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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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新州癌症協會的聯繫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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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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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舉辦免費公開講座，由專業人

士講解醫療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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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義工會進行電話問候或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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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來更生會不斷擴展，深得社會各界人士支持和認同。 

  



引言 
在做任何有關健康治療之前，請先諮詢主診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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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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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編寫這本小冊子的是為幫助你認識放射治療，解答你對放射療法的一

些疑問。 

 

如果你有進一步的疑問，請不要猶豫，隨時請教醫生、護士和放射治

療技師。由於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最好的方式是與熟悉你病情的醫生

討論，找出最適合你的治療方式。 

 

即使所患的癌症相同，其他病人所接受的放射治療也可能與你的非常

不一樣。 

 

閱讀完本小冊子後，如對你認識放療有幫助，請轉交你的親友參閱，

他們或許也想取得這方面的資料，以幫助你解決所面對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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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簡稱放療〕是治療癌症的主要方法之一。 

 

每一個接受放射治療的人反應都可能不同，每一個階段的反應也可能

不一樣，治療的各種副作用都可能受到控制或減輕。 

 

其他治療癌症的方法包括：化學治療，外科手術，免疫治療或激素治

療。這些治療方法可單獨或結合進行，以達到治癒癌症的效果。 

 

選擇治療方法需視乎以下的情況而定： 

 癌症的種類 

 腫瘤的位置 

 是否擴散到身體其他的部分 

 年齡 

 健康狀況 

 病人的選擇 

 

當治癒的可能性很低，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也可以用作紓緩療法，盡

量幫助你紓緩症狀和減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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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回答你哪種療法對你最有效，你需要與醫生討論。無論如何，

我們希望這本小冊子的資訊能夠解答你的疑問，也幫助你思考如何向

醫生提出問題。 

 

為什麼使用放射治療? 

放射治療是利用 X 光來殺死癌細胞，使其無法繁殖、成長和擴散。放

射治療可以治療原發性的癌症，也可以治療轉移性的腫瘤。 

 

X 光除了消滅癌細胞外，也會傷害附近的正常細胞，但是正常細胞的

抵抗力和痊癒力會比癌細胞強得多。 

 

放射治療的作用 

 治癒癌症 

治療許多癌症往往會單獨使用放射治療，或結合其他的治療方

法，就可以完全治癒癌症 

 

 控制癌症 

如果癌患不可能治癒，放射治療可以使癌細胞縮小或停止擴散，

使腫瘤在一定的時間內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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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緩症狀 

在某些情況下，已不可能控制癌症，只可以用放射治療來紓緩

癌症的症狀，使患者感到舒服些。例如，放射治療可以使癌細

胞縮小，減輕痛苦或流血，這稱為紓緩療法，其目的不再是治

癒癌症，而只是減輕症狀 

 

 輔助治療 

放射治療法可以是主要的療法；也可以作為輔助治療：用於主

要療法之前或之後，例如在外科手術前先用放療縮小腫瘤，令

手術更有效；放療也可能用於外科手術後，徹底消滅殘留的癌

細胞。有時，放療與化療同時使用。不同的醫院有不同的療法 

 

在哪裡接受治療？ 

由於放射治療的儀器非常昂貴，需要特別安全及較大的空間存放，由

專業醫護人員操作，所以在規模較大的醫院，才設有放射治療科。 

 

體外放射治療通常在門診部進行。假如你已住院，每天醫護人員會把

你從病房推往放射治療部接受治療。若你接受體內放射療法，則必須

留院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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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的醫務人員： 

放射治療科醫生 (Radiotherapist)  

亦稱為放射治療腫瘤科醫生 (Radio Oncologist) 

接受放射治療時，由放射治療部的專科醫生負責你的療程。 

 

接受治療期間，你會定期與放射治療科醫生會面，討論進度。其他的

時間，假如你希望和放療科醫生見面，護理人員或放射治療師 

(Radiographer) 可為你安排。 

 

放射治療師 (Radiographer) 

受過嚴格訓練的放射治療師，是替你準備和治療的技術人員。在策劃

你的療程中，他和放射治療醫生及物理學家緊密合作。在你接受治療

的過程中，通常你會固定與一個放射治療師見面，所以大家會比較熟

悉。任何與治療有關的問題、顧慮或擔憂，都可以向他們查詢，毋須

感到尷尬。 

 

護理人員 

正如醫院的病房一樣，放射治療部也 

有護理人員，以確保部門運作暢順， 

照顧你的需要，如敷藥、供應藥物、 

提供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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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放射治療 
治療的詳情 

如前所述，設計一個療程需要基於許多的因素，所以每個人的治療計

劃都不一樣。 

 

為了減輕放射治療的副作用，醫療人員通常以少劑量、多次進行的方

式，釐定放射的份量，來構成一個完整的療程。 

 

許多人從星期一至星期五，每天接受治療，周末休息。也有些人每星

期只接受三天的治療，治療過程可能長達八個星期。 

 

進行放射治療會使用多種不同的儀器。放射治療醫生和物理學家會小

心挑選使用的儀器，為你提供最適當的治療。有些儀器的速度較快，

可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治療。 

 

 

一般治療時間都不會超過 10 至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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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對放射治療的反應都不盡相同：有些人仍然可以繼續工作，只

需在接受治療時請假；有些人則感到非常疲倦，寧願在家中休息。 

 

