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房手術後自我照顧 

 

手術後的注意事項 

1. 乳部動過外科手術後，如腋下的淋巴腺一併割除，手臂容易腫脹；一般說來，輕微發腫

幾乎看不出來，可是偶而會比較嚴重；手部或臂部受感染，將使腫脹更加厲害；感染可

能由輕傷或昆蟲叮咬等引發，應儘量預防，並立刻接受治療。 

2. 手臂受感染後，會顯出紅腫疼痛或有發燒現象，應立即去找醫師。 

3. 動過手術的一邊，在修指甲時應特別小心，避免割破表皮。同時可在手上塗乳液或綿羊

油，以保持表皮的柔潤。 

4. 儘量不要在動過手術的手臂上量血壓或抽血。 

5. 打針或預防注射，也要避免，除非由你的醫師特別指定。 

6. 小心作家務事，避免燙傷或其他外傷。 

7. 做縫紉工作時，為預防指頭被其他針扎傷，最好帶上指套。 

8. 園藝工作容易造成刮傷，一定得帶上合適手套。 

9. 過度的活動，如搬傢俱或劇烈運動，都要避免。 

10. 避免過烈太陽照射，因為曬傷會使你的手臂發生嚴重的腫脹。因此，當你必須曝露在太

陽下時請戴一條薄圍巾或撐傘來遮住你的手臂或穿長袖衣服... 

11. 有些化妝品含有賀爾蒙，未經醫師指示不可任意使用。 

12. 手術那側手上所戴飾物，如手錶或珠寶等應力求寬鬆。 

13. 衣袖也應寬鬆，袖口太緊會導致血流不暢而造成浮腫。 

14. 用未經手術的手提重的皮包或手提包。 

15. 若需除去臂上毛髮，不宜以刀片刮剃，應以電鬍刀除去毛髮。 

16. 坐下時，可將患側手臂提高，以增進手部的血液回流，減輕患側手臂水腫。 

 

心理復建 

 手術後初期 

你接受的乳房切除手術是救命手術，提高您很高治癒率；接下來你要面對治療和復原的

階段(及休息和痊癒的階段)，開始恢復健康時活力，並嘗試不同事物來加強活力且加速

復原的階段。 

接受乳房切除手術的婦女都能完全恢復原來的正常生活，可以再工作，可以照顧家庭，

做家事和正常的性生活；他們一樣可以享受休閒活動，所以剛接受乳房切除手術的你，



也可以！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可以公開談論癌症的時代，你可以決定在何時與何人分享你的經

驗；當和你的親友討論時，應選擇你覺得很自在的話題。  

 每個人是獨立的個體 

你必須記住：每個人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每個人的反應及恢復時間都是不同的；手術的

