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護心~ 

抗癌藥物治療照護手冊 

 

 

 

您可以有機會將自己守護的更好! 

本手冊為癌症病人面對抗癌藥物治療之學習教材，透過與醫療人員間的密切合作

與指導，以及力行自我照護，才能有效減輕或避免抗癌藥物治療副作用的發生，進而

為自己謀求更好的健康生活品質。我們衷心的希望~~~這本照護手冊的知識能給您更多

的能量，讓您勇敢堅持下去，守護您及您所愛的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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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統計，惡性腫瘤已儼然成為國人十大死因之榜首。自

民國 71年起癌症發生率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是影響國人健康的重要原因之ㄧ。然而，

近年來因醫療科技的進步，使得癌症能早期發現，加上抗癌藥物的研發與進步，癌症

存活個案數持續增加，存活率上升，並逐步將癌症視同慢性病治療，長期追蹤，提供

更完善的全方位醫療照護，讓其生活品質漸至佳境。 

癌症治療方式目前有外科手術、抗癌藥物治療(包括化學藥物治療、標靶藥物治療

及免疫藥物治療)、放射線治療等，其中抗癌藥物治療是目前癌症治療中具有相當療效

的方法，病人在接受抗癌藥物治療期間，除了需要面對抗癌藥物治療每一副作用對其

生理上的影響，以及適應因疾病本身及治療所帶來的外貌改變、社交隔離及日常活動

執行困難等生活衝擊外，亦可能因副作用嚴重而需要延長住院，甚至延遲或中斷療程，

使得病情惡化。醫療人員若能提供病人完整的自我照顧學習知識，可以減輕病人因抗

癌藥物治療所帶來的各種不適，進而提升其對抗癌藥物治療的接受度及正向感。 

以下將為您介紹癌症病人於抗癌藥物治療期間的護理重點，讓您對於抗癌藥物治

療過程的照護和居家自我照護能有初步的了解，如果有任何疑問，歡迎您隨時詢問醫

療人員，我們將盡力為您解答與討論。 

 

 

 守護心“什麼是化學藥物治療” 

化學藥物是具有很強細胞毒性的高危險性藥品，針對不同癌症，使用一種或多種

的藥物來殺死癌細胞，停止癌細胞生長，使得腫瘤萎縮，其細胞毒性不僅可以殺死癌

細胞，也會破壞正常細胞。 

 

 守護心“什麼是標靶藥物治療” 

利用藥物阻斷癌細胞生長所需的訊號途徑，以減少癌細胞的突變、增殖或擴散，

進而精準抑制癌細胞生長訊號，促進癌細胞死亡，防止癌細胞擴散，對於身體的正常

組織傷害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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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心“什麼是免疫藥物治療” 

利用藥物讓自身受抑制的免疫系統重新活化，重新認得癌細胞的特殊生物標誌

物，進而殺死癌細胞。 

 

 守護心“為什麼要接受抗癌藥物治療” 

避免體內癌細胞的擴散、減緩癌細胞的增殖、緩解癌症不適症狀、延長存活率、

改善生活品質。 

 

 守護心“抗癌藥物治療的給藥方式” 

