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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於青壯年，且女多於男

當心

甲狀腺癌
上身
文／劉妙真
陳欣怡

知

名藝人李明依日前驚傳罹患甲狀腺癌，事實
上，台灣的甲狀腺癌人數及發生率逐年增

加，占全癌症發生率增加最多的前五名，最新的國
民健康署癌症登記報告顯示，2017年台灣有4,053
人初次被診斷患有甲狀腺癌，其發生率在女性惡性

甲狀腺癌的致病原因
甲狀腺是人體最大的內分泌腺體，它的重要性
等同於人體的行政院，位於脖子中間的蝴蝶形腺
體，分為左右兩葉，中間由峽部連接，平均長度約
2.5～4公分，寬度1.5～2公分，厚度1～1.5公分，

腫瘤排名為第4位、男性為第14位，好發於中年女

重量約10～20公克，功能是分泌甲狀腺素，甲狀

性（男：女＝1：3～1：4），甲狀腺癌佔該年全

腺素會透過血液流往全身，調控全身的新陳代謝，

部惡性腫瘤死亡人數的0.40%。

影響著血壓、心跳、體溫、和體重。當甲狀腺的正

值得注意的是，甲狀腺癌多以年輕族群為主，尤
其是年輕女性！根據統計，甲狀腺癌以40歲前的
族群居多，且女性較男性多4倍，是10～29歲女性
癌症發生率第一名，可說是女性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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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醫院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甲狀腺腫瘤個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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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細胞變成異常細胞並失控不停生長時，即發生甲
狀腺癌。
甲狀腺癌真正發生原因尚未十分確定，不過目前
已知幾種因素可能誘發產生甲狀腺癌，輻射暴露

（曾經接受頭頸部放射線照射治療者）、家族史、

在兒童或青少年時期接受頭頸部放射線照射來治療

其他（如職業和環境暴露等）。

淋巴癌等癌症的話，數十年後甲狀腺癌的機率也會
上升。

輻射暴露

基因變異

短期又大量輻射暴露尤其會增加乳突癌的機會，
車諾比核爆以及廣島及長崎原子彈爆炸後，當地兒
童後來罹患甲狀腺癌的機率就變高了。有研究認為

髓質癌與家族遺傳的基因變異最有關連，並容易
有其他內分泌腺體的異常。

甲狀腺癌的症狀與種類
甲狀腺癌初期可能沒有任何症狀，當引起症狀時，最常見的症狀是甲狀腺上的結節，尤其是未分
化癌，通常在很短的時間內變大。有時病患自己會感覺長了結節，大部分是醫護人員在例行檢查中
發現。少見的其他症狀包括：聲音沙啞或無法說話、呼吸困難、吞嚥困難、咳嗽或咳血。
大部份的甲狀腺結節是良性的，佔90%以上；少數會是惡性的（即甲狀腺癌），約佔4～6.5%。
根據細胞特性不同，甲狀腺癌的發展與治療後的發展也不一樣，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四種；依細胞分
化的程度，又分為分化良好的，或是分化較差的甲狀腺癌：
分化良好的

分化較差的

乳突癌

濾泡癌

未分化癌

髓質癌

其他或是

PAPILLARY
CARCINOMA

FOLLICULAR
CARCINOMA

ANAPLASTIC
CARCINOMA

MEDULLARY
CARCINOMA

轉移性癌

最常見，生長

年齡介於40～

甲狀腺濾泡上皮未分化

髓質癌由甲狀腺C細胞

屬於少見，

的速度不快，

50歲，可能源

的腫瘤，極為惡性非常

所衍生，並非來自甲

由乳癌或肺

預後最好的

自癌基因突變

具有侵襲性，疾病進

狀腺濾泡細胞，故不

癌轉移至甲

甲狀腺癌，

或重排，術前

展非常迅速，治療效果

攝取碘。這種型態的

狀腺。

診斷年齡介於

的細針抽吸細

不佳，疾病特異性死亡

甲狀腺癌約一半患者

20～45歲之

胞學檢查較難

率接近100％。且常迅

是家族遺傳，還可能

間，算是比較

以斷定是「濾

速侵犯周邊組織或轉移

併發其他內分泌瘤，

年輕就會得到

泡瘤」或「濾

到全身各器官，預後甚

像是腎上腺瘤、副甲

的癌症之一。

泡癌」。

差，患者常在診斷確定

狀腺瘤等，容易從淋

後數月內死亡。

巴及血液轉移。

甲狀腺癌的分期

為基本組成，針對腫瘤不同情況分類，是目前廣

依據美國癌症聯合委員會（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2017年第八版

的TNM分期，甲狀腺癌分期系統以腫瘤原發灶

泛應用的評估甲狀腺癌預後分期的重要參考標
準，分為第I、II、III及IV期。前3期（I，II，III
期）的10年存活率超過90%，第四期約為50%。

（T）、區域淋巴結轉移（N）以及遠端轉移（M）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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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癌的診斷
由於影像學的發達（超音波、電腦斷層、以及正
子），近幾年來，甲狀腺結節有增加的趨勢，如果
有發現的甲狀腺結節，醫生會安排檢查，看看是否

3. 甲 狀 腺 素 ： 大 多 數 患 者 需 甲 狀 腺 激 素 抑 制 治
療，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現甲狀腺功能低下的症
狀，同時也可以預防（抑制）甲狀腺癌的生長
或復發。

是癌症，以及抽血驗甲狀腺功能（許多甲狀腺上的

4. 復發或是轉移病灶的治療：包括手術，放射性

結節並不是癌症，只有約5％的甲狀腺結節是惡性

碘、化學治療和體外放射治療，還有最新的標

的。大多數甲狀腺癌患者有很好的治癒或長期生存

靶藥，以及發展中的細胞和免疫藥物治療。

的機會）這些檢查包括：

影像檢查

5. 化學藥物治療：化療一般來說對甲狀腺癌的治
療效果有限，故較少採用，僅用於淋巴癌和未

最常見的是超音波檢查合併細針穿刺。超音波做

分化癌。

完後，醫生使用細針從結節中取出少量組織樣本，

通常手術切除後會留有傷口，建議傷口使用美容

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是否為惡性。或者利用甲狀腺

膠固定，不需時常更換，當有脫落時才須更換，傷

掃描，看看是熱結節或是冷結節。

口保持清潔乾燥，不需天天換藥，如傷口有紅、
腫、熱、痛、滲出液時，需立即回診。在自我保健

抽血檢查

部分，也可以自行進行單緩慢頸部運動，例如：點

主要用來評估甲狀腺功能，一般無法直接判斷是
否為甲狀腺癌。

頭、仰頭，向左向右轉動頭部，以預防肩、頸部肌
肉關節僵硬，但不可過度牽扯傷口，如傷口有劇烈
疼痛滲血應馬上停止。並且需要均衡營養及適當的

基因檢查
目前用在標靶藥物使用前的篩檢、以及髓質癌或
是其他的家族性甲狀腺癌。

液體攝取，建議一天2000㏄水分。當然，最重要
的是需要適當的休息與運動以利早日康復。
治療後，亦需定期的追蹤包括血液檢查和

甲狀腺癌的治療與預後
首要仍是以手術為主，術後再加上其他的輔助治
療。正確治療方式取決於甲狀腺癌的類型，癌症分
期和其他身體醫療問題。通常用以下一種或多種治

影像學檢查（胸部X光、頸部超音波檢查或放
射碘掃描），以判斷是否有癌症復發。血液
檢查追蹤促甲狀腺素（TSH）和甲狀腺球蛋白
（Thyroglobulin），或是癌胚抗原（CEA），抑鈣
激素（calcitonin）等髓質癌特定的指標。

療：
1. 手術：甲狀腺癌的主要治療方法是手術，包括
雙側或單側甲狀腺切除，也可能會切除附近的

甲狀腺癌是一種悄悄無聲的腫瘤疾病，若能早期
發現、治療，預後的存活率極高。

淋巴結，需注意的是一旦接受甲狀腺全切除的
病患，必須終身服用甲狀腺素。

掃描QR CODE到台灣癌症基金會官網
2. 放射性同位素碘131治療：大多數患者需再加
上放射性同位素碘治療，以避免癌症復發。

甲狀腺癌專區

（30 mCi以上的劑量，需住院隔離，避免輻射

了解更多資訊

外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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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精準治療
維持療法有效延緩疾病復發

