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健康管理及促進學會–2018健康講座系列(八): 

【癌症的疼痛處理】、【癌症治療新發展】及【認識少肌症】 

2018 年 12 月 15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 

  

 

地點: 澳門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 (地址：澳門置地廣場工銀中心九樓) 

人數: 名額 200名 (必需預先報名) 

內容: 醫療講座 & 簡單身體檢查 (包括計算心跳、量血壓及量度身高體重比例) 

 

癌症的疼痛處理 癌症治療新發展  認識少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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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發展部經理 

歡迎各界人仕參加 
(費用全免，敬請預約留位！) 
-是次活動承蒙澳門基金會資助部份經費- 

 

 

報名方法： 

填妥以下表格，並於 12 月 13 日(星期四)前傳真或電郵至秘書處。（853 2855 6207， 
aizza.event.vivian@gmail.com）如有疑問，請致電：853 2855 6207 查詢。 
 

中文姓名  工作機構 
 

 

聯絡電話  參加人數 
 

 

 

 

 



 

 

 

 

 

 

 

 

 

 

 

 

 

 

 

 

 

 

 

 

 

 

 

 

 

 

 

 

 

 

 

 

 

 

 

 

 

 

 

 

 

 

 

 

 

 



 

疼痛是 “一種感覺上及情緒上的不適經驗，常與機體組織的傷害有關” 

疼痛乃一種複雜多變的症狀，隨著癌症病情的變化、治療的 影響、及病人的生理與心理狀態而變化;  

因此，在疼痛治療 的各個階段中，臨床評估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了解疼痛之病理生理學機制,有助於醫生提供更有效的治療方式 

對某些病患而言,可能同時合併不同類別的疼痛 

癌症疼痛型態 

體感性疼痛(Somatic pain) 

內臟性疼痛(Visceral pain)  
神經病變性疼痛(Neuropathic pain) 

 

遵循藥物治療的基本原則，可控制 70-90%的癌症疼痛,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基本原則如下 

口服給藥 “by mouth” 

按時給藥 ”by the clock” 

依階段給藥 “by the ladder” 

因人而異給藥 “for the individual” 

注意細節 “attention to detail” 

 

建議的止痛三階段治療準則 

Strong Opioids ± Non-Opioids 

      Ex: Fentanyl-TTS, Morphine, Methadone  

Weak Opioids ± Non-Opioids 

     Ex:. Codeine, Tramadol, Tilidin/Naloxon 

Non-Opioids 

           Ex: ASA, Ibuprofen, Diclofenac, Cox 2-inhibitors, 

       Paracetamol, Metamizol, Flupirtin 

 

對大部分的癌症疼痛患者而言, 穩定而有效的疼痛控制有賴於定時投與日夜連續型(around-the-clock)鴉片類藥物和需要時投與突發

疼痛型鴉片類藥物。 

每次突發疼痛型鴉片類藥物的劑量為日夜連續型鴉片類藥物全日劑量的 1/6( or 5~15%),且使用次數以一天內不超過 3次為原則。 

雖然嗎啡可同時作為日夜連續型和突發疼痛型止痛用藥,但為了促進患者對長期疼痛治療的醫屬順從性,日夜連續型止痛用藥仍以長效

型嗎啡或是 Durogesic為最適合。 

 

鴉片治療會產生預期性的副作用。在開始治療之前,應和病患針對副作用進行說明。 

一些副作用,像是鎮靜,噁心,會隨著時間而消逝,但有一些則會一直持續。 

經由適當的治療大部分的副作用都可以得到適當的控制 

 

 

良好的疼痛控制(藥物) 

評估:  較好的評估技巧 

信心:  使用鴉片類藥物時有較多的信心 

知識:  對各種止痛藥的了解 

平衡:  在副作用及止痛效果上取得平衡的能力 

 

 



 

 

您有肌肉減少「少肌症」的問題嗎？ 

無法擰乾濕毛巾,難以從椅子上站起,無力行樓梯,平衡力差，經常跌倒,行動緩慢,體重明顯下降 

 

