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癌症、食得健康

Eating Well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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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這本小冊子將會幫助你在癌症治療及康復期間食得健康。

它是為癌症病人和負責在菜單、購買食物及準備膳食等方

面提供幫忙的照顧者而撰寫的。

事實是，當你患了癌症，食得健康可能是個難題，而每個

人受到的影響都不同。有些人發覺自己的飲食習慣只是略

有改變，而另一些人就發覺食得健康實在是很難的。許多

人是介乎兩者之間。

你的飲食如何受影響，將會取決於你患了哪種癌症以及你

接受什麼治療。不過每個人的目標都一樣：在整個癌症治

療期間盡量食得健康和保持強壯。

在這本小冊子的各頁裏，你會找到資訊、提示和想法，去

幫助處理：

•  可能影響飲食的症狀

•  可能影響飲食的治療副作用

•  可能擾亂飲食習慣的感受和情緒

•  身體怎樣使用食物和養分方面的改變

你也會聽到加拿大人以癌症倖存者和照顧者的身分提供其

個人經驗。作為“曾有此經歷”的人，他們會告訴你，他

們如何應付飲食問題、在過程中他們學會了什麼以及是什

麼幫助他們食得健康。這本小冊子收錄了他們的說話，以

幫助你明白，你不是孤軍作戰，你有需要時可得到幫忙。

我實際上開始喜歡為家人烹調營養豐富的飯菜。我設
法使到煮食不僅是關乎到我，而且還是關乎到我可以
吃得下而我的家人也愛吃的食物。 ~ Zara

在這本小冊子的末尾，你會找到一些食譜，幫助你食得健

康。其中一些食譜是由自己曾經患癌的人士或者照顧他們

的家人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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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Eating Well When You Have Cancer [Chinese Traditional] ©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2014

考慮去見註冊營養師

由於每個人的營養需要都不同，你可能想得到醫護團隊的幫忙。

註冊營養師能夠幫助你找到方法，在整個抗癌過程中食得健康和

保持健康的體重。

“我見過營養師幾次。她給我一些忠告，並且使我能為自己設

想，及知道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去食得健康。” ~ Dante

增強免疫系統

許多人會問，吃特定的食物是否會增強免疫系統及幫助他

們對抗癌症。知道並無單一種飲食、食物或補充劑能夠增

強免疫系統，這是很重要的。你能夠為自己的免疫系統所

做的最恰當事情，就是過著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

>	提示

•  	每天都吃有益健康的食物。

•  	盡可能多吃新鮮食物而不是加工過的食品。

•  	可以的話經常活動。任何活動，即使是短程散步，

也能夠提高食慾及減低壓力。

•  有需要就休息。就算晚上睡不著，你也可以在日間

休息。

•  	設法減少生活中的壓力。太極、瑜伽或冥想等輔助

療法可以有幫助，而到外面去也一樣可以有幫助。

	手術後我開始在花園做點輕鬆的工作。陽光有助我感
到更積極樂觀，我肯定清新的空氣和氧氣有助我身體
復原，及恢復食慾。 ~ Mona

為何食得健康是重要的

食得健康在你的癌症治療和康復的

每個階段都可以對你有幫助。它可

以給你活力，幫助你感到舒服一

點，以及讓你保持身體強壯。它可

以幫助你在治療期間應付副作用。

此外，它可以幫助你在治療後痊癒

和康復。

一般來說，食得健康的意思是吃各

種有益健康的食物，例如蔬菜、

水果和全穀類，這些食物有助你保持健康的體重。先看看 

《加拿大食品指南》 (Canada’s Food Guide) 是明智之舉。

患了癌症，食得健康有時可能成問題。如果你開始體重增

加或減輕太多，你也許要改變吃什麼東西。你可能需要多

吃一點某些食物及少吃一點另一些食物，以滿足你的營養

需要及保持精力。

你確實要多作嘗試。對某人起作用的，不一定對另一
個人起作用。因此，要拿你的食物來做試驗，並且要
知道可能會有一陣子並不好受。	~ Dante

在治療期間，你對食物有什麼反應，可能天天改變。在某

些日子，你或許胃口很好。在另一些日子，你可能會覺得

自己不思飲食，或者無法抗拒一種特別想吃的不健康食

物。這些反應全都是正常的。

我認為你得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使自己能熬過化
療。如果這意味了間中要吃炸薯條，就那樣好了。如
果你能有節制，偶爾才放縱一下自己，吃點不健康的
食物，那麼當身體開始回復正常時，就應該比較容易
不再沾它。	~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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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獲告知，如果他脫水，他就不能繼續接受治
療。於是我總會把液體放在床邊。我會放營養飲品
Ensure	和水，好讓他可以選擇。我會插上飲管，以
方便他飲用。像這樣的一些小策略會起很大作用。		
~ Holly (照顧者) 

>	提示

•  無論去哪裏，你都要隨身攜帶瓶子、旅行杯或保溫

瓶，裏面載了你最喜愛的流質。

•  不要喝茶、咖啡或汽水，改為選擇水、果汁和牛奶

或牛奶替代品，例如大豆、大米或杏仁等飲品。

•  	如果你覺得難以一口氣喝完滿滿的一杯飲料，你可

以在一天裏不同時間小口啜飲。

•  	如果你體重減輕太多，你應在兩餐之間喝所需的大

部分流質。在進膳時喝東西可能令你感覺飽了，那

麼你就會少吃一點。

	我可以肯定說，到了電療/化療差不多完結時，我幾乎
水也喝不下，可是我知道，我必須補充水分。冰棒是
解決辦法。我要吃少渣飲食，因此我不能進食任何含
真正果泥的東西。我認為冷凍蔓越莓蘋果汁最有效。
即使買回來的冰棒也很好。我很感激提出這個建議的
護士。 ~ Elizabeth Wellburn (癌症倖存者) 

不要忘記某些食物也是流質的來源。這些食物包括湯、冰

棒、果凍甜品、布丁、雪糕 (冰淇淋) 和雪葩。你也可試

一些蔬菜和水果，例如芹菜、青瓜、生菜、西瓜、哈密瓜 

和橙。

特別飲食

如果你因某種健康毛病 (例如糖尿病、心臟病、食物過敏或

腹腔疾病) 而不得不少吃或避開某些食物，在癌症治療期間

可能很難食得健康。如果你正遵循特定的飲食 (例如全素、

素食或不含麩質) ，也可能很難食得健康。

註冊營養師能夠幫助你找到方法，在整個抗癌過程中食得

健康和滿足你的特別飲食需要。

另類飲食並非能醫百病

你可能想知道，某種另類飲食能否治癒你的癌症。並無科學證

據顥示任何特定食物或飲食 (例如鹼性飲食、長壽飲食或葛森療
法 (Gerson therapy) 飲食) 能治癒癌症。由於這些飲食往往限制了
食物選擇 (例如肉類、牛奶、雞蛋及甚至蔬菜和水果) ，它們未必
提供足夠的卡路里、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這種情況可能導

致體重減輕和營養不良。

如果你正考慮採用非傳統或另類飲食，請與醫護團隊商量。

流質

在你著重於食得健康的同時，你很容易把流質置諸腦後。

可是身體內每個細胞都需要水分。如有些日子你吃不下固

體食物，飲大量液體就更加重要。液體能提供極之需要的

卡路里，及讓你不會脫水。

每天盡你所能飲大量水及其他流質。當外面天氣炎熱或者

你是活躍忙碌的，你必須飲得更多。如果你有發燒、嘔吐

或腹瀉，你也必須飲得更多。營養師能給你具體的指引，

說明多少分量才適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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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打細算地食得健康

在弄清楚癌症治療期間哪些食物最適合你的同時，你最不

想憂心的是錢。不過食得健康並不一定要用很多錢。你可

找到方法食得健康而不必花費太多。 

>	提示

•  	計劃好一星期的有益健康膳食和小吃，然後列一張

購物清單，照著它去購物。

•  	少吃一點加工、包裝食品。這些食品與新鮮食物相

比，往往較為昂貴及營養價值較低。

•  	當你見到可保存一段長時間的食物減價發售時，要

購買多些。乾製或冷凍的食品可保存一段長時間。

此外，你可大量買入穀物，例如糙米、藜麥、燕麥

或全麥意大利麵。

•  	購買時令或減價發售的新鮮水果和蔬菜，然後把它

們切碎，存放於雪櫃。冷凍、乾製及罐頭農產品比

新鮮的毫不遜色。要買含鈉量較低的罐頭蔬菜及是

果汁 (不是糖漿) 浸著的水果。

	我購買時令卑詩省油桃，切開並放入保鮮袋冷藏，用
來製造混合了香蕉 (新鮮或冷凍) 的冰沙，無以上之。		
~ Betty Wessner (照顧者) 

•  	購買減價發售的全穀麵包、全麥皮塔餅或墨西哥薄

餅，存放於雪櫃。

•  	一星期試吃兩次無肉餐。大豆、豆、扁豆及其他豆

類可提供大量蛋白質。

•  當你見到大豆或杏仁飲品等乳製品替代品減價發售

時，就要購買。若放在雪櫃內，它們通常比牛奶保

存得長一點時間。

要留意的情況	－	脫水迹象

脫水是指身體內沒有足夠的水分。你如有以下情況，就可能是	

脫水：

•	口渴

•	皮膚乾或口乾

•	哭時沒有眼淚

•	小便次數減少，尿液量少而呈現深色

•	頭昏眼花

有時你未能飲用足夠的流質，或者因為嘔吐或腹瀉而流失大量流

質。你可能需要攝取額外的流質和電解質 (可影響身體含水量的
礦物質) 。

如果你認為自己可能是脫水，馬上告訴醫護團隊。

酒精

你也許想知道在癌症治療期間是否可以飲酒。在你選擇飲

酒之前，請與醫護團隊商量。酒精可能干擾某些癌症治療

和藥物。此外，飲酒會令你有更大危險罹患某些種類的 

癌症。　

如果飲酒不干擾治療，有些人認為小飲一杯可增進食慾和

有助享受美食。不過對另一些人來說，酒精會使他們覺得

飽了，於是他們就吃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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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療期間心情可能影響食慾

在癌症治療期間，你可能會發覺自己

感到悲傷、無助、焦慮、害怕或憤

怒。與你情況相同的大有人在。許多

癌症病人都有這些心情，並會以不同

方式去處理它們。

你的感受可以影響你的進食。強烈的

感情可以破壞你的胃口，使你對食物

失去興趣。或者

它們可能對你產生相反的影響，你也許會發覺自己食慾 

大振。

心情可能令你完全提不起勁，因此你不想煮食或購買食品

雜貨。如果你是家中通常負責準備膳食的成員，不能夠這

樣做的感覺可能會是怪怪的。

即使你很疲倦，你仍可能會迫自已去煮食。不過，這是讓

別人幫忙，做些購買食品雜貨和煮食等事情的時候。如果

你身邊沒有朋友或家人，社工可安排居家護理、送餐服

務 (Meals on Wheels) 或其他地方團體幫忙煮食、購物或其

他家務。

	你如試圖做得太多，結果可能累壞自己。不要覺得自
已一定要征服世界。讓身體自行康復，之後才著手去
做那些你心中想著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 Dante 

