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是癌症化學治療

癌症俗稱「惡性腫瘤」是人體細胞生

長速度失去控制的一種疾病。臨床上癌症

的治療方式主要分為手術治療、放射治療

及化學治療。手術及放射治療屬於局部性

治療，至於化學治療則屬於全身性治療，

是利用抗癌藥物來治療癌症的方法。然而

抗癌藥物有如雙刃刀，除了對腫瘤細胞有

抑制作用外，同樣也會作用在體內任何快

速生長的細胞，例如：體內的骨髓、消化

道腸黏膜、生殖系統、神經系統和毛囊等

器官均會受到影響，不過這些組織在治療

結束後很快就會恢復正常了。

常見的不良反應及改善建議

當化學治療開始，病人必須面對化療

藥物所帶來不同程度的副作用，每一種副作

用的出現對不同病人的影響亦有不同，為了

避免因化學治療而導致副作用所造成病人生

活品質上的痛苦或生命的威脅，治療期間不

良反應改善建議：

1.較容易會有感染的危險性，請常洗手並且

應該避免接觸感染源或感冒的人。

2.較容易有噁心或嘔吐狀況，可透過醫師開

立的止吐藥品來減少不適症狀，並建議您

以少量多餐的方式，並避免吃太燙、辛

辣、油膩等食物。

3.可能會造成落髮，不過在停藥後毛髮會再

度生長，若很在意可藉由戴假髮或帽子來

改善。

4.可能會造成腹瀉，若沒有限水的問題，請

補充水分，以防止出現脫水現象。

淺談癌症化學治療淺談癌症化學治療
文/藥劑科 張皓勇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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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能會造成口腔黏膜刺激腫痛、潰瘍，以

棉布滋潤、擦拭口腔或漱口，以保持良好

的口腔衛生。

6.可能會造成月經週期改變、皮膚刺激、色

素沉積(指甲、皮膚)、感覺疲倦或虛弱，

如情況很嚴重請告知您的醫師。

化學治療期間飲食建議

化療期間的病人需要較平常人更多的熱

量及蛋白質來修補細胞及增強免疫力，患者

應多攝取高蛋白飲食或營養補充飲品。由於

白血球及免疫力較平常低，日常飲食應避免

生食，例如：生菜沙拉、生魚片、蜂蜜、冰

塊等，都暫時不要食用，以免造成感染。

病人經過一連串的癌症治療，往往不只

心力疲憊，身體元氣也往往虛弱了不少，這

時候身體的調補也很重要，可透過食補或中

藥調養來改善體質及增強免疫能力，如此不

只能提高生活品質也可能提高存活率。

保持好心情積極接受化學治療

人體若長期處於生活緊張，以及情緒

低落之下，易造成類固醇、腎上腺素過度

分泌，如此一來體內的免疫系統容易受到壓

抑。癌症病人應盡量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去

面對化學治療產生的副作用。

相對的，悲觀的心態對於病情是沒有

幫助的，更有可能因過度情緒低落而影響癌

症的治療。所以如何在化學治療期間，保持

樂觀正向的心態是病人和家屬應該重視的問

題，或藉由病友會團體都是幫助自己調整情

緒的方式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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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徐欽鵬 營養師

