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但因為手術切除乳癌腫瘤
後，肩膀被拉扯，舉起兩手都吃

十餘歲，年初確診左乳
乳癌並接受手術切除腫

在完成電療後，決定找物理治療

四
，在物理治療師指導及
瘤 的 Sally
協助下，進行手部伸展鍛煉。
師協助，希望幫助拉鬆肩膀肌

她坦言因為以往未患癌前沒

肉，對日後恢復工作有幫助。

力，但因術後初癒，未敢亂動。

「手術後最初左手真的不能
舉起，關節彈性很低，現在手能
夠伸很高，負重的力量也逐漸提
有主動做運動，加上剛剛康復，
所以在做物理治療初期，有點吃

升（磅數提升）。
有做運動心理上會覺得自己

自言術後及電療後身體質素

敢於嘗試，有信心不怕受傷。

力。但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會

沒有做運動習
Sally

變得健康，心肺功能亦好轉。」
說。
Sally
患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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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
醫

周志平醫生建議癌症病人在治療前進行
評估，及早做好準備。

罹患癌症雖然不幸，但現今
醫學昌明，不少患者經積極治療後
都能回復正常生活。近年研究證
實，有接受復康治療的癌症患者，
復元較快及整體生活質素亦得以保
持。以下多位癌病戰士，都在復康
治療幫助下，更快走出困境。

▲

MEDICAL & HEALTH

物理治療師為 Sally
處
▲
理手部淋巴腫脹問題。

按摩手臂，改善淋巴
▲
阻塞。

復康治療

紮上繃帶，改善淋巴
▲
水腫。

做運動，體能已回復至術前狀

煉後，現在學懂了如何正確自行

下降，經過物理治療師指導及鍛

接受手術或電療化療後要做的

是接受治療期間；第三階段才是

手術前或電療化療前；第二階段

療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周志平醫生說，癌症復康治

氣喘情況會更嚴重，如果能在手

手術要切除部分肺葉，病人術後

例，病人手術前如有氣喘問題，

同癌症有不同問題，以肺癌為

應該做復康治療？周醫生說，不

是否每一種癌症在手術前都

在物理治療師指導下
Sally
進行上肢鍛煉，改善手術
或電療後上肢乏力及肩膊
僵硬問題。

況。

事。

備，這樣會對整體療程效果有很

分，反而是治療前便開始做準

癌症復康看作是治療的最後一部

部主任周志平醫生認為，不應將

養和醫院物理醫學及復康科

流失能量；到治療後，又再次為

充電，因為手術或治療時一定會

能較快適應。情況就如先為自己

問題，及早作好準備，心理上亦

可以讓病人預計日後需要面對的

「第一階段相當重要，一來

輻射線能準確照射治療位置。

較佳者才有能力忍氣，讓電療的

療，期間需要忍住呼吸，肺功能

另外病人術後或要接受電

適應。

人喘氣情況，手術後便能較容易

術前開始適當復康治療以改善病

治療前打好底子

大幫助。

自己充電，就可以令自己盡快回

他舉例， 一位十餘歲的少年

「如病人本身體質不錯，之

前做好各種準備，打好底子，做

復狀態。」
需要安裝義肢，如果在手術前教

完手術後縱使肺功能下降，亦足

因患骨癌需要截肢，預計截肢後

導他做運動強化下肢肌肉及改善

夠生活所需。」

研究確認復康療效

平衡，術後裝義肢時便能更快適
應。

又例如腦腫瘤病人，手術後

又例如病人有機會在治療後
出現神經痛，就先教導他日後有

腳乏力、麻痹、平衡力下降，或

可能會有神經功能問題，例如手
接受電療的鼻咽癌康復者，
▲
右肩肌肉萎縮。

神經痛時應如何處理，及早有心
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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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