•  購買連皮帶骨的雞肉。你可以在家中自行去皮	

去骨。

•  購買冷藏而不是新鮮的魚、蝦及其他海鮮。罐頭吞

拿魚 (金鎗魚) 或三文魚是另一個較為廉宜的選擇。

•  	購買芝士 (乾酪) 磚，然後在家中切絲或切片。

•  	生果仁通常比較廉宜。你可以用焗爐 (烤箱) 或用鍋
放在爐上來烤它們，然後存放於雪櫃或雪櫃內的密

封容器。

•  	把油注入噴霧瓶，煮食時使用。這可減少用油。

•  	分批烹煮食物，並且冷藏。這可節省時間以及金

錢。你可用吃剩的食物來煮湯或砂鍋菜，供接下來

的一兩天食用。

•  考慮一下種植一些你自己的食材。如果你沒有花

園，你可以在窗台上的花盆箱裏種一些粗生的草本

植物或番茄。



12 13Eating Well When You Have Cancer [Chinese Traditional] ©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2014

加拿大防癌協會：幫助你找到支持

聯絡加拿大防癌協會，找出有關在你社區內的互助小組及其他服

務。本會也可安排你與受過培訓的義工取得聯繫，他們明白你現

時的處境。

•  星期一至五致電免費長途電話﹕1-888-939-3333  
(失聰/聽覺不靈人士專線：1-866-786-3934) 。

•  電郵﹕info@cis.cancer.ca。

•  網址﹕cancer.ca。	

想與某人在網上聯繫？

本會的網上社群	－	CancerConnection.ca	－	幫助癌症病人及其親
人分享他們的經驗以及建立互相支持的關係。那裏有你可能會感

興趣的討論、網誌和群組。與了解你的處境和心情的人聯繫，可

幫助你挺過去。	

>	提示

•  在治療開始之前認識一下飲食問題。當你知道可預

期情況會怎樣，你也許會覺得自己有更大掌控感。

•  	考慮採用冥想或祈禱。它們幫助許多人感到平靜和

壓力減輕。

•  	明白到情緒會有起起伏伏。即使今天你心情惡劣，

明天你也許會感覺好一點。

有時，你對進食的感受可能因身體起了變化而有所改變。

當你體重減輕或增加時，你也許會發覺難以接受自己的樣

子。如果有很多種食物是你不能吃的，你對外出用膳或與

朋友或家人一起用膳可能會開始感到很不自在。 

	餐廳菜餚我吃得不多，因此與丈夫外出用膳變得比以
前更少見。我想這並不是情緒變化，而是生活方式改
變。不過，我就是不能輕輕鬆鬆外出與家人或朋友飽
餐一頓，這的確有時使我惱火。	~ Mona

如果你的情緒令你難以應付，與你信任的人傾談可以有幫

助。你也許想跟好朋友或家人、宗教或精神領袖或輔導員

談談。

許多人發覺，與其他癌症病人傾談，不論是單對單、在支

援小組裏或網上，都是十分有用的。知道其他人曾經歷過

你現時的境況，真的有幫助。嘗試加入支援小組，在那裏

你可以分享你的感受，以及獲得一些有關應付食慾和飲食

出現改變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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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說你可以做多些運動之後，你可要求物理治療師或具

備這方面經驗的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幫忙。他們會與你一起

制訂一個適合你而且是安全、有效和有趣的運動計劃。

如果你以前從未經常活動，開始時要慢一點，然後逐步增

加活動量。在你覺得無法做運動的那些時候，不要勉強自

己。目標是要讓自己能在從容不迫的情況下盡量多活動。

	可能有些事情是再也做不來的。假如你是個馬拉松跑
手，而你患了肺癌，也許你永遠都不能再跑馬拉松
了，但這並不表示你就不能跑步。你只是要定下不同
的目標。我認為大家必須明白這一點。還有很多事
情是你能夠做的。以前我做得來的事情，現在我實
際上全部都做，只不過做得沒那麼快速或那麼使勁。		
~ Dante

>	提示

•  開始去做運動之前先跟醫生談談。輕柔的運動通常

都是可以的，例如慢慢散步、舒展肢體或游泳。

•  	至於較為劇烈的活動  (例如費力的園藝、鏟雪、
跑步或舉重) ，做之前先要跟醫生商量，這是很重	
要的。

•  	設法在精力最旺盛的時候多活動身體。

•  	天氣欠佳時，找個室內地方來散步，例如區內的購

物商場。

•  嘗試把汽車停泊在離開你醫生的醫務所或食品雜貨

店較遠的地方，好讓你能夠有機會多走幾步。即使

額外的幾步也能聚沙成塔！

經常活動可以有幫助

你不一定會喜歡經常活動。不過如果你在可以的時候多活

動，這實在可以有幫助。事實上，很多醫生現在都鼓勵癌

症病人盡可能多活動。這是因為體力活動可幫助你感到精

神好一點，增強食慾，及幫助控制想吃不健康食物的慾

望。經常活動也可： 

•  紓緩副作用，例如疲勞

•   幫助你有健康的體重

•  幫助你提高睡眠質量

•  增強自尊心及減低焦慮和抑鬱

•   改善生活質素

•  幫助你在治療後恢復體力及康復

•  減壓

你能夠做多少體力活動，將取決於

你的整體健康狀況、你如何應付治療以及你遇到什麼副作

用。有些人 － 例如曾接受乳癌手術的人 － 要做特定的運

動作為康復過程的一部分。

	手術後我經常散步。我一旦熬過了化療最難受的時
候，就決定嘗試5公里跑步。我開始時很慢，然後逐步
加快。儘管我在經過化療和開始電療之後是疲倦的，
但它確實也有助增加活力。	~ Zara

無論你有興趣的是什麼活動，開始做之前必須先跟醫生

商量。即使你在癌症確診之前是經常運動的，也要這樣

做。雖然做運動對許多人來說是安全的，但也有一些例外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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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體重減輕

	治療期間我輕了	29	磅，體重跌至	129	磅。實在糟糕
頂透！我幾乎無法坐下來，我要坐在兩個枕頭上。這
是相當多的磅數，而我就在五個半星期內全部減掉。		
~ Dante

如果你體重減輕，要知道與你情況相同的大有人在。在癌

症治療期間，許多人發覺難以吃得足夠。你可能會沒有

胃口，或覺得進食變成了一件令人討厭的事。在這樣的

時候，找到方法使飲食含有卡路里和蛋白質，這是很重 

要的。

有時，改變進食的方式會有幫助。

如果你是習慣了食量大，可嘗試一

天裏少食多餐。食小吃是攝取身體

所需的卡路里和養分的一個好方

法。有益健康的小吃 － 例如切碎

的蔬菜和水果、酸乳酪、果仁及乾

果 － 也可以讓你在兩餐之間精力

充沛。　

	他抗拒進食。我會煮一隻雞蛋，把它切開，放在床
邊。我會把西瓜和哈密瓜切成小塊，並插上牙籤。他
會拿一點這些或那些東西來吃。	~ Holly (照顧者) 

>	提示

•  重視每一口食物。選擇含大量蛋白質和卡路里的	

食物。

•  	每隔一至兩小時吃少量食物。廚櫃存放一些你可隨

時食的快捷、方便小吃。

•  當你精力最旺盛時要食得好。盡量利用你精神爽利

的日子。

如果你體重增加

許多癌症病人預期體重會減輕，因此當他們體重增加時，

他們會感到驚訝或沮喪。你可能會發覺，由於在治療期間

經常食小吃，以控制噁心或焦慮，自己的體重增加。或者

如果你的活動水平由於疲勞而有改變，你可能體重增加。

有些癌症治療也可能導致體重增加 － 包括荷爾蒙療法、類

固醇及任何會引致婦女過早停經的治療。

	我對此感到有點困擾。現在，我體重增加了一點。但
我不是那麼多給自己量體重，只因我參加了那項試
驗，他們會給我量體重，於是我知道自己有多重。起
初我會對自己說：你知道嗎，你已竭盡所能了。你不
可能十全十美。因此，我設法回復舊觀，即是盡量吃
得健康、容許自己享受一頓美食、鍛煉身體、盡力而
為。	~ Chantal

>	提示

•  減少進食的分量，並圍繞著蔬菜、水果、全穀類和

豆類 (例如豆) 來計劃膳食。這些食物卡路里含量低
並且含豐富纖維，因此可幫助你有飽的感覺。

•  少吃鹹的食物。鹽分會引致身體留住水分。

•  採用低脂的煮食方法，例如在沸水中煮或蒸煮，而

不要煎炸。

•  	減少進食牛油、人造牛油、蛋黃醬和沙律  (沙
拉) 醬。這些食物含大量脂肪和卡路里。

•  	選擇脂肪含量較低的牛奶以及屬脫脂或乳脂 (MF) 含
量不超過2%的乳製品。選擇乳脂含量不超過	20%	的
硬芝士 (乾酪) 。

•  不可故意減吃某一餐，以免稍後吃得過量。

•  	可能的話，盡量多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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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油果廣受歡迎	－	含大量卡路里，營養價值高，容
易消化並且味道溫和。	~ Frehiwot (照顧者) 

•	 	在一天裏任何時候吃你最喜愛的食物。如果你高興

的話，在晚餐時間吃早餐食物。就算你只能夠吃一

兩樣食物，也要堅持下去，直至你能夠多吃一點。

•	 	可能的話，經常活動。飯前散步可有助增進食慾。

•	 	如果在精神欠佳的日子你發覺自己完全食不下嚥，

不要擔心。不過如果你連續兩天以上不能進食，就

要告訴醫護團隊。

•	 	盡量耐心一點。大部分飲食問題都是暫時性的。

豆腐粒湯
	非常容易烹調，而且最好的是容易消化。把硬豆腐切粒	
－	 分量隨你喜歡。拿一些清湯 (加水便成的濃縮料或乾
拌混合料或自製的) 和足夠的水，造一人分量的湯。把清
湯煮沸，攪拌，然後加入豆腐粒。拿本心愛的雜誌坐下
來，小口品嚐，享受享受。	~ Rose

