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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有一次在美國洛杉磯的酒店內，碰到一位來自香港的
員工，她知道我曾患乳癌，想向我請教有關乳癌的問題。原來
她的姊姊患上了乳癌，整天以淚洗面，擔心未成年的兒女無人
照顧、擔心丈夫一個人既要工作又要理家、擔心自己連累家
人，弄得寢食難安，家人親戚都因她而憂心忡忡，愁眉苦臉。
這個做妹妹的，想安慰她又不知該說什麼，因此一看見我就過
來問問。我們談了超過半小時，分享了很多事，我不知道能不
能幫到她和她姊姊。當時我就想，如果有一本從乳癌病人角度

去講乳癌的中文書就好了，一定可以幫到這兩姊妹和她們的家人。

    《乳癌一百問》這本書正正是乳癌病人、康復者，以及病者的家人所需要的。

    《乳癌一百問》將很多對乳癌的恐懼和疑惑破解，將病者的心路歷程以問答方式
一一道出，詳細地將手術前後的各種選擇、化療及電療期間的各種情況，以及康復後
要面對的一些挑戰描述出來，更將乳癌割除後常見的後遺症和適當的飲食介紹給大
家。書內提出的一些問題，是我們平時不會問、不好意思問，或者不敢問的，Eliza
用平實坦誠的態度為大家探討。即使從來未遇過這種事，能夠有機會多知道一點也不
錯。

大家看了這本書，可能有幾方面的得着：
了解乳癌是種病，但不是致命的，積極面對，是可以康復的。

疾病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學會珍惜生命，重建人際關係。

增長對乳癌的知識，對可能發生的事有心理準備，知道如何去處理。

懂得怎樣更好地照顧身體、保持健康。

不論有病無病，放下無謂的擔憂，欣賞人生的美麗，自然活得快樂。

序（一）
    《乳癌一百問》 這本書，相信對乳癌病人幫助很大，我鼎
力支持。

    乳癌，我是過來人，十多年前病發，回頭想來，發覺現在
的我，生活比病發前更健康，更豐盛。

    病前，執着一份對母親的內疚，令我失眠達四年多，我生
病，是理所當然。病前，為了防癌，孢子粉、五菜湯是我每天
的食糧，但都逃不過患上乳癌的命運。我知道情緒最影響健康，所以要特別提醒患
者，一定要放鬆心情，有困擾時，想想其他東西，多找一些其他事情做，讓情緒能慢
慢抒發，不要「困」着自己。

    在康復路上，我會積極面對生命；在生活上，我想跟讀者們分享我的養護四步曲。

    首先，是食物的控制，盡量以清淡為主。

    第二步是運動，我堅持每周行山，我很喜歡看到花草，令自己走出框框「鬆一
鬆」。更難得是令我認識了很多行山做gym的朋友，生活確實是豐富了。

    第三步是睡眠要足夠，晚上十時半後不聽電話。

    最後第四步是情緒控制，而這一點最重要。所以行山也很重要，令自己想着不一
樣的事。我現在不再執着，盡量觀察自己的情緒，不讓它出現大波動。

    「全民乳房篩檢」在香港還未有實行，而當中不少低下階層婦女面對生活壓力，
經濟也不容許，因而對乳癌的警惕性很低。當發現時，都是中至晚期居多，面對這狀
況，除擔心身體外，經濟負擔又大，可說身心勞累，我極力支持香港可以早日實行
「全民乳房篩檢」。

序（二）

香港乳癌基金會名譽會長范徐麗泰 香港乳癌基金會名譽顧問陳婉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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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我和一群乳癌康復者及醫護人員，創立香港乳癌
基金會，一直堅持理念，由同路人支援乳癌初患者，在治療過
程中，堅強面對乳癌的威脅，勇敢的克服種種困難。

    霍主席除了將基金會的服務推上一層樓，更立志將患病時
的艱苦過程、當中經歷過的困惑、很多的疑慮撰寫成書，為讀
者一一分析及解答。書中的內容豐富，除了訴說自己的經歷，
文中亦不難看到很多康復者的心聲；加上廣泛的醫療新資訊，

如病變基因與癌症的關係、乳癌患者應否生育等，還有坊間對乳癌存在的疑問都有深
入的剖析，極有參考價值。

    作為一位外科醫生，我一直明白醫生除了醫病，更重要的是醫治病者的心。醫生
可以給予病者最好的手術，但因等候看症病者眾多，未必有足夠時間解答病者的各種
疑慮。這本書猶如一盞明燈，滿足婦女對乳癌知識的渴求，讓她們看到病癒後的曙
光。

    今日喜見在霍何綺華主席的領導之下，香港乳癌基金會的工作漸為社會認同，也
目睹更多婦女認識乳房健康的重要。這書見證了霍主席將多年願望付諸行動，將自己
的經驗傳予更多讀者，對剛罹患乳癌者尤其寶貴。作為香港乳癌基金會創會人，我為
她的貢獻而驕傲。

序（三） 　自序
    來到乳癌基金會的病患者，都面對着很多困擾和問題，對
自己有很多的不肯定，又不知道怎樣去適應。記得當年自己在
治療期間，面對的憂慮跟這些病友大致相同，當時最希望的是
當心裏有疑問時，有人可以給我答案。

    今天筆者會以過來人的身份，跟病友們分享心路歷程，也
看到她們的擔心隨之明顯減少，所以常常這樣想：如果自己的
經歷，可以幫助更多的病患者，那麼那場病不但沒有白費，更
可以說是有意義了，所以決定將患病經歷的一些點滴，輯錄成書。

    作為過來人，我們跌過、哭過、痛過，了解心情的起伏。回頭看，知道在哪裏可
以減低辛苦，少走點冤枉路。這本書搜集了很多病友們有血有淚的經歷和故事，也寫
下了她們康復後新的人生價值觀，希望可以令病患者在徬徨的治療期間不覺孤單，有
信心打贏這場仗。另外，書中還搜羅了很多詳細的資料，希望可以作為患者的導航員
和輔導員，在漫長的治療期間，在不同的治療階段裏，呵護着她們，陪伴在她們左
右。相信這些資料對愛護她們的家人和朋友同樣有幫助。

    這本書結集了大部分病友想問、想知、不好意思問和未想到的問題，作為參考和
鼓勵。其中關懷的部分更是重要。接受訪問的多位康復者，她們都走過艱難的抗癌
路，難得的是她們不介意重提往事，將她們的寶貴經驗，以熱誠的心跟大家分享。
她們的病歷和勇氣為其他人發光發亮，甚至將一切苦難化為愛，而能付出愛心的人，
都是幸福的人；可以跟其他病友分享，以自己的經歷幫助他人，更是福中之福。你們
說，她們是不是令生病也有其價值？

    感恩屢次並肩作戰的香港乳癌基金會副主席Mary，在整個籌備出版的過程中，
多得她的提點及鼓勵。亦感恩所有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心理醫生、社工、病友、康
復者，以及默默工作的義工們和朋友們的付出，協助搜集資料和圖片、設計、對稿、
編輯、核對等等，令我順利完成任務，促成出版《乳癌100問》。感恩！

香港乳癌基金會創會人張淑儀醫生 香港乳癌基金會主席霍何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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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術
序

6. 電療

1. 認識乳癌與謬誤

5. 化療

3. 孩子

2. 確診乳癌

目錄
全部切除，還是局部切除？  P. 54

怎麼做這不後悔的決定？  P. 55

手術前要有什麼準備？  P. 56

乳房手術後，怎樣護理傷口？  P. 58

手術後做什麼上肢運動？  P. 62

什麼是乳房重建？   P. 64

重建乳房的方法有多少種？  P. 65

什麼是義乳？  P. 66

怎樣選擇適合自己的義乳？  P. 67

序（一）— 香港乳癌基金會名譽會長范徐麗泰  P. 4

序（二）— 香港乳癌基金會名譽顧問陳婉嫻  P. 5

序（三）— 香港乳癌基金會創會人張淑儀醫生  P. 6

自序 — 香港乳癌基金會主席霍何綺華  P. 7

電療是什麼？誰需要接受電療？  P. 90

接受電療前要怎樣準備？  P. 92

電療副作用八問  P. 94

電療期間及其後怎樣護理皮膚？  P. 96

什麼是乳癌？  P. 14

破解乳癌謬誤  P. 15

怎樣看乳癌期數？  P. 23

什麼年齡是乳癌高危一族？  P. 24
為什麼要做化療？   P. 70

如何才不被化療打倒？  P. 71

三千煩惱絲沒有了，該怎麼辦？  P. 73

如何護理假髮？  P. 75

化療真的很恐怖嗎？  P. 78

如何克服化療疲累呢？  P. 79

哪些方法可以應付噁心和嘔吐？  P. 80

失眠，可以控制嗎？  P. 82

怎樣做好口腔護理及個人衞生？  P. 83

化療還有其他常見的副作用嗎？  P. 84

當西藥遇到中藥，該怎麼辦呢？  P. 86

治療期間不能工作，時間怎麼過？  P. 87

他們說「小孩不笨」，真的嗎？──給有三歲以下子女的你  P. 48

怎樣令孩子「不用怕」？──給有三歲至十二歲子女的你  P. 49

會否給孩子一堂生命教育課？——給有十二歲以上子女的你  P. 51

為何選中我？   P. 28

如何克服確診後的心理障礙？  P. 30 

怎樣正視負面情緒？   P. 32

教我如何愛乳癌病人？   P. 34

治療期間，我能照顧自己嗎？  P. 35

笑是最好的良藥嗎？  P. 37

怎樣尋求心理輔導？   P. 38

承受不起過度關心，可以怎辦？  P. 39

網海找資料，怎才不迷惘？   P. 40

乳癌康復者可以生育嗎？  P. 41

為何要做乳健檢查？   P. 42

做了乳房X光造影，還要做超聲波嗎？  P. 43

孕婦患上乳癌怎辦？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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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骨質疏鬆