若你還需要照顧家庭和子女，應立即向上司、親友、醫務社工或醫護

人員求助，毋須猶豫。 

 

隨著治療的進行，你會對所產生的反應，有比較清晰的概念，然後可

以對日常生活作出相應的安排。 

 

放射科人員會盡量安排你在每天同一時間接受治療，讓身體得到相同

的休息時間，以便從副作用中恢復；固定的時間也讓你的生活有一定

的規律，使你比較容易適應。 

 

前往治療 

假如你每天必須長途跋涉前往治療，或即使每星期只需前往醫院幾次，

也可能令你感到疲倦，若治療產生副作用，更會令你感到特別疲憊，

可以的話，最好請家人或朋友接送你往返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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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療程 

你第一次前往放射治療科應診，是一個設計會談，這個會談十分重要，

目的是為你設計一個治療計劃。醫生會為你仔細檢查並研究你的病歷。

你需要非常關注並積極參與自己的治療計劃，如果有任何疑問，應盡

量提出。 

 

 

一般人認為醫療人員「非常忙碌」，沒有時間回答問題。也就是因為

他們很忙碌，所以你更應該把握機會了解自己的治療計劃，這樣，在

治療期間，對你、對醫療人員都有幫助。 

 

 

放射治療醫生為你計劃療程的時候，會用顏色筆直接在你的皮膚上劃

上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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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許需要照 X 光，或接受模擬器的檢查。模擬器因模仿治療機而得

名，可照 X 光，以幫助放射治療師決定正確的治療位置，需時大約 15

至 45 分鐘，進行期間，你會躺在一張硬板床上，可能感到有點不舒

服，但仍要靜躺不動，以便量度並記錄準確的治療位置。 

 

為確保獲得清晰的圖像，放射治療師會向你說明他要做的特別措施，

譬如為骨盆計劃治療時，會將顯影劑注入你的大腸，雖然注入時不會

疼痛，但可能會感到不舒服，這感覺只會持續幾分鐘。女士們也許需

要將衛生棉條放入陰道內。 

 

電腦掃描 (CT Scan) 可以幫助放射科醫生計劃療程，所以，必要時會

對治療部位進行掃描。電腦掃描是 X 光的一種，它可顯現接受治療範

圍內的詳細圖像。掃描是在醫院的掃描科進行，過程毫無痛苦。該科

的醫療人員會預先向你說明掃描的詳情。 

 

由於腫瘤的位置和大小不同，有時計劃療程的會談可能不只一次。通

常的情況是：在確定計劃療程後，經過醫生和放射治療師詳細的研究

和討論後，才開始放射治療；但也有可能在會談結束後，立刻為你開

始第一次的放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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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膚上做記號 

在確定接受治療的範圍後，醫生會在你的皮膚上劃上記號，標明接受

放射線照射的準確位置。 

 

醫護人員會向你解釋如何保護這些記號，若這些記號開始淡褪， 

請告知放射治療師。切勿自行補上。 

 

在取得你的同意後，醫療人員可能會在你的皮膚上紋上兩、三個永久

記號。紋膚的時候會稍感不適。 

 

製作護模 

由於放射治療的位置需要非常準確，所以準備工作更顯重要。治療期

間，身體需要保持靜止不動；假如你的頭部或頸部接受放射治療，你

可能需要戴上護模，確保頭部不致移位，同時可在護模上(而非你的皮

膚上) 劃上放射治療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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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室，製模技術員會按照你面部和頸部形狀製造膠模，適當的緊

貼著你的面和頸，並在眼睛、鼻子和口部等地方切開孔洞。部份病人

可能需要一些輔助放療的物品 (如牙蠟)，在接受放療時含在口中，以

減低放療對口腔引致的副作用。當你剛戴上護模治療時，可能感到不

習慣，但每次只需戴上幾分鐘，你很快就會適應。 

 

為方便治療，有時需要為身體另一部位製模，例如腿或臂，以便在治

療進行期間，確保該部位不會移動。 

 

接受治療 

對即將接受治療而感到憂慮是正常的反應，但隨著你對療程和醫療人

員逐漸熟悉，應該會慢慢適應下來。 

 

基於安全理由，放射治療科大多位於醫院的地庫，加上大型的器材，

可能令人感到侷促不安。 

 

不要害怕向醫療人員表達你的恐懼和憂慮，他們會設法幫助你。 

你的態度越輕鬆，他們就越容易為你進行治療。 

 

放射治療本身毫無痛楚，時間可短至幾秒鐘，最長也只需幾分鐘。準

確的治療位置是非常重要，所以放射治療師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可

把你置於適合的位置，期間你應盡量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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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治療部位確定後，你會單獨留在房內幾分鐘，放射治療師會從閉路

電視或玻璃窗觀察你的情況，如需協助，你可以舉手顯示或透過對講

機通知他們，他們會很快來幫助你。 

 

大多數的放射治療儀器會圍繞著你的身體旋轉，從多個不同角度進行

治療，儀器發出的聲音，可能令人煩躁不安。在第一次治療前，放射

治療師會先向你解釋清楚，儀器的運作及其發出的聲音，以減低你的

恐懼。有些放射治療室會在你接受治療時播放音樂，有助你鬆弛緊張

的情緒。 

 

治療進行期間，放射治療師可能需要進入治療室，替你轉換位置；基

於不同的需要，放射治療科醫生可能會稍微改動你的治療計劃，他們

會向你解釋，並告知你最新的進展。 

 

