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治療部位之
皮膚反應與自我照顧 文/放射腫瘤科 蔡佩芳 護理師

的細胞覆蓋，在受損的皮膚上則會出現細

胞水腫、疼痛等症狀；此時期皮膚傷害是

可恢復的，但仍需經主治醫師診治是否暫

時停止放射治療，或需要會診問題傷口科

共同照護受傷的皮膚後，再視皮膚修復情

況，繼續恢復放射治療。

(5)毛髮脫落：毛髮的生長速度與對放射線的

敏感度有關，生長速度越快者對放射線越

敏感。因此頭髮生長速度快也較為敏感。

通常低劑量照射只會造成毛髮生長速度減

緩，而高劑量照射也許會造成永久性毛髮

脫落，不過大部分患者於治療結束後會慢

慢的長出新的毛髮。

晚期皮膚反應可能會影響到表皮、真

皮、皮下組織，其皮膚症狀包括了萎縮、毛

細血管擴張、色素沉著、纖維化、潰瘍壞死

等副作用，但這些反應比較少發生。

   

綜合以上，在放射治療期間該如何自我

照顧以降低照射部位皮膚的傷害，提供皮膚

照護的建議：

1.接受放射治療期間，請勿自行移除在皮膚

上的標記，以避免照射部位不準確，造成

正常細胞的傷害。

2.避免刺激性物質接觸皮膚，如：芳香劑、

化妝品、香水等物品。 

許多癌症患者在接受放射線治療期間，

依照治療部位的不同會造成皮膚或多或少的

反應。在開始放射治療後二、三週，治療部

位的皮膚可能有紅、腫、癢或刺痛感，接著

有皮膚顏色變紅變深或脫皮的現象，這些都

是正常皮膚的治療反應；在放射治療結束

後，皮膚會逐漸修復恢復正常。因此，在治

療期間如何觀察皮膚反應及學會自我照顧以

減輕不適是重要的課題。

放射線治療對皮膚的影響可分為早期與

晚期皮膚反應。早期皮膚反應包括： 

(1)皮膚發紅：常於放射治療後二到三週，

發生照射部位皮膚輕微發紅、發熱反

應，這種反應和皮膚暴露在日光下的一

度灼傷反應相似，此時皮膚細胞所受到

的傷害很輕微可以繼續接受治療。

(2)色素沉著：放射線治療後引發皮膚保護

措施反應，使黑色素蛋白分泌增加，皮

膚變黑，此種現象普遍發生在接受放射

治療病患的身上，色素沉著會在治療後

六個月至一年慢慢消退。

(3)乾性脫屑：大約在治療三至四週發生，

治療區域中的皮脂腺被破壞造成皮膚乾

燥、脫屑、搔癢等症狀，只要皮膚表面

完整，放射治療仍可以繼續。

(4)濕性脫屑：當基底細胞無法重新製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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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沐浴時請用溫水或中性沐浴乳，輕柔的清

