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 PREVENTION 健康講座 | 風 險 中 的 選 擇 ——關注前列腺癌之二

上一期我們介
紹了前列腺癌的發病
因素、症狀、病理分
期、以及選擇治療的
原則，這些無疑都是
患者及其關注的重要
問題。事實上，一旦
病人被確診罹患前列
腺癌，病人最爲關心
的便是哪些治療對自
己效果最佳，而副作
用最小。然而，在治
療前列腺癌過程中，
目前尚沒有任何治療方法能夠完全避
免嚴重的副作用的發生，換言之，治
療都是有風險的。

密切追蹤觀察
前列腺癌一般生長非常緩慢，如
果患者年齡較大或患其他重大疾病，
可能完全不需要治療，醫生可能會建
議採用“密切追蹤觀察”（也叫預期
處置）的方式。
這種方式會密切觀察癌症病情，
而不採取手術或放射等治療方式。如
果癌症未導致任何症狀、生長速度可
能很慢，或很小並侷限在前列腺的一
處，則“密切追蹤觀察”是理想的選
擇。如果患者較年輕、健康而且癌症
生長較快，通常就不適合這種方式。
目前，密切追蹤觀察對於癌症
生長速度緩慢的男性是一項適合的
選擇，因為積極治療未能確定是否
能夠幫助延長患者的壽命。“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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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觀察”不代表忽略癌症的存在，
反之，醫生會密切觀察病情的發展，
您可能每3到6個月接受一次PSA抽血
檢查和DRE，每年接受一次前列腺切
片檢查。如果您開始出現症狀，或癌
症開始較快生長，您可以考慮積極治
療。“密切追蹤觀察”的缺點是可能
讓癌症發展成晚期階段，而這將會限
制您的治療選擇。

手術
前列腺癌最常見的手術是根除性
前列腺切除術和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
（TURP）。
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
其目的在於治癒癌症。一般在
癌症未擴散到前列腺以外的情況下進
行，手術會切除整個前列腺和周圍部
分組織。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主要分
為兩種。
（1）恥骨後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

多數手術醫生採
用的方式，切口在下
腹部。手術醫生會先
切除前列腺附近的淋
巴結，如果淋巴結有
癌細胞，表示癌症已
經擴散。由於癌症可
能無法治癒，醫生可
能會中止手術。
控制勃起的神
經非常靠近前列腺。
進行手術時，醫生會
盡量避免傷害到這些
神經（稱為神經保留手術）。這可降
低術後陽痿（無法勃起）的風險，但
不一定能完全避免。如果您在手術前
能夠勃起，醫生會嘗試不傷害到這些
神經。當然，如果癌症擴散到這些神
經，醫生就必須切除它們。即使保留
神經，手術後至少還需幾個月才能恢
復勃起功能。
（2）經會陰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
手術醫生會在肛門和陰囊之間的
皮膚劃出一道切口，經會陰手術較難
保留神經，而且也無法摘取淋巴結。
不過，手術醫生可以視情況利用其他
方法摘取部分淋巴結。由於這種手術
的時間一般較短，對於不需要保留神
經或有其他疾病而無法進行第一種手
術的男性，便可以採取這種方式。
這些手術需要1個半到4個小時，
經會陰切除術所需時間一般比恥骨後
切除術短。平均住院時間為3天，請假
休息的時間約需3到5週。
在大部分情況下，您可以在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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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捐血，所捐的血可視需要在手術
期間輸回給您。手術之後，當您還處
於麻醉狀態時，通常會將一條排尿的
管子（導尿管）經陰莖置入膀胱內。
導尿管會放置1到3週，便於您在恢復
期間排尿。在導尿管取出之後，您便
可以自行排尿。
（3）其他形式的根除性手術
腹腔鏡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
（LRP）上述兩種手術都是手術醫生
劃出一道長切口來摘除前列腺，所以
也叫開放式手術。現在有一種更新型
的方法，只要劃幾道小切口，然後再
使用特殊長型器具就可摘除前列腺。
這稱為腹腔鏡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
（LRP），美國有越來越多醫生使用這
種方式。LRP的優點顯著：減少失血和
疼痛、住院時間較短以及恢復時間較
快。LRP也可以保留神經，副作用與開
放式前列腺切除術相當。
機器手臂輔助腹腔鏡根除性前列
腺切除術 這是一種更新型的方式，就
是使用機器手臂遙控施行LRP。手術醫
生控制機器手臂透過病人腹部的幾個
小切口進行手術。對病人來說，無論
是在手術期間或復原方面，直接和遙
控（機器手臂）LRP的差異不大。但這
種新型方式越來越受歡迎，同樣，最
重要的考量因素還是手術醫生的技術
和經驗。
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TURP）
這種手術是為了幫助無法進行其
他手術的男性減輕其症狀，如排尿困
難。手術目的並非治癒癌症或全面摘
除癌細胞，而是常用來減輕稱為BPH
的非癌症前列腺肥大症狀。進行手術
時，會將末端有個小線圈的工具穿過
陰莖末端插入尿道，線圈會加熱並灼
燒掉壓迫尿道的前列腺部分，這種手
術不需要切口，但也需要進行脊髓麻
醉或全身麻醉。
手術約需1小時。您通常可以在1
或2天後出院，並在1到2週後恢復工
作。手術之後，需要2或3天置入導尿
管來排尿，手術後尿液可能會帶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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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的風險
和副作用
如同任何大型手術一
樣，手術風險包括麻醉產
生的問題、心臟病發作的小
風險、中風、腿部形成血凝
塊、感染以及出血，風險有
一部分會視整體健康情況、
年齡以及醫生的技術而定。
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可能引
致的主要副作用為無法控制膀胱（尿
失禁）以及無法勃起（陽痿）。
尿失禁是指無法控制尿液或尿液
排尿困難。尿失禁不只影響身體，對
心理亦造成負擔。尿失禁可分為3種。
壓力性尿失禁：在咳嗽、大笑、
打噴嚏或運動時會漏尿。壓力性尿失
禁是前列腺手術後最常見的一種尿失
禁；
滿溢性尿失禁：需要長時間來
排尿，而且不需用力就會出現點滴流
尿；
急迫性尿失禁：會突然需要上廁
所排尿；
醫生無法預測任何一位男性在術
後的功能，在一項大型研究中，研究
人員發現在根除性前列腺切除術後 5
年：15% 的男性無法控制膀胱或出現
經常性漏尿；16% 的男性一天至少漏
尿兩次；29% 的男性穿護墊來保持乾
爽。多數大型癌症中心由於經常進行
這種手術，手術醫生的經驗較多，因
此出現尿失禁的病人較少。如果有尿
失禁的困擾，請告訴醫生。醫生應對
尿失禁有所瞭解，也應能夠建議改善
的方法。您可以練習某些運動（Kegel
運動）來強化膀胱肌肉。另外，有些
藥物甚至手術也可用來改善尿失禁，
當然也可利用一些護墊產品來保持乾
爽舒適。
陽痿是指男性無法勃起而不能
進行性行為。控制男性勃起的神經可
能在手術、放射治療或其他治療期間
受損。在手術後的 3 到12 個月內，
可能需要藉助藥物或其他治療才能勃
起。在這之後，有些男性將恢復勃起

