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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結論及相關諮詢問題 

一.    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近十幾年來全世界的癌症罹患率及死

亡率正快速上升，其中以肺癌的死亡率增加最快。過去數年來國人因癌症而死亡

的原因中，肺癌在男性高居癌症死亡的第二位，而女性則持續高居第一位。在這

種情況下，國人應更加重視及了解有關肺癌的知識。在這本手冊中，將簡要的告

訴大家造成肺癌的原因及預防方法。此外，也提及它的疾病症狀、診斷和治療方

式等，希望這些資訊能幫助患者及家屬更加認識肺癌，從而能更坦然面對和處理

即將面臨的問題。 

  

二.    癌症是如何造成的？ 

     癌症的發生乃因人體細胞產生了不正常的變化，造成細胞發生不受控制的生

長而變成腫瘤。幾乎所有類型的人體細胞都有可能產生癌症，認識癌症將有助於

了解正常細胞是如何轉變為癌細胞。 

     人體是由許多類型的細胞所組成。在正常情況下，細胞會依據人體的需求正

常的成長、分化及死亡，以維持身體的健康及功能。然而，有時細胞在分化成長

過程中會出現不正常的快速成長、不分化、或者是不死亡，而這些多餘的異常細

胞所形成的組織腫塊即稱為腫瘤。在臨床上，可分為惡性腫瘤和良性腫瘤。 

  

＊ 良性腫瘤和惡性腫瘤有何不同？ 

  

良性腫瘤不屬於癌病性質，細胞只存在於腫塊內部，尚未擴散至其它組織或身體

其它部位，良性腫瘤通常可切除，不會復發也不會危害到生命。  

  

惡性腫瘤即是屬於癌症的疾病，腫瘤內部的細胞會侵入並傷害鄰近組織和器官， 

當腫瘤變大時，癌細胞也會侵犯淋巴管及血管，藉由淋巴系統和血液循環系統蔓



延至淋巴結或是其它遠處組織器官，因此復發機率高，相對的也常會威脅到生

命。 

  

三.    什麼是肺癌？ 

        所謂肺癌，廣泛的定義為：在肺臟及支氣管處長出的惡性腫瘤。一般而言，

肺癌常始於支氣管處發病，又稱為支氣管原發性癌。目前尚未完全清楚造成的真

正原因，但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發生於支氣管上皮細胞，依細胞類型的不同會出現

不同的病理生理變化。 

  

(一).肺臟的基本構造及功能 

        肺臟是由一對海綿狀的組織所組成的圓錐型器官，為呼吸系統的重要部份

之一。通常右肺比左肺稍大些，右肺分為上、中、下三葉，左葉則分為上下兩葉。 

        肺臟的主要功能是當我們吸氣時，肺臟會藉由吸入空氣，和肺循環內的血

液進行氣體交換。一方面，循環系統將吸入的氧氣運輸到身體各部位，以維持細

胞的生存和正常的功能；另一方面，循環系統也將周邊細胞代謝後產生的二氧化

碳帶回肺臟，當我們吐氣時，肺臟就會將二氧化碳排出體外。此外，呼吸道的粘

膜纖毛和免疫細胞，也分別能阻礙空氣中的灰塵、污染粒子、細菌和其它有害微

生物進入人體。 

  

(二).有哪些危險因素會造成肺癌？ 

        雖然肺癌的確定病因至今尚未完全清楚，但從臨床上和流行病學調查等方

法研究得知，肺癌的致病原因與下列因素有密切的關係。 

         (1).吸菸 

根據研究資料顯示，吸菸與肺癌有著密切的關係，特別是鱗狀上皮癌

和小細胞癌。吸菸之所以導致肺癌，主要是因為菸草中含 

有許多致癌物質會傷害肺部細胞，若細胞長期持續的受到損害則會變

成癌細胞。此外，開始抽菸的年齡、抽菸的年數、每天的抽菸量 、香

菸的種類及煙霧吸入的深度都與肺癌有關。 

目前已知不抽菸者若生活環境中常吸入二手菸也會增加得到肺癌的機

會。近年來的研究報告顯示，吸入二手菸者比未吸入二手菸者肺癌的

發生率高出百分之三十。因此，應該避免暴露於有菸害的環境中。 

        (2).空氣污染 

都市環境中車輛所排出的燃料廢氣以及工廠四周所排出的污水和煙霧，

都可能含有致癌物質而污染大氣層。據研究資料顯示，大氣中致癌物

質濃度越高的地區，相對罹患肺癌的比率也會增高。  

        (3).職業 

長期處於放射性致癌化學物 -- 鈾、氡等，礦物致癌物 -- 石棉、煤焦

油等，以及金屬致癌物 -- 鎳、鉻、砷等，在此類環境中 工作者得到肺



癌的機率是一般人的三~四倍；若為吸菸者，比率更高。因此，在這些

環境中工作的人應該作好應有的保護措施。 

        (4).肺部慢性疾病的病變 

 一些慢性呼吸道疾病，如慢性支氣管炎、肺結核、瀰漫性肺間質纖維

化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都會使肺癌的發生率略為升高。 

        (5).個人病史和家族史 

自己曾罹患過肺癌或家族中曾有人是癌症患者的人比從未罹患肺癌者

的機率高。 

        (6).其它 

東方國家習慣以高溫煎煮或油炸食物所產生的油煙，可能與肺癌的發生

有關。 

  

(三). 肺癌可分為哪幾種類型？ 

臨床上肺癌可分為兩種主要的類型：非小細胞肺癌和小細胞肺癌。這兩種癌

細胞的臨床表現不同，更重要的是，治療方式也有所差異。 

  

