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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癌是香港常見的癌病，

根據醫院管理局癌症資料統計中

心的數據顯示，本港每年約有

3,700宗大腸癌新症，是「第二

號癌症殺手」，僅次於肺癌。近

年，本港的大腸癌新症不斷上

升，比十年前增加超過兩成，以

前大部分的患者年齡都在五十歲

以上，現時則有年輕化的趨勢。

有專家指出，大腸癌與多肉少菜

又缺乏運動的生活習慣有關，若

港人繼續忽略這健康問題，相信

大腸癌個案只會有增無減，勢必

「爬頭」成為癌症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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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是人體消化系統的重要

部分，生病的原因絕對與

飲食有關。食物經胃部進入小腸，

小腸吸收食物的營養後，便將剩下

的渣滓運進大腸。大腸的功用是負

責吸收水分及電解質。在吸收過程

完畢後，無用的渣滓便會經直腸由

肛門排出體外。

大

一直以來，西歐、北美等國家

的大腸癌發病率都甚高，普遍認為

高動物蛋白、高脂肪和低纖維的飲

食習慣是發病的因素。香港人喜歡

多肉少菜的西方飲食文化，男士尤

其明顯，所以在香港男性大腸癌患

者的人數較女性為多。

據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

育及促進健康中心臨床主任黃至生

醫生指出：「港人缺乏運動、多肉

少菜的飲食文化，以及肥胖問題日

益嚴重統統都不利腸道健康。大腸

癌近十年的情況並不理想，發病率

有機會超越西方國家。現在香港每

年有近四千宗大腸癌新症，即每十

萬人中便有六十六個患者，如果再

不做任何預防工作的話，估計2010

年大腸癌將會超越肺癌，成為香港

頭號癌症。」問到香港男性大腸癌

患者的人數較女性為多的原因，黃

醫生估計與遺傳基因、煙酒過多、

工時較長等有關。

西方飲食文化損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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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癌患者初期會
出現嘔吐的情況。

無論工作有多忙碌，也需保持
定時的健康飲食習慣，減少進
食多油、多鹽的快餐類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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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1. 排便出血

2. 排便習慣改變

3. 糞便帶有黏液

4. 腹痛或絞痛（如用餐後經常絞肚痛卻

 不能排便）

5. 體重突然減輕

6. 不明原因的貧血

六大不尋常訊號

多啲知

在臨床表現上，大腸癌患者會出現

大便出血、排便習慣改變、腹隱痛等癥

狀。不過，腫瘤所在位置不同，徵狀亦

有所差異： 

1. 右側結腸管腔
管腔較大且殘渣為液體狀，功能以

吸收水分和電解質為主，故病徵有腹

瀉、下腹隱痛、貧血、食慾不振、噁

心、嘔吐等。

 

2. 左側結腸管腔
管腔較窄且殘渣為固體狀，功能以

貯存大便為主。病徵包括大便帶血及黏

液，大便次數增加。並易發生腸梗阻、

腹痛、便秘和陣發性腹痛等現象。

 