體外放射治療不會令你帶有輻射，在整個過程中，你和別人相處， 

包括小孩，一點危險也沒有。 

 

 治療不會感到疼痛  

 放射線不會發熱  

 你不會看到或感到輻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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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放射療法 
 

 

 

 

 

 

 

 

 

 

體內放射治療是將含有放射性的物質，小心放在腫瘤附近，釋出輻射

以達治療效果。此等放射物質，通常放在密封的金屬管內；但對某些

腫瘤，或需改用液性的放射物質，效果會更佳，多以口服飲用或通過

靜脈注射進行。 

 

若你接受體內放射治療，需要留院數天，待植入的放射物質移走、或

確定體內無輻射的反應後，才可離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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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那些安全措施？ 

為減少醫院醫療人員及你的親友受到不必要的輻射，當你體內植有放

射物質期間，需採取既定的安全措施。 

開始治療前，護士會詳細向你解釋這些規定。由於每間醫院的慣例不

同，可事先向醫療人員了解。 

正常的情況下，你需要在治療前一天入院，醫療人員會告訴你整個治

療過程，如有任何疑問，此時正是發問的好機會，如預先列出問題，

對你會有所幫助。 

 

當你體內植有放射物質時或接受液體放療之後： 

 你可能住在主病房旁邊的病房或放療病房。 

 你會單獨，或和其他接受放射治療的病人一起接受護理。 

 病房工作人員會將鉛製的屏風放在你病床的兩側，以阻隔任

何輻射線。 

 醫護人員每次在你的病房內工作，只能停留短暫時間。 

 員工和訪客，會遠離你的病床，以減低他們受到輻射的影響。 

 護士會使用小型的蓋氏計算器(Geiger Counter)監察房內

輻射線的水平。 

 訪客可能會受到限制。如有客人到訪，只可在房內或在床的

末端逗留一段短時間，亦可在房外透過對講機和你對話。 

 謝絕兒童和孕婦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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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預防措施，加上你對治療的恐懼，可能會令你感到異常的孤單。

每個人應付恐懼的方法都不同：有些人在了解所接受治療的細節後，

比較容易應付恐懼；另外一些人寧願甚麽也不知道。若你希望知道所

有的細節，醫療人員會樂於解釋。向醫療人員或親友說出你心中的恐

懼和憂慮，往往有助於放下你的重擔。 

 

只有在你體內植有放射物質的時候，才需要採取這些安全措施。你接

受治療前後，訪客可如常在探病時間探望你。 

 

有些人擔心在治療結束後，他們仍然帶有輻射，並對家人和朋友構成

危險。事實並非如此。 

 

你可能只需在單人病房停留一兩天。可帶些書本和雜誌到病房，也可

收看電視、聽音樂或聽收音機打發時間。 

 

當你體內的放射物質被移除後，輻射亦會完全消失。 

 

假若你是接受液體放射物質的治療，輻射量會逐漸消退。你需要等待

部分輻射量消退後才能回家。離開醫院前，醫務人員會仔細檢查你和

你隨身的物件，確保沒有任何輻射的反應，才可離開醫院，回復正常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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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放射性銫 (Caesium insertion) 

銫 137 是最常用的放射性物質，用來治療子宮頸、子宮和陰道等癌病。

這種體內放射療法好處是植入高劑量的銫，直接破壞癌細胞，對附近

正常細胞和組織的傷害則有限。 

 

先將銫放入一個或數個容器內，此等容器，類似一支衛生棉條，在全

身麻醉的情況下，放置陰道內，同時將一條導尿管放入膀胱內以釋放

尿液，如此你可靜躺床上，不致因上下床移動，使容器位置發生偏差。

當容器安置好後，會為你照 X 光，檢查這些容器的位置是否正確。放

置容器有時會在手術室進行，但通常是在病房進行。 

 

醫療人員會在陰道內用一片棉紗將容器的位置固定，這樣可能會令你

感到不適，此時，你可向護士索取止痛劑。 

 

一旦置入放射容器之後，你必須靜躺在床，這樣有助固定容器的位置。

若你有任何需要，可按動床鈴，請護士幫忙。假如放射容器移位，你

應立刻通知當值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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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裝放射治療器 (Curietron / Selectron machine) 

使用後裝放射治療器的作用是將輻射物質放入容器內。儀器與容器相

連，當儀器開動時，少量的放射性物質就會進入容器；儀器關閉時，

放射物質會被抽回儀器內。有人進入你病房時，儀器自動關掉，以免

他人受到輻射，但仍需採取安全措施和限制探病。每個病人治療的時

間都不相同，但通常在 12 至 48 小時之間。 

 

微源放射治療器 (Microselectron) 

使用微源放射治療是另一種體內放射療法。這種放療通常只需要數分

鐘，即日可以回家。 

 

治療之後 

當你已接受所需的輻射量後，醫療人員會移走體內的治療器和容器，

同時會除去導尿管，過程通常在病房內進行。由於移除的過程可能令

你感到不適，因此會預先給你止痛藥物。 

 

你的醫生會建議你在移走植入物質後的幾天內，灌洗陰道，以保持清

潔。護士會教你如何灌洗。 

 

一旦移走放射性物質之後，所有輻射會立刻消失，你可在當天或隔一

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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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 

