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宮頸抹片檢查— 
婦女保健重要的步驟

 
子宮頸癌的甄別

Funded by grant # 74326 and cooperative agreement # 86322 from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2

婦女一生都需要
 協調重要的任務

工作家庭

健康

照顧個人健康是首要的工作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sert drawings/pictures of Chinese women of all ages in different roles.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1.  A woman’s life requires balancing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2.  Taking care of your health is key.


3.  Routines are seasonal. (picture on next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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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抹片檢查
是婦女定期健康檢查重要一環。

在季節性的節日，
 加上定期的健康檢查。

健康
檢查 中秋節聖誕節

農曆新年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sert drawings/pictures of Chinese women at each event.

Have Powerpoint snazzily add the last sentence “Add a Pap test to your routine.” (If using Powerpoint, the animation feature occurs with a click for the “next slide.” If using overhead transparencies or slides, the last sentence will already be 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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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子宮頸抹片檢查？

子宮頸抹片檢查方
 法簡單， 祇在子宮
 頸的表層，輕輕抹

 下一些細胞並放在
 玻璃片上，然後在
 顯微鏡下鑑別細胞
 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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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頸表層的細胞，從正常轉變成為「前癌」以至產
 生癌的狀態，通常需要數年時間。

• 子宮頸的前癌和早期癌變是可從抹片檢查辨認出來，
 通稱「子宮頸抹片」 。

• 由於前癌和非常早期的子宮頸癌的痊癒率近乎100%，
 因此這種檢查幾乎可完全避免因子宮頸癌而死亡。

• 患上早期或前癌的婦女，通常都沒有半點子宮頸癌的
 症狀或不適。

為何子宮頸抹片檢查是那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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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曾是婦女死於癌病 常見的其中之一個原因。
• 它能發生在任何年齡的婦女。
• 自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採用子宮頸抹片檢查後，

 在北美洲國家死於子宮頸癌的人數逐漸下降。
• 雖然子宮頸抹片檢查有多種好處，但並非所有婦女都

 善用它。
• 在二零零零年患子宮頸癌的婦女，大部份在診斷前的

 五年內，未曾接受過子宮頸抹片檢查。
• 子宮頸癌是可以預防的。

子宮頸癌的一些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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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婦女患子宮頸癌的
 比率較高

全球死於子宮頸癌的婦女，多屬於未能定期獲得抹片檢查的一群，

 
這些個案通常在診斷時已達到侵襲性的晚期，而非前癌或早期癌的

 階段。

卑詩省婦女患子宮頸癌的比率

每十萬人
的比率

華人 人口 白人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is graph shows that Chinese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ap testing than other groups.  Chinese women have higher rates of cervical cancer partly, at least, because of low Pap testing.
Insert graph showing BC statistics.
Find statistics for Asia.(have them for China (death rates) see Cancer Facts and Figures p 26 :
Death rates:
US: 2.4 per 100,000 population
Canada: 1.9 per 100,000 population
China: 3.0
Source: mortality database 1994-9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99
5-yr count:avg annual age-adjusted incidence rates, 1988-92:
Chinese in the 
US: 7.8
China: 4.5
HK/Singapore: 17.6
Source: Cancer Incidence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Filipinos in the US and Asia 1988-92.
Find statistics for Chinese in the US.
Carey Jackson emphasized that speakers should explain and interpret bar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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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婦女接受
 子宮頸抹片檢查的比率

美國和加拿大的華裔婦女移民接受檢查的比率特別偏低，其
 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她們對定期作子宮頸抹片檢查缺乏認識。

三藩市人口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華人 拉丁裔 黑人 白人

人口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This graph shows that Chinese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ap testing than other groups.  Chinese women have higher rates of cervical cancer partly, at least, because of low Pap testing.
Find and insert graph showing BC/USA/Asia statistics? Per Caroline Wang
(Find statistics for Asia.(have them for China (death rates) see Cancer Facts and Figures p 26 
Find statistics for Chinese in the US.
Carey Jackson emphasized that speakers should explain and interpret bar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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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的成因何在？

• 凡曾經性事活躍的任何年齡婦女，患上
 它的機會較多。

• 可能是由一種病毒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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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會採用一支窺器(speculum)將陰道口打開，在子
 宮頸進行抹片檢查。

如何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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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盆部檢查？

女性盆部正面觀

輸卵管

卵巢

子宮
子宮
內腔

陰道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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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檢查盆部時，會仔細觀察和戴上膠手套
 ，用手探測子宮、陰道、子宮頸和卵巢是否
 有異常的情況。

• 盆部檢查可用來查探以下情況：
–陰道或子宮受感染的徵狀。

–子宮和卵巢有轉變，如長有異常的腫瘤。

–子宮頸的異變。

甚麼是盆部檢查？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Insert anatomical diagram of uterus, cervix, vagina with arrows pointing to cervix. Explain that the cervix is the lower part of the uterus, which connects the body of the uterus to the vagina.



