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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宗旨
美國癌症協會是致力於根除人
類健康大敵- 癌症- 全國性、
義務性的保健組織。藉由研究
、教育、和服務來預防、早期
發現、及提供患者所需要的實
質及精神支持，使得患者在抗
癌路上不至於孤軍奮鬥。

本刊歡迎各界投稿，舉凡抗癌經驗
，癌患照顧及義工心聲等都是我們
迫切需要的。來稿請註明「談癌季
刊」，如有疑難問題，請來函。我
們會請教專家來回答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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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癌友曾有參加臨床研究的經驗嗎？統計
報告顯示一般癌症患者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曾經參加
過臨床試驗，為什麼呢？因為大部份的患者對臨床
試驗的概念並不了解，臨床試驗雖可能有益處，也
有風險，更有失敗的可能，而大部分的臨床試驗研
究都是在教學的大醫院進行的。現在希望藉由這篇
簡單的介紹，讓大家對臨床試驗會有較清楚的概念。

什麼是臨床試驗？

 臨床研究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臨床試驗的評估
而改進人類的健康，它包括認識新的藥物、新的治
療法像放射療法、新的手術或是不同組合的綜合療
法、新的疫苗或預防方法等。臨床試驗的觀念和用
動物或細胞在實驗室中的研究沒有大差別。我們需
要一個實驗組（譬如:接受新的癌症療法），也需
要一個對照組（就是沒有接受新的癌症療法）去証
明一個新的療法是否有效。通常必需經過四個階段
的評估，完整收集可靠的資料，以測新藥的安全及
療效。這樣研究出來的結果才能推廣到大多數人。

臨床研究的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Phase I):大約15至30人參與，目的是
看安全性，因為由動物實驗成功的劑量轉換到人體
，並沒有一個規則可循，風險大。主要是新的藥物
在人體分佈代謝的探討，要找出安全服用的劑量及
適當的服用法（口服或注射）。

 第二階段（Phase II):通常少於100人參與。繼
續測試藥物的安全及對人的影響，看看藥物的治療
效果。這階段要訂出效果指標，像觀察是否腫瘤
縮小或腫瘤指數下降。

 第三階段（Phase III):參與人數約100到幾千人
。這個階段為了達到最可靠的研究結果，通常需要較
多人及較久的時間。參與者會隨機地(randomization)
被分入實驗組或對照組。隨機的程序是由電腦分配
選樣，有時會採用雙盲(double-blind)抽樣這方法
。參加者與醫生們要到研究結束後才會知道治療方
法的詳情。一般醫院很難獨自招募到大數量的人
參加，所以會有許多醫學中心參與，稱 multi-center 
trials。

 第四階段（Phase IV):幾百到幾千人參與。這
個最後階段是進一步評估新療法的長期安全性及有
效性，通常是在FDA批准之後進行研究，最重要的

是觀察第三期所看不到的長期副作用。Vioxx止痛藥
就是一例。雖然它的止痛效果很好，但長期使
用者出現心臟病的副作用所以最後撤出市場。

誰能參與臨床試驗？對參與者有何保護？

 一般參加臨床試驗首先要符合入選的標準及排
除標準，每個階段有不同旳資格，希望合於標準的
人能有多元性，不同年齡、男女都有，但有時病人
用過許多種藥物後，時常不適合再參加新藥療效的
研究。我們更關心的是參加臨床研究有沒有違反保護
病人的原則。政府有專設保護研究對象的措施。研究
新藥必需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r IRB)的審查批准。這委員會成員必需來自不
同背景，不僅有醫師、護士及社區人士，還有其他
專業人士以達到客觀公正的審核。在研究進行中，
審查委員會也會負責確認臨床研究新藥正確的執行
，更有明文規定患者加入研究前必需簽署知情同意
書(Informed Consent)讓病患了解可能產生的風險
及益處，尤其病人可能會分配到對照組(用安慰劑
的那組)，不能享受新藥的利益，可能中途退出，
停止參與的。雖然參與臨床試驗，同意權決定於病
患，但並不是病患想要參與就一定可以入選，通常
是由主治醫師建議推薦。

參加臨床試驗前要問哪些問題呢？

有關研究本身的問題：
 · 試驗的目地是什麼? · 參與的是什麼階段?
 · 為什麼這是比較好的療效? · 誰在審查及批准?
 · 時間有多久? · 參加者的責任?
 · 可能的風險及益處? · 其他治療的選擇?

治療期間的照顧問題及費用、保險：
· 接受療法的程序及步驟
· 有什麼樣的檢驗 （tests）
· 可否繼續吃平常使用的藥及飲食、生活
· 誰負責我的照顧
· 誰負責我的保險問題，誰負擔支出費用

 以上這些多種問題要詢問醫護人員，所以最好由
親友陪伴寫下或用錄音的方式記錄下答案，以備用
參考。當今時代進步，新出的治療、新藥、新方法
，推陳出新;保護病患權益的聲音也越清楚。不論是
醫學研究者、醫護人員或是病人及家屬，每個人都
有責任貢獻自己的角色，以促進臨床試驗研究，進
一步改善我們癌友的生活品質及健康。

