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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會 
 
更生會為澳洲首個華人癌症資訊及自勵互勉志願組織，於一九九五年七月七日正式
成立，是新州癌症協會的聯繫機構。 
 
更生會屬非牟利組織，創辦的目標是為華人癌症病者、康復者及其關顧者成立一個
同聲同氣的支持組織，以廣東話及普通話提供服務，顧問委員包括癌症醫生、心理
專家、社會工作者和律師等。 
 
本會特為癌症病者、康復者及其關顧者設立支持小組，內容包括分享溝通、默想鬆
弛、專題討論；會友間自勵互勉，積極面對治療期間及日後生活上身、心、靈方面
的問題。定期舉辦專業人士的醫學健康免費公開講座。開設各項興趣班；會友可藉
此培養興趣，鍛鍊身心，提高自信和生活質素。至於在醫院接受治療或在家休養的
會友，我們的義工會電話問候或進行探訪。 
 
會內設有資訊中心，供應有關各類癌症的書籍、小冊子、單張、錄音帶、錄像帶及
光碟等。 
 
十多年來更生會不斷擴展，深得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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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做任何有關健康治療之前，請先諮詢主診醫生。 
這本小冊子祇是給予讀者一個概括的介紹，並不代表醫生或醫護人員的意見，如有
不明確之處，請提出和他們討論。 
本小冊子在編印時，內容資料已盡量保持正確。 
 
 
 

前言 
食物除了提供我們的生理需要以外，用膳在我們的家庭生活和社交也佔了非常重要
的環節。許多癌症病人會遇到飲食方面的疑問，這本小冊子可以提供給你參考，重
拾飲食的樂趣。 
 
許多專家正努力研究致癌的原因，而近年的研究顯示適當的飲食可以避免至少三分
之一的癌症個案（包括大腸癌、乳癌及前列腺癌），主要的做法是從平日的飲食習
慣開始。 
 
健康均衡的飲食，不但使你覺得舒服，也增強你身體的免疫能力。 
 
「吃得好」的好處包括： 
*幫助適應治療產生的副作用 
*加速被破壞的組織和傷口癒合的時間 

*提高免疫系統對抗感染的功能 

*維持健康的體重，增加良好的自我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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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從口入－不良的飲食習慣 
 
以下是美、英的癌症專家指出飲食習慣可能引發癌症的危機如下： 
 

(一) 肥胖與癌症 
研究顯示：肥胖女性在停經後，因為女性賀爾蒙的分泌受到影響，患乳癌及子宮癌
的機會增加，此外，因為吸取過多熱量，肥胖者患結腸癌的可能性也較高。 
 

(二) 紅肉、脂肪與腸癌 
肉類脂肪能刺激膽汁的分泌，以幫助消化。但是過多的膽汁會加速大腸黏膜增生，
使得腸壁膜受致癌物質侵擾。 
紅肉在高溫烹調時，某些脂肪酸會轉化為致癌物質「異環式芳香胺」，所以偏吃紅
肉及過量進食脂肪對身體有害無益。 
 

(三) 缺乏新鮮水果、蔬菜與腸癌 
新鮮的蔬菜及水果都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及礦物質，可以增加身體的免疫系統。如經
常缺乏蔬果類中的纖維素，會增加有害物質在腸臟內的時間，產生細胞病變的化學
作用。 
 

(四) 酒精，黃曲黴毒素與肝癌 
酒精進入肝臟後，可能改變上皮層的新陳代謝，使致癌物質容易侵入。酒精會抑制
體內免疫系統的功能，使癌細胞容易擴散。 
 
黃曲黴毒素是真菌黃曲黴孢子所產生的毒素，是一種極為有害的致癌物質，能導致
肝癌。這種真菌在潮濕或不衛生的環境下生長。穀類、貯存在濕熱的環境中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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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玉米、花生等食物，便容易滋生真菌，產生黃曲黴毒素，為了保障健康應避免
吃發霉的食物。 
 

(五) 硝酸鹽、亞硝胺與胃癌 
統計數字顯示，中國人及日本人是食道癌及胃癌的高危一族。這與飲食習慣中過多
的鹽份及防腐劑有關，硝酸鹽常被用作保持肉質鮮味及減少變壞的防腐劑。 

當硝酸鹽(Nitrates)在口腔、胃部及大腸中轉化成亞硝酸鹽(Nitrites)後，即與胺
(Amines)結合，變成致癌物質亞硝胺(Nitrosamines)。 
 
