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媛 一般捐款 100
崔○月 一般捐款 1,100
賴○貞 一般捐款 300
吳○仁 一般捐款 300
王○蘭 一般捐款 400
周○瑩 一般捐款 200
何○琼 一般捐款 50
李○文 一般捐款 100
蔡○華 一般捐款 50
吳○萍 一般捐款 50
嚴○華 一般捐款 50
侯○滿 一般捐款 270
鄭○謀 一般捐款 270
林○ 一般捐款 100

黃○君 一般捐款 200
胡○貞 一般捐款 200
陳○圓 一般捐款 1,000
張○宏 一般捐款 300
黃○侶 一般捐款 300
張○華 一般捐款 1,000
張○展 一般捐款 1,000
沈○仁 一般捐款 3,000

南山人壽 一般捐款 30,000

本月捐款合計金額 40,340

廉政宣導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歡迎賜稿
文章經採用刊登，將同時刊於本院電子報，聯絡 電話來稿

請附真實姓名、聯絡 電話，文長800字以內為宜，400字短稿尤
其歡迎，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請自留底稿，不
退稿；若不用，恕不另行通知，歡迎各病友會單位、患者、實
習生以及院內同仁投稿，投稿方式 E-mail：falld207@vghtc.gov.tw

民眾意見反映管道
嘉　義　分　院 灣　橋　分　院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管　　道 投　　件　　方　　式

客訴專線 0 8 0 0 2 8 6 0 4 2 、 0 5 - 2 8 6 0 4 2 2 客訴專線 0 5 - 2 7 9 3 0 6 0
網路申訴 設於本院網站首頁，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網路申訴 設於本院網站首頁，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意 見 箱
設於一樓大廳、21病房、22病房、52病房、53病
房、加護病房等六處，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意 見 箱
設於M棟一樓大廳、急診室、B棟一樓大廳、加護
病房等四處，由社工室定期收件受理。

郵寄信函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二段600號（社工室） 郵寄信函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石麻園38號（社工室）