方法有許多種，治療方式有不同的組合；不會有人經歷完全相同的治療及復原過程，與

其他病人比較是沒有助益的；如果有任何問題，請與你的主治醫師討論。  

 出院回家 

大手術的復原需要休息，它(指乳癌)的過程是漸進的，在還沒有完全復原前不要貿然開

始做家事，或全天工作。 

大多數接受手術的婦女都強調「手術後恢復自信心及重新對人生充滿希望」；你應該儘

量去做對自己有正面影響的任何事；現在正是仔細想想你需要什麼的時候。  

 讓親友幫助你 

當我們能夠幫助自己的親友時，都會感受到真正的快樂，現在正是讓親友來幫助你的時

候，先生和小孩可以幫助你做家事及廚房的工作；你的親友可以偶而探訪及幫助，如果

你是獨居，更應該鼓勵你的親友來探訪及幫助。  

 情緒與復建 

在復原的過程中，你的情緒是有關鍵性的影響。負面的情緒會出現；在治療初期，恐懼、

憤怒和失落感都是正常反應；而充滿希望及有自信心的正面情緒反應也是自然和正常的

現象；將注意力集中在正面的情緒反應是大有助益，每天嘗試只注意好的，舒適的感覺

及復原方面；計劃做一些能讓你舒坦的活動譬如：獨處及探訪親友，開刀前一樣，每天

的情緒會起伏，有好有壞；也許會有情緒低落的時期，有時會長達幾個月，這個時候應

告訴你的醫師，主動尋求幫助。  

 你和你的家庭 

接受乳房切除手術的婦女大都強調：當能與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時，都可以得到

強力的支持與關懷，而且這時候正式把家人間的距離拉近的好時機，也可與家人分享他



人無法經歷的親近感，這時你可以將生活中的優先順序做一個重整。 

你的家人等著你的反應，等著看希望他們怎樣對待你，你的家人很在意會做錯事或說錯

話，你必須打開這個僵局，有時話題由你主動提出時，通常大家會鬆下一口氣；變的渴

望與你交談溝通意見。年紀較小的小孩，較會因為你住院不在家而感到擔心，你可以告

訴他們你接受開刀前能夠做的家事，但是有子女的幫忙，你會恢復的更快，直接了當的

告訴子女實情，更能消除他們的恐懼，因為他們想的常會比實際情形更壞。  

 自我形象 

女性會因為失去乳房而造成許多心理上的困擾；她會覺得自己不再是女人了，常常會自

問 「 我是否還有魅力 ? 我的丈夫或男友是否會離我而去 ? 「 

在恢復的過程中，你會發現你還是開刀前的你，當你有這個認知，擺出正面的形象，別

人也會有正面的回應，如果你覺得自己是有魅力的人，別人也會這麼認為。  

 與先生或男友討論 

愈是與伴侶(先生或男友)分享你的感覺，你們之間的關係愈快恢復正常。手術後的婦女

害怕被排斥，心裡常想著 「她還會要我嗎 ? 「； 先生或男友也想著 「 也許他現在

不想討論手術的事 「因此兩人都保持沉默；在沒有相互交談的沉默當中，寶貴的時間

在復原過程中消失。 

相互討論心裡的恐懼與期望，及分享與互相支持是非常有助益的；你的伴侶也許希望你

的再三保證，他會擔憂何時才恢復正常的性生活，害怕會傷害你；坦承的與你主治醫師

討論，會幫助你瞭解乳房手術後是可以正常的性生活的；而恢復正常性生活確實對身心

有益；醫生也許會建議你們注意不壓迫手術部位 ；最初兩人也許會很緊張，但只要有

耐心，隨著時間過去，將不會減低兩人愛情與性生活的樂趣。  

 給未婚女性 

你一定要知道，有許多未婚女性接受乳房切除手術後，一樣的約會、結婚、生兒育女，

他們發現可以開始新的生活及持續原來的關係。 

也許你會發現和男友討論自己乳房切除手術的是很難啟齒的，也不敢確定何時及如何與

男友討論；這沒有一定的時間表，何時告訴他，決定權在你；你可以在相互間的關係達



到夠親密時，才與男友分享你個人的身體健康狀況；大多數的男性會被你的勇氣及誠實

所感動；如果一位男性真正被你吸引，想與你生活在一起，你曾經接受乳房切除手術的

事實並不會改變他的態度。  

 

運動的一般原則 

1. 在手術後的頭幾天，平躺在床上做深呼吸，儘量擴展你的胸部。尤其在吐氣時完全放鬆

全身，反覆深呼吸 3~4 次之後，可休息一會再做，這可以幫助你擴展手術哪一側的胸壁

和肺臟。 

2. 向你主治醫師詢問你所能做的運動，有些運動在手術後就要開始。 

3. 正常的手臂功能是手臂可以越過頭頂摸到對側的耳朵，而不會覺得腋下緊繃，做的時候

保持頭部的垂直，手要越過頭頂，而不是繞過後腦勺，另一個測驗的方法是將手臂儘可

能向上舉超過頭部，再用前臂去摸對側的耳朵。 

4. 以下運動會對你有所助益：伸手開關抽屜，梳頭髮，將手臂置於頸後，伸手去扣胸罩。 

5. 手臂的運動功能最好能在手術後 2~3 個月內完全恢復，如果你覺得有任何困難，請你的

主治醫師為你安排更進一步的治療或復健。 

6. 主治醫師允許後，才開始肩部的運動；儘可能伸展肩部，直到感覺有輕微的拉力為止；

但任何的伸展運動都緩慢而順暢，不要勉強，因為復健的工作要循序漸進。 

7. 在手術後和放射治療過後，胸壁和腋下會出現僵硬且緊繃的感覺，復健運動必須持續不

斷，每天至少 3 次直到這些感覺消失為止；肩膀的運動功能恢復後，手臂的感覺也會跟

著好起來。 

 

