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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七十歲的雪貞教授和姊妹們暢

遊峇里島，體驗泛舟的驚險、

嘗試指甲彩繪的美麗，從她開

心的笑容中，大家有了領悟：
是的，人生七十正開始！

編輯室報告

停格、再出發
十二點半，該是午餐時刻，開懷教室卻是熱鬧非常，有人高聲哼唱頒獎
曲，搭配一排六位姐妹站立眼前，她們獲頒全勤獎，接著搬桌喬椅拍團體
照。而最高潮的才正要開始，大家送伊伶社工員一張超級卡片，裡面密密麻

九年的最後一堂課，歷經三
○○

麻的文句，滿是大家對她的感謝與讚美。這還不夠，「我愛妳！」「我也要
抱抱！」，姐妹的熱情讓她躲也躲不掉。
這是「電話探訪志工訓練課程」告別二

月到十月共八個月的課程，伊伶是負責社工。就讓時間停格在美好的這一

再出
—

刻，一切是不是就此結束？當然不！這優質課程尚未結束，姊妹們需要再接
再厲，同時也該付出行動參與志工行列。當然！開懷更要開步向前走

年的此刻，送上祝福成串，喜樂
○

嘿！各位舊雨新知，開懷這廂來了！

發。
想不想「做自己的導演」？如果你是一個乳癌患者，建議先從「學習看
懂自己的病理報告」開始，或看看法蘭希斯大姐如何將「無私的愛使生命

達人」，再不就跟著小歐去日本「捕捉聖山之
SPA

發光」，再瞧瞧開懷的服務「單親姐妹不孤單」，想換個輕鬆點的？那就
研究看看淑華大美女的「

美」，還有還有…，別急！請瀏覽一下這期目錄，就找到答案了。
隨著這期「冬」來了，牛年將近尾聲，回顧這一年，過得還好嗎？有無特
別的事情？或喜或憂甚或痛？都可以抓住這一塊回憶，停格在當下，快樂也

一
○

好，痛苦也罷，一定有它帶來的特別意義，從中省思再出發，誰說不是另外
一個開始？
最後，「開懷」誠意在即將踏進二
滿溢！

刊物簡介

【開懷來了】的前身是【開懷抱報】，由台中市開懷協會的一群乳癌媽媽攜手創作，自2004年起，
春夏秋冬四季發行，內容除側寫乳癌病友的抗癌史，也記錄協會走過的歷程，希望能將最大的擁抱
與熱情傳遞給為生命奮戰不歇的乳癌鬥士們；每期發行1,500份，分送給國內病友、家屬、醫師、國
內外姊妹團體、贊助單位，及對乳癌議題關心的社會大眾。

自2006年春季號起，這份乳癌病友親手編製的刊物更名為【開懷來了】，由原先的單張報紙改版為
32頁單本雜誌，同樣是季刊，每期發行3,500份，除延續之前抱報的內容與發刊精神，更多的版面描
繪了我們一路走過、看過的風景，希望帶給你更豐富的乳癌知識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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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的導演
活出自己的人生
如果得乳癌並沒影響或改變妳的生活，
那就請更愉快的過日子吧！
但如果仍在不安與茫然的人，只要加強正面的想法且展開行動，
自己的人生自己掌握，也許能有更燦爛的生活呢！
看看她們的改變吧！

文，繪圖：魚春太太，攝影：小歐、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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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當志工
在合唱團裡，淑華正好在我斜對面，
有時會不經意的看到她陶醉地唱著歌的
模樣，心裡不由得會升起小小的波瀾而
微笑，真是一個自在的人。在人群裡合

唱，相信她的心一定是處在一個更美、

到泰北去教小朋友中文、人電學的志

工工作：開懷的志工、每年撥出一個月

的心去回饋、付出，忙到有時一天只能

就已打算要當志工了。現在她懷著感恩

團體和她的生活息息相關，還沒退休時

工、旭光高中果雕社志工老師。這四個

更平和的地方。
一個自在豪爽的人，每天總忙個不
停。現在才剛退休，每星期的志工活動
已排得滿滿的。她加入了四個團體的志

睡四、五個小時。

「這樣好嗎？」我們會這樣問她。

「為了付出而忙碌，忙到沒有星期

天，也甘之如飴，很快樂也很充實！」
她堅定的說。

，舒壓按摩。那
SPA

那如何休息呢？淑華自有一套方法，
就是半夜去三溫暖

時是她整個放鬆的時候。

雖然忙，但她可不願讓自己往床上一

躺，還大叫：「累死了！」她會讓自己

是在最愉快的狀況下想著：今天好充實

喲！而帶著微笑入睡。

的確，忙是因為自己真心想要做這些

事，而忙，更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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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過日子

有人忙著回饋，有人也忙著娛樂。

蕙英是個傻大姐，當年尚不知道自

己得了乳癌，還向朋友炫耀說：「你看

我的咪咪變得又挺又漂亮！」。治療後

指數仍居高不下。醫生非常擔心治療效

果不好，所以沒告知怕影響她的心情，

但一直在注意觀察。想不到傻大姐的個

性也幫了她。蕙英療程結束就開始過快

樂的日子，學國標舞，唱唱歌，摸摸八

圈，到處遊玩。如今醫生最擔心的這個

病例已平安的過了四年。

現在蕙英常把自己的例子拿出來和病

友分享，最常開導病友的一句話就是：

「不要想那麼多，不必管第幾期，只要

聽醫生的話乖乖治療，該吃藥就吃藥，

該回診就回診。把心放寬，開開心心過

日子，身體自然就好了。」

這種另類療法，在傻大姐身上可真

管用，大家不妨試試，或許也適用於妳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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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關懷志工圓滿了自已
當關懷志工的艷媚姐，常說自己是
個很內向的人，從不敢主動與不熟的人
打招呼，可是當了志工後，逼得自已要
主動去和病友打招呼，很自然就會關心
人家，而自己的微笑也更多了。這是艷
媚姐覺得自己最大的改變。總認為自己
不會的、不可能的、做不到的、在生命