現場申訴
顧客服務中心位於一樓門診大廳，由服務台社工
人員受理意見反映。

現場申訴
社工室位於M棟一樓大廳，由社工人員受理意見
反映。

＊本捐款按捐款日期先後次序排列

社工室聯絡電話 05-2359630

轉1307 陳小姐。

110年3月份捐款芳名錄

病友投稿專區

胸腔內科／張鼎育醫師

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是一種無法完全恢復

的呼吸道阻塞疾病，為呼吸道對有害微粒的不正

常慢性發炎反應，引起漸進式呼吸道阻塞及相關

症狀。根據台灣慢性阻塞性肺病診治指引，診斷

慢性阻塞性肺病需靠肺功能檢查，其肺功能表現

為支氣管擴張劑後用力吐氣一秒率(FEV1/FVC)小

於70%，且用力呼氣一秒量(FEV1)小於預測值的

80%時，可確定不可完全恢復的呼氣氣流受限。

慢性肺阻塞是相當常見的疾病，台灣40歲

以上成人，約有6%的人口罹患此病，平均每6人

就有1人罹病，且隨著菸齡增高，風險越大。另

外，慢性肺阻塞佔台灣十大死因的第7位，全球

死因第4位，超過300萬人死於COPD，相當於當年

全世界所有死亡的6%，也是少數死亡率仍在攀升

的疾病。儘管如此，慢性肺阻塞疾病是可預防的

疾病，預防方式為減少有害微粒的暴露，包括抽

菸及空氣汙染(室外空氣汙染，室內空氣汙染，

職業暴露等)，可防止疾病跟減輕惡化。

儘管慢性阻塞性肺病可藉由減少有害微粒

暴露得以預防，目前卻無法以藥物完全回復，且

疾病控制需要多面向處理，包括減少有害微粒暴

露、藥物治療、非藥物治療及手術。其中最重要

的是預防，須避免有害微粒的暴露，如：戒菸及

環境工程改善。非藥物治療包括營養介入、氧氣

治療、肺部復健、每年流感疫苗及依醫師指示接

種肺炎鏈球菌疫苗，以減少呼吸道感染引發慢性

肺阻塞急性惡化；外科手術通常用於嚴重的慢性

肺阻塞患者。本文對治療作基本介紹。

非藥物治療

戒菸
戒菸是遠離慢性肺阻塞疾病的第一步，無論

任何年齡均應戒菸，以改善身體健康狀況。目前

有尼古丁替代產品及口服藥物使用，相比於安慰

劑，這些產品可提高30%長期戒煙率。另外，患

者要戒菸就須完全戒菸，即使每天只抽一根菸，

對身體傷害仍大。

疫苗
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及每年流感疫苗可降

低死亡率、慢性肺阻塞的嚴重度跟急性惡化的頻

率。 

營養支持
營養不良與體重減輕、免疫力下降、惡病質

和肌少症的發生有關。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由於

疲倦、呼吸急促或吞入空氣引起腹脹等因素而產

生飲食問題及進食障礙。在疾病影響下，生理對

營養需求增加，卻無法攝取足夠食物。輕、中度

COPD病人約10-15%營養不良；慢性肺衰竭病人可

增加至50%。

慢性肺阻塞疾病患者應以「均衡飲食」為

基礎，每日由「六大類食物」獲得身體所需的各

種營養素，包括全穀雜糧類、豆魚蛋肉類、蔬菜

類、水果類、乳品類、油脂及堅果種子類。患者

須減少高醣量但營養價值低的食物。

如果病人覺得呼吸費力，建議少量多餐為原

則，將一天攝取量分成4～6餐，以減少腹脹、呼

吸急促及腸胃道之負擔。亦可於進食時用氧氣導

管，採用上身前傾，利用輔助肌減少呼吸急促，

若呼吸困難，可休息片刻後再進食。

肺復原及運動
慢性肺阻塞疾病患者由於長期呼吸道阻塞，

可引起無效性呼吸、呼吸肌疲乏，痰液清除困

難，活動力受限等，除藥物治療外，可藉由肺復

原及復健等活動，改善上述問題，增加生活品

質，減少再住院率。目前可與呼吸治療師、物理

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各職類跨團隊合作，訂定

肺部復原照護計畫，再分前、中、後三期治療階

段，並採個別化需求調整。前期著重於調整呼

吸、痰液清除及肺擴張治療，改善呼吸困難症

狀。中期為增加核心及四肢肌力，改善耐力及心

肺功能。後期為加強日常生活及各式功能恢復，

提升日常生活功能。

藥物治療

支氣管擴張劑 (乙型交感神經刺激劑、抗
膽鹼藥物、口服茶鹼類)

