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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

什么是癌症？

引发癌症的原因是什么？

癌症有多少种？

癌症会不会传染？

癌症痛不痛？

人体是由好几百万个微小的细胞组成的。正常的健康细胞以有秩序
的方式生长和分裂，因此人体组织得以增长和修复。

然而，细胞的分裂随时都可能出错而形成异常的细胞。它们会不
受控制地生长和增加，因而形成有能力扩散和侵入身体其他部位
的肿瘤。这些细胞就称为癌细胞。

确实的致癌原因不详，多数的癌症是突然发生的，不过提高患癌风
险的可能因素如下：

1、遗传因素

2、病毒感染，例如B型或C型肝炎

3、环境因素

4、饮食

目前大约有200种癌症。

虽然有些病毒感染会引发癌症，但是癌症却不会传染，因此不会在
人与人之间传染开来。

大约三分之二的癌症，就算是在末期阶段，也不会痛。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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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

目前有哪些癌症疗法？
医生将根据癌症的种类、所影响的范围、病发阶段和病人的整体
健康，使用下列疗法的任何一种或结合多种疗法：

1、外科手术 - 利用外科程序切除体内的肿瘤

2、放射线疗法 - 利用辐射线杀灭癌细胞

3、化疗 - 利用药物杀灭、阻碍癌细胞的生长或阻止癌细胞扩散

4、激素治疗 - 利用荷尔蒙阻止癌瘤增长

5、生物治疗 - 利用生物产品促进人体抵抗癌瘤的自然防御功能或
 直接针对癌细胞

6、干细胞移植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 把捐赠者的骨髓注入病人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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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

如何接受化疗？

化疗中所用的药物会干扰癌细胞的生长和分裂，从而破坏这些细胞。

根据癌症的种类和病发阶段，化疗可以用来……

1、治疗癌症

2、使癌细胞的生长放缓

3、阻止癌细胞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

4、杀灭从原本癌瘤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癌细胞

5、减轻癌症的症状

 

什么是化疗？

化疗如何发挥功效？

化疗是利用药物来治疗癌症。

您所接受的化疗程序是由癌症种类和所使用的药物来决定的。
医生可能会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方法：

1、用注射器或输注方式（点滴方式）注入静脉

2、注射入肌肉

3、皮下注射

4、注射到脊椎

5、口服药物

6、涂抹在皮肤上

7、在膀胱插入一根导管

8、在胸腔插入一根导管

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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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化疗时，无论是口服、注射药物或涂药在皮肤上，都和其他治
疗一样。

不过，多次注射后可能会使静脉变得较硬或疼痛。如果在接受注
射/输注时或过后感到疼痛或不适，必须通知医生或护士。

化疗痛不痛？

化疗的次数有多频繁？
化疗通常有个周期，有可能是每天，每个星
期或每个月进行一次。每个治疗周期之间都
有一段休养期，好让您的身体有时间复原。

化疗

每次的化疗时间有
多久？
化疗所用的一些药物是以静脉注射
的方式注入体内。这也许得花上几
个小时，因此，每次的治疗时间可
能介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这取决
于化疗所用的药物种类和数目，以
及用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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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

疗程的长短是由癌症种类、治疗目标、所用的药物、癌细胞的反应，
以及化疗后产生的副作用决定的。

整个化疗的疗程需要多久的时间？

一般上， 化疗是可以在门诊部进行的。然而，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
密切观察您的身体对化疗的反应，您可能需要住院。

有些化疗疗程较长，因为药物必须连续输注好几天。这个过程可以在
住院或门诊的情况下进行。

接受化疗时需不需要住院？



按照医生列出的化疗时间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错过一个剂量的药物
可能会影响整个疗程的效果。

下一个化疗周期偶尔会因为血球含量低或严重的副作用而延迟。医生
也许会考虑调整剂量，而且会跟您讨论这件事。

如果错过一个剂量的药，立刻告诉医生或药剂师，征询他们的意见。
他们会提供您最恰当的做法。千万别在下一次服药时，使用双重剂量
的药。

如果错过一次化疗或少服一个剂量的药
怎么办？

有些药物，包括不需医生的药方就能买到的药，草药和传统药物可
能会干扰到化疗所用的药物的疗效，或者产生不良的作用。因此在
接受化疗之前或正在接受化疗时，必须让医生知道您所服用的其他
药物。