13. 食物與乳癌

附錄

12. 第四期病友

14. 我的抱負

鳴謝

7. 標靶及荷爾蒙治療

9. 康復

8. 遣傳與乳癌

10. 淋巴水腫

乳癌患者容易骨質疏鬆嗎？  P. 140

怎樣減低骨質疏鬆的風險？  P. 141

大豆和豆類製品可以吃嗎？  P. 150

乳癌患者不宜喝咖啡和茶？  P. 151

患乳癌不可吃雞，是真的嗎？  P. 152

康復後的飲食要注意什麼？  P. 153

塑化劑與食物有關嗎？  P. 154

三缺一不可  P. 162

香港乳癌基金會簡介  P. 163

參考資料來源  P. 165

P. 167

應否重建人生？  P. 144

還要為誰操心？  P. 145

是否需要活出真我？  P. 146

何謂紓緩治療？  P. 147

慶生—我的第二次生命  P. 156

感恩與回饋  P. 157

義工的無私奉獻  P. 158

抱負  P. 159

什麼是藥物資助計劃？   P. 100

什麼是荷爾蒙治療？  P. 102

何謂標靶治療？  P. 106

治療後，如何重拾親密關係？   P. 112

男人怎樣看半邊乳房的女人？   P. 113

乳癌康復者可以找到真愛嗎？  P. 114

如何應付再戰江湖的矛盾？   P. 115

康復者會有失落感嗎？  P. 117

何時才稱得上「完全康復」？  P. 118

如何面對復發的恐懼？   P. 119

乳房X光造影有高輻射嗎？  P. 120

什麼運動最適合乳癌康復者？   P. 121

如何應付生活壓力？  P. 122

護膚方面要注意什麼？   P. 123

男性也會患乳癌嗎？   P. 125

及早偵測乳房有好處嗎？  P. 126

什麼是遺傳性乳癌？我需要接受遺傳性乳癌基因測試嗎？  P. 108

乳癌都是家族遺傳的嗎？  P. 109

什麼是淋巴水腫？  P. 128

淋巴水腫真的不能根治嗎？  P. 130

怎樣預防及紓緩淋巴水腫？  P. 131

乳癌康復者可以浸溫泉與按摩嗎？  P. 136

什麽是壓力手袖及指套？  P. 137



1認識乳癌
與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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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乳房、其周邊組織或腋下淋巴腺有癌細胞出現，失控地生長，便會形
成乳癌。乳癌細胞有擴散能力，隨血液和淋巴系統侵襲人體其他器官和組
織，可以致命。

什麼是乳癌？ 破解乳癌謬誤
    患上大病如乳癌，有人會胡思亂想，甚至誤信謠言，相信大家也聽過不
少這樣的例子。其實恐慌大多數源自對乳癌的誤解，因此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經驗，一起拆解這些謬誤，以免延誤治療與康復的良機。

謬誤1：患乳癌等於被判死刑嗎？
    乳癌不是絕症，也不等於死亡。只要在早期發現，及早加以治療，乳癌的存活率
是很高的。根據醫院管理局的癌症統計數據，2001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的乳癌病發
率，由每十萬人有46.6人上升至每十萬人有54.8人；再看看同一時期的死亡率，卻一
直在每十萬人中有9至10人之間徘徊。病發率上升而死亡率平穩發展，意味着乳癌不
一定是不治之症，很多人都存活過來。何況近年治療方法日新月異，更能針對乳癌細
胞的特性對症下藥，提升治癒機會。

謬誤2：患乳癌是否因我做錯事？
    乳癌的成因，連科學家也不能百分之百確定。除了少數關乎遺傳基因外，目前只
知道跟一些高危因素有關，例如高脂飲食、缺乏運動、壓力太大，以及較少餵哺母乳
等。不過有些患者，連筆者在內，常做運動、茹素、餵哺母乳，卻一樣患上乳癌。坦
白說，到這個時候還在想為什麼患癌，怪自己過去做錯什麼，是於事無補的。如果因
為過去少做運動，那麼從今天起做適量運動吧；如果過去吃得太肥膩，現在改變食物
的組合並不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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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3：抗癌過程只有我一個面對嗎？
    當然不是。每個患者背後，都有一個團隊支持－腫瘤科醫生、放射科醫生、
專科護士、臨床心理學家及物理治療師等醫護人員，都參與了不同階段的治療過程。
此外，坊間有不同團體提供患者支援服務，如香港乳癌基金會（下稱基金會）的病友
支援小組，不但給患者聚會見面的機會，互相支持，彼此學習；還有專業醫護人員及
社工為病友輔導、解答疑問。公立醫院也設有癌症病人資源中心，舉辦不同的活動，
協助患者克服每一個治療難關。這樣看來，怎會是孤單抗病呢？

謬誤4：乳房愈大，是否患乳癌風險愈高？
    曾請教醫生，他指出這個
說法並沒有科學根據。香港乳
癌資料庫第五號報告顯示，患
乳癌者胸圍尺碼32吋或以下的
大約有兩成，34吋的有兩成
半，36吋的是兩成左右，而40
吋或以上的不足百分之四 。這
些數字足以證明不論乳房尺碼
大小，同樣有機會患上乳癌。
乳房大，並不見得患癌風險必
然提升（見右圖）。

報告又提到罩杯尺碼B級或以下
的乳癌患者佔統計總人數逾一半
(54.5%)    (見左圖)， 這也打破
了以為乳房細小就不會患乳癌的
謬誤。其實不論乳房尺碼大小，
我們都應該多關注自己的乳房健
康，每月要自我檢查，做足三
管齊下的乳健檢查，才能保障自
己。

謬誤5：戴鋼線或緊身胸圍是否可以導致乳癌？
    美國作者Singer 和 Grismaijer在Dressed to Kill 一書中，訪問了美國五個城市的
四千五百名婦女，研究她們戴胸圍的習慣與乳癌的關係，推論長時間穿戴鋼線或緊身
胸圍，可能增加罹患乳癌的機會。作者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很多沒有穿胸圍習
慣，其患乳癌比率因而比西方國家低。不過，這項研究未有採用標準的科學研究方
法，例如研究對象不是隨機抽樣，而且不同地方的婦女生活及飲食習慣有很多差異，
故不能一概而論，肯定乳癌病發率與穿胸圍有關連。這項疑點頗多的研究推論並不為
醫學界所認許。
    美國癌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網站引述一項探討戴胸圍和罹患乳癌的
關係之科學研究，發現不戴胸圍的婦女，患乳癌的比率只是稍稍低於戴胸圍的婦女，
差別並不顯著。研究人員解釋，當中還可能有其他因素間接影響結果，例如不穿胸圍
的女性一般較為瘦削，她們本身已沒有肥胖這項乳癌高危因素。
    到目前為止，未有任何科學證據證實對身
體特定部位施加壓力，會令正常細胞變異而成
為癌細胞。換言之，戴鋼線或緊身胸圍會導致
乳癌之說並無根據。
    就算你以前有這樣的習慣，再去追溯跟
得病有沒有關係，也無補於事，不如積極向
前，向身心健康之路邁進。

謬誤6：醫治乳癌會否要長期留院？
    除了手術切除之後要留院三至七天（視乎切除範圍及是否同時接受重建手術），
接受化療或電療時，都在門診進行，治療完畢，當天便可以回家，毋須長期住院。

謬誤7：治癌過程是否要面對無了期的疼痛？
    不是。手術後傷口癒合，疼痛就應該會消失。至於其他治療帶來的痛楚，可以服
用止痛藥紓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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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8：乳腺閉塞可能導致乳癌，是真的嗎？
    坊間有美容院推出乳房護理療程，以紓減乳腺閉塞情況，從而減低患乳癌機會作
招徠。基金會的醫生指這種說法完全沒有根據，因為乳癌的出現，是乳腺之間的細胞
發生病變而形成癌腫，與乳腺閉塞並無關係。
    乳房與生俱來的功能是哺乳。但今時今日，不少女性都沒有授乳經驗，令乳腺組
織不穩定，容易出現乳腺閉塞或增生的情況，其徵狀可能是腫脹。要治本，就要注意
生活習慣，保持情緒穩定，紓緩精神壓力。

謬誤9：摸到乳房腫塊，那都是癌？
    很多乳房腫塊，例如囊腫(cyst)，是一種良性
變化，並不是癌腫。所以，就算摸到乳房有腫脹
或硬塊，不一定是乳癌。發現乳房有任何變化，
最好是立即找醫生檢查和確診，然後作出適當處
理，良性腫瘤也可能需要做手術。最重要是找出
原因，知道如何減低腫瘤再次出現的機會。
    總而言之，切勿自己妄下判斷，延誤求診，
錯失及早醫治的機會。

謬誤10：患上乳癌，可以不做手術嗎？
    除了外科手術，
暫時未有其他方法可
以清除乳房的癌腫
瘤。某些情況下，醫
生會採用術前化學治
療，將癌細胞縮小，
然後才進行切除手
術。但第四期乳癌則
以藥物治療為主，因
為癌細胞已擴散到其
他器官，只可以控制
病情。

謬誤11：手術是否會加速癌細胞生長和擴散？
    這並沒有科學根據。就算局部切除，醫生也會安排電療，確保癌細胞徹底清除，
減低復發風險。見過有病友諱疾忌醫，延誤做手術，結果令病情惡化。很多乳癌患者
害怕接受治療，以為治療期間人會變得弱不禁風、終日臥床、臉色變黑、禿頭……恐
怕這是大家看電影而得到的錯誤印象吧。

謬誤12：切除乳房會否令身形走樣？
    乳癌手術分全乳切除和乳房保留（即局
部切除）手術，雖然過程中留下疤痕是不
可避免的事實，但這並不表示身形一定會走
樣。手術留下的疤痕， 隨着時間會慢慢褪
色；病友也可以用「疤痕貼」或「疤痕膏」
去防止生肉芽。若是全乳切除，可考慮進行
乳房重建手術，即用自己身體其他部位的肌
肉和皮膚重造乳房；也可以戴上義乳。無論
哪種方法，外觀都可以跟手術前分別不大。
筆者見過很多全乳切除的病友，她們有些做
了重建，有些載了義乳，旁人根本察覺不到
她們的外觀有異。

謬誤13：切除全部乳房，便毋須接受化療嗎？
    不對。化療的目的，在於消滅患者體內的潛藏癌細胞。第一期的乳癌患者，約有
一半在手術後需要接受化療；第二期或以上的患者，約有八至九成需要接受化療。事
實上，接受乳房全部切除手術的患者，大部分都不需要接受電療，而並非不用接受化
療。

謬誤14：乳房全部切除會否比局部切除存活率高？
    有人以為乳房全部切除後便一了百了，生存率也較局部切除高，因而不加思索便
要求全部切除。其實醫生會根據腫瘤的大小及乳房體積等因素，建議患者接受全部或
局部切除。有研究指出，兩者的存活率相差不遠。不過，接受局部切除的患者，事後
需要接受電療，以減低復發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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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15：化療是否令人「愈化愈病」？
    化療藥的特點，是癌細胞被殺死時，正常細胞也受影響，並為患者帶來副作用
如疲累及嘔吐。當體力尚未恢復過來，又遇上另一個化療周期及所產生的副作用，
很容易令患者感到「愈化
愈病」。就算體力勉強恢
復，到下一次打針的時候
又再次面對各種副作用，
令人覺得「啱啱好番，又
嚟過」，沒完沒了。但問
題是可以解決的：疲累
時，適量的運動如散步，
有助恢復精力；維持均衡
飲食也有幫助；事前服用
止嘔藥，則可預防嘔吐。
醫護人員是治療的好拍
檔，若問題持續，記得請
教他們。

資料由假髮造型師温小蘋Annie Woon提拱 

綁法A： 綁法B：

側面效果 前面效果前面效果 側面效果

謬誤16：化療會否令人禿頭？
    脫髮的確是化療的其中一種副作用。在脫髮前作好準備，選購合心水的假髮或頭
巾，一樣可以自信地在人前出現。而當療程結束兩、三個月後，頭髮又會再長出來，
而且還比以前更柔軟好看呢！