靜脈注射是最常使用的給藥方式，其次為口服給藥、肌肉注射、皮下注射、腹腔

內注射、膀胱內注射、動脈注射、肋膜腔內注射、脊髓腔內注射、局部塗抹等。 

1. 靜脈注射：以打點滴的方式注射化學藥物，經由血管將化學藥物送入體內，達到抗

癌效果。因化學藥物對血管的損傷很大，做過幾次化療後，容易造成手

臂的周邊靜脈血管脆弱，醫師會建議在內頸靜脈、鎖骨下靜脈、臂靜脈、

股靜脈等大靜脈植入中心靜脈導管(Port-A)，或是在左側或右側上段的手

臂植入週邊中心靜脈導管(PICC)，此兩種方式都是屬於中央靜脈注射的

給藥方式，可以降低血管的損傷。 

2. 口服給藥：是一種非侵入性且方便經濟的給藥方式，將化學藥物做成錠劑或是膠囊，

是在家持續性治療的最佳方式。口服化學藥物時不要咀嚼，也不要壓碎

錠劑或打開膠囊，拿取時要使用手套或將藥物倒入小藥杯服用，避免皮

膚直接接觸，服藥後要洗手，如果不小心接觸到皮膚時，應立即使用肥

皂清洗乾淨。 

3. 肌肉注射：使用針頭和針筒將化學藥物注入身體的肌肉部位中。 

4. 皮下注射：使用針頭和針筒將化學藥物注入身體的皮下脂肪部位中。 

5. 腹腔內注射：使用特殊導管將化學藥物注入腹腔內，治療腹腔內腫瘤。 

6. 膀胱內注射：使用針筒將化學藥物注入膀胱內，治療表淺膀胱癌和原位癌。 

7. 動脈注射：和靜脈注射一樣，將化學藥物注射到某一條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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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肋膜腔內注射：針對惡性肋膜積水的病人，使用胸管將肋膜腔內的積水排出， 

再將化學藥物注入肋膜腔內，預防肋膜積水再度產生。 

9. 脊髓腔內注射：使用腰椎穿刺方式，將化學藥物注入到脊髓腔中。 

10. 局部塗抹：使用棉棒或塗抹器具，將化學藥物塗抹在局部皮膚表面。 

 

 守護心 “抗癌藥物治療的進行方式” 

1. 門診化療注射室 

(1) 醫師開立抽血檢查 

(2) 到檢驗科報到抽血 

(3) 血液檢驗報告出爐 

(4) 主治醫師評估可執行抗癌藥物治療 

(5) 醫師開立抗癌藥物醫囑 

(6) 填寫抗癌藥物治療同意書 

(7) 拿取抗癌藥物醫囑單到門診化療注射室報到 

(8) 門診護理人員協助建立靜脈注射管路 

(9) 門診護理人員給予抗癌藥物治療相關照護指導 

(10) 開始施打抗癌藥物約 1-5小時 

(11) 注射完後回家休養 

 

2. 家中治療 

(1) 醫師開立抽血檢查 

(2) 到檢驗科報到抽血 

(3) 血液檢驗報告出爐 

(4) 主治醫師評估可執行抗癌藥物治療 

(5) 醫師開立抗癌藥物醫囑 

(6) 填寫抗癌藥物治療同意書 

(7) 拿取抗癌藥物醫囑單到門診化療注射室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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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門診護理人員協助建立靜脈注射管路 

(9) 將含有抗癌藥物的治療裝置器連接在靜脈注射管路上 

(10) 門診護理人員給予抗癌藥物治療相關照護指導 

(11) 抗癌藥物治療裝置器於裝置後即可回家 

(12) 在家抗癌藥物注射完後到門診化療注射室或腫瘤科病房由護理人員協助移除治

療裝置器 

 

3. 住院治療 

(12) 醫師開立抽血檢查 

(13) 到檢驗科報到抽血或由病房護理人員抽血 

(14) 血液檢驗報告出爐 

(15) 主治醫師評估可執行抗癌藥物治療 

(16) 醫師開立抗癌藥物醫囑 

(17) 填寫抗癌藥物治療同意書 

(18) 病房護理人員協助建立靜脈注射管路 

(19) 病房護理人員給予抗癌藥物治療相關照護指導 

(20) 開始施打抗癌藥物約 1-4天 

(21) 注射完後回家休養 

(22) 預約回診(預定下次抗癌藥物治療時間) 

 

 守護心“常見抗癌藥物的作用與副作用” 

您可以使用手機掃描下列的“QR Code”，以瞭解此次抗癌藥物治療的作用、副作

用、及注意事項。 

化學藥物種類 QR Code  化學藥物種類 QR Code  

□1.Adriamycin 

(Doxorubicin) 

艾黴素注射液 

 

□2.Alimta 

(Pemetrexed) 

愛寧達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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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物種類 QR Code 化學藥物種類 QR Code 

□3.Bleocin 

(Bleomycin) 

撲類惡注射液 

 

□4.Campto 

(Irinotecan) 