洗照射部位，避免用毛巾直接搓揉，最後

需將泡沫沖洗乾淨，洗完後請用乾淨毛巾

將水份吸乾或輕輕拍乾。 

4.請勿在照射部位及附近的皮膚做搓、揉、

掐等可能會使皮膚破損的動作。 

5.請勿在治療的皮膚上使用具有黏著性的

膠布，如果一定要的話，要使用透氣性紙

膠，並盡量避開治療的部位。 

6.照射部位皮膚完整時，可於治療後使用

冷敷或塗抹蘆薈膠，若皮膚出現乾癢時可

局部輕拍，並請醫師開立藥膏於治療後使

用，以減少不適感。 

7.皮膚若出現濕性傷口，請先以生理食鹽

水清理，再塗抹醫師開立的藥膏；因傷口

造成疼痛不適，可視需要予止痛藥減緩疼

痛；若傷口情況嚴重建議會診問題傷口科

共同照護。另外營養的補充應多攝取高蛋

白、高熱量及維他命C等食物、以利傷口

的癒合。

8.女性乳癌病人在治療期間，請不要穿戴胸

罩或緊身內衣，建議穿著寬鬆的、吸汗的

棉質衣物，以避免治療區域皮膚過度刺激

與磨擦。 

9.頸部接受放射治療者請勿穿有領子的衣

物，以減少因磨擦而導致皮膚發紅破皮；

如照射部位須剃毛，請選擇使用電動刮鬍

刀，以防刮傷。

10.治療期間避免在鹹水或加人工消毒劑的

游泳池中游泳，以避免感染。

11.在每次做放射線治療前2-3個小時，不

要在治療部位塗抹任何油膏、藥膏或防曬

油；若有需要塗抹任何藥膏時，皆須事先

詢問醫護人員。 

12.放射治療部位應避免太陽直射，出門前

先保護治療部位的皮膚，如撐傘、戴帽

子、穿著長袖衣物來遮陽；於放射治療後

半年到一年的時間仍需做防曬的動作，以

減少皮膚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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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病友輕鬆吃
文/營養科 林杏純 營養師

口腔癌佔2014年十大癌症死因的

第四位。根據國健署2012年癌症登記報

告，口腔癌是國人男性十大癌症罹患人數

及死亡人數上升最快的癌症。導致口腔癌

的原因除了香煙、酒類以外，檳榔也是口

腔癌的致癌物。目前，口腔癌的治療方式

包括手術切除、放射線治療(電療)、化學

治療或合併使用。

對於口腔癌友而言，手術治療可能會

影響口腔的正常咀嚼功能，且外觀(顏面)

的改變也使病人較有負面的想法，而化放

療的副作用更可能導致噁心、嘔吐、食慾

不振、味覺改變、口腔潰瘍及吞嚥困難，

種種因素都影響到病人的咀嚼與吞嚥功

能，造成食慾下降與進食量減少。根據研

究指出，營養不良的癌友不僅增加住院天

數、減低治療效益，還會提高死亡率，因

此充足的營養是癌症治療的基礎。

根據美國及歐洲「腸道與靜脈營養學

會」的建議，癌症病人的營養照護，最重

要的是盡量維持病人體重的穩定，其飲食

原則是攝取足夠的熱量與蛋白質，以維持

體重，提升免疫力。

ˇ足夠的熱量與蛋白質：

以病人基礎熱量需求量為基礎，考量病

人的活動、壓力及其他因素，提供足

夠的熱量。若無肝腎功能異常者，其蛋

白質需要量至少每公斤體重1公克以上，

目標量為1.2~2公克，因足夠的蛋白質將

有助於病人維持體力及促進體內各組織的

再生與重建，避免身體組織因治療造成分

解，以提升免疫力。

ˇ增加攝食量的小技巧：

1. 少量多餐的飲食原則，每日可進食6~8

餐，若在舒適的用餐環境下進食，將使病

人增加食慾，攝取較多的熱量。

2. 由於治療可能造成咀嚼困難，故可採”全

流質” 的飲食來供應，例如：用果汁機

將食物攪成濃湯，避免病人因咀嚼困難而

降低攝食量，導致無法獲得足夠的熱量與

營養。

3. 若病人食慾低下，除了鼓勵多吃熱量密度

高的食物外，進食前還可以喝點帶酸甜

味的飲料，如蜂蜜檸檬汁，以增加食慾；

或正餐間吃有香甜味的水果，如草莓、柳

橙、葡萄等，以增加熱量、維生素與膳食

纖維的攝取量。

4. 若有口腔潰瘍，可將食物剁碎或加入少許

太白粉，以促進食物的滑溜口感，降低口

腔疼痛，也可使用吸管協助進食流質的食

物，增加攝食量。

5. 為避免刺激傷口增加疼痛感，宜減少刺激

性的調味品，以免影響攝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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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選擇食物需注意：

1. 鼓勵病人多攝取高生物價蛋白質，如:

