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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遠端轉移

癌症患者有時會聽到醫生說：「癌症轉移了。」

究竟癌症轉移是什麼意思呢？以乳癌為例：乳癌細胞是從正常乳房細胞

變異而來，它可能會轉移陣地，蔓延到肺部、腦部、脊椎⋯等部位，對局部

造成傷害，但是它仍然是乳癌細胞，並不是發生了第二種癌症。

癌細胞不會憑空轉移，一般是經由血液或是淋巴系統來轉移到下一個

陣地，因此，一旦發生轉移，患者的血液系統或淋巴系統中，可能已經都有

癌細胞了，腫瘤醫師可能會建議使用全身性的治療，才能夠消滅這些四處流

竄的癌細胞。此時，患者的身體處於“內戰”狀態，所以常常會覺得非常疲

憊、倦怠、身體機能衰退，常見的原因有：

1. 癌細胞本身對患者的傷害
2. 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的副作用
3. 患者長期處於癌症陰影下的慢性身心壓力，造成失眠、食欲不振、焦慮、
煩躁、恐慌、憂鬱⋯等等。

如何改善全身性的疲乏，可以諮詢您的醫師。除了藥物治療外，適當

的活動以及運動非常重要，可以提升患者的代謝效率，減輕患者的疲憊、減

少治療過程的副作用及不適感。然而，有許多的因素，會讓患者在嘗試運動

時遇到阻礙，例如：局部的疼痛、過度的氣喘、過度的疲憊、淋巴水腫的惡

化、因為癌症有骨骼轉移導致許多動作被禁止、情緒低落、害怕力不從心⋯

等等。在這些不同的患者身上，合適的運動處方也不盡相同，有時只要簡單

的調整，就可以繼續維持運動的習慣。建議癌症患者的家人朋友，多多鼓勵

並陪伴患者運動，儘量維持一個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與朋友們保持連繫，

不要放棄原有的興趣嗜好。若是在嘗試運動時遇到困難，可以尋求復健醫師

的協助。

以下針對常見的遠端轉移，提供簡單的運動建議，若是在進行中遇到困

難，請患者和家屬到醫院尋求復健醫療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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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脊椎骨及其他骨骼轉移

對於發生脊椎骨以及其他骨骼轉移的患者而言，在轉移剛發生的初期，

有高度骨折的危險，可能會接受手術固定、放射線治療、輔具固定、或其他

的治療。若是治療成效良好，3~6個月內，遭到癌細胞侵襲的骨骼可逐漸脫
離局部骨折的危險。然而，若是腫瘤沒有順利控制，局部的腫瘤可能還會繼

續增長，影響到更大範圍、更多的骨骼。

　骨轉移患者的初期復健原則　

在腫瘤治療初期，還不確定骨轉移對治療的反應時，復健的原則是 
1. 適當的局部固定，以減少骨骼形變位移的風險，並協助改善疼痛
2. 正確的活動建議，儘可能地讓患者持續活動、減少日常生活功能受限

　正位脊椎轉位法　

當患者有脊柱轉移時，使用正位脊椎(neutral spine)的轉位法，可以有效
改善脊椎的疼痛，並且減少對止痛藥物、輔具的需求。

1.	 平躺在床上 2.	 先慢慢彎曲單腳，再慢慢彎曲另一腳

3.	 向外翻身前，先用內側的手扶住內側膝蓋 4.	 將外側的手，握在內側手的手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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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步帶動肩膀及骨盆，一起向外慢慢旋
轉，直到側身。

6.	 腳先下垂到床緣。

7.	 上方的手撐住床緣，慢慢起身

8.	 下方的手協助將身體慢慢撐起

　脊椎輔具的穿戴原則　

若是使用正位脊椎轉位法，仍然無法減輕疼痛時，可以考慮穿戴脊椎輔

具、協助局部的固定，來改善疼痛控制。對於不同部位的骨骼轉移，患者所

需要的脊椎輔具也會有所不同。穿戴脊椎輔具需要注意的事項包括：

(1) 輔具的大小長短是否合乎患者的身形
(2) 患者是否有正確的穿戴技巧
(3) 局部的皮膚狀況，是否有過敏、皮膚炎、破皮、壓瘡⋯等反應
(4) 輔具對胸廓的壓迫，是否導致呼吸及咳嗽的困難
(5) 輔具對腹部的壓迫，是否導致消化障礙、胃酸逆流、食慾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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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若是無法適應脊椎輔具，還有其他種類的輔具可以選擇，例如以下