文／賴鴻政

卵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副院長暨婦產部主任

巢癌在女性癌症中發生率與死亡率皆排名第

察覺是腫瘤的發生，即使有症狀，也因特異性不

七，因疾病進展快，且初期症狀不明顯，發

高，不會懷疑是卵巢問題，例如出現腹脹、消化不

現時往往已是第三、四期，加上復發性高，一旦復

良、胃口差等症狀時，多只會看腸胃科，錯過了第

發，後續的無疾病惡化存活期會逐漸縮短，病人治

一時間的治療，而且對疾病認知普遍不足，有些人

療過程也倍受煎熬。延緩疾病的復發成為新的治療

甚至沒聽過卵巢癌定期篩檢，故對疾病警覺性較

目標，近幾年標靶藥物的進展，已大幅延長疾病復

低。

發時間，為卵巢癌患者帶來一線曙光。

症狀不明顯，疾病進展快，導致卵巢癌高
死亡率

另一原因是癌細胞往往快速從卵巢、輸卵管擴散
轉移，病程快速地進展到晚期，只有少部分腫瘤因
長得慢，從淋巴轉移出去的時間較晚，早期發現機
會較高，但畢竟是少數。

每年罹患卵巢癌人數有將近五成確診時已是第三
期以後，主要因症狀不明顯、沒有明確的篩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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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復發時間，治療卵巢癌的一大目標

與疾病進展快，導致死亡率很高。40～59歲之間

治療卵巢癌首要若能開刀當然最好，盡量將腫

好發族群的中年女性，常見的症狀為腹部微凸但未

瘤切除乾淨至肉眼看不到的地步，即使無法切除

台灣癌症基金會

乾淨，至少腫瘤不超過1公分，而無論是否切除乾

測結果發現BRCA1、BRCA2基因具有突變。經第

淨，後續仍要接受輔助性化療，直到治療完，指數

一線化療後為了延緩下次復發的時間，在和病人解

正常，電腦斷層看不到殘存腫瘤為止，之後就是持

釋後決定使用PARP抑制劑，持續口服至今快兩年

續追蹤。

都沒復發。

卵巢癌在三年內，病人復發的機率高達七成以

2018年的研究發現，卵巢癌復發又帶有BRCA基

上，這時候要再接受化療，有時可能要進行第二次

因突變的病人，使用PARP抑制劑藥效明顯，與服

甚至第三次手術。要注意的是，一旦復發，後續再

用安慰劑的患者相比，第一線化療後3年內復發的

復發的間隔時間會一次比一次短，假如治療後一年

患者人數相差逾2倍，服用PARP抑制劑的病患其無

半復發，一年後就可能再復發，而第三次復發可能

疾病惡化存活期相較於沒有服用PARP抑制劑的病

只隔半年。

患明顯延長，這是過去20年來都沒有過的治療進

如何讓復發的時間延後，使存活時間延長？是卵

步。

巢癌治療的一大目標。以往手術、化療完只能每三

以往卵巢癌三、四期病人五年存活率只有30～

個月追蹤一次看指數是否正常，然後就是等待。隨

40%，在新藥問世後，無疾病存活期已延長3倍，

著醫藥科技的進步，現在有維持性療法，當手術、

未來預期基因檢測加標靶藥物的治療方式，五年存

化療都完成，已沒有殘存癌細胞，後續使用標靶藥

活率可望超過五成，甚至更多，非常值得期待。

物，可延緩復發時間。
近年來癌症治療講求個人化精準治療，讓病人在

針對卵巢癌，該如何提高警覺

治療期間使用合適的藥物，透過基因檢測特定生物

卵巢癌初期接受手術，五年存活率高達90%，但

標記診斷，再藉以判斷患者是否適合使用特定藥

因為不像子宮頸癌有好的篩檢方式，所以建議至少

物，以達到精準治療，稱為「伴隨式的診斷」，有

年度健檢時能做陰道超音波，尤其一、二等親有

些標靶藥物就有伴隨式診斷，近幾年開始有的新藥

卵巢癌、乳癌、大腸癌等病史之民眾，更要定期檢

物PARP抑制劑就是屬於其中一種。

查。假如常有腸胃不適的狀況，除了腸胃科之外，
也別忘了看婦科，因為卵巢的問題常以腸胃症狀為

治療卵巢癌，基因檢測是關鍵

表現。

癌症患者接受化療後細胞的DNA會損傷，一般癌

卵巢癌的治療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進步不大，但

細胞有很好的修補能力，能使癌細胞活下來，如果

近幾年無論檢測工具、藥物治療都有長足的進步，

患者本身有基因缺陷造成細胞修補能力有缺損，對

萬一不幸罹患，千萬不要悲觀！醫療的發展日新月

這些能力不好的癌細胞，另外以藥物抑制它的修補

異，只要有信心，與醫療團隊充分配合，就能得到

路徑，便能更有效地消滅癌細胞。

最佳療效。

如何確定DNA的修補能力是否有缺損？理論上要
做基因檢測。目前卵巢癌檢測以BRCA1、BRCA2
基因檢測為主，若確定基因有突變，使用PARP抑
制劑的治療反應會很好。

大幅延緩復發時間，有效提升存活率
門診一位屬於典型常見的第三期卵巢癌病人，診
斷後即進行基因檢測找尋任何可能的治療方式，檢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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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癌友外觀改變
的心理調適
還是我嗎？
這樣的我
文／呂錡濡

老張 口腔癌

8

小珊 乳 癌

台灣癌症基金會特約臨床心理師

阿元 大腸直腸癌

老張開完刀後，臉部有

小珊罹患乳癌，單側乳

阿元做了人工肛門後，

了明顯的改變，不但說話

房全切，擔心乳房重建會

覺得出門時的清理、照護

變得不清楚，連進食也都

影響病情，因此沒有進

很不方便，而且擔心讓人

有困難；原本熱情好交友

行。術後一年多了，她還

聽見造口排泄的聲音或飄

的個性，開始變得不愛出

是沒有勇氣直視鏡子中，

出的異味，所以也幾乎都

門、不愛與人互動。

少了一邊乳房的自己。

不太出門。

台灣癌症基金會

癌友專欄

對這些癌友來說，癌症所帶來的衝擊，不只是
健康上的威脅，有許多因為患部手術，造成外觀
上有明顯改變而影響形象。因此，另外一項極大
的挑戰，則是如何重啟外觀改變後的新生活與新
人生。

確診後提前部署 了解狀況心安定

接受自己的脆弱 重啟癌後新生活
有癌友會問：「我可以不勇敢嗎？」
可以！有些癌友可以很樂觀地看待自己外觀上的
改變，甚至不太在意自己身體外貌的改變，但這不
表示他們就沒有脆弱失志的一面，也不代表我們要
變得跟他們一樣正向才正常。
適應癌後的人生，每個人需要的時間長短不一，

面對癌後人生的心理調適，在確診罹癌後就可以
開始準備了，以下兩點建議提供給大家。
1 主動認識疾病

像是我的父親在口腔癌治療後過了近2年，才能不
戴口罩見外人，也願意一起到外面餐廳用餐，漸漸
可以接納說話跟進食都有困難的自己。

確診後，跟醫療團隊討論治療計劃時，可以針

在這段適應的時間，也不是什麼都不做，就等著

對因治療可能帶來的暫時性或永久性的外觀改

海闊天空的那一天到來。有什麼事情可以嘗試、同

變，了解相關的外觀修飾或重建方法。另外也

時也讓自己持續進步的呢？以下兩點建議提供給大

可以在網路上，搜尋相同經驗癌友的分享，你

家。

的遭遇也許他曾有過，透過分享交流，對於如
何面對自己的癌後人生，會有可以互相參考、
學習的地方。
2 學習使用癌後的身體
術後身體外觀的改變，是需要投注心力去學習
適應。如乳癌的患者在乳房重建前，就需要學
習挑選合適的機能內衣；口腔癌患者需要進行

1		參加病友團體
因為大家同病相憐，除了互相加油外，還可以
交流一些與癌共存的方法。許多癌友在團體裡
找到了歸屬感，也發現這些心路歷程，經歷過
的人更能懂。
2		讓信任的親友陪伴
有些外觀很明顯改變的癌友，癌後變得人際疏

語言治療，或是找到適合的進食方法；有腸造

離、社交退縮、出現情緒困擾，這狀況很不利

口的癌友，可以先了解適合的飲食，以及如何

於癌後的適應。建議可以讓較親近的親友了解

照護造口避免感染。

你的需求，了解你在生活上需要的協助，讓他

事先蒐集資料、了解可能遇到的狀況與因應措

們成為你適應癌後生活的小幫手。就像當年我

施，可以讓我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去面對問題的。

母親，總會在我父親進食時，提醒他注意下

這些準備，可以幫助我們適應癌症，了解越多，就

巴，或是說話我們都聽不懂時，我母親就會幫

越能降低對未知的恐懼。

忙翻譯。找1～2位你願意在他面前脆弱的親友

癌症治療的過程中，難免會發生預料之外的狀
況，如果掌握更多的資訊，可以增加自己對疾病

陪著你一起外出，在你不便的時候，至少還有
瞭解你需求的人可以為你伸出援手。

的控制感。面對自己罹癌，如果讓你心力交瘁且

要適應及接受因罹癌而有些改變的外觀，的確是

無力面對，你可以試著開口請親友協助或讓醫療

有一段路要走，可能很快，但也可能很漫長。心理

團隊知道你的困難，不要獨自一個人扛或是逃避

的調適並沒有一個標準，但大家的目標都一樣，就

面對。

是身心能平衡、能與自己的癌及身體共存。有力氣
的時候，就拉自己一把吧，總是會有方法的！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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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請你一起這樣做！
︱預防肌少症