簡介臨床試驗
羅彥宇
李明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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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不要參加臨床試驗？和所有的人一樣，我
既充滿希望，又猶猶豫豫，真是應了"機遇與風險共
存"。我參加的臨床試驗不是一種全新的藥物或者療
法，而是把三種已經被FDA批准用在乳癌治療上的藥
，同時運用，看看在病人可以承受的副作用情況下，
是不是能有較好的療效。應該說風險不是那麼大，但
是在決定之前，醫生給了我很多關於這個藥物/療法
的信息，一切已經預估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厚厚一大
疊，看得我心驚肉跳。另一方面，當時在我前面已經
有三個病人加入，雖然病情進展不同，但是總體來說
她們的情況都算還不錯，這對我是個很大的鼓舞。而
且我除了乳癌，身體很健康，我比較特別的病況（孕
期發生，年齡較小），也會給醫生提供很有價值的
研究數據。再考慮到加入臨床試驗以後，一旦決定
不合適，或者不想繼續，隨時可以退出，沒有任何
強制的約束。和家人朋友反覆討論，猶豫了三天之
後我決定參加臨床試驗，總算又開始睡踏實覺了。

 在我簽字願意加入臨床試驗後，先是做了若干檢
查，一是看看我是否符合參加的條件；臨床試驗的條

 以前常常聽女友們用"小白鼠"來形容自身嘗試新
的化妝品，沒想到乳癌讓我真的當了一次小白鼠。
當我被確認癌細胞已發生轉移，在肝臟發現腫瘤的
時候，第一次接觸到了clinical trial 這個詞。
懵懵懂懂的從醫生那裡拿了大疊資料，醫生讓我們
回家充分考慮。知己知彼，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
先了解一下clinical trial。現在是網絡時代，愁
的不是沒有信息而是信息過剩，成千上萬的資訊，
讓人無所適從。苦戰兩天以後，我們總算對中文說
的「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有了大概的了解。

件是相當嚴格的，只有符合特定條件的病人才能加入
，二是做為base line，用以做今後實驗數據的比較。
參加臨床試驗，一切都有標準(guide line)，什麼時候
需要檢查，什麼樣的情況需要調整劑量或需要停止，
這一切醫生早已成竹在胸。一開始我副作用太大，在
降低兩次劑量之後，我的治療漸漸地穩定下來，除了
每次看醫生會被問很多"額外的"問題，以及比較密集
的跟蹤檢查以外，我都差點忘記自己是隻小白鼠了。
半年後，我前面參加的病人開始因為某些原因終止了
臨床試驗，我成了這個實驗裡的元老。在家人的支持
和醫生護士鼓勵下，我堅持了將近一年以後，體力開
始不支，頻繁的出現感冒和感染，和醫生共同討論後
決定停止我的臨床試驗，我作為最長紀錄者，光榮退
休了。

 我的臨床試驗經歷算是相當簡單的，一個朋友參加
的臨床試驗比我複雜的多。她治療前一天就要到醫院做
若干的化驗，第二天要在醫院待8個小時，每一個小時
都會抽血化驗藥物在體內的代謝情況，常常披星戴月的
回家，而第三天還要去醫院繼續觀察。所慶幸的是，她
的療效不錯，腫瘤鈣化縮小，也算是辛苦值得了。

 參加臨床試驗到底好不好呢？這當然沒有一個統一
的答案。我陸續的接觸過不少病人，有個朋友的臨床
試驗非常成功，她參加實驗的藥物通過了FDA的批准
，証明效果非常好，從而大範圍推廣，而她也因此成
為這個藥物最早的受益者。有朋友的實驗，取得了非
常不錯的效果，但是出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甚至可能會變成嚴重的後遺症，得失只能自己衡量了
；但是也有朋友沒那麼幸運，參加的臨床試驗失敗了
，她的治療因此大受影響。不過，我對所有參加臨床
試驗的朋友都非常的敬重，他們是用自己的身體，在
幫助醫生收集數據，為了日後更多的人可以受益。

 在此我推薦一個網站http://clinicaltrials.gov/
這是政府的網站，提供很全面的臨床試驗的信息，它
不僅介紹有關的一些基本知識，你還可以查到現在正
在進行的臨床試驗，了解是否有合適你病情的試驗，
從而和醫院或研究機構去聯繫。

小白鼠記

羅彥宇(Dr. Raymond Lo)為本會現任理事；台灣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內科專科醫師，目前於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流行病學研究所進修

李明瑱(Dr. Marion Lee)為本會前會長，現任教
於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兼任史丹福大學

蕭 兒

下列為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參考網站:
http://www.cancer.gov/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
http://www.centerwatch.com/
http://www.cancertrialshel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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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七月，前分會會長曹知行與前列腺癌互助
組的兩位成員王兆椿，程漢駿對Santa Clara凱薩醫
院(Kaiser Hospital)的徐學山醫師(Dr. Thomas 

Hsu)做了就有關前列腺癌的訪談。以下為這次訪談
的紀要。

* 問：前列腺癌是大部份的男性到了相當年紀以後，
常會碰到的問題。這個病的發生有沒有什麼特定的
因素，如環境、飲食、生活型態、遺傳…等？
* 醫生：通常與人種有很大的關係，黑人的機率最
高，白人其次、亞裔的機率是最低的。遺傳方面假
如家裡直系親屬有人得前列腺癌的話，那它發生的
機率就會增高到2-8倍之多。另外飲食方面，通常
吃很油膩的東西的人罹患此癌症的機率較高，也就
是肥胖與前列腺癌的罹患有很大的關連性，至於像
是藥物則與前列腺癌的罹患沒有什麼關係。

* 問：亞裔人種得此癌症的機率最低，是否因為檢測
的普及率不夠高？
* 醫生：這也是有可能的。在美國有各種人種，檢測
報告結果是亞洲人最低。但是美國的亞洲人比起亞洲
的亞洲人罹患率又高一些。歸因可能與飲食有關，因
為美國胖的人比較多，而肥胖與罹癌是有關係的。