13

哪些人應該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加拿大的指引

• 凡曾經性事活躍的婦女，都應該接受抹
 片檢查。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note: Dr. Frances Wong struck out the part “who are under 70 years old” and wrote “only if normal +3 in the previous year.” However, Caroline Wang included the age restriction in her 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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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應該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美國的指引

• 年齡超過十八歲的婦女。

• 所有現有或曾經有性事活躍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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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始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
 多久需要再行檢查

 加拿大的指引

• 當妳開始性事活躍後，便要經常接受抹片檢查。

• 應每年進行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

• 假如連續三次或以上的週年抹片檢查都是正常
 ，便可改為每隔兩年才檢查一次，直至年齡到
 達六十九歲。

• 曾有過不正常的子宮頸抹片檢查的婦女（包括
 已經接受治療者），應繼續每年接受抹片檢查
 一次。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Note: F. Wong emphasized “continue after age 69 if Pap tests are abnormal.” Also, Caroline noted there should be two normal Pap tests before reducing screenings, whereas F. Wong noted there should be three normal Pap tests before reducing scree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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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開始進行子宮頸抹片檢查？
 多久需要再行檢查？

 美國的指引

• 子宮頸抹片檢查可在性事活躍後開始每年檢
 查一次，也可從十八歲後開始。

• 假如連續三次或以上的週年抹片檢查都是正
 常，可遵從醫生指示，減少檢查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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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哪些人會較多機會患上

 子宮頸癌？

• 患有性病的。
• 年輕時已開始性交。
• 有許多性伴侶；或祇有一個性伴侶，但他卻曾

 擁有多個性伴侶。
• 吸煙。
• 沒有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Caroline Wang warn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wording carefully. We should be careful to avoid giving the impression that women who don’t have these risk factors or think they are not promiscuous can be less concern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r Pap testing. We do not want to increase the cultural barrier further with this association. 
�This doesn’t change what the patient is supposed to do, since screening is for all women, although it should raise the index of suspicion for the physician. This is more of an academic concern.  Perhaps part of the usefulness is to discourage people from having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or practicing safe sex? On the other hand, even if the woman had only one partner, that partner could have had other previous sexual partners and still exposing her to the risk.

(Maybe we should scrap this slide, as it is mostly an alert for the phys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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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梁太

「我今年五十六歲，一生大部份時間都是處理

 
家務和照顧子女；也總算托福，身體健康，丈

 
夫、子女和孫兒們都壯健。我經常飲補湯，服

 
防癌的草藥，有空也會做些柔軟體操。 產

 
後，我嚴格遵守「坐月」的習俗，也很注重婦

 
女的衛生。 我曾聽過朋友和女兒們提及子宮

 
頸抹片檢查，但心想許多婦女好像我的情況一

 
樣，是不需要接受這種檢查。 」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clude drawing of Mrs.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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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太

妳應該知道 :
• 任何年齡的婦女都可能患上子宮頸癌。
• 所有婦女，不論健康與否，富裕或貧窮，都

 有患上子宮頸癌的風險。
• 進食有益的食物及做運動當然有好處，但並

 不能防止子宮頸癌。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clude drawing of Mrs.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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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

「我的丈夫是在一間中國餐館做副廚。

 
我們有三個年幼的孩子，所以經常忙於

 
工作來維持家計。 我 後一次接受子宮

 
頸抹片檢查是五年多前，現在覆檢期已

 
過，但可惜我沒有空到醫生診所接受檢

 
查，我對沒有經常作抹片檢查有點擔

 
憂，但至少我也曾做過一次。 」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sert drawing of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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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

妳應該知道 :
• 子宮頸抹片檢查一定要經常定期進行，才可以及早偵察早

 
期的不正常轉變。及早診治才能收到更佳治療的效果。

• 婦女患上早期前癌的子宮頸異變是沒有半點症狀的，因此

 
就算自己感到身體健康，定期作抹片檢查仍是很重要的。

• 抽一些時間來作抹片檢查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挽救妳的性

 
命。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sert drawing of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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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和她的母親

「我的媽媽從來沒有接受子宮頸抹片檢

 
查，她經常說自己已年老，絕經多年，自

 
丈夫去世後又沒有性接觸，所以不需要接

 
受抹片檢查。 她對醫生檢查自己的下體

 
時，感到十分尷尬，也害怕聽到試驗報告

 
的壞消息。 我本人相信媽媽是需要接受子

 
宮頸抹片檢查。 其實，祇要我去見醫生

 
時，帶同她一起便可解決。 」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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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和她的母親