再加上醃製食物中的額外鹽份，會損害胃壁膜，加促亞硝胺的吸收，因而導致胃
癌。 
 

(六) 燒焦食物與腸癌及胃癌 
肉類串燒香氣四溢，十分誘人。不過在高溫下，肉內分解的蛋白質，遇上煤碳發出
的一氧化碳，會形成的異環式芳香胺(Heterocyclic aromatic amines) ，這是致癌物
質。研究指出：經常進食燒焦食物是引致腸癌及胃癌的元兇。 
 
 

健康的飲食習慣 
 
「均衡飲食」是防癌飲食的根基。每天的飲食應該包括全穀類、瘦肉、魚、蛋、豆
及奶，這些食物是防癌營養素：硒、鋅及維生素E的來源。防癌飲食的關鍵也在於
多吃新鮮蔬菜及水果，吸取足夠的維生素C，因維生素C是抗氧化物，不但能增強
細胞防癌能力，也可減低癌細胞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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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飲食及營養狀況可以預防三至四成的癌症。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定下十四項
預防癌症的飲食與健康建
議，作為減低患癌病機會
的指引： 
 

1. 合理膳食：膳食
中應有充份的營
養，並且食物要
多樣化，以植物
性食物為主。植
物性食物中應有
較多的各種各樣
的蔬菜、水果、
豆類和 加工的穀
類等。 

2. 控制體重：避免體重過輕或過重。在成年後，限制終身體重變化不超過5千
克。 

3. 堅持體力活動：終身堅持體力活動，如果工作時的運動較少，每天應進行 
1 小時快走或類似的運動，並且每週進行至少1小時出汗的劇烈運動。 

4. 多吃蔬菜、水果：一年四季，堅持每天吃400 ~ 800克(相當於15~ 30安士
或10~ 12兩)的各種蔬菜和水果。 

5. 多吃澱粉類食物：每天吃600 ~ 800克(相當於20 ~ 30 安士或15 ~ 20両) 各
種穀類、豆類(豆科植物)、薯類食物，最好吃粗加工食品，限制精製糖的攝
取。 

6. 飲酒：建議不飲酒，反對過量飲酒，尤其是烈酒。即使要飲酒，要限制男
性一天不超過兩杯葡萄酒，女性不超過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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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肉類食品：如果喜歡吃肉，紅肉攝取量每天應少於90克(相當於3安士或2兩
半)，多吃魚、家禽以代替紅肉。 

8. 脂肪和油：限制高脂食物，特別是動物內臟的攝取，多食植物油並節制用
量。 

9. 少吃鹽：成人每天食鹽量少於6克，限制醃製食物、調料用鹽及其他調味
品。 

10. 食物儲存：不吃常溫下儲存時間過長、可能受到真菌毒素污染的食物，保
存食品應避免霉變。 

11. 食物保質保鮮：在家中用冰箱和其他恰當的方法保存易腐爛食物，吃不完
的食品要冷藏。 

12. 食品添加劑及殘留物：食物中的添加劑、污染物和其他殘留物有嚴格的法
規管理，它們的存在是無害的，但亂用或使用不當可能影響健康。 

13. 烹調方法：不吃燒焦的食物，烤魚、烤肉時應避免肉汁燒焦。儘量少食直
接在火上烤的魚、肉。 

14. 營養補充劑：對於遵循本建議的人來說，一般不必食用營養補充劑，食用
營養補充劑對減少癌症危險可能沒有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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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如何影響飲食 
治療方法 副作用 

化學治療 噁心與嘔吐 
失去胃口 
口腔潰瘍、吞嚥困難 
味覺改變 
腹瀉 
便秘 
體重增加或降低 
疲倦 

放射治療 失去胃口 
噁心和嘔吐 
味覺改變 
腹瀉 
疲倦 

手術治療 不同的手術可能帶來不同的副作用 

激素治療 不同的激素會帶來不同的副作用 

免疫治療 
 

噁心和嘔吐 
失去胃口 
口腔潰瘍、吞嚥困難 
味覺改變 
腹瀉 
便秘 
體重增加或降低 

骨髓及血液
幹細胞移植 

口腔潰瘍 
嘔吐 

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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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各階段的飲食 
 