吸收足夠的卡路里

患了癌症並正接受治療的人可能會需要比平常多些的卡路

里 (熱量) 。碳水化合物 (包括蔬菜和水果、麵包、意大利麵

和豆類) 及脂肪 (例如人造牛油、食油、果仁、籽實、牛油

果、魚、肉類、家禽 ─ 雞、火雞 ─ 及牛奶製品) 均含有卡

路里。有些食物的卡路里含量是高於其他食物。

	我最愛吃的是含大量牛奶和奶油的奶油湯	－	攪拌得均

勻的奶油西蘭花 (百加利) 湯、奶油蘆筍湯，就是裏面
沒有什麼小塊的湯。我吃了很多冰沙，因為它們容易

吞下。我會弄個冰沙作為早餐－加些水果、酸乳酪和

杏仁奶，然後拌勻。	~ Dante

給膳食和小吃增添卡路里：

加 入

牛油果、蛋黃醬或沙律 (沙
拉) 醬

三文治餡料、沙律 (沙拉) 、伴生或
熟蔬菜吃的蘸醬或醬汁

果仁和籽實 麥片、各式焗製食物、小炒

花生醬或其他果仁醬 冰沙、硬麵包圈、鬆餅、麵包條

1%、2%	或全脂奶、脫脂奶
粉、大豆或杏仁飲品

奶油湯、麥片、奶昔、薯蓉、芝士  
(乾酪 )  醬汁、各式焗製食物、甜
品、炒蛋、薄煎餅、熱朱古力 (巧克
力) 

酸乳酪或酸奶油 (最少3%乳
脂含量) 、乳製品替代品

蘸醬和沙律 (沙拉) 醬、水果、西式
餃子 (perogies) 、馬鈴薯、湯、醬汁

鮮奶油、稀奶油、已打發的
鮮奶油　

布丁、奶黃、蛋糕、餡餅、果凍　

雪糕 (冰淇淋) 和其他冷凍
甜品

水果、奶昔、蛋糕、餡餅、果凍甜
品　

牛油、非氫化人造牛油、植
物油、橄欖油

湯、薯蓉、熱麥片、米飯、意大利
麵、熟蔬菜

硬芝士 (乾酪) (經巴斯德滅
菌法消毒) 

炒蛋、三文治、馬鈴薯、奶油湯、
醬汁、燉菜、砂鍋菜、墨西哥薄餅

奶油芝士 (乾酪) (經巴斯德
滅菌法消毒) 

梳打餅、麵包、硬麵包圈

即食麥片 麥片、酸乳酪、水果、冰沙

乾果 麥片、各式焗製食物、果仁和籽實	
(製造你自己的什錦雜果) 

果醬、糖、糖漿、蜜糖 (經
巴斯德滅菌法消毒) 

麵包、梳打餅、鬆餅、麥片、薄煎
餅、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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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足夠的蛋白質

蛋白質在多方面對健康有益。它幫助身體製造出細胞、使

組織恢復正常及保持健康的免疫系統。此外，它能幫助你

避免受到感染及更快康復。關鍵是要知道在哪裏找到它。

	營養師強調，要從手術中好好復原過來，我一定不可
減低蛋白質的攝取量。我索取並獲給予我能夠吃的多
種食物的蛋白質含量清單。我學習烹調含有牛奶、酸
乳酪、車打芝士 (乾酪) 的湯，我用大量豆腐來補充蛋
白質攝取量。我仍然煮得一手好芝士 (乾酪) 西蘭花 (百
加利) 湯！	~ Mona

給膳食和小吃增添蛋白質：

加 入

果仁和籽實 砂鍋菜、麵包、鬆餅、曲奇、沙律	
 (沙拉) 、雪糕 (冰淇淋) 

豆類 (豆、雞豆、扁豆) 沙律  (沙拉) 、蘸醬、湯、意大利
麵、米飯、燉菜、砂鍋菜

豆蓉 蔬菜蘸醬、三文治、梳打餅、蔬菜

芝士 (乾酪) －	切片、磨碎 湯、薯蓉、蔬菜、醬汁、肉餅、香
辣肉醬、麵包

農家芝士 (乾酪) 醬汁、炒蛋、砂鍋菜

脫脂、1%、2%	或全脂奶 
(取代水) 

熱麥片、湯、砂鍋菜、熱朱古力 (巧
克力) 

脫脂奶粉，每杯液體或
半固體食物加 2至 4湯匙 
(每	250	毫升加	30	至	60	毫
升) 

普通牛奶和奶類飲品、薯蓉、熱麥
片、奶油湯、砂鍋菜、肉餅、麵
包、鬆餅、醬汁、布丁、奶黃

酸乳酪 水果、湯、蘸醬　

豆腐 湯、咖喱、燉菜、小炒

大豆飲品 冰沙、湯、熱麥片、布丁

花生醬或其他果仁醬 水果片、芹菜、多士  (土司) 、鬆
餅、梳打餅、雪糕 (冰淇淋) 、奶昔

熟肉碎、家禽  (雞、火
雞) 或魚

沙律 (沙拉) 、湯、炒蛋、乳蛋餅、
焗薯、意大利麵

硬水煮蛋 沙律 (沙拉) 、三文治、蔬菜、馬鈴
薯

蛋或蛋代用品 肉餅或素肉餅、熟麥片、芝士 (乾
酪) 通心粉、雞或吞拿魚 (金鎗魚) 沙
律 (沙拉) 、西多士、薄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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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覺或嗅覺方面的變化

在癌症治療期間你可能會發覺自己的味覺和嗅覺出現變

化。有些食物可能會比平常淡而無味，或者可能會較甜或

有苦或金屬味。 

	我的腫瘤科醫生叫我在治療期間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因為口中老是有股難受的味道，要吃任何東西都不容
易。她想我過得快活。冷凍水果和冷凍酸乳酪，真是
頂呱呱！我喝大量有味道的水，以幫助解決難受的味
道以及十分口乾等問題。	~ Lena	

>	提示

•  嘗試在進食前後漱口，這會有助清洗味蕾。你可用

蘇打水或鹽水來漱口。

•  保持口腔及牙齒清潔。如出現口腔疼痛，你的家庭

醫生或牙醫可提供建議，用輕柔的方法刷牙。

•  	進食冷或室溫的食物，這會有助減低食物的濃烈	

氣味。

•  	加入你最喜愛的調味料和香料，使食物更可口。可

嘗試用洋葱、蒜頭、辣椒粉、燒烤醬、芥末或茄

汁，以及羅勒、牛至 (披薩草) 、迷迭香、薄荷和龍
篙等香草。

•  吮食檸檬糖果或薄荷糖，或者咀嚼香口膠 (口香糖) ，
這會有助消除進食後留下的難受味道。

處理與飲食有關的副作用

在癌症治療期間，與飲食有關的

副作用是很常見的。這是因為癌

症治療除了殺死癌細胞之外，也

可能對一些健康的細胞造成損

害。另一些藥物和癌症本身也可

能令你無法好好進食。

無人能夠預測得到你會遇到多

少副作用，或者你會有多嚴重的副作用。這是因人而異

的，甚至每一天都不一樣。這種情況可令人沮喪不已。也

許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弄清楚什麼會有幫助。不過這些副作

用通常是短暫的。治療一旦完結，你就應該漸漸回復正常 

飲食。

	我什麼都嘗試過。我是個固執的人，不會輕言放
棄。我知道，如果我不吃東西，我就無法活下去。		
~ Dante	

貧血

貧血是指身體內健康的紅血球數目減少這種情況。如無足

夠的紅血球，身體組織就得不到足夠的氧，去正常地發揮

功能。這可能讓你感到疲倦、頭暈或氣促。

有些癌症治療可能導致貧血。貧血也可能是飲食缺乏營

養所致。醫護團隊或會處方鐵補充劑、葉酸丸或維他

命 B12 。進食含豐富鐵質的食物 (例如紅肉、乾豆或水果、

杏仁、西蘭花 (百加利) 及營養麵包和麥片) 或含豐富葉酸的

食物 (營養麵包和麥片、蘆筍、西蘭花 (百加利) 、菠菜和利

馬豆等豆類) ，也可有幫助。此外，你也可從肉類及某些肉

類替代品 (魚、家禽和雞蛋) 攝取到維他命 B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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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

便秘可能由癌症及其治療和某些藥物造成。由於活動程

度、飲食習慣或流質飲用量起了變化，也可能出現便秘。

如果你有便秘，要告訴醫護團隊，他們可能會建議你採用

大便軟化劑或通便劑。 

>	提示

•  	在飲食中逐漸增加纖維的分量。以下是高纖食物的

一些例子：全穀類、全穀麵包和麥片、糙米、蔬菜

和水果、豆及其他豆類、西梅及葡萄乾等乾果、籽

實及果仁。

•  	整天喝大量液體。試喝水或水果汁和蔬菜汁。熱或

暖的液體也可有幫助，例如可可、茶或檸檬水。

•  查看麥片盒上的標籤。要找每份含有超過4克纖維的
麥片。

•  	選擇本身是天然通便劑的食物，例如西梅、

大黃和木瓜。可試吃	1/4 	杯 	(60 	毫升 )  西梅或
喝 1/2 杯 (125 毫升) 西梅汁。　

•  	烹煮或烘烤麥片時，加入少量麥麩。

•  盡可能更經常活動。

橄欖油和蜜糖
在化療和電療期間，早上首先來1茶匙橄欖油和1茶匙
蜜糖，防止了便秘。	~ Dalia Mleik (癌症倖存者) 

	在化療期間，我便秘得很厲害。因此，我每天早上都
弄這款簡單的食物。少許益生菌酸乳酪混和滿滿一茶
匙壓碎 (重要) 以便把油搾掉的亞麻籽。就是這樣，簡
單又有效！	~ Lyne Desormeaux (癌症倖存者) 

金屬味	

•  嘗試用塑膠餐具和玻璃煮食鍋。

•  以檸檬和其他柑橘水果、醋及醃製食品來增加酸味  
(如果你口腔疼痛則例外) 。

•  使用增甜劑，例如楓葉糖漿或龍舌蘭花蜜。

	對我來說，由於口中老是有股金屬味，有幫助的是番
茄和番茄醬。我三年前從癌症康復過來，現在一切還
好。	~ Quinn 

	她很在意，身邊總要有杯飲品	－	水或茶。這有助消減

她口中的金屬味。	~ Frehiwot (照顧者) 

苦味	

•  	食物加入少許蜜糖或糖。

•  膳食加入甜水果。

•  	飲薑汁汽水或薄荷茶。

甜味	

•	 	用水或冰來稀釋果汁及其他甜的飲品。

•	 	嘗試用蔬菜取代水果。

•	 	食物加入少許鹽或檸檬汁。

•	 	進食前先啜飲花草茶並讓茶留在口中片刻。這可有

助減低味蕾對甜食物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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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乾或唾液黏稠

有些癌症治療和藥物可能導致口乾或唾液黏稠，而這些情

況可能令進食更困難。

	電療使我的唾液腺乾涸。現在當我吃較乾的食物
時，我實在不得不用水吞下。我盡量避免吃乾的食
物，例如豬排或燒牛肉。最好的食物是意大利粉  
(容易嚥下) 、湯和熟蔬菜。我知道我可以吃大多數食
物，但進食的過程是緩慢的。我必須更長時間咀嚼食
物，每一叉食物的分量要較細，以及幾乎吃每一口食
物之後都要抿一口水或茶。	~ Dante	