水腫，肩膊會疼痛；而病人手術

▲

後傷口未癒合，膊頭不能正常活

比之前下降，
在四個星期後

肌肉張力過緊等，如能及早做好
準備及訓練，術後生活就會較容

動，數星期後肩膊會變僵硬，如

另一位胰臟癌病人，治療前
而有做運動的

用藥物以紓緩疼痛，然後做伸展

病人可以及早進行物理治療及服

醫院大都設有復康科中心，腫瘤

在復康療程中除了運動鍛

炎，復康科醫生亦可以及早作出

繼續服藥，之後筋腱可能會發

響。有些病人在完成化療後需要

進行肌電圖評估神經是否受影

機會傷及神經，復康科醫生可以

接受手術及電療的病人，有

運動改善僵硬情況。

在術後或治療
後雖然都有輕

經復康科專科醫生評估，並開始
進行運動改善體能，訓練前他在
微下降，但之

生活質素包括病人治療後是

六分鐘只能步行三百一十七米，

米；化療完結後，他的六分鐘步
否能繼續上班，及生活上的便利

後都能回升。

程下跌至四百三十九米，但仍比
程度等。」

經鍛煉後他可以步行四百八十

受訓練前為佳。

治療開始前，由接受過內科、腦

科醫生會轉介病人做復康專科評

現在美國及加拿大的腫瘤科

內科及骨科課程的復康科專科醫

估，進行合適治療。

周志平醫生建議癌症病人在

生進行評估，看有甚麼可以令整
個治療效果更順暢，讓病人康復

「外國研究顯示，有做復康

鍊，亦會幫助病人解決治療後可

處理電療後遺症

治療的癌症病人，整體生活質素

能出現的問題。例如乳癌病人，

癌症治療期復康

更佳。

及活動能力都有進步，而沒有做

病人順利完成治療，確定痊
癒，會進行癌症治療後遺症預防及
管理，並且進一步強化體能，目標
是幫助康復者回復正常生活，重投
社會。

切除腫瘤時可能會連同淋巴一併

癌症存活期復康

復康運動的，在術後或治療後即

在病人接受電療、化療（一至
六個月）期間，配合病人的治療作
出相應的運動鍛煉和後遺症管理，
目標是提升體能和生活功能，管理
癌症及治療過程所引起的反應，如
怠倦症、淋巴水腫等。

切除，其後手臂可能會出現淋巴

病人確診至治療前便可開始復
康治療，內容包括基礎體能測試、
評估風險、中等強度運動鍛煉，為
身體作體能上的儲備，以更好狀態
應付手術或癌症治療為身體帶來的
衝擊。

時的整體活動能力及身體狀況都

癌症前期復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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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再度下跌，

周醫生為病人進行肌
電圖測試，檢查神經傳
導是否正常。

案

易適應。

▲

經過伸展運動及拉
筋後，現時Sally可以
活動自如地舉高雙手。

檔

養和
醫

MEDICAL & HEALTH

評估及給予適當治療，例如注射
類固醇以紓緩發炎情況。
周醫生亦處理過一名鼻咽癌
四年接受電
患者，他於二 ○○
療，其後一直安好，直至二

○

接受治療後面對的問題

運動及活動能力下降
情緒低落抑鬱
生活質素下降
增加骨折及跌倒風險
淋巴性水腫
創傷/疤痕
疼痛
遺尿失禁

精神上及行為上改變

排言語治療，改善其表達能力。

如癌症病人出現痛症，或有

內科問題，康復科醫生都能夠處

理。周醫生年初協助處理跌倒而

腦出血的腎癌病人，「多種問題

令他只能臥牀，病人十分瘦弱，

無法活動，我詳細了解及評估

後，發覺他男性荷爾蒙很低，原

因是高齡、癌症、腎衰竭等因

素，當時他的男性荷爾蒙水平下

跌至少於正常的三分一。我首先

給他補充男性荷爾蒙及營養，之

後再進行一系列的復康運動，他

現在可以扶着拐杖慢慢步行。」

壞，但預計之後會惡化：肌電圖

發覺雙手的神經傳導功能未算太

莖，每四小時放尿一次，亦教他

便，周醫生教導他插膠喉入陰

神經致他下肢功能喪失及無法排

另一位病人因腫瘤壓住脊髓

見到頸部有不正常肌肉活動，確

調節飲水時間，大便則以手指刺

清，吞嚥亦出現問題，經周醫生

致舌頭肌肉萎縮，說話口齒不

人，因舌神經在電療時被傷及以

另一名接受電療的鼻咽癌病

處理切身問題

生說。

改善他的手部活動能力。」周醫

由職業治療師為他配備一些工具

認神經已受損。當時我教他做物

病人體能改變

激肛門透過神經反射排便。

心肺功能下降
肌肉流失（肌少症）
骨質流失
平衡力下降
手腳麻痺

理治療及運動防止關節硬化，並

▲物理治療師教導病人進行帶氧運動，
改善心肺功能。

評估後建議給他插餵食喉，再安

基層醫療是市民在治療過程中的
首個接觸點，是一種全人治療。家庭
醫生為病人找出早期病徵，並擔當病
人與其他專科醫生之間的溝通橋樑，
冀能做到「病向淺中醫」。

一二年他感覺雙手麻痹而見周醫
生求醫，臨牀檢查時發現頸部肌
肉萎縮及僵硬，頸部皮膚有纖維
化現象，左邊膊頭肌
肉亦萎縮，種種病徵
顯示早前電療照射時
傷及神經，令肌肉萎
縮。

▲今年覆診，上肢肌肉強度及活
動力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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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為他雙
手進行肌電圖檢查，

於二○○四年接受電療的鼻咽癌康復
者，八年後頸部肌肉出現電療後皮炎、纖
維化、頸椎旁軟組織受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