 

 



復健運動的介紹與說明  

 梳頭運動 

 

 滑車運動 

 

 握球運動 

 

 深呼吸運動 



 手臂攀附運動 

 

 抓背運動 

 

   



 手肘回縮運動 

 

 

化學治療的副作用與飲食  

接受化學治療時可能發生下列副作用，但絕大多數的副作用，在治療結束後逐漸消失。  

 噁心嘔吐 

1.少量多餐，以防胃不過脹。 

2.進食時，不喝水或飲料。 

3.避免甜食，煎炸或油膩食物。 

4.細嚼慢嚥，以利消化。 

5.多吃乾的食物，能減輕胃的不適。 

6.喝清涼不含甜味的飲料。 

7.治療前吃清淡的食物。 

8.很嚴重時，找主治醫師開藥治療。  



 腹瀉 

1.避免過熱食物，因高溫會加速腸胃蠕動。 

2.忌食會產生胃氣痙攣的食物：如甘藍菜、汽水、豆子、辛辣物。 

3.保持定時進食。 

4.多吃低纖維食物：香蕉、麵食、乳酪等。 

5.忌吃高纖維食物（因會加強腸蠕動）：如新鮮水果、蔬菜、全麥麥片、全麥麵包、爆

米花等。  

 口腔與喉嚨乾燥或疼痛 

多吃水份高的食物、水或飲食。 

進食時幫助順利吞嚥的方法： 

‧浸泡食物在湯或水裡，使其軟化易於吞嚥。 

‧用果菜機將食物絞碎。 

‧用吸管吸食。 

‧吃軟的食物：如冰淇淋、布丁、西瓜、嬰兒食品等。  

 口腔破裂 

1.避免酸性食物或果汁：如柑橘、蕃茄、葡萄柚等。 

2.食用不刺激食物：如桃子、南瓜、豆子、水梨等。 

3.少用調味料，特別是鹽會使口腔發熱不適。 

4.忌菸酒。 

5.保持口腔衛生避免感染。  

 便秘 

1.多吃高纖維食物：如水果、蔬菜、全榖類、麩皮、全麥麵包等。 

2.多喝水或果汁。 

3.放鬆緊張或憂鬱的情緒，並做適當運動。 

4.養成良好的排便習慣，嚴重時依醫師指示服用軟便劑。  



 白血球下降 

1.進食高蛋白及富含維生素 A、C、E、和礦物質的食物。 

2.儘量不食生菜生肉，最好帶皮的新鮮水果。  

 毛髮脫落 

1.攝取均衡的飲食。 

2.選擇無刺激性的洗髮精，清洗頭髮。 

3.毛髮脫落是短暫的現象，停止化療後會恢復。 

4.必要時可帶假髮、帽子或頭巾。  

放射治療期的生活須知 

1. 保持照射部位乾燥。 

2. 照射部位只可用清水洗，不可用肥皂，且要輕拍，不可用力擦。 

3. 除非是放射線醫師的指示，否則請不要在照射部位擦任何油膏、藥或乳液。 

4. 在治療過程或治療後，照射部位請不要受到陽光照射，或受熱及吹冷氣。 

5. 不要洗掉醫師為你所做的記號，若記號脫落要通知醫護人員，不可自行描繪。 

6. 選擇質料柔軟的衣服，避免摩擦或磨傷皮膚。 

7. 接受長期放療者，可能有暫時性脫髮現象，可帶假髮或帽子。 

8. 保持口腔衛生，若有口腔潰瘍的情形，須告知醫師。 

9. 為避免感染，請經常漱口，以保持口腔清潔。 

10. 禁止煙，酒，檳榔，及過冷，過熱，辛辣刺激性食物。 

11. 每天至少喝 2000cc 的水或飲料以預防口腔乾燥。 

12. 為避免金屬假牙導致放射折射而危害身體，請取下金屬假牙。 

13. 進食後及睡前請以軟毛刷徹底清潔牙齒，刷牙後食指指內做環行按摩牙齦，以促進牙齦

彈性。 

14. 多休息及攝取高蛋白，高熱量的食物，如肉類，蛋，牛奶等。 

15. 請定時抽血檢驗，每星期一次。 



16. 治療期間，白血球數目減至 3000 以下需減少出入公共場所，並為預防感染須戴上口罩。 

17. 出院後，請按醫師指示定期返院檢查。 