>	提示

•  加入清湯、湯、醬汁、肉汁、奶油、牛油或人造牛

油，為固體食物增添水分。你也可以把食物調成	

泥狀。

•  	把牛油或人造牛油加入暖鬆餅裏，以增加水分。或

者嘗試把梳打餅浸入湯裏，直至變軟。

•  	如果你把大米用於配菜或大米布丁，要確保米是煮

熟透的。

•  	進食時啜飲流質，使咀嚼容易一點。　

•  	整天經常啜飲流質。可嘗試喝水、果汁和花蜜、

湯、牛奶或牛奶製品、花草茶、冰棒及果凍。不過

要少喝含咖啡因的飲品，例如咖啡、紅茶及某些軟

性飲料。咖啡因可令口腔變乾。

•  	無論去哪裏都要隨身攜帶你最喜愛的流質，用瓶

子、旅行杯或保溫瓶盛載著。

•  	啜飲蘇打水或冰水來幫助使黏稠的唾液變稀。你也

可嘗試吮食碎冰片或冰棒。

•  	如果你發覺冰沙黏著口腔，可用冰、水或果汁來加

以稀釋。

腹瀉

有些癌症治療和藥物可能導致大便鬆軟及經常排便。醫護

團隊可能會建議服用藥物。 

>	提示

•  	喝大量無碳酸氣、不含咖啡因的流質，例如水、運

動飲品和清湯。它們會有助防止脫水。

•  整天時常進食少量的膳食和小吃。　

•  選擇纖維含量低的食物，例如白麵包和意大利麵、

香蕉、甜瓜、蘋果醬汁、薯蓉或去皮焗薯、肉類、

家禽及魚。

•  選擇含鹽的食物，例如湯、運動飲品、梳打餅和椒

鹽捲餅，來補充因腹瀉而流失的鈉。

•  選擇含大量鉀的食物，例如香蕉、橙、果汁和	

花蜜。

•  少吃油膩、煎炸、辛辣或含糖的食物。

•  不要吃無糖香口膠 (口香糖) 和以山梨醇製造的糖
果，山梨醇這種物質有通便劑的作用。　

•  	對本身是天然通便劑的食物要避之則吉。這些食物

包括西梅和西梅汁、大黃及木瓜。

•  如果牛奶和牛奶製品會使你的腹瀉惡化，少吃	

為妙。

•  	在嘗試用運動飲品 (含電解質) 來幫助解決腹瀉問題
之前，要先跟醫生或營養師商量。

要留意的情況	－	腹瀉

如果你有腹瀉而出現以下情況，就要告訴醫生：

•	 	持續超過 24 小時

•	 	導致腹部 (胃或身體中間部位) 疼痛

•	 	導致抽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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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身體不舒服，未能去準備膳食或用餐，可嘗

試喝有益健康的飲品。你可用攪拌機把香蕉、桃

子、草莓或其他柔軟水果 (新鮮或冷藏) ，與牛奶、
果汁、酸乳酪或牛奶替代品 (例如杏仁飲品) 混和起
來，製造冰沙。　

•  請朋友和家人幫忙購買食品雜貨和準備膳食。你當

地的商店也可能會送貨。

•  向你的營養師或社工查詢一下社區資源，例如送餐

服務或冷凍膳食計劃。

特別想吃或不喜歡吃的食物

	我當然有食物厭惡，尤其是對某些質地	－	買了一罐豌
豆湯，嘗試拿來吃，但發覺質地太軟爛了。我吃了兩
匙，然後想，我吃不下。要做很多試驗。生蔬菜通常
都可以接受，但煮熟的就可能會倒胃口。	~ Zara

你可能會發覺，自己突然間特別想吃某些食物，或不想吃

以前愛吃的食物。這些渴望和討厭的感覺可能隨著時間過

去而改變，甚至天天都不一樣。 

>	提示

•  胃口好的時候，要吃有益健康的食物和你喜歡的食

物。對食物的討厭感將會消逝。

•  把你特別想吃的食物包括入有益健康的膳食和小吃

內，從而善用對食物的渴望感覺。舉例來說，朱古

力 (巧克力) 可用於奶昔、香蕉麵包或作為水果的	
蘸醬。

•  周圍存放一些你最喜愛的小吃，好讓你即使不想進

食也能啃一點。

•  當你感到噁心或有嘔吐時，你要暫別最喜歡的食

物。這樣你就不會把這些食物和感到不適連繫	

起來。

•  	用軟毛牙刷及整天經常漱口 (尤其是進食前後) 來保
持口腔清潔。

•  詢問醫護團隊，在家中使用增濕器是否適合你以及

可否有助保持口腔沒那麼乾燥。	

	我發覺，如果馬鈴薯或肉類伴有肉汁，那頓飯其餘的
食物我都能吃得下，因為那肉汁使所有東西都變滑，
我可以吞下去。 ~ Mona

疲勞

你偶爾可能會感到非常疲倦，或發覺很難好像平常那樣

活躍。這可能使到購買食品雜貨、準備食物或甚至吃一

頓飯都更困難。含大量卡路里和蛋白質的飲食可有助增強 

活力。 

	她早上首先會調製這些果汁混合飲品。五顏六色的蔬
菜	－	紅椒、芹菜、胡蘿蔔。然後她會加入半個梨或蘋
果。調製好之後她會馬上飲用。顯然在搾汁後立即飲
用，營養價值是最高的。~ Frehiwot (照顧者) 

>	提示

•  即使肚子不餓，也要在一天裏不同時間吃少量	

食物。

•  	在你精力最旺盛時進食。

•  	喝大量流質，以免脫水。

•  	選擇方便的食品，例如冷凍餐、罐頭食品或外賣，

直至你有多點精力。

•  當你有精力時，分批烹調食物。分成容易翻熱的食

用分量來冷藏。

•  	準備膳食或小吃時，要購買預先切好的蔬菜，以節

省時間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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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灼熱和胃酸倒流

	初期，我如吃酸的東西，就有灼熱的感覺。我吃意大
利粉不能加番茄醬，因為會有灼熱的感覺。這種情況
持續了6至8個月，然後慢慢消失。~ Dante

胃灼熱和胃酸倒流可能令喉嚨和胃上部有灼燒感，或者令

口腔留下一股酸味。這可能引起不適，使你對進食失去興

趣，並且也可能導致噁心和嘔吐。醫護團隊可能會建議用

藥物來幫助緩解這些症狀。

>	提示

•  	少吃辛辣或高脂肪的食物以及酸性食物，例如柑橘

水果和番茄製品。

•  	限制飲酒的分量以及從軟性飲料、咖啡、茶和朱古

力 (巧克力) 等產品所攝取的咖啡因分量。

•  少食多餐而不是一天三餐分量大的膳食。

•  進食後盡量不要立即躺下。

•  進食後等	30	分鐘才喝流質。

•  進食後等	2	至	3	小時才上床睡覺。

•  在就寢或休息時，用多一個枕頭來托起頭部和	

肩膀。

•  穿著鬆身、舒適的衣服。

•  	如果食物太過平淡無味，或者想掩蓋食物的討厭味

道，可加額外調味料。

胃氣、脹滿或抽筋

有些治療和藥物可能會導致胃氣、脹滿或抽筋。胃氣也可

能是便秘的迹象，因此要確保你定時有大便。 

>	提示

•  一天裏分多次進食少量的膳食或小吃。

•  	少吃可能導致胃氣或脹滿的飲品和食物，包括碳酸

飲料、啤酒、菠菜、西蘭花 (百加利) 、捲心菜、
花椰菜、蘿蔔、南瓜、青瓜、生菜、辣椒、豆、蒜

頭、豌豆及洋葱。

•  	慢慢啜飲流質，並且不要用飲管。

•  不要咀嚼香口膠 (口香糖) 。

•  嘗試做輕鬆的運動，例如散步。它可以起紓緩	

作用。

如果你對牛奶或乳糖不耐受

有時，腹部手術、腹部接受電療或化療可能令消化牛奶或牛奶製

品有更大困難。這可能令你感到脹滿及引起抽筋和腹瀉。

提示

•  嘗試吃分量較細的牛奶或芝士 (乾酪) ，看看是否能吃這些食物
而腸胃沒有不舒服。對身體來說，白脫牛奶、酸乳酪和成熟芝

士 (乾酪) 可能會比其他牛奶或牛奶製品較易應付。

•  試吃用大豆或大米製造、含少量或不含乳果糖的牛奶替	

代品。　

•  如果你認為自己對牛奶或乳糖不耐受，要找註冊營養師	

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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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治療前吃點便餐或小吃。如果噁心通常在治療

期間出現，嘗試在之前一兩小時不進食。在治療後

等幾小時才再進食。

•  	經常用水或蘇打水漱口，以除去討厭的味道。

•  每天刷牙至少兩次，以保持口腔清潔。

•  進食後，坐直放鬆一下，或者如需要躺下休息，墊

起頭部和肩膀。

	太過油膩的東西都不適合我。不過冰沙很對我的胃
口，肯定有助紓緩噁心。其他東西全部都似乎天天會
改變。花草茶也有幫助，尤其是檸檬和薑這兩種味
道。使用新鮮水果相當容易，尤其是在草莓季節。有
時來少許希臘酸乳酪、杏仁奶。後來在我吃不下蔬菜
的日子，我開始用青菜粉末來讓自己可攝取到一點蔬
菜。	~ Zara

要留意的情況	－	嘔吐

如果你在治療後持續超過	24	小時無法停止嘔吐或嚥下液體就會
嘔吐，要致電醫護團隊。

噁心和嘔吐

	在最惡劣的治療日子，我能夠忍受的食物是薯蓉、
英式烘鬆餅和煮雞蛋。對，是平淡無味，但至少可
吞得下去！	~ Lesley 

許多人在其癌症治療期間會有噁心和嘔吐。你如有這種情

況，要告訴醫護團隊。醫生可以處方止嘔藥。不同藥物對

不同人起作用，你也許需要服用多過一種藥才會感到好一

點。與醫護團隊合作，找出對你最有效的藥物。

預防噁心比起出現噁心之後加以治療，往往較為容易。因

此，如果醫生為你處方止嘔藥，即使你還未感到噁心，你

也要依照指示服藥。

>	提示

•  	一天裏少食多餐，並且慢慢進食。　

•  日間每隔幾小時啃點乾的食物，例如梳打餅、多士 
(土司) 、麥片或麵包條。把乾的食物放在床邊，以
便如果吃少許會令你的胃舒服一點，你在睡著前或

醒來時可以這樣做。

•  避免吃十分甜、油膩、煎炸或辛辣的食物，或者氣

味濃烈的食物。　

•  如果食物的氣味令你作嘔，讓別人負責煮食。嘗試

吃冷或室溫的膳食，它們的氣味沒那麼濃烈。你也

可嘗試在通風良好而無煮食氣味的房間內進食。打

開窗，或用風扇來吸入大量新鮮空氣。

•  整天啜飲水或其他液體 (薑汁汽水、運動飲品、清湯
或花草茶) 。涼或微溫的液體可能會比熱或凍的液體
較易飲。

•  弄清楚是什麼因素觸發噁心，盡可能避之則吉。這

些因素可能包括特定的食物、氣味、活動或一天的

某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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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嚥困難