從治療到康復的各階段，身體可能有不同的需要，注意事項如下： 
 

治療期間 
✔ 少吃多餐以代替每日三大餐 

✔ 如果你的體重不斷下降，吃高蛋白，高熱量的補充劑，適當的維生素及礦物質 

✔ 如果可能，做一些不劇烈的運動，以改善食慾，幫助消化和預防便秘 

✔ 在服用維生素前，先詢問醫生的意見，因為有些有高度的抗氧化劑，可能對化 

         療有影響 
 

治療後恢復期間 
✔ 吸取充足的營養是治療癌症重要的一環，並做適量的運動，以加強肌肉的活 

        力，重建體能因為治療造成的損害 
 

預防癌症復發 
✔ 保持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得適當，定時覆診 
 

癌症晚期 
✔ 維持一個有品質的生活，保持均衡的營養 

✔ 配合病情，建立一個健康的飲食習慣 

✔ 運動對增加胃口都有幫助 

✔ 飲食有困難的人可服用營養補充劑 
 



 

8 

 

中西醫的觀點 
(一) 飲食概念  
 
西醫 
營養師會根據病歷、化驗報告、用藥記錄、血液檢查報告、排泄和飲食記錄，來評
估病人的營養狀況。 

營養師衡量病人生理及心理的需要、飲食的觀念和習慣、生活方式、服用藥物、維
生素和運動量等因素，制定個人營養調理計劃。 
 
 

中醫 
辨證施治是中醫防治癌病的原則，治療時，根據具體病情，結合病者的體質及氣候
環境等因素，綜合分析。選擇食物時，也要遵守這原則，否則，食不對症，不但無
益，反而有害。 
 
注意食物的性味 

食物與藥物一樣，有寒熱溫涼的性質、有酸苦甘鹹味道，飲食時根據患者病情的寒
熱虛實來加以選擇。 

如果癌症病者，表現熱性症狀，有口乾、舌紅、苔黃、便秘、發熱等，就不能進食
熱性食物，如羊肉、牛肉、荔枝。適宜進食有清熱作用的食物，如雪耳、豬肉、甘
筍等。 

如果表現寒性症狀，有惡寒、口淡、舌淡白、大便泄瀉等，就不能進食寒性食物，
如芥菜、苦瓜及生冷的食物，適宜進食一些雞肉、龍眼、榴槤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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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脾胃功能 
中醫特別注重脾胃功能(消化系統)、消化吸收功能的強弱，對於體力的康復，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般來說，癌症患者經過抗腫瘤治療後，脾胃功能減弱，加上思慮過度、食慾
不振、營養不足、免疫力低，易使身體康復能力減慢。 

因此，中醫會根據患者脾胃功能狀況而給予適當的食療或藥治，以促進食慾、幫助
消化、保持大便暢順。同時要有均衡營養、飲食有節制、定時定量或少食多餐，寒
溫適度、飲食衛生、解除思想顧慮，配合適量運動，以增強體質，身體便可以早日
康復。 
 
 

(二) 對戒口的態度 
 
西醫 
從營養學的角度，要有健康的身體，需要有足夠營養、均衡而有適當節制的飲食習
慣。避免會誘發癌症的食物，如醃製、發霉和腐爛的食物。避免煎炸肥膩的食物。
切忌吸煙或咀嚼煙草。 
 

中醫 
從中醫的角度，戒口是依據癌症的症候特點和病人的體質而有所不同。例如熱性或
陰虛體質，不宜煎炸、辛辣燥熱刺激的食物，如大蒜、辣椒等，以免動火生痰、散
氣耗血，導至病情加重。寒性或陽虛體質，不宜生冷寒涼的食物，如綠豆、蜜瓜、
馬蹄等，以免損傷脾胃引起嘔吐、腹痛、泄瀉等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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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癌症病者還需要忌食發物，指具有發毒、誘發疾病惡化的食物，如蝦、蟹、
鵝、鴨等，以及避免甘肥厚味、不潔霉腐、煙燻醃製、煙酒等食物。 

針對性的忌口可以減輕病情，但切勿過份，以免造成營養不良。 
 
 

(三) 對進補的觀點 
 

西醫 
從營養學的角度，為配合治療需要，進補有其必要。營養師會為病人作個別營養分
析，選擇食物的種類及進食的份量，或用輔助食物補充欠缺的營養素，增加身體的
免疫功能，以承受治療對身體帶來的衝擊，減輕副作用。 
 