接受置入銫的治療後，可能會受到感染，雖然這種情況極少發生。若

你發高燒或嚴重出血，應盡早求醫。醫生會給你抗生素來治療感染。 

 

植入放射性銫或銥 (Caesium or iridium implants) 

放射性銫或銥可用於治療口、唇及乳房等部位的腫瘤。醫療人員會在

手術室內為你施行全身麻醉，將帶有放射性銫或銥的幼針﹑導線或導

管植入需要治療的部位。 

 

隨即送往照 X 光，確保位置無誤。然後你會被隔離治療三至八天，治

療完畢，施行全身麻醉再把幼針﹑導線或導管物拆除。 

 

這種療法可能令人感到不適和不便，口唇部位的治療也可能令進食和

談話困難。插著幼針的時候，或許需要進食軟體或流質的食物。護士

會教你如何用漱口水保持口腔清潔。 

 

當放射量已達到預期的標準，就會將幼針﹑導線或導管等物取出。如

果患者只採用體內放射療法，通常植入的時間需要一個星期；若是體

外、體內兩種方法並用，植入的時間則約需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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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移去幼針後，你的口腔可能仍會感到疼痛，所以接著幾天，甚至

幾星期內，都需要繼續進食流質食物。 

 

醫生會給你止痛藥物直至情況改善。在治療前列腺小腫瘤時，也會用

含微量輻射的小珠粒植入癌腫。 

 

放射性碘 (Radioactive iodine) 

放射性碘多予以口服，用來治療甲狀腺腫瘤，是一種無味、無色的液

體。 

使用放射性碘時，安全措施與植入放射性物質治療法相同。 

 

身體內未經甲狀腺吸收的放射性碘，會透過汗水和尿液排出體外。 

 

醫生會定期檢查你體內的輻射含量。治療完畢約四至七天後，體內的

輻射含量若下降至安全水平，你便可以回家。當你回家以後，與家人

(尤其與兒童)接觸時，仍需採取某些安全措施，放射治療師和醫護人

員會向你解釋。 

 

放射性鍶 (Strontium)  

 

醫生將放射性鍶注射到靜脈，用來治療擴散到骨骼的繼發性癌症。病

人不需要住院，但醫生會告訴病人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因為在注射

後數天，病人的尿液和血液中都會帶有少量的放射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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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副作用 
放射治療主要的作用是殺死癌細胞，同時也影響到四周正常的細胞，

造成副作用。 

 

副作用可能在放療初期出現，也可能在幾個月後才產生；但多數放射

治療的副作用，在療程結束後，就會逐漸消失。 

 

副作用與治療成功與否沒有必然的關係。換言之，沒有副作用不等於

治療成功，成功的治療不一定能避免副作用。因此，接受治療前要向

主診醫生問清楚，會有哪些副作用，其中哪些需要通知醫護人員。 

 

接受治療時，最好每天記下出現哪些副作用、以及自己如何應付，告

訴醫護人員。如果副作用比較大，必須與醫生商量，了解是否暫停放

療，甚至改用其他治療方法。 

 

如果打算同時服用其他藥物，例如中藥、民間方子，或一些「另類藥

物」，必須告訴醫生，以免與放療藥物相衝突，影響療效。 

 

 

副作用的性質和程度因人而異。 

有些人完全沒有副作用，但也有人比較嚴重。 

對副作用的反應則視乎藥物和療程，差別也很大。難以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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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療常見的副作用 

 疲累 

 血液改變 

 口腔疼痛 

 味覺改變 

 吞嚥困難 

 噁心/嘔吐 

 食慾不振 

 體重下降 

 聲音轉變 

 便秘或腹瀉 

 毛髮脫落 

 皮膚痕癢剝落 

 生育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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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累 

疲累是放療最常見的副作用。 

 

癥狀包括感到精疲力盡、昏昏欲睡、迷惘、焦躁，精神不集中、厭食。 

 

疲累有時候會突如其來，而且多少睡眠都覺得不足夠。甚至完成療程

後，仍然覺得疲倦。 

 

如果睡不好，要通知醫護人員。除非醫生處方，否則不要自行吃安眠

藥，以防藥物與化療衝突。 

 

貼士 

✔ 在工作和生活上作好安排，確保有充分的休息 

✔ 節省精力，量力而為。不時小睡 

✔ 吃得好，多飲水 

✔ 散步或做輕鬆的運動 

✔ 請他人分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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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改變 

放射療法可能影響到造血細胞。若醫療人員認為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

你身上，便會在你接受治療期間，定期為你驗血，檢查血球的數目。

當血球的數目減少時，你會感到疲倦和勞累，可能出現發炎，出血不

止或貧血等問題。 

 

如果血球數目顯著下降（這種情況很罕見），可能需要暫停治療，直

至血球數目回復正常為止。在這種情況下，你也可能需要輸血。 

 

 

貼士 

✔ 避免走近咳嗽、感冒或者有炎症的人 

✔ 使用利器時要格外小心，避免損傷。再小的傷口也有可能造成細 

       菌感染 

✔ 如廁和進食前要用肥皂洗手，以免散播細菌 

 

  