接受化疗时能不能服用其他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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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

能不能服用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
最好通过日常饮食摄取维生素和矿物质。若想服用任何补充剂，
请先咨询医生或药剂师。

在接受化疗期间，最好避免喝酒，因为酒精可能会影响一些药物
的疗效。

能不能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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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

化疗有没有副作用？
虽然化疗药物会引发各种副作用，不过，多数的副作用都是短暂
的，而且可以用药物来克服。

不同的药物会产生不同的副作用，而且因人而异，轻重程度也不同。

一般上，在接受化疗时并不需要调整饮食。不过，如果出现某些副
作用，您也许必须改变您的饮食习惯。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化疗会削弱您的免疫系
统，因此有必要避免任何未经烹煮的食物（例
如寿司等），以免受到感染。细菌通常存在
于未经烹煮的食物中，因为它们通常是在烹
煮过程中被杀灭。基于同样的理由，所有
蔬菜和水果都必须小心清洗。

接受化疗期间也必须保持均衡饮食，
摄入各种营养。保持饮食均衡能够更
好地应付副作用，而且能够更有效
地避免受到感染。此外，摄取足够
的养分，尤其是蛋白质，将能促
使体内的组织更快重建。

在化疗期间需不需要调整饮食？



8

化疗

当癌细胞在快速增长与繁殖时，化疗能杀灭快速增长的癌细胞，但在
这过程中，也会影响到正常健康的细胞而引起副作用。

最可能受到化疗影响的是那些增长快速的细胞，例如骨髓细胞（造血
干细胞）、消脂道细胞、毛囊细胞，以及繁殖系统的细胞。

这些副作用的导因是什么？

多数的正常细胞会在化疗结束后快速康复；因此疗程过后，多数的副
作用就会逐渐消失。这段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这些副作用有时令人
难受，不过却能通过药物加以控制，例如抗恶心药物。 

这些副作用会持续多久？

化疗的费用有所不同，取决于医生开具的药物和治疗过程。如果您对
化疗的费用有疑问，可以向医务社工咨询（仅限预约）。

化疗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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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

根据您的健康状况，医生可能会为您开出口服的化疗药物。这种药物
对于治疗您的病症至关重要，但它可能会对无意中接触的其他人士造
成危害。因此，小心处理这种药物非常重要。

意外接触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	 压碎或折断片剂/胶囊时吸入药尘。

•	 液体药浆溅出时吸入飞沫。

•	 接触受污染的手或环境时摄入。

注意事项

•	 应该整颗吞服片剂/胶囊（不要咀嚼）。

•	 切勿挤压或折断片剂/胶囊。如果您无法吞咽，请与您的药剂师或 
 医生联系。

•	 如果有必要切开片剂（例如分成一半或四份）以获得正确的剂量， 
 应使用片剂切刀。不要使用切割其他药物的片剂切刀。

•	 服用药物前后均应清洗双手。

•	 看护者不应裸手处理这些药物，而应佩戴手套。如果不慎 接触，
 应立即用肥皂和水清洁双手。

•	 孕妇及哺乳期的女性应避免接触这些药物。

•	 将所有药物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安全地方。

•	 如果需要冷藏药物，应该正确地与其他食物分开（使用可重复密封 
 的塑料袋或容器）。不要将其他食物或药物放在同一容器中。

•	 使用指定的口腔注射器或勺子服用药物。您可以清洗和多次使用这 
 些器具，但不要将它们用于其他用途。

•	 如果医生决定停止治疗，将剩余的药物退回药店进行妥善处置。

服化疗药物的安全处理



化疗会减少身体制造的白血球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更容易受
到感染。常见的疾病：例如发烧、咳嗽和感冒的病情会变得严重。
因此有必要预防染上疾病。

发烧和感染

如果发生下列情况：

•  在任何时候体温达到摄氏38度

•  当您出现染病的症状，例如发冷、严重的咳嗽或喉咙不适、排尿 
 时感到灼热和疼痛、腹泻不止、气喘

您必须拔电到以下：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67737888

到了紧急部门时，必须通知值勤医生，您正在接受化疗。

有用的提示
•		注重良好的个人卫生。

•	 吃饭前或如厕后把手洗干净。

•		避免跟患有咳嗽、感冒和其他传染病的人接触。

•		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地方。

•		避免吃未经烹煮或还未煮熟的食物。

•		每天用温度计测量体温两、三次，或者在您感到不适或发烧时  
 量体温。 

•		不要自行服药，必须征求医。

发烧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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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化疗的反应都各不相同。很多人会觉得恶心。然而有些人
却会呕吐。通过药物可以控制或纾缓恶心和呕吐。即使您没有出现
任何恶心或呕吐征状, 医生也许会开一些止吐药方, 以便您在化疗后
服用。请遵守指示或跟医生或药剂师讨论这件事。