一個大轉彎後竟然都做到了。原來很多

好的感覺滾滾而來。所以在辛苦作治療

後來治療情況一直膠著，也嘗試新的

時，她仍常說：「當志工是我最快樂的

她的內心本質其實仍是內向的，但多

用藥。艷媚姐一邊治療一邊慢慢地整理

事要做了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到什麼程

了「愛」而啟動了自信心。這心靈的成

手邊的事，把在美國的女兒和小孫子叫

事。」

長是很大的喜悅，就像內心的寶藏，一

回來住了一個月，一起享受天倫之樂，

度。

旦開挖出來之後，任何開心、愉快、美

也把房地產等安排都告知兒子和女兒。

一個月後女兒回美國去了，艷媚姐又快

快樂樂開始做她的志工，並且繼續治
療。

那一陣子她都會說她如何打點家裡的

事，包括一些文件的整理歸類，以免她

走了以後，先生找不到。

艷媚姐的經歷，讓我們學到，以後

要有智慧的看待生死，以及如何冷靜的

處理身後事。還有時間時，儘量做自己

喜歡的事。另一方面自己的責任也要處

理圓滿，不要走了卻讓家人既傷心又困
擾。

最後一次到艷媚姐家見面時，她的

先生也加入話局，大家聊得很熱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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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後一直連絡不到她先生，接了電

題一直圍繞在要吃什麼才能對她最有幫

淚。

受大家的懷念，不願看到大家為她流眼

讓我們跳脫了第一時間的哀傷。她只接

唱？」「會喲！我會爬起來和你們一起

回她：「那妳會不會爬起來和我們一起

歡的『愛你一萬年』給我聽。」朋友也

了想念，我也想大聲告訴艷媚姐：「我

美惠從一開始的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安

雖是玩笑，但也是美惠的真心話。

唱喲！」，一堆朋友都笑得花枝亂顫。

們一定會把乳癌的關懷工作延續下去，

心，到二年後竟轉移到肺，隔年又轉移

鎖骨。二

四年腦部又有問題時，醫
○○

到腦，一年後後頸發現腫瘤，次年又在

請為我們加油吧！」

當志工是艷媚姐最大的快樂。所以除

話只說：「艷媚姐去了台北兒子家療
養，謝謝大家的關心。」三個月後她先
生才吐露實情：「艷媚姐早在我們見面
的一個星期後，安詳的往生了。」
有時碰到關懷的病友往生，這對志工
是一大衝擊，久久都無法釋懷，何況我

笑看生死事

你一萬年」這首歌是她的最愛。

生明白地告訴她：「儘量去享受人生

命，她用歌聲傳達對生命的熱愛，「愛

吧！」。

美惠是合唱團的一員，喜歡唱歌享受生

美惠常和一些朋友開玩笑說：「在

麗自信。

我的告別式，我希望你們可以唱我最喜

笑容。是的！即便是生病，同樣能夠美

們這些同是有著革命情感的志工情誼？
不讓我們知道是艷媚姐的意思，她

照片左邊的美惠，戴著頭巾露出開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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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這麼多的身體折磨，現在已是
無可奈何地看開了。美惠開始用「多活
一天就是多賺了一天」的態度生活。只
要有機會外出絕不躺在家裡。完全做自
已喜歡的事：旅遊、當開懷志工、和朋
友一起唱歌。
剛認識美惠時，她說：「我已經很滿
足了，醫生說我只剩八個月的生命後，
已快過二年了。」到現在又過了二年，
每次談到這個，美惠總是開心的說著同
樣的那一句話：「我真的很滿足了！」
用笑容來充實每一天，但也不會忌諱
死亡。身後事早就交待好了，眼下只做
自己喜歡的事，愉快的過每一天。美惠
說她也會怕死，但又能如何？這種事不
是我們所能決定的，「那我只好做我能
決定的事，那就是：我要快樂！」
所以，美惠！不必等告別式，我們隨
時可開心的大聲合唱「愛你一萬年」或
「愛我一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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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自已遺憾
我在年近半百前最常說的是：「我這
一輩子都一事無成」。到半百時，得了
乳癌，差點就真的一事無成了。
一事無成是因為個性散漫、內向乖
巧，未嫁時幫父母，出嫁後幫先生，一
直都過著這種理所當然的生活。得了乳
癌後，面臨到生死的關卡時，覺得非常
孤獨，發現連一根浮木都找不到。
還好現在乳癌並不是絕症。治療後，
雖然無法預知生命的長短，但也覺悟到
我還有機會不讓這一生有遺憾。
我開始學插畫與繪本。二年多了，
這是我這輩子最長時間的自我學習。
並沒替自己設什麼目標，就只開心的畫
圖。畫圖是一個創作，從構圖到上完色
彩中，有各種變數與可能。我可以預知
作品的圖樣，但結果總會讓自己非常驚
訝，以致每畫完一張圖都會稱讚自己：
「妳又進步了！」
在學習創作中，慢慢的了解到自己原
來有無限的可能，也許在別人眼中，畫

的圖並不怎樣，但我一定會知道完成這
幅圖的意義在哪。
進步是學習的最大喜悅，那種喜悅會
慢慢填滿人生的不足，讓我將來闔上眼
時，不再有任何遺憾。
大家的終點都是一樣的，不是嗎？

每個人所選擇或要面對的事情不同，

所以不是每個人生病後都會改變。但我

們都一定知道一件事：我們要更珍惜自

己，也會更珍惜當下。

所以讓我們深深的吸一口氣，然後對
自己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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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貴霞
文：賈紫平，攝影：陳錦雯

從樓下到樓上
每當指引「開懷會館」的方向，
通常會加上更明確的一句「祥和診所樓上！」，
診所有位護士小姐林貴霞，跟開懷特別有緣，
清晨幫忙整理並分類垃圾、開懷姊妹看診總是被厚待…
任誰也想不到三年後，她也被診斷為乳癌。
從「樓下」到「樓上」，
從「白衣天使」到「開懷天使」，
貴霞與開懷的緣分濃得化不開，
哇！更是精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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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貴霞，笑容中可見開朗，面容與身影更顯堅毅。