所展示的兩種輔具。請諮詢您的醫療人員。

不壓迫胸廓的脊柱輔具。 不壓迫腹部的脊柱輔具。

　骨轉移患者的慢性期復健原則　

若是腫瘤消退良好，在治療在3~6個月之後，患者一般的日常生活活動
可以不受限制。初期運動以溫和、緩慢、低衝擊性的運動為主，避免對局部

骨骼轉移處產生震動、衝擊、或是彎折。若是在運動之後發生局部的腫痛，

可以適度的休息、使用低週波（電療儀器）、或局部的冰敷進行止痛。若是

疼痛嚴重，或是休息1~3天之後腫痛沒有改善，就應該尋求醫生的協助。對
腫瘤消退良好的患者，在3~6個月之後，可以諮詢醫療人員，進行骨轉移附
近肌肉的等長性肌力訓練，可以進一步提高骨折附近的穩定度。

　何時應尋求醫療人員協助　

當發生以下症狀的時候，患者應該尋求醫療人員的協助。

1. 疼痛無法控制在輕度的範圍 
2. 日常生活的活動無法執行、一動就痛，甚至於必須完全平躺在床上
3. 出現新發生的遠端水腫
4. 出現新發生的肢體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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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醫師對於骨骼轉移的患者，可能可以提供以下的醫療協助。

1. 藥物治療或局部注射治療以協助疼痛控制
2. 提供背架或其他局部固定的輔具，來改善骨轉移處的穩定度，讓患者可以
執行更多的活動

3. 提供正確的活動建議：例如：正位脊椎的相關活動、上下肢肌力訓練的建
議，在不影響骨轉移處穩定度的前提下，維持患者的肌肉關節彈性、肌

力、肌耐力、以及心肺功能

4. 提供更進一步運動的諮詢
5. 安排影像檢查，轉診腫瘤科、疼痛科、骨科⋯諮詢其他的治療選擇

三、腦轉移

當腫瘤細胞轉移到腦部，患者會出現輕重程度不等的肌肉無力、認知功

能退化，對這群患者而言，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陪伴。陪伴者可以儘量保持

穩定的情緒、耐心的態度，來面對患者的變化，正向的情緒就是對病人最好

的治療。

　記憶功能缺損　

當記憶功能出現輕度缺損時，患者意識到自己記不住事情，常陷於焦慮

狀態，此時陪伴者可以多多陪伴、安慰，給患者安全感，因為焦慮和憂鬱的

負面情緒，往往會讓記憶功能惡化得更嚴重。當患者出現中重度的記憶缺損

時，因為病識感日漸薄弱，焦慮和憂鬱的負面情緒反而會減輕，但可能會出

現日常生活無法自理的情形。家人可以為患者安排熟悉的環境、規劃固定的

生活規律，以減少患者需要記憶的事物、減輕患者腦力的負擔。在家中常見

的地方，貼上患者的行事曆，內容要簡單固定、容易執行，甚至寫上做事的

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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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功能下降　

認知思考功能可以區分為許多不同的面向，包含：聯想、歸納、抽象思

考、自制能力、規劃能力、應變能力、視覺空間感、語言能力、計算能力⋯

等等。因為癌細胞傷害的腦區不同，患者可能會在某一些認知領域，表現得

特別差，但在其他思考認知功能，卻又保持得相當好，個別差異很大。若是

癌細胞傷害的範圍很大，或出現全腦組織腫脹，患者也可能在所有種類的思

考能力都出現缺損。若是讓患者全面性地接觸各種活動，家人或許可以觀察

到患者心智功能的強項與弱項。家人若是在與患者相處上感到很困擾，可以

陪伴患者來醫院接受評估，分析患者認知功能受損的領域與嚴重程度，學習

與病人重新相處的方式，並安排相關的心智訓練活動。目前可能有提供心

智功能評估的科別有復健科、神經科、及精神科(身心科)，每家醫院略有不
同，請病友先詢問個案管理師。

　進食量下降　

進食可以分為咀嚼與吞嚥2個部分。若是患者因為嚴重的疲憊，連咀嚼
也無力，對於堅硬需要咀嚼的食物，有可能會心生排斥，此時可以先用糊狀

或流質的飲食來補充營養與水分。

癌症轉移的患者，常常食欲不佳，原則上只要患者願意吃的食物皆可，

飲食補充的原則如下：

(1) 首先要達到足夠的基礎熱量與水分，可以參考下表。
(2) 其次可以要求營養均衡
(3) 最後才補充微量元素，例如：維生素、各類營養補充錠⋯等。一般民眾
習慣補充的排骨湯、雞湯、雞精⋯等，其主要營養成分是可溶性胺基

