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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癌的主要分類
皮膚包括表皮和真皮兩層組織。表

皮是皮膚的最上層，主要由三種細胞構成：

黑素細胞（melanocyte）、基底細胞（basal 

cell）和鱗狀細胞（squamous cell）。皮膚癌

可粗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惡性黑色素瘤，

另一類為非黑色素瘤。前者源於黑素細胞，

後者則發生於皮膚內其他細胞或組織，最

多的是基底細胞和鱗狀細胞。

基底細胞癌
基底細胞癌（basal cell carcinoma，

誤將黑色素瘤當     脫

游泳、遠足、踢足球、踩單

車等都是港人熱愛的戶外活動，

然而在烈日當空下進行戶外活

動，未必人人做足防曬功夫。長

期於烈日下曝曬，會增加患上皮

膚癌的風險。皮膚癌在本港的發

病率雖遠低於肺癌或大腸癌，但

當中的一個類別—非黑色素

瘤皮膚癌，卻也是香港十大常見

癌症之一。

後果嚴重

長在耳後皮膚的基底細胞癌。

簡稱BCC）是最常見的皮膚癌，約佔皮膚癌

的七成，平均每年每10萬人當中約有7人患

上，膚色較淺而又經常曝曬的成人較多患

上，但年輕人也會患這病。發病部位通常在

頭部、頸部和上身被陽光照

射的皮膚，面積不大，遠看

像疤痕，有些隆起像珍珠，

有些則呈鱗狀或像枯死的

皮。有時候發病部位會出血

甚至潰瘍，自行痊癒後又會

復發。基底細胞癌增生通常

比較慢，生長速度由數個月

至數年不等，但很少擴散至其他部位，只要

及早求醫，是可以控制的。然而，若不加處

理，則會逐漸深入皮膚內部，甚至嚴重破壞

皮膚下面的骨骼及神經。

基底細胞癌的治療方法

包括手術切除、冷凍治療、外

用藥膏米喹莫特（imiquimod）

及放射治療等。由於基底細胞

癌可能會復發，而患者亦有機

會患上其他皮膚癌，所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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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定期覆診接受全面的皮膚檢查，平日

