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癌病人接受標靶治療之副作用照護肝癌病人接受標靶治療之副作用照護
文/癌症中心 蔡伊婷 肝癌個管護理師

轉移性肝癌或無法手術切除的患者，

治療方式可選擇標把藥物，以延長生命或

穩定病況，其作用機轉主要是針對癌細胞

擴散或增殖，加以抑制癌細胞生長及腫

瘤血管新生；目前健保給付治療肝癌之標

靶藥物有3種：蕾莎瓦(學名Sorafenib)、

樂威瑪(學名Lenvatinib)、癌瑞格(學名

Regorafenib)，分為第一、二線用藥。

第一線藥物：蕾莎瓦(學名Sorafenib)，

作用原理是藉由減少血液供給及延緩癌細

胞生長，抑制癌細胞生長及擴散；及樂威

瑪(學名Lenvatinib)，作用原理是抑制血管

新生及腫瘤生長，縮小腫瘤成長並減緩疾

病惡化。而癌瑞格(學名Regorafenib)是肝

癌第二線標靶藥物，同時也是蕾莎瓦衍生

物，癌瑞格造成副作用會比蕾莎瓦更加強

烈，因此肝癌病人要能承受蕾莎瓦的副作

用，才能繼續使用癌瑞格。

目前台灣健保規定需使用第一線蕾莎

瓦(學名Sorafenib)治療無效時，才可以申請

使用第二線標靶藥物-癌瑞格。這3種標靶藥

物都是多重激酶抑制劑，目標是希望可以

延緩癌細胞惡化程度，不過幾乎所有標靶

藥物都可能會影響到正常功能的生長，因

此正確的副作用照護對於癌友的生活品質就

顯得相對重要。

簡介標靶藥物產生之副作用及發生比

例，如下：

1.手足症候群：發生率45-50%，用藥後1-2

週內出現，常見部位在手掌及腳掌，其症

狀包含皮疹、紅腫、麻木感、刺痛感、腫

脹皮膚變厚等。嚴重症狀可能會有皮膚龜

裂、脫皮、水皰及強烈刺痛，造成日常生

活不便。(蕾莎瓦及癌瑞格較常見)。 

2.高血壓：發生率約45%，用藥後2-3週內病

人會出現高血壓症狀。(樂威瑪較常見)。

3.消化道症狀：發生率約50%，約用藥後3-4

天，常會出現腹瀉、食慾減少，其次是噁

心、嘔吐或便秘等腸胃道症狀。(蕾莎瓦及

癌瑞格較常見)

4. 其他症狀：蛋白尿、疲倦感、牙齦或腸胃

道出血、肝或腎功能不全、感染…等。

Grade 3皮膚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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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之照護原則：

