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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原則
●參與修訂科別:婦產科、放射診斷科、病理科、腫瘤治療科、
血液暨腫瘤內科、安寧緩和團隊。
●診療指引需符合以下原則：
一、依據實證醫學精神，並於指引中註明主要參考文獻（至少為
peer review article，若引用醫院之資料庫資料需提供分析
及討論紀錄。
二、參酌國情並經院內共識討論，且有相關會議紀錄佐。
三、定期檢視改版（至少每年一次，且明確標示制訂或修訂日
期）。
四、團隊共識後所訂之指引，應提送癌委會核備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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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治療流程(圖一)
治療前檢查： 1. 病史及理學檢查；2. 全血球計數；3. 子宮頸切片之組織病理檢查；4. 子宮頸錐狀手術 (當子宮頸切片之組織病理檢查結果為微侵襲癌者)；5. 胸部 X
光；6. 分期高於 IA 者，安排腎盂攝影 (IVP) 或腹部及骨盆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7. 常規生化檢驗
選擇性檢查：# 分期為 IB2 或以上者，膀胱或直腸鏡檢； # 血清腫瘤標記檢驗 (SCC、CEA；腺癌者 CEA、CA-125)；# 正子攝影
1. 觀察

FIGO 分期 IA1

CONE

LVI
negative

LVI
positive

欲保留生育能力者
或不適合手術者行
子宮頸錐形手術

無淋巴結轉移，
無 陰道切除邊緣
侵襲且無子宮旁
組織侵襲
宻集追蹤觀察

筋膜外子宮切除

1.較小範圍根治性子宮切除術及骨盆淋巴結摘除術，
或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 (尚無定論) 或不適合手術
者，骨盆放射治療併近接治療

FIGO 分期 IA2

2.欲保留生育能力者，可施行根治性子宮頸切除
術及腹腔鏡淋巴結摘除術

2.若子宮頸基質組織深部、 淋巴血管 內
侵襲或較大原發腫瘤，可安排輔助性骨盆
放射治療， 或併含 cisplatin 之化學治療

手
術
標
本
組
織
病
理
檢
查

1.淋巴結轉移者 ，需施行骨盆放射治
療合併化學治療或倂近接治療
淋巴結轉移或陰
道切除邊緣侵襲
或子宮旁組織侵
襲

主動
脈旁
淋巴
結有
轉移

安排
胸部
電腦
斷層
或正
子攝
影

2.無淋巴結轉移者 ，施行 骨盆 放射治
療可併含 cisplatin 之化療
3.陰道切除邊緣呈現侵襲性病灶，應施
行骨盆放射治療陰 道近 接 放射治療
無遠
處轉
移

遠處轉
移

疑遠處
轉移可
考慮病
理組織
切片

無轉
移

轉移

同時合併含
Cisplatin 化療及
骨盆併主動脈旁
淋巴結放射治療
或併近接治療
(extended field
RT)
全身性治療及
個別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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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治療流程(圖一續)
治療前檢查： 1. 病史及理學檢查；2. 全血球計數；3. 子宮頸切片之組織病理檢查；4. 子宮頸錐狀手術 (當子宮頸切片之組織病理檢查結果為微侵襲癌者)；5. 胸部 X
光；6. 分期高於 IA 者，安排腎盂攝影 (IVP) 或腹部及骨盆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檢查；7. 常規生化檢驗
選擇性檢查：# 分期為 IB2 或以上者，膀胱或直腸鏡檢； # 血清腫瘤標記檢驗 (SCC、CEA；腺癌者 CEA、CA-125)；# 正子攝影

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

FIGO 分期 IB1
或 IIA1

2.不適合手術者予骨盆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
±同時合併化療(cisplatin)
3.欲保留生育能力者，可施行根治性子宮頸切
除術及腹腔鏡淋巴結摘除術(適用予腫瘤直徑
小於 2 公分者)

FIGO 分期 IB2
或 IIA2

1.骨盆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同時合併含 cisplatin
之化療

手
術
標
本
組
織
病
理
檢
查

淋巴結轉移或陰
道切除邊緣侵襲
或子宮旁組織侵
襲

2.若子宮頸基質組織深部、 淋巴血管 內
侵襲或較大原發腫瘤，可安排輔助性骨盆
放射治療， 或合併含 cisplatin 之化學治療

1.淋巴結轉移者 ，需施行骨盆放射治
療合併化學治療或倂近接治療
2.無淋巴結轉移者 ，施行 骨盆 放射治
療可併含 cisplatin 之化療
3.陰道切除邊緣呈現侵襲性病灶，應施
行骨盆放射治療及陰道近接放射治療

