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資訊手冊

採用組織擴張器進行乳房再造後的自我護理
Nasrin Vaziri, RN, CPSN

前言
這本手冊將幫助您瞭解有關採用組織擴張器進行乳房再造的資訊以及如何在埋入擴張器後進行自我護
理。組織擴張器是在手術期間被埋入的，它是一個空心氣球，將在六至八週的時間裡充入無菌生理鹽
水。這一過程會慢慢拉伸您的皮膚和肌肉。當您的新乳房隆起至合適的尺寸時，我們將停止擴張過
程。再過另一段六至八週的時間之後，將為您植入永久性乳房埋植物。如果您接受化療或輻射治療，
您的醫生將告訴您什麼時候植入埋植物。這本手冊旨在對醫生和護士與您的談話進行補充，而不是替
代。其中一些資訊可能不適合您的情況。務必詢問您的整形外科醫生或護士有關您的情況可能有哪些
不同。
這本手冊的主題有：
1. 術後預期
2. 護理您的手術切口
3. 組織擴張
4. 緩解措施
5. 運動
6. 著裝提示
7. 乳房再造完成
8. 上半身運動

術後預期
在您術後，您的手術切口處將覆蓋一大塊紗布敷料。這塊敷料由手術胸罩固定位置，您是在手術室時戴
上的它。在您手術切口線附近可能會留置一兩個小型塑膠引流裝置，它們採集術後皮下正常滲出的液
體。引流裝置通常會留置一兩週的時間。當您的 24 小時引流量低於 30 cc（大約 1 液體盎司）時，您
的醫生將移除引流裝置。據大多數患者描述，當移除引流裝置時，有輕微拉扯或刺痛感，只持續幾分
鐘。移除您的引流裝置時您不需要使用止痛藥。
當您的引流裝置被移除後，可能還會有一些液體從該部位滲出。用無菌紗布塊覆蓋該部位，如果變濕，
則進行更換。這些滲出液是正常的，預期可能會持續 24 至 48 小時，之後該部位通常會愈合。請勿弄濕
引流部位。在您的引流裝置被移除之後的一兩天，您就可以全身淋浴。在此之前，只能用淋浴花灑沖洗
腰部以下，用海綿擦洗腰部以上。您的醫生或護士將告訴您什麼時候可以全身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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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有一些不適是正常的，沿手術切口線可能會有刺痛感，您的引流部位可能會瘙癢，您還可能會注
意到您的胸腔下部可能有一些觸痛。這些感覺會在術後逐漸減輕。您可以在需要止痛藥的時候使用
它，需要時請務必索取止痛藥，以便使您盡可能地感覺舒適和有活力。
術後的其他常見感覺包括：
• 胳膊下面和胸部感覺麻木。
• 胳膊裡面感覺暖和。
• 感覺水沿著胳膊流淌而下。
這些感覺是由切除乳房時被切斷或移位的神經造成的。它們將在數月的時間裡逐漸好轉，但是有
些程度的麻木可能是永久性的。

護理您的手術切口
在您住院期間，您的醫生或護士將每天檢查再造的乳房，如有需要，還會更換敷料。我們鼓勵您在更
換敷料的時候審視您的胸部，以便幫助您熟悉它們的外觀。當您準備好時，您可以在護士的幫助下護
理您的手術切口。這將幫助您做好在家進行自我護理的準備。
首先，再造的乳房比您天生的乳房在尺寸上要小得多，這是因為組織擴張器在植入時沒有被完全充
盈。您回家之前，在您的護士在場時，我們想讓您輕輕觸摸新的乳房隆起。您可以感覺得到您皮下的
注射壺，它被用來填充擴張器。乳房隆起上的手術切口線採用縫線（醫用縫線）閉合。您可能會看到
紗布塊上有一些發紅和一些輕微的血跡。您還可能在手術切口周圍感到觸痛。這些都是正常的術後徵
象。在檢查完這個部位後，護士將在使用醫用縫線縫合的您的切口線上覆蓋一塊新的紗布。
當您出院時，您的醫用縫線和紙貼帶還將留在原位，將會用一塊紗布蓋住它們。您可以戴上手術胸
罩，或者戴上沒有鋼圈並且不壓迫組織擴張器的任何一種起支撐作用的胸罩。
您可以在移除引流裝置的兩天後開始正常淋浴。我們建議每天淋浴，以便幫助醫用縫線的縫合線處保
持乾淨。在切口完全癒合之前請勿盆浴，因為浸水可能會增加感染的風險。完全癒合需要大約六到八
週的時間。在淋浴之前，取掉您的胸罩和紗布塊。用溫水和無香型素皂洗澡。輕輕洗淨切口線和皮
膚，充分沖洗。如果水壓令您感覺不適，則淋浴的水流不應直接衝到您再造的乳房上。用乾淨的毛巾
輕輕拍干切口線，不要擦拭它。
剃除做過手術那一側胳膊下面的毛髮時僅使用電動剃須刀。此外，除臭劑可能會引起感染。如果沒有
戴胸罩，就不要使用除臭劑，這樣做會防止除臭劑沾到手術切口和引流部位。如果在做過手術一側的
皮膚上有任何傷口的話，請勿在這一側使用除臭劑。
在您淋浴後，仔細檢查手術切口線和引流部位。檢查時，在照明良好的房間中，站在鏡子前。如果您
注意到以下任何情況，請致電您的整形外科醫生或護士：
• 以前沒有發紅的皮膚部位發紅
• 手術切口處有新的滲出液
• 體溫超過 101° F (38.3° C)
當您做完檢查時，在手術切口線上覆蓋一塊乾淨的紗布。您應該每天 24 小時佩戴胸罩，它會使敷料
和引流裝置保持在原位。