奶、蛋、豆、魚、肉類等食物；避免加工

食品或煙燻類食物，如烤香腸與醃製食

品，此類食物具有較多的致癌物質。

2. 太甜與太油膩的食物儘量少吃，因容易引

發嘔吐及反胃的情形。

3. 若能讓菜餚中具有酸、甜味的，如梅汁排

骨、番茄牛腩等，則能提升病人的食慾，

而酸味食材如：檸檬、番茄、梅汁或中

藥材中的當歸、紅棗、黃耆、枸杞等，也

可增添食物香氣。另外，魚或肉也可於烹

調前，先以少許酒或果汁浸泡，以增添風

味。

4. 癌症治療可能造成味覺改變，甚至增加對

苦味的敏感度，故避免較苦的食材，如苦

瓜、芥菜等；可選擇特殊氣味的食材如：

香菇、洋蔥、芝麻醬、南瓜等，來增加食

物的多元性。

【甜橙柔滑布丁】

•材料：全蛋 2顆、煉乳130克、柳橙原汁 350克、柳橙皮屑2小匙

•作法：

1.全蛋打散，加入煉乳及柳橙原汁混合成布丁液。

2.加入柳橙皮屑拌勻。

3.將布丁液過篩兩次，倒入瓷盤中八~九分滿。

4.在烤盤中加入五分滿的熱水，將瓷盤置入其中，放進預熱160℃的烤箱，

   隔水蒸烤35分鐘。

5.取出放涼，冷藏後再食用風味更好。

                                                           參考資料來源：淇淇不NG超幸福甜點

5. 若有口腔黏膜受損，宜選擇軟質食物為

主，點心如布丁、奶昔、豆花、紅豆湯、

西谷米、蒸蛋、粥品等，同時要注意食物

的溫度不宜太燙。

ˇ其他商業配方的選擇：

1. 如有口腔黏膜受損，可考慮給予含有麩醯

胺酸成分的市售營養補充品，如速養療，

有助於口腔黏膜的修復。

2. 若病人在由口進食情況較差或是消化速度

較慢時，可搭配使用市售的商業配方作為

熱量與蛋白質的補充來源，如安素，以維

持體重穩定。

3. 當進食量無法達到需求量，必要時可以管

灌食補充。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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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快樂孕媽咪