支氣管擴張劑是治療慢性肺阻塞疾病主要藥

物，通過改變氣道平滑肌張力，增加第一秒吐氣

率和其它呼吸參數，減少靜息和運動過度充氣，

長期使用可改善症狀及運動耐量，降低急性惡化

頻率及嚴重度。支氣管擴張劑以吸入途徑為主，

因其局部作用於肺部，可達到較佳的效果，而減

少全身副作用。

依藥理機轉可把吸入型支氣管擴張劑分為

乙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及抗膽鹼藥物兩類，可單方

擴張劑使用或同時聯合乙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及抗

膽鹼藥物。副作用方面，乙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可

能發生發抖、焦慮、反射性心跳變快、血壓增高

等。而抗膽鹼藥物為頭痛、視力模糊、排尿困

難、口乾等。

口服茶鹼類藥物可通過抑制非選擇性抑制磷

酸二酯酶使呼吸道平滑肌放鬆，達到支氣管擴張

的作用，對於無法配合使用吸入型氣管擴張劑或

吸入藥物效果不佳者，可以考慮使用。然而口服

茶鹼類藥物和許多藥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包括成

藥、維他命、中草藥等。另外，使用茶鹼的副作

用包括有頭痛、焦慮、失眠、發抖、噁心等。

吸入型類固醇
吸入型類固醇是治療肺阻塞的藥物之一，一

般與乙型交感神經興奮劑聯合使用。對於反覆急

性惡化發生，抽血檢查有嗜酸性血球高者，可使

用吸入型類固醇來控制呼吸道發炎反應。使用吸

入型類固醇後需漱口，以避免口腔念珠菌感染或

聲音沙啞之副作用。

其他用藥
目前上面上有第四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劑

Roflumilast，其作用機轉和茶鹼類似，但能專

一作用在肺細胞的磷酸二酯酶亞型。口服茶鹼類

藥物過去常使用於慢性肺阻塞疾病患治療，但由

於為非選擇性抑制磷酸二酯酶，可能造成神經、

胃腸道、心臟毒性，使得臨床應用受限。考量磷

酸二酯酶於體內至少有十一種亞型，學者開始研

發選擇性抑制呼吸道發炎細胞中的磷酸二酯酶亞

型，以提供抗發炎效果同時減少副作用發生。目

前使用在慢性支氣管炎為表現且頻繁急性惡化的

患者，若用力呼氣一秒量小於50%，可合併第四

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劑治療，能降低急性惡化頻

率。

除了上述藥物外，亦可使用巨環類抗生素，

此類藥物除作為抗生素外，亦具有免疫調節作

用，能抑制嗜中性球的存活和促進巨噬細胞的吞

噬而產生抗發炎的作用。對於使用上述藥物仍頻

繁急性發作者，可考慮合併使用巨環類抗生素。

使用此類抗生素作為免疫調整的前提為戒菸，對

於未戒菸患者的急性惡化改善的效果差。一般使

用Erythromycin或Azithromycin，建議使用六個

月以上。副作用為腸胃道不適、心律不整、抗生

素抗藥性上升。

結語
對於吸煙的肺阻塞病人，第一步為積極戒

菸、飲食調整及疫苗注射。對於已有症狀或是急

性惡化的患者，宜儘早就醫治療。使用吸入型藥

物是肺阻塞最重要的治療用藥，對於反覆發作或

症狀嚴重患者，可使用口服藥物治療，並且配合

積極肺復原跟復健。

肺阻塞的治療簡介

今天收到一篇饒富童趣與真情的文章，小學二年級的孩子將
ADHD擬人化，看了讓人眼眶濕濕的，分享給所有關心ADHD的朋友
們：

我的ADHD好朋友
我今年八歲，住在很遠很遠的深山裡，讀國小三年級。我的媽

媽在很遠的都市裡工作，所以我就跟爺爺奶奶一起住。
我有一個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好朋友，他是一個壞小

子，我唸幼兒園時，他會在我的頭上打我的頭；國小的時候他會
說：「不要寫功課、不要排隊」，會把我弄哭。我不想聽他的話，
可是常常做不到。

我幼兒園時，就發現他住在我的心裡，讓我哭、讓我生氣。我
為什麼要看醫生？因為醫生開藥給我吃，讓ADHD的好朋友冷靜。星
期三的中午，老師會開車帶我去嘉義市看醫生，在路上的時候我吐
了很多，一共有18包的嘔吐物。我的肚子好餓好餓。老師說:「不
能吃，因為你會吐喔！」到了嘉義市以後，老師會買雞肉飯給我當
晚餐吃，但是不能在車上吃，不然又會吐。

我要跟醫生說:「謝謝您把我的ADHD變弱小，我就不會再生氣
了、不會再愛哭，也不會打自己的頭了、也會乖乖寫功課。」，謝
謝醫生，醫生我愛您。

我也要謝謝我的老師，載我去很遠的嘉義市看醫生，讓我變聰
明，醫生說那才是我原本的能力。謝謝老師，等我長大賺很多錢的
時候，我會給您很多很多錢，萬一您已經過世，我會把一億元掛在
您的墳墓前。

