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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S 腸鏡篩查是一種新的測試，有助於防止腸癌的發

生。通過腸鏡可發現和切除任何小的贅生物，這些贅生物

稱為息肉，它們在腸道中最終可能會變成癌症。

NHS 為所有年滿 55 歲的男性和女性提供腸鏡篩查。

本手冊旨在幫助您選擇是否接受腸鏡篩查。 

手冊的資訊包括：

   NHS 為何提供腸鏡篩查

   篩查預期會發生什麼，以及

   對您的可能利益和風險。

如果您想獲得腸鏡篩查相關事實和數字的摘要，請查閱

第 8 和第 9 頁。

NHS 為何提供腸鏡篩查？ 

NHS 腸鏡篩查有助於防止腸癌的發生。在接受篩查的 

每 300 人中，該篩查即可阻止 2 人罹患腸癌，拯救 1 人

的生命。

有一些健康問題可能讓您無法接受腸鏡篩查。欲瞭解詳

情，請參閱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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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腸癌？
腸癌是用於描述始於大腸的癌症的一個術語。亦稱作結直腸癌。 

腸癌一開始往往是生長於腸道的小贅生物，稱為息肉。  

息肉通常不會導致症狀，但如果不切除，有些可能變成腸癌。 

腸也稱為腸道，幫助消化您攝入的食物。食物通過腸道後，剩下的

就是大便。

腸道有兩部分 - 小腸和大腸。大腸為粉紅色，如下圖所示。 

腸癌是英國第三大最常見的癌症。大約每 18 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

中會患上腸癌。男性和女性都有該風險。腸癌在老年人中更為常見 - 

大多數腸癌患者都超過 55 歲。

即使某個人家人中沒有其他人得過腸癌，他/她也有罹患腸癌的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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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腸鏡篩查？
腸鏡篩查使用一根細軟管，前端有一個微型攝像機， 用於觀察 

大腸。

腸鏡可發現和切除腸道的小贅生物，亦稱息肉。息肉通常不會導致

症狀，但如果不切除，有些可能變成癌症。腸鏡篩查的技術術語叫

做軟式乙狀結腸鏡篩查（有時稱為 ‘flexisig’）。

腸鏡篩查涉及哪些事項？

腸鏡篩查由受過專門訓練的醫生或護士在 NHS 腸癌篩查中心進

行。他或她將細軟管放入您的肛門，使用微型攝像機觀察您的大腸

內部情況。腸鏡篩查時檢查大腸的下端，大多數息肉都是在這個位

置被發現。 

醫生或護士把軟管放入您的腸道後，他們會輕輕向裡面泵入一些二

氧化碳氣體。這樣可打開腸道，讓醫生或護士可以看到任何息肉。

如果發現到任何息肉，醫護人員通常會將其直接切除。這通常使用

通過軟管的小線圈切除。有時醫生或護士會取下一小塊腸組織 

（活檢）， 在顯微鏡下檢查。切除息肉和活檢都不疼痛。

如果我選擇接受腸鏡篩查，將發生什麼事？

赴診前 2 周

您所在地的 NHS 腸癌篩查中心會給您寫信。信件內將附有灌腸劑

和使用說明。灌腸劑為液體，用來將大便從您的大腸中清除。這樣

做是為了醫生或護士可更好地觀察您的腸道。灌腸劑在小塑膠中，

有一個噴嘴。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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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診當日

   在您離家赴診接受腸鏡篩查前大約一小時使用灌腸劑。 

   使用灌腸劑之前，您需要從塑膠袋中將液體擠入您的肛門。使用

灌腸劑後，您很快就會解大便。 

   灌腸劑應該讓您的腸道幾個小時內保持乾淨。

   在您到達 NHS 腸癌篩查中心後，護士或醫生將會解釋會發生什

麼、解答任何問題、並傾聽您的顧慮。

   他們會讓您穿上醫院的病號服，並躺在檢查床上， 

準備腸鏡篩查。 

   篩查過程中，如果您想看的話，您可通 

過電視螢幕看到您的腸道內部情況。

   如果切除了任何贅生物（息肉）， 

護士或醫生會立即告訴您。

 
赴診後 2 周內

您將收到一封信，說明您的腸鏡篩查結果。 您的全科醫生也會獲得

您的檢查結果。 

放入腸道內的腸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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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鏡篩查要多久？