2.根治性子宮切除術及骨盆淋巴結摘除術，建議
合併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
主動
脈旁
淋巴
結有
轉移

於單純子宮切除術
後發現之侵襲癌

1. 觀察

無淋巴結轉移，
無 陰道切除邊緣
侵襲且無子宮旁
組織侵襲

1.根治性子宮切除術及骨盆淋巴結摘除術，或

見圖三

安排
胸部
電腦
斷層
或正
子攝
影

同時合併含
Cisplatin 化療及
骨盆併主動脈旁
淋巴結放射治療
或併近接治療

無遠
處轉
移

遠處轉
移

疑遠處
轉移可
考慮病
理組織
切片

無轉
移

(extended field
RT)

轉移

全身性治療及
個別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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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O 分期 IIB - IVB 子宮頸癌，或不適合施行根治性子宮切除手術之 IB、IIA 治療流程(圖二)
1. 放射治療包括體外放射治療及近接治療

2.鱗狀上皮細胞癌使用含 cisplatin 之化療；非鱗狀上皮細胞癌可使用不同於 cisplatin 之化療藥物
期別

檢查

治療
骨盆淋巴結陰性
主動脈旁淋巴結陰性

FIGO ：
IB、IIA(腫瘤大於
4cm 或高度懷疑子
宮頸基質深度侵襲，
或身體狀況不適合
接受根治性子宮切
除手術者)

腹部及骨盆電腦
斷層

FIGO ：

合併正子攝影

IIB−IVA

或

骨盆淋巴結陽性

核磁共振檢查

主動脈旁淋巴結陽性

骨盆放射治療或倂
近接治療，同時合
併含 cisplatin 之化
療或倂主動脈淋巴
結放射治療

行單純性子宮切除
殘餘腫瘤

陰性
可考慮腹膜外或腹
腔鏡淋巴結摘除術

不併隨淋巴結摘除
骨盆腔放射治療
或倂近接治療，
同時合併含
cisplatin 之化療

或
陽性
遠端轉移
(可考慮經病理切片証實)

全身性治療或併選擇性放射治療

化療或支持療法
多發且無法切除

或姑息性放射治療

FIGO：
IVB
(遠端轉移)

可切除

化療或併放射治療

延伸照野放射治
療或倂近接治療
同時合併含
cisplatin 之化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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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子宮全切除後意外發現侵襲性癌症(圖三)

組織 病 理分期 IA1

病理審閱

見圖四

無淋巴血管間隙侵襲

A
組織病理分期 IA
併淋巴血管內侵襲
組 織病理 分 期
≧IA2

無切除邊緣侵襲；無
影像檢查轉移
B

按照 圖 一之 治
療 前 檢查 及選
擇性檢查

影像 檢查 無淋巴結轉移

切除邊緣侵襲，肉眼
可見殘於病灶或影像
檢查轉移

影像 檢查淋巴結轉移
無淋巴結轉移
A.子宮頸旁組織全切除及部分 陰道切除
(complete parame-trectomy)及骨盆淋巴結
摘除或併主動脈旁淋巴結摘除

子
頸癌治療後追蹤及復發的處置 ( 圖

考慮對明顯
變大之淋巴
結進行癌減
積手術

時 合 併 cisplatin 化
合 物 化 療 ，或併近
接治療( 如 有陰 道切
除邊緣侵襲)

無陰道切除邊緣侵襲
1. 觀察

無子宮旁組織侵襲

或
1.淋巴結轉移

B.骨盆放射治療及陰道近接治療或併鉑類
化合物化療

骨盆或併主動 脈
旁 淋 巴 結 放 射治療
(若影像檢 查 呈 現 主
動脈 旁淋 巴轉 移)同

2.陰道切除邊緣侵襲，
或
3.子宮旁組織侵襲

宮
四)

2.如呈子宮頸基質深部組織、淋巴血管內侵襲或較大原發腫瘤，可視情況
給予骨盆放射治療，或併陰道近接治療
骨盆或併主動脈旁放射治療及同時合併 cisplatin 化療或併陰道近接治療(如
有陰道切除邊緣侵襲，必須給予陰道近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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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查