24  更生會 

我們將身體分為三部分：頭和頸、胸部、胃和骨盤，討論接受放射療

法時，可能出現的反應。 

頭頸放療的副作用 

口腔疼痛 

口腔接受放射治療可能腐蝕你的牙齒，所以治療後定期檢查牙齒非常

重要。醫生在治療開始前，可轉介你接受特殊牙科護理。此後，在修

補牙齒前，一定要告知牙醫你曾接受放射治療。 

 由於口腔黏膜對輻射敏感，在治療期間，你可能感到口腔疼痛潰爛、

唾液黏稠。副作用可能在放療後的兩、三個星期出現。 

 製造唾液的腺體功能可能減少，甚至完全停止，造成咀嚼或吞嚥困

難。放療也可能使口腔更容易受到感染，例如患上鵝口瘡，或出現

濃痰。 

 一旦發現口腔或喉部異常，例如疼痛或吞嚥困難，應立即通知醫生。 

 治療結束後，口腔乾凅的情況可能持續數月，甚至成為永久性的現

象。 

貼士 

✔ 早晚用軟毛牙刷刷牙。醫生可為你配備漱口水，以防口腔發炎 

✔ 含氟的用品有助保護牙齒，減少放射治療的副作用 

✔ 每天至少四次用鹽水 (一茶匙鹽溶入一杯溫水內) 漱口 

✔ 市面上有些漱口水會刺激口腔，購買前應徵詢醫生意見 

✔ 如果覺得口腔乾燥，可啜飲流質，特別是多飲水，吃湯、粥、粉， 

       或者嘴嚼無糖的口香糖 

✔ 醫生可處方人造唾液的噴霧劑，有助保持口腔濕潤 

✔ 酒精和煙草會刺激口腔內膜，治療期間應盡量避免，宜戒酒和戒  

       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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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覺改變 

你的味蕾也會受治療的影響，使你感到食物的味道有所轉變。有些人

以「金屬」味來形容食物的味道，也有些人感覺所有食物的味道都一

樣。當治療的副作用逐漸減退，味覺也會慢慢的回復正常，至完全正

常約需一年時間。 

 

貼士 

✔ 如覺食物沒有味道，加入鹽、大蒜、糖、酒、芝士、煙肉、芹菜、 

       洋蔥、香草、醃菜或香料，都可以加重食物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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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加些甜醬、海鮮醬、甜酸醬；或 

       喝果汁、蜜糖水等，掩蓋其苦味 

✔ 如果食物感覺有金屬味，可以用塑膠廚具或餐具以減輕金屬味， 

       不要用罐裝飲料或金屬器具 

✔ 食用酸性的食物，例如果汁，可以幫助減低口腔裏的金屬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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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慾不振 / 體重下降 

以上口腔的副作用，可能導致食慾不振和體重下降。如果飲食變得非

常困難，醫生會將一條幼細的導管通過鼻腔進入胃部，這根鼻胃導管

可以將流質食物傳送到胃裡。 

 

另一個輸送流質食物的方法是使用導管穿刺腹部皮膚直達胃部，透過

餵食管吸收營養，也許是維持你體力和精神的好方法。 

 

貼士 

✔ 如果胃口不好，少吃多餐，以少量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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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水果、冷熱飲料中加入糖、糖漿、蜜糖或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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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轉變 

如果你正接受聲帶治療，你的聲音可能會變得粗糙或沙啞，有時甚至

完全失聲。 

 

貼士 

✔ 這些轉變只屬暫時性，你的聲音在治療完畢後數星期便會漸漸恢 

       復正常 

 

毛髮脫落 

只有接受放射治療範圍內的毛髮才會脫落，通常在治療後兩至三星期

發生。 

 

貼士 

✔ 大部分毛髮脫落的現象只屬暫時性，在治療結束後兩至三個月內 

       毛髮會重新開始生長 

✔ 有多種方法可以掩飾脫髮的現象，如戴頭巾、帽或假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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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的放療的副作用 

吞嚥困難 

胸腔接受放射治療後二至三星期 (或只有幾天)，都有可能感到不適，

而且難於吞嚥固體食物。通常五至八個星期後，疼痛的現象會自動減

弱以至消失。 

 

貼士 

✔ 流質和清淡的飲食，輔以高卡路里飲品會有幫助 

✔ 嘗試不同的食物，以找出最易於吞嚥的 

✔ 醫生可處方止痛藥、藥水、含阿士匹靈的漱口劑或其他藥物，以 

       減輕不適的感覺 

 

 

噁心和嘔吐 

若接受治療範圍接近胃部，噁心、嘔吐的現象會很常見。 

 

貼士 

✔ 請放射治療醫生處方止嘔藥物，預防噁心 

✔ 噁心和嘔吐的情況通常在治療完結後便會停止。若仍然出現這些 

       現象，應立刻告知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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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下降（參考 26 頁） 

若飲食有困難或噁心，你的體重會下降，而且會感到疲累和虛弱。有

時候你可能不想進食，此時營養師或醫生可提供意見。 

 

貼士 

✔ 本會出版的小冊子《癌症與飲食》，有一些實用的建議 

 

氣促 

胸腔接受放射治療後，你可能發覺有乾咳和氣促的現象。 

 

貼士 

✔ 這種情況可能在治療後 

        幾個月才發生，醫生可 

        處方抗生素或類固醇等 

        藥物 

✔ 治療後任何時間若發覺 

        呼吸情況有變化，都須 

        立即讓你的醫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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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及盆腔的放療的副作用 

腹瀉 

常見的副作用包括腹瀉、胃痙攣和胃氣脹痛。 

 