放牛 種菜 田園樂

貴霞戲稱自己是一個傻傻笨笨、頭

腦簡單，思路有點「秀逗」的女人，但

是當她提起童年生活時，卻充滿愉悅的

情緒。指著牆上掛的全家福，那張照片

上少說也有好幾十人。她述說著，小時

在南投埔里的大家庭中，家人近七十

人，父親排行第六，她有二個妹妹二個

弟弟。童年生活充滿了歡笑，放牛、種

菜、養雞鴨和十多位堂兄弟姐妹嘻鬧中

渡過。家鄉是風景秀麗、純樸的好地

方，農家子弟日子雖然艱辛，但充滿了

父母的愛，童年在調皮搗蛋和快樂中長

大。原生家庭的愛，是她最豐富有力量

的支持，使她有勇氣面對生命中的許多
困境。

短暫的婚姻 永不止息的愛

求學與打工時，貴霞認識了瑞傑的

爸 ， 那 時 只 有 十 七 、八 歲 ， 有 過 一 段 相

愛、甜蜜的時光。大學畢業就結婚，但

是鄉下姑娘嫁入有家世又富裕的家庭，

有錢人的飯碗是很難捧的，因為背景懸

殊太大，在剛進入婚姻的那段日子，過

得非常難以適應，「愛」維繫了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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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離世後，30歲的貴霞帶著6歲年幼的孩子在掙

扎與傷痛中相依為命，懷中的兒子，是她生命中

唯一的擁有，也是摯愛留給她最珍貴的禮物。

痛苦。但老天捉弄人，那年貴霞三十

歲，瑞傑的爸爸因為一場意外，離開了

他們，剎那間她失去了一切，唯一擁有

的是那份短暫卻永恆的愛，以及年僅六
歲的兒子瑞傑。

帶著六歲年幼的孩子，在掙扎及傷

痛中離開了婆家，意味著人生的路必須

自己走下去。貴霞孤獨的抱著懷中的兒

子，看著他漂亮、可愛的臉孔，淚水靜

靜地流下，她知道懷抱的是她生命中唯

一的擁有，也是瑞傑的爸留給她最珍貴

的禮物，她收起傷痛，篤定的告訴自

己，孩子就是你活下去的勇氣及希望。

一枝草一點露 怕什麼

於是立下目標，開始了第一份從商

的工作。貴霞的個性單純，直性子又不

會逢迎，在充滿變數的生活中，深深覺

得自己不適合這份工作。在一次偶然的

際遇裡，走入了護理的領域。哇！太好

了，她終於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工作，既

可以服務人群又可以賺錢來養活自己與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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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時，有時受盡了委屈，也必須忍耐地

院的工作非常地辛苦，碰上無厘頭的病

是有了奮鬥的力量，工作更加起勁。醫

盡。此刻心中湧起孩子稚嫩的臉孔，於

安定的家，每一天都把自己累的精疲力

既辛苦又心酸。為了買房子給小孩有個

在中國醫藥學院工作的那一段日子，

持進行化學治療。

的大石塊才真正落下，但是貴霞仍然堅

理報告出爐，診斷判讀是原位癌，心中

一要是…怎麼了的時候。直到腫瘤的病

很害怕失去彼此。此刻她真的驚覺到萬

哭聲在診間的迴廊中令人鼻酸，母子都

聲也讓她亂了方寸，母子相擁哭泣，那

照顧他。遇上傲氣的醫生時，也要委曲

妹，經常不定時的把冰箱堆得滿滿的食

在這一段辛苦的日子裡，貴霞的弟、

怕的，跟它拼了。」

切，只好認了。貴霞想：「沒什麼好害

形容。為了孩子，為了錢，一切的一

光，買下了一大堆的衣物，在作化療當

動。花掉它！鉅額保險金短短兩星期花

為那是不吉利的錢，於是有了瘋狂的舉

住，又看見那筆錢，愈看愈不順眼，認

關係，當時她心中非常的慌，在家待不

下來了，緊接著化療開始，因為藥物的

開刀住院，一個星期後，保險理賠

漆粉刷樓梯間…，她真誠的待人處事之

樓梯、掃街道、清理大樓垃圾，甚至油

的事，她住的公寓，二十多年來，她掃

又超愛乾淨，總是會做出很多「雞婆」

到滿室生輝。貴霞認為自己神經滿大條

的陽光，忍不住的想要和她接近，感受

洪亮的笑聲。她的出現，好像帶來歡喜

到她自信的笑容，以及豪放自然且有點

原因的，只要遇到貴霞，妳一定可以看

物，深怕他們的大姐及外甥餓著。家人

中，總是穿得漂漂亮亮，腳上還蹬著兩

道，無論走到哪兒，總是像拿著仙女棒

赴一場生命的盛宴 穿著華麗打化療

的愛支持著她堅強的走下去，貴霞說：

吋半的高跟鞋，曾被葉大夫及助理調侃

求全的去配合。其中的辛苦，筆墨難以

「哇！人生還是很棒的。」

的小仙女！會給大家帶來快樂和喜悅。
這麼美麗！」。這就是貴霞，豪爽不
做作，「只要我開心，管他別人怎麼
說！」

簡樸 淳真 像小仙女 也是開心果
許多姐妹叫貴霞小仙女，不是沒有

都會過去的。」

最重要的，必須要先愛自己，什麼困難

望。她語重心長的說：「我認為自己是

但貴霞總是能夠在困境中找到歡喜和希

她的人生，雖然一路走來艱辛困頓，

說：「唉呦！妳來參加宴會呀，穿的

罹癌 放聲大哭 心碎
被診斷出罹患乳癌的當日，她很冷
靜，也許因為是護理人員，很清楚狀
況，她不擔心也沒感到害怕，但出了診
間，告知兒子：「媽媽得了乳癌。」當
下二十七歲的兒子放聲大哭，孩子的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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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相愛，深深的吸引著她。引導著她