＊ 非小細胞肺癌和小細胞肺癌有何不同 

  

非小細胞肺癌，比小細胞肺癌常見，在台灣約佔所有肺癌的百分之八十八。通常

此類癌細胞的生長與擴散都較緩慢。依腫瘤細胞的類型大致又分為三種：鱗狀上

皮癌、腺癌和大細胞癌。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以手術為主，有完全根治的機會；

但不幸的是，大部分非小細胞肺癌病患在發病時都已經是疾病的晚期，根據統計，

大約只有 30%的病患可以接受手術切除，而其中約有一半會發生疾病復發。對晚

期的非小細胞肺癌病患，化學治療及放射治療為主要的治療方式，它可以提高生

活品質並延長生命。 

  

小細胞肺癌，約占所有肺癌的百分之十二左右。癌細胞不僅生長快速，而且很快

就由淋巴或血液循環系統蔓延至身體其它組織或器官，所以一般無法以手術切除。

但也因其生長快速，所以對化學治療及放射治療的反應比非小細胞肺癌好。整體

而言，小細胞肺癌病患的預後比非小細胞肺癌病患差。 

  

(四). 肺癌會有哪些症狀？ 

肺癌初期並不會出現明顯的症狀，早期的肺癌病患常常是因為其它原因照射

胸部 X 光時被醫生無意間發現。一般要等到腫瘤逐漸變大時症狀才會越明顯。

肺癌的症狀大致可分為三種 :  

            1) 腫瘤本身在局部造成的影響，例如咳嗽、胸痛。  

            2) 腫瘤轉移到遠處器官，在該器官造成的症狀，例如頭痛、骨頭疼痛。  

            3) 腫瘤分泌物質到血液中造成全身性的症狀，例如倦怠、體重減輕。 



  

＊    肺癌因腫瘤所引起的常見症狀如下 

         (1). 咳嗽 

咳嗽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當腫瘤長在支氣管內刺激支氣管壁或阻塞

空氣進出時會引起咳嗽反應。此外，有習慣性咳嗽的抽菸者，當咳嗽

的型態改變時，要非常的小心。 

        (2). 咳血 

當腫瘤侵入支氣管黏膜的血管時，病人會發生咳血情形。 

        (3). 持續的胸痛、肩痛和背痛 

若腫瘤擴散至肋膜及胸壁時，會造成胸痛；而當腫瘤壓迫到臂神經叢

時，會引起肩痛、背痛或手臂疼痛及無力感。  

        (4). 反覆性肺炎或支氣管炎 

當支氣管被腫瘤阻塞時，腫瘤後方的肺葉會萎縮；當痰液因支氣管阻

塞而無法順利的排出時，可能會導致阻塞性肺炎。 

        (5). 呼吸困難 

因腫瘤造成肺萎縮而減少肺活量，或是出現肋膜積水時，會產生胸悶、

呼吸困難的情形。 

        (6). 聲音嘶啞 

當腫瘤壓迫到左側喉返神經時，會引起聲帶麻痺而導致聲音嘶啞。 

        (7). 吞嚥困難 

腫瘤壓迫或侵犯食道時，會有吞嚥困難的情形發生。 

        (8). 頸部和臉部腫脹 

若腫瘤或轉移的淋巴結壓迫到上腔靜脈，造成上半身靜脈血液回流心

臟受阻，便可能造成頸部、臉部和上肢浮腫。 

        (9). 全身性症狀 

有些肺癌病患會有食慾不振、體重減輕、虛弱和容易疲倦等全身性症

狀。 

        (10). 轉移性症狀 

肺癌可以轉移到全身任何地方，轉移的癌細胞在該器官生長變大時，

便會造成症狀。例如：當腫瘤轉移至腦部造成顱內壓增高時，可能會

出現頭痛、嘔吐、癱瘓、視覺受影響、平衡感喪失或意識模糊；若腫

瘤轉移至骨頭時會引起骨頭疼痛、病理性骨折；當轉移至脊椎骨並壓

迫到脊髓時，便可能造成肢體麻痺和自主神經功能失調；轉移至肝臟

則可以造成腹脹、黃疸等。 

  

(五). 有哪些檢查可診斷肺癌？ 

肺癌的診斷可藉由許多不同的檢查方式。一般而言，醫生會先評估病人的個

人病史及家庭病史，其中包括抽菸、工作和生活環境等相關問題；然後做身體檢



查，包括胸腔聽診，頸部淋巴結觸診等；進一步再作影像學檢查(如下述的 1 至

3)；最後再用驗痰 

或其它較侵襲性的檢查方法(如下述的 4 至 8)，取得組織或細胞以得到最後

確定的病理診斷。 

(1) 胸部 X光檢查 

胸部 X 光檢查是最簡易方便的方法，透過 X 光檢查可大致看出腫瘤大

小、形狀和位置，但它無法辨識腫瘤是否為惡性腫瘤。 

(2) 電腦斷層掃描(CT)及和磁共振影像檢查(MRI) 

胸部電腦斷層掃描是較精細的影像學檢查方法，它不但可以更精確的

顯示腫瘤的特性，並可以發現肺部其他位置及縱膈腔淋巴結是否有不

正常的影像，幫助判斷癌細胞是否已轉移至身體其它部位，因此胸部

電腦斷層掃描是肺癌診斷及分期最重要的檢查。有時腫瘤和胸腔內重

要的器官靠的太近，例如心臟及主動脈，外科醫師無法判斷是否可以

完全切除，此時和磁共振影像檢查可以幫忙。 

(3) 正子掃描(PET) 