功能，有些則仍有困難。術後能否勃
起，視年齡和實施的手術類型而定，
年齡越輕，恢復勃起功能的可能性就
越高。如果您擔心勃起方面的問題，
請務必諮詢醫生，有多種改善的方
法，有藥物、甚至真空幫浦和人工陰
莖植入等儀器均已證實有效。
一些其他副作用：不孕，由於手
術中切除了輸精管，這表示男性不再
能夠以自然的方式孕育子女，一般來
講，這不是太大的問題，因為罹患前
列腺癌的男性多數年齡較大。但如果
對您來說有生育需要，請在手術之前
與醫生討論“保存”精子的可能性。
淋巴水腫是少見的副作用，會有腫脹
和疼痛的感覺，一般可以經由物理治
療消除，但也可能無法完全消除。手
術還可能會造成陰莖變短，但這個副
作用影響不大。

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是指使用高能量光線
（如X光）殺死或縮小癌細胞的治
療。放射線可能來自於體外（體外放
射），或來自於直接置入腫瘤的放射
性物質（近接治療或體內放射）。
放射治療有時會是首選的治療方
式：針對尚未擴散到前列腺以外或只
擴散到附近組織的低惡度癌症進行治
療。如果手術後前列腺部位的癌細胞
未完全摘除或復發，有時也會使用放
射治療。放射治療的治癒率與手術治
癒率相當。如果癌症發展到晚期，則
可使用放射治療來縮小腫瘤和減輕疼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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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放射線照射治療（EBRT）
這種治療與接受一般X光很類似，
儘管每次治療的時間僅數分鐘，但療
程較長，病人通常會在門診中心接受
一週5次的治療，持續7到9週，治療本
身很快而且無痛。
在體外放射線照射治療期間和
治療後，您可能會出現腹瀉、偶爾血
便、肛門溢漏以及大腸急躁症；可能
會出現頻尿、排尿時有灼熱感以及血
尿；在治療後幾年，出現尿失禁的機
率會逐年上升；陽痿的出現率和手術
治療相當；放射治療也可能引起疲
倦，可能需要治療停止後數月才會消
失。但上述副作用都和標準體外放射
治療有關，而標準體外放射治療現在
的使用較過去少了許多。目前有更新
型的技術，可讓醫生更精準治療前列
腺癌，同時減少周圍健康組織受放射
線損傷。這些新技術不僅提高成功率
還減少副作用。新型治療方式的風險
可能較低。
近接治療（體內放射）
在永久或低劑量近接治療方式
中，會將放射性顆粒（如米粒般大
小）直接置入前列腺。這些放射性顆
粒有時稱為“種子”。由於體積很
小，這些粒子幾乎不會引起不適，在
放射線物質耗盡之後，會留在原處。
另外一種形式的近接治療是暫時
或高劑量近接治療，這種治療會使用
刺針，將導管置入前列腺。這些導管
中會放入高強度的放射性物質，時間
達5到15分鐘，然後取出。患者需要住
院治療，通常在幾天內進行3次短暫治
療，導管會在最後一次治療後取出。
當然近接治療一樣也會有副作
用產生：置入體內的放射性顆粒，會
發出微量射線，時間持續數週，即使
輻射範圍不大，但治療期間盡量避免
接近孕婦和幼童，其他方面也必須小
心，例如性生活時戴上安全套。置入
放射性顆粒約一週後，陰囊和肛門
部位可能會有點痛，而且尿液呈褐紅
色。如同體外放射治療，這種治療也
可能有膀胱問題、腸道問題和陽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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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治療

副作用，但發生的機率較低。