亦必須做好防曬措施，避免皮膚再受紫外

線傷害。

鱗狀細胞癌
鱗 狀 細 胞 癌（s q u a m o u s  c e l l 

carcinoma，簡稱SCC）是第二常見的皮膚

癌，大約佔皮膚癌的兩至三成，平均每年每

10萬人當中約有2.5人患上。患者多是年紀

較大的人士。患處通常是經常曬太陽的部

位，例如面、唇、耳、前臂、手掌及下肢。鱗

狀細胞癌外觀像鱗狀的紅色小繭，容易出

血，像是難以癒合的傷口或皮膚潰瘍，觸

碰到通常感覺痛楚。一般來說，鱗狀細胞

癌增生得快，整個發展過程只需幾個月，

還會擴散到其他部位，如果出現在嘴唇或

耳朵，擴散尤其容易，一發現就必須立刻

求醫，切勿延誤。

除了紫外線的影 響外，鱗狀 細胞

癌的其他危險因素還包括遺傳、吸煙、

高溫灼傷、長期潰瘍及服食免疫調節藥

物〔例 如 環 孢 霉 素

（cyclosporin）及硫唑

嘌呤（azathioprine）〕

黑素細胞
毛髮

鱗狀細胞

基底細胞

神經

汗腺

血管

毛囊

表皮

真皮

脂肪層

等，因此一些曾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有較

大機會患鱗狀細胞癌。

攝入過量砷（arsenic）有可

能引致鱗狀細胞癌，偶有個案是

患者自行服用含有砷的中藥因而

患上鱗狀細胞癌，衞生署提醒公

眾應該在註冊中醫師指導下正確

使用中藥，不要胡亂自行服食。

基本臨床診斷
皮膚科專科醫生陳厚毅指出，如

病人因懷疑患上皮膚癌求診，醫生一般

會先作基本臨床診斷，包括詢問病歷和

生活習慣，例如瞭解有問題癦痣的變化

情況、以往住過的地方和經常進行的工

作和活動等。醫生作出初步評估後，如

認為有需要，會進行更詳細的檢查。

顯微鏡檢查
表皮發光顯微鏡技

術（epi lum inescence 

microscopy，或簡稱

dermoscopy）俗稱「皮膚

鏡」，醫生可用來觀察皮膚表面的顏色

變化，以輔助判斷皮膚的腫瘤屬良性

或惡性，癦痣、惡性黑色素瘤、基底細

胞癌、血管瘤等都適用。患有良性皮膚

腫瘤的病人可在接受皮膚切割手術之

前，先以皮膚鏡觀察，以避免不必要的

手術。近年發展出的數碼皮膚鏡，更可

讓醫生拍下皮膚特徵（例如癦痣）的影

像，方便日後病人覆診時，比較期內的

變化。

皮膚活組織檢查
醫生如有懷疑，可能會切除一些

有問題的皮膚組織，又或是以手術割取

小量組織樣本，交由化驗室進行活組織

檢查。

生在手掌的鱗狀細胞癌。

皮膚檢查

皮膚切面簡圖

除了皮膚，身體其他部分也有鱗狀細

胞，所以口腔、食道、子宮頸等也有機會出

現鱗狀細胞癌。

治療鱗狀細胞癌的方法要視乎癌腫

的體積及位置而定，大部分情況下，病人可

以接受手術完全切除，假如癌腫的面積較

大，則可能需要整形外科專家協助修復手

術傷口。如病情適合，也有可能採用放射治

療。

日光性角化病
日光性角化病（solar keratoses）常見

於40歲以上的人士。患處主要是曬太陽較

多的部位，例如頭、頸、手臂和腿。日光性

角化病屬於癌症前期病變，約10%至15%

的日光性角化病會演變成鱗狀細胞癌。

痣與癦
相信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痣

（mole或naevus）。由黑素細胞積聚而成的

痣俗稱癦。黑素細胞能產生黑色素，減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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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型黑色素瘤（nodular mela-