中醫 
所謂「進補」是指運用藥補或食補，來補養人體氣血陰陽的不足，治療各種虛症。
應用藥補或食補，可提高人體的免疫功能，對於預防癌症的發生及抑制腫瘤生長都
有一定的效果。同時可以減輕放療或化療的副作用，以及手術後的虛弱現象。但必
須根據中醫理論，適當運用，因為藥補或食補，種類有很多，每個人身體狀況不盡
相同，使用時，最好先請教中醫師，以免誤服而產生不適的後果。 
 
 
 

處理治療的副作用 
 

食慾不振 
✔ 少量多餐代替三餐，只吃幾口也勝過不吃 

✔ 身邊常常準備一些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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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有營養的食物 

✔ 進食前做一些運動以刺激食慾 

✔ 吃些開胃小點，以刺激食慾，如瓜粒、菠蘿粒、酸梅湯，也可喝果汁、檸蜜、 

        西洋菜蜜、木瓜奶昔、西 

        瓜汁、梨汁、馬蹄汁等 

✔ 多進食蛋、奶和高熱量、 

        高蛋白的營養品，增加病  

        人的抵抗力 

✔ 中醫建議的健脾開胃的食 

        物包括：薏米、山楂、大 

        棗、蓮子、無花果、猴頭 

        菇、冬菇、穀芽、麥芽 

        等，可加適量的瘦肉或淨 

        煲水飲 

✔ 軟性的食物或許比較容易入口 

✔ 如果不想準備食物，可請親友代勞 

✔ 有胃口的時候、盡量多吃和選用自己喜歡的食物來刺激食慾 

✔ 嘗試做一些新的菜式，並用色彩（蕃茄、黃瓜、檸檬）裝飾，以增進食慾 

✔ 在你每天感到最舒服的時候、食用最豐富的一餐 

✔ 增加進餐時的氣氛，插一瓶花，舖一張美麗的桌布，播放柔和的輕音樂 

✔ 進食時穿寬鬆的衣服，可以減少束縛 

✔ 用餐時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 

✔ 保持口腔清新，可吃一些口香糖（有腹脹的病人除外） 

✔ 餐後刷牙漱口 

✔ 停止抽煙，因為香煙會降低食慾，改變食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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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和味覺的改變 
✔ 如果食物沒有味道，加鹽、大蒜、糖、酒、芝士、煙肉、火腿、芹菜、洋蔥、 

        香草、醃菜或香料，都可以加重味道 

✔ 如果食物太甜，加鹽，檸檬汁 

✔ 如果食物太鹹，多加糖 

✔ 如果進食紅肉時感覺有苦味，可用雞肉、魚肉、奶類食品、雞蛋、花生醬和豆 

         類食品代替 

✔ 如果吃東西時感到有苦味、可以加一些甜醬、海鮮醬、甜酸醬；或喝果汁、蜜 

        糖水等來掩味 

✔ 如果食物有金屬味、可以用塑膠廚具或餐具代替，不要用罐裝飲料或金屬杯 

✔ 食用酸性的食物可以幫助減低口腔內的苦味、例如果汁 

✔ 先用調味料醃製肉類食品，可以增加美味 

✔ 如果食物的味道令你不想進食，試吃一些冷盤，如燻蹄，醉雞等食物 

✔ 裝飾食物，增加食慾 

✔ 用吸管繞過一些味蕾 

✔ 經常刷牙漱口，保持口腔清潔，可以幫助味覺恢復正常 
 
 

口腔潰瘍及喉嚨疼痛 
✔ 避免會刺激口腔的食物，如很燙、很辣、很鹹（醃製的食物）或很酸的食物 

       （醋、橙或蕃茄），不要喝葡萄酒和烈酒 

✔ 稀釋果汁，譬如芒果、梨和桃汁。避免有刺激性的橙汁或西柚汁 

✔ 嘗試軟性或流質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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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食用乾、脆或粗糙的食物，譬如炸薯片、乾果、餅乾、烤麵包等 

✔ 將蔬菜切細切碎，或用攪拌機打碎後，加清湯、奶、或絞肉，使之美味又 

        易下 嚥 

✔ 如果有口腔潰瘍，可用吸管飲食 

✔ 含冰塊可紓緩口腔的疼痛 

✔ 保持口腔清潔乾淨可以預防感染 

✔ 飯前飯後使用生理鹽水（一公升的沸水中加入一平茶匙的食鹽）漱口 

✔ 可用醫生處方的漱口水，在進食前使用，以減輕口腔疼痛 

✔ 如果吞嚥困難的情況持續一段時間，詢問醫生是否可用引流管餵食 
 
 