隨著傳媒與網路社群發達，資訊比以往

更加流通，且各種健康食品爭相上市、滿街

健身房林立、永遠閱讀不完的健康資訊、層

出不窮的養生秘訣或特殊飲食模式，偶爾再

出現一兩位名人罹癌甚至不幸過世，真是把

民眾嚇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深怕自己就是

下一個，馬上搜尋網路看看符不符合罹病罹

癌的徵兆。

乍看之下醫療資源充足、健康訊息爆炸

的時代，且現代人似乎更重視飲食與健康，

大家應該都很健康才對？

但現實跟理想總有落差，衛福部國健署

近期發布「106年癌症資料登記」，顯示我

國在106年新發罹癌人數較105年多出5,852

人，平均每4分42秒就有1人罹癌；隨著飲食

西化、外食頻率增加與生活習慣變遷、人口

壽命延長等因素，導致罹癌機率大幅增加。

因此世界各國於公衛領域上無一不致力於癌

症預防與治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人

們藉由健康的生活方式至少可預防30~50%的

癌症發生，顯現日常生活管理之必要；綜觀

造成各種疾病發生之危險因子，皆與肥胖、

靜態活動、飲食不均衡、菸酒攝取等不良生

活習慣有極高相關性，為此世界癌症研究基

金會亦於2018年提出預防癌症的專家建議：

1.維持健康體重(BMI：18.5~24)：應終生維持

理想體重，並避免成年時期的體重增加。

2.適度活動、避免久坐：每週維持中強度150

分鐘或高強度運動至少75分鐘之運動習

慣，兒童每日建議維持中強度運動至少60

分鐘。

3.充分攝取各類蔬果、全榖類與筴豆類：每天

從各類食物攝取30克以上之膳食纖維。

4.減少速食、高油脂、高精緻糖加工食物的攝

取。

5.避免過度攝取紅肉與加工肉類：每週攝取紅

肉＜500克以及加工肉類＜21克(每週不超

過100克)。

6.限制含糖飲料的攝取。

7.少喝酒：飲酒已證實與多數癌症相關，若要

喝，每天應注意不過量。

8.儘可能以日常飲食攝取獲得充足營養，非依

賴膳食營養補充品維持健康。

9.產後母親應哺乳至少6個月。

10.如曾經罹癌者，更應遵循上述建議。

解說清晰的健康指引手冊，民眾可到

國健署網站免費下載閱讀，如「每日飲食指

南」、「我的餐盤」等，這是針對台灣國人

飲食與營養變遷等現況作出的指引，是維持

健康與預防疾病的不二法門，且適用於絕大

多數的健康人群。

簡單就好簡單就好

改變生活習慣預防癌症發生改變生活習慣預防癌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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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健署「每日飲食指南」

「我的餐盤」將飲食指南以簡易口訣

       圖示宣傳健康飲食

圖片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而且健康管理指引是集結世界之力、各

國無數專家長年追蹤與試驗所得出的可靠意

見，不但具體可行且無需花費大筆金錢，還

有各種製作精美清楚的圖片、單張向民眾宣

傳，比閱讀書籍還淺顯易懂。

但現實上仍有不少人對平淡無奇的飲食

與生活指引並不買單，大家更喜歡媒體或網

紅的華麗廣告噱頭、誇張療效，好像要維持

健康非得要吃原料高檔的膳食補充品，而民

眾花了錢卻連吃的營養品有何益處都說不出

來，令人啼笑皆非；您不擔心亂吃東西反而

對身體有害嗎？

其實營養唾手可得，低糖高纖多喝水、

均衡攝取所有食物，並配合適度規律的活動

維持良好體態，從生活中減少高風險的習慣

自然就能遠離疾病，只要您願意相信自己邁

出改變的第一步。

若您正想採用特殊食品、療法等方式管

控健康，請先參考上述建議，盤點自己的生

活是否有需要調整的地方，如有需要亦可隨

時向專業的醫師、營養師討論，以簡單、單

純的飲食與生活模式預防疾病的發生。若發

現身體有任何顯著異狀(如非自願性的體重改

變、不明原因的疼痛等)，應儘快至醫療院所

就醫，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避免疾病惡化也是

保護個人健康的重要原則，別讓一時的疏忽

造成終生遺憾。

最後分享一段個人覺得終身受用的格

言，與您共勉之。

When diet is wrong, medicine is of no use

當飲食不正確時，藥物是沒有用的

When diet is correct, medicine is of no need

當飲食正確時，藥物是不需要的

We need good food without medicine

我們需要好食物，而不是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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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癌症中心 傅文玫 副主任