1.手足症候群：開始用藥後即建議手腳皮膚

使用潤膚或保濕產品，降低服藥期間皮

膚乾裂、脫皮等情形。平日洗澡時水溫

勿超過40度，外出做好防曬避免太陽直

射，減少皮膚紅腫。發生手足皮膚反應

依等級之照護處置如下：

第一級：皮膚異常處理，使用成分含

10-40%尿素或5-10%水楊酸軟膏，可考慮局

部使用止痛藥。

第二級：皮膚感覺腫脹、刺痛、紅

斑，且影響正常活動，使用成分含10-40%

尿素或5-10%水楊酸軟膏，考慮局部使用止

痛藥與類固醇軟膏，必要時調整劑量或停

藥。

第三級：皮膚感覺腫脹、刺痛、紅

斑，且影響正常活動，使用成分含10-40%

尿素或5-10%水楊酸軟膏，考慮局部使用止

痛藥、類固醇軟膏與抗生素，必要時調整

劑量或停藥及轉介皮膚科。

2.高血壓：用藥期間需每天測量血壓並

紀錄，若治療期間出現高血壓情形，

主治醫師評估後，開立降血壓藥物，

若血壓收縮壓≥ 180mmHg或舒張壓

≥110mmHg，則會暫停用藥。

3.消化道症狀：病人接受藥物治療期間，大

多數會出現噁心、嘔吐、食慾減少、腹

瀉，或少數出現便秘情形，建議營養攝取

方面選擇易消化食物、少量多餐、水份適

當攝取，若症狀都無法改善並有嚴重腹瀉

反應，可經醫師評估後予以腸胃道藥物使

用。

4.蛋白尿：治療期間出現解尿有泡沫、手腳

或臉部腫脹等，需詢問主治醫師是否要調

整劑量或是暫停用藥。

5.其他症狀：牙齦或腸胃道出血、肝或腎功

能不全、感染等症狀時，需返院治療。

結論

標靶藥物治療產生的副作用不適感，往

往會造成病人自行減少藥物劑量或是自行停

藥，但這行為只是讓肝癌細胞持續生長，並

不會達到有效的治療。所以，在病人開始服

用口服標靶藥物之前或服藥期間，適時給予

護理照護，可幫助度過藥物副作用及增加生

活品質。

資料參考來源

•張可斌與李重賓(民108)，肝細胞癌的標靶治療;臨

床醫學：第八十三卷第四期

•陳怡岑、喻絹惠(民105)，晚期肝癌病人標靶治療及

副作用照護;榮總護理：第三十三卷第二期

•h t t p s： / /www . l i v e r . o r g . t w / j o u r n a l V i ew .

php?cat=60&sid=749&page=1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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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人工造口的迷思破解人工造口的迷思
文/癌症中心 梁瓊文 大直腸癌個案管理護理師

迷思二：做了造口後就不能再接回去？

從解剖位置來看，腸道分為盲腸、升結

腸、橫結腸、降結腸、乙狀結腸，不同的位

置會影響造口是否接回。基本上可從造口的

分類，簡單歸納腸道接回的可能性，造口分

為暫時性和永久性的：

•暫時性造口(3-6個月)：

◎環狀橫結腸造口：將橫結腸拉出，

外觀較大，於較上段故排出的糞便鬆軟不成

形，為了讓遠端傷口癒合，為暫時性造口約

3-6個月接回。

◎雙管造口：故名思議有兩個開口，但

不會相連在一起，一個開口主要是排便另一

個為腸粘液較多，該造口多為暫時分流排出

物之用，約3-6個月接回。

◎小腸造口：通常位於腹部右下方。排

出物為粘稠流體，內含大量的消化酵素，較

容易刺激造口周圍皮膚，造口需長期使用保

護皮及便袋。通常也是暫時性造口，如果因

疾病問題導致需變永久性造口，請多注意病

人電解質平衡問題。

•永久性造口：

◎左側結腸造口：常為永久性的，不過

因保留了大部分的結腸，故排出的糞便通常

為成形的，排便型態就易養成。

雖然可以簡單的分類，還是要依照病人

當時的身體狀況及醫師評估後才能夠做出最

佳的選擇。

「請教醫師，我一定要用人工造口嗎

?」、「如果真的要用人工造口的話，我不

想開刀」，這幾句話常常在門診聽到。在

肚子上開一個洞(肚花)對病人來說心理上的

坎往往過不去。雖全世界約有36萬多人口

有人工造口(肛門)，但大眾不能接受身體心

像的改變及害怕別人異樣眼光仍是主因。

『造口』一詞源于希臘語，意思是口

或開口。最早的造口術在十八世紀早期因

為戰爭而施行的。在進行造口時，對腸管

進行分離，腸管的一端或兩端引出到體表

以形成一開口，腸管的分離可於一處或於

不同的幾處進行，因為不同部位的腸管執

行不同的功能，所以迴腸部位的造口就不

同于結腸部位的造口。

迷思一：腸道開刀一定要裝人工造口嗎?

