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和醫療檔案
然出現痛楚，囊腫已出現併發

症，必須緊急處理，否

則卵巢有機會壞死，

影響婦女日後的

生育能力。像張

小姐這次因腹痛

而到養和求醫，經

初步檢查後發現左

邊卵巢又長出囊腫，

轉介至譚醫生進行詳細檢查

及評估後，認為要盡快進行手

術。
為何張小姐在兩年間，兩邊

卵巢都長出囊腫？是她特別容易

生腫瘤嗎？譚家輝醫生指出，任

何女性都有機會出現卵巢囊腫，

只要卵巢仍在，就有機會因細胞

變異而長出囊腫。

既然卵巢囊腫如此普遍，婦

女如何及早察覺自己患有囊腫

呢？
﹁大部分患者是沒有徵狀

的，特別是腫瘤體積較細及良性

瘤。沒有徵狀的婦女如何得知卵

巢長有囊腫？大多是因為定期婦

科檢查，在照超聲波掃描時發

現。﹂譚醫生說。有部分腫瘤較

大的婦女或會發現下腹脹，但很

多時以為自己肥胖而忽略。

譚家輝醫生說，卵巢囊腫主
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屬功能性，第二
類屬非功能性，即腫瘤，腫瘤再分為良性、惡
性，中間還有一種交界性腫瘤，個案亦不少。
第一類功能性卵巢囊腫，屬生理性，每個月經周
期隨着卵子長大，在排卵前差不多有兩厘米大，如這時
照超聲波見到兩厘米的泡，很大機會是功能性的泡。女
性排卵後，黃酮體會形成（目的在維持子宮內膜的穩
定），這類功能性的卵巢囊腫，在一兩個月經周期後會
消失，毋須特別處理。

如患有卵巢
囊腫，又突然
出現腹痛，很
可能已出現併
發症。

第二類的非功能性腫瘤，如屬良性瘤，並不會
侵蝕附近器官，亦不會轉移到身體其他地方，
手術切除後，不會復發。
良性腫瘤有不同類別，常
見有黏液性腫瘤、漿液性腫瘤、畸胎
瘤（含頭髮、牙齒、脂肪、骨等組織）。
惡性卵巢腫瘤，有能力侵蝕附近器官、
組織，亦有機會經血液、經淋巴擴散至其他部
位。卵巢位於盆腔內，而腹腔與盆腔是相通的，
故惡性細胞有機會從卵巢表面，沿盆腔走至腹
腔，然後在腹腔內擴散。

併發症
引發劇痛

而小部分患者因囊

腫壓住附近組織或器官而產

生不適，亦有些人會感背痛或腰

骨痛，有時會因為囊腫壓住膀

胱，令患者尿頻︙︙這些都屬輕

微徵狀。

如出現腹痛，則無論良性、

惡性或是功能性腫瘤，都可以判

定已經出現併發症！譚醫生指

出，常見併發症如腫瘤穿破，裏

面的液體流入盆腔，致腹膜產生

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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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是腫瘤突然扭轉，血管

扭曲了便無法供血，卵巢會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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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交界性腫瘤的特性與惡性腫瘤相
似，一樣可以侵蝕附近器官，一樣會擴
散，但其生長速度較慢，擴散或侵蝕
機會較低，因臨牀特性加上病理特
性不同亦得出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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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年前接受右邊卵巢囊腫
切除手術的張小姐，估

﹁兩年前的一次，是完全不

痛的，所以我就遲遲未發覺，直

至有不正常出血︙︙﹂張小姐向

記者說。
和很多婦女一樣，張小姐並

不為意盆腔內的變化，加上在略
胖體形的掩蓋下，就算卵巢長出
一個大囊腫，腹部微微脹大，都
以為是正常。如果不是經期前後
的不正常出血，她都沒想過求
醫。
﹁那段日子小便時，我發現
有少少血，但未到經期啊︙︙反
而到了經期時，卻沒有血，我思