懷，她愛上了開懷。姐妹的相憐、相

從一樓一下子上得樓來，進入了開

份姐妹之愛超越生死，刻骨銘心，是傷

我依然願意去給予姐妹更多的愛。」那

切。貴霞輕輕的說：「如果重新來過，

深的關懷和愛，那份無私的愛包容了一

拔河中，她親自上場演出，給予世珠最

起為生命加油！」

好。我的好姐妹，我好愛妳們。大家一

自己，要惜福，要感恩，活著當奶奶真

惜惜相愛 有緣姐妹情

的，是那無私的愛與奉獻。開完刀兩星
慟，是成長，更是學習。

面對死亡，更要發心深思的去傾聽姐妹

學會了如何面對自己的病，如何放下及

是一個照顧者，其實在姐妹的身上，我

命中長久缺乏的愛。貴霞說：「我好像

訴我：『奶奶，我好想妳，快來看

多貼心？」「她會打電話給我，告

聲嚷嚷著說：「妳們知道嗎？她有

可愛的孫女，她簡直愛到不行，大

貴霞的小孫女已經二歲了，說到

惜福 感恩
活著當奶奶真好

期後，她就在開懷辦公室當志工，因而
認識了世珠姐妹，陪伴她走過生命的最
後一段路。貴霞像母親一般疼愛著世

的心聲，做一個忠心的陪伴者，她們是

我好不好？』」小孫女的照片隨處可

珠，世珠也盡情的享受著，那是世珠生

我的生命老師，教我看清生命的無常，

見，真是她的心肝寶貝，她把下班的時

貴霞語重心長地說：「我經常告訴

孫女可以疼，幸福極了！」

孫女帶來童言童語的貼心。「活著有小

滿足自己的生活，快樂的做志工，享受

開懷許多姐妹都嚐過，好吃極了。貴霞

燒肉、燉牛肉、包子饅頭、家常小菜，

間用來為兒子媳婦準備好吃的食物，紅

告訴自己要惜福，要感恩。」

看破生死 再選擇 我願意
貴霞說世珠的離開，對她以及對開
懷許多姐妹，都造成很大的衝擊。真
的！大家都害怕死亡的來到，常常也避
諱不願意去談。但是當妳身邊親密的姐
妹離去時，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無處可
逃，非得面對，貴霞在這一場與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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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看懂自己的病理報告

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第一步可以從學習

那如何做一個有智慧的病人呢？從我

幫助醫生來幫助我們。

文：古宜暄，美國放射腫瘤科醫學物理師
攝影：陳錦雯

我是個乳癌病齡兩年多的放射腫瘤科
醫學物理師。在這裡，我想以一個醫護
人員兼病友姊妹的雙重身份，來和大家
解釋如何做個有智慧的病人。

告。但是其實一份病理報告裡，不是每

一個字都要看懂，而且，真正重要的資

訊，只需要抓幾個重點。

當一個人的乳房出現不正常的腫塊

什麼都不管，就把身體交給醫生負責。

理反而有更多的疑問。有些人乾脆選擇

醫生談不到幾分鐘。看完醫生以後，心

生的經驗，往往排了好幾個小時，卻和

個新資訊對自己到底有沒有用？很多人

自己是屬於那一類的乳癌，如何知道這

的抗癌藥物出現。但是如果我們不清楚

也常常在新聞、報紙、網路上，看到新

許多治療乳癌的藥物是日新月異，我們

目前醫學已經進步到個人化治療，

份病理報告裡面，到底那些是重要的資

始「量身訂做」治療的療程計畫。在這

癌。有了這份病理報告，醫生們才能開

有癌細胞的存在，才能確定是罹患乳

切片，切片後出來的病理報告裡，如果

的良性或惡性，醫生一定會建議做組織

看懂自己的病理報告做起。

但醫生也是人，是人就難免會犯錯，如

訊呢？大致可分為七大要點。

時，在一連串的檢查中，為了確定腫瘤

果我們做病人或家屬的，可以對自己的

認為，我不懂英文，所以看不懂病理報

讓我們回想自己在診間排隊等著看醫

志工合影。

病情有基本的了解，那麼，我們就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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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暄與兩個可愛的小寶貝，和開懷

1

乳癌是侵襲性
Invasive

如果在妳的病理報告上，看到 DCIS 或 LCIS 這幾個字，那恭喜
妳，這是不幸中的大幸，妳是屬於原位癌。它的存活率將近 100
％。只要動局部切除的手術，其它就是返院定期追蹤檢查。

還是
非侵襲性
Non-Invasive

如果癌細胞已經跑出乳管或乳小葉，那就屬於侵襲性乳癌（ IDC
或 ILC ），妳的癌細胞有可能透過血液系統或淋巴系統散佈到身
體其它的部位。所以醫生需要追加更多的檢查。

癌細胞和組織邊緣
Margins of resection
是否乾淨

2
癌細胞的
分化程度

3

的特 性， 醫生 都
手術 時， 無論 是局 切還 是全 切， 依照 腫瘤
驗。 病理 醫師 會從
會將 切下 來的 樣本 送去 實驗 室裡 做病 理化
，而 且會 測量 癌細
各個 角度 檢查 組織 邊緣 是否 有發 現癌 細胞
tive marg ines ）
胞到 組織 邊緣 的距 離。 如果 看到 正緣 （ Posi
到負 緣（ Neg ative
表示 在組 織邊 緣裡 有發 現癌 細胞 ；如 果看
細胞 。
marg ines )，表 示在 組織 邊緣 裡沒 有發 現癌

細胞分化如何，是癌細胞和正常細胞比較時，兩者的差異通常

分為三級：

第一級 又稱為 低度惡 性，是 屬分化 良好型 （ Well differe ntiated ）。
Grade 1 這個形 態結構 的癌細 胞較像 正常乳 房細胞 ，癌細 胞傾向
於生
長較慢 ，預後 較好。
第二級 稱 中 等 惡 性 ， 癌 細 胞 屬 中 度 分 化 （ M o d e r a t e l y
Grade 2 differe ntiated ）。
第三級 又稱為 高度惡 性，癌 細胞的 型態結 構與正 常乳房 細胞差 異很
Grade 3 大（ Poorly differe ntiated ），癌 細胞生 長速度 快，較
容易擴
散轉移 。

4

腫瘤大小
Tumor Size

是開
公分 單位 在後 面的 數目 字。 一個
在病 理報 告裡 ，通 常會 有兩 個有
2 公分
另一 個就 是腫 瘤的 大小 。通 常在
刀醫 生送 進實 驗室 的樣 本大 小，
癒率非常
細胞，都屬第一期的乳癌，治
以下沒有侵犯到鄰近組織的癌
或B 。如
淋巴 有沒 有感 染來 分第 二期 的A
高。 2 至 5 公分 又分 為一 期， 要看
的地 方
期的 A 或 B 來分 。如 果在 身體 其它
果腫 瘤在 5公 分以 上， 則有 第三
，都 屬於 第四 期乳 癌。 （註 一）
發現 癌細 胞， 則無 論腫 瘤的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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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接受體
的陽性或陰性