面對腸道的問題，處置的方式有很多

種，不見得都需要人工造口，且人工造口

也分為暫時性及永久性造口。以下說明讓

您了解何時需要造口以及關造口的時機。

情境一：當病人有腸阻塞且心肺功能

不適宜長時間全身麻醉時，先做腸道繞道

手術以緩解腹部不適或減壓之情況。

情境二：因腫瘤部位為低位(離肛門口

距離約3-5公分)，可先做人工造口，以利腸

道口的傷口癒合，減少吻合洩漏狀況。此

常是暫時性的，約3-6個月會將造口接回，

不過仍取決病人身體狀況。

情境三：如腫瘤侵犯到肛門括約肌，

造口的選擇就是永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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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三：裝了人工造口，身上一直有臭味？

脹氣怎麼辦？

關於臭味這點常被病人詢問。早期的人

工造口袋確實沒黏好滲漏或造口袋重複使用

多次就容易有異味。隨著各家廠商的改良，

現今造口周邊商品選擇多樣，不僅有單片式

便袋可隨時更換，也有便袋附有除臭片或可

噴撒除臭劑來改善。飲食上的改變也是減少

臭味的方法之一，如產氣食物：蛋、魚、乳

酪類、豆類、洋蔥、青椒、蘆筍、甘藍菜、

胡瓜、蘿蔔、啤酒等少吃或不吃。有時一脹

氣造口袋易漲起來，建議少用吸管喝水或是

嚼口香糖，切勿匆促進食或餐中搭配湯品，

避免吸入過多氣體導致脹氣。

迷思四：糞便沒有成型是不是有問題啊？

如同在迷思二介紹的，因開口位置的不

同，所使用到的腸道不同，因此不是每個有

人工造口的病人糞便都是成型的，無需過度

擔心。但有幾個大原則要請病人注意的：

1.腹瀉時：為避免刺激腸道過度蠕動，

可先暫時使用低渣飲食，減少高纖維食物的

攝取量，適度的食用香蕉、蘋果、清粥、白

吐司、蒸蛋及豆腐等。

2.便秘：有些人因人工造口位置較接近

結腸，大部份是成形便居多，偶爾便秘情況

發生，預防方式是每天飲水要足夠，至少

2000cc～3000cc，適當運動及攝取蔬果。

3. 臭味及脹氣：避免攝取容易產氣之

食物及刺激性的調味料等。

迷思五：裝了人工造口我還能正常生活嗎？

造口在生活上不會影響原有的職業，但

避免從事搬重物之行業、適當運動避免接觸

性或撞擊之運動、盡量以舒適寬鬆的穿著為

原則，適度的彈性褲是不錯的選擇、洗澡採

淋浴不需特別改擦澡、外出旅行沒問題。或

許生活多了一些不便，但遵從護理師或造口

師的指導及定期回診，都能夠適應良好。

造口又稱肚花，覺得像是開在肚子上的

一朵『玫瑰』，要接受它的存在需要一點時

間但只要把握大原則，仍然可以將生活過得

多采多姿。本院設有專屬造口護理師來幫助

病人在初次面對造口時快速學習照顧，且經

過多次練習直到病人或家屬完全學會自行更

換才會返家。另外，國內成立的中華民國玫

瑰之友（造口）關懷協會，也默默地支持著

玫瑰病友，讓治療路上不孤單。

參考資料：

•康威特ConvaTec『造口護理手冊』、

   Hollister造口護理衛教、

•中山附醫大腸直腸外科 黃啟洲醫師︰

   Colostomy and Ileostomy Surgical Procedure、

•劉貴芬專科護理師著:造口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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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消化外科 李祥麟 主任、黃亭諺 專科護理師

膽囊是肝臟旁的一個梨型狀袋子，

具有存放膽汁的功能，膽汁幫助脂肪的消

化。膽汁主要由lecithin及膽固醇所組成，

且具有一定的比例，若比例改變可能導致

結石的形成。有些因素如：細菌感染、輸

血、肝炎；糖尿病、高脂肪飲食、先天的

脂肪異常等，可造成組成的比例改變。

★誰是膽結石的高危險群?

由於現今社會的飲食習慣西化的影

響，長期攝取高油脂、高膽固醇食物的

人，罹患膽固醇結石的比例增多。

★膽結石有何症狀及如何醫治?

大部分的膽結石沒有症狀。偶有噁

心、上腹不適、疼痛及壓痛等症狀，尤其

在飯後；嚴重者可伴隨發燒、黃疸、胰臟

炎。造成症狀的原因是因為膽結石阻礙了

正常膽汁在膽囊或膽道中的排出。如已有

膽結石的形成，便少有自然排出消失，藥

物治療及改變低脂飲食若沒有成功機會，

最終仍須以外科手術切除。

★膽結石可以只把結石拿掉嗎?