乳癌團隊

本院乳癌第三期病患5年本院乳癌第三期病患5年
存活率優良品質成果存活率優良品質成果

依據AJCC第八版乳癌分期，依腫瘤大

小（T）、腋下淋巴結轉移與否（N）、是

否遠處轉移器官（M）等TNM系統做為判

斷期別的考量，乳癌第三期為「局部廣泛

性乳癌」，有下列幾種狀況:乳房腫瘤本身

較大(＞5公分)且有腋下淋巴結癌轉移，或

者是侵犯皮膚或胸壁的浸潤性乳癌，特徵

像乳腺發炎的「發炎性乳癌」，還有些患

者乳房的腫瘤並不大，但腋下淋巴結轉移

超過四顆或是淋巴結癌轉移至內乳或同側

鎖骨區域，都算是第三期乳癌；依據109年

國健署公告最新全國存活率平均值參考資

料，第三期乳癌5年存活率約達76%。

「癌症存活率」是個統計學概念，通

常表示在特定的時間內，某種癌症患者存

活者所占的百分比，而「五年總生存率」

（Overall Survival，OS），是臨床上常用

來反映某種癌症嚴重程度、進展快慢或兇

險程度的一個指標，在醫學上也用此指標

來評價癌症治療效果，可解釋為某種癌症

經過治療後，生存五年以上的患者所占的

百分比，也可能使用1年、2年或10年存活

率。例如，乳癌第I期的5年生存率為96%，

這意味著所有乳癌患者中，每100人中大約

有96人在診斷後5年仍存活。隨著現代醫學和

科學的發展，生存率已普遍大幅上升，從確

診癌症後，活到五年以上的人隨處可見，所

以癌症≠絕症。

由於第三期乳癌的特性為局部廣泛性，

腫瘤可能較大，也有較多顆的淋巴結癌轉

移，在手術治療之前可考慮「術前輔助治

療」，先縮小腫瘤再進行手術，同時了解癌

細胞對這些藥物的反應，若使用術前輔助治

療卻沒有預期的成效時，可及早改變藥物或

治療方式。第三期乳癌治療整合來說，通常

建議的主要治療方式可依臨床檢查結果適度

調整，有「術前輔助治療」、「乳房切除手

術 + 淋巴結廓清術」、「放射治療」及「輔

助化學治療」，更可依腫瘤特性，癌細胞表

面HER2陽性者追加「標靶治療」，或「荷爾

蒙治療」適用癌細胞表面ER、PR陽性者。

圖片來源：照護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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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發達，早期乳癌的治癒率是很

高的，而第三期的存活率確實低於第一、第

二期。104年本院乳癌團隊為提升乳癌第三

期之五年存活率，重新檢視93-99年於本院診

斷及治療之乳癌第三期病歷，根據美國NCCN

版本的乳癌治療指引，乳癌的診斷除了整體

健康評估(包含家族史、停經狀態、飲食習慣

及理學檢查…等)，原發腫瘤評估(包含乳房攝

影、乳房超音波、粗針切片及組織學、分化

程度及ER,PgR,HER-2,Ki67等檢查)、局部淋

巴結評估(超音波及生檢切片確認)及遠處轉移

(stageII以上建議做電腦斷層檢查，stageIII以

上建議做正子造影檢查、骨頭掃描)的評估。

因電腦斷層檢查、正子造影檢查、骨頭

掃描為治療指引中非必要之檢查，病患於初

診斷時很可能已有遠端轉移，有低估的可能

性，於是團隊將「第三期病患或傳統檢查無

法得到診斷時，增加安排電腦斷層檢查、正

子造影檢查、骨頭掃描的檢查」列入本院乳

癌治療指引中，乳癌團隊亦增設「臨床上診

斷為T4 or N3之病患予進行這三項檢查其中

一項之執行率達100%」指標，列為定期監

測。

本院乳癌團隊經過5年的持續落實執

行以更真實呈現病患期別，及早給予患者

最適合的治療，國健署於107年、108年、

109年分別回饋100-104 年、101-105 年、

102-106年回饋全國之存活率數值，本

院乳癌第III期5年存活率分別為77.74%、

82.97%、83.75%，逐年提升並連續3年高於

全國及醫學中心之成果。

由於乳癌切除手術的進步，加上治療

藥物發展快速，只要患者願意配合治療，

即使晚期乳癌，平均存活期也有3年左右，

早期乳癌的存活期更是以「10年」計算，

因此提醒婦女切莫諱疾忌醫，定期乳房攝

影檢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以提高存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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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謝梨君 營養師