5

在病理報告裡 ，癌細胞會呈 現兩種荷爾蒙 接受體，女性 荷爾蒙接
受體（ Estrogen receptor ； ER )，及黃體素接 受體（ Progesteron e

receptor ； PR )。如果報告 上顯示 （ ER+ ），表示乳癌 細胞對雌激
素呈陽性反應 ；（ ER- )，則是雌激素 呈陰性反應。 （ PR+ 或 PR- ) 是
黃體素呈陽性 或陰性。以上 的受體如果是 陽性，表示癌 細胞會受到這
個荷爾蒙激素 的影響而生長 ，這類的姊妹 會需要吃抗荷 爾蒙的藥如

Tamoxifen (白色一天兩顆 ）或 AI （白色一天一 顆）等。
乳癌與女性荷 爾蒙的關係是 很密切的。初 經來的早，停 經比較晚，
更年期後吃補 充荷爾蒙的藥 ，以及第一胎 比較晚生，或 是沒生過小孩
的婦女，都比 較容易得乳癌 ，還有卵巢癌 。現在醫學發 現這個特色
後，就開始研 究荷爾蒙對癌 細胞的影響； 找出癌細胞比 較敏感的荷爾
蒙，再透過藥 物來控制這個 荷爾蒙，可以 達到控制疾病 的目的。

dermal growth
Her2/neu是人類上皮細胞接受器（Human epi

HER2/neu
的基因表現

6

體，可 接受訊 息
facto r recep tor 2 )。它 是細胞 上的一 種生長 素接受

這是幫 助細胞 生長的
而加速 細胞的 生長與 分裂。 如果在 正常細 胞上，
可能會 突然的 大量繁
東西， 一般細 胞的生 長速度 是固定 的，但 癌細胞
Fish 的螢光 原位雜 交
殖，所 以我們 透過叫 IHC 的免疫 化學染 色法或 叫
如果有 ，這可 能會增
法，可 以知道 Her2 是不是 有大量 增加的 現象。
容易產 生復發 或轉移
強癌細 胞的繁 殖能力 ，會影 響將來 的狀況 ，比較
是陽性 ，如果 是 IHC
的現象 。 IHC+ ++ and Fish 陽性， 都代表 Her2
還是 Her2 陰性。
++ ，那最 好還是 再做個 Fish 來確定 妳是 Her2 陽性，
加單株抗體賀癌平
Her2 陽性者，目前最好的選擇就是在化療外再
（ Herc eptin ）的治 療。
然後抗 體和抗 原結
這種抗 體專門 會去找 在腫瘤 細胞上 的 Her2 蛋白，
給消滅 ，來抑 制癌細
合後， 會誘使 人本身 的自然 殺手細 胞將腫 瘤細胞
胞上的 蛋白來 發射，
胞的生 長。這 種治療 方法， 因為好 像瞄準 了癌細
工程所 產生的 重大突
所以我 們才會 稱它為 標靶治 療，這 是近年 來基因
化療藥 物，所 以和化
破。值 得一提 的是， 賀癌平 不是直 接毒殺 細胞的
療一樣 在血液 方面的 副作用 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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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淋巴是否有感染 Lymph nodes involvement

淋巴系 統的功 能主要 有：
(1)引流 組織液 、淋巴 液和靜 脈溝通 。
(2)吸收 脂肪： 在腸道 黏膜的 小淋巴 管負責 吸收脂 肪和脂 溶性物
的乳糜 ，這些 營養經 由淋巴 系統進 入血液 。

質（如 一些維 生素） ，成為 所謂

(3)防衛 機制： 淋巴系 統負責 後天免 疫（ Adapt ive immun ity
）。血 液中的 血漿從 血管壁 較薄的 微
血管流 出，形 成組織 液，部 分會流 回至血 管。而 在血管 外的組
織液， 則會和 體內的 病原體 結
合，它 形成含 有病原 體的組 織液， 在進入 淋巴管 後，組 織液會
循環至 淋巴結 ，淋巴 結內含 有
的淋巴 球，則 會過濾 消滅淋 巴的病 原體， 最後流 回靜脈 。
我們腋 下有三 群的淋 巴結， 在此就 以第一 、第二 、第三 群來稱

呼它們 。在淋 巴結的 前端， 我們
稱為前 哨淋巴 （ Sentin el node ）。通 常，醫 生在做 切片的
時候， 會以前 哨淋巴 是否感 染當作 乳
癌是否 擴散到 淋巴系 統的依 據。在 報告裡 ，妳會 看到類 似分數
的字， 如 Sentin el node 1/3 ，表
示前哨 淋巴結 摘了 3 顆，裡 面有 1 顆感染 ；那如 果是 0/3 ，表示
前哨淋 巴結摘 了 3 顆，但 全部都 沒
有感染 。其它 第一、 第二、 第三群 的淋巴 結，就 以 level I 、 level
II 、 level III 來表示 。
妳可能 會問為 什麼有 的人只 拿前哨 淋巴， 而不是 把所有 的淋巴
勢。在 1990 年前， 很多的 醫生以 為，如 果淋巴 有感染 ，拿的

都拿掉 ？拿前 哨淋巴 有它的 優

越多出 來，對 病人越 好。但 臨床上
的結果 證明， 病人並 沒有因 為拿出 淋巴的 多少而 提高存 活率。
相對的 ，因為 太多的 淋巴被 切除，
而導致 淋巴水 腫，這 是一個 乳房開 刀常見 的併發 症。所 以，現
在我們 可以只 拿前哨 淋巴來 檢查，
因為一 旦我們 知道淋 巴已有 感染， 我們會 以化療 及放射 線的輔
助方式 治療， 而不是 再切多 一點的
淋巴出 來。它 減少不 必要的 淋巴結 切除， 對我們 婦女開 刀後的
生活品 質有很 大的幫 助。

如果妳能花一些時間，

向醫院申請妳的病理報

告，對照我以上所寫的，

妳就已經朝做一個有智慧

的病人邁出了一大步。而

且，如果妳是志工，更可

以利用以上的資訊來幫助

並輔導其他的姊妹。我最

常勉勵姊妹的話就是，既

然生病已經是事實了，就

讓我們從這個經驗中，學

到一些知識，不要白白地

生了一場病，卻什麼都沒

學到。

註一

編按：有醫師表示，明年

全世界乳癌期別之劃分，

會因某些因素而有所修

正，關於自己的病情分

期，請一定要跟你的主治

醫師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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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黃淑端