基本上若膽囊發炎則表示膽囊的功能

出現問題，僅把石頭拿掉而保留膽囊，以

後仍會再發生結石，並不建議此作法。除

非病人在緊急情形不適合麻醉，採局部麻

醉的引流手術。

★膽囊切除的方法有哪些?

目前常見的方式有以下兩種，通常情況

允許會以微創手術將膽囊切除為主：

1.傳統開腔式膽囊切除：在右上腹或正

中上腹做10～15cm左右的切口，進入腹腔內

直接將膽囊切除。

2.腹腔鏡膽囊切除術(l apa r o s c op i c 

cholecystectomy)：在腹部做三到四個小切

口，大約在5～12 mm，在內視鏡(腹腔鏡)

及附屬機械的幫助下，把膽囊切除的手術方

式。

★手術方式的不同對病人有何差異?

兩者都是把膽囊摘除。採用腹腔鏡的方

式好處：

1.術後傷口較不痛，傷口小、疤痕少。

2.住院期短，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有膽結石的肥胖病人適合哪種手術?

如果器械的大小可以運用，用腹腔鏡進

行膽囊切除術的方式，有時比傳統的方式更

好處理。

★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是否可以完全取代傳

統的膽囊切除術?

雖然腹腔鏡膽囊切除術目前已被認為是

治療症狀性膽結石的標準術式，而且是一種

安全有效的切除膽囊方法；但是對於有膽囊

因發炎、沾黏及解剖上的變異的病人，醫師

膽結石治療二三四膽結石治療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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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考量改以傳統的切除術來避免併發症

的發生。

★有哪些情形不建議用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而考慮以傳統方式切除膽囊。

1.膽囊發炎嚴重。

2.曾於上腹部接受過手術且極度沾黏者。

3.無法確定的解剖異常。

4.手術過程中有狀況如:出血或腸子破裂。

5.不適合氣腹狀態(因術中腹腔內需灌入二

氧化碳)，如︰心臟及肺臟疾病者。

6.若合併有容易出血傾向時。

★膽結石合併急性膽囊炎是否適合腹腔鏡膽

囊切除術?

膽囊發炎的急性期用腹腔鏡來處理後，

併發症比急性期過後來得高。由於手術技巧

的進步及經驗的累積，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是

可行，但是改成傳統開腹手術的機率會比常

規安排的腹腔鏡手術來的較高。

★接受腹腔鏡膽囊切除術需住院多久?

在台灣大約2～4天左右。

★腹腔鏡膽囊切除術有何危險性?

腹腔鏡膽囊切除術跟其他手術方式一

樣會含有手術風險。可能的併發症有麻醉風

險、手術中或手術後的出血、傷口感染、膽

道損傷、腸道損傷、膽汁溢漏、腹內濃瘍

等。事實上，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在有經驗及

受過良好訓練的醫師進行下，手術併發症可

降至最低。

★接受腹腔鏡膽囊切除術後，如有下列情形

要立即回醫院接受醫師檢查：

1.寒顫、發燒至38.5℃以上。

2.出血。

3.腹部持續腫脹、疼痛。

4.持續嘔吐、噁心。

5.持續咳嗽呼吸困難。

6.任何傷口有紅腫、膿排出。

7.不知原因的食慾不振、疲勞。

★如何避免膽結石形成?

1.養成定時定量、少量多餐的飲食習慣，

避免暴飲暴食。

2.食物選擇應以低糖、低脂、低膽固醇與

高纖維為原則，多吃蔬菜、水果、全榖

類和全豆類等食物，並充分攝取維生素

A、C、E。

3.不要長時間坐著不動，應適度運動，並

紓解壓力、放鬆心情。

4.適當攝取水分，一天至少喝3000c.c.左

右的白開水。

5.若有便祕症狀，應積極接受治療。

6.若已罹患膽結石，飲食應清淡，用水

煮、清燉、清蒸、涼拌等烹調方式取代

油炸、油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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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天地

      中醫輔助癌症治療模式介紹中醫輔助癌症治療模式介紹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黃義鈞 主治醫師