謬誤17：電療會否電壞皮膚？
    醫生會處方藥膏給患者使用，用來保護受電療影響的皮膚。如果電療位置出現水
泡、脫皮或皮膚破損等問題，大概在電療後數星期便會漸漸復元。

謬誤18：止汗劑會導致乳癌？
    傳言謂止汗劑含有致癌化
學物質，長期剃腋毛和使用止
汗劑，會令化學物滲入腋下淋
巴，誘發乳癌。其實此說法並
沒有科學證據支持。研究人員
曾就此進行流行病學研究，比
較有乳癌和沒有乳癌的婦女剃
腋毛及使用止汗劑的習慣，結
果發現乳癌病發風險跟這些習
慣無關。
    海外和本港的統計皆顯
示，大部分乳癌患者的腫瘤都
在乳房的上外側，即近腋窩
處，這令止汗劑致癌之說更顯得疑幻疑真。正確的科學解釋是，乳房上外側的乳腺和
淋巴組織持別稠密，因而是腫瘤出現機會較高之位置。
    醫生建議女性做乳房Ｘ光造影前不宜用止汗劑，原因是止汗劑含鋁，鋁會在Ｘ光
造影上呈現狀似鈣化點的影像，可能影響檢查結果。

謬誤19：吃靈芝可以治療乳癌嗎？
    實驗室測試發現，靈芝的確有助提高免疫力，抑制癌細胞的生長。不過到目前為
止，仍未有足夠醫學數據證實靈芝可以直接幫助對付乳癌。相反有研究指出，服用靈
芝會干擾正電子掃描的準確性，因此醫生建議大家做檢查前的幾天，最好不要吃靈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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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20：據說木瓜有豐胸作用，
會否助癌腫生長？乳癌病友是否不宜吃？
    有一種說法指木瓜酵素（酶）和維他命A能刺激女性荷爾蒙分泌，有助豐胸；木
瓜酵素亦可分解蛋白質，促進身體對蛋白質的吸收。此說純屬無稽之談。
　　蛋白酶必須跟蛋白質直接接觸，才能產生作用。我們把木瓜吃進肚裏，木瓜酶會
被消化和分解，根本不可能發揮作用。
　　木瓜是有益的食物。根據美國大學研究的結果，木瓜含具有豐富抗氧化功能的胡
蘿蔔素，有減低子宮頸癌和乳癌等癌症風險的作用。木瓜纖維含量高，還有助促進腸
胃蠕動，適量吃當然無妨。

謬誤21：「絕食」可以餓死癌細胞，是真的嗎？
    有病友聽人說，患癌不要吃太多好的食物，不讓癌細胞吸收營養，腫瘤就不會被
養大，意味着「絕食」就可以「餓死」腫瘤。這說法實屬謬誤，而且會弄巧成拙，令
自己營養不良，免疫力下降，削弱對抗乳癌的「作戰力」，嚴重者可能因而要暫停治
療。
    人體的抵抗力源於食物帶來的營養，身體有足夠的營養，免疫細胞才可以發揮正
常功能，抵禦癌細胞。況且，有些癌細胞生長速度快，即使你減少攝取營養，它也會
奪取我們體內僅存的養分。戒口節食，結果只會殃及正常的細胞！
    各位乳癌病友，尤其是正在做化療或放射治療期間的你，應該均衡飲食，按照醫
護人員的建議，恰當地補充適量營養，維持身體的抵抗力，才有力量抗癌！

怎樣看乳癌期數？
    乳癌的期數是每個病友都非常關心的問題，因為期數愈高，便表示腫瘤
愈大、病情愈嚴重。期數亦是醫生決定合適治療方案、評估治療成效的一個
指標。

    目前乳癌的分期是依據國際抗癌聯盟的TNM系統為骨幹，以腫瘤大小和侵蝕的情
況 (T)、腋下淋巴結轉移與否 (N)，以及是否擴散至遠端器官 (M) 等來分辨，歸類為
一至四期；未有任何侵蝕現象的原位癌，便屬於零期了。這系統又會隨着醫生及研究
人員對乳癌的認知加深，不斷更新，有些在以前被界定為第二期的，在新版本中可能
會變為第一期！
    此外，荷爾蒙受體的強弱、癌細胞增生指標，以及是否屬特別類型如HER2型或
三陰性型乳癌等，都影響治療方案和復發風險。

零 期 乳 癌 原位癌，癌細胞仍在乳腺管基底層，未有任何侵蝕現
象，是最早期的乳癌。

第一期乳癌 腫瘤大小≦2厘米，腋下的淋巴結沒有癌細胞轉移。
第二期乳癌 腫瘤大小＞2厘米≦5厘米；或腫瘤＜2厘米但有1至3

粒腋下淋巴結有癌細胞轉移。
第三期乳癌 腫瘤大小＞5厘米，腋下淋巴結4粒以上，有癌轉移，

或胸壁皮膚（或鎖骨上）淋巴結也有轉移情況。
第四期乳癌 轉移性乳癌，已經轉移至遠處的器官如肝、肺，又或

骨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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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基金會接觸很多新的確診個案，患者年齡多介乎45歲至59歲之
間。好奇心驅使下，我翻查有關資料，嘗試找出什麼年齡是乳癌高危一族，
以及有什麼方法可減低患乳癌的風險。

    根據醫院管理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據，乳癌為香港婦女頭號癌症，香港
的乳癌發病率是亞洲最高的地區之一。過去十年間，發病率已增加了一倍。每十七名
婦女中，就有一位在一生中有機會患上乳癌。另外，根據香港乳癌資料庫第五號報告
數據顯示，患者確診乳癌的平均年齡為50.6歲，年齡中位數為49.3歲，相對美國的確
診年齡中位數為61歲和澳洲的62歲明顯年輕。香港乳癌患者確診的年齡高峰期為40
歲至59歲，從上述數據可推斷，香港婦女在40歲以後，患乳癌的風險會隨着年齡增
加。 
    另外，該報告亦提及香港乳癌患者有四個共通的高危因素：

什麼年齡是乳癌高危一族？ 

1

1

2

2

3

3

4

4
5

缺乏運動（每周少於三小時） 

生育後從未餵哺母乳

生活中超過一半時間要承受高度精神壓力

過重或肥胖

保持健康體重，不要過胖。

每天最少做三十分鐘運動，如急步行或緩步跑。

注意飲食：避免吃喝高脂肪和高糖分的食物和飲品，多吃
不同種類的蔬果，減少進食過量肉類及醃製食物。

若要飲酒，每日不要超過一杯。

情況許可的話，以母乳餵哺嬰兒至六個月大。

    上述四個高危因素跟我們日常生活習慣息息相關，該報告提議我們在每天的飲食
及日常生活習慣上作出改變，減低患乳癌的風險：

    此外，基金會提倡婦女由40歲起，開始每月一次自我檢查乳房，每兩年一次作臨
床乳房檢查及乳房X光造影檢查。要知道：「及早發現，治療關鍵。」



2確診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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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中我 ？ 
    筆者一向注重健康，經常做運動，茹素，性格樂觀，又曾經生育及餵哺
母乳，基本上沒什麼乳癌高危因素。所以當醫生告訴筆者確診乳癌的一刻，
即時的反應是不願接受那是事實、憤怒、腦海一片茫然。

    其實大多數初確診乳癌的病人都有這種「為何選中我？」的疑惑。心理學家指
出，罹患癌病的人由確診到接受治療期間，情緒會經歷很多變化，由最初的驚惶失
措、否定患病，到憤怒自責、恐懼死亡、無奈、沮喪，令身心承受很大壓力。換言
之，要是你有這些負面情緒和心理反應，是很正常的。基金會資料顯示，約六成患者
在得悉乳癌確診後，會情緒低落或拒絕接受（見圖）。
    乳癌跟生活習慣、高脂飲食、體內荷爾蒙、缺乏運動、壓力和遺傳等因素有關。
在醫學上，乳癌的成因至今尚未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病不是你討回來的，所
以不用自責。
    心理學家說，確診時因太震撼，病人會不停地尋找原因，最常見的是不停問自己

做錯了什麼。當病人平靜下來，接受了事實，就會明白這不是自己做錯事，只是可能
生活上出現「偏差」，或者是忽略了某些事，例如運動不足、飲食不夠健康，或是工
作壓力太大，不懂得放鬆減壓……當明白了和接受治療之後，生活甚至可能變得更健
康、輕鬆、自在。

    與其為沒有真正答案的問題而煩惱，跟不快的思緒糾纏，不如拋開「為何選中
我？」這個沒作用的問題，冷靜下來，為自己和家人接受它，積極面對它，好好為接
受治療做準備。回想當年，筆者也是這樣梳理負面情緒，走出「牛角尖」，沒有讓疾
病佔據和拖垮自己的生命。
    乳癌不是絕症，只要在早期發現，及早加以治療，戰勝乳癌是可能的。嘗試打開
心扉，向你的伴侶、親友和醫生傾訴，或者參加患者支援小組，請過來人教路，病友
間互相支持，都能減輕你的焦慮和緊張。
    筆者親眼見證了為數不少的病友，在參加支援小組後，由起初封閉自己，甚至不
敢將病情告訴家人，到逐步打開心窗，敢於與人溝通，最後重拾積極的生活態度，提
升了心理和生活質素。

「我吃得健康，不煙不酒，怎會這樣?」

「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上天要懲罰我？」
「不可能，報告搞錯了吧?」

●充足的休息可幫你「充電」，重拾自控能力。
●參與一些賞心或輕鬆的活動，例如閱讀、聽音樂或出外走走。 

休息與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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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的輔導人員建議大家
首先要冷靜下來，耐心地給自己時間去適應。
多做些肌肉放鬆運動，如深呼吸、冥想等，有助鬆弛神經。

提醒自己患癌不是世界末日，患病只是生命中一個難關，現今醫學進步，癌
症是可以治療和控制的。

知識有助我們克服恐懼，把心中想知道的問題寫下，請醫生、醫護人員或過
來人解答。多了解這個病，為自己選擇最合適的治療方法。
參加一些病友支援小組，向同路人傾訴，分享經驗，可增加對治療的信心。 

控制自己的思想
學習寫日記，記下你的感受。

向家人及醫護人員分享你的感受及想法。

判斷哪些是胡思亂想。
 
透過自我對話鼓勵自己。

如何克服確診後的心理障礙？ 
    年過五十的Alice，樂觀開朗，是一位有二十多年經驗的資深社工，每天
為不同的家庭排難解紛，提供輔導，自問見盡人生百態，以為沒有什麼風浪
是自己經不起的。

    當知道自己患上第一期乳癌時，她的反應竟然是只會放聲大哭，腦海一片空白，
忘記了自己多年來的輔導經驗。內心一方面非常害怕，另一方面又惱怒，為自己可能
見不到在外國讀書的女兒畢業而內疚。「為何是我？可以醫得好嗎？我會死嗎？可以
做什麼？」一連串的問題纏繞着Alice。