無私的愛 使生命發光
如果每天我都能幫助一個人完成治療，
我覺得這個『希望』是彼此給予的。

為了籌備第三屆的全球華人大會，

U I C（
C 全球防癌聯盟）

我和上海復旦（註一）的嘉玲、佳佳一
同去澳洲參加

的年會。取經之行，當然不能放過任

何瞭解國外乳癌志工的機會，所以我

）。
homestay

E - m a聯
il

她就是
—

們放棄了住飯店，而選擇了家庭寄宿
（

，法蘭希斯大姐
Mrs. Frances

我們寄宿的女主人。

雖然，事先雙方通過無數

繫，但我們還是懷著忐忑的心情，不知

來接我們的會是怎樣的一位外國友人。

飛機抵達布里斯本機場已是晚上八點

多，我們一踏入大廳就看見法蘭希斯大

姐，一位精神抖擻的優雅女士，手上高

舉著歡迎牌在引頸等待我們。碧藍的眼

睛，燦爛的笑容，時尚的穿著，幽默的

言語。此後在布里斯本的每一天，我們

都深深地被她的熱情所感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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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希斯今年六十六歲，終身的職
業是小學教師。看到她容光煥發、充

院區內，不可去家訪（那是護士的工

法蘭希斯的身體一直沒有完全康復，

作）等等。

二種癌症。一九九三年她罹患肺癌，

自從罹患肺癌後就有哮喘，但只要她在

滿幹勁的體態，妳很難想像她曾罹患了

一九九五年又在體檢時查出患有乳腺

志工行列中，就永遠充滿活力。

們提出任何要求，她一定有求必應，安

會場，協助我們聯繫參觀醫院，只要我

般。她的老公鮑伯每天開車接送我們到

們照顧的無微不至，像對待自己子女一

在我們到訪的一個禮拜裡，她把我

癌。在家人的眼中她永遠是堅強的，即
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也不曾落淚。

ESA (Education

法蘭希斯她有著非常豐富的志工經
歷：一九八八年加入澳洲

S e r v i c e A s s o c i a t i o n公) 益 團 體 （ 此 組
織主要是協助白血病人），她目前是布

幅，我想她一定為這個志願者的身份深

我們展示身上藍緞帶「志願者」的條

排的妥妥當當。法蘭希斯總是開心的向

職志工（都是退休愛心人士）。她們開

E S分
A 區負責人，共有七位全

車幫忙接送病人去醫院，在醫院裡協助

深地自豪著。我們很好奇為什麼她會選

里斯本的

病人作各種檢查；同時還為貧困病患愛

擇做一名志工？法蘭希斯告訴我們，孩

齡、學歷、生活和疾病背景比對後，將

的模式，將每一位志工與新病人的年

話陪伴協助新病友的工作。該會以比對

志工。目前她在澳洲抗癌協會負責以電

一九九六年當乳癌治療完成，立即成為

得只要認真過好每一天，而且相信明天

於人生，法蘭希斯永遠是積極的，她覺

覺得這個『希望』是彼此給予的。」對

果每天我都能幫助一個人完成治療，我

時，自己同樣也感受得到。她說：「如

庭中的一分子，給予別人愛與希望的同

會，做志工沒有壓力，自己是癌協大家

子都已長大，她決定奉獻自己，回饋社

心募款。一九九四年她又加入澳洲抗癌

最相近的新舊病友安排在一起，該會有

一定會更美好。

）當抗癌志工，
Cancer Council

很嚴謹的志工培訓及規定，對志工的保

協會（

護更是非常注意，例如，探訪只能在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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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無私地奉獻給家

人、朋友、病人。充滿愛

心，真誠、真愛對待所有

她認識的人，這就是讓生

命發光的法蘭希斯女士，

和無私奉獻」的人。大女兒形容媽媽的

一個子女都提到她們的母親是位「慷慨

希斯的故事。讓我們感動的是，幾乎每

我們也從她的子女那瞭解更多關於法蘭

為我們送行，
BBQ

澳洲大姐在我們臨行前夕，把家人全

嘉賓，與我們分享她當志工的歷程及奉

球華人大會上，她也會被邀請到上海當

永遠健康快樂。在二

紀念，我們遙祝這對善良可愛的老夫婦

姐感動著。明年是法蘭希斯夫婦金婚的

澳洲的每一天，我們都被這位善良的大

一個有愛心，樂於奉獻的美麗女士。在

部召回，在後院舉行

一句話：「別人也像我媽一樣得癌，但

獻的快樂，可愛的法蘭希斯大姐，想念

「只要我每天都能為一個病人帶來

年第三屆全
○

沒有媽那樣積極正面，她總是充滿幽默

妳，愛妳。

『希望』，一切的辛苦付出都值得。」

一
○

感。」二女兒則說媽媽是：「慷慨、無

兒這樣說：「我媽媽是個充滿愛心，真

大姐可愛的笑著回答，她老公在旁猛點

私地奉獻給家人、朋友、病人。」小女

誠、真愛對待所有她認識的人，很幽

註一：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

光！

從她身上，我看到無私的愛使生命發

頭，引以為榮的驕傲表情。

默。」
我問法蘭希斯的小外孫和小外孫女，

I love you」! 孩 子 們 真 誠 的 眼

最想對奶奶說的一句話，她們毫不猶豫
的說：「

神無不透露著對奶奶的摯愛和敬佩。
想起在夕陽西下的黃金海岸，法蘭
希斯在海邊撿貝殼的背影，如此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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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小歐

捕捉聖山之美
富士五湖悠閒遊
二ＯＯ八年開懷海外旅遊快樂成行，
團員包括開懷姊妹、眷屬及攝影協會會員等，
除了賞楓之外，富士五湖也是遊訪的景點。

富士五湖是環繞日本富士山北麓的

五個湖：精進湖、本栖湖、西湖、河口

湖和山中湖，都屬山梨縣內的富士箱根

伊豆公園。是由古代富士山噴發出的岩

漿，阻塞河流而形成堰塞湖，最能代表

富士山的自然美景。

徜徉湖畔享受放心與幸福

五湖中的精進湖面積最小，據說湖邊

是欣賞富士山的最佳觀景點，抱子富士

更是有名。我們抵達湖畔的旅館時已是

傍晚，天空飄著細雨，屋外一片漆黑。

隔日清晨推窗一望，禁不住驚嘆！濃霧

中灰濛濛的湖光山色，有一種朦朧、幽

靜之美，雖空水氤氳，未得聖山風貌，

但此靈山秀色卻另是一番景緻。

下午，陰雨且天冷，趁著老媽在榻榻

米上假寐，我躡足出房，獨自徜徉在無

人的湖畔。湖邊三兩家旅館，因不是戲

水旺季，沒有太多遊客，倒也寧靜。我

知九十老媽在溫暖的榻榻米上睡著，有

一種放心和幸福的感覺，因此縱情享受

這一刻！心想，若干年後的某個寒冬下

午，斜倚窗櫺聽細雨時，或許會悠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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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這個安靜、美麗的湖畔，再憶起我