依據最新衛生福利部107年癌症登記

報告，當年新發癌症人數為11萬6千多人其

中肝癌、乳癌、肺癌、大腸癌皆在前五名

內，癌症病人接受現代醫學治療，常合併

出現一些副作用，如：疲倦感、便秘、腹

瀉、化療後週邊神經病變(手足症候群)、以

及癌症疼痛。本院中西整合醫療科承辦衛

生福利部中醫癌症輔助治療計畫，提供的

中醫輔助治療可分為以下3種方式：

一、四癌門診專案診療

 

針對四大癌種，穩定病人抗癌治療期

間與後續追蹤期間內的身體狀況，使其接

受抗癌治療過程更為平順，減少副作用，

以提升居家生活品質。定期追蹤抗癌治療

後功能量表(FACT-G)，追蹤身體狀況、社

交家庭、情緒、功能四大方面，協助醫師

更能針對問題提升生活品質。

二、癌症病人中醫門診延長照護計畫─不

限癌種

為我國近年推行新的中醫癌症照護模

式，可以改善病人接受化療後的副作用，

以減少因併發症而需住院所需的醫療支

出，相對於門診專案治療，能提供更全面性

的治療照護。目前已有研究統計，可以明顯

改善治療後的疲倦、腹瀉、手足症候群、疼

痛、焦慮及失眠等副作用，建議在抗癌治療

後接受2個整合照護療程可以得到最好的療

效。使用(CTCAE、BFI-T、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ality of Life-BREF)三種量表評

估病人改善程度。

三、住院癌症專案診療─不限癌種

住院接受各種積極治療癌症方式，包

含手術(切除、縮小、消融、化學栓塞、各

種新型手術方式等)、放療、化療、標靶等

治療之病人皆可納入計畫。藉由住院中醫會

診，積極改善各種治療常見的不適症狀，提

高治療後身體恢復速度，減少住院天數。

針對常見癌症治療之副作用，本院中

西整合醫療科的診察方式，除傳統中醫診察

外，亦提供精準儀器檢測如：自律神經分析

儀(HRV)、經絡能量分析儀.M.E.A.D、脈診

儀等客觀分析。治療方式包含科學中藥、傳

統針灸、推拿整復、傳統水煎藥(需自費)、

雷射針灸(需自費)、穴位貼敷(需自費)等多

樣方式，經由醫病共享決策來分析並選擇最

適合病人目前狀況之輔助醫療方式，協助病

人有更好的體力及生活品質，中西共治一起

戰勝疾病。

有需要進一步資訊者，請洽本院中西整

合醫療科諮詢。

肝 乳 肺 大腸

designed by Smashicons from Flat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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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天地

經由分析十二經絡之平均能量強度進行診斷

M.E.A.D經絡能量分析

HRV自律神經檢測

雷射針灸傳統水煎藥

藉由心律的變動分析自律神經的平衡程度，進而發現潛藏的問題

本院中藥材皆使用藥廠或自行送驗，附有不
含重金屬、農藥檢驗通過證明之藥材。

經由低能量雷射治療不適症狀，具有無
痛、非侵入性、治療時間短等優點。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大腸鏡檢前準備之相關衛教大腸鏡檢前準備之相關衛教