以前的我雖然很聰明，但是我會做壞事、會生氣、愛說話、愛
管別人，我覺得這種感覺不好。以前老師提醒我不要這樣，我也常
常做不到，會很難過。我希望我的ADHD好朋友一直變弱小。這樣我
就不會一直哭、一直說話，別人也不會生氣。他恢復正常的話，我
就不會再生氣，也不會和同學吵架了、上課也會專心上課。

資料來源：TVBS
資料日期：2020-04-22

高雄醫院日前才被舉發涉嫌詐領健保費，沒想到公布在網站的捐款名
單，又被人發現藥商捐款金額過高，而且大多用在內部的研究經費，因此
被質疑是藥價回扣，其中捐款高達1千7百多萬的安○○來藥商，沒有出面
回應，倒是高醫第一時間跳出來反駁，還強調有健保局定期藥價調查，否
認捐款跟回扣有關。

打開高醫去年度的捐款名單，每個月4、50筆金額，大多是數千到數
萬不等的捐款，但是這間台灣安○○來藥商，卻是異常高調，捐款金額經
常是幾十萬起跳，最高還有單筆超過6百萬元的捐款，特別引人注目。藥商
副總秘書：「他(發言人)出國，找他什麼事？」記者：「去年捐款(高醫)
近2千萬的事情。」藥商副總秘書：「這個可能還是要問他，我不是很清
楚。」公司發言人李姓副總剛好前一天出國開會，無法回應，不過看看他

們去年總共捐給高醫1千7百多萬，而且只分8次捐出，另外一間台灣諾○藥
商，雖然沒有如此大手筆，只有270幾萬，不過卻捐款高達14次，其他前幾
名的廠商同樣有百萬級捐款，而它們共同的用途，都是提供高醫內部教學
研究之用，引來外界質疑是否跟藥價回扣有關。

高醫藥劑部副主任郭○群：「健保都會定期作藥價調查，如果調查的
時候，我們都一定依報健保規定，如實申報。」 

高醫否認是藥價回扣，由於捐款還能做為節稅之用，他們無法揣測藥
商真正目的，只是醫院跟藥商關係實在太過敏感，任何有關金錢的往來，
難免都給外界想像空間。

作者：阿里山鄉新美國小乖寶寶
兒青身心科／章秉純醫師協助投稿

本院政風室檢舉信箱
vhspchia-i@mail3.v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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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強化急重難醫療及慢性長期照護
目　　標：短期－精實服務能力
　　　　　中期－強化差異藍海
　　　　　長期－追求卓越願景

臺中榮總嘉義暨灣橋分院宗旨及目標
宗旨：照護榮民(眷) 促進社區健康 落實國家衛生政策
願景：雲嘉南最優質的區域教學醫院(嘉義分院)
　　　雲嘉南最優質的地區醫院(灣橋分院)
核心價值：愛心、誠信、品質、創新、當責



子宮頸癌成因

子宮頸位於子宮與陰道交接的部位。子宮頸對內連接

子宮腔的部分稱為子宮內頸部，對外與陰道相接的部分稱

為子宮外頸部。子宮內頸部細胞屬於柱狀上皮細胞，外頸

部的細胞為鱗狀上皮細胞。柱狀上皮細胞與鱗狀上皮細胞

交接處稱為鱗狀-柱狀上皮交界處(squamo-columnar junc-

tion, SCJ)，是子宮頸癌或子宮頸癌前病變的好發部位。

子宮頸癌是全世界婦女健康的最大挑戰之一。子宮頸

癌高居108年度國人女性十大癌症標準化發生率第九名。

絕大部分子宮頸癌是經由性行為感染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所致，其中以感染第16、18型HPV比

例佔60-70%。感染後多會自行痊癒，僅有少部分持續感染

者，會於日後發生子宮頸癌前病變，甚至子宮頸癌。

誰容易感染到HPV?