懷孕媽媽做運動
早期醫療不發達的時代，懷孕婦女常

認為應該辭職在家“好好待產”，減少活

動量，家裡的長輩總是耳提面命少出門，以

免危險發生。但現代許多醫療文獻指出在懷

孕期間應該適當的活動，產後能維持美好身

材，運動對於媽媽本身，甚至是寶寶都有許

多益處。

懷孕時的運動注意事項：

1)穿著適當、寬鬆、透氣的衣物。

2)運動的場所為通風、溫度適中且不過於乾

燥的環境。

3)運動前不要餓著肚子，進食後半小時內也

應避免劇烈運動。

4)運動前應進行暖身運動，運動時依懷孕者

可耐受的強度為標準。

5)不可過度訓練腹直肌。

6)子宮頸閉鎖不全或結紮術、26周後的胎盤

前置、破水、經常性在四到九個月出血、

早產歷史、妊娠毒血症或產科醫師建議不

可運動者皆為懷孕期間運動的禁忌者。

文獻提到懷孕者一天應至少進行例如

行走1.8公里運動量的活動，懷孕的過程被

分為三期，而三期都有不同的身體狀態，可

能造成的不適感也不一樣的，因此在懷孕過

程中的運動訓練也應該進行個別化的運動設

計。

1. 下肢容易腫脹且容易便秘的媽媽們，下肢

及骨盆循環式的運動，下腹部腸胃道的按

摩，避免久坐或久躺不動，半坐臥式下肢

抬高也是有幫助的。

2. 血糖較高的患者可進行少量多餐式的運動

訓練，配合飲食控制，能降低對於藥物的

依賴。

3. 關節或肌肉痠痛，可進行適當的伸展運動

及肌力訓練減輕肌肉僵硬、柔軟度不足、

肌肉無力或關節不穩定造成的疼痛。

4. 容易感覺喘的媽媽可以進行呼吸訓練，或

進行低強度長時間的心肺耐力或有氧運動

訓練。

在文獻中指出若懷孕婦女從第八週到

十二週開始進行緩和的運動，寶寶出生後的

生命徵象及活力會更好，這個時期建議懷孕

婦女進行呼吸運動、緩和運動、骨盆底肌及

核心肌群的訓練。懷孕中期延續初期的活

動，在可負荷的強度下可稍微增加運動的時

間和運動量，可加強心肺能力訓練及骨盆底

文/復健治療科 陳奕佳 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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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訓練以準備隨著時間變大的肚子壓迫導致

呼吸不順、漏尿的問題。懷孕後期可以練習

凱格爾運動以利順產，另外針對出現的痠痛

情形以個別化的運動訓練。

以下示範三種核心運動與伸展運動： 

文獻中提到運動對於降低難產風險及

剖腹產需求、預防懷孕者體重過重、心情愉

快、正確姿勢、調整肌肉張力、提高耐力、

增進睡眠品質、提升懷孕時對於孕體的承受

度、減少肌肉無力、預防抽筋、便秘、減少

自然產時會陰撕裂的程度、預防妊娠糖尿等

好處，對胎兒本身在長期性的研究也發現，

媽媽懷孕時若有運動的習慣，小朋友的體重

及脂肪相對較低，也有較高的口說語言技巧

及智力測驗成績。

若您對於運動有任何問題，請洽物理治

療室（分機21600），由陳奕佳物理治療師

提供相關諮詢，也可留意本院網站或七樓產

科衛教室相關運動課程資訊。

圖一、坐在適當高度的椅子上，屁股往後坐到

底，背靠到椅背上，吸氣後緩緩吐氣，輕輕將小

腹收起，想像將肚臍吸進肚子內，將氣吐到底，

吸氣慢慢放輕鬆。

圖二、雙腿比肩微寬，跪坐在腳跟上，往前延伸

伸展背部，雙臂與頭部放鬆平放墊上。

圖三、雙腳與肩同寬，吐氣臀部微微夾緊上提至

水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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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過敏性反應及
常見藥物疹型態