不可失

文／蔡亞靜

老

年人口逐年攀升，根據統計，台灣人口結構
逐漸步入老年化，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從

2012年的11.15%，預計會在2026年上升到20%，
屆時台灣將成為一個超高齡社會。然而，在這個現
象之下，老年人口身體的健康狀態更為重要，不論
是三高、心臟疾病、糖尿病等，甚至是癌症，都更
應該要被重視。這次要與大家探討的，是由多重因
素導致骨骼流失的肌少症，也是在老年族群常見的
健康議題。

10

A.C.E克瑞特核心運動中心教練

肌少症是什麼
肌少症是一個新興的健康議題，隨著年紀增長，
身體的肌肉質量減少及功能降低的現象，可能造成
疾病發生率提高、生活品質降低，盛行率也隨年紀
而增加。隨著年紀增長而造成的老化、飲食不均
衡、坐式生活、慢性疾病等，甚至因病而長期臥
床，都有可能導致肌少症。肌少症的症狀包含無法
長時間走路、無法從坐到站、擰毛巾時無法施力
等，到後期比較嚴重可能會有動作功能障礙、跌

台灣癌症基金會

癌友專欄

倒、骨折，甚至喪失獨立生活的能力，進而增加死

建議至少持續6個月。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機

亡風險。因此，如何預防肌少症在老年族群發生？

會可以視為運動訓練，像是一隻手煮菜，身體要同

不僅降低其導致的嚴重後果，更能節省龐大的醫療

時去拿另一樣菜加入鍋裡炒，也是一種協調訓練。

照護支出。

若能搭配平衡訓練、有氧運動，不僅能預防走路不
穩，同時也能改善身體的心肺功能，進而訓練自己

肌少症的治療方式

的呼吸肌群。

肌少症能不能治療，甚至是根治呢？其實肌少症
目前沒有藥物可以做治療，對肌少症患者而言，在
改善肌肉量及功能當中，營養與規律運動是最重要
的，一般的醫療建議加強補充營養，並搭配適當的
運動來維持肌肉量，以預防肌少症。

如何預防肌少症

３

WEEK
每週三次

３０ １３
０
BPM

MINUTES

每次 3 0 分 鐘

心跳達130下

適當營養與運動 預防肌少症

營養方面

在身體逐漸老化的過程中，生理、心理與病理交

腎臟功能正常的朋友，建議多攝取蛋白質，成人

互作用下，加速肌少症的形成，肌少症是引發老年

每天攝取的蛋白質，建議每公斤體重攝取0.8克，

人身體開始衰老並產生許多延伸問題的根本，也是

假設體重為60公斤，就建議攝取60×0.8=48克的

老年人發病率和失能的有利預測指標，但因為目前

蛋白質。

醫學上缺乏針對於肌少症的藥物介入，預防是避免

體重
(KG)

×

0.8

＝

正常人
每日攝取蛋白質(g)

肌少症所產生之問題的最佳選擇，也就是上述提到
的補充適當的營養及規律的運動訓練，改善肌肉量
和身體功能，就能有效預防因為身體機能老化所導
致的虛弱與失能，因此非常鼓勵大家從現在就養成

運動方面
許多研究報告指出，運動訓練是一種促進健康非
常有效的介入方式，能減輕與年齡有關的肌肉量喪
失及骨質流失的問題，而在預防肌少症中效果比較

規律的運動習慣，參加活動或是運動訓練，適度的
規律運動，可以協助維持身體活動能力、平衡感，
這改善的不僅是老年人的功能與獨立性，還有往後
餘生的生活品質。

顯著的，就是增加肌肉力量的阻力訓練，以及改善
肌肉性能的耐力運動，藉由長期的阻力訓練來強
化自身的肌肉量和肌肉力量，也透過耐力運動來改
善肌肉性能，使得肌肉承受阻力、重力、耐力訓練
後，再加入飲食習慣的調整，才能使肌肉量維持，
甚至增加。
訓練的頻率，除了衛福部建議每周至少運動3
次、每次至少持續30分鐘、每次運動後的心跳速
率須達到130下以上等標準之外，運動習慣的養成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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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保險諮詢專欄

癌後憂鬱症
算癌症併發症
可理賠嗎？

文／李柏泉

傳

統癌症險中除了理賠直接治療癌症，當有理

例，並未支持過保戶理賠主張。例如乳癌後復發重

賠併發症治療時是否包括憂鬱症呢？據台灣

鬱症，可能原因是接受治療的壓力，癌細胞的病

癌症基金會指出，從各國資料看，不分癌症約近

理作用只是其一，除非能證明癌細胞分泌神經傳導

50%的病人有情緒障礙，其中約有4/5被診斷為適

物質，造成憂鬱症的變化，且罹癌前並無憂鬱症病

應障礙症，1/5為重鬱症。

史；又如罹患甲狀腺癌後憂鬱恐慌症狀，甲狀腺癌

癌症險素不理賠癌因性精神疾病

12

台灣癌症基金會保險諮詢顧問

臨床治療上，確有可能因手術切除甲狀腺，致甲狀
腺功能低下而導致憂鬱的併發症，但保戶沒有明確

傳統分項給付型癌症險，如保險範圍包含直接治

甲狀腺功能低下情形，所以難推論甲狀腺癌治療後

療癌症及癌症所引起併發症，一直以來保險公司並

甲狀腺功能低下所導致憂鬱的併發症。如今，卻有

不理賠因癌症造成的精神疾病治療，過去評議的案

因癌症所引起之精神疾病的理賠案例，如下參考：

台灣癌症基金會

癌友專欄

案例

大腸癌後引發躁鬱、憂鬱症

最近一位罹患大腸癌的保戶，治療期間躁鬱症、憂鬱症上身，開始到精神科求診。107年底到108
年初，因鬱症、大腸癌及胃食道逆流性疾病併食道炎住院治療23天，出院後求賠癌症住院醫療保險
金及出院療養保險金20.7萬元。
保險公司從治療紀錄主張，住院原因為失眠、情緒低落，當中未有腹痛情形及使用止痛藥物、僅
使用精神科藥物，住院時睡眠情形良好、情緒平穩、無自傷行為，可與人交談等，可見純屬精神疾
病治療，並非保單約定之治療癌症、癌症併發症或癌症治療行為所引發併發症的範圍。

依據

專科醫生認「無法排除」癌症造成

案經評議中心受理評議，兩位醫療顧問檢視相關資料後卻有不同看法。茲摘錄如後：
1. 保戶住院治療的診斷包括重度憂鬱症、未明示的情感精神病與嗎啡依賴。就情緒、心理與嗎啡治
療而言，癌症此一事件為保戶於心理上產生精神疾病的前置因子，而在癌症治療的過程中，也可
能造成止痛藥的依賴或戒斷問題，而負面地影響保戶的精神疾病。
2. 依據病歷資料，保戶罹患的重鬱症，並非出現脫離現實症狀的「精神病」，但仍屬廣義的精神疾
病一種。從新近發展之心理腫瘤學的觀點，心理與情緒的病理現象與腫瘤病情的進展及治療過
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且根據主治醫師的回覆，保戶重鬱症與其癌症發生後身體狀況（癌症本
身導致或癌症治療所導致）有相當緊密關係。

判定
因此，除非保戶在腫瘤發生前就有明顯的情緒障礙相關問題，根據從寬從優認定標準而言，
難以將重鬱症排除於癌症（包括其治療）引起的併發症之外，即目前「無法排除」住院治療就
是因癌症所引起之併發症而接受住院治療。所以，評議決定判定保險公司應全數理賠保險金。
案源：108年評字第652號

台灣癌症基金會×好險在這裡

癌症病友保單診斷公益諮詢服務
台灣癌症基金會與「好險在這裡」共同合作，可協助癌友於治
療前掌握保單給付範圍，有利與醫生討論醫療方案；癌友於
治療期間發生保單理賠疑義時，可預約現場或電話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三、週五 下午2：00-5：00
諮詢地點：台灣癌症基金會 台北總會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16號5樓之2）
服務專線：02-87873881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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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保險市場大變動