研究資料顯示，女性一生中約有50-70%的機會感染

到HPV。傳染途徑主要經由性行為。若外部生殖器接觸帶

有HPV的物品，也可能因而感染。此外，初次性行為年紀

較輕、伴侶性經驗較複雜、長期免疫力低落等情況，均可

能增加HPV的感染風險。男性也會經由性行為感染HPV，而

且感染後大多沒有明顯不適症狀，不易發現。部分男性感

染到低危險型第6、11型HPV後會出現菜花或其他生殖器病

變。另外，高危險型HPV感染也會造成男性陰莖癌、男女兩

性肛門、扁桃腺、舌咽及舌頭等癌症。

子宮頸癌可以預防嗎?

性行為中全程使用保險套、性行為後適當清潔外陰部

等可以減少感染HPV的機會。良好生活作息以及充足營養可

維持較佳抵抗力，減少HPV持續感染的風險。此外，子宮頸

抹片篩檢可以早期發現子宮頸癌前病變或子宮頸癌，進而

早期接受治療。據統計，定期規律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

可降低60-90%子宮頸癌發生率。但子宮頸抹片檢查是一種

篩檢而非診斷工具，若抹片報告異常並不代表一定有癌前

病變或罹癌，應該接受進一步檢查(例如陰道鏡或子宮頸切

片)才能確定病變程度。目前國民健康署建議三十歲以上

的婦女，至少每三年做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若是未滿30

歲但已有性行為三年以上的年輕女性，可考慮選擇自費檢

查。

近年研發之人類乳突病毒疫苗(以下簡稱為HPV疫

苗)，可以預防60-70% HPV感染。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17年更新HPV疫苗接種立場聲明，建議HPV疫苗納入國家