口乾 
✔ 吃硬糖、棒棒糖、口香糖可以增加唾液，但需要常漱口，避免蛀牙 

✔ 甜食或檸檬水類的飲料幫助產生唾液（但不適用於口腔疼痛者） 

✔ 在食物裡拌入湯汁、肉汁以助吞嚥 

✔ 避免吃太鹹的食物，因為會引起口乾 

✔ 吃潤滑的食物，如豆腐、稀飯等 

✔ 隨身攜帶飲料，吸啜少量水份，保持口腔濕潤 

✔ 酒精會引起口乾、避免用含酒精的漱口水及其他含酒精的飲料 

✔ 中醫認為在治療期間出現口乾舌燥，可以給清熱滋陰生津的食物。如梨、竹 

        蔗、西瓜、馬蹄、甘筍、草莓、羅漢果、烏梅、彌猴桃、柑橘、蜜糖、豆漿 

       等，榨汁或煲水飲 
 

噁心 
✔ 少量多餐。不吃任何東西，噁心的現象會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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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早上起身時覺得噁心，吃少量蘇打餅乾、鹹餅乾或多士 

✔ 緩緩吃，慢慢喝，細細的咀嚼 

✔ 嘗試吃酸的、鹹的食物，譬如薯片等 

✔ 有氣的飲料也會有幫助，但腹脹的人士則避免有氣飲料 

✔ 吃冷盤或三文治等室溫的冷食，熱食有時會增加噁心的感覺 

✔ 避免油炸、油膩的食物 

✔ 避免氣味強烈的食物或煮食的氣味 

✔ 如果化療或放療引起噁心，在治療前兩小時不要吃東西 

✔ 記錄噁心何時發生，為何發生，根據這些記錄改變飲食習慣 
 
 

嘔吐 
✔ 定時服用醫生處方止噁心或止嘔的藥物 

✔ 盡量避免可能造成噁心的情況發生，因為噁心會引起嘔吐 

✔ 在嘔吐後，處理空腹和不舒服的胃，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 如果嘔吐不止，不要強迫自己吃任何東西 

✔ 不時喝少量的液體，如有氣的礦泉水、薑汁汽水、凍檸汁、蘇打水、凍茄汁或 

        冰塊 

✔ 如果無法喝下液體，嘔吐又持續了24個小時以上，你可能會脫水，應該去看醫 

        生 
 
第二階段： 

✔ 如果不再嘔吐，但是仍然感到噁心，仍需不時吃少量的食物，因為飢餓可能使 

        噁心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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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冰凍的飲料，如半杯脫脂奶加半杯水可以幫助胃穩定，也可以喝放一個雪糕 

        的檸檬汁 

第三階段： 

✔ 如果你可以喝飲料，吃少量固體食物的時候，吃一些餅乾、多士、麥片、白 

        粥、清湯或燉蛋 

✔ 喝少量加水的牛奶或脫脂奶，或乳酪 
 
第四階段： 

✔ 避免吃難消化或油膩的食物，如炸雞、濃汁或濃湯等 
 
 

便秘 
✔ 多喝飲料。每天至少喝六杯水、果汁、淡茶或湯。清早起身時喝一杯溫水很有 

         幫助 

✔ 多食高纖食物，如全麥麵包、全麥麵條、糙米、蔬菜和連皮的水果 

✔ 在食物中加入麥麩 

✔ 飲用西梅汁 

✔ 每天做運動，如走路，有助腸臟蠕動 

✔ 請教醫生處方輕瀉劑 
 
 

腹瀉 
✔ 請教醫生處方止瀉劑 

✔ 多喝飲料，以補充因腹瀉而失去的水份 

✔ 避免飲用咖啡和含酒精的飲品，並限制牛奶和奶製飲品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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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進食，少量多餐，以容易消化的食物為主 

✔ 可吃煮透的蛋、白麵包、白麵條、白米 

✔ 避免進食一些油炸和任何會產生過多胃氣的食物，如豆類、椰菜、西蘭花、椰 

        菜花、洋蔥、青椒等 

✔ 避免高纖食物，如全麥麵包、全麥麵條、糙米、果仁 

✔ 減少水果和蔬菜的份量，以減少攝取纖維 

✔ 可吃燉煮過的水果、新鮮的香蕉或果汁（西梅汁除外） 
 
 