酸、可溶性胜肽、和溶解出的鈣質，較偏向補充微量元素，但若基礎熱

量攝取不足，補充微量元素的效果也很有限。

(4) 化療期間，免疫力下降，應避免生食，例如：生菜、生魚片、精力湯⋯
等未經煮熟的食物。水果應食用削皮後的水果。

(5) 若有電解質異常、腎功能異常、服用特殊藥物⋯等狀況，則應諮詢醫療
人員相關飲食禁忌。



癌症遠端轉移的復健簡介

7

(6) 葡萄柚、柚子會和許多藥物會有交互作用，建議不要食用。茶類與咖啡
類可能也會有藥物交互作用，建議適量飲用即可，不要過量。

流質／糊質食物參考飲食熱量表

流質飲食 糊狀飲食
食物內容

100克
熱量

（大卡）

水分(克) 食物內容

100克
熱量

（大卡）

水分(克)

亞培安素雙卡 200 70 稀飯（稠） 70 70
亞培倍力素 130 83 稀飯（稀） 55 86
亞培安素 100 84 玉米濃湯 50 82
全脂牛奶 67 87 食物泥 68 80
米漿 65 85 布丁 112 76

豆漿（有糖） 58 87 甜豆花 120 76
豆漿（無糖） 33 87 白豆花 60 76
養樂多 68 82 奶酪 69 76
柳橙汁 50 87 茶碗蒸 53 89

果菜汁/甘蔗汁 43 89 蒸蛋 43 90
小麥草汁 35 91 芝麻糊 83 70
排骨湯、雞湯 35 98 木瓜牛奶 63 80
雞精 34 91 酪梨牛奶 70 80
精力湯 30 90 布丁牛奶 80 80

　吞嚥功能下降、容易嗆咳　

通常患者的吞嚥速度會變慢，當飲用快速流動的液體時，有時反應不

及，容易嗆咳。在補充水份的時候，不一定要用白開水，也可以使用豆漿、

米漿、木瓜牛奶、優酪乳⋯等，稍微具有黏稠度、流動較緩慢的液體，或在

白開水中添加增稠劑，一般而言可以改善患者的喝水嗆咳現象。如果仍有嗆

咳，請諮詢相關醫療人員。

　平衡及協調的缺損　

患者的平衡功能、協調功能、動作控制、動作設計，可能都會大不如

前，容易跌倒，或是常常“卡住”、不知如何執行以前很熟悉的活動。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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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時間及耐心，可以等待他慢慢執行日常生活活動，

給予適當而不要過度的協助。耐心是最重要的，不要因為患者做事的速度下

降或是出現困難，出於關懷就全部幫病人把事情都做完，這樣反而會減少患

者活動的頻率、加速他的退化。

　心情及睡眠　

這一段時期，隨著病情的起伏，患者幾乎多多少少都會有挫折、痛苦、

心情上的調適壓力，對病情的焦慮、對功能喪失的沮喪、對離開家人的憂

傷、對未來的害怕⋯等等，常導致情緒障礙及睡眠障礙，讓病人的認知功能

受到進一步的傷害。適度的情緒調整藥物，可以協助病人用一個更正面的方

式來面對疾病療程，也比較容易接受家人的支持關懷。

　何時應尋求醫療人員協助　

當患者出現以下狀況的時候，應開始尋求醫療團隊的協助：

1. 肢體越來越無力，即使經過居家活動訓練，依然沒有改善
2. 頻繁的嗆咳、痰量增多、愈吃愈慢、愈吃愈少，甚至體重下降、出現發燒
及喘的現象

3. 智力持續、快速地退化，甚至越來越嗜睡，連一般吃飯、穿衣、洗澡⋯等
活動，都受到妨礙。

復健科醫師對於腦轉移的患者，可能可以提供以下的醫療協助。

1. 適當的藥物治療
2. 安排抽血檢查、影像檢查，治療相關的異常
3. 給予居家的活動建議
4. 安排短期物理治療、職能治療、心智治療、吞嚥語言治療⋯等治療性活動
5. 對於癌症復發惡化的患者，建議轉診腫瘤科或安寧緩和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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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肺轉移