疫苗接種計畫，疫苗針對尚未有性經驗者接種較有效。目

前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核准三種品牌HPV疫苗上市，均

可以預防因感染第16及18型HPV所引起的子宮頸癌。

HPV疫苗種類

目前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核准三種品牌HPV疫苗

上市，分別為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的二價HPV疫苗「保蓓

(Cervarix)®」及美商默沙東藥廠的四價HPV疫苗「嘉喜

(Gardasil)®」與九價HPV疫苗「嘉喜9(Gardasil 9)®」。

三種疫苗均可預防HPV-16和HPV-18型病毒，因此可預防約

70％的子宮頸癌和多數因HPV病毒導致的癌症發生率。嘉喜

四價和嘉喜九價疫苗還可以預防容易導致肛門及外生殖器

疣(俗稱菜花)的HPV-6和HPV-11型病毒。最新上市的嘉喜

九價HPV疫苗可再預防另外5種致癌型HPV病毒(HPV-31,33, 

45,52,58)，可因此再降低15％的子宮頸癌發生率。

疫苗施打期程依疫苗品項、接種對象不同，可接種二

劑或三劑。過去政府遵循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提供疫苗接種

服務，規範保蓓二價疫苗接種對象是9歲以上女性；嘉喜

四價疫苗接種對象是9-45歲女性及9-26歲男性；嘉喜九價

疫苗接種對象是9-26歲女性。今年四月起，衛福部通過九

價子宮頸癌疫苗施打的適用範圍，將原本9-26歲男女的施

打對象擴大適應症至45歲，並增加對預防因人類乳突病毒

感染引起肛門癌的適應症。提升人類乳突病毒的防治率達

93%！如有HPV疫苗自費接種需求之民眾可掛本院家庭醫學

科門診，由醫師幫您評估是否適合施打。

接種過HPV疫苗後還需繼續做子宮頸抹片檢查嗎？

是的。HPV疫苗是「預防性」疫苗，主要是藉由預防

HPV病毒感染來預防子宮頸癌病變，並沒有「治療」效果。

且因目前疫苗尚未涵蓋所有病毒型別，所以接受HPV疫苗接

種後，仍須維持全程安全性行為及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篩

檢，以提供更完整的保護。本院為嘉義市癌症篩檢醫院，

為便利民眾，本院設立單一窗口快速服務櫃檯，提供民眾

接受子宮頸抹片篩檢服務，歡迎民眾洽詢。

接種HPV疫苗可能產生的不良反應

接種子宮頸癌疫苗可能發生的不良反應較常見的為：

注射部位疼痛、腫脹、紅斑，搔癢、發燒，頭痛，噁心，

暈眩。少見的副作用為：注射部位瘀傷、血腫、出血、腫

塊、溫熱感，疲倦，腹瀉，口咽疼痛，肌痛，上腹痛，上

呼吸道感染等。國民健康署對2011年起接受補助接種者建

有通報機制，在接種約5.4萬劑中，共接獲通報146件不良

反應（約千分之2.6），最常出現的症狀為發燒，其次是注

射部位紅腫、噁心、嘔吐及頭痛，多屬輕微至中等程度且

為時短暫。

HPV疫苗禁忌症

(1)接種HPV疫苗後出現過敏症狀者。

(2)已懷孕者(目前為止，尚未發生HPV疫苗對母親或胎兒造

成任何妊娠不良事件)。

(3)已懷孕或計畫懷孕者(在接種第一劑至最後一劑期間不

宜懷孕)。

(4)本身有特殊疾病史者(如：凝血性問題疾病、免疫功能

異常或正服用免疫抑制劑)。

(5)接種當天有發燒或感染症狀、或正在服藥等，接種前應

告知醫生以進行評估。

家庭醫學科/洪恩琪醫師

認識子宮頸癌及子宮頸癌疫苗 依國民健康署統計，乳癌目前居臺灣女性癌
症發生率第一位，且在20-44歲青年癌症族群也
居首位。近年來由於民眾健康意識的提升，加上
醫療院所及衛生局所提供篩檢的便利性，乳癌增
加比率均以早期（0期及1期）發現者居多，其5
年存活率可高達95%以上。

而在高存活率背後，病友所需面對的就是一
系列治療相關的後遺症，其中手臂淋巴水腫在國
內外文獻報告中有20-50%不等的發生率，發生的
高峰期在術後1-2年，但也有不少術後十幾年才
發生的案例。畢竟淋巴結摘除了不會再生，術後
一生都可視為潛伏期狀態（沒有腫但淋巴結構已
破壞），只要有不良因子刺激，就有機會誘發淋
巴水腫。淋巴水腫是富含蛋白質的組織液積聚造
成肢體腫脹，雖不一定會引發疼痛，但對女性的
外觀、生活品質、心理方面常造成巨大的影響。
本篇將分享一些乳癌術後必備的生活預防觀念，
希望能幫助病友降低水腫恐懼，安心回歸健康新
生活～
一、瞭解自己淋巴水腫風險有多高

目前乳癌治療以外科手術切除為主體，輔以
化學治療、放射治療、賀爾蒙治療及標靶藥物等
治療。不同的手術及輔助治療形式、個別生理狀
況、日常生活、工作休閒活動差異，都會影響淋
巴水腫的發生率。以下為水腫相關的危險因子，
先知道自己已存在哪些風險，才能針對其他部份
努力做風險控管。
1.乳癌的嚴重程度：腫瘤大小、淋巴轉移的數量。
2.手術術式範圍：「改良式乳房根除手術」淋巴

水腫機率較「乳房保留手術」高。
3.淋巴結摘除的範圍及數目較多者：「腋下淋巴

結廓清術」較「前哨淋巴結切片」淋巴水腫機
率高10%。

4.接受過放射線治療：放射線在抑制癌細胞的同
時，也會造成皮膚、皮下組織、汗腺皮脂腺、
淋巴管內皮細胞損傷及纖維化，增加肢體淋巴
水腫機率。

5.化療用藥：少數藥物有水腫副作用。
6.術後傷口癒合較慢，或積液持續時間較久。
7.術後有疤痕組織沾黏，影響局部回流。
8.患側手臂曾有重大創傷、感染、蜂窩性組織炎

、嚴重皮膚炎等病史。
9.局部腫瘤復發：直接影響淋巴回流。
10.老化：年齡大於55歲者。
11.肥胖：BMI≥30者水腫機率高3.6倍。
12.高血壓。
13.從事上肢高重複性、搬重物等勞務活動：過