產生氣體 / 腹脹 
✔ 放慢飲食的速度，少量細嚼 

✔ 避免吃產生氣體的食物，譬如 

        豆類、洋蔥、馬鈴薯、牛奶、 

        酸奶和有汽的飲品 

✔ 治療產生氣體常用的方法，是 

        飲一小杯加兩茶匙薄荷 

        水的飲料，你也可加一茶匙的 

        糖，增加甜味 

✔ 溫和的運動如步行，有助減輕 

        情況 

✔ 假如疼痛加劇或持續，請看醫 

        生 

✔ 忌食香口膠，進食時少講話以 

        免吸入過多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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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增加 
不少乳癌病人在接受化療期間體重增加。 

初步的研究顯示，三分之一的乳癌病人，在接受化療三個月後體重增加，二分之一
的人在六個月後體重增加。主要原因是吃了過多高脂食物，也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化
療期間疲憊不想運動造成。賀爾蒙治療也可能是造成體重增加的原因。 
 
如果你的體重增加，最好在化療結束後再減肥。醫生建議在化療期間作進食記錄，
提醒自己不要吃得太多。 
 
 

體重減輕 
有些治療會使你體重減輕，所以如何吃得好很重要，以下的貼士會有幫助： 

✔ 如果胃口不好，儘量少吃多餐，進食點心或每兩小時喝一次營養補充飲品 

✔ 隨身帶備小食 

✔ 煮湯、粥或麥片時，以全脂奶代替水 

✔ 用高蛋白奶代替水，烹煮布甸、燉蛋及各種 

        甜食 

✔ 在蔬菜、麵食或多士中加牛油 

✔ 在布甸、蛋糕、批和水果裡加忌廉或雪糕 

✔ 在三文治及沙律中用蛋黃醬或其他沙律醬 

✔ 在冷熱飲料、生果中加糖、糖漿、蜜糖或 

        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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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體重的食譜 
 
 

營養早餐 
*白米粥加蛋花和肉片 
*瑤柱雞絲粥 
*魚/肉粥加豆類/花生/紅米等 
*菜肉湯粉/麵/米粉   
*蛋花碎肉鹹麥片 
*蛋花麥片加營養補充飲品 
*乳酪拌早餐麥片 
*多士加牛油，果醬或糖漿 
*芝士三文治加牛奶一杯 
 

午、晚餐 
*營養炒飯（菜、蛋、瘦肉） 

*青豆／洋蔥／番茄／蝦仁炒蛋 
*大豆芽甘筍絲炒雞絲 
*香檸豬扒 
*魚香茄子煲 
*玉子豆腐碎肉煲 
*葡國雞（可加忌廉） 
*奶油津白 

*薑蔥蒸魚 

*三文魚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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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湯 
骨湯及老火湯一般太過肥膩，營養仍留在湯渣中。喝湯時應去油，也要吃渣。要爭
取營養，也可嘗試西式濃湯，並加入蛋、豆類、牛奶或營養補充飲品及高熱量補充
劑調製，增加蛋白質和熱量。 

 
湯類建議： 
*青紅蘿蔔豬肉湯 
*清補涼煲雞湯（去皮，去膏／脂肪） 
*碎豬肝菠菜湯（可加入碎花生） 
*蕃茄魚湯 
*魚蓉粟米豆腐羹 
*忌廉湯－如忌廉雞湯／忌廉蘑菇湯／青豆蓉湯／南瓜蓉湯 

 
小食 
如兩餐之間感饑餓，可選下列小食充飢： 
*肉類及豆類： 茶葉蛋、果仁等 
*五穀類： 三文治（雞蛋、火腿、芝士、花生醬）、焗蕃薯、粟米、栗子 
*蔬果類： 車厘子、蕃茄、提子、蘋果、西柚、木瓜、果汁、乾果 
*奶類：鮮奶、豆奶、芝士、酸乳酪、奶昔 
*鹹／甜品： 粥、湯粉／麵或濃湯、糯米、燉蛋、杏仁茶、核桃糊、芝麻糊、海帶 