正子掃描是近年來最新的醫療影像檢查。它是利用將含有放射性物質

的葡萄糖注射至人體內，因為腫瘤比正常細胞需要較多的葡萄糖，所

以腫瘤所在的部位就會有較高的放射性物質，用機器掃描時就可以定

位。它一方面可以幫忙鑑別良性或惡性，另一方面也可幫忙發現腫瘤

是否已經轉移到身體其他部位。但在台灣，因為肺結核盛行，而肺結

核和肺癌並不容易用正子掃描影像來區別，再加上檢查費用昂貴，因

此目前胸腔醫學界對正子掃描的地位還沒有一致的共識。 

(4) 痰液細胞學檢查 

當懷疑是肺癌時，痰細胞學檢查是一種較簡單的協助診斷的方法。病

人有效咳出的痰液，經由顯微鏡的檢查，有時可直接發現癌細胞，並

可以得知癌細胞的分類以確定診斷。但在少數情況下，痰液中發現的

癌細胞不是肺癌，而是頭頸部的癌症，癌細胞剝落後混在痰液中一起

被咳出來。 

(5) 支氣管鏡檢查 

透過支氣管鏡可直接觀察腫瘤的部位、範圍或氣管內的其他異常病變，

必要時可以取出標本作病理學和細胞學檢查。因此，支氣管鏡檢查不

僅可以確定肺癌的診斷，同時也可幫助判定肺癌的分期。 

(6) 經皮膚穿刺抽吸及切片 

藉由超音波或電腦斷層掃描導引，將細針經過皮膚穿刺至腫瘤部位，

再用針筒抽取腫瘤細胞作細胞學檢查，或用切片針取得腫瘤組織作病

理檢查。 

(7) 縱膈腔鏡檢查 



縱膈腔是位在左右肺之間的組織，實施縱膈腔鏡檢查可取出縱膈腔淋

巴結，以確定淋巴結轉移的情形。此項檢查不但對肺癌的分期很重要，

更可能會影響後續各種治療的組合及順序。 

(8) 剖胸檢查 

有時腫瘤太小，不容易用上述方法診斷，或是反覆切片都無法得到確

定診斷，外科醫生便會施行開胸手術，直接取出一些腫瘤組織作病理

檢查，若確定腫瘤是惡性的而且可以手術完全切除，便會在診斷的同

時，以手術切除所有的腫瘤。 

    (9).其它 

肺癌常見的轉移部位，如：淋巴結、肝臟、骨骼及腦部等。可藉由電

腦斷層掃描、超音波掃描或骨骼掃描檢查得知是否有遠處轉移情形，

必要時也可以對遠處轉移病灶進行切片，再加上特殊的組織染色技術，

來確定肺癌的診斷。 

  

(六). 肺癌有哪些不同的分期？ 

所謂分期，乃是根據腫瘤的大小、位置、局部侵犯的程度，加上是否有淋巴

結或身體其它部位的遠處轉移，將腫瘤分類。分期的主要目的為：一方面幫忙決

定病患最適合的治療方式，另一方面則可以做為預後評估以及比較不同治療方法

成效的基準等。 

  

＊ 非小細胞肺癌的分期 

  

根據 1997 年最新的分期，非小細胞肺癌分為四期，前三期再細分為前後期 (A、

B) (如下列圖表)： 

  

分期 發病和轉移部位 

第一期 1A 最大直徑小於或等於 3公分的腫瘤，而且尚未侵犯其它地方。 

  1B 最大直徑大於 3公分的腫瘤，或是腫瘤已侵犯臟側肋膜，或是腫瘤

導致肺葉萎陷或阻塞性肺炎。支氣管鏡檢查時，可看到腫瘤在肺葉

或主支氣管中，但尚未擴散至離支氣管分叉處 2公分以內。 

第二期 2A 同 1A情形，但腫瘤已轉移至同側支氣管旁淋巴結或肺門淋巴結。 

  2B 同 1A情形，但腫瘤已轉移至同側支氣管旁淋巴結或肺門淋巴結。 

或是腫瘤直接侵犯至胸壁、橫膈、縱膈肋膜、壁側心包膜、腫瘤在

主支氣管分岔處 2公分以內、或是單側全肺萎陷或阻塞性肺炎，但

尚未有任何淋巴轉移。 

第三期 3A 腫瘤直接侵犯至胸壁、橫膈、縱膈肋膜、壁側心包膜、腫瘤在主支

氣管分岔處 2公分以內、或是單側全肺萎陷或阻塞性肺炎，合併同

側支氣管旁淋巴結、肺門淋巴結或縱膈腔淋巴結轉移。或是腫瘤侵



犯程度如 1A或 1B，合併同側縱膈腔淋巴結轉移。 

  3B 腫瘤已侵犯到縱膈腔、心臟、大血管、食道、氣管、胸椎、支氣管

分岔部位、腫瘤所在的同一肺葉有另外的腫瘤、有惡性肋膜積水，

或是淋巴結轉移情形已擴散至對側肺門淋巴結、對側縱膈腔淋巴

結、同側或是對側斜角肌或鎖骨上淋巴結。 

第四期   腫瘤已發生遠處器官轉移。 

  

＊ 小細胞肺癌的分期 

  

在臨床上小細胞肺癌可分為侷限期和擴散期。 

  