掌握保險要訣

讓自己有最佳保障
文／李柏泉

保

台灣癌症基金會保險諮詢顧問

險市場受國內超低利率環境影響，保單利率

此類保單。不過，羊毛出在羊身上！保戶需於保障

逐年下降，今年再因新冠肺炎衝擊，責任準

範圍外多繳保費，保險公司將這些保費提存起來，

備金下調至歷史新低，預定利率亦跟著緊縮，保險

以備將來給付用，當責任準備金利率越低，保險公

變得越晚買越貴，想再加強保障或初次投保的人，

司提存比例越高，能運用資金進行投資收益的比例

該怎麼選擇呢？

越少，只有調高保費一途，才能填補失去的資金運
用空間，所以漲價是必然的。

如果不考慮儲蓄、還本功能，純粹
希望保障更周全，有幾項選擇：
1. 定期壽險。
2. 不還本健康險。
3. 儲蓄選擇基金定期定額與長期
投入，或投保兼具壽險與基金
責任準備金利率、預定利率的雙率調整，衝擊最

投資功能的投資型保險。

大的當屬具儲蓄功能的壽險，也就是大家較熟知的
儲蓄險。從今年七月開始，儲蓄險的儲蓄功能會因
雙率影響而明顯降低儲蓄增值功能，同時身故保額
要依規定調高，所以這類保單會是身故保障較高，
而想存錢供將來運用的功能較弱。

在選擇規劃險種方向時，如果是家庭中負擔家計
的角色，宜注重壽險與意外險人身保障、醫療保
障、重大疾病如癌症保障、失能保障這三類險種；
初入社會或單身的青年，人身風險優先加強意外、

另一個受影響的是保費會返還的健康險，在醫療
險、手術險、失能險、長照險，整筆給付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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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行有餘力增加失能保障。

險、重大疾病險、重大傷病險等等都有還本的保單

今年疫情突起陡升，或許會擔心保障不足，是否

型態。此類保單設計的用意，在提供被保險人健康

該增購保單？實際上已經有投保醫療險，保障內容

保障外，當身故時給付身故保險金給受益人，給付

就包含新冠肺炎住院治療，如果是擔心治療或隔離

多寡端看已經繳多少保費。保險公司銷售時往往訴

期間沒有收入，不妨增加住院日額。有些防疫保單

求「保費有去有回」，有些保戶會認為繳了那麼多

只要確診，不限制一定要住院，就提供一整筆金額

保費卻可能沒用到，豈不非常可惜？因此頗能接受

理賠使用，可以多加留意與評估投保的需要。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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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
呵護你每一吋肌膚

淺談癌友常見皮膚問題
文／李巧雯

隨

CIDESCO國際專業美容師、汎歌專業保養品輔導部經理

著醫學的進步，有效的癌症治療方式不斷地

不適的問題，以下要跟大家分享，如何做好日常的

被發現、應用，從早期的手術、化學治療和

基本護理照護重點，以防止皮膚乾燥或脫皮等不適

放射治療，一直到標靶治療、免疫治療等，只要配

情形發生。

合醫療團隊，積極治療，就有機會能戰勝癌症。但
無論是哪一種治療方式，破壞和消滅腫瘤細胞的同
時，我們的皮膚也有可能連帶遭受藥物的影響，而
出現異常、不適的反應，雖然大部分並不嚴重到危
及生命，但卻可能影響生活品質，嚴重甚至治療也
會被迫暫停，正因為如此，癌友的生活照護中，皮
膚保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治療期間更應該注意到

療程
化學治療

標靶治療
免疫治療

常見皮膚副作用
色素沉澱、落髮、指甲病變、
手足症候群、光毒性（曬傷）反應
膿包性丘疹（毛囊炎）、甲溝炎 、
皮膚乾燥、皮膚癢
皮膚癢、皮膚紅疹、白斑

皮膚的變化，降低治療時伴隨的不適，有效提高生
活品質。
癌友在治療期間，因為治療方式的不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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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乾癢潰瘍

與皮膚相關的副作用也會有所不同，整理如（右

在化療的過程中，最常伴隨著皮膚乾癢、黏膜潰

表）。治療期間之皮膚變化，最常見的有乾癢潰

瘍，這時候醫療團隊的處理方式會以提供藥膏給癌

瘍、缺脂性濕疹、脂漏性皮膚炎，面對這三種肌膚

友擦拭為主，有效抑制肌膚發癢及改善乾燥，除了

台灣癌症基金會

癌友專欄

塗抹藥膏之外，日常保養應注意以下事項：
1. 避免搔抓患部。

6. 同時要注意選擇在醫院或是藥局的醫學美容有信
譽的品牌，成分清楚，也要留意使用之有效期
限。

2. 通常四肢和臉頰會相對比較乾燥，可於洗澡後立
即塗抹保濕乳霜，為肌膚保濕鎖水。
3. 洗臉和洗澡的水溫不宜過熱，盡量偏溫涼（建議
平均38度，不要超過40度）。

03

脂漏性皮膚炎

脂漏性皮膚炎，好發於皮脂分泌旺盛的部位，
如：頭皮、延伸至鬢角、耳朵、中臉部鼻翼兩側的

4. 沐浴時間建議在10～15分鐘內完成，以溫和的

法令紋、T字部位、胸前、上背部等多處，患部皮

沐浴乳或是清水洗淨即可，洗完身體輕輕拍乾，

膚出現油膩脫屑性紅褐色斑塊，有搔癢感，很大的

在沐浴後5分鐘內，趁皮膚微濕時塗抹保濕乳

可能性為脂漏性皮膚炎。日常保養需注意以下事

液。

項：

5. 起床後的梳洗，臉部以清水洗淨即可，不建議頻
繁使用洗面乳。
留意以上的日常保養步驟，肌膚若依然出現過度
的乾燥發癢，應立即洽詢皮膚科醫師，給予適當建
議，並且配合藥物治療。

02

缺 脂性濕疹

1. 務必經由皮膚科醫師診斷，採取適當的外用藥物
治療。
2. 選擇透明、成分單純的洗髮精，或依醫師建議選
擇市面上藥用成分洗髮品。
3. 建議頭髮適當修剪，以避免過度悶熱。
4. 不適合洗潤合一或較滋潤的洗髮精，洗髮後切記
吹乾頭皮。

若癌友的四肢伸側、小腿前脛部及手部，出現乾
燥龜裂狀的紅色網狀裂痕，又癢又痛，很有可能就

透過適當的皮膚照顧，不僅能減輕治療期間皮膚

是癌友常見的皮膚疾病－缺脂性濕疹，也就是皮膚

因藥物而產生的不適，甚至預防皮膚不適的狀況發

水份與皮脂不平衡所導致，為避免後續併發接觸性

生，也能避免因皮膚不適而中斷療程，進而影響治

皮膚炎，或續發性細菌感染（如蜂窩性組織炎），

療的效果，讓癌友能與癌症對抗的同時，也維持良

除了上述幾點外，可以挑選市面上的乳液作為平時

好的生活品質，因此這些日常的自我照顧是非常重

保養，但在選購產品時，以下幾點須注意：：

要的。看完以上的分享，相信癌友更了解保護好自

1. 使用不含皂鹼的沐浴品降低刺激。

己的肌膚的重要性，也更清楚了解皮膚護理的重點
與癌症治療相同，都是「預防勝於治療」！總而言

2. 乳液功能在於補水、鎖水為主，挑選上以成分簡
單、無香料、無酒精的保濕保養品為佳。

之，日常就要多注意自己肌膚的變化，記得勿搓！
勿抓！水溫不宜過熱！同時對自己的肌膚一定勤勞

3. 化療或是標靶治療後的乾燥敏弱皮膚，建議使用

保養、溫柔對待，隨時注意任何變化，只要有一點

具有較強保濕功能的油性產品，或是以乳液添加

粗糙、乾燥，就要注意乳液的使用，此外，也要選

凡士林後做塗抹。

擇舒服的衣服材質，選擇棉質、親膚性的質料，讓

4. 選擇以未添加香精、香料及酒精的產品為佳，能
有效降低過敏風險。

身體保持乾爽、舒適。炎夏即將到來，一定要記得
三大保養重點「適度清潔」、「勤於保濕」、「認
真防曬」，掌握這些要訣，就能有效安撫肌膚，不

5. 請依照醫師指示擦藥，勿亂用偏方、成分標示不

怕肌膚鬧脾氣。

明的產品。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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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過後

當防疫成了日常
如何維持心理健康？

文／孫昭業

今

年初中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並且迅速擴散

一般民眾，一開始都對新冠肺炎病毒很陌生。關於

全球，確診與死亡人數不斷攀升，許多國家

病毒的來源、致命性、傳染性、傳播方式及治療方

因此進入緊急狀態。台灣在政府的超前部署及全民

法，眾說紛云，訊息非常混亂。在攸關生死又充滿

的配合之下，有效地阻擋病毒入侵肆虐，但也共同

未知的情況下，我們必然會感到焦慮，進而積極採

經歷了返台人數爆量、確診人數增加、防疫物資搶

取各種防疫措施，例如帶口罩、勤洗手、注意個人

購、連假群聚感染風險等一次次的挑戰。回顧過去

及環境衞生、減少群聚的場合等。

幾個月，面對疫情的變化與衝擊，你的心情還好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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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心理諮商所諮商心理師