肝動人生 肝癌手術病友會肝動人生 肝癌手術病友會
保肝食品的新知保肝食品的新知

台語有一句話"肝若不好，人生就是

黑白的"...是的，這不是一句玩笑話，很

多肝臟功能不佳的朋友，營養狀況都不是

很好；為何會這樣呢?這主要和肝臟功能有

關，肝臟功能由肝細胞進行，功能非常複

雜，可以說是人體最繁忙器官之一，包括

代謝解毒、吸收營養、儲存能量及身體防

禦功能，如同是人體的運作工廠。面對身

體這個重要的器官，日常生活中哪些行為

或飲食習慣會傷害我們辛苦的肝臟？飲食

又該如何選擇才能保護我們的肝臟呢？您

一定要來看看這篇文章喔！

改善傷肝行為

1.戒酒：酒是傷肝的危險因子之一，因酒精

（乙醇）喝下肚後，肝臟酵素會先將其

代謝為乙醛，再代謝為乙酸，而乙醛代

謝為乙酸的過程會傷肝，導致肝臟無法

正常代謝脂肪，形成脂肪肝、酒精性肝

炎；長期飲用過量的酒精，會導致肝臟

腫脹、受傷而硬化。

2.遠離黃麴毒素：黃麴毒素被世界衛生組

織認定為致癌物，如花生、豆類、白米等

保存不當發霉，就易產生黃麴毒素，民眾

若誤食，會增加肝硬化和肝癌的風險。此

外，台灣夏季悶熱、潮濕的天氣，未食用

完畢的食物，若常溫保存很容易就會長出

黃麴黴菌。如何防範：(1)購買真空包裝的

食品；(2)快到期的花生、豆類食物有油耗

味，就算食物還沒過期也最好別吃，以免

誤食黃麴毒素；(3)三餐吃不完的剩菜、麵

包等，都應放進冰箱冷藏。

3.少吃加工/醃製食品：如香腸、臘肉、火

腿等醃製食物，為避免孳生肉毒桿菌，會

添加亞硝酸鹽作為防腐劑；民眾吃下烤香

腸、煎臘肉，高溫烹調會讓醃製食物產生

致癌物亞硝胺，容易誘發肝癌，建議減少

攝取的次數。

4.避免高脂高糖食品：飲食西化，高脂食物

容易攝食過量，難以分解的脂肪會堆積在

肝臟，形成脂肪肝，最後恐發展成肝硬

化、肝癌。手搖杯飲料添加高果糖玉米糖

漿，過多的糖吃進體內會轉化成脂肪儲存

在肝臟，也易形成脂肪肝。因此，這類食

物都應該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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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少吃煙燻烘烤食物：很多食物經過煙燻烘

烤之後，的確很香，那股焦香味吸引著很

多人；但食物經過煙燻火烤後，會產生大

量的苯芘（致癌物質），吸煙時就含有這

種致癌物質，會加重肝臟的負擔。所以，

用高溫煙火燻烤出來的食品應少吃為宜。

若是偶爾為之，可以配合吃一些新鮮蔬菜

和水果，以達到一定的防護作用。

持續護肝飲食

1.均衡飲食：六大類食物包含全榖雜糧類、

豆魚蛋肉類、乳品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

脂與堅果種子類，掌握均衡(定時、定量，

不爆食)、新鮮(當季)、原態(不加工)、衛生

安全(食材徹底清洗)，才能從日常生活中獲

得營養、維持免疫功能，保護肝臟。

  若有肝炎、肝硬化風險，飲食中的豆魚蛋

肉類(蛋白質類食物)可多選擇植物性蛋白質

的黃豆製品，富含支鏈型胺基酸，營養代謝

吸收過程對肝臟負擔較小（圖一、參考食

譜：自助餐可選擇主菜或是副菜含有的黃豆

製品）。

2.喝足夠的水：水分攝取足夠，可以協助排

除體內多餘的廢物，建議每公斤每天至少

要喝30c.c.的白開水，70公斤的男性一天至

少要攝取2100c.c.的白開水，以一般市售

600cc容量的寶特瓶至少4瓶；但非一次喝

完，應有計畫的喝水(圖二)，並且排尿要定

時，絕對不憋尿。

圖一、自助餐可選擇主菜或是副菜含有的黃豆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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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益生菌保腸肝：腸道是人體最大的免疫