貼士 

✔ 醫生可給你處方止瀉藥，低纖維飲食或飲用大量流質都會有幫助 

✔ 腹瀉往往在幾天後消失，如情況仍未好轉，切勿遲疑，應立刻求 

       醫 

 

便秘 

患前列腺或膀胱癌的病人，會在下盆腔附近接受放療，可能造成直腸

不適。 

盆腔附近做了放療之後，肛門可能會分泌黏液或流血。如果這情況出

現，請立即告知醫生。 

如患有痔瘡，情況會更加惡化。醫生可能會做局部麻醉，或使用類固

醇軟膏或栓劑以減輕不適的症狀。 

 

貼士 

✔ 多喝流質食物 

✔ 採用高纖維飲食，以免便秘 

✔ 適當運動，保持心境輕鬆，有助排便 

✔ 便秘持續，應告知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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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心和嘔吐 （參考 28 頁） 

貼士 

✔ 如果發現噁心或嘔吐，醫生會給你處方止嘔藥物。治療一旦完結， 

       這現象便會停止 

 

 

食慾不振和體重下降 

腹瀉和噁心都可導致食慾不振和體重下降。體重若持續下降，或許需

要留醫一段短時間，使用靜脈輸入或將導管透過鼻腔通入胃部，直至

你可如常進食為止。 

 

貼士 

✔ 如果你不想進食，甚至想到食物或烹調食物都令你感到噁心時， 

最好請人替你烹調 

✔ 少量多餐，以小食為主代替正餐，可能令你更易於進食 

✔ 營養補充品可取代正餐，增添卡路里 

✔ 請營養師為你提供意見 

✔ 本會出版的小冊子《癌症與飲食》，也可給你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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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尿疼痛 

下腹接受放療，可能引致膀胱炎。如排尿時感到灼熱或不適，小便比

平常頻密，甚至夜間頻尿。 

 

醫生可能用藥物治療這些癥狀，定期檢查尿液，確定沒有受到感染。 

 

貼士 

✔ 多飲水份，有助減輕癥狀 

✔ 避免喝咖啡、茶和酒，或酸性高的 

果汁，如橙汁，因為這些飲品會刺激 

膀胱，令癥狀惡化 

✔ 有些人發現飲用紅莓 (cranberry) 汁， 

或檸檬大麥水會減輕不適的癥狀 

 

 

 

 

 

  



放射治療  33 

如何護理皮膚 
在放射治療後三至四星期，有些人會出現皮膚敏感。皮膚敏感程度取

決於放療部位和個人皮膚狀況；也有人完全沒有問題。 

 

醫護人員會告訴你如何護理接受放療的部位。由於每所醫院對皮膚護

理的建議可能有所不同。有些放射治療師可能會告訴你，在接受治療

期間，完全不能清洗受過治療的地方；或有些則建議你用溫水清洗，

但不要在浴缸浸泡太久，然後用柔軟的毛巾輕輕印乾。不要磨擦接受

過治療的地方，否則會感到疼痛。 

 

只有接受治療的地方才受到這些限制，其他部位的皮膚可如常護理。 

 

請記住，醫生在治療範圍內做的記號千萬不可擦掉。如果記號逐漸淡

褪，請告訴放射治療師，切勿自行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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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紅癢皮膚 

接受治療範圍的皮膚會變紅和疼痛，情況和曬太陽後的反應一樣。這

現象通常在三至四星期後才出現。放射治療師當然會留意這些過敏反

應，如你感覺任何疼痛，都應盡快通知他們。 

 

若皮膚過敏反應嚴重，可能須將治療延遲一段時間，讓皮膚復原。皮

膚紅腫後可能會引致脫皮，但短時間內會癒合。皮膚過敏的情況，通

常在治療結束後兩至四個星期內消退。 

 

若出外時陽光猛烈，需將接受治療的範圍遮蓋，在治療完結後，一年

內都需要如此做。 

 

在治療後，皮膚會比以前脆弱，需要長期的特別護理， 

宜使用抗曬的護膚品，戴帽和穿著長袖襯衫。 

 

通常在放療結束一個月後，皮膚敏感的問題就會解決，你甚至可以恢

復游泳。不過，如果你在室外游泳，記得不要在水中停留太久，也不

要忘記塗上有防水作用的防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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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士 

✔ 除非是放射治療醫生處方，否則切勿敷藥或塗抹潤膚霜 

✔ 不要使用香皂和有香味的爽身粉、止汗劑、潤膚露或香水等，以 

       免引起皮膚疼痛 

✔ 向放射治療師查詢，可否採用嬰兒肥皂和嬰兒爽身粉 

✔ 頭頸接受放射治療的男士，應使用電鬚刨而不是用剃刀 

✔ 頭部或頸部接受治療者，外出時，請帶備圍巾、帽或傘，避免曬 

       太陽或受冷風吹襲 

 

穿著的貼士 

✔ 穿著天然物料，寬鬆的衣服 

✔ 頸部接受放療者，避免穿著高領衣服和結領帶 

✔ 乳房接受治療者，盡量不要戴胸圍，這會感到比較舒適 

 

吸煙的難題 

放療期間停止吸煙會有很大幫助。研究顯示，在這段期間停煙，除了

使放療的效力提高外，也可以減少副作用。同時改善你的健康狀況，

降低患其他癌症的機會。 

 

在這個壓力很重的時期，戒煙或減少吸煙，對很多人來說都非常困難，

你只能量力而為。如果你想要得到幫助，可以向醫生請教，尋求一些

可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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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影響性能力？ 