侷限期：指肺癌侷限於一側胸廓、兩側肺門、縱膈腔、鎖骨上淋巴結或頸部淋巴

結，可以用一個放射治療計畫涵蓋的範圍。 

擴散期：指癌細胞已超過侷限期範圍，有惡性肋膜積水，或有遠處轉移情形。 

  

四. 目前有哪些治療肺癌的方式？ 

肺癌治療的方式有手術治療、放射線治療、化學治療、標靶治療、免疫療法、

光動力學療法等。在臨床上目前較常用的治療方式 

有手術切除、放射線治療、化學藥物治療、標靶治療、或是合併療法。醫生

會依照病人癌細胞類型、疾病分期及病人的身體狀況等因素考量，和病患討論後，

給予最合適的治療方法。 

  

(一). 手術治療 

        手術治療的目的是將肺部原發性腫瘤的病灶及局部淋巴結切除，對於原發

性非小細胞肺癌，手術切除是目前最佳的治療方式，依病灶的情形和侵犯程度可

分為楔形或肺小節切除、肺葉切除和全肺切除。究竟要選擇何種手術方式，則須

依病患的心肺功能、身體狀況和手術時的發現而決定。 

  

＊    以上三種切除手術有何不同？ 

    (1). 楔形和肺小節切除術 

腫瘤僅位於一個肺葉，但因病人的肺功能不全或健康狀況不佳，不適合接

受肺葉切除術時，則考慮只在腫瘤部位做楔形或肺小節切除術。 

  (2). 肺葉切除術 

腫瘤僅限於一個肺葉，將長有腫瘤的肺葉完全切除。除非病人的肺功能不

佳，通常手術療法以肺葉切除為最好的方式。 

   (3). 全肺切除手術 

若腫瘤生長的位置非常靠近主支氣管，或是已侵犯多個肺葉時，為求腫瘤

的完全切除，需將單側肺葉全切除。 



 (二). 放射線治療 

放射線療法是局部殺死癌細胞的一種治療方式，利用高能量放射線，穿過體

表將輻射劑量集中於腫瘤部位以精確的殺死癌細胞。 一般而言，局部腫瘤的控

制率不錯，但罕見可以完全根治腫瘤。放射線治療的一般療程為每天照射一次，

每週連照五天，持續數週，病人可於門診接受治療，不需住院。放射線治療因屬

於是局部的治療方式，所以較適用於手術前後的輔助療法，或是對晚 

期患者因腫瘤所引起的局部症狀之緩解性治療；但對某些身體狀況不佳，無

法承受開胸手術的早期病患，或是病患不願意開刀，其腫瘤部位不大，也沒有其

他地方的轉移，放射線治療也是治療方式的選擇之一。 

  

(三). 化學藥物治療 

化學藥物治療乃是使用口服或注射式抗癌藥物，藉由血流至身體各部位的一

種全身性治療。因為癌細胞生長及分裂的速度比正常細胞快，因此癌細胞對化學

藥物的敏感性較強，因而可以達到抑制或殺死全身癌細胞的一種治療方法。但也

因為是全身、非選擇性的藥物作用，所以生長較快速的正常細胞也會受到影響，

例如血球細胞。當癌細胞轉移至身體其它部位時，手術和放射線治療都已無法 完

全控制腫瘤，此時必須採用這種全身性的治療方式，減緩腫瘤的生長和蔓延，以

達到減輕症狀及增加生活品質之目的。化學治療給藥的途徑通常為靜脈注射；因

為一方面必須時常注射藥物，一方面這類藥物常會造成靜脈炎，萬一漏針時，滲

出的藥物對皮膚的傷害甚大，因此在治療期間，醫生會建議病患在身上放置人工

靜脈注射導管，以方便及安全的注射藥物。 

  

(四). 標靶治療 

相對於傳統化學治療的非選擇性細胞毒殺作用，副作用較大而且難以避免，

近年來分子醫學技術進步，已發展出一些針對癌細胞量身訂做的藥物，希望能達

到有效殺死癌細胞，卻不會傷害正常細胞的治療方法。理論上，只要癌細胞有正

常細胞所沒有的「靶」，就有機會發展出這類專一性的標靶治療藥物。事實上，

現在已有許多單株抗體和腫瘤生長因子抑制劑正在進行臨床試驗，有些甚至已經

在台灣和其他國家上市。相信不久的將來，標靶治療會逐漸成為癌症治療的主

流。 

  

(五). 合併治療 

早期的肺癌可以單用手術切除，晚期的癌症則常需要合併多種治療方式以達

到最佳的治療成效。有時先用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縮小腫瘤的範圍，再用手術切

除；有時先手術切除腫瘤，手術後再追加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以清除肉眼看不見

的癌細胞；有時腫瘤已無法手術切除，但又還沒有發生全身性轉移，可以單用放

射治療，也可以合併化學藥物以加強放射治療的效果。一般而言，合併治療的效

果較佳，但毒性也較大。 



(六). 其他 

光動力學療法、雷射燒灼以及近接放射線治療等等，都是針對局部腫瘤控制

的治療方法；免疫療法、基因療法以及腫瘤疫苗療法則都還只在臨床試驗階段，

目前尚未成熟。 

  