採用組織擴張器進行乳房再造後的自我護理

[ 第 2 頁，共 7 頁 ]

組織擴張期間的預期
您第一次術後訪視將在您接受手術後的十天至兩週時進行。請盡早致電您的外科醫生辦公室進行預
約。在這次訪視時，將向擴張器內注入液體。您的整形外科醫生和護士將檢查手術切口，以確保切口
癒合良好。如果醫用縫線不是自行溶解的那一種，外科醫生將決定何時拆線。
第一次訪視是提出您可能有的任何問題的一個好時機。在擴張期間，乳房隆起的形狀和尺寸將不會
與另一側乳房一樣。在埋入永久性埋植物之前，乳房形狀將不會最終確定。
您將每週一次返回您的醫生的診所並堅持六至八週，以完成擴張過程。在每次擴張之前，將檢查您的
乳房隆起和手術切口線。用一根小號注射針透過注射壺將無菌鹽水注入組織擴張器中使其膨脹。每週
花費大約二十分鐘的時間進行擴張。您可能會在乳房部位感到有些緊繃感和充盈感，並且在肩部或後
背有一些不適。這些通常會在一兩天內好轉。在每次擴張後，您應該繼續正常活動。您可以在幾個小
時後就返回工作或者做一些較輕的家務。當您做過手術一側的肩部的活動範圍沒有任何限制並且當時
沒有正在使用任何麻醉止痛藥時，您還可以駕駛汽車。如果您的工作涉及舉起 10 磅或更重的物體，您
可能需要改變您的工作安排，直到您舉起重物是安全的。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詢問您的醫生或護
士。

緩解措施
在擴張間隔期間，您可以在家做幾件事，以便讓自己感覺更舒服。溫水淋浴、對乙醯氨基酚
（Tylenol®）或布洛芬（Advil®）可幫助緩解緊繃感和不適感。您可能會注意到，隨著皮膚的擴張，
您的皮膚變得乾燥並呈片狀剝落。可以使用無香型潤膚液來緩解這種情況，您可以每天使用一次。在頭
六週裡，請勿將乳液直接涂敷在手術切口上。請勿在乳房隆起處直接使用加熱墊或熱敷。這有可能會燙
傷皮膚，因為您的感覺已經發生了變化。您的護士將告訴您應該在家做的伸展練習。在您每週一次的訪
視中，您的護士將檢查您做這些練習有沒有進步。

運動
做這本手冊最後給出的可以在家裡做的簡單運動，它們不需要借助特別設備就可以在家裡練習。這
些運動將改善您的舒適度和靈活度。在您手術之后和擴張期間進行定期運動對您有益，但是您不應
該做一些運動。未經您的醫生的批准，請不要進行高衝擊性的有氧運動、慢跑、舉重或游泳。避免
進行鍛煉胸肌的運動。

著裝提示
當您出院時，您將戴著手術胸罩。在移除引流裝置後，您可以選擇佩戴您自己的胸罩，它應該：
• 舒適。
• 不是很緊。
• 沒有鋼圈。
• 不直接壓迫組織擴張器。
為了使穿著服裝的您看上去左右對稱，您可以把軟胸貼放到胸罩內。胸貼可在乳房和影像中心的乳房
專用品店（Breast Boutique at the Breast and Imaging Center）買到，地址是東 66 街 300 號（300
E. 66th Street）。這種胸貼是一種輕質尼龍袋，可以透過添加或取出裡面的棉絮，來調整它的大小，
使其所在一側的乳房與另一側乳房相對稱。尤甚在擴張期間，隨著乳房越來越隆起，胸貼更是有用。
軟胸貼可以採用溫和的肥皂（如 Woolite®或 Ivory®）洗滌，應每週清洗一次，然後風干。
使胸部看上去對稱平衡的另一個辦法是採用墊肩來填充胸罩，墊肩有各種不同的形狀和大小。您還
可以在胸罩中墊上柔軟的紗布。要經常更換紗布，以確保它始終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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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您的整形外科醫生告訴您的那樣，組織擴張器將被過度充盈。當您的擴張將近結束時，有時候您
的新乳房隆起可能看著比您天生的乳房還要大出三分之一。為了隱藏這種不平衡的狀況，穿著：
• 寬鬆的襯衫、上衣和針織上衣
• 內穿深色針織上衣，外穿寬鬆一些的不系扣的襯衫、針織上衣或布雷澤外套（blazer：休閒西裝上
衣）
• 有斜條紋的上裝
• 不對稱印花
• 圍巾或披肩