女性方面 

骨盆範圍接受放射治療通常 

會影響卵巢的功能。卵巢接 

受放射治療會使更年期提早 

來臨。絕經、熱潮紅、皮膚 

乾燥或陰道乾涸等更年期的 

癥狀可能在幾個月內逐漸出 

現。視乎腫瘤的類型，醫生 

可能處方激素的藥物，幫助 

你克服這些問題。 

 

若卵巢可能受到輻射的影響，為保護卵巢，在治療開始前，可用手術

將卵巢暫時推移到接受治療範圍之外。但在治療某些癌症時，卵巢必

須受輻射線的照射。 

 

陰道範圍接受放射治療，有時可能令陰道縮窄。當治療結束後，放射

治療師或醫護人員會教你如何使用擴張器和潤滑劑，幫助陰道恢復彈

性。 

 

起初你可能覺得性愛令你感到不適，這時可到藥房購買如 KY Jelly， 

作為潤滑劑；使用擴張器也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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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的性生活有助防止陰道收縮，但是許多女士因受放射治療副作用

的影響，尚未準備好恢復正常的性生活。這種情況非常自然，隨著副

作用的消失，你會恢復對性愛的興趣。 

 

副作用可能令人感到非常苦惱，尤其是對較年輕，尚未為絕經做好準

備的女性而言。和伴侶傾訴你的恐懼和憂慮會有所幫助。若問題出現，

毋須覺得尷尬，可直接與醫護人員傾談。 

 

 

男性方面 

接受放射治療的男性，也可能暫時對性生活失去興趣。由於對所患疾

病的不安或對未來的憂慮，可能形成暫時性的陽萎，也有可能由於過

度的疲累，無暇想到性愛。這些反應或許持續至治療完結後數星期。 

 

如果能坦誠和伴侶說出心中的憂慮，你會發覺是有所幫助的。任何問

題，可與醫護人員傾談，不用感到難為情。 

 

在放療結束後，不舉的副作用可能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其實有許

多切實可行的做法，克服這方面的困難，有需要時可與醫生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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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能力 
大部分的放射治療，對你享受性生活或生育兒女的能力均無影響。許

多曾接受放射治療的父母，都生育了健康的嬰兒。數據顯示，曾接受

過放射治療的人，並不會增加懷有畸胎的風險。 

 

許多專家建議，女性在接受放療後再懷孕，這樣可以給身體一些時間

適應癌症帶來的衝擊。但是對那些卵巢接受放療的婦女來說，可能引

起暫時或永久性的不孕。 

 

對於男性來說，如果在睪丸部分接受過放療，精子數目會下降，造成

暫時性、甚至永久性的不育。幸好，年輕男子最容易患上的睪丸癌，

往往可以避免使用放療。 

 

對前列腺癌和膀胱癌使用放療，可能造成永久性精子稀疏的副作用。

在接受治療前，放射治療醫生會和你討論不育的可能性，並可能會要

求你簽署接受治療的同意書。 

 

你若因此感到非常痛苦，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些打擊，對較年輕、計

劃生兒育女的患者尤其沉重。若你已有伴侶，應鼓勵他/她一起與醫生

討論，讓你倆有機會表達心中的恐懼、憂慮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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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放射治療前，可能需要預先儲存精子。「精子銀行」可儲存冷

藏的精子多年，直至這對夫婦準備生育為止。現時，也有儲存冷藏卵

子的服務。 

 

即使接受治療可能造成不育，但你仍應採取避孕措施，以防萬一。若

在接受放射治療期間懷孕，可能會對嬰兒造成傷害。 

 

要接受可能不育的事實或適應治療所帶來的副作用，並不容易。你可

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克服心理障礙並談論自己的感受。當你和伴侶/

朋友坦然談論後，會使他們明白你的感受，更易於提供協助和支援，

對你有莫大的幫助。 

 

有些人寧願將自己的感受埋於心底，或向一些他們不認識的人傾訴。

各公立醫院的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和本會可為你安排個別的輔導，介紹

你參加病人支持小組，讓你有機會和其他曾有類似經歷的朋友傾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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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後跟進 
放射治療的療效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 

比較明顯。有些人期望在治療結束後， 

盡早通過 X 光或掃描查看腫瘤情況。 

一般情況下，腫瘤通常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縮小，所以照 X 光和掃描不能即 

時顯示成效。 

 

治療過程結束後，你需要定期返回醫院接受檢查。每所醫院要求覆診

的次數不同，但隨著病情有所進展，覆診的次數會逐漸減少。放射治

療醫生會和你的醫生聯絡，以便獲知你的情況。覆診的時候是提出疑

問和訴說憂慮的好機會。預先列出問題會幫助你把握時間提出疑問。 

 

假如出現任何讓你不安的現象，如疼痛、發熱、嘔吐、腹瀉或流血，

應盡快求醫，不要延至覆診。 

 

放射治療後，皮膚護理和健康飲食都同樣重要。 

 

長期副作用 

所有用以治療癌症的方法（包括手術、化學療法及放射療法）都可能

帶來長期的副作用。現今治療方法已盡可能把產生永久性副作用的可

能性減至最低。如果想知道某種副作用的危險性，應該請教你的放療

醫生或放射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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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臨床試驗 
醫學界長期以來致力於如何更新和研究更有效的放射療法，讓病人仍