當患者出現肺部轉移時，常常會有咳嗽、容易氣喘、體力不佳的現象，

以致於日常生活活動受到限制。症狀輕微的時候，患者無法像以往活動自

如、上班、出席社交活動、甚至去運動。症狀中度的時候，患者快走就會

喘，無法散步超過30分鐘，上樓下樓超過2層樓就會喘。當症狀嚴重的時
候，甚至連穿衣、洗澡、吃飯、平地慢慢走，都會覺得喘，必須不時地停下

來休息。當患者連躺著不動或坐著不動都會喘，就必須立刻尋求醫療人員的

協助。

即使是沒有肺癌轉移的患者，也常常因為長期的治療和臥床，而發生肺

功能退化、呼吸肌肌力退化、胸廓組織硬化的現象，適度的胸廓伸展運動及

有氧運動，可以改善肺部以及全身的血液循環、增加咳嗽能力、改善肺部的

清潔。以下活動可以當作一般性的肺部健康伸展操，每天執行一到二次。

　胸廓伸展運動　

1.	 將身體向右側彎曲、伸展左側的肺部胸
廓，穩定而持續地深呼吸10~20次，感覺
肺部往紅色箭頭的方向擴張。

2.	 將身體向左側彎曲、伸展右側的肺部胸
廓，穩定而持續地深呼吸10~20次，感覺
肺部往紅色箭頭的方向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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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身體向前側彎曲、伸展後側的肺部胸
廓，穩定而持續地深呼吸	10~20	次，感覺
肺部往紅色箭頭的方向擴張。

3.	 將身體向後側彎曲、伸展前側的肺部胸
廓，穩定而持續地深呼吸	10~20	次，感覺
肺部往紅色箭頭的方向擴張。

除了肺部伸展運動，適當的有氧運動，可以提升身體代謝效率、改善血

液循環。所謂有氧運動，就是會消耗比平常更大量的氧氣，因此患者應該在

運動的時候感覺到呼吸急促，持續15~30分鐘。對於體力很差的患者，可能
戶外走動就有這樣的運動效果；對於一般的患者，則是要增加行走速度、挑

戰斜坡和樓梯，較容易達到有氧運動的效果。若能維持心跳加快、呼吸略微

急促，持續15~30分鐘，1週3~5次，則1個月後之後就可以感受到有氧運動對
身體所帶來的改善。

何時應尋求醫療人員協助

當患者出現以下狀況的時候，應尋求醫師的協助：

1. 平地慢步行走會喘
2. 上下1~2層樓會喘到需要中斷休息
3. 吃飯、洗澡、穿衣等日常生活活動會喘
4. 容易氣喘的情形明顯惡化、痰量增加、咳血、咳嗽不止、端坐呼吸、發
燒⋯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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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健科醫師對於肺部轉移的患者，可能可以提供以下的醫療協助。

1. 安排肺功能檢查、運動心肺功能檢查、抽血檢查、X光檢查⋯等相關檢查
2. 對於輕度心肺功能障礙患者，提供居家運動建議並追蹤成效
3. 對於中重度心肺功能障礙患者，或是居家運動成效不良的輕症患者，安排

3~4個月心肺復健，之後轉居家運動並追蹤
4. 對於有睡眠障礙或情緒壓力的患者，適當給予藥物治療或轉身心科
5. 對於癌症復發惡化的患者，建議轉診腫瘤科或安寧緩和醫療

雖然現在醫療治療癌症轉移已有長足進步，許多癌症患者仍有相當好

的治療成效，但對於已經發生癌症轉移的患者，仍是慢性地活在死亡的陰影

下，對疾病末期的痛苦抱持著未知的恐懼，並且，持續不斷的各種治療、起

起伏伏的病情，也常打擊病人疲累的身心，若是出現失能現象，更會讓患者

治療疾病的鬥志喪失殆盡。

其實，在醫療的協助與親友的陪伴下，生理的痛不是必然，心靈的苦亦

能緩解。透過復健，患者可以為自己奮鬥而活著的每一天，追求更高的尊嚴

與更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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