    Alice經輔導護士指導後，心情終於平復下來。她又參加了支援小
組，從同路人身上感染到正能量。康復後，Alice主動加入基金會的義
工行列，每星期兩天負責電話支援和病友支援小組，以自己的經驗幫助
其他患者。
    負面情緒是需要即時處理的，否則有可能會導致抑鬱或焦慮
症，影響心理健康和治療。若你察覺自
己對任何事情都失去興趣、容易疲
倦、食慾不振、坐立不安、心悸，
甚至有自尋短見的想法，便要立刻
告訴醫生和家人，尋求適當的專業
輔導。

「我可以應付這些挑戰的。」

「我不是要依賴，但在患病
期間我需要別人幫助。」

「我不可以被事情困着
自己，我只要一步一步
向前行就可以了。」

「患上乳癌並不
等於死亡，我應
付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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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正視負面情緒 ？ 
    面對乳癌突如其來的打擊，很多患者均會出現負面情緒。在這個時候，
必須正視自己的情緒問題，找一個合適的渠道，將負面情緒發洩出來。

    有患者會將自己的心情及經歷寫在紙上，然後撕掉，彷彿將不開心的東西拋諸腦
後，情緒因而得以紓緩；有患者喜歡觀看世界大災難的救助片段，因為相比之下，自
己不是最慘。患者往往以自己作為中心，些微不適都好像世界末日，其實放眼世界，
會明白自己很渺小，心裏自然變得舒坦。

    亦有患者喜與同路人傾訴，覺得可以暢所欲言。大家互相交流應付及治療的心
得，有互相扶持、同舟共濟的感覺，不用孤軍作戰。同一時間，患者可找伴侶及合適
的家人分擔工作及家務，從而提升與家人的關係，分擔你的恐懼和擔憂。
    恐懼往往是因為對前景未知及不確定 (uncertain) 而來。據基金會統計，五成以
上患者會以傾訴方式控制負面情緒（見圖）。透過傾訴及分享，患者可以掌握更多乳
癌知識，從而作好準備；也必須學懂將解決不了的問題「放下」。要學習怎樣善待自
己，學習怎樣放鬆及提升生活質素，不要執着。
    筆者患病時亦曾感到不安，幸好我有一班知己，在那段時間分批陪伴着我，令我
沒有收起自己，可以繼續過正常生活。他們陪我往郊外走走，呼吸新鮮空氣，令我頓
然感覺舒暢。
    大哭一場也是一種方法，但若察覺無法控制負面情緒，基金會有很多康復者義工
可以提供協助。愈早得到心理支援，對治療愈有幫助。乳癌患者就好比毛蟲作繭，治
療過後，毛蟲變成蝴蝶，生命繪出彩虹。

情緒支援紓減壓力小貼士
避免做的事：

減壓自助小貼士
避免將自己過度拉緊，
不要忽略你自己的需要。

不要強迫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

請家人照顧你的小孩及處理家務。

容許你的朋友或家人幫你尋找適當的資訊。

請你的家人或朋友陪你複診，這有助醫生跟你溝通，
並為你提供更合適的治療。

強求盡善盡美

只顧別人的想法

太操勞

感到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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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癌路上需要身邊人的支持。筆者患病時常對自己說：「我可以照顧自
己嗎？」「沒有人明白我的處境。」對了，就是這些原因，我們要盡快組
織一個「關懷團隊」，讓大家分工合作，幫助你應付生活和治療上的種種事
情。要把自己的要求坦誠相告，他們才知道怎樣配合你和真正幫到你。關懷
團隊包括所有愛護你的人，分工可以如下：

 治療期間，我能照顧自己嗎？教我如何愛乳癌病人 ？ 
    乳癌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最重要是得到伴侶及家人的支持。但如何做好
照顧者角色，在關心照顧之餘不令患者感受到太多壓力，其實也是一門學
問。

    活潑好動的Teresa確診乳癌時三十
三歲，她一直是家中的寶貝，丈夫及家
人都很疼愛她，所以當知悉她患病後，
他們都十分緊張Teresa的起居生活，
要她留在家中，不許她做任何家務，連
她最心愛的狗也帶走了，但這反而給
Teresa很大壓力。有一次丈夫回家，發
現Teresa手裏捧着一盆花，便立即阻止
她，叫她乖乖坐着，結果Teresa一下子
崩潰了，放聲大哭。 
    沒有照顧癌病患者經驗的家人，往往「愛你反而害你」。幸而Teresa的丈夫其
後參加了基金會的輔導和家人支援小組，在專業輔導人員幫助下，學會怎樣做好照顧
者的角色。基金會姑娘還提議他每天畫一幅畫給Teresa，慢慢地Teresa的心情平復
了，對治療亦有幫助。 
    我在基金會看見不同的個案：有些丈夫得悉太太患乳癌後放聲痛哭，比太太更為
激動，此舉令患者深感內疚，要反過來安慰丈夫；有些則愛理不理，甚至一走了之，
令患者承受身心痛苦。無論如何，患者若出現情緒問題，基金會可提供協助，教導家
人如何做稱職的照顧者。

    由古至今，女性在家中都扮演着「大內總管」的角
色，一旦患病，無疑是牽一髮動全身，整個家庭的生

活規律都大受影響。筆者認識一名年輕患者，說
丈夫得悉她患病後，待她如平常人一樣，鼓勵她
如常回學校做家長義工。起初她覺得丈夫過分冷
靜，但回頭看，大家悲傷過日子無補於事，倒不
如積極面對問題。

    筆者憶起十年前患病，平日工作繁忙的丈
夫謝絕出差工作，在我治療期間留在香港陪
伴我，此舉等同為筆者打了支強心針。「陪
伴」正是病患者的良藥，結婚時不就是已
定下甘苦與共的盟誓嗎？

Teresa 與她的丈夫

你的家人，如丈夫、成年子女、兄弟姊妹、親友：
丈夫可照顧情緒的起伏，兄弟姊妹幫助搜集資料，成年子女幫忙接電話等。

朋友、鄰居：
陪伴看醫生，記錄醫生說話；陪伴到街市買餸，煮你喜歡吃的菜式；陪伴喝下午
茶；接送小孩上學和放學；清潔家居、洗熨衣服等。

支援小組的同路人或過來人：
分享經驗，給予互相了解的支持。

1
2

3

丈夫鼓勵Teresa的圖畫

過來人丈夫李先生說：
「每當太太Vivian流露
一 些 負 面 情 緒 ， 我 總
是 制 止 她 ， 不 許 她 多
想。」照顧者自己可能
不認同一些事情，但也
要先遷就患者，再慢慢
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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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是最好的良藥」－古今中外都認同這句話。醫學也證實，笑會令
大腦釋放一種化學元素叫「安多芬」，又稱「快樂激素」或「年輕激素」，
令患者減輕痛楚和憂慮，有助早點康復。每天要露齒而笑，要笑出聲來，更
要笑到肚皮都動才是健康的笑。其中看喜劇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基金會親善大使薛家燕小姐在參加會員周年聚餐時，主持問她保持美麗的心得。
她說：「最重要是時常保持心境開朗，而我的祕訣是每日三笑……哈哈哈！」全場隨
即跟着哈哈大笑。她的每日三笑是在早餐時段、午餐時段和晚餐時段，她說每次要三
聲大笑，才是真正的笑。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每天加上跳舞三次，當作柔軟體操，由
飯廳跳到睡房，由睡房跳到洗手間，由洗手間跳到廚房等等。

    她再強調說，吃早餐時如果發覺早餐不是自己喜歡吃的，也要哈哈哈三聲大笑出
來。筆者在想，這正是「要笑」的玄機——當我們面對不如意的事，要抱的態度就是
一笑置之，處之泰然地接受它，那樣才可以哈哈哈地笑出來。
    時常真心地笑，是一劑藥物都不能代替的特效藥，恆常保持快樂情緒就是健康之
道。姊妹們，笑對癌症，笑對人生吧！
    現年七十歲的張太，確診第一期乳癌時六十八歲。她在分享會跟大家說：「我康
復後，時常告訴自己，我最叻、最靚、最開心，所以常常開懷大笑。我跟女兒、女婿
打乒乓球，他們都贏不了我。」

笑是最好的良藥嗎？

為了更好的幫助病患者，照顧者需要有以下的認知
將面對乳癌的種種問題及相關資料寫下，請教醫生、醫務人員或康復者等；
搜集更多的正確資料，有助掌握情況；多與醫護團隊溝通，從旁協助病者作
最佳治療。

了解治療期間的副作用和後遺症等，不要等副作用出現才處理。

解決實際問題，如記錄醫生說話、複診時間和處方藥物；整理醫院的帳單和
化驗報告；安排膳食和照顧患者的子女等。

時常保持環境清潔，患者抵抗力弱，須慎防細菌感染。家中常備手部消毒藥
水；如探訪者身體不適，請不要造訪；患者宜減少到人煙稠密的公眾場所。

了解患者的期望和需要，協助定出優先次序。討論時，要尊重患者的意見，
讓她表達自己的想法，不要完全改變她的正常生活，例如不可出外、不可做
家務等。

多陪伴，給予患者安全感；多聆聽，讓她訴說自己的擔憂。

生活保持輕鬆。治療期間患者多留在家裏，可多陪伴她看電視和玩遊戲等。
保持社交生活，定期與朋友及家人聚會，並陪伴患者找社工和支援團體。

財政問題可向「藥物援助計劃」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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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尋求心理輔導？ 
    女性患上乳癌後，情緒多少受到打擊，她們會對治療過程心生憂慮。除
了從伴侶、親屬、朋友及病友那裏得到支持，她們於患病期間亦可尋找心理
學家幫助，其專業意見可能是乳癌患者的心靈雞湯。

    工作狂的Wendy於2009年患上乳癌，她除了接受乳房切除及重建手術外，同時
亦要進行化療及標靶治療，以便更有效地遏制癌細胞。面對化療的副作用，她腳腫、
手指甲潰爛，身體變得非常虛弱，但仍堅持繼續上班工作。這份堅毅精神除了是因為
她本身的性格，最重要是她在患病一年間，定期跟心理學家傾談，心理學家的真知灼
見對她有如當頭棒喝。
    外表堅強的Wendy不諱言，化療一度令她情緒低落，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能做。於
是她主動尋找駐院的心理學家談話，這位智者沒有對Wendy說你應該做什麼、不應該
做什麼，他反而打了一個比喻：「一名滑浪好手，他寧願死在風浪中。」這話令一直
醉心工作的Wendy知道，她不能因患病而退縮，疾病可以令她身體虛弱，但不能將其
理想磨滅。她不想當自己是病人，明白到工作會令自己感到對社會有貢獻。
    更難得的是，Wendy如今學會放慢腳步，比從前活得更輕鬆自在。「人生的道路
總不會永遠平坦，是彎彎曲曲的。與其終日憂心，不如活在當下，開心過每一天。人
生是重質不是重量的。」Wendy說。
    除了各間醫院，現時基金會的支援服務團隊也提供心理輔導服務。我們的團隊包
括專業心理學家、註冊護士及社工，並有乳癌康復者擔任義工，協助乳癌患者及其家
人克服抗病過程的困難，以及隨之而來的身心創傷。乳癌患者透過參加小組跟病友分
享抗癌經驗，有助增強抗病信心。