度勞累易引起發炎水腫。
14.長時間處於戶外日曬、室內高熱環境：溫度

增加會使血管擴張，可能增加組織間液產生
水腫。

15.常搭長途飛機、爬山旅遊：氣壓低易使水腫
增加。

二、做好皮膚照護
1.避免揉捏拍打、用力按摩、用力刷洗、搔癢患

肢與開刀側相關回流區。
2.避免患肢擦傷、刺傷、刀傷、燙傷、曬傷或被

蚊蟲叮咬，例如剪指甲要小心、從事廚房或園
藝工作要戴手套保護、戶外要撐傘戴袖套注意
防曬、塗抹防蚊液等。

3.避免在患肢量血壓、量血糖、打針、打點滴、
抽血、針灸、拔罐、刮痧等侵入性醫療措施，
或執行易造成局部瘀血、組織液堆積的行為。

4.注意患肢清潔，洗完澡仔細擦乾，並保持指縫
乾淨，以免滋生細菌，如有香港手、腳等黴菌
感染時，請看皮膚科醫師。

5.每天在患肢皮膚塗抹弱酸性乳液(ph5.5～6)，
避免皮膚乾裂。力道要輕，並往淋巴回流方向
塗抹為佳。

6.萬一患肢有傷口，要立刻消毒處理，避免造成
感染，且觀察傷口癒合狀況，若無法處理請掛
皮膚科或感染科。尤其患肢一旦出現紅、腫、
熱、痛，且伴隨發燒情形(疑似蜂窩性組織炎)
，請務必儘速就醫。

7.避免患肢熱敷、三溫暖、蒸氣浴、烤箱、泡溫
泉、戶外日光浴等高溫持續性活動。

8.避免穿緊身無彈性的衣服、細肩帶的胸罩，阻
礙近端淋巴回流；且胸罩應調整至鬆緊度適中
，不可以有勒痕。

9.患肢盡量避免穿戴戒指、手鐲、手錶等首飾。
若一定要穿戴，首飾應選擇輕盈且寬鬆款式、
避免過重與勒痕。

10.避免患肢提重物（大於15磅或6.8公斤）、抱
小孩、背包包等長時間承重活動，背包的背
帶宜選擇寬版式含減壓泡棉形式。

11.避免患肢長時間重複性活動，如：推、拉、
甩、撐、拍手等。且應避免過度勞累，長時
間工作中途應適量休息。

12.休息時，避免將患肢長時間懸掛在低處，盡
量將手臂稍微伸直墊高擺放在略高於心臟高
度，並讓整個手臂有完整支撐；睡覺時也盡
量不要側睡在患側、壓迫患肢。

13.避免搭長途飛機（大於8小時）、爬高山等非
必要旅遊活動；若已有淋巴水腫者，在這類
低氣壓環境，應事先穿戴壓力袖套或用特殊
低壓力彈性繃帶纏繞手臂。

三、每天做保養性復健活動
適量的復健運動可減輕術後的僵硬緊繃、

保持肩頸手臂的靈活度，並透過肌肉收縮促進淋
巴回流、預防腫脹。開始運動前記得保持心情輕
鬆，並穿著寬鬆的衣物。用餐完1小時後為較佳
的運動時機；若有服用心血管相關藥物，宜於用
藥後1小時再開始活動．

運動過程中不可以憋氣，所有動作緩慢伸展
即可，不應感覺疼痛，只要略有緊繃拉扯感就開
始慢慢數1...2...3...4...5...，每項運動重複
5-7下，按照下列順序執行，覺得疲勞就休息，
慢慢嘗試每天做兩次，每次約15分鐘，直到恢復
正常的靈活度與體力。
1.仰臥-腹式呼吸