雖然國內疫情趨緩，管制逐步鬆綁，但為了防範
疫情反撲，防疫仍然會是我們的日常。如何在防疫

焦慮包括擔心、害怕、緊張等情緒，是疫情下

生活中，保持適度的警覺又不致於過度焦慮呢？我

最常見的心理狀態。尤其，各國政府、專家乃至於

們可以從身體、情緒、認知三方面，進行自我覺察：

台灣癌症基金會

健康園區

出現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胸悶、身
身體上

體發熱、肌肉緊繃、口乾、食欲差、
睡不好等生理反應。

4. 暫 停 接 收 疫 情 資 訊
在網路時代，資訊的取得空前地快速、方便，但
也流於片面、零散，難以看見事實的全貌，更不要
說假新聞的泛濫。所以，一旦發覺封城、衝突、確

擔心、害怕、緊張、不安、憂鬱等，

診與死亡數字等訊息會引發你的擔心、害怕，最好

而且容易激動、失控等。

選擇不看、不聽，以免後續有更多的焦慮反應。

認知及

無法專心、容易恍神、傾向蒐集負面

5. 適 時 求 助

想法上

訊息、對疫情有災難性的想像等。

情緒上

當你感覺焦慮時，與朋友、家人談論自己的感
受或想法，確實有助於調節情緒。不過，如果焦慮

除了透過自我覺察，醫療院所及NGO在網路上提
供的焦慮和憂鬱量表，以及心情溫度計APP，也可

一直無法緩解並引發身心不適時，建議盡快求助醫
生。

以幫助我們監測自己的情緒狀態。焦慮幫助我們因
應危急情況，但長久下來也會過度耗損身體機能，
導致身心不適，免疫力下降，甚至影響到工作、人
際關係及生活品質。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個簡單的
方法，調節焦慮情緒，維持身心健康：

1 . 練習腹式呼吸

6. 選擇有公信力的消息來源，並且查核事實
正確的防疫訊息可以讓自己免於恐慌和誤判情
勢，但訊息管道太多元，反而令人無所適從。因
此，鎖定單一或某幾個官方窗口，像是疾管署的
Line：「疾管家」、衛福部的網站和FB，以及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天召開的記者會，可以避免資

深深地吸氣，感受腹部漲起來；慢慢地吐氣，感

訊超載和無謂的擔心。對於網路上聳動和來源不明

受腹部縮進去。吐氣時間要比吸氣更長一倍以上。

的疫情資訊，不要輕信和轉傳。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反覆進行一段時間後，可以啟動副交感神經，讓心

已在官網設立新冠肺炎專區，針對網傳可疑訊息進

跳緩和下來，解除身體的警報，讓人得以放鬆。

行查證和澄清，也接受民眾的檢舉。

2 . 培養運動習慣
許多有氧運動都有助於紓解壓力、降低焦慮，例
如散步、慢跑、游泳、登山等。在維持社交距離、
避免群聚的防疫前提下，每周至少運動三次、每次

當防疫成了日常，在口罩、洗手、保持社交距
離之外，我們更需要覺察與調節焦慮情緒，讓身
體安適、心理健康，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安然
度過疫情。

至少進行30分鐘，也能夠活化身體機能。

3 . 轉移注意力、轉化心態
做些讓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以及從事有興趣的
活動。比方說，落實個人衛生防護措施，讓自己感
到安心，然後追尋其他的生活目標；在心態上，接
受疫情不可測、不可控的部份，並且不再去放大和
強調，讓自己陷入焦慮。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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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寶果

蔓藤上耀眼的黑寶石

文／張啟玲

嘉

寶果名由英文Jaboticaba而來，有果皮厚之
意思，原產地來自南美洲巴西。全年枝葉濃

綠茂盛，樹幹上具有同時開花結果的特性，先開白
色小花，待花謝後樹幹會長滿如『葡萄』般的果
實，故又稱「樹葡萄」、「擬愛神木」。 果實歷
經淡綠色、紫色、深暗紫色，漸漸變成黑紫色成熟
的光滑漿果。嘉寶果產期4-6月及9-12月。成熟果
肉呈現白色半透明、果實碩大圓潤飽含水分，風味
特殊香甜可口，甜度平均可達13至18度，食用後口
感似山竹、芭樂、釋迦、鳳梨等綜合味道。

台灣癌症基金會營養師

嘉寶果的營養價值與研究
根據國際食物研究期刊2013年1篇文獻回顧發
表，嘉寶果含豐富的各種酚類化合物的來源，包括
類黃酮、花青素、單寧、酚類酸，以及多酚。根
據樹葡萄的營養成分分析，每100公克熱量約50大
卡，含微量胺基酸，醣類12.58g、維生素B群，及
豐富的維他命C，花青素58-315mg及多酚460mg，
而花青素大多存在深色果皮中，而果乾中花青素含
量也很豐富。
嘉寶果果皮的總酚類化合物含量最高（2252 mg

嘉寶果的栽培管理方法
嘉寶果為常綠果樹，性喜溫暖，以肥沃排水良好
的偏酸性砂質壤土為佳，適合栽種在日照充足的地
區。嘉寶果為淺根性、灌叢果樹，此樹種對病蟲害
抗力強，管理上甚少使用農藥，在四季皆夏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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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g dwb），其次是去皮殘渣（1658 mg / 100
g dwb），種子（986 mg / 100 g dwb）和果肉（20
mg / 100 g dwb）。在果皮中酚類化合物的含量最
高，是因這些化合物的合成，在壓力條件下會增加
（例紫外線輻射）。[1]

中南部（嘉義、彰化、南投、台南）許多的果園都

冷凍乾燥的嘉寶果果皮富含纖維和花青素

有栽種樹葡萄，是很容易栽植照顧的樹種，植株也

（delphinidin and cyanidin 3-glucoside），表現出

很適合作為盆景及庭園用樹。

很高的抗氧化活性。極性嘉寶果果皮萃取物顯示抗

台灣癌症基金會

健康園區

白血病（K-562）和非極性藥物的抗增殖作用萃取
物具有抗前列腺活性（PC-3）。小鼠試驗顯示，極
性嘉寶果果皮萃取物未引起DNA損傷，並且不會引
起誘變作用。[2]

嘉寶果攝取的好處
1. 豐富的維生素能增強抵抗力，減少疾病對身體的
傷害。
2. 預防心血管疾病，改善身體的活力。

深色水果（如嘉寶果）是許多飲食中酚類抗氧化

3. 含有豐富的B群能夠維護神經系統的正常功能，

劑的潛在豐富來源，相信在預防許多氧化性和炎性

適合風濕性患者食用。

疾病中具重要作用。以前的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果

4. 增加皮膚的光亮度。

肉或果皮的酒精萃取物中。實驗顯示嘉寶果種子的

5. 能改善陽痿早洩和不孕的問題。

水萃取物，也具有明顯的抗氧化活性。研究其嘉寶
果種子的水萃取物，具有很強的化學預防作用。結
果顯示，survivin的減少和激活的Bid裂解，是由嘉

嘉寶果的選購及保存
1. 外觀選果皮黑紫色的，用手輕按感覺微軟，表示

寶果種子的水萃取物誘導凋亡的能力所致。說明嘉

完全成熟口感較佳。市面上較少見，以產地現採

寶果不僅可做為抗氧化劑的來源，還有可做為化學
預防劑。[3]

或宅配為主。
2. 鮮果容易失水，存放在室溫下2-3天就會發酵，不

在我們的飲食中，蔬菜、水果、穀物、豆類和堅

耐貯放。除了鮮食之外，亦可加工製成水果酒、

果等，都具有豐富的抗氧化劑，建議您均衡攝取各

酵素、果醬、果汁、冰淇淋、蜜餞及糕餅餡料。

大類食物，即能增加身體的免疫力，以利扺抗各種
疾病。
資料
來源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2.華人健康網 3.功能食品雜誌 第17卷，2015年8月，第422-433頁 [1]。國際
食品研究 第49卷，第1期，2012年11月，第596-603頁[2]。國際生物醫學研究 卷2014，文章編號185946，7頁[3]

食 譜分享

嘉寶果養生雞湯
食材：
土雞腿

2隻

嘉寶果

20-30顆

米酒

適量

蒜頭

整顆10-12瓣

鹽巴

適量

作法：

份量

4人份

1. 土雞腿洗淨後剁成適量大小塊狀。
2. 將土雞腿塊汆燙過去血水、洗淨瀝乾水份。
資料來源：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2. 健康一點靈
3. 華人健康網
圖片來源：Pixabay
食譜來源：FB快樂料理社團