(七). 綜論 

        (1). 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可接受哪些治療？ 

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方式需依疾病的分期、病患的心肺功能、身體狀

況以及病患的意願而定。如果可以切除，手術治療是這類癌症最有效

的治療方法，但也常常需要合併其他的治療以達到最好的療效。 

第一、第二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若身體狀況許可，則以手術治療

為原則，手術後是否接受放射線或化學藥物治療，需進一步臨床評估。

若病人因心肺功能問題，無法接受手術治療，可考慮放射線治療。 

對第三 A期的病患，則建議施行前導性化學治療或放射線治療，使腫

瘤縮小，改變分期，再決定是否手術切除。若是手術中才發現是第三 A

期，則手術後可以考慮追加輔助性化學治療或放射線治療，以清除可

能隱藏的癌細胞；而密切的手術後追蹤，等到有復發情形(證據)時再治

療，也是另一種選擇。 

第三 B期但無惡性肋膜積水情形的病患，若一般身體狀況良好，則可

考慮同時接受放射線與化學治療；若身體狀況不佳，醫生會依病人的

健康狀況，建議只做放射線治療或化學治療。 

第三 B期有惡性肋膜積水和第四期患者，依病人身體狀態，可考慮接

受全身性化學藥物治療，或症狀緩解的局部放射治療。若身體狀況不

佳，則考慮針對病患的症狀，而非以延長生命為目的的緩和性安寧治

療。 

  

            (2). 小細胞肺癌的患者可接受哪些治療？ 

因小細胞肺癌生長快速且容易轉移至其他部位，加上此類癌細胞對化

學藥物及放射線相當敏感，所以治療方式以化學治療為主，放射線治

療為輔。 

侷限期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治療以全身性化學治療為主，通常也會同時

使用胸腔放射治療以加強療效。若是局部腫瘤的治療效果很好，有時

會建議病人考慮進行預防性的腦部放射線治療，以減少將來腦部復發

的機率。 

擴散期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治療也以全身性化學治療為主，放射線治療

做為局部及症狀之控制。 

  

五. 肺癌的治療方式會造成哪些副作用？ 



 (一). 手術治療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及應注意的事項和建議 

        肺癌腫瘤切除手術是項大手術，通常手術後胸腔會積留一些氣體和液體。

因此，手術後醫生會在病人身上留下引流管，以便於將多餘的氣體和血水排出；

此外，護理人員會協助病人翻身、咳嗽和深呼吸運動，以促進未切除的肺組織擴

張和排出剩餘的氣體和液體。另外，傷口疼痛、手術同側手臂不適及呼吸短促也

是常見的副作用。一般病患可能需要幾週或幾個月的修養才會完全康復。 

  

＊ 手術治療應注意的事項和建議 

在施行手術前，病患和醫護人員會有一套完整的術前評估，和有計劃的階段

性復健。抽菸患者需在手術前及早戒菸，並從事深呼吸運動和復健運動的訓練，

以減少手術後的併發症。至於傷口的疼痛問題，病患可向醫護人員反應，醫生會

適時的給予止痛藥物，或藉由不同的處理方式，減輕病人的疼痛與不適。 

  

(二). 放射線治療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應注意的事項和建議 

        放射線治療除了可殺死癌細胞外，同時也會傷害到正常的組織細胞，它所

產生的副作用會因放射線照射部位和劑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照射部位越

廣，劑量越高，對正常組織的影響就越大。胸腔放射治療一般常見的不適情形有：

口腔乾燥、喉嚨疼痛、吞嚥困難、疲勞、治療部位皮膚的變化和食慾不振等。若

病人接受腦部放射線治療，則可能會出現頭痛、頭皮不適、噁心、嘔吐、掉髮或

其他記憶方面的問題。但等到治療結束後，這些副作用會獲得改善。 

  

＊ 放射線治療時應注意的事項和建議 

        (1)   照射部位的皮膚保養很重要，應保持乾燥清潔。 

        (2)   最好直接用清水沖洗即可。 

        (3)   若沒有醫生許可，不可在照射部位塗抹藥膏、爽身粉或乳液。 

        (4)   不可直接曝曬於陽光下或吹風。 

        (5)   不可洗掉放射部位的記號。 

        (6)   若有食慾不振的情形，可選擇少量多餐，選擇自己喜歡的食物。 

        (7)   若口腔及喉嚨不適，可吃較軟或流質的食物。 

        (8)   其它疼痛不適或噁心、嘔吐問題則應向醫師反應，藉由醫師處方用藥來 

        控制。 

  

(三).化學治療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及應注意事項和建議 

        化學治療對身體所產生的影響如同放射線一樣，藥物不僅殺死癌細胞，也

會對正常組織細胞產生損害，所產生的副作用會因藥物種類和劑量的不同而有所差

別，無法一一說明，所以應該在治療前，和您的醫師詢問您即將使用的藥物的副作

用。一般而言，藥物注射當時可能出現的不適反應以噁心、嘔吐為主，接下來數天

可能會出現延遲性嘔吐感，打嗝，口腔黏膜潰瘍、喉嚨疼痛、食慾不振、 



        掉髮、腹瀉、便秘、手腳麻木感、肌肉酸痛、發燒、以及全身倦怠，甚至

影響造血細胞功能導致血球數目嚴重減少，免疫功能降低。 

  