多年，人們以當地的歷史文化及自然環

土石流之後，村落幾乎全毀，經過四十

茶、吃酒，豈不溫馨、舒適至極！

從河口湖北面觀賞到的「逆富士」，

襯著櫻花滿開的勝景，是日本美景的代

表。我們到訪時雖仍陰霾，但雲霧稍

散，富士山總算露出一點白白的山頭，

團員不免驚呼，趕緊取出相機、架起腳

架，捕捉片刻的聖山丰采，唯恐稍慢就
要錯失良機了！

都說住日本傳統旅館是對日本家居生

活最完整的享受，旅程中有兩夜住宿精

進湖畔的百年老店、日式傳統旅館「山

田屋」。夜晚老媽入睡後，我每每仍無

睡意，於是在榻榻米上斟一杯熱茶，盤

起腿來，隨意翻看書本，享受短暫日本

傳統家居生活的清趣。

山田屋是家溫泉旅館，房間裡沒有

浴室，沐浴要下至一樓，走過廚房到甬

陰雨天裡，進了玄關，脫去鞋履，拉開

生出一種溫暖、安全的感覺。想像嚴冬

草頂茅屋透著暈黃燈光，讓我心底油然

走訪根場小鎮的下午，天雨又寒冷，

間美食也！

了，小酌些許日本啤酒，這餐真可謂人

煮的帝王蟹加大白菜味噌湯，鮮美極

式料理晚餐很道地，導遊請旅店特別烹

回，總被廚房的香味引得飢腸轆轆。日

道盡頭的湯屋去，洗完澡再通過甬道走

紙門，關上紙門，圍著火爐烘手、喝

草頂茅屋暈黃燈光總深深吸引我

湖溫心小鎮根場」。

屋，恢復富士山的美景，而構築成「西

境為背景，仿造、重建當年的草頂茅

和老媽這趟五湖之旅！
本栖湖是五湖中湖水最深、透明度最
高的湖，也是唯一冬季不結冰的湖。車
過本栖湖時天空仍下著雨，大夥兒祈盼
雲層散去，可以一睹千圓日幣上富士山
圖騰的真面貌，無奈天公不作美，山，
總在雲深不知處。
西湖附近曾經以排列著許多草頂茅屋
的村落而享有盛名，但一九六六年遭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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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生病也可以這麼開懷
飯後開懷姊妹換上日式旅館特有的浴
袍，在客廳嘻哈、拍照，同團的陳大哥
是癒後多年的肝癌病友，頻頻說乳癌病
友有「開懷」真好，不像他生病時總孤
孤單單，好寂寞！
又一日的晚飯後，姊妹們相約去卡拉

O，
K 唱歌跳舞好開心。更精彩的是，
導遊房裡另有麻將一桌及撲克牌一場，
姊妹們展現開懷本色，遊戲作樂，談笑

竹牆圍起。住在這間傳統日式旅館，自
有獨特、豐潤的感受；唯一可惜的是，
住宿二晚均逢陰雨，未能看見富士山。
試想，清朗的夜空，繁星點點，泡著溫
泉，放眼寧靜、幽美的湖面，遠處皚皚
山景，多愜意！
山中湖是五湖中最大的一個，也是我
們走訪的最後一個湖。天氣仍寒冷，但
太陽露臉了，富士山頭雖被雲朵擋住，
卻依然吸引大夥兒耐心等待，只是，短
時間雲朵看似不會散去了，而我們還有
下一個行程要走。於是團友們相約，希

化精神。

風生，其他團友也分享愉快和歡笑，都

精雅清淡的美感與貴族

說：「開懷姊妹作了最好的見證，原來

下：懷石料理呈現日本料理

河口湖

草頂茅 屋的暈 黃燈光 總吸引 我
溫馨地嚮往。（西湖）

望下次再來時是個晴朗天！

的大福氣。

生病真的也可以這麼開懷！」

中：生病真的也可以開懷！

生命有了期待，大家都滿心歡喜！

上：帶著九十老母出遊是我

泡湯是一種享受，尤其在冬日裡。山
田屋的半露天湯屋就在馬路邊，只以矮

山田屋 三連拍

的富士山景入鏡園來。（忍野八海）

日本庭園的特色在於擅長借景，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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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姊妹，不孤單
文：陳雅芬
圖：陳世育

九月二十八日早，手機突然響起，傳來：「雅芬，我覺得自己好差勁，我好像對不
起很多人…。」聽到淑惠電話那頭無助的哭聲，令人感到好心疼，當然要邀請她回開
懷娘家坐坐！
剛進辦公室的淑惠，從她臉上不難看出哭過的疲憊。幸好，關心單親媽媽的臨玲姐
剛進辦公室不久，貼心地說要陪伴她。於是，她們聊了半個多小時。淑惠的心，有開
了一點！
午飯後，正逢親切的寶哖姐進辦公室值班，在她的陪伴下，淑惠也當了一下午的開
懷志工！
快下班時，就聽見寶哖姐與淑惠在熱烈討論著要去逛逢甲夜市、到水湳機場散步
…。於是，她們去「約會」了！
後續得知，原來在那天之後，淑惠還到合唱團與姊妹們一起歌唱，多認識了好幾位
姊妹，淑惠告訴我：「多了很多好姊妹，我好開心！」
十月八日晚上九點半，手機又響起，收到一封簡訊：「雅芬妳好：我是淑惠，謝謝
妳們在我最脆弱無助時伸出援手。妳我之間的情誼，我會珍惜的。P.S請代我向臨玲姐
問候一聲，因我沒有她的手機號碼。」
從二○○八年度開始，我們進行「單親家庭服務網絡計畫—袋鼠與企鵝的家」，至
今已快兩年。在這過程中，我們看到一些單親姊妹的改變：敢說話、有笑容、勇於分
享，真的很棒！
形成單親的因素很多，其實那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新開啟了另一段不同的旅
程，這也許會讓自己更快樂。不要害羞讓週遭的朋友知道，在開懷也有許多同樣的單
親姊妹需要彼此扶持。有你有我，單親姊妹，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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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3 6 5 天的好去處