                         紅 綠豆粥、腐竹雞蛋糖水等 

 
飲品 
*假如你無法吃固體的食物，可以用營養補充飲品代替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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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餐之間飲用以下飲品，可以幫助增加體重。有些人以全脂奶沖泡「阿 

  華田」、「好立克」或朱古力，再加上忌廉 
*也可以用高蛋白奶混合打碎的水果或水果酸乳酪，再加2至3茶匙的高熱量粉末 

  補充劑，做一些營養豐富的奶昔。如果在奶昔上再加一個雪糕，除了美味外， 

  也會提供熱量 
 

營養補充品 
如果你吞嚥困難，營養補充品就變得非常重要。這些可以代替正餐的營養補充品成
份豐富，包括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和熱量。 
這些營養補充劑有各種不同的牌子，各有不同的作用及類別，可分完全營養飲品，
高蛋白補充劑，高熱量補充劑和營養補充飲品。醫生或營養師可因應你的病情決定
你需要的份量。 
 
 

常見的問題 
1.怎樣的生活方式才能減少癌症風險？ 
現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都存在致癌的風險。要減低患癌的風險，
說穿了可能會是老生常談。 
先從飲食來說，多吃新鮮蔬菜生果及五穀類，少吃脂肪及肉類，已經能夠減低患癌
的機會。吸煙能引致肺癌、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膀胱癌、胰臟癌及子宮頸癌，
已是不爭的事實，故不吸煙已可減少患癌的風險。 
 
食物的烹煮方法，如高溫煮食、煎炸亦是致癌因素，大量進食高脂肪肥膩食物，引
致肥胖，加上少運動，也是癌症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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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醃製的食物如鹹魚，是已知的致癌因素，簡單如母乳育嬰，已經可以減少乳癌
風險。明白以上的種種原因，加以防範，相信能夠達到防癌目的。 
 

2. 嘗試中藥偏方或健康食品時要注意的事項 
所謂健康食品，有部份無足夠科研證明其療效，而且有些甚至會危害健康，長期服
用，可能有風險。 
 
不論中藥或西藥，都應該經醫生診斷，因人而異，對症下藥。未經中醫診治，嘗試
中藥偏方，非常冒險，所以應該避免。正是「用西藥，看西醫；用中藥，看中
醫」，很顯淺的道理。 
 

3. 不同的癌症病人在治療時，要如何注意飲食？ 
一般來說，癌症患者在醫療過程中，食慾及營養吸收方面，比常人差，如何吸取熱
量，以增加體力很重要，同時需要增加蛋白質的吸收，幫助身體復原。 

高熱量食物包括碳水化合物如粥、粉、麵、飯，高蛋白質食物如蛋白、魚類、豆
類、以及各種補充熱量及蛋白質的沖劑。 
 

4. 什麼食物含有激素，激素是致癌還是治癌？ 
現在醫學研究，未發現因為食物吸收激素而致癌。藥用的激素，是經醫生處方，因
應病情所需而採用。 
 

5. 為什麼我常覺得要嘔吐？ 
癌症治療引起的嘔吐，最常見的原因是化療或藥物，刺激神經系統的嘔吐中心而引
起。現已有藥物可以減少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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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病情亦可能引致嘔吐，較嚴重的例子是腸胃病變，如腸阻塞，又如腦部有腫
瘤引致頭顱內壓上升，引起嘔吐。 
 

6. 口腔潰瘍什麼時候會康復？ 
口腔潰瘍是由於化療藥物，或頭頸部放射治療，破壞了口腔黏膜的生長。黏膜表層
剝落，而底層細胞來不及生長補充，造成了口腔潰瘍，非常痛楚。間中亦可能因為
真菌感染（如念珠霉菌），引致口腔潰爛。 
 
所幸的是，口腔黏膜細胞生長快速，藥物或輻射的影響過後，通常一至兩個星期後
有明顯進步，如受真菌感染，可用抗真菌藥，大多數人會在一星期內復原。 
 

7. 飢饉療法是否可以減緩癌細胞生長的速度？ 
正統醫療沒有飢饉療法，亦沒有科研根據證實飢饉治療可以減慢腫瘤生長。治療癌
症過程當中，身體消耗大，極須補給營養，增強抵抗力，對付腫瘤。 
 
 
 

向醫生提問 
1.癌症治療會否影響飲食習慣？ 
2.治療期間，在飲食方面要注意甚麼? 
3.為什麼不能正常飲食？ 
4.體重為什麼會增加／減輕？ 
5.為了完成化學療程，應吃些甚麼以維持白血球數量？ 
6.這些副作用會消失嗎？需要多長的時間才會消失？ 
 