一次腸鏡篩查通常只需幾分鐘，但整個赴診過程可能需要大約一個

半小時。

您為赴診準備和進行腸鏡篩查最多可能需要半天時間，這取決於您

住的地方離篩查中心有多遠。 

腸鏡篩查有什麼感覺？

令大多數人高興的是，腸鏡篩查是無痛的。

如果您感到疼痛，那也只是片刻的感覺。疼痛最常發生於使用二氧

化碳打開腸道時，此時您可能會有腹脹或腹部絞痛的感覺。如果您

感到疼痛，請告訴醫生或護士，他們會作出改變，以便讓您盡可能感

覺舒適。腸息肉切除通常沒有疼痛感。 

少數人表示腸鏡篩查令人尷尬。護士或醫生會努力使您儘量放鬆。 

腸鏡篩查是否有風險？

腸鏡篩查通常是安全的，但在極少數情況下，它可能會導致腸道損

害。每 300 人中，大約有1人可能會出現腸鏡篩查導致的嚴重出血。 

有時腸鏡篩查可撕裂腸道 - 這更為罕見。

在這兩種情況下，您會被立即送入醫院，並且您可能需要手術。 

大多數人會完全康復。 

在接受腸鏡篩查回家後，如果您有任何劇烈疼痛或大便帶血，且持

續24 小時，您應立即就診。 

泵入腸道的二氧化碳是無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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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此次不接受腸鏡篩查，是否錯失了機會？ 

我們只在您55歲時邀請一次進行腸鏡篩查。

如果您在首次受邀時決定不接受腸鏡篩查，您仍然可在您的 60 歲

生日之前的任何時候進行。您只需撥打免費熱線服務電話 

0800 707 60 60 進行預約。

在60歲左右時，您受邀進行使用不同種類測試的更多腸癌篩查。 

此次大便中隱血篩檢被稱為糞便隱血試驗（簡稱 FOB 測試）。 

欲瞭解FOB測試的更多資訊，請參閱“腸癌篩查：事實”的手冊， 

網址： 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是否每個人都能進行腸鏡篩查？

有一些健康問題可能讓您無法接受腸鏡篩查。如果您有以下情況，

請撥打免費熱線服務電話 0800 707 60 60：

   您的大腸已全部切除，或用糞袋收集大便

   目前因大腸炎性腸道疾病（潰瘍性結腸炎或克羅恩病）正在接受

治療（例如，使用類固醇）

   正在等待心臟手術或在三個內接受過心臟手術

   由於肺部或心臟問題，不能連續行走超過 100 碼（91.44 米），或

   認為身體太不舒服，不能赴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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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鏡篩查結果
大部分人的結果都正常

300 人接受腸鏡篩查， 285 人的結果都會為正常。這意味著他們

中未發現息肉或癌症。

即使您的結果正常，您也務必留意腸癌症狀。有時，即使檢查結果

正常，之後也可能得上腸癌。如果您想瞭解更多資訊，請參閱反面的‘

腸癌有哪些症狀？’

有些人會有息肉

護士或醫生通常會切除到他們發現到的息肉。如果切除息肉，他們

會立即告訴您。切除的任何息肉將在顯微鏡下檢查。 

在接受腸鏡篩查的 300 人中，大約有 14 人將因發現到各種息肉而

進行另一項檢查。這項檢查通常為結腸鏡檢查。結腸鏡檢查使用更

長的細軟管，進一步尋找腸道上段的息肉。欲瞭解結腸鏡檢查的更

多資訊，請參閱‘結腸鏡檢查’的手冊，網址  

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很偶然的情況是，可能要求您返回接受手術切除息肉。這種情況在