* 問：男性到了相當年齡後，那些症狀是與前列腺
癌有關？
* 醫生：前列腺癌早期通常沒有什麼症狀。有血尿的
症狀時，通常已是晚期的前列腺癌了。

* 問：所以想瞭解自己是否罹患前列腺癌，就是要
靠主動的例行檢測嗎?
* 醫生：是的，目前是這樣的。有症狀時不見得是晚期
才有，但通常是晚期才會有明顯的症狀，如血尿。有
時候癌細胞會擴散到旁邊的器官，如擴散到骨頭裡
去，就會有疼痛的感覺。

* 問：定期檢查的方法有那些方法？
* 醫生：在美國來講，五十歲以後要每年定期做血液
的PSA(前列腺特異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檢測，但也有些醫生會建議每兩年才做一次。還有
一種體檢方法是將手指伸入肛門內觸摸，以檢查前
列腺的形狀或質地是否有異常的情況。如果有家族
病史的男性，四十歲以後就要開始定期的檢查。醫
療保險通常有涵蓋PSA檢測。

* 問：PSA對前列腺癌的檢測準確度如何？
* 醫生：PSA不能說是一個完美的檢查方法，但目前
來講可以算是最好的一個方法。因為通常前列腺癌
的辨識就是透過PSA檢測而來的。爭議是到底PSA值
為多少才算是高? 通常與年紀有關:四十幾歲的男
性PSA值不能超過2.5，五十幾歲不能超過3.5，六
、七十幾歲的人PSA值大概不能超過6.5。當然醫生
也會根據前列腺的大小檢測來判定。也有用PSA值4
當作一個正常值，當PSA值4以上就代表不正常，4
以下算是正常。但是也有15%到25%患有前列腺癌的
病人，他們的PSA值是小於4的。所以大於4的未必
是問題，小於4的也不見得是說沒有問題。還有一
種方法就是觀察一個趨勢，如果你每六個月作一次
檢測，PSA值是往上走的話，那我們就要非常小心
了。如果你的PS A值每年增長0 . 7 5的話，這
種情形下，罹患前列腺癌的機率就會高些。

* 問：前列腺肥大會不會影響PSA？
* 醫生：前列腺肥大會影響PSA值的增加，只是增高
的速度會比較慢。如果是罹患前列腺癌者，其PSA
值增高的速度會比較快些。

* 問：前列腺肥大與前列腺癌間有沒有關係？
* 醫生：照理講應該是沒有關係的。每位男性的前
列腺都會慢慢地肥大，這是不同的問題。如果有男
性其前列腺長得非常肥大的話，我們就必須診斷並
做切片檢查(biopsy)。

* 問：經由PSA血液檢測後，醫生懷疑病患可能罹患前
列腺癌，是不是都要去治療？還是與年齡有關係？
* 醫生：這與年齡有一定關係。如果透過切片發現前列
腺癌，醫生通常會評估病人的年紀。如果病患還能夠
活至少十年以上的，醫生就會建議其接受治療。由於
前列腺癌不會馬上致命，因此醫生也還會評估病患
的身體狀況（是否有中風、糖尿病、心臟病等病史
）。如果發現前列腺癌已經到了晚期，而且
也已經擴散到骨頭的話，則一定要予以治療的。

 也有一種情形是觀察等待(watchful waiting)，
也就是不治療只觀察，通常是年紀很大的人，而他
們也沒有症狀、疼痛或不舒服，這是一種長得慢的
癌症，一般只會要求病患需要定期回醫院複診。

「前列腺癌」訪談 許孟暉 整理

【編注: 前列腺亦稱攝護腺，本文一致使用前列腺】



* 問：是否有不同的治療方法選擇？
* 醫生：如剛才所說的，有些人不適合做治療。但如果
像年輕的病人，或是對希望治療的病人，傳統的方
法就是動手術將前列腺與精囊完全切除(沒有部份切
除)。另一種方法就是進行放射治療(radiation)。

* 問：不同的治療方法，其效果是否一樣？
* 醫生：整體而言，手術與放射治療這兩個治療方法
治癒癌症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差別是副作用的不同
。手術除了會傷口的疼痛外，最常見的副作用是漏
尿與陽萎。醫學報告指出，90%的病患漏尿不會太
嚴重，而少於10%的病患會有嚴重
漏尿的副作用。陽萎的副作用則
是年紀大的人機率高一些。如果
同時患有糖尿病的前列腺癌病患
，術後陽萎的機會就會更大。至
於放射治療，陽萎的部份也不是
馬上發生，通常都是幾年後才會
發生的，因為它所破壞的細胞也
不是馬上死掉。若選擇先接受手
術的治療方式，如果術後有復發
的情形，還可以使用放射治療。
但是若先使用放射治療後發現有
復發的情形，就表示前列腺的癌
細胞沒有完全被殺死，那這種情
況再作手術就會比較麻煩。

* 問：聽起來放射治療的副作用比較少，所以是否病
患會多選擇放射治療？
* 醫生：一半一半。根據年紀會有不同的治療建議
。例如四、五十歲的病患，可能會建議接受手術的
治療方式。因為病患也許會比年紀大的病患多活個
二十年，倘若有復發的情形，則還有機會可以選擇
放射的治療方式。

* 問：前列腺癌病患在那一種階段時不可以有以上
兩種治療方式的選擇？
* 醫生：超過七十歲以上的病患，外科醫生就通常不
會建議讓病患接受手術，因為風險會高一點，尿失禁
的機會也增加了。如果是早期發現的話，手術與放射
治療的效果都奏效；但若到晚期才發現者，不管是手
術、放射治療、甚至荷爾蒙治療(Hormonal)，通常
效果都不是很好。

* 問：荷爾蒙治療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 醫生：荷爾蒙治療當然也會有副作用。它的效果
就如把兩個睪丸拿掉，像閹割一樣。這種治療方式
會讓有些病患沒有精力，容易疲倦，甚至會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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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他今晚起床四次了，該去檢查攝護腺了。
貓:你還不是整天到處尿尿留標記?