＊ 化學藥物治療時所需注意的事項和建議 

        (1)   在接受化學治療之前，病患應有足夠的休息、良好的飲食和適當的運   

        動，以增進體力。 

        (2)   在化學治療期間，若有任何的不適，應向醫護人員反應以獲得適當的協 

        助。 

        (3)   一般常見的症狀如噁心、嘔吐、口腔黏膜潰瘍和喉嚨疼痛等問題，都可 

        藉由醫生處方用藥減輕不適。 

        (4)   若出現腸胃不適，食慾不振的問題，則可先做飲食調整，例如：少量多

餐，選擇清淡、柔軟的飲食；若有嚴重腹瀉和其它問題， 

              應告知醫護人員。 

        (5)   血球數目減少時，可能會出現貧血、虛弱、疲倦和抵抗力變差等情形，

若病人出現這些症狀時，醫生會視病人的情形，給予適當的 

              處理，情形若不甚嚴重，病人多休息即可，並攝取高熱量、高蛋白的飲

食，如：魚類、蛋類等，補充營養和體力。 

        (6) 若有掉髮情形，應注意頭皮的保養，可選戴頭巾、帽子或假髮，不僅可

保暖也可改變外貌增加信心。 

  

                一般而言，以上治療期間所產生的副作用，通常在結束療程後，症狀

會逐漸消失，所以只要平常保持心情愉快，注意飲食和身體的 

        保養，還是可以恢復到正常的生活。 

  

(四). 一般維護健康應注意的事項和建議  

(1)  抽菸病患應完全戒菸，沒有吸菸者應避免接觸二手菸。 

(2)  避免到人多、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以減少呼吸道的感染。 

(3)  避免暴露於嚴重空氣污染或對呼吸道有刺激性的環境。 

(4)  平時應多注意飲食，多攝取足夠的熱量和蛋白質以預防體重減輕，並維  

   持體力。 

(5)  平時可依自己的體能狀況，做些合適的運動，可舒緩壓力，增加自信心 

   和保持體力。 

(6)  若有感染或出血的症狀，例如發高燒、呼吸急促、血尿、脈搏加速等， 

   應立即通知醫護人員或返院治療。 

(7) 要定期回診就醫追蹤。 

(8)  治療期間，應與護理人員合作，以達到最有效的治療。 

(9)  除了醫護人員的照護外，家屬和親友應給予適當的安慰與支持，減少病 

   人對疾病的不安與焦慮。 



六. 人體臨床試驗  

(一).什麼是人體臨床試驗？ 

        人體臨床試驗是指在人體(任何病患或健康志願者)進行的臨床研究，癌症藥

物的臨床試驗則都(是)以癌症病患為對象。這些臨床研究能幫助醫師找到更能改

善健康及癌症照護的最好方法。每個研究試驗都試著解答一些醫學問題，並且也

試著找到更好的預防、診斷和治療癌症的方法。人體臨床試驗是促進醫學進步最

重要的方法之一。 

人體臨床試驗是癌症藥物研究過程中的最後階段，藉由癌症病患的試驗可發

現這些治療藥物或方法，對於癌症預防、診斷及治療是否是安全且有效的。唯有

經過人體臨床試驗，藥物才能上市，一般病患也才可以使用。現今國內外的人體

臨床試驗都要求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包括試驗的合理性、安全性、以及是否合

乎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只有醫療人員，也必須含有一定比例的一般民眾、宗教人

士或法律專家，臨床試驗計畫通過後才能開始進行，而且進行中的試驗也必須接

受主管單位的監視及稽核，以確保受試者的權益不被侵犯。 

  每個準備加入臨床試驗的受試者都應該詳讀受試者同意書，有任何問題都應

該提出，其中包括是否有其他不同的治療方式。受試者也應該知道他有同意，或

(也有)不同意加入臨床試驗的權利；更重要的是，受試者可以在臨床試驗的過程

中選擇退出臨床試驗。必須一提的是，腫瘤醫學界一致認為，癌症患者加入臨床

試驗可以得到最好的照護，因此鼓勵病患加入人體臨床試驗。目前臨床試驗在 

        世界各國已經普遍的在進行，任何接受臨床試驗病患的資料，對醫藥科學

及臨床醫學都有很大的貢獻。 

一般而言，人體臨床試驗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完成動物試驗並確認其安全性後，首先以人體為試驗對象的臨

床試驗。此階段主要的目的在確認人體可接受的最大劑、毒性、以及藥物在人體

的吸收、分佈、代謝與排泄等。經過此階段安全謹慎的試驗後，再根據這些資料

進行第二階段的試驗。第一階段人體臨床試驗的對象通常都是末期癌症病患，對

現有的藥物都已經無效，但一般身體狀況還不錯，可以接受最新的藥物試驗。 

第二階段：目的在探討藥物對某一種癌症的療效，以確認適當的治療劑量，

以及判斷是否值得進入下一階段最重要的人體試驗。試驗對象通常是有某一特定

癌症的病人，而且是曾經接受過標準化學治療但復發的患者；若該藥物已證明有

效，或者是某特定癌症並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也可能選擇完全沒有接受過治療

的患者。  

第三階段：這是最重要的人體臨床試驗，目的在比較新藥是否比現有的標準

治療效果好，或者是療效一樣但毒性較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的規模較大，需要

數百人或數千人的參與，通常會在許多國家的醫學中心同時進行試驗。病患會被

隨機分配接受新藥或是標準治療，目的在客觀的確認藥物的治療效果。通常藥物

經由兩個第三階段的臨床試驗，確認其安全性及療效後，才會核准上市，並廣泛

使用於臨床。 



第四階段：為藥物上市後的繼續監視，對於藥物所產生的不良反應情形進行

長期的追蹤，以確保藥物的安全性。 

  

(二). 加入人體臨床試驗有何優點或缺點？ 

優點： 

※ 病患可以優先使用新的藥物及治療方法 

※    病患可得到更嚴謹的醫療照護 

※    病患可更積極及主動的參與自己的治療過程 

※    若試驗用藥對病人的疾病有確定的療效，病人可及時得到治療 

※    病患的參與對癌症醫療照護能提供有價值的貢獻，並且能造福其他病患 

 