在癌症治療期間，你可能會發覺更難咀嚼或吞嚥。如果你

在吃喝時有咳嗽或噎住的感覺，要告訴醫護團隊。 

>	提示

•  嘗試吃不同質地的食物，找出你能容易吞嚥的。質

地順滑細膩的食物，例如薯蓉，往往是最容易吞	

下的。

•  嘗試吃柔軟的墨西哥薄餅而不吃麵包。那種質地可

能會使吞嚥變得較為容易。

•  	用攪拌機或食物處理器把難咀嚼的食物切碎。用果

汁或蔬菜汁、清湯或牛奶來把食物混和起來。

•  小口小口地吃食物，並要完全吞下每一口之後才開

始吃下一口。

•  把液體調濃些，使它們更容易吞嚥。你可加入果

凍、蔬菜泥或水果泥、即食馬鈴薯、粟粉、即食米

片或商品增稠劑。　

•  把梳打餅或餅乾等乾脆食物浸入牛奶、咖啡或茶裏

面，使之變軟。

•  	少吃辛辣的食物和辛辣調味料，例如辣椒粉、胡椒

粉或咖喱粉。這些東西可能刺激口腔和喉嚨內部。

	我發覺暖茶比任何東西都容易吞下。它可化痰，使吞
嚥變得較為容易。另外，鋼切燕麥做早餐	－	我把它弄
得非常軟爛濕潤。	~ Dante

口腔或喉嚨疼痛

如果口腔或喉嚨疼痛使你難以吃喝，你要告訴醫護團隊。

他們可建議使用藥物，令咀嚼和吞嚥沒有那麼致痛。 

>	提示

•  吃涼或微溫的柔軟、平淡無味食物，而不吃十分熱

或凍的食物。也要避免喝熱或凍的飲品。可嘗試吃

湯、薯蓉、酸乳酪、雞蛋、奶黃、布丁、熟麥片、

雪糕 (冰淇淋) 、砂鍋菜、奶昔和商品營養補充劑。

•  用飲管喝東西。嘗試喝水果花蜜，例如梨、桃子或

杏子，而不喝酸果汁或酒精。

•  限制進食酸、鹹或辛辣的食物，或者有粗邊的食物  
(例如多士 (土司) 和硬的墨西哥玉米麵豆卷) 。

•  	經常潄口。嘗試幾種不同的漱口方法，看看什麼最

有效。請醫護團隊或藥劑師推薦不含酒精並能紓緩

口腔或喉嚨疼痛的漱口水。醫護團隊也可能會建議

你用一種自己製做得來的配方。鹽或小蘇打混和水

或蘇打水，比從商店購得的漱口水較為便宜。

	有幾次我可以感到口腔開始發痛，那種感覺就像大力
咬到口腔內部一樣。之後我吃什麼東西都會感到刺
痛，因此我想盡快消除那疼痛的感覺。我開始用溫水
加鹽來漱口，結果消除了疼痛。	~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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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食物

•  在使用前後要以暖肥皂水來清潔雙手、刀、砧板及廚房工

作台面。若處理肉類、家禽和魚，這是尤其重要的。

•  生食物和熟食物不可用同一塊砧板來處理。把用舊了的砧

板扔掉。

•  在打開罐頭食物之前，用肥皂和水來清潔罐頭的上蓋。

•  在煮食期間試味和攪拌要用不同的匙子。

•  不要用海棉來做清潔工作。海棉難以保持無菌。要用紙

巾，或者如使用抹布，要每天更換及放入洗衣機以熱水循

環清洗。

蔬菜和水果

•   所有蔬菜和水果都要在水龍頭下徹底清洗。如果它們有粗

硬的外皮 (例如甜瓜) ，在切之前要用力擦洗。

•   切掉已碰傷或損壞的部分，這些地方很容易滋生細菌。

•   雖然標明“已清洗”(	“pre-washed”	)，但包裝沙律 (沙
拉) 和已切的蔬菜也要在水龍頭下沖洗。

肉類、魚、家禽和雞蛋

•    把肉類、魚或家禽 (雞、火雞) 放入雪櫃解凍，或放入微

波爐溶雪。不要放在廚櫃桌面解凍。

•   要徹底煮熟。你應該看不見裏面有一絲絲的粉紅色。用溫

度計來確保肉類是煮至正確的溫度。

•   雞蛋應該煮至硬而不是鬆軟的。

 

食物安全

當你患了癌症，你要格外小心怎

樣處理和準備食物。這是因為癌

症及其治療可能使免疫系統變得

衰弱，而免疫系統變弱了，會使

到身體更難對抗由可能生長於食

物裏的細菌及其他微生物所引起

的感染。

註冊營養師可幫助你作出對你最

安全的食物選擇。他們會密切留

意著你，看看有沒有免疫系統變弱的迹象。他們還可幫助

你解決食物安全方面的疑慮或問題。 

購買食物

•   仔 細 閱 讀 食 物 標 籤 。 不 要 購 買 過 了 “ 最 佳 食 用 日

期” (	“best before”	) 或有效期的食物。　

•  只購買經巴斯德滅菌法消毒的冷藏牛奶和乳製品。果汁和

蜜糖也應該經巴斯德滅菌法消毒。

•  在購物手推車裏生肉、家禽、海鮮和雞蛋要與其他食物分

開，不可放在一起。

•  容易腐爛的食物要留到最後才購買，然後從食品雜貨店直

接回家，把這些食物放入雪櫃。

•  不要購買散裝桶裏的食物。



38 39Eating Well When You Have Cancer [Chinese Traditional] ©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2014

當你不能煮食時

我們對煮食的看法人人都略有不同。對某些人來說，它是

一種愛好，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一件繁瑣無趣的工

作。但在癌症治療期間，你對煮食的感受可能改變。它可

能會吸引力全失；或者你有時未必會喜歡它。你也許太疲

倦，或者煮食的氣味讓你極為心煩。你也可能會發覺，

治療和去見醫生佔用了很多時間，以致你沒有時間準備 

膳食。

	如果我覺得情緒低落或疲倦，我有時會喝一瓶營養
飲品	Ensure	當作一餐，而不去大費周章準備食物。	 
~ Mona

使每一餐都是做得來的

如果煮食和進食似乎是一種苦難，盡你所能使膳養保持簡

單。把隨時可吃而毋須怎樣調製的有益健康食物存放於雪

櫃、廚櫃和冰箱內，早作準備。確保有包括即使你身體不

舒服時也可以吃的食物。這些食物可能包括：

•  麥片

•  梳打餅、薄脆餅乾和米餅

•  乾果

•  濃縮固體肉汁和湯料

•  罐頭吞拿魚 (金鎗魚) 、三文魚

或沙丁魚

•  意大利麵和米飯

•  湯

•  果醬、果仁醬

•  果仁、籽實

•  密糖 (經巴斯德滅菌法消毒) 

•  泡菜

貯存食物

•  已溶雪的食物要立即用掉，並且切勿再次冷藏。

•  熱的食物要保溫，冷的食物要保冷。一進食完畢就要把吃

剩的食物放入雪櫃。

•   把熱的食物放入雪櫃放涼，毋須蓋上。放涼後把食物放入

密封的貯存容器。　

•  若煮熟的食物已存放於雪櫃內超過三天，全部都要丟棄。

如發現酸乳酪、芝士 (乾酪) 、蔬菜和水果、果凍、麵包

及酥皮點心已發霉，便應把整包食物或容器丟棄。

•  不應保留過了“最佳食用日期”或有效期的食物和飲品。

打開了幾天的食物即使有效期還未過，也要丟棄。

不可沾的食物和飲品

•	 	生的食物，例如雞蛋 (包括自製凱撒沙律 (沙拉) 醬裏面的生雞
蛋) 、壽司和未煮過的蠔

•	 	未煮熟的肉類、家禽、豆腐、魚 (要確保它們是煮熟的) 

•	 	雪櫃內打開了的沙律 (沙拉) 醬及其他瓶裝產品 (如果你不知道
它們放了在雪櫃多久) 

•	 	發霉的芝士 (乾酪) ，例如羅克福芝士和藍芝士

•	 	自製罐頭蔬菜、水果、肉類和魚

•	 	來自沙律 (沙拉) 吧、自助餐、百樂餐 (potlucks) 和街頭小販的
食物和飲品

•	 	井水，除非每年都有化驗並證實是安全的

視乎你的情況是怎樣，營養師可能會告訴你其他要避之則吉的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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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不能進食時

可能會有些時候你是感到不能進食。也許噁心的情況特別

嚴重。或者吞嚥對你來說已變得太過困難。在這樣的時

候，要滿足你的全部營養需要可能很難。如果你超過幾天

無法進食，或者如果你已開始體重減輕，就要告訴醫護團

隊。他們或會建議暫時採用以下的一些其他選擇。

商品營養補充劑

商品營養補充劑可以提供大量卡路里和養分。它們備有多

種不同味道和外形，包括即飲飲料 (像奶昔般) 、粉狀、布

丁及條狀。要嘗試不同產品，看看哪些最適合你。

	我丈夫無法進食。他不想吃東西。他活力全失。我開
始給他服食營養飲品	Ensure	，但他也接受不了。我們
去見營養師，弄清楚是	Ensure	太濃了，他喝不下去。
於是我們以一半水和一半	Ensure	混合起來。我們希望
使他的身體狀況至少能讓他繼續接受治療。	~ Holly	(照
顧者) 

很多藥房和食品雜貨店都有售賣商品營養補充劑。你不必

有醫生處方也可購買。有些省政府和私營醫療保險計劃在

某些情況下可能會負擔這些開支。

如果你認為自己將需要倚賴商品營養補充劑多於食物，請

與註冊營養師商談。

媽媽從來都不太喜歡那些補充飲品 (例如	Boost) 。它們
很濃。護士叫她用水沖淡，但她說它們很混濁及非常
甜。	~ Frehiwot (照顧者) 

貯備即可食用的食物，例如冷凍晚餐，這些食物只稍微需

要或根本不需要烹煮。當你有精力時，預先把食物烹煮，

分成多份來冷藏，每份足夠一餐食用。

你也可以考慮使用社區資源，例如送餐服務或家政服務，

在家政服務裏會有人上門為你烹調膳食。

家人和朋友可怎樣幫忙

如果你真的不想購物和煮食，這是接受別人幫忙的時候。

要求或接受別人施以援手，不一定是容易的。不過你會

發覺，家人和朋友通常樂意盡他們所能使你的生活好過 

一些。

你可請他們在不同方面幫你忙：

•  用你寫好了的清單購買食品雜貨。或者你也許能夠付錢給

住在你區內的青少年或學生替你購物。　

•   廚櫃內貯備可保存一段長時間的基本食物。

•  一星期送來幾次新鮮食物，例如蔬菜和水果。請別人幫忙

清洗和切那些你很快就想要吃的農產品。

•  烘烤可冷藏然後當你準備要吃時解凍便成的小吃。鬆餅和

快速發酵麵包可包括果仁、籽實或乾果，使每一口都有實

在的感覺。

•  拿簡單的膳食 － 例如砂鍋菜或湯和沙律 (拉) － 給自己和

家人那個晚上食用。

•    為自己準備碟頭食物。番茄醬、湯、燉菜、咖喱、乳蛋餅

及甚至薄煎餅等食物，可放入一人份的容器內，加以冷

藏，當你想吃時解凍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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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照顧者的忠告	