3. 電鍋內鍋放入雞塊、嘉寶果、米酒、蒜頭、調味後，
全部用清水淹過。
4. 外鍋先三杯水，當電源跳起後，外鍋再加一杯半水。

賴秀樺社長（授權引用） 5. 第二次電源跳起來，繼續燜約５分鐘後即可上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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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與你有關！
近7成受訪民眾未全程採取安全性行為
暴露於感染HPV的風險中
屁孩Ryan、水水Mizu98化身HPV防治公益大使 呼籲年輕男女共同預防

▲ （左起）郭靜、屁孩Ryan、台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蔡麗娟、台灣疫苗推動協會理事長李秉穎醫師、水水Mizu98、
陳忻玥，共同出席HPV 8成與你有關！「超前部署 這Shot正潮」記者會，呼籲年輕族群超前部署預防HPV！

文／台灣癌症基金會

根

整理

據美國研究報告，人的一生感染人類乳突病

7成民眾發生性行為時未全程使用保險套

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的機率

大幅提高感染HPV風險

高達80%。台灣癌症基金會長期關注HPV議題，並
於6月22日舉辦HPV 8成與你有關，「超前部署 這
Shot正潮」記者會，藉由「2020 HPV認知及態度

為，就有感染HPV的風險！根據本會「2020 HPV

調查」提醒台灣民眾，在性行為日趨開放的觀念

認知及態度調查」報告結果，67%的民眾發生性行

下，可能大幅提高感染HPV的風險。

為時沒有全程使用保險套，可能導致自己及性伴侶

衛福部統計資料指出，HPV是造成台灣女性癌症
十大死因排名第八的子宮頸癌之主因，感謝國健署
持續推廣子宮頸抹片篩檢，並自107年起全面提供
國一女生免費接種HPV疫苗，今年雲林縣政府更推

22

HPV主要是透過性行為傳染，只要發生過性行

處於感染HPV的威脅中，更可能埋下日後引發HPV
相關的癌症與疾病之健康隱憂。

超過8成女性未接種HPV疫苗 3大原因揭密

動9價HPV疫苗公費施打，呼籲民眾應採取預防措

調查報告顯示，受訪者中66%的民眾聽過HPV，

施，主動依醫囑接種HPV疫苗，守護自己及伴侶，

其中女性相較男性在HPV的認知度上更高。進一步

一同響應世界衛生組織於2030年前清除子宮頸癌

分析發現，儘管超過80%的女性有正確HPV預防觀

的願景。

念，卻有高達84%女性未接種HPV疫苗，其3大主

台灣癌症基金會

活動紀實

因為：不知道可諮詢的科別（43%）、害怕或不喜

至少70%造成子宮頸癌的高危險型HPV。2價疫苗

歡進入診間（22%），以及不好意思與朋友討論以

針對第16型與18型HPV具保護效力，4價疫苗則多

致於不瞭解（18%），顯見民眾對於HPV與自我健

了可預防菜花的第6、11型，因此4價HPV疫苗可

康的相關性、預防急迫性上仍認知不足，因而忽略

同時施打於男女性。而9價疫苗可預防前述型別的

HPV疫苗對於預防多項癌症及疾病的重要性。

HPV感染外，對31、33、45、52和58等五型高危
險型別具有直接保護力，衛福部核准9-45歲男女

台灣疫苗推動協會理事長、台大醫院小兒部李秉

性施打。

穎教授指出，HPV高達100多種型別，其中第16、
18、31、33、45、52及58型HPV為高危險型別，

有趣的是，此調查報告顯示，66%的男性，會為

具高致癌風險。除最常見由第16和18型造成約

了「保護另一半」而提高施打疫苗的意願，而女性

70%的子宮頸癌，若持續感染高危險型別HPV，便

的施打考量主要為注重自身健康（66%），其他如

可能導致多項男女癌症，包含肛門癌、外陰癌、陰

優惠活動（43%）、保護另一半（42%）、好姊妹

道癌。HPV的危險性，不可不慎！即使是低致癌風

相揪（31%），或可信用卡、行動支付等也都榜上

險型別HPV，也可能導致皮膚病變如菜花（尖型濕

有名。但並不代表女性不在意另一半，而可能是因

疣）等，數據也顯示曾感染過菜花將增加罹患其他

為大家已建立HPV疫苗等於女性專屬的子宮頸癌疫
苗的刻板印象，事實上，HPV的感染是男女性皆應

HPV相關癌症的風險。

共同積極預防的。

HPV並非性行為專利 多種傳染途徑皆應留意
李秉穎醫師特別補充，HPV的傳染與行為模式有

HPV雙人組創作最嘻哈衛教單曲《8成與你
有關》 唱出3招預防守護健康

關，除了性行為外，也可能透過接觸皮膚傷口、黏
膜或體液而感染。若外部生殖器接觸帶有HPV附著
的公共設施，包含公共浴池、溫泉、游泳池等場
域，即具感染風險，代表民眾普遍存在的迷思皆應
被破除，即使是固定性伴侶，甚至未發生過性行
為，不分男女皆有可能感染，因此需要共同預防。
李醫師進一步說明，目前通過我國食品藥物管
理署核准的疫苗，分別為2價、4價和9價，以預防

дIQW۞֨˯Ă96&ّ̃ᄮࠎߏّВТ۞
యЇĄҭߏّ̃ݒкᇴϏତࠪࡺĂ྿95&

為強化及宣導民眾對於HPV預防的急迫性，今
年也邀請全能嘻哈男優「屁孩Ryan」及饒舌新星
「水水Mizu98」擔任HPV防治公益大使，期望透
過流行音樂，傳遞HPV衛教及預防資訊，呼籲年輕
族群不論男女皆應盡早依醫囑接種HPV疫苗，並採
取安全性行為，雙重防護守護自己與伴侶的健康，
且女性也應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為自己的健
康超前部署。

ّ̃ϏତIQWࠪࡺЯ@

࿈5јّ̃

Я̙ۢ
ᏙྙࡊҾ

95&

҃εજ֨ă
ࠪࡺ߉χ፟ົ

96&

參考資料：台灣癌症基金會「2020 HPV認知及態度大調查」Report 2，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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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林昶佐剪下招牌長髮
響應捐髮助癌友自信抗癌
文／李承彥

台灣癌症基金會專案企劃專員

整理

▲ 林昶佐委員手拿捐髮（左二）與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銘、副執行長蔡麗娟及癌友代表
倩如，邀請大家支持響應「一起來揪捐髮暨募集假髮製作經費計劃」。

癌

症已連續38年蟬聯國人十大死因首位，根
據最新國健署癌症登記報告顯示，106年度

癌症發生人數已高達111,684人，相較105年增長

24

之路。
同時林委員也分享，平時女兒喜歡騎在自己的
肩膀上，抓著髮尾控制方向，所以特別先跟女兒說

了5,852人。為廣泛落實癌友關懷服務，台灣癌症

爸爸剪髮是要去幫助人的，雖然女兒心情上稍有落

基金會於台北、高雄兩地設立「癌友關懷教育中

寞，但還是很欣賞並開心接受阿拉丁的新造型！出

心」，並與全國各大醫院癌症資源中心共同合作，

席活動的病友倩如說，治療過程中因藥物引起的嚴

除了提供癌友在治療和照護上的關懷與服務外，更

重掉髮，也沒有自信走出家門，很感謝所有捐髮、

長期提供癌友「醫療級假髮」免費借用，幫助癌友

捐款支持假髮製作的捐助人，與基金會提供的「假

在治療過程中能更有自信地面對外界，降低因掉髮

髮免費出借服務」，自己才有勇氣面對外界，完成

而造成的身心負擔。

後續的治療。

一向以招牌長髮形象示人的林昶佐委員，有感於

根據基金會假髮使用登記資料顯示，假髮的汱舊

國內罹癌人口逐年攀升，以及周遭幾位朋友因罹癌

率極高，平均借出使用約2人就必須報廢，因此必

接受治療掉髮，不僅外觀上改變，同時也影響到心

須維持一定的庫存量，才可穩定提供癌友免費出借

理層面，很擔心他人異樣眼光，在知道了假髮對於

使用。一頂「醫療級假髮」約需5至8束頭髮製成，

癌友的重要性與幫助後，決定將留了24年的長髮剪

製作經費則需要3,500元才可以完成，基金會期盼

下捐出，同時也捐出假髮製作經費，希望盡一己之

社會各界支持響應「一起來揪捐髮暨募集假髮製作

力幫助癌友能有一頂舒適、透氣的「醫療級假髮」

經費計劃」，讓一頂假髮實實在在地成為癌友的貼

可佩戴，讓假髮陪伴他們重拾自信，順利邁向康復

心幫助！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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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頂假髮」的力量