* 醫生：是有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但大多的研究是
著重在我們如何將PSA檢測方式改良得比較好。現在
多數的研究也著重在如何在抽血或驗尿的過程中，
提高判斷哪些人需要進一步作切片檢查，以及哪些
人不需要做切片而且還100%沒有得癌症。因為每一
個人的體質與結構都不一樣。例如驗尿可檢測出癌
症，但這個研究還在實驗階段，不能完全仰賴的。

* 問：除了荷爾蒙治療之外，有沒有那些新藥是針
對控制前列腺癌細胞增長的治療？
* 醫生：現在的確有一些藥物可以注射入血液中，
透過藥物散入血液內，來殺死癌細胞。

* 問：前列腺癌算是一種高發病率、卻低死亡率。
在華人分會前列腺癌互助組的200多個成員的例子中
，真正死亡的只有四個。有文獻報導指出，是否
十年以後前列腺癌將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了？
* 醫生：這是最好的夢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吃個藥
就解決了。但這還有蠻長的路要走。未來的研究也
會根據不同的基因，來尋求研發不同的治癒藥物。
以後也許不需要進行手術或是放射治療，而是透過
新研發的藥或打針的方式來治療癌症。

的情況，類似婦女更年期的現象。對此，醫療上是
有某些藥丸可用以防止這些問題，同時醫生也會建
議病患定期作骨質疏鬆的檢測。

* 問：由於與年紀有關，那麼九十歲以上的人一定
會得這種腫瘤嗎？
* 醫生：沒錯！但它是否致命，現在還很難講。通常五十
歲以上是40%罹患率。七十歲以上則是三分之二以上
的人了。

* 問：前列腺癌算是個慢性病，統計顯示，它是男
性常見的癌症第二位，如何解釋這樣
的關係？
* 醫生：它是慢性病沒錯，但如果沒
有接受治療的話遲早是會致命的。因
為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變成惡性
細胞。再者早期發現病症的話，有高
達80%以上的治癒率。通常我們會觀
察病患十年以上，以瞭解是否可能復
發 ， 若 超 過 十 年 沒 有 再 復 發 的
話，95%以上表示已經治癒。

* 問：前列腺癌細胞有些是惡性、有
些是良性的，是否有研究哪些前列腺
癌是會惡化、有哪些是永遠停留在潛
伏性的狀態下?



對於癌症從局部性的腫瘤演變成擴散或轉移的
局面(也就是從腫瘤的原發部位擴散到身體的其他部
位)，醫學研究人員不停地在找尋關鍵因素，每天都
有新的進展。最近，美國病理學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發表了一篇突破性的研究成
果，找到了一個新的生物指標(biomarker)，也就是
一種特殊物質可以用來代表疾病的進程，這個生
物指標與攝護腺癌(亦即前列腺癌)轉移的現象息
息相關，極有可能用於研發新的癌症檢驗方式，
或者用來開發預防癌症轉移療法(Aprl,2009,pp.
1515-1523)。

Galectin-3是一種蛋白質，存在於全身各種組
織和細胞中。它扮演的角色是讓細胞有能力保護
自己免受有害物質的侵犯，並保持與其他細胞間
的緊密連結，同時在人體中駐守各細胞自己的位
置，當極端危險時，甚至可觸發「自殺」的機制
。做為身體免疫系統反應的一部分，Galectin-3
也可以激起不同細胞類型間的互相移動，使細胞
轉移到身體的其他部位。先前的研究已經確定，
當正常細胞要轉變成腫瘤細胞時，Galectin-3在
細胞內的含量會變得無法自行控制。

在很多疾病的發展過程中，包括癌症、免疫、
和炎症等，Galectin-3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美國癌症協會臨床研究教授Kenneth J. Pienta博士
(執教於密西根大學，Ann Arbor, Michigan)和他的

研究團隊，最近專注於這個蛋白質在攝護腺癌上
扮演的角色。他們偵測到，Galectin-3蛋白質會
隨著攝護腺癌從局部性的腫瘤發展到轉移擴散的
程度而被「切斷」。他們也發現，攝護腺癌的擴
散可能會因為維持原狀的Galectin-3蛋白質的減
少而受阻。當蛋白質數量減少，它會使癌細胞在
腫瘤以外部位的移動因而減少，細胞侵略鄰近組
織的能力也因此減退，所以細胞和腫瘤的成長也
會相對的減緩。

對於被打斷的Galectin-3蛋白質，雖然至今我
們所知有限，但仍對它抱有很大的希望。Pienta
博士說：「其中一項最有指望的潛力是將這種蛋
白質應用於尿液的檢驗，希望能用於攝護腺癌的
檢測和分期，因為這種蛋白質的出現可能與癌症
的惡化程度息息相關。」將這種蛋白質應用於治
療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利用抗體或其他能中
和這種蛋白質的化學藥品，或許有希望成為治療
上的可行之路，因為減少蛋白質的數量，能減緩
癌症的擴散。