譚家輝醫生指出，一
般體積小的卵巢囊腫不
會引起任何徵狀，故婦
女不易察覺。

體積大過過過籃籃籃球球球！！！

疑可能之前流光了，都未想過要

見醫生，直至某天如廁時忍不住

大力按壓小腹，有很多血流出

來，這刻我才知驚，嚇得我快快

見醫生！﹂她說。

醫生在超聲波檢查中發現右

邊卵巢有個十三厘米的囊腫，並

馬上安排手術切除。術後化驗證

實是良性瘤，張小姐才安心下
來。

自從患過卵巢腫瘤後，張小

姐特別為意腹部的變化，但當它

又出現變化時，她又懷疑自己神

經過敏，﹁最近這一兩個月，我

是覺得小腹有點脹，會否又有甚

麼呢？但我反問自己：﹃是否諗

多咗呢？﹄之後也就沒理會了︙

︙直至那天早上忽然腹痛︙︙﹂

張小姐說。

無徵狀 難察覺

養和醫院婦產專科譚家輝醫

生說，卵巢長出囊腫，如果體積

細，一般是沒有徵狀的，如果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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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不到兩年後又到左邊長出囊腫，
這次更引發痛楚，令她大為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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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尺度較寬鬆，就算五厘
米大的瘤，都有機會是功能性，
可以觀察；但患者如已經六十
歲，已收經十年，一定不是功能
性囊腫，腫瘤機會較高，故應考

療。而這次手術後的康復期，亦

讓她感受到開腹和微創的分別。

﹁兩年前手術後，我元氣大傷，

二十，完全沒有
血壓跌至五十 ╲
氣力，記得翌日護士是夾硬扶我

的確是良性，不會自然消失，日

百分百肯定它不是惡性。如果它

高，但一天未切除，一天都未能

醫生說，雖然良性變惡性機會不

引起任何徵狀，可否不處理？譚

如果腫瘤看來像良性，又沒

微創手術期間

小姐明言，如

前譚醫生向張

說。不過手術

用微創。﹂他

可，會盡量採

以如情況許

感到氣力不夠，所以，她仍需要

外出散步時，只走了一個街口便

體力亦復元得較快，但當她離家

姐這次雖然術後沒有甚麼痛楚，

不過手術始終是手術，張小

︙︙﹂張小姐說。

翌日在醫生檢查過後便能出院了

一次，當晚我便可以離開病牀，

坐起來，我感到天旋地轉；但這

後有機會出現併發症，故應慎重

發現無法順利

慮切除！

考慮切除！

張小姐雖然兩年內兩度生長

囊腫，但幸運地都屬良性。如果

術，醫生會在肚臍附近開一個切

月十九日進行手術。一般微創手

張小姐在了解清楚後，於上

淋巴等，再由病理部化驗及分

包括兩邊卵巢、子宮、大網膜、

需要再進行大範圍的切除手術，

性會如何處理？譚醫生說，病人

婦女在手術後化驗發現腫瘤屬惡

口置入腹腔鏡，但由於張小姐之

析，並為腫瘤定下患病期數，以

譚醫生提醒婦女，由於大部

前做過開腹手術，原切口就在肚

連，故於左上腹開切口進入，先

分卵巢囊腫沒有病徵，但如果發

決定下一步治療，如術後化療。

檢查清楚並清除黏連，最終順利

楚。

是囊腫，應盡快見醫生檢查清

躺下時仍見腹部突起，就有機會

現下腹脹大，按壓時感到硬實，

定腫瘤屬良性，毋須再做任何治

手術後的病理化驗結果，確

完整性。

完成切除囊腫手術，保留卵巢的

臍以下，譚醫生擔心腹腔內有黏

康復快 翌日出院

轉為開腹。

好好休養。

像張小姐，第一個囊腫達
十三厘米，體積大，亦未能確定
是惡性還是良性，故在醫生建議
下進行切除手術。第二個囊腫亦
達十二厘米，由於已經引起痛
楚，相信是出現併發症，故需要
及早切除。不同的是，第一個
腫瘤以開腹手術切除，第二個
腫瘤在譚醫生評估下，認為可
以微創手術切除。
譚醫生解釋，如果腫瘤過
大及有機會屬惡性或交界性腫
瘤，採開腹手術會較安全。﹁我
在檢查中發現張小姐的囊腫雖然
大，但屬良性居多，而考慮到微
創手術可以令病人較快復元，所