noma）。它有時候看上去像圓

形隆起的小包，顏色可能是黑、

褐、紅或粉紅。結節型黑色素

瘤增生速度高，更會向體內擴

散，如果不及早發現並徹底切

除，有可能危及生命。

手術前的心理準備
病人在決定接受手術前，應向醫生清

楚瞭解診斷的結果、施行手術的原因、手

術的過程、預期的治療效果、可能帶來的副

作用及併發症、其他治療的選擇等。病人亦

應向保險公司瞭解清楚，這類手術是否在

個人的醫療保險保障範圍內。在詳細考慮

利弊後，才作出決定。

對愛美的人士而言，更應瞭解清楚手

術後可能出現的疤痕。手術後初期，傷口

會有諸如疼痛及紅腫等一般屬短暫性的問

題，一段時間後，傷口會結痂及留下疤痕，

其大小及顏色視乎手術範圍而定，如傷口

沒受感染，大部分疤痕會逐漸轉淡。

局部麻醉下接受手術
皮膚切除手術大多數可在局部麻醉

的情況下進行，病人會一直保持清醒。切除

皮膚組織的方法需視乎患處的面積、形狀

及位置而定，一般會以外科手術刀切除有

問題的皮膚組織，然後再縫合傷口及以防

水物料包紮。

重視傷口護理免受感染
接受手術後，最重要是避免皮膚傷

口受到感染，否則皮膚便需較長時間才能

康復，因此，應向醫護人員查詢如何妥善

護理傷口，並預約覆診時間，以便進行檢

查、清洗傷口及拆線，如有需要，可在醫護

人員指導下服食止痛藥以減輕不適。手術

後，可以如常活動，但要避免按壓或碰撞

傷口，亦可以如常洗澡，但切忌以花灑直接

向傷口射水，而傷口未癒合及拆除敷料前，

應避免浸浴及游泳等活動。

假如傷口出現問題，例如痛楚加劇、

大範圍紅腫、發炎、流出液體、膿液或血液、

傳出異味等感染徵狀，應立即通知醫生。

線對皮膚的傷害。身體不同部位的黑素細

胞數目有差別，例如面部、乳暈、外陰、腋

窩等部位會較多。此外，有一些痣主要是由

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形成，稱為結

締組織痣（epidermal naevus）；也有一些痣

主要是由表皮細胞（epidermal cells）形成，

稱為表皮痣（epidermal naevus）。

癦可出現在身體皮膚的任何位置，

數目多少則受遺傳及暴露於陽光下的時間

影響。癦通常是啡色或古銅色，有時呈肉

色，形狀及體積可呈多種形態，或平滑，或

隆起，部分表面還會長出毛髮。癦有時會

出現變化，例如在懷孕及青春期階段，癦

的顏色可能加深，但隨着日子過去，顏色又

可能減淡甚至消失。

黑色素瘤
大部分的癦都屬良性，但也可能是惡

性黑色素瘤的徵狀，黑色素瘤（melanoma）

起初可以是在皮膚上冒出一個新的斑點，

也可以是身體上原有的斑點（freckle）或癦

發生變化，可能是面積擴大、改變形狀或轉

換顏色，變化的過程可以長達幾個星期甚

至幾個月，而非幾天之內就察覺得到。

黑色素瘤只佔皮膚癌的數個百分點，

平均每年每10萬人當中約有0.8人患上，香

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字顯示，2005

年至2009年期間，平均每年有55宗新症。

雖然黑色素瘤較罕見，但由於容易擴散到

身體其他部位，是最致命的皮膚癌，平均

每年有33人死於黑色素瘤，相對而言，死

於非黑色素瘤皮膚癌的人數平均每年為21

人。不過，只要及時發現，大多數黑色素瘤

都可以治療。

肢端着色斑性黑色素瘤（acral len-

tiginous melanoma）是本地常見而又危險

的黑色素瘤類型。顧名思義，這種黑色素

瘤多見於肢端，如手掌、腳板及指甲下。與

其他黑色素瘤不同，肢端着色斑性黑色素

瘤與在陽光下曝曬的關係不明顯。

另一種危險性較高的黑色素瘤是結

A	=	Asymmetry	不對稱，癦沒有對稱的兩部分。

B	=	Border 周邊參差不齊，呈不規則的齒狀或邊緣模糊不清。

C	=	Colour 癦各部分顏色深淺不一，呈不同程度的啡色或黑

色，甚至出現紅、白、藍等顏色。

D	=	Diameter	癦的直徑超過 6 毫米，但初期的黑色素瘤可

能較為細小，假如發現有增大的情況，便要小心。

E	=	Evolving	明顯與身體其他癦不同，又或大小、形狀和顏色不斷變化。

如發現任何明顯隆起或出現變化的癦，都應盡快諮詢皮膚科專科醫生，假如

癦出現流血、痕癢或潰爛等情況，更要提高警覺。

黑色素瘤ABCDE五大徵狀

長在右腳的黑色素瘤，約15

毫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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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留下疤痕。部分癦痣的形狀不規則或太

大，更是不適宜進行手術。如誤將黑色素

瘤當作普通癦痣脫掉，便會延誤了確診和

治療。陳醫生建議病人可按前文所述的

ABCDE規則，經常留意自己身上的癦痣，

如有懷疑便盡快求診。皮膚科專科醫生可

因應病人的需要及癦痣的種類，而制定不

同的治療方案。假如醫生懷疑是黑色素瘤

或皮膚癌，會把癦痣切除及進行活組織檢

驗，以便更準確斷症。

市面上有不少美容院為客人提供脫

癦痣服務，而報章、雜誌及互聯網上均有

相關的廣告，服務收費約為每粒數十元至

$10,000不等。不同的美容院可能採用不

同方法，包括以藥水溶掉癦痣、以儀器將

癦痣吸出，及以光學儀器照射等。

本會偶有收到消費者對脫癦痣服務

的投訴，例如有消費者前後花了$1,800參

加脫痣療程，完成後卻發現並未能將痣脫

除；亦有怕痛的消費者參加脫癦療程時額

外支付止痛藥水費用，但療程期間仍感到

非常痛楚，要求退回止痛藥水費用不果向

本會投訴。本會建議有意脫除癦痣的消費

者，應先找醫生檢查，聽取專業意見後才作

決定。在接受療程前，應要求服務一方提供

詳細的服務及收費資料，其後亦須小心護

理，避免傷口感染。

美容業總會意見
美容業總會主席林玲表示，美容師

培訓會有講解關於皮膚癌的知識。在色素

及癦痣的處理上，一般都是以美白、去斑

及清除扁平的癦痣為主。如發現客人的皮

膚上有凸起及有深色素的癦痣，會建議客

人諮詢醫生以獲取專業意見。

一些不常見的併發症
視乎不同體質和傷口護理方法，個別

病人接受手術後，可能出現較罕見的併發

症，例如對麻醉劑產生不良反應。如皮膚

表面的神經受損，便可能出現皮膚感覺改

變，但通常只是暫時性。

皮膚科醫生意見
皮膚科專科醫生陳厚毅表示，不會

鼓勵病人脫癦。很多時癦痣未必能一次

過脫清，可能要進行多次治療，之後還可

整形外科醫生意見
整形外科專科醫生應純原表示，必

須先有準確的診斷才能確保療程安全。如

沒有適當的診斷便施行切除手術，有可能

延誤了對惡性皮膚癌的治療。

應醫生又認為，藥水或激光並非處

理癦痣的一般方法，在沒有適切的診斷下

便隨意以此等方法替人脫癦痣並不恰當，

患者應尋求醫生的專業意見，以獲得適當

的處方。

部分相片由陳厚毅醫生提供

市面的脫癦服務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意見
美容業提供多元化美容服務，幫助消

費者護理皮膚是其中一個主要服務項目，

經受訓練的美容師提供「脫癦服務」。美容

業提供脫癦、脫毛等美容服務經有多年，很

少收到對服務不滿意的投訴。一般美容師

在做任何美容療程之前，都會幫客人做一

次美容檢查，遇上一些超越美容範圍及難

於辨別的情況，美容師會建議客人向專科

醫生取專業意見。若消費者有任何疾病，應

向醫生尋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