妳應該知道 :
• 許多婦女在絕經後及性事停止活躍後，也可以患上子宮頸

 癌。
• 子宮頸癌是可以預防的，祇要將前癌細胞偵察出來，並將

 它們消滅。
• 愈早發覺自己患上子宮頸癌，愈早可獲得治癒，對個人健

 康是有益處的。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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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太

「我曾經患上子宮頸癌，對自己能重新過著正

 
常的生活，感到萬分幸運。 倘若我沒有得到

 
朋友葉太的說服，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便不

 
會獲得診治。 我今年六十四歲，很高興活著

 
看見孫兒和曾孫們成長。」

「 經過這次親身的體驗，我想告訴所有婦女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的重要性。這是我們照顧

 
個人健康能做得到的事情。目前，無論我怎樣

 
忙著家務或替別人照料嬰孩，都不會忘記每次

 
抹片檢查預約的日期。這個檢查帶給我內心的

 
安寧。 」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clude drawing of Mrs.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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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太

妳應該知道 :
• 若和其他癌病比較，子宮頸癌較容易診斷和治

 理。
• 子宮頸癌若能及早診治，痊癒的機會高達

 99%。

有關子宮頸抹片檢查
 常見的誤解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include drawing of Mrs.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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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陰道排泄

假如我沒有異常的陰道排泄，還需要接受子宮
 頸抹片檢查嗎？

需要。就算一點症狀也沒有，妳也可能患有
 子宮頸癌。許多患子宮頸癌的婦女都是沒有
 異常的陰道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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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性病

假如我從沒有患任何性病，還需要接受子宮頸抹
 片檢查嗎？

需要。不錯，患有性病的婦女較容易患上子
 宮頸癌，但是許多患有子宮頸癌的婦女是從
 沒有染上性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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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步入老年

假如我步入老年，丈夫去世，已絕經多年，為
 何我仍需顧慮患上子宮頸癌？

很不幸，子宮頸癌多見於年齡較長的婦女。
 不錯，性病帶來的困擾已經消失，但癌病仍
 是一個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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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痊癒

子宮頸癌能痊癒嗎？
子宮頸前癌異變幾乎可說是全能獲得痊癒。治療方法十分

 簡單，祇要幾分鐘便可完成，可在局部麻醉下進行，毋須

 入住醫院，也不會影響婦女日後生育。除去異常的細胞，

 可借助冷凍療法(cryotherapy)、激光法（laser）或小手術

 如圓錐形切除法(cone biopsy).
子宮頸癌的痊癒率不一，要視乎病情已到達那一個階段，

 及癌細胞是否屬於侵襲性的一類。如能及早診治，痊癒機

 會大大增加。治療方法一般包括手術、電療和化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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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定期檢查

為何需要經常定期檢查，一次仔細的檢驗還不
 足夠嗎？

子宮頸癌可在任何時刻開始成長。因此醫生
 經常替婦女作定期性的子宮頸檢查，確保一
 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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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美國醫療保險

假如我沒有購買醫療保險，又或我不能肯定醫
 療保險計畫是否包括子宮頸抹片檢查時，我應
 該怎麼辦？

幾乎所有醫療護理計畫，包括「醫療補助計
 劃」 (Medicaid)和「醫療保險計劃」

 (Medicare)，都支付子宮頸抹片檢查的費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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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英語

假如我的英語說得不好，怎可明白醫生對我說
 的話？

有部份診所的醫生和護士懂得說華語，有些
 診所設有曾受訓練及會保密的醫務傳譯人員
 。當妳預約時，可要求提供一名傳譯員協助
 。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Note: we need to let the local distributors of this slideshow packet know they should include a list of contacts access bilingual doctors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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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誰會進行這項抹片檢查？

是否由一名婦科專家替我進行抹片檢查？
婦科專家和家庭醫生都會進行抹片檢查，大

 部份例行性的抹片檢查，都是由家庭醫生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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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放鬆盤骨肌肉

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是否會感到痛呢？
子宮頸抹片檢查是不應該有痛楚的。有些婦

 女或會感到不適，可能由於窺器太大。妳可
 要求醫生選用一支較細小的。有時嘗試將盆
 骨肌肉放鬆，也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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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查詢的問題
 男醫生或女醫生

我的醫生是男性，由他替我進行子宮頸抹片檢
 查，使我感到很尷尬。我可否找一名女醫生替
 我進行抹片檢查？

許多男醫生都會替女性病人進行子宮頸抹片
 檢查。假如妳對這種情況感到不安，可直接
 告訴妳的男性家庭醫生，請他安排一名女性
 替妳進行這項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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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謹記下列幾項要點…

• 健康對妳和家人都是非常寶貴的。
• 抽點時間來照顧自己的健康是重要的。
• 經常性的子宮頸抹片檢查應是妳定期健康檢

 查的一部份。
• 例行性的子宮頸抹片檢查，可預防子宮頸癌

 。
• 預防是 佳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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