作為照顧者，你可能會發覺自己

每天做要做以下工作：購買食品

雜貨、安排糧食、烹調膳食及提

供食物。無論你一直以來都是家

中的大廚還是初當此重任，這方

面的工作都可能是富挑戰性的。

你可能會發覺，癌症患者的味覺

經常會改變。某天覺得好味的東

西，下一天未必好味。可能會有

些日子是他們只想要最喜歡的食

物，或者什麼都不吃。

如果不喜歡但不得不煮食，你也許會對此感到不快，或者

甚至乎生氣。如果你煮的食物無人問津，你可能會感到洩

氣或傷心。盡你所能保持積極心態 － 情況會轉好。

	我的最佳患告是聆聽他們、尊重他們對你講的說
話，以及讓他們感到情況在他們控制之下。建議他
們吃什麼食物，但不可看似發號施令。那實在行不
通。	~ Holly (照顧者) 

有時，最簡單的做法最有效。舉例來說，煮餐飯並且一起

吃，是可以顯出你的關懷的一個好方法。

	當我妻子坐下來吃飯時，即使我知道自己吃不下，
我也會與她坐在一起。保持那種常態，對我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	~ Dante

餵食管

如果吃喝對你來說變得太困難，而且你的體重大減，醫護

團隊可能會建議使用餵食管，以幫助滿足你的營養需要。

餵食管是一條細而柔軟的管子，直接插入胃或腸裏。當餵

食管連接妥當後，液體營養補充劑便可通過它注入體內。

營養師將會決定你每天需要多少補充劑。

	媽媽裝了餵食管，但仍吃分量不大的膳食 (她吃大量燕
麥和木薯粉) 。有了餵食管，要用口來吃很多食物這種
壓力就消除了。餵食管也有助我們為她補充水分，使
她毋須喝大量流質。~ Susan (照顧者) 

維他命、礦物質和草藥補充劑

攝取足夠的維他命、礦物質和其他養分的最佳方法，就是吃有益

健康的食物。不過如果癌症及其治療使你長期難以好好進食，你

可以考慮每天服食維他命和礦物質補充劑。請與醫生商量一下，

以確定這些飲食補充劑是否適合你和對你安全，尤其是如果你正

接受化療或電療。

有些人也會考慮使用草藥補充劑或其他天然健康產品。要知道

天然並不一定意味是安全的。這些產品可能會干擾其他藥物或	

治療。

在服用草藥補充劑或天然健康產品之前，一定要與醫生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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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後食得健康

他現在回復了正常的體重。他的體重跟以前一樣，他
情況很好	~ Holly (照顧者) 

你一旦完成治療而副作用又減輕

了，你可能重拾對食物的興趣。這

是個逐步的過程 － 改變極少會在

一夜之間出現。如果你未能如你所

想的那麼快恢復平常的飲食習慣，

要盡量耐心一點。你的身體需要很

多時間來復原。 

	對我來說，盡快回復到以前那樣是很重要的	－	不過我
同時又知道，這是個緩慢的過程。我想我一直都是個
性格樂觀的人，我不會屈服！	~ Dante

	他的治療完結後，我最初烹調分量不大的飯菜，目
的只是要讓他的消化系統恢復進食狀態。	~ Hol ly	
 (照顧者) 

治療後食得健康，可在多方面對你有幫助。它可幫助你的

身體恢復元氣及使健康的細胞重生。它可幫助你達到並保

持健康的體重。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作為癌症倖存者，

你可能會有較大危險罹患其他疾病，例如心臟病、二型糖

尿病和骨質疏鬆症 (骨骼變弱) 。有益健康的飲食可使到你

患上這些及其他疾病的風險降低，包括罹患某些種類的癌

症的風險。

註冊營養師可幫助你制訂在你繼續康復時對你有作用的飲

食計劃。

>	提示

•  大家談談處理飲食問題的方法。一起這樣做，可幫

助你倆覺得有更大掌控感。

•  	要接受你照顧的那個人有時未必能夠吃得多。或者

他們也許只能吃幾種食物。

•  給予溫柔的支持，這會比迫人進食有幫助得多。

•  	他們不吃東西時，不要責備自己或他們。

•  烹調既簡單又容易準備的膳食。 (如果它們無人問
津，你也不會那麼心煩。) 

•  	在進膳時間方面要有靈活性，不要一成不變。

•  	把食物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並且在一天裏不同

時間給予分量較細的膳食和小吃。在床頭櫃上放一

塊鬆餅、一片水果或芝士 (乾酪) 和梳打餅。或者放
一包切碎的蔬菜在雪櫃內的架子上。

•  	有些人早上胃口較佳，因此可嘗試提供分量較大的

早餐。

•  提供睡前小吃。

•  	準備好大量液體。如果他們沒有胃口，建議他們飲

用清澈的液體或較濃的液體，例如冰沙。

	我母親在那方面有很多問題。她肚子不餓，不想煮
食。我為她弄一些分量不大的冷凍膳食。她只須要
決定想吃什麼。那樣對她來說較為容易。	~ Camille 
 (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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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譜

本會匯集了這批食譜，因為本會

相信，即使在你感到疲倦或不適

時，你也仍然能毋須大費周章就

享受到美食。有些食譜煮法簡

單，另一些所介紹的食物就適合

冷藏，那麼當你沒有足夠精力準

備膳食時，把它們加熱就可吃。

對 癌 症 病 人 來 說 ， 金 錢 問

題 是 很 常 見 的 。 如 果 你 設 法 在 購 買 食 品 雜 貨 方 面 省

錢 ， 你 可 選 擇 採 用 較 廉 宜 材 料 的 食 譜 。 烹 煮 肉 類 和

魚 等 菜 餚 可 能 要 花 多 些 錢 。 你 可 嘗 試 以 價 錢 較 低 的

材料取代價錢較高的。  (請參看在這本小冊子開頭的 

“精打細算地食得健康”的提示。) 

如果你有可以幫助癌症病人的食譜，請發送到	recipes@
cancer.ca	。你的食譜可能成為本會網站或	Facebook	專頁或

這本小冊子的下一版的重點介紹。

請注意，卡路里和蛋白質養分價值只是約數。如果你有食物過敏或不能忍
受某些食物，營養師可建議某些食材改用其他東西	－	例如，用不含乳的製
品取代牛奶。這可能會影響所示的養分價值。

本會盡可能不改動食譜的原文，但就對其中一些作出了修改，使它們清楚
易明一點。　

>	提示

•  	依照《加拿大食品指南》來計劃你的膳食，並確保

你能攝取所有必需的養分。該指南有關於每個食物

類別的食用分量及每天數量的建議。

•  	繼續設法吃你以前喜歡的食物。今天味道不好的東

西，明天也許會味道好。

•  想一想你進餐時喜歡的氣氛。如果你喜歡蠟燭、

音樂或擺出你最好的餐具或桌布，可再試用這些	

東西。

•  	定下計劃與好友或家人共享一頓美食。你甚至可以

要求他們帶食物來。你可能會喜歡以野餐形式吃那

一頓飯	－	在室內或室外。

•  光顧你當地的美食店或特色食品店，讓自己享受一

下特別美味的食品。

想取得多些資訊？

本會的小冊子癌症治療後的生活	(Life after Cancer Treatment)	可
幫助你制訂健康的目標及保健計劃。

與末期癌症共存

如果你患了末期癌症，你將要為食得健康和保持體重而面

對不同的挑戰。與醫護團隊談談有什麼方法可滿足你的營

養需要。食得健康會幫助你感覺好一點、保持體力及應付

諸如疲倦等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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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乾材料 (棗子和山核桃除外) 放入大碗裏拌和。把液體材料
混和起來，然後加到那乾的混合物裏，拌至差不多調和。把棗子

攪入，直至剛好調和。如喜歡的話，加入山核桃。當我再也不能

咀嚼果仁時，我把它們拿掉。

把那團糊狀物分開倒入12個大的鬆餅杯裏，然後以華氏350度 (攝
氏180度) 焗	20	分鐘。取出放涼。

製造	12	個鬆餅

營養資料
每個鬆餅

卡路里	 219
脂肪	 11	克
碳水化合物	 27	克
纖維	 4	克
蛋白質	 5	克

蘋果醬汁香料鬆餅
Marilynn L. (癌症倖存者) 

這份鬆餅食譜在纖維含量方面很高，因此它可有助解決便

秘問題。鬆餅柔軟易吞。如不用棗子，你可改用葡萄乾、

乾蔓越莓或其他乾果。你也可使用不同的香料，或者你可

加多或減少用香料，視乎你的喜好而定。作為替代，可嘗

試用蜜糖取代黃糖，及少用一點蘋果醬汁。鬆餅仍然賣相

可人，而且質地一定鬆軟一點。這些鬆餅非常適合冷藏，

放入微波爐大約	20	秒就可解凍。

1	杯 中筋麵粉 250	毫升
1	茶匙 肉桂 5	毫升
1/3	杯 麥芽 80	毫升
1/4	茶匙 碎丁香 1	毫升
1/3	杯 黃糖 80	毫升
1/4	茶匙 多香果 1	毫升
1/4	茶匙 發粉 1	毫升
3/4	茶匙 鹽 4	毫升
1	茶匙 小蘇打 5	毫升
1/4	杯 碎亞麻 60	毫升
1/8	杯 碎奇異籽 30	毫升
1/8	杯 大麻籽 30	毫升
1/4	杯 芥花籽油 60	毫升
1	隻 蛋，打勻 1	隻
1/3	杯 水 80	毫升
1	杯	+	2	湯匙 無糖蘋果醬汁 280	毫升
12	顆 棗子，切粒 12	顆　
1/3	杯 山核桃，切粒 (隨意) 8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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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冰沙

Betty Wessner (照顧者) 

當你食慾不振，或者如果你口乾或覺得食物難以吞嚥，可

試試這款簡易的冰沙食譜。　

1	杯 原味、無糖	1%	或	2%	酸乳酪  
(是否加益生菌隨意) 

250	毫升

1	至	2	茶匙 粗磨亞麻籽 5	至	10	毫升
1	隻 香蕉，不太熟 1	隻
2/3	杯 冷凍漿果 170	毫升
1/2	杯 橙汁，大約 125	毫升

把全部材料依所示次序放入攪拌機，橙汁除外。 (我用小型飲品
攪拌機。) 加入足夠的果汁，使那混合物達2杯 (500	毫升) 之多。
攪拌到完全均勻。

製造	2	杯

營養資料
每杯

卡路里	 187	
脂肪	 3	克	
碳水化合物	 35	克	
纖維	 3	克	
蛋白質	 8	克	

藍蔓越莓冰沙

卑詩藍莓委員會(BC Blueberry Council)