如囊腫體積不是太大，表面不似惡
性，患者年輕仍然想生育，可以只切除囊
腫；如手術後化驗發現有癌細胞，需要再
進行大範圍的切除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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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年齡婦女都有機
會患卵巢囊腫，故需多加
留意身體變化，有需要時
見醫生檢查清楚。

完成，有機會

患有卵巢囊腫的病人，到底只
切囊腫或是整個卵巢？譚醫生說會因
應個別情況而決定：一般如腫瘤體積
大，可留下正常組織機會較低，會將整個
卵巢連腫瘤切除；如有機會屬惡性，亦會
整個切除，以免在手術中讓癌細胞走散；
如婦女已停經，會整個切除，甚至兩邊卵
巢都完全切走。

性。﹁如懷疑是功能性，可以觀

管，亦令人擔心。另外腹腔積

的！如超聲波見到腫瘤內長滿血

間有血管流通，都是令人擔心

察，如一到兩周期後消失，便毋

水，亦是不好的現象︙︙以上多

般稱為腫瘤，可以是良性或是惡

第三類是囊腫表面的血管破
須再處理；或處方避孕藥，抑制

種情況都有機會屬惡性。﹂

令病者劇痛！這類必須及時進行手

裂，血液流入囊腫內，裏面會積
卵巢排卵，該功能性腫瘤亦會於

是惡性。譚醫生指出，雖然要百

已久的

患有卵巢囊腫的婦女如出現

此體積，腫瘤機會較高。超聲波

性囊腫很少大過五厘米，如超過

能確定準確度。

。不過譚醫
參 考 另 一 個 指 數 H E4
生說，目前後者數據較少，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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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扭正，否則卵巢會壞死。

血及脹大，形成痛楚。這類的痛
一到兩周期後消失。﹂

除超聲波圖像外，亦會參考

楚雖然比前兩者輕微，但患者的

血液的癌指數，其中一個是沿用

出現併發症的婦女，是否代
分百辨別腫瘤的性質，必須在切

的抗原，如指數高，
稱 為 C A125
惡性機會較大。不過有兩成卵巢

婦女發現身懷腫瘤，最擔心

表腫瘤體積大？譚醫生說，體積

除後交由病理部化驗才能確定，

感覺仍是強烈的！

大，穿破的機會亦較大，但不一

但在臨牀及超聲波影像中，可以

，卵巢癌腫會放出
C A125

定是大腫瘤才會引發併發症，細

初步得知腫瘤是良是惡。﹁功能

併發症，當然要第一時間處理，

檢查可以從腫瘤的外觀，辨別良

，故準確度只
癌 不 會 釋 出 C A125
有八成，所以近年婦產科醫生會

小的同樣可以扭轉或出血。

但如果沒有徵狀，在例行婦科檢

性或惡性，例如腫瘤內見到有硬

患有卵巢囊腫的婦女，會因

微創ＶＳ開腹
如裏面分開一格一格

應不同情況而決定如何處理。譚

塊，這是令人擔心的！

查中發現，應如何處理？

驗血、超聲波辨善惡
譚醫生說，先分辨囊腫屬功

腫都應考慮切除，不過對於年輕

醫生說，一般達五厘米以上的囊

︶，如格與格
︵ septum
之間的牆壁較厚，中
醫生正小心翼翼地切除腫
瘤，之後再放入醫療塑料袋，
刺穿吸走液體，然後取出。
婦女的不正常出血，很可能是卵
巢或子宮病變，應盡快見醫生檢查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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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或非功能性，非功能性的一
在腹腔鏡中，可見腫瘤
相當巨型，像個小皮球。

超聲波檢查可以了解卵巢狀況，亦
能初步判別是否惡性機會。

醫療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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