台灣癌症基金會長期以來提供癌友免費租借假髮服務，呼
籲社會大眾分享愛心，持續號召響應「捐贈頭髮」行動！
基金會將持續幫助癌友重建信心，邀請您一同加入打造癌
友自信沙龍行列，一頂假髮，一張開懷的笑臉，支持癌友
邁向康復之路！

捐髮條件
1 頭髮長度至少要30公分。
2 不染、不燙。
3 只要是本身的頭髮，自然捲、髮色
淺、有白髮都可以。

4 捐贈前不需要護髮，只需要洗乾淨並吹至完全乾燥。
5 以無油墨紙張或夾鏈袋裝，掛號或包裹寄送至105台北
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6號5樓之2，註明「台灣癌症
基金會-捐髮小組 」收。

相關問題

Q1 基 金 會 有 提 供 剪

Q2 為什麼要有30公分呢？

Q3 為什麼癌友要配戴醫療級

基金會無提供剪髮之服
務，建議至專業理髮店
，並告知設計師需要捐
髮，較方便剪完頭髮後
做修整清潔之服務。

因是從頭皮處製作起，且捐髮者頭
髮可能參差不齊須修剪都會耗損頭
髮，30公分約是短髮耳下至肩膀長
度的造型，所以無論兒童或成人的
頭髮皆需30公分以上，若是要做過
肩胛骨的髮長需達60公分以上。

癌友在化療過程中因藥物關係，皮
膚較敏感，「醫療級假髮」採用醫
療級透氣內裡，仿真頭皮，配戴時
服貼、舒適，也能減少對頭皮的刺
激與降低感染。

髮服務嗎？

假髮？

郵政劃撥請務必於通訊欄註明「假髮製作經費」
銀行轉帳匯款請務必EMAIL或來電告知支持「假
髮製作經費」，並提供匯款日期及帳號後5碼

Email : 5aday@canceraway.org.tw
洽詢專線：02-8787-9907分機206

台灣癌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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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健保嘉惠晚期肺癌病患
肺癌治療與國際接軌

▲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秘書長王金洲（左起）、台灣肺癌學會理事長陳育民、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賴基
銘、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前理事長高尚志、台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蔡麗娟，齊推動目標2025年肺癌存活率倍
增 與國際接軌。

文／賴威如

台灣癌症基金會病友權益促進主任

整理

希望能跟我太太一起陪伴小孩成長，能有更多時間可以到處走走，可以跟她一起慢
慢變老……」這是癌友家屬蕭先生對著罹患肺癌第三期的太太真情告白，同時也感
謝健保署新增晚期肺癌治療藥物，讓他們身為平凡的小家庭，也能接受更好的治療
機會以幫助病情穩定。

肺

癌已連續10年高居台灣癌症死亡原因之首，

亞太區健康保險具醫療科技評估體系國家，將晚期

每年有超過9,000人死於肺癌。近5年台灣肺

非小細胞肺癌標靶藥物納入部分一線治療的健保給

癌死亡率首度有下降的趨勢，五年存活率也從原先

付，創下台灣肺癌治療新里程碑！幫助更多肺癌患

的10%成長至27%，接近三成之多，在肺癌治療技

者減輕經濟重擔、提升存活率及治療品質。

術有很大的成長及突破。而今年四月初，台灣領先

26

台灣癌症基金會

活動紀實

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暨萬芳醫院內科教授賴基
銘醫師表示：「自2011年起，肺癌男女性死亡率皆

亞洲國家，跟上最新的國際肺癌治療趨勢、與世界
接軌。

高居第一，要讓肺癌死亡率下降有三關鍵，即為生

的精準治療。肺癌病患想要的是擁有好的治療，並

健保通過給付將為晚期肺癌患者減輕重
擔、增加國際用藥的使用

提升存活率、改善生活品質。這次特別感謝健保署

台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蔡麗娟女士表示：

將第三代晚期肺癌用藥納入給付，不僅減輕患者的

「台灣從103～107年上市的癌症新藥共148個，

經濟負擔，醫師也有更多的治療利器來幫助肺癌病

截至108年10月健保給付100個，給付比例高達

患」。

68%。在過去曾有許多病患，因無法負擔高昂的藥

活及飲食預防、定期篩檢早期發現，還要加上最好

對於台灣肺癌治療近20年來的成長與突破，台灣

費，而影響肺癌治療效果，在第三代晚期肺癌藥物

肺癌學會理事長陳育民醫師也表示：「台灣肺癌的

通過之前，每月至少承擔近13～17萬的醫藥費。但

死亡率自2008年起逐年下降，五年存活率更提高

在健保署及各方的努力之下，通過健保給付後，一

近三成。過去第一代跟第二代標靶藥物的整體存活

年約至少能省下150萬元以上的費用，不僅讓患者

率最多13個月，相較之下，第三代的晚期肺癌用藥

得以減輕重擔，接受跟國際同步的治療，也讓癌友

整體存活期高出一倍以上，不僅降低20%的死亡風

們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獲得更長的存活時間，能

險，病患整體存活期更可超過三年，對於肺癌治療

夠陪伴家人及完成自己的夢想」。對於健保署的德

來說是一大新里程碑」。

政十分感激，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癌症藥物通過
健保給付，讓肺癌不再是國人癌症的頭號殺手。

同步國際治療指引、落實精準醫療！利用
篩檢找出突變點實施標靶治療
台灣臨床腫瘤醫學會前理事長高尚志醫師表示：

台灣肺癌治療再向前行！目標2025年肺
癌存活率倍增 與國際接軌

「晚期肺癌可透過基因篩檢找出突變點來決定治療

台灣癌症基金會在國內率先加入全球肺癌聯盟

的決策，搭配美國國家癌症指引針對EGFR突變治

（GLCC），並共同響應Lung Ambition Alliance

療建議，針對超過半數EGFR有突變的肺癌患者落

（註一）所提出的「2025年肺癌存活率倍增的願

實精準醫療，有效達到提升病患存活率與醫療品質

景」。台灣癌症基金會過去為病友不斷發聲，並且

的目標」。高尚志醫師也提到，台灣為亞洲健保給

爭取相關權益，未來希望在健保署、醫師、藥界與

付國家中，第一個通過晚期肺癌用藥部分一線健保

病友團體的共同努力，及與國際肺癌組織的攜手合

給付的國家，獨步領先澳洲、南韓、中國、香港等

作，達到2025年肺癌存活率倍增之願景。

註一： Lung Ambition Alliance 是一個國際間肺癌組織的聯盟，聯盟成員共同致力於降低肺癌的死亡率，並且
努力朝向讓肺癌從致命疾病中去除的目標。Lung Ambition Alliance旨在透過聯盟成員的專業合作，來
加速為肺癌患者帶來有意義的變革、並希望藉由優先推動更有機會達成目標的舉措或專案，來加速達成
聯盟幫助肺癌病患的目標。創辦聯盟的合作夥伴包含：國際肺癌研究協會 (IASLC)、Guardant Health、
全球肺癌聯盟 (GLCC)等，將探索並克服肺癌在篩檢和早期診斷的障礙，致力於創新治療的發展，以及
肺癌病患照護品質的提升，進而達到遠大的肺癌醫療願景 - 在2025年前將肺癌五年存活率提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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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關懷教育中心

109 年課程表

北部中心課程表

北部
課表

■ 上課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6號5樓之2（綜合教室）
■ 專業諮詢專線（護理∕營養∕社會資源）：02-87873881
■ 心理諮商：若有需要請事先電話預約，電洽02-87879907分機207王社工
課程名稱

日 期

每周

時 間

講 師

芳香療法

07∕14～08∕18

二

14：30～16：00

丁宥允

心靈成長

08∕04～09∕08

二

10：00～12：00

史莊敬

園藝手作坊

10∕12～11∕30

一

14：00～16：00

葉淑玲

常態瑜珈課程：A班（8:00-9:00）：星期二、四｜B班（12:20-13:20）：星期二、四、五
C班：星期二（18:20~19:20）；星期四、五（18:40~19:40）
南部
課表

南部中心課程表
■ 上課地點：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0號9樓之1（綜合教室）
■ 專業諮詢專線：07-3119137分機206張營養師／208羅社工
課程名稱

日 期

每周

時 間

講 師

食在動起來

06∕03～07∕22

三

14：00～16：00

趙嘉豪、呂錡濡、張啟玲

體適能健身班

07∕23～08∕27

四

14：00～16：00

趙嘉豪

芳療探索班

07∕14～08∕18

二

14：00～16：00

劉旻青

按摩紓壓班

08∕19～09∕23

三

10：00～12：00

葉淑玲

彩繪幸福班

09∕04～10∕23
（＊10/02、10/09停課）

五

09：30～11：30

于佩懿

瑜珈健身班（週五班）

09∕25～11∕27

五

14：00～16：00

朱力

瑜珈健身班（週一班）

09∕28～11∕16

一

09：30～11：30

朱力

課程對象： 癌症病友及其家屬（部分課程接受一般民眾參加，請來電洽詢）
線上報名： www.canceraway.org.tw∕癌友服務∕身心靈康復課程
電話報名： 北部02-87879907 分機207王社工；南部07-3119137 分機206張營養師、208羅社工