●雙腳膝蓋彎曲，腳踩比肩膀略寬，腳掌平貼
床面，雙手輕放下腹部

●鼻子輕輕吸氣，感覺下腹部慢慢鼓起
●嘴巴慢慢吐氣，感覺肚子慢慢消下去

2.仰臥-棍棒運動
●棍棒可使用雨傘、登山杖、PVC硬管等取代
●兩手握著棍棒，掌心朝上
●慢慢將棍棒向頭部高舉，直到感覺患側手被
拉緊

●停留5秒，然後回到開始姿勢
3.仰臥-開翅運動

●雙手交扣放後腦勺，手肘朝向天花板
●慢慢將手肘打開，使手臂慢慢貼近床面
●停留5秒，然後回到開始姿勢

4.坐姿-頭頸運動
●抬頭挺胸，面向鏡子，眼睛平視前方
●慢慢向右旋轉頭部，停留5秒，再旋轉向左停
5秒

●緩緩向右側歪頭部，讓耳朵去靠近肩膀，不
要聳肩，停留5秒再換側歪左邊

5.坐姿-肩胛運動
●抬頭挺胸，面向鏡子，眼睛平視前方，不靠
椅背

●手臂彎曲90度，放身體兩側
●吸氣時，手臂手肘一起向後，肩胛骨向後向
下夾使胸部擴胸，看鏡子提醒自己不可聳肩

●吐氣時，放鬆回到開始姿勢
6.坐姿-側身運動

●雙手扣緊，吸氣時，慢慢伸直高舉過頭
●吐氣時，身體慢慢向右側彎，停留5秒

●吸氣，身體回到中間
●吐氣，身體慢慢向左側彎，停留5秒

7.站立-胸壁伸展
●面向牆角站立，雙手手肘彎曲90度，小手臂
靠在兩邊牆面，手肘高度盡量與肩膀同高

●手臂和腳保持不動，胸部輕輕向牆角靠近，
此時會感受到胸部和肩膀有緊繃感

●停留5秒，放鬆回到開始姿勢
8.站立-爬牆運動

●面向牆角站立，身體離牆一個小手臂的距離
●雙手放在牆上，虎口大拇指朝向自己
●手刀沿著牆面向上移動，伸展到略有緊繃感
的高度即可

●停留5秒，放鬆回到開始姿勢
四、定期自我量測

對淋巴水腫應該採「預防勝於治療」的態
度，萬一不幸罹患，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才能獲
得良好的控制。病友可定期測量自己雙手4個位
置的手圍：手掌、手腕、手肘下5公分、手肘上
10公分。比較兩手差異，若有任何一個位置兩手
臂圍相差2公分以上，即表示可能已產生淋巴水
腫，應積極尋求醫師及治療師協助。

五、養成每週規律運動習慣，維持適當體重
研究報告顯示，肥胖會增加血液中的雌激素

濃度，加速乳癌細胞繁殖；而肥胖婦女的雌激素
平均濃度比苗條婦女高出約50至219%；肥胖婦女
每增加一個單位的BMI，罹患乳癌的風險就會增
加約18%，因此，維持適當BMI是病友們應當重視
的課題。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的建議：18-65
歲的健康成年人，每週應累計至少150分鐘、每
週3-5次的中強度有氧運動。美國癌症協會(ACS)
也建議病友在經過基本篩檢與評估、考慮相關共
病症與功能障礙做運動調整後，可在醫師的許可
及治療師的指導下，以ACSM對健康人的建議運動
量，每週150分鐘為目標；透過運動達到控制體
重、降低淋巴水腫機率、降低癌症復發率、增加
長期存活率、降低骨質疏鬆等併發症等益處。

考量到淋巴水腫的預防，乳癌病友較不建議
選擇類似伏地挺身、健身房重訓、園藝、網球、
籃球、高爾夫球、甩手功等高上肢負荷活動。可
選擇緩和的有氧運動，例如：游泳、快走、自行
車、太極、輕中度瑜珈等。依自己的體能狀況調
整，切忌勉強與過度勞累，只要漸進式的增加活
動量，就能慢慢的恢復生活品質，創造健康新人
生。

～此為初步衛教，每人病況不同，完整適宜的個別復健計
劃，請諮詢復健科醫師與治療師喔～

復健科／胡詩珮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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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術後淋巴水腫的預防與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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