恶心和呕吐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必须拔电给护士：

•  无法喝下足够的水份或吃下足够的的食物

•  口在腹用止吐药后仍然感到恶心和呕吐超过24小时

•		避免在化疗前吃得太饱。

•		设法少量多餐，例如每天吃6顿份量较小的餐食，而不足三顿
 大餐。

•		放慢进食速度，细细咀嚼食物，以帮助消化。

•		避免气味浓烈、油腻和辛辣的食物。

•		避免在进餐时喝太多液体。

•		避免喝过多有汽饮料、咖啡或茶。
 

有用的提示

恶心和呕吐

10 11



有用的提示

腹泻

•   喝大量的液体。

•   避免吃含高纤维食品，例如谷类面包、麦片、豆类、未经烹煮   
 的蔬菜和水果。

•   

•   避免牛奶或其他乳制食品，它们可能令您的腹泻加剧。

发腹泻的

的指示。

•   24

 而且感到剧痛或痉挛

•   服用止泻药后仍然腹泻超过六次，而且排出的粪便含有大量的

 水份

腹泻

12

化疗可能会影响肠内的细胞，导致腹泻。某些化疗药物引

可能性较高。医生会开止泻药给您，在服用前必须细读并了解药物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请联系护士或医生：

腹泻的情形持续超过 小时，或在服用止泻药后仍然泻肚子,

避免喝茶，咖啡和吃煎炸，油腻或辛辣的食物。



便秘是化疗的其中一种令人难受的副作用。不过，便秘也可能是其
他原因造成的，例如少运动或营养不足。

便秘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请通知医生：

•  超过三天没排便

•		喝大量的液体。每天至少喝下八杯水或其他液体。

•		吃含有高纤维的食品。

•		定期运动。轻微运动，如步行能够帮助排便。
 

有用的提示

医生可能会开些药方协助您排便。

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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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化疗药物会导致口腔和喉咙长疮。这些疮会痛，而且可能会受
到感染。因此您必须很好地护理口腔。确保口腔和喉咙干净。

口疮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请联系护士或医生：

•  口腔内生疮

•  口腔内有白点或白斑

•  口腔感到疼痛

•  进食、喝水或吞食时有困难

•  不正常的流血

有用的提示

•		开始化疗之前先让牙医检查和清洗牙齿。

•		每天用牙刷刷牙。

•		每次饭后都用水漱口。

•		千万不要使用含有酒精的漱口水。它会使您的口腔更加干燥。

•		每天检查一次口腔，如果发现白点、白斑或口疮，请联系
 护士，征询她的意见。

•		医生可能会开一种漱口药水给您，以减轻不适.

至于戴假牙的病人

•		在进行口腔护理前，脱下假牙。

•		尽量少戴假牙。

•		经常清洗假牙，然后把它浸在浸泡液中。

口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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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胃口和口味改变是化疗病人经常面对的副作用。丧失胃口也可
能是因为癌症本身或精神压力造成的，然而，您必须提取足够的蛋
白质和热量，体内的正常细胞才能有效地进行修复和再生。

丧失胃口/
口味改变

•		设法少量多餐，例如每天吃5至6顿份量较小的餐食，而不是
 三顿大餐。

•		通常早上胃口比较好，设法在早餐摄取至少三分之一每天所需  
 的蛋白质和热量。

•		服用其他补充食品，例如Ensure，Isocal，Resourse，
 Sustagen等。

•		避免那些吃了会感到很胀或产生气体的食物，例如豆类、包菜  
 或椰菜花。

•		进餐前步行一阵子或做些简单的运动。

•		常用漱口水漱口，以去除苦味或金属味。
 

有用的提示

丧失胃口/口味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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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化疗药物会损伤毛囊细胞，导致毛发脱落的速度比平时快。但
不是每个抗癌药都会导致脱发的现象。