18. 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詢問醫護人員。 

外科手術與輔助療法  

婦女一旦需要接受乳房檢查，大多數的人會擔心結果就是癌症，更有許多婦女由心中害怕得

癌，而不敢面對現實去檢查，直到乳癌已有轉移現象，才去做過遲的治療，他們大半是由於知

道乳房將遭到切除，而產生了害怕的心理。 

 

以外科手術切除乳房及胸壁附近的肌肉來治乳癌後，病人真正體會到這件事對他的打擊，是在

手術後數日，通常他們心裡想的是："從傷口引流這麼多液體是正常的嗎?"，"我手腫脹的情形

會消失嗎?"，"我丈夫對我畸形的反應是什麼?"，"別人會笑我是殘障嗎?"以及…等。 

 

但目前治療癌症方法仍是切除及摧毀整個癌腫，顯然的，要想完全切除癌腫，必須癌細胞仍保

留於乳房中，亦即尚未有轉移現象；根據臨床經驗，當早期乳癌尚未擴散，其治癒率為百分之

70~90，甚至可到百分之百。當癌細胞以轉移至腋下淋巴腺，則治癒率降低至百分之 40~50。 

 

外科手術切除乳房及胸壁附近的肌肉，以及淋巴腺通道(這是指癌細胞已轉移至腋下)。一般來

說，這也是唯一最好的癌症治療方法。對於治療乳癌的外科手術種類很多，如乳房徹底切除術、

廣泛改良型乳房徹底切除術、單純型(或全)乳房切除術和部份乳房切除術等。至於施行何種手

術對病人最好，醫師是依據病患的健康情形、心理狀態、腫瘤大小、腫瘤位置、年齡以及是否

有轉移等因素做為決定的評估。 

 

而手術併發症，如傷口發炎、皮辨壞死、皮下積液、淋巴水腫或疼痛。目前乳癌仍以手術治療

為主，另有輔助療法，如：荷爾蒙治療、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以及免疫治療。而患者是否需

要輔助療法，單一或多項治療，均因人而異，同時輔助療法常有些副作用，如噁心、嘔吐、疲



倦、脫髮、無月經、體重增加、白血球或血小板減少、臉頰紅熱、陰道流血、陰唇發癢、頭感

輕浮、易流汗等。不過對於需要輔助療法患者，如能忍耐治療期間的副作用，完成治療，療效

更佳。 

 

總之，外科手術對乳癌患者既是不可避免的手術，患者必須學習生理，心理上的接受，而手術

後的種種治療，也必須靠患者自己配合醫護人員來進行。 

 

義乳、胸罩的選擇與穿著 

 

 

 

給丈夫的建議 

如果你的太太剛動完乳房手術回家或即將回家，以下六點建議可以幫助你適應這段困難的時

期。  

諒解  

可消除他表現出來的自慚和自卑，在你心目中仍舊是一樣的，但不要過分的縱容，因為那樣容

易引起他的自鄰。  



愛她 

明白而經常的告訴他"你愛她"，顯示你對他仍有興趣，仍然傾慕他，他仍然完整的保有女性的

吸引力，然後等候他的反應。  

讓他安心 

經常告他說，他僅僅深藏不露的疤痕而已，沒有必要讓別人知道他，除非他想告訴某個人，他

仍是原來的他。  

要親切 

如果以前你們事不避諱的當著彼此的面換衣服的話，請維持從前的習慣。當她衣服時，不要離

開房間，要溫柔自然，最重要的事仍舊像以前一樣，留在那裡。  

恢復性生活 

他並沒有喪失任何性能力，婚姻關係玉好愈不在乎配偶的身體是否完整，所以儘快恢復你們的

性生活。  

要有同情心 

同時給他鼓勵、容忍和感情，另一點幽默，如果能引起彼此會新的微笑，則勝過千萬甜言蜜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