抗癌妥濃縮液 

□4.Irican 

(Irinotecan) 

艾益康輸注液 
 

□5.Carboplatin 

(Carboplatin) 

佳鉑帝 

 

□6.Cytosar 

(Cytarabine) 

賽德薩注射劑 

 

□7.Endoxan 

(Cyclophosphamide) 

癌得星注射劑 

 

□8.5-FU 

(Fluorouracil) 

好復注射液 

 

□9.Formoxol 

(Paclitaxel) 

伏摩素注射液 

□9.Phyxol 

(Paclitaxel) 

輝克癒蘇注射劑 
 

□10.Fytosid 

(Etoposide) 

癌妥滅注射液 

 

□11.Gemzar 

(Gemcitabine) 

健澤注射劑 

 

□12.Halaven 

(Eribulin) 

賀樂維注射液 

 

□13.Hycamtin 

(Topotecan) 

癌康定注射劑 

 

□14.Kemoplat 

(Cisplatin) 

克莫抗癌注射劑 

 

□15.MTX 

(Methotrexate) 

盈壽求得注射液 

 

□16.Orectalip 

(Oxaliplatin) 

杏瑞鉑注射液 

□16.Oxalip 

(Oxaliplatin) 

歐力普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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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物種類 QR Code 化學藥物種類 QR Code 

□17.Onivyde 

(irinotecan) 

安能得微脂體 

注射劑 
 

□18.Pharmorubicin 

(Epirubicin) 

泛艾黴素注射劑 

□18.Epicin 

(Epirubicin) 

益彼欣注射液 
 

□19.Tynen 

(Docetaxel) 

鈦能注射劑 

□19.Taxotere 

(Docetaxel) 

剋癌易注射劑 
 

□20.Vincristine-TEVA 

(Vincristine) 

敏克瘤注射液 

 

□21.Hydrea 

(Hydroxyurea) 

愛治膠囊 

 

□22.Vepesid 

(Etoposide) 

滅必治軟膠囊 

 

□23.Vesanoid 

(Tretinoin) 

凡善能軟膠囊 

 

□24.Xeloda 

(Capecitabine) 

截瘤達 

 

標靶藥物種類 QR Code  標靶藥物種類 QR Code  

□25.Avastin 

(Bevacizumab) 

癌思停注射劑 

 

□26.Erbitux 

(Cetuximab) 

爾必得舒注射液 

 

□27.Herceptin 

(Trastuzumab) 

賀癌帄凍晶注射劑 

 

□28.Mabthera 

(Rituximab) 

莫須瘤注射劑 
 

□29.Perjeta 

(Pertuzumab) 

賀疾妥注射液 
 

□30.Afinitor 

(Everolimus) 

癌伏妥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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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藥物種類 QR Code  標靶藥物種類 QR Code  

□31.Giotrif 

(Afatinib) 

妥復克膜衣錠 

 

□32.Glivec 

(Imatinib) 

基利克膜衣錠 

 

□33.Ibrance 

(Palbociclib) 

愛乳適膠囊 

 

□34.Iressa 

(Gefitinib) 

艾瑞莎膜衣錠 

 

□35.Nexavar 

(Sorafenib) 

蕾莎瓦膜衣錠 

 

□36.Sprycel 

(Dasatinib) 

柏萊膜衣錠 

 

□37.Stivarga 

(Regorafenib) 

癌瑞格膜衣錠 

 

□38.Sutent 

(Sunitinib) 

紓癌特膠囊 

 

□39.Tagrisso 

(Osimertinib) 

泰格莎膜衣錠 

 

□40. Tarceva 

(Erlotinib) 

得舒緩膜衣錠 

 
免疫藥物種類 QR Code  免疫藥物種類 QR Code  

□41.Opdivo 

(Nivolumab) 

保疾伏 

 

□42.Keytruda 

(Pembrolizumab) 

吉舒達注射劑 

 

 

 守護心 “抗癌藥物治療期間需要注意的事情” 