不論是開發新藥來延長生命和改善生活，還是
提倡最有效的癌症預防和篩檢，美國癌症協會在
上個世紀幾乎參與了所有重大突破的癌症研究工
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致力於協助患者
延長生命而且保有良好的生活品質，對抗癌症，
找到治癒的方法，最終得以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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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護腺癌擴散的預測
研究人員又往前邁進一大步 翻譯組

〈From ACS Quarterly News Update   August 2009〉

抗癌接力是一大型及具挑戰性的活動，需要許多人的投入及彼此合作才可能成功。

抗癌接力之籌備會依工作性質，分成許多委員會，每個委員會都有一個Chair。這裡Chair之意並不
是主席，而是座椅，給人坐的。我的職稱不是籌備會主席，而是心靈點燈者之座椅(Chair,Heart Lighters)
，也就是說所有人都坐在我之上。

我們虔誠歡迎所有的甘心樂意奉獻的人來加入我們心靈點燈者(Heart Lighter)之行列，希望藉由
我們共同之努力，在全球華人的心中點燃生命之火，在愛心中奉獻自己、出錢出力、眾志成城，合成
抗癌大軍，同心合意為克服人類共同的敵人而努力。

李祖昌
2010年抗癌接力(Relay for Life)



 之後由王淑娟中醫及針灸醫師主講「實用健康食
療」。本身茹素的王醫師是一位慈悲又熱心的人，自
1990年起即為灣區病患服務；她以中醫的理論探討如
何調理健康的飲食。王醫師認為正確的飲食觀，應該
不暴飲暴食，要做好身體環保，儘量不吃含有農藥、
食品添加劑的食物；多吃高能量食物如有機蔬果、堅
果、五穀雜糧及海菜。

 座談會中場休息時，大會準備了豐富的食物：有
葷、素兩種三明治，精美小點心，五色蔬菜，更有
不同種類的水果。主辦人員以有限的預算，費心盡
力的展示營養又均衡的實例，真是用心良苦。可愛
的義工們動作迅速又親切的將食物及飲水分發給參
加者。同時，將大家要發問的問題收集起來，做為
下一節「座談」討論的內容。

 座談會陣容愈加可觀，除了上述三位醫師、營養
師外，又有陳俊旭醫師及蔣雁平中醫師加入助陣：
陳俊旭醫師是台大醫學院復健醫學系學士，美國巴
斯帝爾大學自然醫學博士，擁有自然醫學醫師、針
灸師、治療師三種醫療執照，有豐富的臨床經驗，
也是許多暢銷書（如『吃錯了，當然會生病』）的
作者。蔣雁平中醫師自1980年起在灣區為病患服務
，2004年報選為最佳中醫師，專精於將飲食、運動
結合中藥針炙治療，她也是本年度美國癌症協會加
州華人分會的新任會長。

 整場座談會中在所邀請的中醫師、西醫師及營養
師蒞臨討論有關營養與癌症的關係，最後在所有主
講者與聽眾一起熱烈討論如何吃出營養，以保持身
體健康等議題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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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可敏

 中國人花在「吃」的時間上是有目共睹的，但
怎樣吃？吃什麼？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有
鑑於此重要課題，特別於八月一日下午在San Jose 
O'Connor Hospital 舉辦了一場講座。從營養的角
度，為癌友、癌症照顧者、與一般民眾，討論營養
與癌症的關係。

 當天據統計有將近三百人參加，真是盛況空前。
首先由陳耀祥醫生講述「癌症治療時期的營養」。
陳醫生自1974年於加州舊金山醫學院畢業後，專攻
癌症腫瘤專科，多年來對病患在治療期間所須要的
營養有特別的研究心得。他詳盡的解釋幾種癌症的
治療方式，及治療期間通常會出現的反應，例如噁
心、嘔吐，針對這些反應，要如何注意飲食的照顧
，要如何掌握飲食的原則；講解深入淺出，令人受
益良多。

 接著由胡紹菲註冊營養師介紹「癌友的飲食規劃」
，胡女士為現任舊金山總醫院註冊營養師，從事醫
療營養治療與諮詢多年，經常主持營養保健講座和
課程，同時負責「角聲癌友會」的營業培訓及提供
社區營養保健資訊，並撰寫世界日報營養專欄。她
詳細的講解什麼是食物金字塔（Food Pyramid），
食物金字塔的六大類，其日常正確的進食及如何計
算，適當的進食量；胡女士強調飲食要均衡，每天
應選吃不同顏色，不同種類的水果蔬菜，以獲取各
種植物元素和營養元素；胡女士又告訴大家應如何
保存蔬果的營養價值，如何參閱食品標籤，以選擇
健康的食品並計算卡路里，保持適中的體重，這些
資訊不單對癌友很重要，也是每一個人都應該
瞭解並儘量做到的。

講員: 腫瘤科醫師，中醫師，營養師；        語言以粵語為主

地點: 東灣阿拉米達醫院 (Alameda Hospital, 2700 Clinton Ave., Alameda, CA)

時間: 2010年一月三十日，下午1~4點

    歡迎參加講座!

營養健康防癌講座
2010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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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十二月中我發現乳房有硬塊，心想有可能
是乳癌嗎? 腦海中即刻想到的是我沒有醫療保險的
問題，該怎麼辦? 