當你食慾不振，需要補充水分時，你可啜飲這款簡單的冰

沙。如果你喉嚨痛或覺得食物難以吞嚥，它也是個好選

擇。嘗試在這食譜裏改用杏仁飲品或大豆飲品代替水，以

吸收額外的卡路里和蛋白質。或者以任何種類的牛奶或大

豆或果仁飲品取代酸乳酪，使冰沙變得稀一點。

2	杯 藍莓，新鮮或冷凍 500	毫升
1	杯 新鮮蔓越莓，整顆 250	毫升
1-1/2	杯 2%	至	4%	香草酸乳酪 375	毫升
1-1/2	杯 蔓越莓純果汁或調合果汁 375	毫升
2	杯 水 500	毫升
2	湯匙 新鮮薄荷 30	毫升

把所有材料放入攪拌機，攪至質滑柔順。倒進冰鎮的玻璃杯，立

即食用。

製造	4	份

營養資料
每份

卡路里	 215
脂肪	 2	克	
碳水化合物	 46	克	
纖維	 3	克	
蛋白質	 5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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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皮

在	9	吋 (23	厘米) 的餡餅碟底部鋪一張烤盤紙。

用食物處理器把杏仁打至粉狀，但不是一團糊。加入棗子、椰

子、牛油、楓葉糖漿、肉桂、橙皮和鹽，打至粉狀。把餅皮往餡

餅碟底部和各邊按壓，置於室溫下備用。

餡料

用攪拌機把藍莓、酸乳酪、楓葉糖漿、奶油芝士 (乾酪) 、鮮
奶油、橙皮和橙汁打成稠滑的泥。把餡料倒入餡餅碟，冷藏大

約	2	至	3	小時。在上面放些新鮮藍莓，並灑點楓葉糖漿。

最宜於	3	至	8	小時內享用。

製造	6	片

營養資料
每片

卡路里	 446	
脂肪	 27	克	
碳水化合物	 49	克	
纖維	 6	克	
蛋白質	 6	克	

免焗冷凍藍莓餡餅	

卑詩藍莓委員會

這款美味的冷凍甜品含大量卡路里、蛋白質和纖維。當你

食慾不振，或者如果你喉嚨痛或口乾，它也許會吸引你 

進食。

餅皮

1/2	杯 杏仁，整顆或切片 125	毫升
1	杯 棗子，去核並切粒 250	毫升
3/4	杯 無糖椰絲 180	毫升
3	湯匙 牛油，煮溶 45	毫升
2	湯匙　 楓葉糖漿 30	毫升
1	茶匙 肉桂 5	毫升
1	茶匙 橙皮，磨成細末 5	毫升
1/8	茶匙　　
　　　

少許鹽 0.5	毫升

餡料

1-1/2	杯 藍莓，新鮮或冷凍 375	毫升
1	杯 原味11%希臘酸乳酪 250	毫升
1/4	杯 楓葉糖漿 60	毫升
1/4	杯 奶油芝士 (乾酪) ，置於室溫下 60	毫升
3	湯匙 鮮奶油 45	毫升
3	湯匙 橙皮，磨成細末 15	毫升
1	湯匙　　　
　　　

鮮橙汁 15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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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律 (沙拉) 

把藜麥和水混合起來，煮沸。轉小火，蓋上蓋子，慢煮	20	分
鐘，直至藜麥變軟。熄火等	5	分鐘，用叉子叉鬆。轉到大碗，加
入餘下的材料。

楓糖醋

一併放入廣口瓶，搖勻。把一半用於沙律 (沙拉) 。存放雪櫃內最
多一星期。

製造	6	份

營養資料
每份

卡路里	 313	
脂肪	 11	克	
碳水化合物	 47	克	
纖維	 5	克	
蛋白質	 8	克	

果仁水果藜麥沙律 (沙拉) 
Evelyn McQuaid (加拿大防癌協會義工) 

藜麥是一種籽實，可以好像大米或大麥等全穀類那樣烹

調。現今很容易找到藜麥，它是一個很好的素食選擇。如

果你的味蕾在癌症治療期間起了變化，這款沙律 (沙拉) 的
甜酸味道結合可讓你胃口大開。

沙律 (沙拉) 
1	杯 藜麥 250	毫升
2	杯 水 500	毫升
1/2	杯 杏仁，切片 125	毫升
1/2	杯 蘋果，切粒 125	毫升
1/2	杯 杏脯，切粒 125	毫升
1/4	杯 烤無鹽瓜子 60	毫升
1/4	杯 乾蔓越莓 60	毫升
1/4	杯 葡萄乾 60	毫升
2	湯匙 薄荷，切碎 30	毫升
1/2	杯　　　
　　　　

楓糖醋 (見下文) 125	毫升

楓糖醋，1杯 (250	毫升) 
1/3	杯　　　 楓葉糖漿 80	毫升
1/4	杯 蘋果醋 60	毫升
1/4	杯 蜂蜜芥末 60	毫升
2	湯匙 芥花籽油 30	毫升
2	湯匙　　　　 水 30	毫升



56 57Eating Well When You Have Cancer [Chinese Traditional] © Canadian Cancer Society 2014

把蘆筍尖切掉，備用。把其餘的蘆筍  (梗) 、羅勒、芝士  (乾
酪) 、1/2	茶匙 (2	毫升) 鹽和餘下的	3	湯匙 (45	毫升) 橄欖油放入攪
拌機，打至形成粗糊。按個人口味加入適量的鹽和胡椒粉調味，

然後轉到大的上菜碗。

把意大利麵煮沸，瀝去水分，留起	1/2	杯 (125	毫升) 煮麵水。把
意大利麵加入香蒜醬，拌勻。如有必要，加一些留起的煮麵水，

把香蒜醬開稀至稠滑均勻的。

用番茄、蘆筍尖和杏仁作為裝飾菜。　

製造	6	份

營養資料
每份

卡路里	 436	
脂肪	 15	克	
碳水化合物	 62	克	
纖維	 5	克	
蛋白質	 14	克	

烤蘆筍杏仁香蒜醬配意大利麵

Kari Simpson (照顧者) 

這是一款素菜食譜 － 用有益健康的食油製造的爽心食品，

幫助保持健康的體重。你也可用一半全麥及一半普通意大

利粉代替扁麵條。這款食譜所列的材料分量可以加倍。醬

汁可以配任何種類的意大利麵或配三文魚食用。

3/4	茶匙 猶太鹽，分開用 3	毫升
1/2	磅 蘆筍，切好 (約	15	支) 225	克
2	杯 葡萄番茄 500	毫升
4	湯匙 特級初搾橄欖油，分開用 60	毫升
1/2	杯 杏仁片 125	毫升
1/4	杯 新鮮羅勒葉 60	毫升

2	湯匙 磨成細末的帕爾馬芝士 (乾酪) 30	毫升
1	磅 乾扁麵條 450	克

胡椒粉

把架子放置於焗爐 (烤箱) 最上層和底層，焗爐 (烤箱) 加熱至華
氏	425	度 (攝氏	220	度) 。用猛火煮沸一大鍋鹽水。

把蘆筍排成單層，放在一個大的有邊烤盤上，佔其中半邊。在

另外的半邊放上番茄。兩者均灑上1湯匙 (15	毫升) 橄欖油，並
用	1/4	茶匙 (1	毫升) 鹽調味。拌勻，在最頂的架子上烤大約	20	分
鐘，直至番茄塌了下來而蘆筍是鮮綠色的。

在烤蔬菜的同時，把杏仁放上另一個有邊烤盤，在最底的架子上

烤	10	至	12	分鐘，偶爾攪動一下。留起1茶匙 (5	毫升) 杏仁作為裝
飾菜，餘下的杏仁放入食物處理器或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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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火，準備用攪拌機或食物處理器來把材料打成泥。加入米，分

批把那液體調和。從攪拌機取出液體時，用細眼篩或細濾器過濾

一下，然後倒入鍋裏。全部液體調和之後，再用文火慢煮。綿綿

不斷加入奶油，同時攪拌濃湯，直至完全混和起來。 (如果你加
牛奶而不加奶油，可用少一點這液體，使混合物保持濃稠。) 按
個人口味加鹽和胡椒子，務必額外加少量胡椒子來提味。

以預熱過的碗盛載食用，如喜歡的話，可加裝飾菜。

製造	4	大份

營養資料
每份	

卡路里	 506	
脂肪	 20	克	
碳水化合物	 55	克	
纖維	 5	克	
蛋白質	 31	克	

胡椒子玉米濃湯
Dylan Kiernan和David Lee (溫哥華社區學院廚藝課程學生) 

如果你通常吃的食物現在味道不同了，這款味濃而不含麩

質的湯可以是個好選擇。奶油可改用脫脂或	1%	奶，以減低

脂肪和卡路里。

2	湯匙 牛油 30	毫升
1	個 大黃洋葱，切片 1	個
7	顆 蒜瓣，烘烤過 7	顆
1	杯 黃椒，切片 130	克
1/8	茶匙 鹽 0.5	毫升
4	至	5	夸脫 蝦或魚高湯 4	至	5	公升
5	至	7	條 玉米棒，剝去玉米粒 5	至	7	條

 (或	3	至	4	杯冷凍玉米) 
1/2	至1杯 熟糙米 80	至	130	克
1/2	至1杯 已打發的鮮奶油 125	至	250	毫升

胡椒子
隨意選用的裝飾菜：

1/4	條玉米棒，烤炙過
羅勒油和青葱

牛油放入大鍋，以中火加熱。把洋葱攪入，然後煮至柔軟和焦糖

化。把蒜頭和黃椒攪入，用少許鹽調味。以小火煮	5	分鐘左右，
使之出味。倒入高湯，慢煮至微沸騰。除去玉米棒的外皮並剝

下玉米粒，或使用冷凍玉米粒。把玉米粒攪入那清湯，慢煮大

約	10	分鐘。調低火力至文火，煮	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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餡料

把焗爐 (烤箱) 預熱至華氏	350	度 (攝氏	180	度) ，蛋和牛奶加鹽和
胡椒粉，打至鬆軟。把煙肉、洋葱和燈籠椒放在乳蛋餅皮底部，

鋪上車打芝士 (乾酪) 絲，然後淋上那牛奶和蛋的混合物。

把乳蛋餅皮放入焗爐 (烤箱) ，煮大約	45	分鐘至1小時，或者直至
刀子插進去之後拔出來是乾淨的。伴以蔬菜沙律 (沙拉) 食用。

製造	6	片

營養資料
每片

卡路里	 495	
脂肪	 32	克	
碳水化合物	 29	克	
纖維	 2	克	
蛋白質	 22	克	

紅椒煙肉乳蛋餅

連鎖果菜店	Kin’s Farm Market 

這是一款高纖和高蛋白質的膳食，你沒有很多精力煮食

時，可預早一點準備，加熱來吃。

餡餅皮

1-1/2	杯 麵粉 375	毫升
6	湯匙 牛油，置於室溫下 90	毫升
2	湯匙 水 30	毫升
1	隻 蛋白，輕輕打勻 1	隻

餡料

4	隻 雞蛋 4	隻
1	杯 1%	奶 250	毫升
4	根 煙肉條，切件，炒過 4	根
1	個 洋葱，焦糖化或炒過 1	個
1	隻 紅燈籠椒，切片，炒過 1	隻
2	杯 車打芝士 (乾酪) 絲 500	毫升