1. 抗癌藥物治療“中”注意事項 

(1) 請勿任意調整藥物滴速，以免影響治療效果，或增加藥物對身體的毒性作用。 

(2) 點滴滴注中，如果點滴幫浦發出警示聲，請勿自行按壓，需立即告知醫護理人員。 

(3) 如果您的注射部位或周圍皮膚有紅、腫、熱、痛、冰冷等異常，請立即告知醫護

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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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是使用人工血管注射藥物者，請勿在人工血管周圍皮膚進行針灸、塗抹乳

液或未經指示的藥物等不適宜的行為。 

(5) 如果您的注射部位有藥物滲出或噴濺出來時，請立即告知醫護人員。 

(6) 如果您注射期間有嚴重噁心、嘔吐、呼吸急促、心悸或其他身體不適時，請立即

告知醫護人員。 

(7) 開始注射藥物前，請您先上廁所，避免於注射期間下床上廁所時，不小心拉扯到

注射管路，發生藥物外滲或噴濺的危險。 

(8) 注射藥物期間，如果您需要上廁所，建議使用床旁便盆椅、便盆、尿壺；若您行

動不便，建議盡量可以床上使用便盆或尿布，以免發生危險。 

2. 抗癌藥物治療“後”注意事項 

(1) 注射部位移除管路後，請您隨時注意注射部位或周圍皮膚有無紅、腫、熱、痛、

冰冷等異常，若有此情形，請立即告知醫護人員。 

(2) 請您多喝水，促進排泄，減少毒素堆積身體內。 

(3) 如果您後續有任何不舒適或副作用發生，請立即告知醫護人員。 

 

 守護心 “抗癌藥物治療期間常見副作用的照護” 

抗癌藥物可以殺死體內癌細胞，但也會影響身體正常細胞的生理功能，因此會產

生一些身體上不適的副作用。大部份副作用在治療後會漸漸消失，恢復的快慢與本身

的身體狀況和所使用的抗癌藥物有關係，有的很快恢復，有的需要數月。此時，您應

如何面對這些副作用？下列將為您介紹常見副作用的照護： 

1. □噁心、嘔吐：最常見的副作用，通常在療程結束後 3-5天會逐漸消失。照護時應

注意下列事項： 

(1) 如果感到噁心想吐時，可以多做深呼吸，並且放慢呼吸節奏(鼻子慢慢吸氣，慢

慢吐氣)。 

(2) 可依自己的喜好看電視或聽音樂、聊天，以分散不舒適的注意力。 

(3) 盡量穿著寬鬆棉質衣物。 

(4) 可以適度調整室內空調或開窗戶，以保持空氣新鮮與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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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少量多餐，不要一次吃太多太飽(約 6-7分飽)，要細嚼慢嚥。 

(6) 可以經常變化菜色，嘗試不同食譜及烹調方式，減少噁心、嘔吐，提高食慾。 

(7) 飯前可以吃一些開胃食物及飲料，如洛神茶、酸梅等減少噁心、嘔吐，提高食慾。 

(8) 化學治療前不要吃太多的東西。 

(9) 不要吃太甜膩、太油膩、油炸或刺激性食物，如巧克力蛋糕、炸雞、泡菜。 

(10) 不要在進餐前、中、後喝太多水，易引起嘔吐。 

(11) 飯後盡量採取坐姿，2小時內勿帄躺。 

(12) 盡量避免接觸刺激性的味道，如廚房油煙、香菸、香水或令人不適的味道。 

 