身邊人過度關心，我覺得很大壓力，承受不來，怎辦？

     親友知道你患癌後，紛紛送上偏方、食
療方，以至湯水、補品或健康食品。面對這
些突如其來的心意，如果不領情，不吃不用
的話，可能會被怪責；但自己卻半信半疑，
究竟應該如何處理？
    相信很多病友都有這樣的遭遇。
    當年有人建議筆者服用鯊魚丸和靈芝
丸，說可以增強抵抗力；又有人送來猴頭菇
和喜馬拉雅山的鹽；亦有人建議靜坐及練習
氣功。坦白說，患上癌病，心情已經壞透，
還要處理來自四方八面的建議，煩厭的感覺
不禁油然而生。信佛的筆者當時連打坐唸經
都做不到，更不用說練習氣功了。那時候我
深深體會到，不是每項建議都適合每個人，
做不到便做不到，太多的資訊根本吸收不
了。勉強的做，只會增添壓力。
    要知道，心煩時下的決定，往往未經深
思熟慮。筆者建議大家仔細想想哪些建議適
合自己而且做得來，把資訊慢慢消化，不要
急於一時。
    需要衡量親友傳來的資訊是否可信，如有疑問，可以請教醫生。複診前記得寫下
問題，以免在診症室因腦袋一片空白而忘記發問。要坦誠地跟主診醫生商討，最好請
親友陪同，由他們幫忙記住醫生講解的重點，又或抄下筆記。本港有數個關注癌症病
人需要的慈善團體（例如香港乳癌基金會）提供諮詢服務，你可以親身到訪或致電查
詢。為自己的疑問找到清楚的答案，心中恐懼自然消失。
    以過來人的體驗告訴大家，這段時間我們需要的未必是各式各樣的保健食品，亦
不是喋喋不休地叫我們做這做那的提議，我們反而需要一雙耳朵，仔細聆聽我們的心
底話。當年筆者每天有一組朋友來家作伴，她們的聆聽確實幫我掃除了心中不少煩
惱，真的很感謝她們。

承受不起過度關心，可以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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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海找資料，怎才不迷惘 ？ 
  在互聯網找資訊，了解患病因由及治療方案的選擇等等，幾乎是每個癌

症病友及家人必做的事。問題是我們找到一堆又一堆的資料後，似懂非懂，
很多時候內容更互相牴觸，結果反而令我們感到更困擾和疲累。

  May（化名）當年確診乳癌後，愛惜她的丈夫和妹妹二話不說便埋首上網查找
大量乳房重建及康復等資料。有病人在網上說，手術後切口一年還未完全癒合，嚇
了May一跳；又有人說，接受全乳切除及重建手術後的那一側乳房，體積會比沒事那
邊
大，很難購得合適的胸圍。一心想着手術後接受乳房重建的May，看到這些故事後
十分擔心。後來她向主診醫生詢問，醫生告訴她那些都是不盡不實的說法，使她釋
除了不少疑慮，於是比較放心接受手術。可見網上資料找得愈多，有可能愈是令人疑
惑和惶恐。
  怎樣在互聯網找尋可靠的資料？筆者綜合個人經驗及網上一些專家的意見，在

此跟大家分享心得：

誰建立的：每個網站都應該有「關於我們」一項，先從這裏入手，了解網站宗
旨、背景及有沒有贊助商等。如牽涉贊助便要留意內容的獨立性，即使有些網站
看來中立，但要小心其資訊是否偏向描述跟贊助商相關的內容。種種蛛絲馬迹，
都有助判斷其獨立性。

留意日期：找一找文章的發表日期，十年前的當然不及十天前發表的具參考價值
了。有些網站不時更新文章，並註明更新日期，這些資訊的參考價值自然較高。

有否出處：醫學論據理應都發表在醫學期刊裏，另外也留意文章是否有研究數據
支持。沒有註明出處的文章，就不應該貿然輕信。

誰說的：內容出自誰人的口？是個別病友的經驗之談？還是有代表性的，可以應
用在自己身上的資料？若是醫生，他們是否乳癌方面的專科醫生？可以瀏覽香港
醫務委員會的專科醫生名冊網頁（www.mchk.org.hk/doctor/specialist.htm）核實
本地專科醫生的身份。

坦誠商討：若在網上找到的資料跟主診醫生的說法不同，最好把它列印出來，或
透過手機給主診醫生過目，並提出你的疑問。大家一起討論，消除疑慮。

1

2
3
4

5

  香港女性地位超然，學歷高，自然希望在事業上有一番成就才想生兒育
女的事，因此往往將生育計劃推遲。但有沒有想過，若乳癌突然來襲，在經
過治療後，是否能生兒育女呢？

  三十五歲的Amy（化名）是出名的工作狂，她在工作崗位打拼超過十五年，終爬
到管理階層，這時才願意結婚並計劃生育事宜。
  Amy在生育前進行身體檢查，意外地發現乳房腫瘤。一心想當媽媽的Amy，當下

晴天霹靂，心想逾十五年苦心經營事業，是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奈何乳癌粉碎
了這個完美計劃。
  經醫生確診後，Amy是患上第一期乳癌，只須動手術將乳房切除，避過了化療及

電療的艱苦過程。但醫生說Amy須服用為期五年的荷爾蒙藥Tamoxifin。
  服食荷爾蒙藥期間若懷孕，會增加畸胎的風險；但等到完成治療後，年紀已漸

長，生育能力亦將下降。當時令Amy魂牽夢縈的是自己能否懷孕，乳癌這個病早已拋
諸腦後。幸好她將自己的顧慮告訴醫生，醫生建議她在手術後及服用荷爾蒙藥前的六
個星期，儲存自己的卵子，為未來的體外人工受精(IVF)作準備。Amy感恩上天再給她
一個希望成為媽媽。
  至於需要化療的病人，因化療藥

令經期紊亂，即使之後經期回復正
常，卵巢的排卵能力會下降，所以會
在化療前取出自己的卵子，體外人工
受精(IVF)，再把胚胎儲存。但由於醫
護人員要與病人作較長時間商討，籌
備過程需時，或對化療造成延誤。
  到底乳癌康復者是否適合生育？

最好是諮詢醫生意見，評估乳癌的復
發風險。假如自己沒有健康的身體，
又怎能照顧好孩子呢！

乳癌康復者可以生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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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做乳健檢查 ？ 
    過去十年，本港乳癌新增個案連年上升，現時更成為女性的頭號癌症。
所謂「及早發現，治療關鍵」，基金會一直鼓勵女性定期檢查乳房。一般人
以為自我檢查乳房，只是局限於乳房，但原來檢查範圍還包括鎖骨上下及左
右腋下。

    五十歲的Vera（化名）因
母親及姊姊曾患上乳癌，所以
定期接受超聲波及乳房X光造影
檢查。2009年Vera在自我檢查
時，發現腋下有兩粒異物，乳
房則並未摸到任何硬塊，但因
為乳癌家族史的關係，她立即
為乳房進行超聲波及乳房X光造
影檢查，當時的報告結果是乳
房並未發現異樣。後來Vera將
腋下淋巴切除並進行化驗，結
果證實是乳癌，表皮生長因子
受體II(HER2)呈陽性，即為HER2型乳癌患者。
    Vera的個案正好反映：乳癌並不一定在乳房部位首先發現，它可以先在腋下淋巴
出現。
    到底如何進行「乳健檢查」？首先，已收經婦女可選每月同一日，未收經婦女則
應在月經前後一星期、乳房腫脹消減時進行自我乳房檢查，包括觀察和觸摸乳房，以
及熟習乳房狀況和留意是否有異常變化，例如有沒有硬塊、腫脹等。亦要檢查腋下有
沒有腫塊或淋巴結發大。
    另外，二十歲至三十九歲的女性，每三年須接受專業醫護人員的臨床檢查；四十
歲或以上則應同時加上每兩年進行乳房X光造影檢查。
    根據統計資料，近80%乳癌患者都是無意中發現乳房有腫塊，直徑已達兩厘米，
即屬乳癌第二期或以上，除接受手術外，術後化療比率超過66%。至於定期接受乳房
X光造影檢查的患者，腫瘤直徑平均只有1.3厘米，屬第一期，術後化療比率為25%。
因此定期檢查十分重要，如果發現乳房有任何變化，請立即求醫，找出原因。乳房變
化未必和乳癌有關，但切勿諱疾忌醫，錯失及早治療的機會。

    婦女首先要進行乳房X光造影，只有部分需要做超聲波作進一步檢查。
兩者有何分別？為何不一開始便做超聲波檢測？

    乳房X光造影檢查和乳房超聲波檢查的原理和用途各有不同，不能互相取代，而
兩者並用可互補不足。超聲波掃描是利用儀器向乳房組織輸出高頻聲波，然後將接
收的反饋聲波轉換成圖像，從而檢驗乳房內的狀況。乳房超聲波掃描可輔助X光造影
以偵測囊腫，能分辨是實體抑或屬內有液體的腫塊（囊腫），適用於組織密度高的乳
房。然而，唯有X光造影才可有效發現未形成的腫瘤，以及以微鈣化點形態存在的癌
細胞。
    乳房X光造影檢查能有效偵測肉眼看不見或手摸不到的乳房異常現象，早於腫瘤
出現微細鈣化點，又或乳腺管的紋變粗或變幼時已經偵知。這些都是癌症出現的徵
狀，但藉由超聲波檢測無法找到。乳房密度高的女性，如未收經的女性，可以加上超
聲波，令結果更加準確。

做了乳房X光造影，還要做超聲波嗎？

乳房組織密度較高的女性，其X光造影片的影像可
能不明顯，因此醫生一般會用乳房超聲波掃描為四
十歲以下女性（乳房密度較高）進行乳房檢查。而
亞洲及中國女性的乳腺密度較歐美女性為高。

超聲波掃描沒有輻射，適合懷孕婦女使用。

作為診斷工具：
● 如果觸診時發現腫塊，卻無法在
乳房X光片中看到影像，醫生會
用超聲波掃描檢查懷疑有問題的
乳房組織。

● 若在乳房X光造影檢查中發現乳
房有腫塊，醫生會用超聲波掃描
檢查是硬體還是囊腫。

● 從乳房腫塊抽取組織化驗時，放
射治療師/醫生有時會利用超聲
波作導引，確認位置。

哪些情況需要超聲波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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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患上乳癌怎辦 ？ 
    「我原本以為這次入醫院是一件很開心的事，因為要迎接新生命的誕
生，但結果換來了我確診患上乳癌。」