然能有一個高品質的生活。 

 

各種研究計劃都在試圖尋找突破的方法，例如，如何縮減整個療程所

需要的時間。現已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每天可進行不只一次的治療。 

 

正在實驗中的另一種新療法稱為「符合式放療」，放射線與腫瘤的形

狀相近。這種針對腫瘤的放療，得以讓醫生加強放療的劑量，同時減

低對腫瘤四周健康組織的傷害。 

 

如果初期的效果顯示某種新療法可能比現時療法更勝一籌，通常會由

幾間醫院的腫瘤科醫生同時進行，作一系列的試驗，測試出最可靠的

新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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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受 
「接受治療期間，我變得非常情緒化，常會無緣無故的痛哭。」這是

一位女士接受治療期間的感受。 

 

不少人有同樣的情緒變化；通常這些現象並不在治療期間，而是在治

療後發生。許多接受放射治療或癌病治療的人士，都有同樣的感受。

你不單需要接受所患的癌病，還要適應不同的治療帶來的副作用。 

 

許多接受放射治療的人士，大都已接受過其他治療；對某些人來說，

這也許是漫長治療的開始。放射治療可能為身體帶來轉變，如停經或

毛髮脫落等，令人感到苦惱。 

 

我們每個人應付困難的方法和能力都不一樣。有些人和家人、朋友的

關係密切，可以從親友處得到心理上的支援；有些人寧願向一些和他

們疾病無關的人求助。無論選擇哪種方法，必須知道若需要幫助，有

許多人和機構可提供援助。 

 

“ 放療本身不難應付。但完成療程後，我始終擔心復發， 

覺得很孤單，特別感激病友對我的支持。” 

 

 

“ 在接受癌症治療時付上不少代價，所以辛苦換來的生命 

會更加珍惜，在漫長的治療過程中， 

特別多謝過來人、義工的陪伴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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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放射治療 
對兒童和他們的父母而言，放射療法可能是一次可怕的經歷，但只要

每個人明白放射療法的詳情，便可以減少恐懼。放射治療師對於照顧

兒童病人很有經驗，並可提供各種支持和援助。 

 

三歲以下的幼童，在接受治療時需要接受溫和的全身麻醉。在接受治

療前四小時不能飲食。通常治療是在早上，由麻醉科醫生在放射治療

室進行。你可留下來陪伴孩子，直至他熟睡為止。 

 

雖然孩子在接受治療期間，你不能留在放射治療室內，但你可透過玻

璃窗和閉路電視觀看整個過程。護士會照顧你的孩子直至他甦醒過來，

大約需時二十分鐘至一小時，然後便可回家；如果你的孩子留醫，這

時便會送回病房。 

 

稍為年長的兒童，也許需要一段時間才習慣龐大的器材和發出來的聲

音，當他們逐漸和治療人員熟稔並熟悉四周的環境後，治療便易於進

行。事實上，許多孩子會慢慢習慣接受治療。 

 

若你對孩子的病情感到異常憂慮、痛苦，並難以應付，可與一些兒童

癌症援助組織聯絡，可能會有幫助。聆聽其他父母的經歷，也可以幫

助你處理自己的恐懼和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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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醫生提問 
在會見醫生的時候，你可以要求親友陪同出席。如此時你的心情紊亂，

親友可以寫下你可能會忘記的診治意見，由他們向醫生提出疑問。有

些人發現將醫生的談話錄音很有幫助，不過需要事先徵得到醫生的同

意。 

 

以下是一系列可以向醫生提出的問題。如果你不明白醫生的回答，可

以請醫生解釋直到你明瞭為止。 

 

1. 我接受哪類型的放射治療？ 

2. 我的放射治療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3. 在治療期間我的感覺會如何？ 

4. 有哪些短期和長期的副作用？ 

5. 治療期間我需要如何照顧自己？ 

6. 治療後我能夠繼續過正常的生活嗎？ 

7. 我需要特別的飲食嗎？需要多久的時間？ 

8. 如果我的口腔乾燥，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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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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會 (CanRevive Inc.) 是一個非牟利團體，用粵語和國語向癌

症患者和他們的家庭提供訊息和感情上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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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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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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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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公共醫療服務時，您的醫生或醫護專業人員可以為您安排傳譯服

務，為確保在應診的時候有傳譯員出席，此服務必須要求預約。 

 

翻譯和傳譯服務 

電話傳譯服務處 (TIS) 131 450，一星期七天，每天24小時。 

電話接通後，請以英語說出 Cantonese (粵語) 或 Mandarin (國語)，

並等候傳譯員接聽您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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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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millan Cancer Support) 

www.macmillan.org.uk 

 

癌症網 (Cancer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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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癌症基金會 (Hong Kong Cancer Fund)  

www.cancer-fund.org 

 

香港防癌會 (The Hong Kong Anti-Cancer Society) 

www.hkacs.org.hk  

http://www.cancercouncil.com.au/
http://www.cancer.org.au/
http://www.macmillan.org.uk/
http://www.cancer.net/
http://www.cancer.org/
http://www.cancer.ca/
http://www.cancer-fund.org/tc/index.html
http://www.hkacs.org.hk/


48  更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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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銀行轉賬 / 互聯網上轉賬： 

ANZ Bank 

Account Name: CanRevive Cancer Foundation 

BSB: 012-071 

Account no: 45273-4216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