2. □骨髓抑制：藥物會影響人體內骨髓各種血球的製造，如紅血球、白血球等，不同

藥物會造成不同種類的血球減少。通常在療程結束後 5-10天會慢慢恢復。照護時應

注意下列事項： 

(1) 充分的休息及營養補充，可加速體力的恢復。 

(2) 飯前、飯後及大、小便後，務必要洗手，保持乾淨衛生。 

(3) 要吃煮熟的食物，不要吃未煮熟的食物，如生菜沙拉、生魚片、生菜及醬菜等。 

(4) 要吃有剝皮或削皮的新鮮水果。 

(5) 盡量不要吃隔餐的食物或水果。 

(6) 刷牙時，應使用軟毛牙刷，避免齦出血。 

(7) 每次用餐後需漱口，保持口腔衛生，並自我檢查有無破皮、潰瘍，必要時應就醫。 

(8) 如廁後，使用衛生紙時應由前往後擦拭，不可來回擦，保持會陰部及肛門部位乾

淨乾燥。 

(9) 建議排便後可以使用清水清洗，避免使用衛生紙過度擦拭導致破皮，增加出血、

感染機會。 

(10) 便盆、尿壺使用後應立即清洗，並且晾乾，不可以放置於地上，保持清潔衛生。 

(11) 每天應觀察會陰部及肛門部位是否有紅、腫、熱、痛、破皮或潰瘍，必要時應

立即就醫。 

(12) 儘量不要出入公共場所及人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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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要和有傳染性疾病(如水痘)或上呼吸道感染(如感冒)的人接觸。 

(14) 出門時應戴口罩，並且經常更換，口罩有潮濕時，需要立即換新。 

(15) 不要從事激烈的運動如打球、爬山，以減少受傷出血、感染的機會。 

(16) 活動時，應減慢行動速度，避免頭暈、心悸、呼吸喘等不適。 

(17) 當您容易感到疲倦、頭暈、心悸、呼吸喘，就算休息後，這些症狀仍然沒有辦

法獲得緩解，請立即就醫。 

(18) 如果您發現身體出現出血點、血敤、瘀敤、刷牙流血不止、血尿或血便，應立

即就醫。 

(19) 隨時觀察體溫的變化，如果有畏寒、發冷、發燒等症狀，應立即就醫。 

(20) 不要亂服用非經醫師評估確認後的任何藥物或保健食品。 

(21) 不要亂服用自行購買的含阿斯匹靈類的感冒藥或止痛藥，以免出血。 

(22) 室內環境應維持清潔︰擺設應簡單整齊乾淨，不要擺設盆栽或鮮花花瓶，盡量

不要飼養寵物，垃圾桶應加蓋並隨時清除，以防止孳生蚊蠅或病菌。 

 

3. □掉頭髮：有些藥物會破壞頭髮毛囊，導致頭髮掉落，可能會在開始治療的幾天後

或幾星期後發生。掉頭髮是暫時的，療程結束後約 1-2個月頭髮會慢慢長出來。照

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建議頭髮可以剪短，可以使用頭巾、帽子或假髮，保護頭皮，增加美觀。 

(2) 可減少梳頭髮次數，盡量使用梳牙較疏之梳子梳頭髮，避免掉髮嚴重。 

(3) 儘量不要染燙頭髮。 

 

4. □腹瀉：有些藥物會使快速生長的腸道黏膜細胞受損，造成消化吸收不正常發生腹

瀉。一般在療程結束後慢慢恢復正常。照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腹瀉嚴重時，持續超過一天或覺得腹部疼痛、絞痛難耐，應立即就醫。 

(2) 腹瀉會造成鈉、鉀離子流失，可以適量補充含鉀及含水溶性維他命的清淡流質飲

食，以補充水分及電解質，如去油的肉湯、蔬菜汁、葡萄菜汁、橘子汁、蘋果汁、

香蕉汁、蕃茄汁及稀釋的運動飲料等，讓腸胃道有時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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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吃低纖維食物容易消化的食物，如白麵條、白麵包、米湯、蘇打餅乾、去皮

雞肉等，避免腹瀉加重。 

(4) 不要吃纖維質高及容易產氣的食物如牛奶、奶製品、蔬菜、堅果類、豆類、麥類

麵包等，避免腹瀉加重。 

(5) 不要吃辛辣、刺激性、炸物及油膩的飲食，如咖哩、咖啡、茶、炸雞排、炸薯條

等，避免刺激腸道黏膜而加劇腹瀉。 

(6) 白天可以適量的多喝水，晚上應減量，以免上廁所影響夜間睡眠。 

(7) 建議腹瀉後，可以用清水清洗，維持肛門部位及周圍皮膚的清潔、乾燥，若有破

皮或紅臀疼痛等症狀，請尋求醫療人員協助，提供合宜護理方式，不要自行敷藥，

以免造成感染。 

 