    眼前的Gigi（化名）性格率
直，她形容在醫院產子同時確
診乳癌，這麼巧合的事情，命
中率簡直就如中了六合彩。
    Gigi一向很注重自己的健
康，亦有自我檢查乳房的習
慣。在懷孕中期她摸到乳房有
硬塊，於是在定期產檢時告訴
婦產科醫生，當時婦產科醫生
告訴她這是一般的乳腺增生，
並沒有問題。數月後，乳房的
硬塊明顯增大，到了預產期醫
生為她剖腹產子，住院期間進
行乳房X光造影及超聲波檢查，
結果證實患上乳癌。
    可能早有心理準備，Gigi得悉後並沒有哭過，相反她第一句便問：「醫生，醫治
乳癌要花多少錢？」因為她擔心自己會成為家庭的負擔。
    一切生育後的保健大計化為烏有，當下要面對的是密集式治療。產子後身體還未
完全恢復過來，Gigi便進行化療，將腫瘤縮小，再進行乳房局部切除手術，肉體的痛
楚可想而知。同時，Gigi對初生寶貝感到歉疚，因為她根本沒能力照顧BB。
    回想若婦科醫生早點確診，當時會否是第一期呢？然而，換另一角度看，當時確
診可能要提早剖腹生產，又會否影響BB健康？此事令Gigi上了寶貴的一課，原來婦產
科醫生和乳房專科醫生各具不同的專業知識，前者負責子宮及卵巢，如對乳房的情況
有懷疑，應向專門處理乳房腫瘤的醫生求診。
    Gigi一直慶幸她是在產後才確診，因為懷孕中期若要進行化療，會對胎兒造成不
良影響。據悉，如果是懷孕後首三個月發現，醫生很可能建議做手術甚或終止懷孕；
如果到了懷孕中期，也可接受乳房切除手術，然後催生並再繼續治療。
    治療過後，Gigi通過參與支援小組認識其他病友，其中有兩位的經歷與她相似，
在產子後數月確診患上乳癌。其後，她透過主診醫生，再接觸兩位同樣產後患乳癌的
病友，希望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治療點滴。Gigi說原來她不是唯一的病例，乳癌年輕
化實在不容忽視。婦女在懷孕時除了為胎兒進行產檢，亦應檢查乳房的變化，確保媽
媽及BB都健康快樂。

    如果X光造影檢查或超聲波掃描發現乳房有硬塊，醫生會從乳房硬塊
抽取細胞樣本，進行病理分析鑑定。若結果顯示腫瘤屬乳癌，醫生會為患
者作進一步檢驗，診斷乳癌期數，再建議合適的治療方法。若腫塊屬良
性，醫生會建議如何跟進和處理。

若在X光造影或超聲波掃描影像中發
現乳房有鈣化點或硬塊，又應怎辦？



46 乳癌100問

乳癌產婦可以哺乳嗎？
  根據英國Cancer Research 

UK的統計，懷孕期間患乳癌的
比例很少，三千宗當中只有一
宗，患者年齡為三十歲至四十歲
婦女。許多報告顯示，懷孕期間
乳房的生理變化是造成診斷延誤
的主要原因。
  懷孕是否要做手術，須視乎

腫瘤的大小、癌細胞是否擴散及
病人情緒等等。懷孕應否終止則
視乎癌症種類、期數及懷孕週
期。通常懷孕尚在早期而又需要
化療，才要考慮終止懷孕；而化療可以推後到懷孕中期才做。
  至於哺乳問題，由於大部分的化學藥物都有可能由乳汁中分泌出

來，因此接受化療、荷爾蒙治療或標靶治療期間，病人應避免哺乳。而
有說接受手術或放射治療後，用對側乳房哺乳則是安全的（資料來自台
灣財團法人乳癌防治基金會）；但亦有很多醫護團隊建議患者不宜哺
乳，所以應由你的醫生決定。 3孩子



他們說「小孩不笨」，真的嗎 ?
― 給有三歲以下子女的你

如果你不幸患上乳患，而子女只得
兩三歲，應讓如何處理 ?

有人可能會認為孩子年紀太
小，不明事理，根本不用理會他
們反應。但作為媽媽的筆者，並
不認同這種態度。哪管孩子再小，
也要認真看待，否則可能對他們
的成長留下陰影。

Lily ( 化名 ) 是年輕乳癌康
復者，發病時才三十多歲。她在
打化療針期間，因為體力不足而
經常感到疲倦。一天她坐在客廳
的梳化上，眼睛看着電視，但腦
海早已神遊太空。突然，  兩歲半

的女兒上前問 ﹕「媽媽，你是不是不開心呀 ?」Lily 如給當頭棒喝，驚覺原來自己的舉手
投足，小女兒是感受到及看得到的。

孩子踏入 terrible two 的歲數，總有頑皮的時候。Lily 曾經因女兒沒有好好吃飯，
打了她的屁股十下，女兒包着尿片，倒不覺得很痛，Lily 卻為情緒失控而感到非常內疚，
狂哭起來。

為了自己，為了女兒，Lily 到基金會求助。她跟輔導護士詳談後，知道原來情緒會
波動是因為受到打化療針所影響。護士建議說，有些事情最好還是交託給丈夫或其他
親人；她亦提醒 Lily 好好應戰，接受治療是最重要的。

兩歲半的小孩，不能明白什麼是乳癌，Lily 也沒有詳細跟女兒說病情。但她明白女
兒需要的是媽媽的愛，是安全感，所以她會不時攬着女兒說﹕「我好愛你 ! 你知道嗎 ?」
女兒也喜歡摸著媽媽的臉孔說﹕「媽媽，我真係好鍾意你 !」

孩子就像一張白紙，就算情況有多困難，最好還是用正面的方法跟他們溝通，讓他
們較容易接受轉變。

Lily 的經驗之談，相信為人母親的年輕病友會覺得十分中用。Lily 為免自己脫髮的
樣子嚇拍孩子，無論在家中或出外都會戴帽或假髮，令外表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她又向
幼兒園的老師和女兒玩伴的媽媽尋求協助，務求令小孩知道 「愛永遠相隨」的道理。奏
效嗎 ?

如今 Lily 的女兒已念小學，她不時向媽媽說﹕「I love you!」

怎樣令「 孩子不用怕」？
― 給有三歲至十二歲子女的你

回想筆者患病時，最小的孩子也已念中學了，算是懂事。認識一些病友，
卻因為不知道如何將病情告訴幼齡的子女而大受困擾！

根據基金會資料庫的最新統計，乳癌患者中年齡介乎二十至三十九歲的，約佔總數
一成，可以想像不少病友是年輕的媽媽。外國研究指出，當孩子知道母親患上癌症時的
反應往往是：煩躁、震驚、恐懼、流淚和焦慮。有些孩子會認為媽媽生病，是上天懲罰
自己做錯了事；有些則因而對母親生氣，對家人和同學發怒。就算孩子表面上沒有因壞
消息而轉變，也不代表他們沒有受到影響。因此，幫助孩子疏導負面情緒十分重要。

三十八歲的 Christy ( 化名 ) 患上第二期乳癌，確診時，女兒只有七歲。小女孩看見
爸爸終日鬱鬱不歡，媽媽又經常偷偷地哭，以為自己做錯了事，害得媽媽患病。化療讓
Christy 掉落大部分頭髮，女兒怕得不敢去摸媽媽的頭，擔心媽媽快要死了，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 Christy 帶着女兒來到基金會尋求輔導，輔導護士引導 Christy 親自向女兒解
釋自己的病況，釋除她的不安情緒和憂慮，又教女兒把自己的感受畫出來，製作心意卡
送給媽媽：「媽媽不要憂心；祝願媽媽一定會康復……」，Christy 看着心意卡上的圖畫，
感受到無比的愛和鼓勵。自此以後，Christy 每天散步都讓女兒作伴，又讓女兒分擔一
些簡單的照顧工作。女兒知道了什麼是乳癌、媽媽為什麼脫髮和為什麼疲倦，也不再害怕，
母女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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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故事的主角是琪琪 ( 化名 )，她患上乳癌後，最擔心五歲的兒子接受不來。
結果在基金會的支援小組中，她學懂了用講故事的方式告訴兒子。琪琪這樣跟兒子說：「故
事發生在小明家裏，小明的媽媽患了病，未必能夠每天送小明上學和替小明溫習……但
這不代表媽媽不愛小明，只是媽媽要病癒才能照顧家中各人，才能帶小明到處去玩。」

琪琪有這樣的體悟：「以前覺得自己有責任，必須為家庭付出，忽略了健康。一直認
為自己是家裏的『董事長』，凡事都要經過自己處理才會完美。現在學懂放鬆，讓兒子自
己去嘗試。」

事實上，外國有很多研究指出，患上乳癌的媽媽，多一些跟年幼的孩子傾談，坦誠
解釋病情，對小孩心理有正面作用。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之事，媽媽也是人，也會病，
病是自然的事。不妨告訴孩子，乳癌就像感冒、發燒，打針食藥後，便可以好過來。作
為孩子的，乖乖做好本份，便是給媽媽最大的鼓勵。難關總會過的！

給會否小朋友一堂生命教育課 ?
― 給有十二歲以上子女的你

當家中的媽媽不幸患上乳患，一般會選擇自己解決問題，但聰明的小孩
子是會感受到媽媽有些不對勁，內心總會有焦慮。其實，多與孩子溝通，讓
他們了解你的病情，並藉此機會給他們上一堂生命教育課，不是更好嗎 ?