缺點： 

※    新的藥物和治療方法有無法預知的副作用和風險 

※    新的用藥和治療方式可能治療效果不佳或無效 

※    即使新的藥物和治療方式有療效，但有可能不適用於每位病患 

  

七. (化)治療期間的營養照顧 

 (一). 營養的重要性 

癌症治療期間比平時需要更多的營養，但因疾病因素，或因治療產生的不適，

體重減輕與營養不良的情形相當普遍，而營養狀況關係著治療的成敗，良好的營

養狀況可以加速傷口癒合、維持免疫力及提升對治療的忍受性。此外，體重減輕

與死亡率有正相關，許多患者是因單純的營養不良而導致死亡。因為體重下降就

很難再回復，所以在疾病被診斷且著手進行治療時，就應竭盡所能來預防營養不

良的發生，並積極的維持適當的營養狀況，而不是當體重開始下降時才開始。 

  

(二). 每日飲食建議 

為了獲得足夠的各類營養素，飲食要均衡，每日飲食應包括下列各類食物。 

(1)   奶類：每日 1-2杯。喝牛奶容易腹瀉、腹脹者，可選擇優酪乳或起司等。 

(2)   魚、肉、蛋、豆類：每日 4~6份。 

蛋：可以軟煮、蒸、炒或煎等方式烹調。 

魚：可用酒、糖醋、檸檬、薑、蒜等調味品去腥、調味。 

豆類：腹瀉、脹氣時應減少，但加工豆製品如豆腐較無限制。 

肉類：烹調前先用少許酒、果汁浸泡或混入其他食物中供應，可增加接受性。 

(3)    蔬菜：每日 3碟。脹氣時，避免產氣蔬菜，如青椒、芹菜、洋蔥、蒜等。 

(4)   水果：每日 2個。腹瀉時，可選用蘋果、蕃石榴、梨子等水果。 

(5)   米、麵、麵包等五穀類：每日 3-6碗。視熱量的需要增減。 

  

(三). 如何預防體重下降  



  

(1)    選食營養高、體積不大的食物。 

(2)    量多餐。選擇高熱量、高蛋白點心或飲料，如：奶昔、布丁、冰淇淋、豆腐、

牛奶、起士、蛋糕、市售配方營養品等。 

(3)    增加食物的蛋白質和熱量含量，例如：烹煮湯時添加奶油或肉湯；吐司麵包  

    抹些花生醬、奶油或人造奶油；沙拉、蛋、或蔬菜上加些美乃滋；布丁、派、  

    熱巧克力、果凍、甜點中加點鮮奶油；麥片、榖類中加入奶類等。 

(4)   變化烹調方式，加強色、香、味的調配，以增加食慾。 

(5)   烹飪時加些糖或檸檬以加強甜味及酸味，並避免苦味食物，如芥菜。 

(6)    餐前食用少許開胃食物、飲料，如：酸梅湯、洛神茶、果汁等。 

(7)    盡量避免自己烹煮油膩食物，以免影響食慾。 

(8)    餐前輕度運動如：散步，可以增加食慾。 

(9)     用餐時保持心情愉快及輕鬆的環境。 

(10) 若疲勞，先休息片刻後再進食。 

(11) 不斷地提醒自己食物對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鼓勵自己積極進餐。 

(12) 請營養師為您設計飲食。 

  

(四). 接受化療期間常見營養問題及改善方法 

(1)     噁心、嘔吐 

1. 清涼飲料、酸味、鹹味食物可減輕症狀。 

2. 避免同時進食冷、熱的食物，以免刺激造成嘔吐。 

3. 避免太油膩或太甜的食物。 

4.  少量多餐、避免空腹。 

5. 飲料在飯前 30~60分鐘飲用，並以吸管吸吮為宜。 

6. 化療前 2小時內避免進食，以防止嘔吐。 

7. 儘量遠離廚房，以免煮食所產生的氣味引發噁心和嘔吐。 

8. 早上起床後症狀未明顯前，盡量就食。 

9. 嘔吐情況嚴重者，可請醫師處方止吐劑，於進食前半小時服用。 

(2)     口腔潰瘍、吞嚥困難 

1.  免酸性、粗糙生硬、刺激性的食品或調味品。 

2.  食物和飲料以室溫為宜。 

3.  選擇流質或加以芶芡的軟質細碎食物，如羹湯類、粥類有助於吞嚥 

4.  利用吸管吸吮液體食物。  

(3)     腹瀉 

1.  選擇嫩肉、精緻穀類、過濾的果汁、蔬菜汁或低纖維的蔬果等，以減少 

   糞便體積。 

2.  避免油膩、油炸或太甜的食物。 

3.  避免牛乳及乳製品。 



4.  少量多餐。 

5.  腹瀉嚴重時可採清流飲食，如：過濾米湯、清肉湯、果汁及茶等。 

6.  注意水分及電解質的補充，多選用含鉀高的食物，如蔬菜湯、橘子汁、

番茄汁。 

 

八. 癌症病患的社會資源與心理調適 

在癌症患者不斷增加的今日，一個罹患癌症的個人與家庭，確實背負著沉重

的心理與社會壓力，對於福利資訊與心理調適的缺乏，更加重了癌症患者與家屬

的負擔，期藉由提供相關社會資源資訊，能減輕癌病患者面對疾病的無助與壓

力。 

  