5. □便祕：有些藥物會抑制腸道周圍的神經，使得腸蠕動變慢。通常在治療後 5-8天

可能發生，會在療程結束後慢慢恢復正常。照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便秘嚴重超過 3天沒有大便時，腹部疼痛、絞痛難耐，應立即就醫。 

(2) 經醫師評估下，可以使用軟便劑，以幫助大便軟化，幫助排便。 

(3) 可以適量的多喝水、果汁、湯類等，補充水份，幫助排便。 

(4) 可以適量吃纖維質高的食物，如蔬菜類(地瓜葉、芹菜、青江菜、青花椰菜、芋

頭、紅薯、蓮藕、紅蘿蔔、南瓜)、水果類(橘子、桃子、梨子、芒果、香蕉)、堅

果類(核桃、松子、杏仁、腰果、開心果、芝麻、南瓜子)、穀類(糙米、紅米、麥

片、全麥麵包、)等幫助排便。 

(5) 在體力許可下，可以做簡單適當的運動，如散步、快走、暖身操等，增加腸蠕動。 

(6) 每天固定一個時間排便，維持每天排便的習慣。 

(7) 大便過於堅硬時，可能會使肛門受傷，所以需要隨時注意肛門部位及周圍皮膚有

無破皮，也可以在排便後，採溫水坐浴，減少肛門口不舒服。 

 

6. □口腔黏膜炎：有些藥物會造成口腔黏膜細胞受損，通常在治療後 7-14天發生，常

見的症狀有齒齦、舌頭、口腔及喉嚨黏膜發紅、疼痛、出血、潰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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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療程結束後 7-10天慢慢恢復正常。照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可以適量的喝冰涼水。 

(2) 可多吃較冰涼的食物。 

(3) 可多吃含蛋白質的食物，如豆類、蛋、豬、牛、羊、雞、魚等，幫助傷口癒合。 

(4) 可多吃含維他命 C的食物，如甜椒、馬鈴薯、豆芽菜、青花菜、柑橘類、木瓜、

蕃茄、番石榴、奇異果、果汁)等的食物，幫助傷口癒合。 

(5) 可多吃軟質容易吞嚥的食物，如豆花、豆腐、蒸蛋、炒蛋、水煮蛋、布丁、碎肉

稀飯、麵條、麵線等。 

(6) 不要吃未煮熟的食物，如生菜沙拉、生魚片、生菜及醬菜等。 

(7) 不要吃辛香料或刺激性的食物，如辣椒、芥末、醋酸類、酒類、抽煙、油炸、熱

的飲食等。 

(8) 不要吃太硬的食物，如芭樂、甘蔗等。 

(9) 每次餐後 30分鐘內刷牙，每月更換牙刷，餐後與睡前須漱口，漱口至少 30秒，

避免含酒精性及口味重的口腔清潔產品。 

(10) 每次用餐後需漱口，每天至少刷牙 2次，可以使用牙線清潔，用軟毛或海綿牙

刷刷牙，保持口腔清潔，減少口腔組織受傷害，避免感染。 

(11) 可以使用中性的漱口水漱口，如生理食鹽水、碳酸氫鈉(小蘇打)、茶葉水等。 

(12) 不要使用含有酒精或是過鹹的漱口水，以免疼痛不適。 

(13) 每天可以使用鏡子，來檢查口腔破損情形，有無改善或加劇，如果症狀沒有改

善，應就醫。 

(14) 口腔疼痛時，可以口含冰塊及冰水，減輕不舒服。 

(15) 嘴唇乾燥時，可以使用保護性的唇膏，減輕不舒服。 

(16) 必要時可請醫師開立口腔藥膏，促進口腔黏膜癒合。 

 

7. □出血性膀胱炎：有些藥物會造成膀胱組織纖維化及出血，常見症狀有血尿、尿急、

排尿困難、恥骨上疼痛等。一般在療程結束後恢復正常。照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解尿時，如果出現灼熱、疼痛、頻尿、尿急感、血尿等異常，應立即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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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有發燒、發冷、寒顫時，應立即就醫。 