筆者回想十年前診斷患上乳癌 , 心中難以接受，但同時又要處理小朋友的情緒，委
實是重大「危機處理」。當時，老大、老二在英國讀大學，適逢大考，所以筆者選擇做
完手術後，才把自己的病況告訴他們。後來他們趁暑假回港陪伴左右，不停上網搜索化
療應注意事項，給矛筆者無比的力量。老三及老四那時念中學，要活潑好動的他們於暑
假留在家中納悶，確實令筆者有點內疚。

猶記得即將開學了，感覺到老三
及老四有點焦慮，原來他們不知道甚
樣面對老師及其他同學的媽媽。當時
我把握時機，立刻向他們述說自己的
病情，告訴他們知道怎樣回應其他人
的提問，就是「媽媽的病是會好的」。
另一方面，也給孩子一點工作，如提
醒吃藥和陪伴出外散步，令他們了解
媽媽的心情。

最近英國一項調查指出，父母患
上癌症時，往往低估了對孩子情緒和
行為的影響。研究認為，多與孩子溝通，對他們心理發展是十分重要。

一般小孩子總覺得父母是不會病的，所以當知道母親患上乳癌，孩子會擔心媽媽會
否死去，媽媽的外表會否改變，以及家庭財政會否有壓力等等。其實，告訴他們什麼是
乳癌；治療期間會帶來什麼副作用，如疲倦、掉頭髮、嘔吐；還有治療過後，病會痊癒
等，這樣會減低孩子不安的情緒和內心的恐懼。基金會亦有病友支援小組，協助釋除孩
子的焦慮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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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切除，還是局部切除？

前來乳癌基金會的病友往往帶着很多很多問題，希望專責輔導的護士替
她們解答，其中最常見的問題是：「全部切除，還是局部切除？」

一旦乳房發現惡性腫瘤，動手術切除癌瘤幾乎是無可避免的。醫生通常會視乎病
人的腫瘤大小及乳房體積比例等因素，建議選擇哪一種切除手術。舉例說，乳房較小的
患者，就算腫瘤不大，局部切除的機會通常不高；若腫瘤分散在乳房不同的地方，醫生
通常會建議切除整個乳房；若患者不幸是孕婦的話，基於局部切除後必須接受電療，而
孕婦又不宜電療，醫生亦會建議全乳切除。留院一般需要三至五天。如果需要進行淋巴
切除手術或乳房重建手術，留院時間則可能要五至七天。

不過，無論醫生建議乳房全部抑或局部切除，病人都要仔細衡量利弊，因為一旦下
了刀，便不能回頭。筆者從一些病友口中得知，個別病友太心急，確診後第一時間便進
手術室把有癌腫的乳房徹底切去，沒有給時間自己消化消息，也沒有了解之後的治療方案。
雖然手術順利完成了，病友卻後悔自己的決定太倉促。

乳房是女性象徵，接受切除手術的乳癌患者大部分都會考慮要不要重建乳房。戴
義乳固然是一個選擇，若想重建乳房，那麼要在同一次手術中進行，還是分開兩次手術（即
先切除腫瘤，之後再接受另一次手術重建）？

在切除腫瘤的同時重建乳房，好處是毋須承受兩次手術及麻醉的風險，而且醫生
進行切除手術後，能保留適量的乳房皮膚組織，即時作重建之用。至於事前已決定切除
及重建分開進行的話，醫生也
可以作相應規劃，以確保日後
的重建手術順利進行。最不理
想的情況是在接受乳房切除手
術後，才改變主意想重建乳房，
因為乳房皮膚極有可能已經大
部分被切掉，要找材料重建，
便要另想辦法。

不必急於下決定，給自己
一點時間，一星期也好，一個
月也好。一般來說，只要在確
診後的一個月內接受手術切
除，病情是不會受影響的。一
旦決定了，便要勇往直前，為
康復之路作好準備。

怎麼做這不後悔的決定？

人生路上，總要面對不同選擇 --- 日常吃飯、買東西，又要選擇什麼學校、
工作、伴侶等。然後有一天，當發現患上乳癌，患者就要決定採用哪種治療
方式，選擇哪位醫生….。看似很煩惱，但有需選擇比沒有選擇好，最重要
是決定了就不要後悔，要勇往直前。

一向是工作狂的 Lindy( 化名 )，確診
患上乳癌第二期時約 50 歲，當時醫生給她
兩個選擇﹕局部乳房切除或全乳房切除。最
後 Lindy 選擇全乳房切除，但手術完成後，
Lindy 感到後悔，總覺得當時的決定是因為
心裏過份驚恐，以致未有深思熟慮。

其實病人不要以為確診後翌日就必須
將腫瘤切除，如果覺得需要了解，掌握更多
資訊後才決定接受哪種手術，你可以向醫
生提出，待聽取多些意見和充分考慮後始
作出決定。國際標準是確診後三至四個星
期才進行手術，這期數是可以接受而不會改
變病情的。

Lindy 並未接受乳房重建手術，她選擇
配戴義乳。過去十年每次照鏡子，她總有一
種失落的感覺，覺得身體像失去了一些東西，
感到「不完滿」，自我形象變得很低落。她感到內疚，覺得以往只顧工作，沒有善待自己
以至患病。

輔導姑娘建議患者不要往後望，應記著那個決定是按當時的環境和情緒等多項因
素而作出，在當時來說那個決定是最好的。千萬不要在手術後終日想著「當時應該怎樣」，
又或「早知道就」等等，因為這些想法是於事無補的。時光不會倒流，未來的路還很長，
還有很多事情等著自己去決定呢。

很多女性當知道患上乳癌，最初會感到恐懼。曾聽過很多個案，病友會對醫生說，
為了保命，請快點將乳房全部切除。所謂「知識改變命運」，多找一位醫生給予意見，或
者與家人及病人商量，能令自己較深思熟慮。

乳癌患者在治療上往往要作出一些重要決定，除了上文提到的全乳房切除或局部切
除，選取哪種化療針，化療次數是多少次，電療可否取代化療、在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
院進行治療等，都需要患者作出不同抉擇。切記不要在未完全接受患乳癌的事實，又或
驚魂未定時便作出一些決定。所謂三思而後行，希望患者能作出不後悔、不抱怨的決定。乳房全部切除 腫瘤及局部切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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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前要有什麼準備？

基金會前主席蔡梁婉薇是筆者抗癌路上的良師益友。在確診初期，幸得
她這位過來人熱心分享，讓徬徨又手足無措的筆者可安心展開漫長的治療過
程。經驗之談是最有用的強心劑，蔡太當年得知患上乳癌時，也跟一眾患者
一樣六神無主，不明白乳癌是什麼一回事，亦不清楚要接受哪些療程，她把
治療方案交由當腫瘤科醫生的丈夫跟主診醫生商討。

治療的第一步基本上是做手術切除癌腫瘤，至於手術後需要接受什麼療程，則取
決於手術取出腫瘤組織的化驗結果。換言之，手術前誰也不能確實知道腫瘤的情況。與
其擔驚受怕，不如積極接受事實，按部就班面對。

筆者當年確診時，一心希望速戰速決，因為不想讓家人擔心或擾亂家人的生活，於
是幾乎想都沒有想便決定立即接受手術，對於手術的細節並沒有詳加細問。現在回想
起來，也覺得自己過於心急。

跟大家分享這些經歷，只是想告訴大家：不用急於做手術。
醫生說，癌腫瘤的發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必擔心等待做手術會耽誤病情。稍等

一星期，了解清楚手術的選擇（全部切除還是局部切除、要不要做重建手術等），以及化療、
電療和其他治療方案，其實一點也不遲。

手術後，會有好一段時間不能工作，連做家務、照顧家人和自己也有一定困難；可
以考慮及早安排親友代勞，並向醫生查問手術對手部活動能力的影響，作好心理準備和
規劃。

乳癌治療是漫長的道路，一個人應付會很吃力；盡量安排一些願意聆聽你心事的
朋友作伴。筆者當時自知抗癌的日子艱辛，於是預早聯絡好一眾好友，每天輪流陪伴。
跟朋友傾談，可以暫時忘卻煩惱、焦慮與不安。這種心靈上的慰藉，跟治療同樣重要。
此外亦可以參加病友組織的病人支援小組，大家在抗癌
路上互相扶持，驅除孤單的感覺。

前主席

蔡梁婉薇女士

   手術前的注意事項
保持健康生活習慣，包括均衡飲食、作息有序，不要改變太大；例如原
本不吃素，卻突然改為吃全素，身體可能一下子沒法適應。

手術當天，不要用香水及不要塗指甲油；除下頸鏈、耳環、臍環或其他飾物；
以及隱形眼鏡、假牙及助聽器等輔助工具。

麻醉科專科醫生在手術前會詢問你一些問題，包括藥物過敏史及正服
用什麼藥物等，病人必須如實告之。除了西藥及中藥外，健康食品、補
品、維他命丸，以至常常飲用的湯水用了什麼中藥材，都要一一告訴醫生，
以便因應情況調節。因為部分藥物、藥材和保健品或會跟手術用藥相沖，
嚴重時可危及性命。

如有購買醫療保險，記得聯絡保險經紀，了解索償資格及手續。

向醫生了解手術後可能出現的併發症及處理方法，好讓自己事先作好準
備。這樣就算身體出現異常，也懂得及時向醫護人員反映，讓他們及早
處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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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手術後，怎樣護理傷口？

如果乳房手術的傷口護理得好，日後的復康過程會較輕鬆。以下是護理
傷口須注意的事項。

從麻醉藥中醒過來，你或會因為藥物作用而想嘔吐，之後你會看見傷口有一條管子
引出體外。它叫引流管，作用是收集傷口的血水，引流至真空的小膠囊中，從而幫助癒合。
至於需時多久則會因人而異。基金會前主席蔡太說，她當年手術後血水足足流了十二天
才停止，算是時間比較長的。當引流管還未移除時，病人宜盡量減少肩膀的大幅度移動，
減少血水產生。

為了促進手術後的淋巴液循環，你可以將攬枕置於接受手術的一邊腋下；亦可以手
握壓力球，緩慢而有節奏地一鬆一緊握放，運動手部，減低手術後水腫。基金會的護理
愛心錦囊 （Comfort Pack）內附攬枕及壓力球，專為剛接受手術的病友而設。

隨着引流小膠囊所收集的血水愈來愈少，醫生會移除引流管。你也許會感到傷口及
接受手術那側的手臂麻痺，甚至伸展時感到拉扯，那都是正常的。手術會令部分感覺神
經受到破壞，故手術後開刀一側的胸壁及手臂內側會感覺遲鈍或失去知覺，但這些不適
情況在手術後數月至一年會漸漸消失。蔡太在這方面有比較深刻的體會，由於醫生為她
切除了數粒淋巴，她在手術後總覺得腋下有難以形容的感覺，就像有人用拳頭把它壓緊
那樣，不適程度比乳房傷口的疼痛難受得多。可幸不適感覺在數個月後漸漸減退。

手術後如傷口感到疼痛，可請醫生處方止痛針或止痛藥。筆者明白不少人不想依賴
藥物，但是適當的止痛劑能使你得到充分休息，亦不影響傷口癒合。

如沒有感到不適，多下床走動是好事。謹記側身下床，下床之前先在床上坐約十分鐘，
好讓身體慢慢適應。就算臥在床上，也應適時翻身，避免某一部位受壓時間過久。基金
會資料庫顯示，大約一半患者在手術後身體不適的程度只屬輕微。

手術後專用的手術胸圍手術後專用的手術胸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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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後的飲食要注意什麼？
中國人重視飲食，手術後的調理十分重要。傷口癒合過程涉及特定的細胞生

長和分裂，而細胞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故蛋白質的攝取是必須的。傷口癒合期
間不必戒口，應如常均衡飲食，酌量多進食富含蛋白質的食物，例如各種肉類、
蛋類及豆類等，有助病人復元。

傳統說法指吃某些食物如生魚或山斑魚等容易長出疤痕，如有疑問，最好是
徵詢醫生意見，不要盲目戒口。若詢問醫生後仍然有疑慮，選擇不吃也無可厚非。

總括而言，手術後病人要飲食均衡，有充分休息，保持心情輕鬆，還要做適
量運動。待醫生檢查過傷口癒合狀況後，認為合適時可以開始做上肢運動。

護理愛心錦囊

  運動繩︰
用來做伸展運動，幫助手臂恢復靈活和預防淋巴水腫。

 心形攬枕︰
墊在腋下，可紓緩手術後傷口的不適。

 壓力波：
供病友減壓和放鬆。

 熱敷包：
幫助 病友促 進手
部血管擴張，令注
射化 療 針藥的過
程較輕鬆。

 紙帽：
方便病友 處理 脫
髮。

 棉帽：
不戴假髮時，可用
來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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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後做什麼上肢運動？