脱发的情况不会立刻出现。在开始化疗的2至3个星期，或者是接受
过数次化疗后，头发会变得稀薄，然后开始逐渐脱落或整堆掉落。
脱落的可能不只是头发，身体所有部位的毛发都可能会脱落。

通常在完成化疗后的6至12个月，毛发就会开始长出来，不过您的
毛发也可能会在化疗期间开始生长。刚长出的毛发的发质和颜色可
能会不同，例如卷发变成直发、原本乌黑的头发颜色变得比较浅。

脱发

16

脱发



脱发可能会令您感到困扰。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形象和生活素质。如

果出现下列的情况，请联络护士抒发您的感受：

•   对于脱发感到愤怒和/或难过

•  寻求实用的办法来改善外观

（护士会安排您出席一个称为“改善外观以取悦自己”的课程，

让您学习改善外观的实用办法）

有用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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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头发剪短。这会使您的头发看来较浓密，同时脱发的问题

 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处理。

•   使用性质温和的洗发剂，洗发时必须轻轻地洗。

•   用软梳子或梳齿较大的梳子。

•   避免使用吹风筒、发卷、发夹和橡皮圈。

•   不要染头发。

•   在头发掉光之前买顶假发。这不仅让您做好脱发的准备，而且  
 也能买到跟头发颜色相配的假发。

•   您可能会比较喜欢用头巾或帽子。这些头饰有各种颜色和布料  
 可供选择，它们也能令您容光焕发。

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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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乏
疲乏是一种疲倦的感觉，它令您不想干活或想做的事。它可能是生理
上、心理上、和/或精神上感到疲乏不堪。您的身体，尤其是手臂和
双腿会感到沉重。您也许不想进行正常的活动, 例如吃东西或购物。
有时您也会觉得难以集中精神或仔细思考。接受化疗的人经常都会感
到疲乏，目前还不清楚确实的原因，不过癌症、血球含量低、营养和
睡眠问题等因素都可能令病人感到疲乏。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必须拔电给护士：

•  过去24小时累得无法下床

•  觉得很迷惑或无法清楚地思考

•  觉得越来越疲倦

•  休息和睡眠虽然重要，不过休眠过多也不好。休息太久会削弱  
 您的精力；休息越久就越疲倦。如果失眠就告知医生或护士。

•  尽量保持活跃。定期运动，如每个星期步行数次，有助于改善  
 情况。

•  喝大量的液体，吃有营养的食物。

•  把各项活动隔开，就能处理更多事。在各个活动之间歇息。
 让其他人协助您煮饭、做家务或办些小差事。不要勉强去做超  
 出自己能力的事。

•  做些自己爱做和感到开心的事。听听音乐、探访朋友和家人，  
 或者观赏优美的画作。每个星期设法做这些事至少三次。
 

有用的提示

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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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肤和
指甲的影响
化疗后，皮肤会变得干燥、发红、发痒、脱皮、颜色较深和对日光敏
感。有时候，指甲可能会变暗、发黄、变脆、或松动和脱落。通常会
重新长出新的指甲。

有用的提示

对皮肤和指甲的影响

•		在皮肤和指甲（手和脚）上使用保湿乳液。

•		选择保湿淋浴和洗手乳液。

•		避免暴露在阳光下和使用紫外线晒身箱。每次出门时使用

 SPF 15或更高级别的防晒霜。

•		处理家务和使用工具或清洁剂工作时，应戴上手套。

•		穿着合适的鞋子，以保护脚趾和足部。

•		每天检查您的手脚，查看是否有变化。

如果您的指甲角质层呈现红色或感到疼痛，请通知您的肿瘤科
医生或护士。



有用的提示

对肾脏和膀胱的影响

对肾脏和膀胱
的影响
一些化疗药物可能会影响和破坏膀胱和肾脏功能。这些副作用可能
是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因此，辨别它们的前兆和症状是很重要的。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必须通知医生：

•  排尿时感到疼痛或灼热

•  急于排尿

•  尿液带血

•  排尿的数量显著
 减少

•		喝大量的液体。每天至少喝
 八杯水和其他液体，尤其是
 接受化疗疗程的前几天。

•		避免喝酸性饮料或吃酸性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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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对男性来说，化疗药物会产生以下的影响：