  在我很無助的時候，忽然想起我曾經拿到過美國
癌症協會的一個傳單，上面寫只要是四十歲以上的
婦女能夠免費做乳房的攝影檢查，我也曾經在電視
26台看過同樣的廣告。當時抱著姑且一試的心理，
打電話到協會詢問，證實的確有這個項目。她們問
了我ㄧ些問題，其中一個是要確認我是否符合四十
歲的要求。因為符合了這個要求，所以很幸運可以
做這個免費的檢查。他們用電話訪問我結束之後，
就寄了一份表格過來，在上面列出三家醫院要我選
擇，因為我住在San Mateo，所以選擇了離我最近的
San Mateo Medical Center。去報到的時候，他們沒
特別問我什麼問題，就給了我ㄧ張黃卡，是這家醫院的
保險卡。辦理的人員告訴我費用會由美國癌症協會支付
，所以我就放心地接受攝影檢查(mammogram)。

  證實是得癌之後，在2009年三月初我就動了手術
。去做手術報到的時候，醫院的人問我有沒有其他
保險?我表示自己只有醫院給的黃卡，接著他們馬
上給了我ㄧ張單子，幫我去申請加州的MediCal醫
療保險。美國癌症協會的服務項目並沒有包含乳癌
的手術，加州的MediCal保險才有包含手術。醫院
社工告訴我，加州MediCal有一個項目是給在加州
的婦女，只要得到乳癌、子宮頸癌或子宮癌的病人
都可以向政府申請支付醫療的費用。從四月一日開
始做了四個月的化療，總共做了八次。化療結束後
我接著再做放射治療，到目前為止，我看到帳單上
會顯示每一筆手術或治療的費用，但在帳單上病人
要自付額的部份顯示為零，在這過程中自己並沒有
付錢，真是令我無限感恩。

  當我在五月做化療的時候，醫院社工告訴我從舊
金山沿伸下來San Mateo也屬於全民健保區域，San 

Mateo有一個保險叫做Health  Plan，這是提供給住
在San Mateo的居民。如果你是當地的居民，並持有
Medicare或MediCal，即可以跟政府買Health Plan
的保險，這個保險所交的月費多寡依照個人薪資所
得的高低而定，意即收入高者就付較多的保費，收
入較低者，就付較少的保費。若是在公司工作的員
工，由公司幫員工買保險，或是自己已經向私人保
險公司買了保險，則不需買Health Plan這個保險。
Health Plan保險算是住在San Mateo居民的福利。這個

保險並不屬於PPO，不能任意去看任何的醫師，它
是屬於HMO需看指定的醫生。

 在灣區若生重病，如癌症、中風等卻沒有保險的
朋友我想告訴你，天無絕人之路，你可以參考下列
社會福利資訊尋求協助:

住在Santa Clara County可以到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
地址是 751 S.Bascom Avenue San Jose,CA 95128   
電話: (408) 885-5000。

住在San Mateo County 的人可以到San Mateo 
Medical Center。
地址: 222 West 39th Avenue. San Mateo CA 94403   
電話: (650) 573-2354。

一、公民和綠卡持有者，如何申請保險卡?
 依據你居住的地點選擇 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或San Mateo Medical Center
到他們的社會工作的辦公室(social worker's 
office)找社工人員辦理保險，條件須符合低收入
戶、殘障者、失業其中一項。當你辦理此保險卡的
時候，必須攜帶有照片的證件，報稅資料(符合低
收入資格)。如果你想要為小孩辦理此保險，需出
示小孩的出生證明和社安卡複印件。此保險卡僅供
持有綠卡或是公民的人使用。

二、沒有綠卡者如何申請臨時保險卡
 沒有綠卡的人在被檢查出患有疾病後可以立即到
醫院(Santa Clara Valley Medical Center或San 
Mateo Medical Center)的急診室。醫院會找一名社
工來幫助你辦理臨時性的保險卡。

三、特殊居住地沒有保險者，申請保險的辦法
居住在San Mateo到San Francisco地區滿三個月以
上的人(出示汽車駕照、水電瓦斯費用單來證明)可
以到Health Plan of San Mateo申請保險。
地址是701 Gateway Blvd. Suite 400，South San 
Fransisco, CA 94080。電話是(800) 750-4776。
到醫院的社工室去詢問，並拿表格來申請保險，若
要為小孩申請，需要出示出生證明和社安卡複印件
，這個保險個人必須依據其收入繳交每個月的費用
，這部分須符合失業、低收入、殘障的人使用。

天無絕人之路
陳素嬌採訪
林詩怡整理~~ 癌友採訪

~~

【編註:此為癌友個人經歷，如需進一步諮詢請
  直接與當地社會福利辦公室連絡。】



《乳癌互助小組》（Joy Club 開心俱樂部）

日期： 3/20/10, 6/19/10        地點： 未定

《攝護腺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3/21/09, 6/20/10   上午10:30~下午1:3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 A&B 
      (一樓自助餐廳的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408) 947-2500

《肝癌癌友互助組》
日期：03/21/10, 06/20/10 下午3:00~6:30
地點： 未定

《腸癌癌友互助組》長虹俱樂部

日期：06/19/10 上午10:30~下午1:30

《婦科癌症癌友互助組》
日期：與「活力人生」一起舉辦

 《東灣癌友互助組》
日期：1/19/10, 4/20/10, 7/20/10    地點： 未定

《抗癌接力》
日期：06/26/10 8:00am ~ 06/27/10 8:00am
地點： 未定    http://relayforlife.org/chineseca

《腸癌認知月教育講座》
日期：03/07/10    地點： 未定

《肝癌教育講座》
日期：04/24/10  下午1:00 pm~4:00 pm
地點：Alameda Hospital
           2070 Clinton Ave., Alameda, CA 94501

《營養與癌症預防講座》
日期：01/30/10  下午1:00 pm~4:00 pm
地點：Alameda Hospital
           2070 Clinton Ave., Alameda, CA 94501