器官，增加腸道有益菌可提升人體免疫功

能，當壞菌多於有益菌就容易產生疾病。

如何增加有益菌(如乳酸菌)的含量，可

以從優格、優酪乳及養樂多等食物攝取，

需要注意的是，為了降低酸度、增加口

感，多數的市售優格、優酪乳及養樂多都

會添加糖分，雖然補充了好菌，卻也可能

吃進過多熱量和精緻糖，反而不利健康。

若能選擇減糖，甚至無糖更佳。當然腸道

內的好菌多寡，最關鍵的因素來自於「吃進

的食物」，當飲食趨於均衡，自然就能使好

菌增加；但若是餐餐高油、高糖，那麼壞菌

的確就會隨之增長。

台灣是肝病的高盛行區，歷年來肝癌、

肝硬化和慢性肝病都名列國人十大死因之

中，肝癌更是年年位居男性十大癌症死因的

第一位。因此，如何減少肝病對國人健康的

威脅，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

圖二、計畫性喝水 圖三、感謝達文西中心所辦「世界肝炎日活
動」，筆者於活動中分享保肝食品的新知，
也將此文章與未能到場的民眾一同分享、一
起保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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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109年08月-109年09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如需事先報名/

繳費請註明)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9.08.01 08:00-17:00 台灣護理學會
手術全期護理品質

指標經驗分享研習會
李秋香顧問

等6位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瓊瑤
34964

護理人員繼續
教育積分申請中

109.08.01 08:00-15:00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

公會全國聯合會
小南丁格爾體驗營

吳姿蓉副院長
等10位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瓊瑤
34964

無

109.08.04 13:00-15:00 兒童部
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

中區病例討論會
中區各醫學中心

汝川17樓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109.08.05 12:30-13:30 內科部 腹內感染
肝膽腸胃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8.05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心臟血管外科 
吳怡良主任

行政6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08.07 09:00-16:20

台灣護理學會卓越中心
知識轉譯組、
中山醫學大學
及附設醫院

台灣護理學會 
實證護理於臨床照護

應用研習會(中區)

穆佩芬教授
等6位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瓊瑤
34964

護理人員繼續教
育6.2積分

109.08.12 12:30-13:30 內科部
Primary aldosteronism: 
scree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內分泌科 
羅仕昌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8.12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死亡病例

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08.18 08:00-17:00 護理部
109年度專業人員進階

母乳教育研討會
洪靜琦等4位

行政大樓13樓
國際會議廳

盧瑛琪
34952

護理人員繼續教
育9.6積分

109.08.19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肝膽腸胃科 
黃士銘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8.19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
一般外科暨微創中心

彭正明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外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

109.08.26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心臟內科 

蕭文智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8.26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死亡病例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09.02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一般外科 

羅文鍵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外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

109.09.02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肝膽腸胃科 
王賀立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9.09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死亡

病例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09.09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心臟科 
莊志明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9.10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個案報告
為恭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9.09.13 07:30-08:30 外科部
併發症及死亡

病例討論
外科部

夏君毅部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09.16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研究演講-LDCT in 

Lung Cancer
醫療部 

陳志毅副院長
行政6樓4605

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外科醫學會
繼續教育學分

109.09.1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神經內科 

辛裕隆主任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內科醫學會
B類積分

109.09.19 全天
兒童胸腔暨
重症醫學會

兒童胸腔暨重症醫學會
會員大會

正心3樓0321
會議室

學會秘書 
02-28735315

109.09.23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內分泌科 

王威傑醫師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109.09.24 07:30-08:30 緩和醫學科
安寧遠距視訊會議/新

店耕莘醫院個案
回覆報告

三軍總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5積分

109.09.30 07:30-08:30 外科部
臨床醫學倫理

病例討論
小兒外科 

謝明諭主壬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
34601

109.09.30 12:30-14:00 皮膚科
培養醫學研究的興趣: 

從中山到世界的
經驗分享

林口長庚皮膚部
鐘文宏主任

實三教室
(學校)

張易揚
34511

109.09.30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conference
胸腔內科 

黃士峰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
3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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