肌肉減少症 (少肌症) 

肌肉減少症是指隨年紀增長而引起的骨骼肌肉流失及肌肉力量下降。 

 

31歲人體的肌肉質量及強度，在 25歲左右為最高峰，在 30歲左右漸走下坡。 

66歲人體中的肌肉量每年流失 0.5至 1%，流失的速度亦隨年齡增長而遞增 

73歲本港的長者有大約 12%的男及 8%的女士患有肌肉減少症。 

85歲當中，部分長者同時患有其他  慢性疾病，如糖尿病、腦退化等。 

 

肌肉減少症 (少肌症)不良影響 

平衡能力及反應能力,下降患者會容易感到疲勞,步行速度變慢,增加長者跌倒及骨折的風險 

活動能力轉弱 ,生活自理能力下降 ,影響生活質素,嚴重的會導致殘障  

 

肌肉量測量方法 

1. 肌肉量:  

以雙能量 X 光吸收測量儀(DXA)、磁力共震 (MRI)、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或生物電阻分析(BIA) 量度肌肉量 

雙能量 X 光吸收儀測量 (DXA)男 7.0 kg / m2 女 5.4 kg / m2 

 

2. 肌肉力量 : 以握力器測量手握力  

慣用手握力 男  < 26kg 女  < 18kg 

 

3. 體能表現 : 量度步行速度 

測量方式:步行速度 < 0.8公尺 / 秒 

 

預防肌肉減少症 (少肌症)  
均衡飲食 進食足夠及優質蛋白質

#
 攝取足夠維他命 D

*
 

適當運動堅持每週 3次每次最少 30分鐘。從而增強肌肉力量,增加肌肉韌度提高平衡能力，減少跌倒及骨折的風險，維持正常生活。 

 

蛋白質的質與量 

最新研究顯示長者比年輕人需要攝取 較多蛋白質 維持健康身體及活動能力,建議每天攝入 1 - 1.2克蛋白質/ 每公斤體重。 

 

HMB 亮氨酸代謝物 

是必需氨基酸亮氨酸的活性代謝物。研究顯示，HMB能減少蛋白質降解，刺激蛋白質合成，可延緩骨骼肌質量與力量的退化，減緩肌

少症惡化。配合適當運動，長遠能減少體內脂肪，提高去脂淨體重，促進肌肉發展。 

 

適當運動 堅持每週最少 3次，每次 30分鐘。主要的運動種類 (1)  負重運動(2)  肌肉力量訓 

「 負重運動 」 是 指 要 骨 骼 負 重 的 運 動 。 簡 單 來 說 ， 步 行 ， 晨 運 ， 太 極 ， 慢 跑 等 ， 已 是 非 常 好 

的 負 重 運 動。 

「肌肉力量訓練」  抗阻運動，如: 坐位抬腿、靜力靠牆蹲、舉啞鈴、拉彈力帶等等。 

 

 

 



 

 

癌症 

全球第二大死因  1/6 死亡由癌症造成 

 

癌症是什麼 

我們的身體由許多稱為細胞的細小單位組成，不同細胞形成各個組織和器官。組織和器官得以生長(就兒童來說)與復修(就成人來

說)，一般是以受控方式使細胞增加體積並分裂為兩個細胞所致。細胞會按照所接收的化學訊號，進行分裂或停止分裂我們的身體是

由很多不同的細胞組成，這些細胞操控著我們身體的運作，當這些細胞受到破壞(基因變異)時，會出現不正常的細胞活動，形成腫

瘤。腫瘤分爲良性及惡性，惡性的腫瘤稱之爲癌症。任何會刺激基因變異、破壞細胞的都可以是癌症的成因。 

 

癌症 TNM 分期 

（T）癌腫的大小 Tis=癌前病變、T1至 T4=代表腫瘤由小至大 

（N）癌腫有否擴散至鄰近淋巴結 N0=沒有擴散至鄰近淋巴結、N1至 N3=不同程度的擴散 

（M）癌腫有否轉移至其他器官 M0=沒有擴散至其他器官、M1=已擴散至遠處部位 

 