冷凍手術
這種手術使用冷凍金屬探頭來
冷凍細胞，以治療前列腺癌，適用於
尚未擴散的前列腺癌，但對於前列腺
太大的男性可能不適合。住院一天，
需要透過腹部置入導尿管（避免治療
後由於前列腺腫脹尿液滯留膀胱），
並在數週後取出。手術之後，插入探
頭的肛門和陰囊部位可能會瘀青和疼
痛；手術後的幾天內可能會出現血
尿；陰莖和陰囊在冷凍手術後也常會
出現暫時性的腫脹。
冷凍手術有優點亦有缺點。一
方面，由於這種手術的侵入性比根除
性手術低，因此失血較少、住院時間
較短、恢復時間較快，也比較不痛。
但冷凍可能會使前列腺附近的神經受
損，導致陽痿和尿失禁。這些副作用
可能比根除性手術後更易發生。此
外，冷凍可能會使膀胱和腸道受損，
導致疼痛、灼熱感以及大小便頻繁。
相較於手術或放射治療，醫生對於這
種手術的長期效果所知不多，多數醫
生不會將冷凍手術列入首要選擇。

荷爾蒙治療（也稱為雄激素去除
療法）的目的是要降低男性荷爾蒙或
雄激素的濃度，如睪丸素。雄激素多
半由睪丸製造，有助於前列腺癌細胞
生長。降低雄激素濃度通常可以使前
列腺癌腫瘤變小或生長變慢。荷爾蒙
治療可以控制但無法治癒癌症，所以
不應取代以治癒為目標的治療。
荷爾蒙治療通常應用於：不適合
接受手術或放射治療的男性、癌症已
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或治療後復發、
與放射治療搭配使用，適合癌症在治
療後極可能復發的患者、有時在手術
或放射治療之前使用，以縮小癌腫
瘤。
雖然荷爾蒙治療無法治癒癌症，
但可以減輕症狀。有些醫生認為，荷
爾蒙治療在癌症進入晚期之後越早開
始，效果越好，但不是所有醫生都認
同這一點。幾乎所有前列腺癌都會對
這種治療產生抗藥性，因此有些醫生
會採取時斷時續的方式進行治療（即
間歇性治療）。用藥一段時間，接著
停藥，而後再開始給藥。這麼做的好
處之一是有些男性能夠暫時避免副作
用（陽痿、失去性慾等）。
荷爾蒙治療的方法有多種，主要
是利用手術或藥物降低睪丸素濃度或
阻斷身體使用雄激素的能力。睪丸切
除術的作用仍是治療荷爾蒙，手術醫
生會切除睪丸，因為超過 90% 的雄
激素，多半為睪丸素，由睪丸製造。
雖然手術相當簡單，費用也不高，但
因爲是永久切除，許多男性都難以接
受，接受這種手術的男性約有 90% 會
降低或失去性慾以及出現陽痿。
LHRH 類似物（促黃體激素類似
物），這些藥物降低睪丸素的效果就
如同睪丸切除術。LHRH 類似物（促
進劑）以注射方式給予，可每月或每
3、4、6 或 12 個月注射一次。雖然這
種治療所需的費用較高，看診次數也
較多，但大多數男性都會選擇這種方
法來取代切除睪丸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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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簡稱化療，是利用藥
物來治療癌症。藥物通常會注射到靜
脈，有些則採取藥丸吞嚥的方式，一
旦藥物進入血液，就會擴散到全身來
破壞癌細胞。如同荷爾蒙治療，化療
也不太可能治癒癌症，這種治療無法
破壞所有癌細胞，但可以減緩癌症的
發展速度並減輕症狀，進而提高生活
品質。目前有多種不同化療藥物，一
般會同時使用兩種或多種藥物，以達
到更佳的化療效果。
雖然化療藥物會殺死癌細胞，但
也會傷害一些正常細胞，因而導致副
作用發生。化療的副作用會視藥物種
類、劑量以及治療的時間長短而定。
這可能包括：噁心和嘔吐、食慾不
振、掉髮、口瘡等；由於正常細胞也
會受損，因此紅血球數量會變少。這
可能導致感染風險增加（因白血球變
少），稍微割傷或受傷就出血或瘀青
（因血小板變少）疲倦（因紅血球數
量變少）。

