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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發病率 

• 全世界每年約一百萬新症，
>80%在亞洲 

• 中國佔超過55%全球肝癌
病例，肝癌是中國第二位
常見癌症，廣東及福建 
發病率最高 

 



香港癌症數據 - 十大致命癌症 

排名 部位 死亡數字 百份比 

1 肺癌 3,692 28.8% 

2 大腸癌 1,752 13.6% 

3 肝癌 1,488 11.6% 

4 胃癌 656 5.1% 

5 乳腺癌 555 4.3% 

6 胰腺癌 449 3.5% 

7 鼻咽癌 359 2.8% 

8 食管癌 328 2.6% 

9 非霍奇金淋巴瘤 328 2.6% 

10 前列腺癌 306 2.4% 

Ref: Hong Kong Cancer Registry, Hospital Authority,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3.ha.org.hk/cancereg/statistics.html 

每年約有1,900宗肝癌新病例 



  肝癌的高危因素 
 

• 乙型肝炎 (80%) 

• 丙型肝炎 

• 酗酒 

• 肝硬化 

• 黃曲霉毒素 

 

 



  肝癌的治療方法 

• 手術切除 

• 消融治療 

• 肝臟移植 

• 經動脈化療栓塞療/電療 

• 分子標靶治療/化療 

 

 

痊癒性治療 

姑息性治療 



肝癌分期系統 

• 80%肝癌病人伴有由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或酒
精引致的肝硬化；肝癌病人的治療選擇及病
情預後指標，不僅取決於腫瘤的範圍，肝功
能亦是一項重要因素 

• 現時世界各地有不少肝癌分期系統，例如： 

 - 意大利分期系統 

   - 法國分期系統 

 - 日本分期系統 



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統 

• 被全球多地廣泛採用的是由巴塞隆拿肝癌臨
床小組於1999年根據385肝癌病人分析制定
的「肝癌分期系統」[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 staging system] 

• 唯一結合肝癌分期及治療指引的系統 

• 西方國家普遍使用「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統」 

• 亞洲專家普遍認為該分期及治療指引過於保
守，多發性腫瘤或腫瘤入侵血管的肝癌病人
被排除接受外科手術的機會 



巴塞隆拿(BCLC)肝癌分期系統 

早期 
Child-Pugh A 

中晚期 
Child-Pugh A–B 

末期 
Child-Pugh C 

Llovet, et al. J Natl Cancer Inst 2008 

肝癌 

手術切除 肝臟移植/消融 經動脈化療
栓塞 

分子標靶治療 

不能手術切除 

   單一腫瘤  

≤2厘米 

 

腫瘤≤3個  

≤3厘米 

   中期    

多發性腫瘤 

 晚期    

轉移/入侵血管 
         

舒緩治療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及治療指引 

• 肝癌資料庫搜集瑪麗醫院自1995年至2008

年3,856例肝癌病人的2026 項數據 

 

• 作出統計分析預後因數，將肝癌分為5期 

 

• 根據統計各期病人接受不同治療後存活率
而釐訂各期治療指引 

 

• 全亞洲首個具治療指引的肝癌分期系統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 

肝內腫瘤分為: 

• 早期： ≤5 cm，≤3 個腫瘤, 無入侵血管 

• 中期：  

    1) ≤5 cm，>3個腫瘤 或入侵血管 

    2) >5 cm，≤3個腫瘤及無入侵血管 

• 晚期： 

    1) ≤5 cm，>3個腫瘤及入侵血管 

    2) >5 cm，>3個腫瘤 +/-入侵血管 



 肝外轉: 肝外入侵血管/ 轉移 

 早期   

肝癌 

 中期   

肝癌 

手術切除/   

肝臟移植/ 

消融 

手術切除 

 

 

經動脈化療 

栓塞 

 

全身性化療/ 

舒緩治療 
 
 

肝臟移植 

 

 

症狀治療 

 

 

 局部晚期   

肝癌 

沒有肝外
轉移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一期                        第二期a                        第二期b                       第五期a                      第五期b                      

 早期   

肝癌/ 

沒有肝
外轉移 

   肝癌/ 

肝外轉
移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 

肝外轉移 

 



一至五期存活率  



比較香港及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統-1 

•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建基於遠比巴塞隆拿肝
癌分期系統為多的病例 (3856 vs. 385) 及更
精密的統計分析 

 

•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能更清楚分辨不同期數
病人存活率 

 

•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對局限於肝內中或晚期
肝癌採取更積極的手術治療 



比較香港及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統-2 

相對於巴塞隆拿肝癌治療指引，香港
肝癌分期系統治療指引可有效地提高
肝癌患者整體存活率多一倍 

 (中位存活期16.6 月vs. 8.9月)  



比較香港及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統-3 

BCLC-B 期-- 根據香港肝癌分期系統治療指引接受痊癒性治療，明顯較根
據於巴塞隆拿肝癌治療指引接受經動脈栓塞更能增加肝癌患者五年存活率 
 (五年存活率, 52% vs 18%; P < .0001) 



比較香港及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統-4 

BCLC-C 期-- 根據香港肝癌分期系統治療指引接受痊癒性治療，明顯較根
據於巴塞隆拿肝癌治療指引接受舒緩性治療更能增加肝癌患者五年存活率 
 (五年存活率, 50% vs 0%; P < .0001)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 - 頭版封面刊登於腸胃及肝科最權威國際期刊 

http://www.gastrojournal.org/issue/S0016-5085(14)X0006-5




總結 

•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提供了比現有的分期
系統更好的病情預後指標及治療指引 

•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能協助世界各地醫生
為肝癌病人甄選最合適的治療方案，採取更
積極的手術治療，藉此提高病人的存活率 

• 「香港肝癌分期系統」勢將被全世界各地廣
泛使用，成為治療肝癌病人的新指引 



 
 
  

病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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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統 
分別說明病例 

 
• 59歲菲律賓華僑 (呂先生)，
酒精性肝硬化引致肝癌，
2011 年 9 月被診斷患上 

右肝肝癌，已入侵右肝門
靜脈 

• 先到美國加洲大學三藩市
醫院外科部求醫，根據 

巴塞隆拿「肝癌分期系
統」，不建議接受外科 

手術，只建議姑息性藥物
治療 

術前電腦掃描 



說明病例 (菲律賓華僑 - 呂先生) 

• 2011年10月到瑪麗醫院尋求治療意見，決定接受
右肝切除，接近3年無復發 



說明病例 (溫先生) 

• 男性，65歲，乙型肝炎病毒攜帶者 

• 2013年11月因腹脹入院 

• 其後電腦掃描發現為多發性肝癌; 左、右肝臟最少有
4個腫瘤; 分別為13厘米、9厘米、5厘米和2厘米 

• 甲胎蛋白: 251ng/ml 

• 於私家醫院根據BCLC界定為中期肝癌，建議接受姑
息性治療，接受經動脈化療栓塞 

將於Annals of Surgery期刊發表 





• 2014年2月於瑪麗醫
院首次求診 

• 電腦掃描重新評估病
情，顯示經動脈栓塞
後，左、右肝腫瘤分
別為11厘米、6厘米、
5厘米和2厘米 

• 甲胎蛋白: 167ng/ml 

• 3月於瑪麗醫院進行
右肝切除及左肝局部
切除 

 



• 最新(6月)電腦掃描並沒
有發現腫瘤 

• 甲胎蛋白正常: 12ng/ml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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