文/藥劑科 凌玉庭 藥師

大 腸 鏡 ， 又 名 「 下 消 化 道 內 視

鏡」，由管徑只有一公分的黑色塑膠軟

管從肛門處伸入，順著大腸ㄇ字型走向

檢查，可觀察腸道是否有出血、潰瘍、

瘜肉等問題，因此大腸鏡也是大腸疾病

和大腸癌的最佳篩選工具。

如果擔心不舒服，也有提供施打麻

醉的「無痛大腸鏡」，但這部分為自費

項目。又如果有符合以下情況，可考慮

接受大腸鏡檢查： (1)大腸癌家族病史、

(2)糞便潛血檢查陽性反應、(3)排便習慣

改變、(4)解血便、(5)長期便秘或腹瀉、

(6)不明原因體重減輕。

本院目前有三種清腸劑：Bowklean

保可淨、Nif l ec耐福力散、GI Klean 

powder腸見淨。

使用方法及相關比較介紹如表(一)。需

注意檢查前兩小時要記得禁食禁水，若

是做無痛大腸鏡，則是檢查前四小時要

禁食禁水。在服用清腸劑過程中，會多

次排便，造成肛門不適感，建議排便後可

用溫水沖洗肛門或使用濕紙巾擦拭。如有

出現腹脹、噁心等症狀，可暫停用藥直至

腹脹等症狀減輕再繼續服用。相關慢性病

用藥，除了降血糖藥物需於檢查當天暫停

服用(以免低血糖)，抗凝血藥物請醫師評

估外，其餘慢性病用藥如：高血壓藥物，

可正常服藥。

飲食部分，可選擇自主飲食控制或低

渣專用代餐，見表(二)。低渣飲食是為了

減少消化後的殘渣在腸胃道，避免因殘留

的糞便而影響診斷或瘜肉切除。建議可食

用白饅頭、稀飯、吐司等，不建議食用奶

製品、高纖蔬菜水果、起司或顏色較深的

果汁。

以上為大腸鏡檢查前的準備事項，若

有不清楚的部分，可再致電本院之藥物諮

詢室04-24739595轉3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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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Bowklean保可淨 Niflec耐福力散 GI Klean powder腸見淨

使用方式
一盒有兩包散劑(注意勿

直接服用，須加水配製)

加1000c.c.水配製 加在1000c.c.運動飲料

或開水中

檢查前一天

(依指示時間)

第一包「保可淨」散劑

加入150c . c .常溫冷開

水，攪拌至少5分鐘後喝

下。之後陸續補充至少

1500c.c.水分，直到排

出糞水呈澄清透明狀。

半 包 耐 福 力 散 加 入

1000c.c.開水稀釋，並

於 一 小 時 內 喝 完 。 之

後 再 於 一 小 時 內 喝 下

1000c.c.開水或運動飲

料，直到排出糞水呈澄

清狀。

服用第一包腸見淨，每

10~15分鐘喝250c.c.以

上的溶液，補充水分，

直到排出糞水呈澄清透

明狀。

檢查當天

(依指示時間)

第 二 包 「 保 可 淨 」 散

劑 ， 依 指 示 時 間 服

用 。 之 後 陸 續 補 充

750~1000c.c.水分，直

到排出糞水呈澄清透明

狀。

另外半包耐福力散加入

1000c.c.開水稀釋，並

於 一 小 時 內 喝 完 。 之

後 再 於 一 小 時 內 喝 下

1000c.c.開水或運動飲

料，直到排出糞水呈澄

清狀。

服用第二包腸見淨，補

充水分，直到排出糞水

呈澄清透明狀。

成分

Picosulfate Sodium 

10mg, MgO 3.5g,

Citric Acid Anhydrous 

12g

PEG4000

NaCl-21.36mg,

KCl-10.83mg,

Na Bicaronate-24.5,

Na sulfate 82.9mg

PEG3350

NaCl-1.465mg,

KCl-0.7425mg,

Na Bicaronate-1.685,

Na sulfate 5.685mg

優點 味道好，接受度高 腎功能不良者可用

注意事項

禁用於腎功能嚴重下降

患者（肌酸酐廓清率小

於 30 mL/分鐘）

一小時要喝完一公升

價格 每盒 580 元 每包 265 元 每包 200 元

表(二) 檢查前兩天 檢查前一天

自主飲食控制 低渣飲食 無渣流質飲食

低渣專用代餐
一般正常飲食

(少油炸、少奶製品)

低渣專門配方

(依餐盒內指示服用)

資料來源︰ 
1.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聯合報元氣網
3.聯安醫周刊
4.腸見淨、耐福力散、保可淨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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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教您如何「腸」保健康每一天營養師教您如何「腸」保健康每一天
文/營養科 林杏純 主任/營養師