(3) 可以適量多喝水，以維持足夠的尿量，避免感染。 

 

8. □神經損傷/手足症候群：有些藥物會導致周邊神經病變，引起皮膚毒性反應，手腳

會出現刺痛、灼熱、無力感、麻木感、腫脹、疼痛、脫屑、水泡、潰爛等，且容易

感到疲倦、肌肉酸痛、帄衡失控、行動遲緩、肌肉變得無力不容易把東西撿起來、

聽覺暫時性喪失、便秘等症狀。通常在接受治療後的 2-12天出現，一般在療程結束

後 4-6星期內慢慢恢復正常。照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如果手指出現麻木感、無力感，不要拿取尖銳、太燙、太冰冷、太重等危險物品，

以免受傷。 

(2) 如果身體帄衡失控、行動遲緩、肌肉變得無力時，走路及上下樓梯一定要小心，

最好有人陪伴在旁，可以使用輔具如拐杖、四腳助行器等協助活動，防止跌倒。 

(3) 可以穿著止滑鞋，防止跌倒。 

(4) 可以在浴室地板舖上防滑墊子，防止跌倒。 

(5) 可以經常按摩及伸展肢體末梢，減少麻木感。 

(6) 需要記下甚麼時候開始，有四肢端麻木感或抽筋的情形。 

(7) 嚴重時，應立即就醫。 

 

9. □皮膚色素沉積：有些藥物會導致皮膚出現紅、癢、脫皮、色素沉著、乾燥等，在

關節、手掌、指甲、腳掌出現黑塊或皮膚變黑，指甲變得脆弱、易斷或出現帶狀紋

路。通常在化學治療後數星期內或數月內發生，一般在療程結束後 2-3個月內慢慢

恢復正常膚色。照護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如果長青春痘時，不要用手擠壓，以免感染，隨時用清水洗臉，保持臉部清潔。 

(2) 皮膚潮濕會癢時，可以塗抹無刺激性的爽身粉，保持乾爽。 

(3) 皮膚乾燥會癢時，可以塗抹無刺激性的乳液或凡士林，保持滋潤。 

(4) 出門時，皮膚避免曬太陽，可以使用防曬乳液保護皮膚，戴帽子、戴口罩、穿著

長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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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沐浴時，可以使用溫和無刺激性的沐浴乳、肥皂、洗髮精等清洗，保持身體舒適

清爽。 

(6) 皮膚紅疹、脫屑、皮膚發癢或潰瘍嚴重時，應立即就醫。 

 

 守護心 “本院的癌症相關資源服務和諮詢專線” 

1. 本院服務專線︰(04)24739595。 

2. 本院癌症相關資源服務目的 

  由專業的醫療多團隊針對本院就醫之癌症病友及家屬，提供完善、 

快速、方便的整合性資源照護服務，以滿足癌友及家屬的需求與期待。 

3. 本院癌症相關資源服務專區 

(1) 癌症資源中心 

服務地點：汝川大樓 3樓(腎臟科門診對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00~12:00及下午 13:30~17:30 

服務分機︰20336 

服務內容： 

A. 康復用品、醫療輔具資源轉介(假髮、義乳或保健叢書租借、營養品試用、口

腔護理、皮膚護理、毛帽及頭巾索取等)。 

B. 個人或家庭面對癌症情緒心理變化，給予傾聽支持、陪伴或轉介。 

C. 提供病友會、癌症相關講座與活動訊息。 

D. 提供癌症衛教手冊、癌症照護資訊。 

E. 提供免費癌症營養諮詢轉介(一般、腫瘤、濃縮、糖尿病等各種配方介紹)。 

F. 社會資源諮詢與轉介：經濟需求評估、照顧需求評估、癌症相關社會福利資援。 

(2) 自殺防治中心 

服務專線：(04)24713267 

服務內容： 

A. 針對本院自傷/自殺個案進行主動積極介入。 

B. 與急診及身心科醫師合作提供全面治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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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電話及關懷小卡等方式提供主動關懷追蹤。 