 



 

23 

 

7.吃藥對減輕副作用有幫助嗎？ 
8.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自己？ 
9.應該服用營養補充劑嗎？ 
10.治療結束後，那些食物對我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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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幫忙? 
請記住，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你和你的家人。與一些跟你的病沒有直接關連的人傾
談，有時反而更容易啟齒。你或許發覺與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輔導員或心理學家傾
談，會大有幫助；也有些人在這個時候，從宗教信仰中獲得莫大的安慰。 
 
 

癌症支援小組 
癌症支援小組提供癌症患者和他們的家人相互的支援和資訊。如果可以和曾經有相
同經歷的人士傾談是會有幫助的，支援小組也可以提供實際的建議和處理方法。 
 
 

更生會(CanRevive Inc.) 是一個非牟利團體，用廣東話及普通話向癌症患者和他

們的關顧者提供資訊和感情上的支持，更設有專題講座、支持小組和靜坐默想練
習。會內設有資訊中心，供應有關各類癌症的書籍、小冊子、光碟等，歡迎索取及
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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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州癌症協會 
新州癌症協會是新南威爾斯州首要的癌症慈善機構，進行優質的研究工作、倡導有
關癌症問題、向公眾和癌症患者提供資訊和服
務。 
癌症諮詢熱線 13 11 20 (英語) 
 

照顧癌症患者 
照顧癌症患者是很大壓力的工作，尤其是當患
者是您關心的人。記住，這期間您也要照顧自
己，讓自己有些外出的時間，並和其他人分擔您的煩惱和憂慮 。 
*照顧者協會Carers NSW提供照顧者支援和資訊，電話1800 242 636(英語) 。 
*聯邦照顧者暫息中心 Commonwealth Carer Respite Centre 提供照顧者暫息 

  服務和資訊。 

  可致電1800 052 222 辦公時間(英語) ，1800 059 059 非辦公時間 (英語) 。 
 

醫療傳譯服務 
你的醫生或醫護專業人員可以為你安排醫療傳譯服務。為確保在應診的時候有醫療

傳譯員出席，此服務必須要預約。 

 

翻譯和傳譯服務 
電話傳譯服務處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TIS) 電話：131 450 
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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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接通後，請以英語說出 Cantonese(粵語) 或 Mandarin(國語)，並等候傳譯員接
聽你的電話。 

在互聯網提供的資訊 
 
要找尋資訊，互聯網是一個有用的來源，雖然不是所有網站的資訊都是可靠的。以
下所列的網站提供可靠的資料: 
 
新州癌症協會 
(The Cancer Council NSW)… www.cancercouncil.com.au 
 
澳洲癌症協會 
(The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 www.cancer.org.au 
 
英國癌症支援 
(CancerBACUP)…   www.macmillan.org.uk 
 
癌症網 
(CancerNet)…   www.cancer.net 
 
美國癌症醫學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www.cancer.org 
 
加拿大癌症醫學會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www.cance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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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路里 / 脂肪計算表 
食 

食物 卡路里 脂肪(克) 食物 卡路里 脂肪(克) 

橙  58  0.2 白飯 220 0.5 

蘋果  89  0.5  炒飯  464  18 

咖啡 52 1 叉燒飯 574  14 

啤酒 147  0  排骨飯 535  13 

蝦餃 37  2.9  白麵包 134 1.8 

芋角  113  9.9 菠蘿包 235 7 

燒賣 42 3.5 雞尾包 221  7.5 

叉燒包  94  2.9  即食麵 382 0.6 

蓮蓉包  118 1.1 雲吞麵 283 10.5 

牛肉腸粉  79 2.3 乾炒牛河 1237 101 

薯條 (細包) 210 10 午餐肉 110 10 

漢堡包 270 10 炸雞翼 103  7 

魚柳包  370  18 老火湯 50 4 

西多士 379 15 水豆腐 53 3 

蛋撻  209 12 炒菜 88 6.8 

意式薄餅 (片) 311 15 烚菜 28 0 

物 卡路里 脂肪(克) 食物 卡路里 脂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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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會提供免費服務，經費有賴各界善長熱心捐助。 

支票捐款：劃線支票抬頭請寫  

CanRevive Cancer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