零、 1至 4期腫瘤 

第零期: 形容出現異常細胞的原位癌第 1期﹕局限一處，沒有擴散 

第 2期﹕擴散到鄰近淋巴結，沒有波及其他器官/組織第 3期﹕擴散至鄰近淋巴結 有波及附近器官或組織第 4期﹕擴散至遠處部位 

 

治療方法 

癌症的種類.出現的位置.是否擴散到身體其他部分.年齡健康狀況.願意接受的治療方式 

手術 -外科手術 哪裡發生癌症就切哪里 沒有轉移的癌症 

化療-1讓癌細胞 DNA不能合成,不能一分為二、不能分裂的方法,一種藥物/同時用多種藥物,混在血液裡，能到達身體大部分的部位,

化療不懂分辨癌細胞和正常細胞 

2靜脈注射/肌肉注射,把藥物注射到脊椎液、動脈、胸腔裡,直接打進腫瘤部位,口服、皮膚塗膏狀藥物 

放射治療 俗稱電療,1896年用 X射線作 乳癌放射治療,高能量 X光或其他種類的輻射 (鐳) ,破壞癌細胞中的染色體(DNA) 

標靶治療 1抗腫瘤血管增生 2.訊號傳達抑制劑 3.細胞凋亡誘導藥物 4.附有毒素的單株抗體 (Monoclonal Antibody) 

5.針對癌細胞表面受體 HER2型增生乳癌 

免疫治療(Immunotherapy)  

1.刺激或加強自身免疫系統 2.外加免疫能力來預防及治療疾病,如人造免疫系統的蛋白質,如使用抗體和疫苗等 

癌症疫苗（Cancer Vaccines）HPV疫苗和乙肝疫苗 

增強免疫系統--非特異性免疫療法 

 

治療癌症將有甚麼新趨勢 

免疫治療同時合併其他治療來提升效果的研究陸續進行中，其中合併局部放射治療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基因療法 

• 癌細胞內有致癌基因及缺乏抑癌基因 

• 基因療法是利用 DNA重組以及轉殖的技術 

• 利用病毒作為載體對癌細胞輸入額外的正常基因或抑癌基因 

• 為細胞進行修補或置換，使其恢復正常功能 

果膠和癌 

1825年法國化學家和藥劑師從植物中提取活性成分，果膠是一種複雜的多醣，食品工業中用作膠凝劑，果膠作為膳食纖維，對預

防結腸癌中起作用，果膠也能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水平和刺激脂質排泄 

 



 

小分子改性柑橘果膠（Modified Citrus Pectin 簡稱 MCP) 

小分子改性柑橘果膠（Modified Citrus Pectin 簡稱 MCP）又稱低分子柑橘果膠（Low molecular Citrus Pectin 簡稱 LCP）是將

天然柑橘果膠 CP水解後的產物，水解後分子量在兩仟至五萬之間，酯化度 2-30% 

 

小分子改性柑橘果膠 MCP 

容易被腸道吸收而進入血液迴圈直接刺激全身的免疫系統，可以與血液中的重金屬結合進而促使其排出體外，有豐富的半乳糖單體，

能產生出特殊的抑制腫瘤的功能，能治療多種癌症，能增加免疫功能和調節免疫紊亂 MCP，可用于製備增強免疫功能的藥品、食品和

保健品。 

 

小分子改性柑橘果膠 MCP 

有以下輔助療效 1.增加免疫功能和調節免疫糸統 2.抑制腫瘤的功能 3.可以與血液中的重金屬結合促使其排出體外 

 

硏究顯示 MCP能夠 

1.降低小鼠乳腺（MDA-MB-435）和結腸（LSLiM6）腫瘤的生長 

    及肺和淋巴結轉移的數量 

2. 有效的抑制前列腺癌細胞轉移骨髓內皮細胞 

3. MCP的多糖結構能有效阻止癌細胞通過皮質膠侵襲人體內皮細胞 

4. 足以逆轉多發性骨髓瘤細胞耐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