1000 名接受腸鏡篩查的人中大約只有 1 人。

在極少數情況下，篩查會發現癌症

在接受腸鏡篩查的 300 人中，大約有1人會被發現已有腸癌。如果

篩查發現癌症，護士或醫生會為您安排儘快看專科醫生。如果發現

癌症，很可能處於早期。這意味著您很可能有更好的機會獲得成功

治療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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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癌有哪些症狀？
即使您的腸鏡篩查結果正常，您也務必留意腸癌症狀。您在接受腸

鏡篩查後仍然可能患上腸癌。此外，有時腸鏡篩查可能會漏檢息肉

或癌症。

腸癌的症狀有：

 

如果以上任何症狀 超過 3 周，, 您應預約全科醫生。

通常這些症狀並不意味著您就有腸癌。但是，如果您有這些症狀，

到全科醫生處就診更有可能早期發現癌症。 

腸癌越早發現，成功治療的機會就越大。 

為了降低罹患腸癌的幾率，我能做什麼？ 

腸鏡篩查是降低罹患腸癌幾率的最佳方法。

您也可：

 
   大便中含血

   大便習慣的任何改變

   腹部有不明原因的腫塊

 
    大便稀

    不明原因的疲倦或體重減輕，

以及

   腹部膨脹、腫脹或疼痛。

   保持體力活動

   保持健康的體重

   多吃水果和蔬菜及其他高纖

維食物

   少吃紅肉和加工肉

   適度飲酒，並且

   不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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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鏡篩查有助於防止腸癌的發生
如果不接受篩查， 300 人中有 5 人在 10 年內會得上腸癌。 

如果接受篩查，這一數字會降到 2 人以下。

腸鏡篩查有助於防止因腸癌導致的死亡
如果不接受篩查， 300 人中有 2 人在 10 年內會死於腸癌。 

如果接受篩查，這一數字會降到 1 人以下。

上述數位是目前最好情況的估計。專家預計，在 55 歲接受腸鏡篩

查防止腸癌的時間遠遠超過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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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鏡篩查的事實和數字
“是否可預防我得上腸癌？” 

在接受篩查的每 300 人中，會有不到 2 人在 10 年內得上腸癌。 

請參閱背面瞭解更多資訊。 

“是否可預防我死於腸癌？” 
在接受篩查的每 300 人中，會有不到1人在 10 年內死於腸癌。 

請參閱背面瞭解更多資訊。

“是否有風險？” 
每 3000 人中，大約有1人可能會出現腸鏡篩查導致的嚴重出血。 

更罕見的情況是，篩查可撕裂腸道。

“是否可能漏檢？” 
腸鏡篩查可查出五分之四的可能會轉變成腸癌的息肉。 

“我是否可能需要更多的測試？” 
在接受腸鏡篩查的人中，大約 5% 的人將要接受結腸鏡檢查以查看

全部的大腸。

“需要多長時間？”  
您為赴診準備和進行腸鏡篩查最多可能需要半天時間。

“是否尷尬？”  
大約 95% 的表示腸鏡篩查不會使人尷尬。

“是否疼痛？” 
大約 80% 的人表示他們沒有感覺到疼痛或只有輕微的疼痛。 

大約 3% 的人表示在腸鏡篩查期間感覺到嚴重的疼痛。

“如果接受篩查我是否會滿意？” 
大約 98% 的人表示對腸鏡篩查感到滿意。

腸鏡篩查有助於防止腸癌的發生
如果不接受篩查， 300 人中有 5 人在 10 年內會得上腸癌。 

如果接受篩查，這一數字會降到 2 人以下。



如果我有疑問，可聯繫誰？
如果您對腸鏡篩查有任何疑問或顧慮，請致電免費服務熱線 

0800 707 60 60。

如果您想瞭解更詳細的資訊，包括撰寫本手冊資料來源的參考資

料，請訪問 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本手冊還提供盲文、音訊和大字版本。您可以找到本手冊英語以外

的其他語言版本，網址： 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以下空白處供您做筆記 ...

知情選擇團隊撰寫，此團隊是 King’s Health Partners 的專家小組。  

www.informedchoiceaboutcancerscreening.org 

由 NHS 癌症篩查計畫資助。 2013 年 1 月。複審時間 2015 年 12 月。設計 feltonwork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