文，圖：淑華大美女

SPA
達人

十多年前，我曾是個憂鬱症患者，我的醫師院長建議我，要
讓自己放鬆的方法之一，就是泡澡、洗三溫暖。我很聽話，
從此，我愛上了它—SPA。
SPA是拉丁文Solus Por Aqua的縮寫。Solus=健康、Por=
經由、Aqua=水，簡單說，就是經由「水」產生健康。
當我心情不好，壓力太大，天氣太熱或太冷，又或者太煩悶
時，女子三溫暖，就是我最佳的避風港。
三兩好友，談心八卦，放鬆身心，袒裎相見，美容、按摩兼
SPA，三溫暖，也是我最佳的首選。
有朋自遠方來，難得敘舊，或出差辦完事，天南地北兼過
夜，三溫暖，更是我的最愛。
只要花少許的錢，即可獲得大大的享受。浴池、蒸氣室、
烤箱、MTV休息區、閱覽書報、太空艙，隨我享用，一切
DIY。肚子餓了，還有中西式餐點可滿足我。另有美容、沙
龍、藥浴、全身指油壓、健身、減肥兼美姿，更可讓我美美
而自信地走出來，只是得額外消費就是了。

正在乳癌治療階段或患有淋巴水腫等症狀的姊妹，請耐住

愛的叮嚀

性子，先別急著去SPA，務必先請教妳的主治醫師，等把
身體養好，再一起跟著淑華大美女快活逍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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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按摩：妳累了嗎？睡覺休
息同時，也有專業指油壓按摩
師幫助妳全身肌肉放輕鬆。醒
來之後，又是通體舒暢、精神
飽滿的自信美女！

美甲服務：專業的修甲服
務，讓妳走出ＳＰＡ後，
搖身變為美甲公主，舉手
投足間充滿自信！

藥浴大功效：汗孔排毒、改善體
質、增強免疫、促進循環，哎
呀！藥浴的好處說不完呀！

檜木蒸汽間：超級舒壓三溫
暖，是最佳的避風港！

面膜、乳液、化妝水、隔離霜、刮
痧版、按摩精油、去角質霜⋯箱內
一應俱全，一拎就走。大美女三溫暖
去也！盡情享受，越夜越美麗！睡個美容覺，畫個
美美的妝，準備迎接光鮮亮麗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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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gain

回到17歲
導演：伯爾史提爾Burr Steers

演員：柴克艾弗隆（Zac Efron）、馬修派瑞（Matthew
Perry）、密雪兒崔伯特(Michelle Trachtenberg)
類型：溫馨喜劇
片長：120分鐘

好片介紹：許美瑾

劇情內容
高中籃球場上最酷最帥的明星球員，
在一場重要球探選拔比賽中，毅然選擇
婚姻而放棄大學之路。十八年的婚姻生
活中面臨升遷阻礙、離婚談判及一雙青
少年子女疏離的窘境。

串的事件，終於挽救了婚姻及子女的關

係，也幫好友找到女朋友。

觀後感

「千金難買早知道」，現實生活中總

有些不盡理想的狀況，如果給你一次重

天不會走到這田地…，花一個小時搭個

你發牢騷，說什麼要不是因為我，你今

姐妹們：妳們有多久沒作夢了？大家來

教條，很生活化，另一方面鼓勵所有的

我之選擇介紹這部電影，一方面沒有

來的機會，你會怎麼做？

烤肉架，之後卻花兩天在抱怨『要是當

作白日夢嘍！

太太史卡莉說：「花了十八年時間聽

初…』；我從來沒有要你娶我…。」
老公麥克說：「你試著站在我的角度
想一下，我對自己的生活真的失望透頂
了。」
當麥克戲劇性變回十七歲的樣貌，
在好友協助下回到當初的高中後，了解
自己為什麼要回到十七歲，他選擇了保
護女兒，教導性關係必須建立在愛的前
提，並協助減輕失戀之苦；兒子因沒自
信一直被籃球隊長惡意捉弄，經過一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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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全球華人乳癌病友組織聯盟大會
2010.4.22—25︱中國 上海
特別說明：本次會議與首屆上海國際乳腺癌康復論壇聯合舉辦
參加資格：乳癌病友為主（每一團體以3至4位為原則）
費

用：乳癌病友—每人200美金；非乳癌病友—每人500美金
（此費用僅包含大會註冊費、4月22日至25日共4夜
住宿費與餐費）

報名方式：有興趣者，請以團體為單位，於2010年1月底前向開
懷協會報名，名額有限，額滿截止。
報名專線：04-24625990

將一同乘坐豪
郵輪晚宴活動，姐妹們
辦
舉
將
，
上
晚
日
23
月
好康相報１》4
要錯過了！
盛況可期！大家千萬不
郵輪夜遊上海黃浦江，

好康相報２》暫定4月

海等地江南遊，費用
開懷將由國際小組精

25 日 大 會 結 束 後 ， 於

另外收取，目前初估

心策劃，相信必可為

4 月 26 日 至 4 月 30 日 舉

費 用 為 23 ,00 0 元 左 右

這場年度大會更添難

辦為期五天的千島湖

，由於世博在即，旅

忘的美麗回憶。

華

、婺源、杭州、上

行社無法確認價格，

但

有效！

常捏、常抓，卡

握力球

文，攝影：陳錦雯

矽膠材質，可以水洗，造型可愛，捏著它，
可以舒緩手部的壓力。

乳癌開完刀的患側，總是舉不高、伸不直、手掌無
力，護士有教我們作爬牆的動作、拉繩的練習，其實還
可以藉由握力球，做捏球的動作，這樣可以增加手掌的
活動度，對恢復手力有很好的作用。因為我們手掌佈滿
很多的穴道及神經，慢慢使力捏球，也是有效的手部反
射區按摩法，效果可能比你想像還好，有事沒事雙手都
可以做，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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