救援性 (Salvage) 治療
1.骨盆放射治療或併 cisplatin 化合物化療，
或併近接治療
未接受過
放射治療

1. 理學檢查

2.侷限於小範圍的復發性病灶，可考慮手術
治療

2. 抹 片檢 查 ：治 療後 兩年內每 3 個

復發病灶未達骨盆壁者：

月一次，第 三 年每 4 個 月 一次，

中央部位

僅骨盆腔
內復發

第四 至五 年 每 6 個 月一次 ， 以

2.如病灶僅侷限於子宮頸(小

後 每年 一次
1. 骨盆/腹部 /
胸部電腦斷層
檢查或併正子
攝影

3. 可追蹤 SCC-Ag、CEA、CA-125 等
腫瘤標記
4. 全血(CBC)及腎功能(BUN、Cr)檢
驗， 有必要時可每 6 個月檢驗一次
5. 胸部 X 光檢查每年一次
6. 電腦斷層檢查 / 正子攝 影 ，有 臨
床適應症時可安排檢查
7. 建議放 射治 療 後， 使用陰道擴張
器

1.骨盆腔臟器 exenteration
或併術後放射治療或

懷
疑
持
續
性
或
復
發
性
疾
病

已接受過
放射治療
非中央部位

於 2 公分)，可施行根治性
子宮切除術或近接放射治療
復發病灶已達骨盆壁者：
再以 cisplatin 化合物為主
之化療或緩解/支持性復治
療或使臨床試驗

2.有必要時可
以施行 手術
探查
僅骨盆腔
外復發

多處復發或
無法切除者

以 cisplatin 化合物為主之化療或緩解/支持性治
療或臨床試驗

1.手術切除或併術後放射治療 (如肺臟、肝臟病
單處復發

灶、淋巴結切除，或
2.併行化學放射治療，或
3.化學治療，或支持性治療

再
復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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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化療處方 Chemotherapy regimen
治療目的

Neoadjuvant/
Adjuvant
CCRT

組套編碼

CERRT-1

處方內容
Weekly Cisplatin/RT (CCRT)

2,3

Cisplatin 40 mg/m2, in NS 300 ml, IV over1 hour (maximum 70mg)
Weekly on day 1 of external RT, 1 to 4 hours before RT initiation
Weekly x 4-6 cycles (Dr. confirm)

CERRT-2

Cisplatin/5-FU/RT (CCRT)1
Cisplatin 70 mg/m2 in NS 300 ml, IV over 2 hours, Day 1
5FU 1000 mg/m2/day , in NS 500 ml, IV CI 24hour, Days 2-5
Q 4 W along with RT for 5 consecutive days at 28 day intervals

Recurrent /
metastatic

CERP01

Paclitaxel/Cisplatin5,6
Paclitaxel (Taxol) 175 mg/m2 in NS 500 ml IV over 3 hours, Day 1
Cisplatin 50 mg/m2 in NS 300 ml IV over1 hours, Day 1
Repeat cycle of every 21 days

CERP01-1

Paclitaxel/Cisplatin/Bevacizumab11
Bevacizumab 15 mg/kg in NS 100 ml, IV over 90min
Cisplatin 50 mg/m2 in NS 300 ml IV over 1 hours, Day 1,or Day2
Paclitaxel (Taxol) 135 or 175 mg/m2 in NS 500 ml IV over 3 or 24hours, Day 1
Repeat cycle of every 21 days

CERP02

Paclitaxel/Carboplatin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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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platin AUC 5, in NS 250 ml, IV over 60 minutes, Day 1 followed by
Paclitaxel (Taxol) 175 mg/m2 in NS 500 ml, IV over 3 hours, Day 1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for 6-9 cycles or until disease progression or
unacceptable toxicity.

CERP02-1

Paclitaxel/Carboplatin/Bevacizumab11
Bevacizumab 15 mg/kg in NS 100 ml, IV over 90minutes
Paclitaxel (Taxol) 175 mg/m2 in NS 500 ml IV over 3 hours, Day 1
Carboplatin AUC 5-6, in NS 250 ml, IV over 60 minutes, Day 1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until disease progression or unacceptable toxicity.