全身過敏性反應(Anaphylaxis)是種可

能致命的嚴重過敏反應。臨床上，過敏性

反應的症狀可從輕度的皮膚搔癢，嚴重至

氣道阻塞呼吸困難或血壓下降、休克、甚

至死亡。

症狀

一般說來，全身過敏性反應並非都

會致命，通常在接觸過敏原後數分鐘或數

小時內產生不同症狀，常見部位包括：皮

膚、呼吸道、腸胃道、心臟血管和中樞神

經系統。

ˇ皮膚：

症狀通常包括皮疹搔癢、面部或皮膚潮

紅，有的人可能感到皮膚有燒灼感而非

發癢。其它還可出現打噴嚏、流鼻涕、

眼及眼瞼表面上出現粘膜(結膜)腫脹。

ˇ呼吸道：

症狀包括呼吸短促、呼吸困難。同時，

聲音嘶啞、吞嚥痛或咳嗽也可能出現。

由於氣道水腫、分泌物增加，加上喉和

支氣管痙攣，出現喉頭堵塞感、胸悶、

喘鳴、紫紺、導致窒息而死亡。

ˇ心臟血管：

症狀有心悸、出汗、面色蒼白、脈速而

弱；然後發展為肢冷、發紺、血壓迅速

下降，脈搏消失，甚至測不到血壓，最終

導致心跳停止。患有心臟病的人是全身

過敏性反應所致心臟效應的高危險群。

常見的原因

食物：為最常見的，許多食物在第一次食用

時就會誘發全身性過敏反應。最常見食用或

接觸到堅果及核果類食物(如花生、胡桃、榛

果、杏仁、腰果、開心果等)、甲殼類動物

(如蝦、蟹)、小麥、貝類、魚類、奶類和雞

蛋。

藥物：任何藥物皆有可能引起全身過敏性

反應。最常見藥物是抗生素(如青黴素)，

其次為阿斯匹靈和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

(NSAID)。其它引起全身過敏性反應的包括

化療、疫苗和草本植物所製成的藥物。另外

包括嗎啡和顯影劑亦會導致全身過敏性反

應。

毒液：來自有針剌的昆蟲或蟲螫的毒液，如

蜜蜂和黃蜂可引起全身過敏性反應。若過去

曾對毒液有反應，且不只在針剌處周圍的局

部反應，這些人將來存在著較大的過敏反應

風險。

臨床常見藥物疹(Drugeruption)型態

(1)蕁麻疹(Urticaria)：

皮膚表面形成膨疹，有時會伴隨著血管

性水腫。通常在接觸藥品後數分鐘內至1小

時發生，為第一型過敏反應，有些人同時發

生過敏性休克等症狀。

(2)固定性藥物疹(Fixed drug eruption)：

病人在每次服用同類藥物後，都會在相

同部位出現藥物疹的情況。好發唇部、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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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器黏膜部位，特徵為圓形或卵圓形紅

紫色斑塊，急性期後易產生色素沉澱。

(3)痲疹型反應(Exanthematous reactions，

亦稱Morbilliform reaction)：

常見的藥物疹，初期以小紅斑及丘疹

為主，之後融合成瀰散性紅疹。初次使用

過敏的藥品約1-2週後產生藥物疹，若再次

使用約1-3天即可發生。

(4)多形性紅斑(Erythema multiforme)：

在皮膚和黏膜組織出現標靶狀病灶，

初期斑塊可能為紅斑型或丘疹型。常見在

單純皰疹病毒(HSV)感染或其他病毒感染。

(5)史蒂芬強生症候群(Stevens- johnson 

syndrome,SJS)：

初期症狀類似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

其紅疹好發於軀幹部，接著發展出全身性

紅斑、水泡，眼睛、口腔、生殖器黏膜發

炎及潰爛，嚴重時有如全身燙傷的病人，

同時影響肝腎、肺功能等併發器官衰竭及

敗血症，甚至死亡。

(6)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TEN)：

S J S 之 變 異 型 ， 侵 犯 全 身 體 表 面 積

>30%，通常病灶面積越大死亡率越高，為

最嚴重的藥物疹型態，致死率高。

(7)藥物疹合併嗜伊紅血症及全身症狀(Drug 

reaction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 , DRESS)：

通常發生在服藥後2至8週開始出現症

狀，一般伴隨著高燒、紅疹由臉部、上半

身、手臂開始出現，然後擴展至下半身，

最後變成紅皮症狀態。

(8)急性廣泛性發疹性膿皰症

(Acute generalized exanthematous 

pustulosis,AGEP)：

通常在服藥後兩天內發病，主要在紅

腫的皮膚斑塊上出現無數的細小膿皰，好

發於皮膚皺褶處，以群聚方式呈現，同時

病人伴隨發燒及不舒適感，膿皰約兩週內

消失。

治療

腎上腺素(adrenaline)是全身過敏性

反應的主要治療方法，發生過敏反應後應

儘快將腎上腺素注入前外側大腿中段肌肉

內。除此之外，抗組織胺、氧氣及其他支

持性療法可改善病況，而類固醇則可減少

晚期的反應。

結語

輕微皮疹可經停藥或支持性治療後

改善，很少有併發症及後遺症。若發生嚴

重過敏反應合併全身感染或心臟功能的傷

害，亦可能造成死亡。當發生藥物過敏

時，應立即就醫，並將所有服用的藥物告

知醫療人員，配合醫師診斷、建立詳細用

藥紀錄及過敏史，進一步評估相關性。

有藥物過敏史的民眾，除了可請醫師

將過敏藥品名稱註記於健保IC卡，以便往

後就醫時主動提醒醫師或藥師；並紀錄自

己過敏的藥物隨身攜帶，更能確保個人用

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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