鹽和胡椒粉

餡餅皮	

用手將麵粉和牛油混合拌勻，直至那生麵團變成球形。按需要

加入水和額外的牛油或麵粉，以做出適當的稠度。把生麵團放

在	9	吋 (23	厘米) 的圓形水果餡餅盤上鋪開。輕輕打蛋白，然後用
刷子掃在生麵團上面。拿掉多餘的生麵團，把乳蛋餅皮放入雪櫃

半小時。餅皮在雪櫃內變硬期間，準備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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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濶而淺的鍋把至少	2	吋  (5	厘米) 水煮沸。加入肉丸，煮大
約	4	分鐘，直至肉丸浮面熟透 (試吃一粒以確定是否熟透) 。用漏
勺倒入預熱過的碟上。

把湯分成	6	碗，每碗放上	6	粒肉丸，並灑上韭菜和胡椒粉。趁熱
食用。

製造	6	份

營養資料
每份

卡路里	 262	
脂肪	 11	克	
碳水化合物	 25	克	
纖維	 4	克	
蛋白質	 17	克	

根菜湯

Hélène Sauvé (照顧者) 

如果你要找含大量卡路里和蛋白質的食物，這款加了肉丸

的足料濃湯既易吃又讓人感到飽足。它可以冷藏，然後當

你沒有很多精力煮食時，只要翻熱就可吃。

2	湯匙 牛油 30	毫升
1	個 中等大小的洋葱，切粒 1	個
1	茶匙 鹽，分開用 5	毫升
2	個 中等大小的蘿蔔，去皮切粒 2	個
2	個 甘薯，去皮切粒 2	個
4	個 中等大小的歐洲蘿蔔，去皮切粒 4	個
5	杯 低鈉雞湯　 1.25	公升
1	杯 水 250	毫升
1/2	磅 碎豬肉或瘦碎牛肉 225	克
1	湯匙 碎韭菜，加多些作裝飾菜 15	毫升
1	湯匙 碎平葉歐芹 15	毫升
3	湯匙 阿齊亞戈、帕爾馬或佩科里諾芝士  

(乾酪) 磨成細末
45	毫升

1/4	茶匙 現磨黑胡椒 1	毫升

把牛油放入一個中等大小的鍋裏，用中高火煮溶。加入洋葱

和	1/2	茶匙 (2	毫升) 鹽，烹煮，攪拌，直至變軟 (大約	2	分鐘) 。
加入蘿蔔、甘薯、歐洲蘿蔔、雞湯和水。煮沸，然後把火力調至

中低，慢煮	10	至	15	分鐘，直至那些蔬菜變得柔軟。

同時，把豬肉或牛肉、韭菜、歐芹、芝士 (乾酪) 、1/2	茶匙 (2	毫
升) 鹽和胡椒粉放入一個小碗混合起來，以製造肉丸。輕輕攪至
均勻，分成36	粒肉丸，每粒大約	1	茶匙 (5	毫升) ，備用。

用攪拌機把湯打至順滑 (如有必要，分批進行) 。倒回鍋裏，用小
火保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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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尋找你就近的註冊營養師

註冊營養師屬醫療專業人員，持有食物和營養方面的大學

學位，並在醫院或衛生區域內接受過實際培訓。許多癌症

中心都有註冊營養師擔任職員，他們能提供單對單輔導。

在你的治療和康復過程中，他們能為你解答有關飲食和營

養的問題。

如果你的癌症中心沒有營養師擔任職員，你可嘗試以下方

法去尋找你就近的營養師：

•   問你的醫護團隊。

•   問你的家庭醫生。

•   聯 絡 加 拿 大 營 養 師 協 會 ( D i e t i t i a n s  o f  C a n a d a )， 

電話：416-596-0857，或網址：www.dietitians.ca。

如果你想確定某個營養師是否有註冊，可聯絡你區內的營

養師學會。加拿大所有營養規管機構的聯絡資料都可在以

下網址找到：www. dieteticregulation.ca。　

番茄湯	

Marjorie Matheson (癌症倖存者) 

這款素菜湯是濃稠和容易吞嚥。如果你口裏有金屬味，新

鮮番茄可以有幫助。這款食譜所列的材料分量可以很容易

加倍，並且適合冷藏。

1	湯匙 橄欖油 15	毫升
1/2	杯 胡蘿蔔，切成小粒 125	毫升
1/2	杯 芹菜，切成小粒 125	毫升
1	至	2	顆 蒜瓣，切粒 1	至	2	顆
1	個 大洋葱，切成小粒 1	個
12	個 李形番茄，切成兩半 12	個
3	杯 蔬菜 (或雞) 高湯 750	毫	升
1	塊 月桂葉 1	塊
1/2	茶匙 乾牛至 (披薩草) 2	毫	升
1/2	茶匙　 乾羅勒 2	毫	升

用大鍋把油加熱。加入胡蘿蔔、芹菜、蒜頭和洋葱，炒幾分鐘。

加入番茄，煮	10	分鐘。加入高湯、月桂葉、牛至 (披薩草) 和羅
勒。煮沸，調低火力，慢煮	20	至	30	分鐘，直至那些蔬菜變軟。
拿掉月桂葉，用攪拌機或手持式食物攪拌器打成泥。

製造	4	份

營養資料
每份

卡路里	 156	
脂肪	 6	克	
碳水化合物	 20	克	
纖維	 4	克	
蛋白質	 7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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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曾有此經歷的人傾談

如果你希望與曾有類似患癌經歷的另一名倖存者傾談，本

會可以幫忙。讓本會把你與義工聯繫起來。義工能夠聆

聽、提供希望、給予鼓勵和分享能成功應付的想法，而這

全部都是來自曾有此經歷的人的獨特角度。

你 如 想 與 某 人 在 網 上 聯 繫 ， 可 參 加 本 會 的 網 上 社 群

CancerConnection.ca，那裏有你可能會感興趣的討論、網

誌和群組，此外你也會找到關懷、熱心幫忙的人。

聯絡加拿大防癌協會﹕

•致電免費長途電話：1-888-939-3333星期一至五
	  (失聰/聽覺不靈人士專線：1-866-786-3934) 　

	 如需以其他語言提供服務，有傳譯員可以協助。

•	 	發電郵至﹕info@cis.cancer.ca。

•	 	瀏覽網址﹕cancer.ca。

•	 	聯絡你當地的加拿大防癌協會辦事處。

建議瀏覽的網址

加拿大衛生部	(Health Canada)
www.hc-sc.gc.ca

搜尋 >	Canada’s Food Guide (加拿大食品指南) 

加拿大營養師協會	(Dietitians of  Canada)
www.dietitians.ca

ELLICSR Kitchen
www.ELLICSRkitchen.ca

ELLICSR Kitchen	是瑪嘉烈公主癌症中心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entre)	的
一個烹飪和營養項目。可找到食譜、烹飪提示及營養教育，幫助你在癌症
治療之前、期間及之後食得健康。

加拿大防癌協會

加拿大防癌協會透過盡全力防癌、拯救生命以及支持與癌

症共存的人士，去對抗癌症。

本會的所有服務都是免費和保密的。

取得你需要的資料

本會受過培訓的資訊專員通過電話和電

郵耐心回答你的問題。如需要英語以外

的資料，有傳譯員可以協助。本會有關

於以下各方面你需要的資料：

•  營養常識

•  治療的副作用及處理方法

•  治療後的健康生活

通過社區服務定位儀 (Community Services Locator) ，本會

能夠幫你找到在你區內由加拿大防癌協會及其他機構提供

的服務和項目。

本會以印刷形式及在網上提供資源，這些資源是關於各種

各樣癌症方面的主題。以下這些刊物或許會對你有用的：

放射療法：給癌症病人的指引	(Radiation Therapy: A guide 
for people with cancer)

化療和其他藥物療法：給癌症病人的指引	(Chemotherapy 
and Other Drug Therapies: A guide for people with cancer)

與癌症共存：給癌症病人及其護理員的指引	(Living with 
Cancer: A guide for people with cancer and their caregivers)

注意﹕這些標題在小冊子的新版本面世之時可能會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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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及育空地區
565 West 10th Avenue
Vancouver, BC V5Z 4J4
604-872-4400
1-800-663-2524
inquiries@bc.cancer.ca

阿省/西北地區
325 Manning Road NE, Suite 200
Calgary, AB T2E 2P5
403-205-3966
info@cancer.ab.ca

沙省
1910 McIntyre Street
Regina, SK S4P 2R3
306-790-5822
ccssk@sk.cancer.ca

緬省	
193 Sherbrook Street
Winnipeg, MB R3C 2B7
204-774-7483
info@mb.cancer.ca

安省
55 St Clair Avenue W, Suite 500
Toronto, ON M4V 2Y7
416-488-5400

魁省
5151 de l’Assomption Blvd.
Montreal, QC H1T 4A9
514-255-5151
info@sic.cancer.ca

紐賓士域省
PO Box 2089
133 Prince William Street
Saint John, NB E2L 3T5
506-634-6272
ccsnb@nb.cancer.ca

斯高沙省
5826 South Street, Suite 1
Halifax, NS B3H 1S6
902-423-6183
ccs.ns@ns.cancer.ca

愛德華王子島
1 Rochford Street, Suite 1
Charlottetown, PE C1A 9L2
902-566-4007
info@pei.cancer.ca

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
PO Box 8921
Daffodil Place, 70 Ropewalk Lane
St John’s, NL A1B 3R9
709-753-6520
ccs@nl.cancer.ca

加拿大防癌協會分會辦事處 本會希望聽你的意見

如果你有意見或建議，可幫助本會使此小冊子對你和其他讀

者更有用，請電郵至：publicationsfeedback@cancer.ca。



失聰/聽覺不靈人士專線﹕

這是加拿大防癌協會印製的一般性資訊， 
並非用以取代專業醫療人員的意見。

此刊物的資料內容可隨意複印，毋須本會批准，但必須註明為 
加拿大防癌協會2014：《面對癌症、食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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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工作
加拿大防癌協會通過以下各項工作去對抗癌症：

• 盡本會所能預防癌症

• 資助研究以戰勝癌症

• 使到與癌症共存的加拿大人獲得力量、資訊和支持

• 倡議公共政策以改善加拿大人的健康

• 集合加拿大人參與對抗癌症

想索取有關癌症或本會服務最新資料，或捐款，請聯絡本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