《營養與癌症預防講座》
日期：04/10/10  下午1:00 pm~4:00 pm
地點：沙加緬度

《癌友美容示範講座》
日期：02/05/10, 03/10/10, 05/12/10, 07/02/10  下午2:00 pm ~ 4:00 pm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義工初訓》
日期：01/23/10, 4/17/10, 7/10/10   下午2:00 pm ~ 5:00 pm

地點：華人分會辦公室

      39235 Liberty St., #D-0, Fremont, CA 94538

《「活力人生」癌友互助會》
日期：每雙月的第三個星期六 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O'Connor Hospital - Conference Room A&B (一樓自助餐廳的後方)
           2105 Forest Ave., San Jose, CA 95128  (408) 947-2500
          02/20/10, 04/17/10, 06/19/10, 08/21/10, 10/16/10, 12/18/10
本會將提供茶點招待，請事先打電話到本會辦公室

(510) 797-0600或1-888-566-6222報名。

以上各互助組活動時間與地點詳情請致電本會查詢 

(510) 797-0600或1-888-566-6222。
*在非辦公時間內如癌友來電留言，未於兩天內接到回電時，

 請再次與本會聯絡。

國語/粵語社區防癌教育：
* 運動與防癌 * 營養與防癌 * 乳癌 * 攝護腺癌  
* 大腸癌 * 肺癌 * 子宮內膜癌 * 肝癌
內容包括：各類癌症的早期徵狀、罹患的危險因素、高危險群、
   治療方法、目前研究趨勢與最新治療方法。每年定期
   檢查之時間與重要性、以及運動、營養與癌症之關係等。
凡有20人以上的聚會且有興趣邀請本會義工講解者，可與本會連絡。
癌症教育經理：高韻上（510）797-0600 x 104
講座負責人：張卉（408）366-6030 x 132

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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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宇宙的秘密
微笑

不認識
功成名就

微笑
不介意

一無所有
毫無所求時

就有真正的微笑
找回自己的微笑

也就找回了
陽光的燦爛
星辰的閃爍
花特別的香

風特別的柔軟
煩惱
就像

掉在大地裏的一顆雨點
再也尋不著

這世界正等著對你微笑

微 笑 林文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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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美國癌症協會透過電話提供以下免費訓練課程。目地在提升大眾的知識，以及義工的服務技能，進而改善癌
友與照護者的生活品質。您可以在家裡或任何地方使用電話參加，課程以英語為主，不定期有國語課程。
如有任何註冊程序問題，請聯絡本會教育經理- 陳素蘭/ Maggie Liew: (510)797-0600 分機 104。

醫生論談Doc Talk: 每個月一次 
(課程對象：一般大眾)

對重要的癌症議題，每個月會由專業醫生舉辦一系列的
講座，目的是將最新的抗癌資訊提供給您！Monthly 
series of presentations on key cancer topics designed to 
help keep you current in the �ght  against cancer!

什麼是三重陰性反應的乳癌？醫學新知 
﹝*可以用於「邁向康復」義工每年定期檢定的需要﹞
What is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A Medical Update  
(*Ful�lls annual Reach to Recovery recerti�cation 
requirement)

January 27  12:00 pm - 1:00 pm  
Cynthia Martel, MD, PhD

攝護腺癌篩檢：認識科學新知
﹝*可以用於「男性對話」義工每兩年一次的定期檢定的
需要﹞

February 17 12:00 pm - 1:00 pm

請上網www.acsmissiontraining.org尋找您要的課程註冊
,或打免費電話1-877-227-0320註冊請上網。

免費電話訓練課程

癌友和照護者免費的英語電話課程/
我能面對 I Can Cope  
(課程對象：癌友與照護者)

如何理財/Taking Charge of Money Matters
Wednesday, January 6, 2010     
10:00 a.m. - 12:00 p.m.
Register by December 30        
Facilitator: Kyle Restad

如何應對癌症引起的疲勞
Managing Cancer - Related Fatigue 
Wednesday, February 3, 2010     
10:00 a.m. - 12:00 p.m.
Register by January 27
Facilitator:  Linda Person, RN,MSN,AOCN

如欲參加，請打電話1-800-ACS-2345註冊。
網上同時提供過去課程(影音檔案)，隨時可自行上網研
習：www.cancer.org/onlineclasses。

技能提升訓練 Skill Enhancement
(課程對象：美國癌症協會義工 )

Supporting E�ective Group Communication: For use in 
support, self-help, LGFB and volunteer groups
     
February 4                   10am - 12pm

請上網www.acsmissiontraining.org尋找您要的
課程註冊，或打免費電話1-877-227-0320註冊。

美國癌症協會服務項目訓練
Program-Speci�c Teleconference Training
(課程對象：美國癌症協會義工 )

後續關懷I  (Call Back I) : 了解後續關懷對癌症患者及照
護者的價值 
 - January 20  1pm - 3pm
 - February 27 10am - 12pm

後續關懷II  (Call Back II)：練習如何增進對癌症患者及
照護者的關懷技巧 (必須先完成「後續關懷I」課程)
 - February 9   10am - 12pm

容光煥髮初訓 (Introduction to Look Good Feel Better)：
為康復中的癌患婦女恢復容貌
 - January 12  7pm - 8pm

邁向康復初訓 (Introduction to Reach to Recovery) : 為新
乳癌患婦女提供有效的互助與支持
 - February 15  11am - 12pm