課程介紹
心 靈 成 長： 面臨重大壓力時，常有不同程度的情緒反應，然而，心情的抒發及調適是很重要的。藉由專業
心理師的引導，來抒發潛藏的心理壓力及釋放負面的情緒，學習重新面對生活，期望能幫助癌
友、家屬及志工們擁有健全的心靈泉源。
園藝手作坊：透過園藝活動，人們可藉由視覺、聽覺、嗅覺、觸覺以及對植物生命力之領悟，能用平靜的心
情去調適生活上的各種挫折、用正面的情緒去製造愉悅而達到促進身心健康的效果。
食在動起來：透過癌症全方位課程的學習以提升對營養知識的認識、心理方面的調適及瞭解運動的重要性，
期盼能促進癌友食慾，避免體重下降，並落實營養飲食、紓解心理情緒及養成運動習慣於生活
之中。
體適能健身：藉由體適能增加身體的肌力與肌耐力、柔軟度、心肺耐力。適當地放鬆自己，避免肌肉過度緊
張，其良好體適能和規律運動，讓身體組織能發揮有效的機能性。
芳 療 課 程： 透過精油DIY的製作，嗅出空氣中飄逸著清雅的香氣，放鬆癌友緊繃的情緒。利用精油的多元
特性，幫助癌友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帶來紓壓的效果。
按 摩 紓 壓： 透過課程的學習與操作練習，認識人體從頭到腳各部位穴點、學習按摩手法以及精油挑選，日
常生活中也可以藉由簡易的自我按摩，達到身心靈舒緩效果。
彩 繪 幸 福： 透過簡易繪畫與創作，反映個人的身心狀態，進行自我探索與對話，從中緩解情緒壓力，促進
自我成長與思考生命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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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出版品介紹
兒童創意故事集

ᑂ॥।ʇڅᐰኚਂ
（20.5×19.5cm）

2009年12月出版

2019年5月再版

（20×20cm）

「兒童創意故事集」針對國小不同年級層

本書將坊間癌症病人與家屬最常見的

設計，內容豐富充滿童趣想像力，有孩子將

營養迷思，由營養師以專業觀點一一破

蔬果幻化成神勇的武士打敗細菌軍團，也有

解，並輔以正確的營養觀念，教導病人

孩子想像了一座蔬果森林，舉辦歡樂派對；

與家屬在不同治療階段應遵循的飲食技

另外，還有將蔬果變成是年輕美麗的秘方…

巧，並擬定一套完善的營養照顧計劃，

…全書加以專業的全彩插畫編排，足以讓人

最特別的是針對癌症治療可能出現之各

耳目一新且吸引孩子閱讀，並可以增加孩子

種副作用加入中醫師的飲食建議，幫助

對蔬菜水果的喜愛度，是強化孩子與父母及

病人在這場抗癌戰役中，掌握致勝關鍵

老師互動的最佳教材，適合國小各年級層閱

，順利邁向康復之路。
工本費：300元整

讀，一套三本，可分售。
一本

150元整

一套三本

450元整

Ϻ૰ϩъ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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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頁，21×29.7cm）

（138頁，20×20cm）



2016年3月出版

本書集結忙碌族在健康飲食上的問題
與迷思，加入防癌新知與實務操作，將

2014年7月出版

「蔬果彩虹579」的觀念化為簡而易行

「癌症是可以預防」，書中不只告訴民眾

的方案，尤其列入相關的蔬果防癌實證

飲食與防癌的關係，更教導民眾如何運用一

研究證明，用淺白的文字說明外，也搭

些進食以及烹調小技巧，輕鬆達到健康防癌

配圖表來引導民眾更清楚的理解。

的目的。

工本費：280元整

工本費：150元整

ՏᑂӐᑂǕ̸ᘾն


Ӑᑂਤʧݮԧμ
ྒྷࡍ·
（160頁，20×20cm） 2018年12月出版



（264頁，17×23cm） 2017年12月出版

在命運給予的任務下，這些鬥士想起

本書除了傳授癌症專業團隊推廣多年

了自己生命最初的樣貌，憶起誕生剎那

來，最具成效的抗癌防癌處方，更特別

就明白的生命意義，他們與癌症病魔一

邀請10位罹患不同癌症、不同期別的抗

齊熱烈燃燒，在灰燼中掙扎、重生，不

癌鬥士及其照護家屬分享心得；更釐清

畏獲得新生後有些難堪的形貌，抖落黑

諸多常見防癌抗癌迷思及增強抗癌功力

灰後慢慢長出美麗新羽。本書亦邀請腫

法寶！

瘤科醫師、護理師聯手，為大眾帶來癌
症免疫治療新觀點。

工本費：450元整

工本費：280元整



NEW Ӑᑂਤʧݮԧμፕᑂʒݏᆠ

（160頁，20×20cm）

2019年12月出版

「雨天，是為了放晴所埋下的伏筆，而希望就在雲後面」這10位抗癌鬥士歷經風雨，走過生命每一道考驗，以
桀驁不羈的態度大聲說「罹癌，又怎樣！」每一則抗癌的心路歷程，鼓勵正在與癌症搏鬥的癌友們，擁抱希望展
望未來。也因應癌症年輕化的趨勢，特別以多面向觀點探討未來面對癌症治療的趨勢並邀請法律專家、婦產科醫
師、心理諮商師及保險專家等專業角度來解惑，全方位因應癌症發生的解決之道。
工本費：280元整
為了鼓舞更多癌症病友，發揮抗癌的生命力量，台灣癌基金會將歷屆「抗癌鬥士徵選」所有入圍之抗癌鬥士們奮勇感人的生命故事集結成
書。其中包含罹患各種不同癌症的生命鬥士，他們不向命運低頭、不放棄任何希望，最後激勵奮發、衝破黑暗，活出更璀璨的生命。透過他
們的故事及勇氣，希望可以鼓勵更多人熱愛生命、迎向陽光、勇敢對抗癌症。

109年1月-3月

捐款芳名錄

捐款芳名錄請至
台灣癌症基金會官網查詢

ၰዚ३

෴

1

ਖ਼

1

即日起購買左頁任一書籍
即隨機贈送1本抗癌鬥士系列專書

1∼11集
隨機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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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財團
法人

台灣癌症基金會
三、購書：□ 燦爛千陽300元

身份證字號 統一編號：
電

話 : 手機
市話 (

地

傳真 (

)

□ 隙縫裡的陽光280元

□ 懸崖邊的幸福280元

□ 雲端處的曙光280元

□ 轉念，愛飛翔280元

□ 從零重生280元

□ 勇渡波瀾280元

□ 罹癌又怎樣280元

□ 抗癌鬥士故事集（2本合購）500元

)

□ 蔬果彩虹579 健康人人有150元
□ 癌症病人的營養迷思300元

址 : □□□

□ 兒童創意故事集（一套三本）450元
□ 忙碌族如何吃 決定你的抗癌力 280元
信用卡別 : □ VISA □ MASTER □ JCB □ 聯合信用卡
信用卡有效日期 :

年

月

日

□ 防癌抗癌 ５功寶典 450元
購書郵資 : 30 元
合計 :
元
（若需本會郵寄書籍至府上者，請另附郵資30元）

發卡銀行 :

取書方式：□郵寄取書 □自行取書 □其他

信用卡號 :

總計金額：

持卡人簽名 :

元

寄書地址：□□□
（須同信用卡簽名）

一、捐款方式 :
1. 定期定額捐款：本人願意從

年

月起

□ 月捐1000元 □ 月捐 500元 □ 月捐 300元
□ 月捐

元

(您若要停止捐款，請來電告知)

2. 不定期捐款方式 : □ 本次捐款

元

二、愛心關懷品認捐：
愛心關懷品認捐

元

＊凡認捐愛心關懷品500元以上，本會將致贈愛care手編
娃娃1隻

收據開立及寄送：□每次扣款後寄送 □年底一併開立及寄送
收據抬頭：
收據地址：□□□
□本人不同意公開捐款資訊
本會開立的捐款收據，可作為您公益的捐贈，依法可抵扣所
得稅。填妥表格後，請放大傳真至(02) 8787-9222或郵寄至
台北市105南京東路五段16號5F-2 台灣癌症基金會收。為
了作業方便，請您務必填寫郵遞區號。（本表格可影印重複
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