•  精子数量减少

•  不育。（可能是暂时性或永久性）

对女性来说，化疗药物会产生以下的影响：

•  破坏卵巢

•  削减荷尔蒙含量

•  月经变得不定时，甚至是突然完全停止

•  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例如潮热、搔痒、阴道灼热或干燥

•  阴道组织改变，可能导致性交时感到疼痛，以及阴道受到感染

•  不育。（可能是暂时性或永久性）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21



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如果对这些课题存有任何疑问或感到担忧，不要犹豫，请您跟医生

或护士讨论。

•		适用于男性：如果您希望将来养育孩子，请在化疗前选择精子  
 银行服务。

•		性交过程中使用水基润滑剂，以减少阴道干涩和疼痛。

•		在化疗期间必须避免怀孕。化疗可能会危害胎儿。

•		在最后一次化疗后的两年内，避免怀孕。

如果出现潮热，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		避免含咖啡因的食品和酒精。

•		定期运动

•		如果相关症状影响您的日常作息，请务必通知您的肿瘤医师。
 

有用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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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
化疗会使身体制造的血小板减少。血小板使血液凝结，从而止血。
血小板含量低可能会使您比平时更容易流血或出现瘀青。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必须通知护士和医生：

•  鼻子或牙龈出血

•  尿液或粪便带血

•  皮肤出现小红点

•  出现不寻常的瘀青

•  痰中带血

•  月经失血量增加

•		避免剧烈运动或做那些可能造成损伤的剧烈活动。

•		避免用力擤鼻涕。

•		用软毛牙刷刷牙。

•		确保假牙贴合就位

•		不要在没有事先征询医生的情况下服用任何药物，尤其是阿斯  
 匹林或其他止痛药。

•		在接受任何牙科/外科治疗前，通知牙医/外科医生您正在接受 
 化疗。

•		避免可能会导致出血的按摩、推拿和针灸治疗。

•		避免使用剃须刀片、指甲钳或牙线，以减少损伤和出血机会。

有用的提示

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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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神经病变
化疗后手指和脚趾可能会出现麻痹或刺痛的感觉，并在化疗结束后
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化疗会影响肢体的外围神经。这种感觉通常是
可以忍受的，除了一些患者出现轻微不适或难以运用手指来执行一
些日常活动。

有用的提示

•		进行足部护理和穿着合适的鞋子，以防止受伤。

•		预防跌倒。

•		轻轻按摩手脚可改善血液循环，刺激神经和暂时缓解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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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NCIS)
1E Kent Ridge Road
NUHS Tower Block, Level 7
Singapore 119228
电邮 : ncis@nuhs.edu.sg
官方网站 : www.ncis.com.sg

国大医疗中心, 8楼

10楼癌症诊所 - 国大医疗中心, 

放射治疗中心 (RTC) - 

预约热线 : (65) 6772 2002 (星期一至五: 上午8.30至下午5.30)
传真 :  (65) 6734 2574
电邮 : CancerApptLine@nuhs.edu.sg

:

联络资讯

联络资讯

*关于抗癌药物资讯，你可通过上面列出的癌症热线向癌症诊所的药剂师查询。

癌症热线 : (65) 9722 0569 (星期一至五: 上午8.30至下午5.30)
传真 : (65) 6772 5829
电邮 : CancerLineNurse@nuhs.edu.sg

癌症热线
一项由肿瘤学护士提供与癌症相关的咨询服务

化疗中心和干细胞治疗中心 - 国大医疗中心, 9楼
 
预约热线 : (65) 6773 7888  (星期一至五: 上午8.30至下午5.30)
传真 : (65) 6777 4413
电邮 : CancerApptLine@nuhs.edu.sg

8楼乳房护理中心 - 国大医疗中心, 



地点   最邻近地铁站：肯特岗, 环线

搭客可在位于国大医院医疗中心门口的肯特岗站下车。请通过出口C出站。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位于国大医院医疗中心的 8至10楼;您可在电梯大

有关前往癌症中心(NCIS)诊所的具体路线详情,请登录 www.ncis.com.sg。
如欲查询国大医院的更多路线详情, 请登录 www.nuh.com.sg。  

本手册所载信息仅作指导之用, 并不能替代医生的医疗建议。如果您对手术、您的健康或医疗状况存在

任何疑问, 请咨询您的医生。

正确信息依印刷日期为准(2014年1月), 如需做任何变更, 恕不另行通知 。

堂B乘搭电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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