(一). 醫療費用減免補助 

有關癌症病患醫療費用減免或補助，可分為下列幾項： 

(1)     重大傷病卡：癌症病患符合健保重大傷病之規定，可免支付醫療費用之部分

負擔。 

(2)     (中）低收入戶之醫療補助：符合各縣市政府（中）低收入戶資格者，可申

請醫療補助，以台北市中低收入戶為例，醫療費超過兩萬元，扣除兩萬元及

伙食費、證書費、掛號費、雜費等，可申請餘額 80%之補助，台灣省及高雄

市，醫療費超過五萬元者，扣除五萬元及各項雜費後，可申請餘額 70%之補

助。低收入者依實際醫療費用申請補助，免扣除。 

(3)     低收入戶住院須請看護者，亦可申請看護費用補助，詳情可洽各縣市政府社

會局（科、課）或鄉（市鎮）公所社會課、民政課。 

(4)     其他社區資源補助：除了政府規定之福利外，若有因醫療費用龐大，或健保

局不給付費用而無力負擔之病患，可洽詢所就醫之醫院社福單位，由社工員

評估，提供醫院基金補助或轉介其他社區資源救助。 

  

(二). 身心障礙福利資源 

因癌症病程造成之身心障礙者，若符合身心障礙類別之列等，由醫院主治醫

師鑑定，符合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可享有身心障礙福利措施，如輔助器材

費用補助（輪椅、助行器、氣墊床、氧氣製造機、…..等），減稅優待、健保自

付保費補助、教養安置或托育補助、本人或子女就學學雜費用補助、以及中低收

入戶生活補助….等。 

  

(三). 醫護療養照護 

(1)   安寧療護：對於癌症末期患者，為減輕其病痛，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及身心

靈三方面之完整照顧，可選擇安寧病房療護，目前台灣地區健保特約醫院如

台大、榮總、馬偕、耕莘醫院等，皆設有此病房，可直接洽詢這些醫院，瞭

解就醫程序。 



(2)  居家護理：癌症病患返家時，身上若有鼻胃管、尿管、或氣切管時，家屬可

洽詢於住家附近之醫院，提供居家護理服務，按時派居家護理師至家中為病

患提供基本護理，並教導家屬如何照顧病患使其擁有舒適的生活品質，家屬

僅需支付車馬費。 

 (3)   在宅服務：是指在宅服務員至家中提供照顧病人、協助就醫、家事服務、購   

    物等服務，使家中主要照顧者能有休息的機會，減輕照顧者的重擔，台北市 

    在宅服務可洽紅心字會，其他地區洽詢各縣市政府查詢是否提供此服務。 

   

(四). 情緒壓力紓解 

  罹患癌症的心情相當複雜，病人常表現否認、悲傷、生氣、憤恨、沮喪、甚

至自暴自棄，病患與家屬同樣承受極大壓力，需要協助紓解情緒與身心壓力，避

免造成更大的危機，可洽醫院社福單位尋求社工人員協助，坊間亦有許多諮商中

心、協談中心、工作坊等提供課程或諮商服務。另外，對於癌症患者過世者，亦

有專為家屬提供悲傷輔導服務，協助渡過悲傷期與重新學習適應。 

  

(五). 病友自助團體 

藉由罹患相同疾病所組成的病友自助團體，提供正確的衛教資訊、共同面對

疾病的病程，相互扶持與學習，彼此交流經驗與情緒支持。目前各醫院所組成之

並有團體頗多，如台北榮總即有骨髓移植、胃癌、乳癌、腦瘤等病友團體，可洽

醫院社福部門提供詳細資料，民間與癌症相關之團體亦提供如醫療講座、社會休

閒等活動。 

罹患癌症是一個過程，正確的就醫觀念與自我正向情緒的支持，成功抗癌的

機率就會大為增加，希望相關資源的協助能提供一個癌症患者或家屬減輕無助與

壓力的機會。 

  

九. 結論及相關諮詢問題 

  這本手冊的設計是幫助病患和家屬更加認識和了解肺癌的相關資訊，以提供

癌症預防和癌症照護的方向。除此之外，病人在整個就醫期間也需和醫生做適切

的溝通和諮詢，以更進一步了解自己的病情。下列問題可提供病患及家屬作為就

醫時問題的諮詢導引。 

  

＊ 診斷方面的問題 

(1)   有哪些方式可診斷我的疾病？各種檢查方式會引起哪些不適？有哪些危

險？ 

(2)   我是哪一類型的肺癌？分期是第幾期？預後如何？ 

  

＊    治療方面的問題 

(1)   有哪幾種治療方式適合我？治療的效果如何？ 



(2)   有哪些人體臨床試驗適合我？ 

(3)   我需住院治療還是門診治療？整個療程多長？ 

(4)   在治療期間，我的日常活動是否會受影響？ 

  

＊ 副作用方面的問題 

(1)   治療期間會產生哪些副作用？這些副作用會持續多久？我應該如何處理？ 

(2)   如果我發生無法處理的副作用時，應該和誰聯絡？ 

  

＊ 追蹤方面的問題 

(1)   治療結束後，需多久回院做追蹤檢查？應該接受哪種方式的追蹤治療？ 

(2)   我是否可以恢復一些正常的活動？ 

(3)   我的人工靜脈導管是否要取出？如果暫時不取出，多久要沖洗一次？ 

 

＊ 支援方面的問題 

(1)   有沒有任何協助的團體可做為諮詢？ 

(2)   有沒有其他的機構可提供更多的癌症相關資訊，尤其是肺癌的資料？ 

(3)   我的狀況可不可以申請醫療費用減免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