3. 直腸及肛管
早期徵狀為肛門不適或有下墜感，

有隨時都想大便之感，大便有黏血液、

大便次數增加，細心觀察可見大便變幼

如絲帶。病者有肛門痛，排便時痛楚加

劇，並有鮮血排出。

癌位不同　徵狀各異

你知話

大腸癌包括發生在結腸、直腸

及肛管內的癌病。其中百分之七十

以上是發生在結腸及直腸，所以大

腸癌又稱結腸癌或直腸癌。大腸內

壁由正常細胞增生以至形成瘜肉，

需時五至八年，由瘜肉演變為癌

症，亦要三至五年時間，若市民定

期做檢查，可以有效避免大腸癌病

發。

大腸癌的形成有一段頗長的癌

變過程，在大腸癌來說，預防是非

常重要的一環。黃醫生建議，五十

歲以上的人士，即使沒任何徵狀也

最好每五年做一次大便隱血測試或

照一次乙狀內窺鏡，每十年照一次

大腸鏡，即使不幸發現瘜肉，亦

可在它未演變成為癌前及早切除。

至 於 直 系 親 屬 （ 父 母 或 兄 弟 姐

妹）中有罹患大腸癌的人士，其患

病的機會則較常人高三至四倍，所

以這些高危族四十歲開始就應定期

做大腸癌測試，防患於未然。

由於大腸癌早期沒有明顯的徵

狀，加上發展速度較為緩慢，很多

患者都容易掉以輕心，以致求診時

多屬晚期階段，增加治療難度。預

防及早期發現是控制及治療腸癌的

關鍵，腸癌如能及早治療，治癒率

及五年生存率都很可觀。黃醫生說

最重要是提高警覺，大腸癌最常見

徵狀是大便出血，但很多人卻誤以

為是生痔瘡，因而拖延病情。不少

人都將大腸癌的徵狀：大便帶血、

肚瀉、有便意但排不出，誤以為是

生痔瘡，其實兩者是有其他分別

的，例如大腸癌的患者會感到疲

倦、消瘦、食欲不振等，而大便帶

血嚴重時更可致貧血，這些徵狀卻

不會出現在痔瘡患者身上。雖然痔

瘡並不會形成大腸癌，但由於痔瘡

是非常普遍的疾病，在很多情形

下，其實有很多病者是同時患有痔

瘡及大腸癌，因此若發現大便習慣

改變甚至是體重驟降，應趕快求診

作詳細檢查，以斷定是痔瘡或其他

腸病，作出有效治療。 

變癌速度慢 難以察覺

痔瘡狀似 容易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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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懷疑自己患上大腸癌，應及早進行檢驗，
以策安全。

頭暈、體重驟降都是大腸癌
會出現的明顯徵狀。

傳統的大腸癌切除手術傷口大，容易引致傷
口感染，增加病人痛楚及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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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纖低脂飲食
由於大腸癌與長期進食高脂肪食物

有關，因此日常應該盡量減少脂肪的攝

取量和多進食高纖維質的食物。纖維是

指生果、蔬菜、五穀類及豆類那些不能

消化的部分。高纖維食物有助吸收腸內

水分，使糞便體積增大，刺激腸內壁的

蠕動，方便排洩，從而縮短致癌物質留

在腸內的時間，以預防大腸癌。

 

2. 保持恒常運動
研究亦證實運動能減低大腸癌的發

病機會。體力勞動有助加速大腸的蠕

動，縮短糞便通過大腸的時間，從而減

低大腸內膜接觸糞便內致癌物的機會，

因此大大降低危險性。適量的運動如每

星期進行三小時快步走的運動，能有助

減低患上大腸癌的機會。

 

