 和 recurrent cancer 相
似。 
 

Surveillance 

Following Radiotherapy 
    接受 radiotherapy 的病人必須密切觀察治療反應，在治療 3 個月後 tumor 大小會縮小，PV



或 imaging study 可發現 cervical mass 逐漸萎縮，另外應加做 rectovaginal exam 以檢查 ligament
和 parametrium 的 nodularity，在 radiotherapy 期間，若有 disease progress，應考慮手術，一般

考慮做 pelvic exenteration。 
    除了 pelvic exenteration，完整的 nodal survey 應包括 neck、cupreclavicular、infraclavicular、
axillary 及 inguinal lymph nodes，另外應每年照 CXR，cervical 或 vaginal Pap smear 應在前 2
年每 3 個月做一次，接下來 3 年每 6 個月做一次，若發現有 LSIL 或 HSIL 應加做 colposcopy，
如果 cervical biopsy發現有 high grade lesion或 cancer，應考慮 tumor recurrence而安排CT scan。 
 

Following Surgery 
    在 radical hysterectomy 之後，80%的 recurrence 是在前 2 年內發生，發現異常的 pelvic 
mass，異常的 PV 結果，延伸到大腿後側的疼痛，或近期發生的下肢水腫應該考慮 abdominal
或 pelvic CT scan，若 recurrence 發現得早，可以 radiation therapy 治療。 
 

Secondary Disease 
    意指 persistent 或 recurrent disease，cervical cancer 在接受 radiotherapy 三個月內沒有完全

消退就認為是 persistent，而 recurrence 是指在接受完整 primary therapy 後有 new lesion。 
    對於 persistent 或 recurrent disease 的治療方式主要按照位置和程度，目標是緩和治療，然

而，部分病人若之前沒有接受 radiotherapy 可考慮 pelvic radiation，另外，部分病人可考慮

surgery，針對 metastatic disease 的 chemotherapy 主要目標是緩和治療，已改善病人生活品質。 
 

Pelvic Exenteration for Secondary Disease 
    當考慮手術時，local disease 應加做 biopsy，臨床上，若病人沒有下肢水腫，背痛或水腎，

可考慮 pelvic exenteration，若有以上症狀，表示疾病已侵犯到 pelvic side wall，則不考慮手術，

此外，手術前應由 physical exam 和 imaging study 排除有 regional 或 distant metastasis。 
    Pelvic exenteration 應對可疑 lesion 做 biopsy，並評估 pelvic 及 para-aortic lymph node，若

術中 frozen section 為 negative 則才能做 exenteration。 
    此外，若病人 cervical recurrence 小於 2 cm，且 pelvic lymph node negative for disease，可

考慮做 radical hysterectomy 而不做 exenteration。 
 

Radiotherapy for Secondary Disease 
    若為 central 或 limited peripheral recurrence 而沒有接受過 radiotherapy 的病人，可考慮

radiation，survival rates 可達 30-70%不等。 
 

Chemotherapy for Secondary Disease 
    針對 advanced、persistent 或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可考慮 chemotherapy 以緩解疾病進展



和臨床症狀，目前認為 Cisplatin 是最有效的單一 cytoytoxic agent，response duration 可到 4-6
個月，但 survival duration 只有 7 個月，研究發現，Cisplatin 加上 Topotecan 對此類病人比單

獨用 Cisplatin 有效。 
 

Palliative Care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只有在不大幅影響病人生活品質時才考慮投與，病人若因

tumor-associated ileus 而有持續性的 nausea/vomiting，可考慮做 gastrostomy，urinary fistula 和

bowel obstruction 可考慮以手術解決問題，另外疼痛控制是一重要課題。 
    安寧療護是臨終照顧之一很重要的部分，需要密集的疼痛控制和相當的日常生活協助。 
 

Management during Pregnancy 
    懷孕婦女和未懷孕婦女得 cervical cancer 若年紀、期別、診斷時間相當，則 survival rate
並無不同，診斷時的 clinical stage 是最重要的單一預後因子，但懷孕婦女得 cervical cancer 的
整體 survival rate 要比較好，因為 stage I disease 比率較高。 
 

Diagnosis 
    產檢時，建議所有孕婦都做 Pap smear，此外，針對可疑 lesion 應做 biopsy，如果 Pap smear
結果為 HSIL 或懷疑是 malignancy，則應做 colposcopic biopsy，然而不做 endocervical 
curretage，如果 Pap smear 結果是 malignancy 但是 colposcopic biopsy 卻不支持此診斷，則需

要做 conization，建議在 second trimester 時做，若在 first trimester 時做 conization，abortion rate
可達 30%。 
 

Stage I Cancer in Pregnancy 
    若為 microinvasive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在 3 mm 以下且沒有 LVSI，則可以考慮 vaginal 
delivery 且產後 6 週再追蹤，此外，針對 stage IA 或 IB disease，研究發現，不論在哪一 trimester
診斷 cervical cancer，若延遲到 fetus 成熟才治療，並不會增加 maternal risk，所以對於 stage I 
disease 之孕婦，若希望保留懷孕，則延遲治療是可被接受的。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in Pregnancy 
    若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在 fetus 可獨立存活前被診斷出來，會施行 primary 
chemoradiation，在 whole pelvis radiation therapy 之後常會 spontaneous abortion，若在 fetus 可
獨立存活後才被診斷出來，可以選擇延遲到 fetus 肺部成熟後，行 Cesarean section 生產(建議

行 classical Cesarean section，以減少切過 lower uterine segment tumor 的機會，進而避免嚴重

失血)，產後才開始 chemoradiation，但是延遲治療可能會造成疾病進展，也會影響預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