由於飲食西化且外食族與日俱增，根

據衛福部統計處公布的109年十大死因，大

腸癌已佔癌症死亡率的第3位，且台灣的發

生率與死亡人數皆呈現快速成長的趨勢。

但它被認為是最可預防的癌症之一，究竟

該如何預防呢？

以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WCRF）的

報告指出，攝取過多的紅肉和加工食品是

導致大腸癌的原因之一，且肉類經高溫燒

烤產生的致癌物質異環胺（Heterocyclic 

amines，簡稱HCA或HCAs），和油脂滴

在炭火上所形成的多環芳香烴類化合物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

稱PAH或PAHs），攝入後皆會提高罹癌風

險；而攝取過多精緻糖、低纖維及高脂肪

食物，也會增加肥胖及罹癌的風險。

由此可知，飲食與大腸癌有著密不可

分之關聯性，若能謹守二多二少的飲食原

則，即多吃膳食纖維及益生菌，少吃加工

肉製品及高溫高油食物，並維持理想體重

皆有助於大腸癌之預防。

為何需要多吃膳食纖維及益生菌呢？

因為人體的免疫系統中有70%在腸道，故

需要維持腸道內的菌種平衡才能提升免疫

力。但改善腸道菌叢，光補充益生菌是不

夠的，還要攝取足夠的「益生質(Prebiotics) 

」以促進益生菌生長，而膳食纖維就是益

生質的食物來源；此外，膳食纖維被腸內

菌發酵時所產生的「短鏈脂肪酸」(如乙

酸、丙酸、丁酸)，也可供應腸道細胞的營養

並維護腸道健康。

而且膳食纖維還可促進腸胃道蠕動，縮

短糞便在腸胃道停留的時間與接觸面積，進

而達到預防大腸直腸癌的效果。至於膳食纖

維豐富的食物，除蔬果類外，未精緻的全穀

類與豆類也很豐富；而優酪乳與優格所含的

好菌以及發酵食物（如味噌、納豆、紅麴、

醋等），也有助於改善腸道菌叢，以降低體

內發炎反應並預防大腸癌的發生。

至於加工肉製品及高溫高油的食物則是

大腸癌推手，根據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

指出，每天攝取50克的加工肉品會增加18%

罹患大腸癌的風險，而每天攝取100克的紅

肉則會增加17%罹患大腸癌的風險。由於加

工肉製品中的亞硝酸鹽，會與蛋白質作用後

形成致癌物，故須少吃香腸、熱狗、培根等

加工肉品；至於食物經過燒烤(高溫)或油炸

(高油)過程所產生的異環胺與多環芳香烴類

化合物，易生致癌物質讓大腸產生瘜肉。此

外，紅肉中所富含的飽和脂肪酸，也會使肝

臟分泌較多的膽酸，以致於被腸內菌代謝成

「次級膽酸」造成腸黏膜病變。因此，除了

不宜攝取過多的紅肉外，其烹調方式也須避

免高溫油炸或燒烤方式處理。

總 之 ， 大 腸 癌 與 良 好 的 飲 食 習 慣 有

關，選擇「新鮮當季」、「原型原味」以及

「低脂高纖」的食物，有助於遠離大腸癌且

「腸」保健康每一天。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營養與健康



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文，瞭解民眾、病

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內容以
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安全的相關
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稿請email至
cshe1294@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一
經採用，均酬稿費。

110年09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協

合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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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
外開放
聽講 
是/否

110.09.04
 │ 

110.09.05

08:00-
18:00

骨科部/ 
中華民國
關節鏡 

及膝關節
醫學會

2021 
Advanced 

knee 
Arthroscopic 

course
 (需事先
報名)

陳超平
等18人

中山
醫學大學 
實驗大樓
一樓教室

林青慧 
34612

否

110.09.09
07:30-
08:30

緩和醫學科/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

安寧網際網
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
個案報告

台南
新樓醫院

附醫
行政大樓

7樓 
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
緩和
醫學
學會
5積分

否

110.09.23
07:30-
08:30

緩和醫學科/
台灣安寧
照顧協會

安寧網際網
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
個案回覆

北醫
附設醫院

附醫
行政大樓

7樓 
4705

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
緩和
醫學
學會
5積分

否

110.09.30
16:30-
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
論會(SPC)

解剖
病理科 

許振東主任

附醫
行政大樓

6樓 
4605

會議室

邱巧瑩/
黃芝瑜 
3255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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