攝護腺癌友互助 (Man to Man I ) : 為新攝護腺癌友提供
資訊與支持
 - January 14 10am - 12pm

攝護腺癌友互助 (Man to Man II ) : 服務宣導、推廣和小
組互助
  - February 23 2pm - 4pm

邁向康復挑戰 (Reach Recurrence) : 對象為目前「邁向
康復」計劃的義工，尤其是經歷乳癌復發的患者。
 - January 26 10am - 12pm

交通服務 (Road to Recovery) : 駕駛義工需知
 - January 7 10am - 12pm
 - February 3 1pm - 3pm
請上網www.acsmissiontraining.org尋找您要的課程註冊
，或打免費電話1-877-227-0320註冊。



 冬天來了，樹葉變黃後落到地上了，天氣在換季時往往要忽冷忽熱幾天後才能穩定下
來，我們的身體也跟著這種天氣變化，因而提高免疫系統，對付這種變化免疫系統低的人
，因為免疫系統工作太辛苦再加上外感，因此生病輕則感冒重則傷風。

 誰都不願意生病! 生病時好難受，影響正常作業，生活脫出正常軌道，真討厭!

 如何在換季時避免生病 以下有幾項建議值得參考:
 避免逗留在人多的室內場合，以免增加感染。
 經常洗手並且不要揉眼睛或挖鼻孔，這將減少將病毒從體外帶入體內機率。
 避免與感冒的人面對面接觸，感冒初期病毒是繁殖期最高時段，當然也就是互相傳染最高峰期。像我的
 診所內最近感冒傷風的病人特別多，如果有發燒的現象，我們就請他們不要來診所，以免傳染給其它病人
 。親戚朋友之間也是一樣，有時是好心的探訪，如果彼此之間有一方覺得身體不適，也要為對方著想。
 飲食除了均衡的營養，也要求注意少吃甜食和冰冷的食物飲料。在佳節時間因為過節，往往飲食變得過度
 高熱量、高脂肪、過甜、過鹹、過油，飲食不當都是生病起源。
 精神狀態保持輕鬆愉快！少生氣和減少煩躁的心事，這樣才保健康！
 因為天氣寒冷和下雨，往往會因此而改變我們運動的計劃。要知道運動增強血液循環加強免疫力，適當的
 運動是必要的，天氣寒冷時需保暖但是要繼續運動。如果是早晨做戶外運動，可以將時間稍微挪後，等太
 陽暖和後再外出! 
 一有不舒服，可以在前三天多喝開水和多加休息。喝紅糖薑水去寒。如果情況尚未改善或者加重，應去看
 醫生，千萬不隨便服中西成藥或大意。如有發燒應儘早跟家庭醫生聯絡。

 同時敬請期待2010年一月三十日營養健康防癌講座。到時將請中西醫師、營養師為防癌開講。2010年的
抗癌接力賽也敬請大家期待。

在此敬祝各位身體健康，新年萬事如意!                                                      蔣雁平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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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快 樂  華人分會主任   劉惠珍 

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最近帶一位癌友的12歲女兒參加鋼琴家陳毓襄在柏克萊的私人義演音樂會，這是陳女士連續第二年在感
恩節期間保留部分座位給美國癌症協會華人分會的癌友與家屬參加。會後我帶小女生去當地「台灣飯店」
晚餐，菜色中包括雞捲。她問：「阿姨，雞捲是不是炸的？」我說是。她說：「爸爸說不要吃太多炸的東
西。」我擔心她不習慣喝茶，問要不要汽水？她說：「媽媽說不要喝太多汽水。」我不禁莞爾，兼又汗顏
，小女生有正確的飲食習慣，反而我這個大人沒有做良好示範。

 根據最新2006年癌症研究資料顯示，1990年迄今，美國的癌症死亡率顯著下降，達到16%，主要原因：改
善飲食、減少壞習慣。以癌症的頭號殺手「肺癌」來說，因為吸菸人口減少，風險立刻降低。1960年代有
50%人口吸煙，尤其是男性；2006年則降到25%。其次是癌症的二號殺手「大腸直腸癌」，因為良好的飲食
習慣(多蔬果、多纖維)、適當運動，和有效的大腸直腸癌檢測，風險也顯著下降。

 不過，美國癌症協會的首席醫藥官布萊雷(Otis Brawley)表示，美國的「肥胖 」(obesity)問題卻可能
在未來20至30年間帶來所謂的「癌症海嘯」(tsunami of cancer)，抹煞多年辛苦降低癌症風險的進展。這
是因為肥胖與多種癌症息息相關：乳癌、攝護腺癌、大腸直腸癌、肝癌、腎臟癌、胰臟癌、食道癌等。

 新年新計畫，除了不吸煙、定期檢查之外，讓我們互相鼓勵、提醒，一起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適當運
動，並且不要過胖。新年快樂！

資料來源：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1191151

天涼了請多保重!會長的叮嚀



美國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本會榮譽董事(09/01/2007 - 09/01/2009)
捐款$2,500以上：
紀念王陳美枝女士  紀念邱宣澄先生 紀念陳奕先生
紀念劉煥彰先生 紀念楊振明先生 紀念曹玲女士
紀念鮑尚文先生/顧孔璋女士 紀念倪傑先生 紀念翁愛霞女士
紀念曾澤永先生/董晉榮女士 黃肇崶/林佳懿 陳維斌/李紡
莊人川夫婦      劉德音/唐祖慈 廖裕人/柴馨惠
陳雅夫/李美嬌 林文釗/林美惠 曹知行/倪小蓁
翁作新/蘇淑芳 鄭紹康/鄭麗麗 伍自立/廖郁芬
鮑勝西/詹台英   楊茂興/陳民英 黃衍峰/葉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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