CERP03

Cisplatin + Topotecan8
Topotecan 0.75 mg/m2/day, in N/S 100ml, IV over 30 min, Day 1,2,3
Cisplatin 50 mg/m2 in N/S 300ml, IV over 1 hour, Day 1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CERP04

Gemcitabine/Cisplatin7,14
Gemcitabine 1000 mg/m2 in N/S 100 ml, IV over 30 minutes D1,8
Cisplatin 50 mg/m2 in N/S 300ml IV over 1 hour, day 1
Repeat cycle of every 21 days

CERP05

Paclitaxel 5,6,15
Paclitaxel 175 mg/m2 in NS 500 ml, IV over 3 hours, Day 1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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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platin 5,6
Cisplatin 50 mg/m2 in NS 300 ml, IV over 1 hours, Day 1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CERP07

Docetaxel 9
Docetaxel 100mg/m2, in NS 250 ml, IV over 1 hours, Day 1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CERP08

Bevacizumab 10
Bevacizumab 15mg/kg , in NS 100 ml, IV over 90 minutes
Repeat every 21 Days

CERP09

Topotecan/Paclitaxel16
Paclitaxel 175 mg/m2 in NS 500 ml, IV over 3 hours, Day 1
Topotecan 0.75 mg/m2/day in NS 100 ml, IV over 30 minutes, Day 12,3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until toxicity or disease progression

CERP09-1

Topotecan/Paclitaxel/Bevacizumab11
Bevacizumab 15 mg/kg in NS 100 ml, IV over 90 mins
Paclitaxel 175 mg/m2 in NS 500 ml, IV over 3 hours, Day 1
Topotecan 0.75 mg/m2/day in NS 100 ml, IV over 30 minutes, Day 1,2,3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until toxicity or disease progression

CERP10-1

Cisplatin/5FU17
Cisplatin 50-75 mg/m2,in NS 300 ml,IV over2 hour,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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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uracil 1000 mg/m2 ,in NS 500 ml,IV CI 24 hour, day 1-4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for a total of 3-4 cycles
*Cisplatin can be switch to Carboplatin AUC 5 if poorly renal function
or Old age

CERP10-2

Carboplatin/5FU17
Carboplatin AUC 5 ,in NS 250 ml,IV over 60 mins, day 1
Fluorouracil 1000 mg/m2 ,in NS 500 ml,IV CI 24 hour, day 1-4
Repeat cycle every 21 Days for a total of 3-4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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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 Radiation therapy
Treatment type
Adjuvant Radiotherapy

Radical Radiotherapy14
The size of residual tumor
≦4cm

RT technique13

Total dose

Fraction size / # Fractions

Conventionally Fractionated 45-50Gy to whole pelvis or
RT
extended field
IMRT+IGRT
±
±
（依臨床需要規劃執行
HDR Intravaginal
IVRT)
Brachytherapy
10-20Gy to 0.5cm below
mucosa of vaginal stump

1.8-2Gy/ fraction

Conventionally Fractionated
RT
IMRT+IGRT
±
HDR Intracavity
Brachytherapy

45Gy to whole pelvis or
extended field
50Gy to Parametrial area

1.8-2Gy/ fraction

40-45Gy to whole pelvis or
extended field
＋
ICRT
15-30Gy to Uterine cervix
(Point A which defined as
2cm superior to lateral
vaginal fornix and 2cm
lateral to cervical canal)

1.8-2Gy/ fraction

45Gy to whole pelvis or
extended field
50Gy to Parametrial area
＋
ICRT
20-25Gy to Uterine cervix
(Point A which defined as
2cm superior to lateral
vaginal fornix and 2cm

1.8-2Gy/ fraction

Note

±
2-2.5Gy/Fraction
(IVRT)

＋
3.5-6Gy/Fraction

＋
3.5-6Gy/Fraction

依臨床需要選擇適用治療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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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al to cervical canal)
Radical Radiotherapy
Conventionally Fractionated 45-50Gy to whole pelvis or
The size of residual tumor ＞
RT
extended field
4cm
IMRT+IGRT
70Gy to Cervical tumor
•
•

註：實際治療分次劑量 × 總治療次數，應與處方劑量差異在±1Gy 內。
註：放射治療詳細流程清參照 口腔癌放射治療標準政策與執行規範。

1.8-2Gy/ fr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