D. 24小時熱線接受有自殺意念個案諮詢。 

E. 舉辦自殺防治相關工作坊。 

F. 社區及校園情緒，壓力與生命教育之倡導及推廣。 

(3) 腫瘤身心整合門診 

服務地點：內科大樓一樓(身心科門診)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 8:30~11:30；下午 14:00~16:30 

服務分機︰38101~38103 

服務內容： 

A. 睡眠品質或身心困擾評估。 

B. 非藥物方式（如心理支持、諮商）之協助。 

C. 藥物相關治療。 

(4) 心理腫瘤臨床心理師：服務分機 34556 

(5) 癌症中心個管師：服務分機 21762~21768 

(6) 門診化療注射室：服務分機 33731 

(7) 腫瘤科病房︰服務分機 33701~33703 

4. “政府相關單位癌症相關資源服務及諮詢專線” 

(1) 衛生福利部台中市癌症防治中心 

服務專線︰(04)22172200 

(2)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服務專線︰(02)2581-7418 

(3) 衛生福利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服務專線：(02)2381-7995 

A. 各縣市生命線 當地直撥 1995 

B. 各縣市張老師 當地直撥 1980 

C. 行政院衛生署免付費 24小時安心專線：1925 

(4) 台中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服務專線︰(04)2515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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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心“『心情溫度計』（簡氏健康量表，簡稱 BSRS-5）”~

每週自我檢測~ 

    此量表為協助您去了解您最近一星期內的心情狀態和心理照護需求，並不做為診斷

疾病的用途，『請您在每題問題勾選一個最能反映您今天或最近一星期內心情感受的分

數』。本評估量表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目的是提供您應主動多觀察並注意自己的心情

動向，您可以將您的測驗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並依您的需求轉介身心科醫療團

隊協助您緩解心情困擾。 

1.請您仔細回想一下『在最近一星期內(包括今天)』，以下這些問題使您感覺到…… 

  (1)感覺緊張不安。 

     □0分：完全沒有 

     □1分：輕微 

     □2分：中等程度 

     □3分：厲害 

     □4分：非常厲害 

  (2)覺得容易苦惱或動怒。 

     □0分：完全沒有 

     □1分：輕微 

     □2分：中等程度 

     □3分：厲害 

     □4分：非常厲害 

  (3)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0分：完全沒有 

     □1分：輕微 

     □2分：中等程度 

     □3分：厲害 

     □4分：非常厲害 

  (4)覺得比不上別人。 

     □0分：完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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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輕微 

     □2分：中等程度 

     □3分：厲害 

     □4分：非常厲害 

  (5)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 

     □0分：完全沒有 

     □1分：輕微 

     □2分：中等程度 

     □3分：厲害 

     □4分：非常厲害 

  (6)有自殺的想法(本題不列入計分)。 

     □0分:完全沒有 

     □1分:輕微 

     □2分:中等程度 

     □3分:厲害 

     □4分:非常厲害 

2.評分說明：前 1-5題總分敘述如下 

(1) 0-5分：為一般正常範圍，表示身心適應狀況良好。 

(2) 6-9分：『輕度』情緒困擾，建議找家人或朋友談談，抒發情緒。 

(3) 10-14分：『中度』情緒困擾，建議尋求紓壓管道或接受心理專業諮詢。 

(4) 15分以上：『重度』情緒困擾，很需要給予高度關懷，建議尋求心理專業諮詢或

身心科醫師接受進一步評估。 

(5) 有自殺的想法：本題為附加題，採獨立計分，若前 1-5題總分小於 6分，但『有

自殺的想法』若評分為 2分以上時，建議尋求專業心理諮詢或身心科醫師接受進

一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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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心“抗癌藥物治療時間表”~自我紀錄~ 

治療

日期 
治療次數 

抗癌藥物名稱 

請參考手冊內容『常見抗癌藥

物的作用與副作用』填入代碼 

治療後發生的副作用 

請參考手冊內容『抗癌藥物治療期間常見

副作用的照護』填入代碼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第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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