問：手術後手臂變得不靈活，怎麼辦？
答：開刀那側的身體，活動能力會受到傷口不適所影響。做一些上肢運動，

可提升手臂的靈活程度，而且有助減低淋巴水腫的問題。

一般來說，當傷口的癒合程度理想，醫生便會告訴你可以開始做上肢運動。
千萬不要對上肢運動掉以輕心，否則可能導致日後不能自己梳頭，甚至雙手不能舉

高。不想後悔的話，最好還是認真地跟醫護人士學習怎樣做上肢運動。
筆者當年手術後，依照醫護人員指示勤做上肢運動，一星期後出院時，手臂已可伸

直，雖未能向後屈曲梳頭，但進度尚算滿意。之後再持之以恆做上肢運動，直至完全復元。
基金會前主席蔡太也有類似經驗。手術後，病灶那邊的手臂不能提高，她便依照醫

生教導，每天做手部爬牆運動，做了三個月，終於能如常提起手臂。所以她經常語重心
長地勸告其他患者，做上肢運動必須持之以恆。

上肢鬆弛運動的四個動作

  

把患肢﹙手臂﹚托起
至平肩，停留 5 秒。

 

雙 手緊 握 向 上 舉，
停留 5 秒。

 

伸展雙臂。

 

患肢向地打圈。

病友在手術後適宜做的上肢運動包括

  鬆弛運動：主攻頸部和上臂的伸展運動，以手臂為主。

 手部爬牆：用雙手貼牆向上慢慢爬行，直至受影響的上臂有拉扯感覺。

 「彈琴」運動：雙手爬牆時，手指如彈琴般彈動，鍛鍊手指的靈活性。

當受影響的手臂能舉起，便可以做進階動作，例如利用毛巾做背部運動。
做上肢運動前，請先讓醫生評估身體及傷口狀況，才可開始。如果運動時傷

口感到疼痛或緊繃，便不應勉強進行，以免刺激傷口。應待傷口癒合情況較穩定
後再開始做。避免用受影響的手臂提重物或做重複的動作，也不要用該手臂接受
注射、抽血、量度血壓，以減低淋巴水腫的形成。

剛開始做手部爬牆運動時，不要勉強把受影響的手臂抬至如另一邊手臂一樣
高。耐心持續練習，腋下筋絡會慢慢拉鬆，雙手自然可以舉高至同一水平。切勿操
之過急。

手部爬牆運動
雙手向上爬，手指如彈琴般彈動，
直至上臂有拉扯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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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乳房重建？ 

幾十年前的社會，大多數人把患上乳癌視作忌諱，覺得如果讓人知道了，
等同告訴別人自己身體有無法修補的缺陷。

幸而醫學昌明，乳房重建手術的出現，為全乳切除的病友帶來新希望。切除乳房，
絕對不等於失去乳房和女性象徵。

乳房重建屬於外科整形手術，利用病人自身的皮膚和肌肉，或者使用植入物，恢復
乳房的形態，減少因為失去乳房對心理和生理的衝擊，幫助病友重建自信。而「立即重
建」就是在乳房切除手術完成時，隨即進行乳房重建手術。好處是只做一次手術，只需
全身麻醉一次，配合皮膚保留的整形方式，重建後的乳房較自然。不過，切除和重建一
起做，手術時間自然比較長，傷口也較大，癒合和留院時間也會多幾天。 Rani （實業家，
確診時四十八歲） 是選擇「立即重建」的過來人。當時心情煩亂的她，也曾經為是否接
受重建手術而思前想後，擔心重建手術會影響日後癌症的復發。醫生向 Rani 解釋，研
究顯示乳房重建不會增加乳癌復發的機會，對檢查復發的測試也沒有影響。於是她便放
心接受重建手術。

四十多歲的許太在確診乳癌時，醫生也建議她重建，輔導護士便介紹許太與「過來
人」傾談。「過來人」問了許太幾個問題：「你介意自己長期戴義乳嗎？重建手術費用你
是否負擔得來？如果你現在決定不做重建手術，將來會後悔嗎？」經此一問，許太即時
決定做重建手術。

對於一些不想一次過承受兩項手術的病友，又或者因為未能下決定或基於某種原
因，醫生不建議立即重建乳房的病友，可以在乳房切除術後一段時期，重新整理好心情，
或再看情況，才做重建乳房手術。

乳房重建可讓乳房的外形看起來跟以前相若，亦省卻要穿戴義乳的不便，更重要
是提升自我形象，幫助病人增強自信心，積
極面對往後的治療。不過，所有手術都具有
潛在風險，乳房重建手術也不例外。病友還
要有心理準備，重建後的乳房，肌膚始終不
如之前柔軟和敏感。

當然，不做重建，配戴義乳，也是一個
選擇。 

重建還是不重建？給大家一點意見，要
考慮自己的健康狀況、乳癌期數、乳房大小，
向醫生了解清楚，以及諮詢重建的各種選擇、
利弊，再給予自己充分的時間考慮，始作决定。

重建乳房的方法有多少種？ 

決定接受乳房重建手術，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物色在這方面具有經驗的整
形外科專科醫生。你可以請主診醫生推薦。

重建乳房，基本上有兩類方法：
一是用植入物，二是採用病人自身的肌肉組織來重建乳房。
說到植入物，大家可能會即時想到矽膠袋。由於矽袋有機會滲漏矽膠，可能影響健

康，近年醫學界已甚少用矽袋作乳房重建。
較常用的植入物俗稱為「鹽水袋」。切除乳房後，把無菌鹽水袋置入乳房皮膚之下

以作填補，形成人造乳房。「鹽水袋」即使破損，流出的也只是鹽水而已，不會引起不
良反應。   

放置植入物也有不同方法，第一種方式是使用組織擴張器，分兩個階段進行手術；
第二種方式是直接置入。 植入物的壽命有一定時限，因此在一段時間後病人需要再做手
術更換植入物。植入物也可能會出現破裂、引致疼痛、產生疤痕組織或感染等問題。簡
括而言，植入物適合一些不宜用自體組織來重建乳房的病人。

至於利用自己的身體組織重建乳房，醫生一般會從病人的腹部、背部、髖部或臀部
等多肉的部位摘取組織，作為重建新乳房的材料。這種方法的好處是自身組織不會產
生排斥，不會磨損而沒有保養的後顧之憂，而且看起來較自然、美觀；壞處是摘取組織
和重建乳房的部位會留有疤痕，而摘取組織部位的肌肉可能因手術而受傷，出現乏力或
有疝氣等問題。

負責乳癌切除手術的醫生和整形外科醫生通常會待病人通過體格檢驗，確定健康
狀況適合進行乳房重建手術後，才與病人商討，找出最適合的重建方法。醫生有責任向
病人解釋每種手術的風險、好處和費用等等。建議大家找接受過相同手術的過來人傾談，
取經。坊間的病人支援小組及基金會的義工，都可以為你提供這方面的幫助。

用自體背部或腹部組織重建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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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義乳？ 

義乳是人造乳房，接受全乳切除又沒有選擇乳房重建的病友，相信都聽
聞過，甚至正在使用義乳。義乳大多由矽膠或橡膠等物料製造，放在特別為
義乳設計的胸圍內，便可佩戴於身上；從外觀上看，根本分辨不出是否戴上
義乳。

市面上也有用海棉製造的義乳，由於質
感較柔軟，適合手術後傷口未完全康復時使
用，不過由於海棉太輕，未能發揮幫助身體
平衡的作用，所以不適宜長期配戴。

怎樣選擇適合自已的義乳？ 

一般而言，義乳通常按另一側乳房的大小及形狀揀選。由於每個人的乳
房形狀及大小不盡相同，故義乳的款式及尺碼可以有上百種之多。形狀包括
水滴形、三角形及橢圓形等；顏色有米色、白色、啡色或肉色；質料或柔軟，
或結實。更有游泳專用的義乳，下水後也不露痕跡。義乳通常要配合專門的
胸圍佩戴，使用時只要把它放在特定的暗袋便可。這些胸圍的款式更跟坊間
普通的產品沒有分別，一樣可以選擇喱士或通花等設計。

病友可以透過醫院的腫瘤科護士或乳癌病友支援組織（例如香港乳癌基金會），查
詢義乳及專用內衣的購買事宜。

為什麼要配戴義乳？
不要看輕這塊模擬真實乳房形態的義

乳，它具有很重要的功能：令脊骨不致歪斜。
讀者可能反問怎麼可能呢？一般人都忽略了
乳房是有重量的，基金會的輔導姑娘說，胸
圍尺碼 32 吋屬 AA 罩杯的乳房，已經有三
至四安士重；若罩杯尺碼更大的話，重量更
不止此數。試想想，有癌腫的一側乳房被切
去，身體少了相當的重量，左右不平衡可能
令肩膀一高一低，使原本左右受力均衡的脊
椎受力不均。久而久之，脊椎很大可能會歪斜，
甚至影響頸及背，造成疼痛。因此，佩戴義
乳的最大作用，除了有助改善身材外觀，更
重要是維持脊椎平衡，讓兩側肩膀高低一致，
保持良好體型。

義乳專用胸圍義乳專用胸圍

如何選購義乳專用胸圍？
選購義乳內衣時不妨參考下列要點：

  試穿時，留意腋下延伸的部分應貼身，線條要流暢。前胸中心到健康乳頭之 
 間的距離，以及中心至義乳乳頭的距離要相同；兩側乳頭位置應在同一水平
線上。胸圍尺碼及罩杯不能過大或太小（太小會壓迫義乳而起皺， 損害其結構）。

 跟試穿普通胸圍一樣，穿上後做一些平常的動作，例如彎腰、抬手、坐下及站立，
義乳若能維持在原來的位置，即表示貼服合身。

 前胸上緣應有加高設計，遮蓋傷口﹔腋下開口要淺，包容性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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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義乳要注意什麼？
義乳是貼近肌膚的個人用品，故此要保持衛生，小心保養：

 應以溫水和中性肥皂輕輕洗滌，並以柔軟毛巾輕輕抹乾。

 不要用熱水洗擦，也不要像扭毛巾般扭絞或用力搓揉。

忌接觸粉末及香水。

 忌接觸尖銳物（如指甲、胸針或寵物的爪等）。

 忌接觸熱氣。

 忌拉扯或擠壓，尤其從護套或胸圍暗袋中取出或放入時更要留意。

總之，保養義乳，要訣是如保
養自己的皮膚一樣輕柔就對了。

Ivy，退休行政秘書，確診時約四十歲。她

幽默輕鬆地說：「佩戴義乳很方便，它的

形狀如砵仔糕，朝行晚拆，身心放輕鬆，

晚晚夢周公。」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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