3. 養成排便習慣
即使如何忙碌，都要養成每天排便

的習慣，這樣才能縮短廢物甚至致癌物

質留在腸內的時間，令患上腸癌的機會

減少。

4. 定期身體檢查
由於腸癌形成的時間較長，定期檢

查可預防腸癌的形成，建議五十歲以上

人士每年進行隱血檢查及每五年接受一

次大腸內窺鏡檢查。個人或家族病歷導

致增加患腸癌機會的人士，則應於四十

歲後每五年接受一次大腸內窺鏡檢查。

預防基本功 

你知話

1. 肛門指檢 
由於約有五成的腫瘤發生在肛管和

直腸內，醫生可通過這簡單的方法來得 

到初部的診斷。

2. 隱血檢查 
大腸直腸癌所引起的潰瘍常會因排

洩糞便的刺激而流血，若一年內先後兩

次的隱血檢查均呈陽性反應，便有可能

是大腸癌，需接受進一步檢查。

3. 內窺鏡檢查 
內窺鏡可依照檢查的部位區分為乙

狀腸鏡、堅硬的直腸鏡可伸入直腸20公 

分，和柔軟的光導纖維內窺鏡更可伸至

60公分，直達盲腸，可觀察整個結腸，

並可取得活組織作病理化驗，對早期發

現甚有幫助。

4. 鋇劑灌腸X光造影檢查
是 診 斷 乙 結 腸 和 直 腸 癌 的 有 效 方

法。鋇是一種X光不能穿透的物質，醫生

將鋇劑經肛門灌入腸內，透過照腹部X

光，若腸內有異常瘜肉或腫瘤，便可從X

光中看到。 

5. CEA偵測
血液中的CEA，又稱腫瘤胚胎抗

原，是從大腸癌細胞分離出來的，即正

常細胞所沒有的，因此它在血中的濃度

會隨着大腸癌的發展而升高。手術後，

CEA可助偵測大腸癌有否復發。

診斷方法淺入深

料庫資

手術切除是醫治大腸癌的主要

方法。切除範圍包括腫瘤和周圍一

段大腸，以及附近淋巴組織。醫生

然後將剩下的兩端大腸接駁。對於

直腸癌，醫生需按腫瘤的位置而選

擇不同的切口。若腫瘤太接近肛

門，醫生便需將肛門及附近組織切

除，將大腸末端在腹壁拉出，縫在

腹面，稱為「造口」或「假肛」。

以後病人便需在造口的位置貼上造

口袋，以收集排洩物。

另外，有部分病人需在手術

後，接受抗癌藥物或放射治療以減

低復發機會。 

要正確判斷自己的病情，最直

接的方法當然是接受檢驗。為了市

民的健康着想，中大消化疾病研究

所正在港進行為期五年的「香港大

腸癌：教育、宣傳及篩查」計劃，

讓一萬名五十歲或以上沒有大腸癌

病史的人士，免費接受合乎個人需

要的測試，包括大便隱血測試或大

腸鏡檢查。

據黃醫生表示：「我們會先為

市民作出最簡單的隱血檢查，若然

發現有不尋常的現象，便會進行進

一步的檢驗，如內窺鏡檢查、鋇劑

灌腸X光造影檢查。

另外，我們亦建議五十歲以上

人士定期作大腸癌檢驗，每年做一

次大便隱血測試，或每十年做一次

大腸鏡檢查。」

黃醫生續說：「在未來五年，

希望公眾能對大腸癌有更豐富的知

識、態度及信念，我們亦會對計劃

結果作出評估，期望能協助我們倡

議政府訂立全面、普及的預防大腸

癌政策。」

VITAL話題

TOPIC

傳統選擇 切除手術

免費檢驗 杜絕潛在危機

五殼類食物、生果、蔬
菜均含豐富的食用纖
維，多吃有助刺激腸內
壁蠕動，方便排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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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大腸癌都被視為老人疾

病，發病年齡多介乎五十五至七十歲，

對年輕一輩來說，更往往認為與自己完

全無關。不過，這個觀念現在可能要逆

轉，因為近年因大腸癌死亡的病患年齡

已有年輕五至十歲的趨勢，就算只有廿

多歲的年輕患者亦陸續出現，情況令人

擔心。

面對這個情況，黃醫生認為主要受

近年的飲食習慣所影響。現代人工作繁

忙，大部分時間都會出外用膳，習慣了

多油、多鹽、多糖、高脂肪及高速的飲

食模式，這些物質長期積聚在腸內，增

加了患腸癌的風險。

大腸癌有年輕化跡象

你知話

由於大腸基本上是由結腸及直腸所

組成，因此大腸癌又可大分為直腸癌及

結腸癌兩大類。直腸、結腸其實都是人

體消化系統的一部分，它們能吸收食物

中的營養成分及貯存廢物直到移除至身

體外，而結腸的位置大約在大腸的前六

英吋部分，而直腸則是末段八至十英吋

部分。由於直腸屬尾段部分，因此所積

聚的致癌物亦最多。根據統計，43%的

大腸癌就是發生在離肛門最近的直腸

位置。

直腸癌與結腸癌
的差別

不過，現在的病人已經幸福多

了。隨着醫學進步，他們除了選擇

進行開刀手術外，更可嘗試近年發

展迅速的微創手術。相信大家都對

微創手術不會感到陌生，它不旦可

減低手術所帶來的痛楚，同時可加

速康復的進度，絕對是個不錯的選

擇。

據了解，大部分的結直腸癌手

術均可在腹腔鏡下進行，醫生會採

用直徑約一厘米的腹腔鏡，然後在

螢光幕顯影的協助下，把癌細胞切

除。完成後整個傷口大約只有三至

五厘米，比起傳統剖腹式切除手術

那長達十五至廿厘米的傷口，確實

細小得多。

此外，由於傷口細，所以可直

接減低傷口受感染的機會，而傷口

痊癒後，外觀上亦會比傳統的手術

美觀得多。

微創手術 傷口細減痛楚

多啲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