疼痛和其他症狀治療
雖然摘除或破壞癌細胞或減緩
其生長的方式是大部分治療手段的目
的，但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也是重要
的目標之一。如果在治療過程中，出
現疼痛或不適症狀，請立即告知您的
醫生或護士，這些症狀均有改善的方
法。
止痛藥物的效果極佳。只要正確
使用，就不需要擔心上癮或產生依賴
性。這些藥物可能會產生昏沉和便秘
等症狀，但適應藥物後這些症狀便會
消失，或者可以調整劑量或加入其他
藥物來改善症狀。
雙磷酸鹽類藥物是可以減輕骨痛
的另一類藥物，它可以減緩癌細胞的
生長速度，並幫助接受荷爾蒙治療的
男性強化骨骼。雙磷酸鹽類藥物可能
會導致副作用，例如類似流感的症狀
以及骨痛，如顎骨疼痛甚至壞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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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罕見，唯一的治療方式就是停止雙
磷酸鹽類藥物治療。
皮質類固醇有時也可減輕某些男
性的骨痛。
雖然放射治療可以當成前列腺癌
的主要治療，但也可以用來治療癌細
胞擴散至骨骼引起的骨痛。
放射性藥物也可用來止痛，這是
含有放射性物質的一種藥物，透過靜
脈注射，然後被含有癌細胞的骨骼部
位吸收。在10 位出現骨痛的前列腺癌
病人當中，約有 8 位可利用這種治療
止痛，副作用主要是血球數量減少，
從而增加感染風險和容易出血。

治療之後的生活
完成治療可能讓人既喜且憂，
患者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但又不得
不擔心癌症會否復發。這對於曾經罹
患過癌症的人是十分常見的疑慮，可
能需要一段時間才會真的開始感覺康
復，擔心也稍減。
在治療完成之後，後續追蹤看診
十分重要。後續追蹤通常包括定期看
診、PSA 抽血檢查以及直腸觸診
檢查，這可能從完成治療後數
個月內開始。多數醫生建議
在治療後的前5年每 6個月進
行一次 PSA 檢查，在這之
後每年至少進行一次，
可能也會接受其他檢
查。後續追蹤是要檢
查癌症是否復發或擴
散，以及特定治療是否
產生可能的副作用。患者可以趁此機
會向醫生提出任何問題，以及討論您
擔心的任何事情。
幾乎任何癌症治療都有副作用。
有些可能會持續數週到數月之久，但
有些可能是永久性的。如出現任何不
適症狀或副作用，請告知您的癌症醫
療團隊，讓他們幫助您解決問題。
前列腺癌可能會在初步治療後多
年才復發，所以定期看診並及時告訴
醫生新出現的任何症狀（如骨痛或排

尿問題）非常重要。一旦前列腺癌復
發，治療選擇將會視發現的部位以及
已經接受過的治療而定。
另外，也請務必繼續保有醫療保
險。萬一癌症復發，誰都不想醫療費
用成為負擔。
在癌症診斷和治療之後，可能
還會看其他的醫生，這時必須能夠將
診斷和治療的詳情提供給新醫生。請
務必備妥這些材料：病理報告、手術
報告、出院摘要報告、藥物服用的清
單；並自己保留一份病歷。
在癌症開始治療和治療的過程
中，也是可以審視自己的生活是否可
以重新選擇更爲健康的方式，比如喝
太多酒、飲食過量、吸煙或很少運動
等，擯棄這些不良生活習慣，勇於從
今天開始就做出改變，這對未來生活
將產生正面的助益，這不僅讓您感覺
更好，也會更加健康。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