乳房再造完成
當您完成組織擴張時，就將安排下一步的乳房再造程序。這一階段是移除擴張器和埋入永久埋植物。
手術將在擴張完成後六至八週時進行，以便讓皮膚能夠休息。如果您需要其他治療，例如化療或輻
射，則手術日期可以變更。當您進行充分擴張後，您將不再需要在此期間每週一次到門診部
（Ambulatory Care Department）訪視。如果兩側乳房不對稱，外科醫生將討論對另一側乳房進行手
術事宜，以使它與您再造乳房的形狀和大小相對稱。進行這個手術是為了使天生的和新的乳房在形狀
和大小上看上去儘量相似。是否對另一側乳房進行手術是由您決定的。您可能想以後再做決定，或者
選擇不進行該手術。
取出組織擴張器並埋入永久性埋植物的手術每側大約需要一個小時。如果對另一側乳房進行對稱處
理，則需要更多時間。該手術通常可在外科日間醫院（Surgical Day Hospital）進行。術後三至四小時
後您便能夠回家。
如果您決定進行乳頭再造，通常會在永久性埋植物埋入後大約兩至四個月時進行，屆時也可以對另
一側乳房實施手術。乳頭再造可以在外科日間醫院（Surgical Day Hospital）或者您的外科醫生的診
所進行。如果您的再造乳頭/乳暈需要加深色澤，可在診所對該部位進行紋身。

總結
我們希望這本手冊將有助於講解您的乳房的再造過程。針對您的關注，不要遲疑，請尋求您的整
形外科醫生或護士的幫助或支持。如果您有問題，請聯絡我們。
整形外科醫生
電話
護士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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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指南
您的外科醫生或護士可能會因為手術部位的皮膚狀態而要求您向後推遲運
動的開始時間。他們將告訴您應該等待多長時間。

轉動肩部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一天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重複 10 遍，或者需要時就做
目的：
釋放肩部壓力和上背部的不適

站立，雙手於身前鬆握。抬起肩部向前轉圈。重複這一動作向後轉圈。

雙肘側舉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一天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重複 10 遍，或者需要
時就做
目的：
幫助伸展頸部、上背部和上臂

雙肘側舉至與肩齊平。
1. 曲雙肘，把雙手置於腰前。
2. 雙肘從兩側向上抬起。
3. 雙肘側舉至與肩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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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轉圈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一天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重複 10 遍
目的：
改善活動範圍，防止肩部僵硬

站立，一只胳膊向外側伸出，順時針轉圈，再逆時針轉圈。完成
重複動作後，換另一隻胳膊做相同的動作。

爬牆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第一次訪視（手術日後第
10 天）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重複 10 遍
目的：
改善胳膊和肩部的活動範圍

離牆約一英呎面牆而立。曲
肘，雙手平放在牆面上，大約
與肩齊平。雙手慢慢向上移
動，移至您能觸摸到的最高
點，目標是使做過手術的一側
手臂在舒服狀態下伸展到最高
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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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放在後頸部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第一次訪視您的醫生之後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 1 遍，堅持 1 分鐘
目的：
幫助伸展頸部、上背部和上臂

雙手於身前鬆握，慢慢舉起雙手高過頭頂，向後向
下置於頸後。肘部向前，儘量遠離您。

後背舉手
什麼時候開始：
如果您用過組織擴張器，則在術後第一天開始。對於所有其他再造手
術，則在第一次術後訪視您的醫生之後開始。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 1 遍，堅持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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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幫助伸展您的肩部和胸部。做這個動作時，坐著或站立都可以。把您的雙手放
到後腰處，用沒做手術一側的手握住做過手術一側的手，慢慢把雙手向上移
動，儘量觸及後背中部。雙手保持最高位置一分鐘。如果您的手術切口部位感
覺不適，就停在那個位置，用鼻子吸氣，用嘴呼氣，做幾次深呼吸。如果不適
感消失，就試著把雙手再向上抬一點。記住保持最高位置一分鐘。這個練習幫
助您恢復雙手在後背移動的功能。您需要這個能力來做一些動作，比如扣上胸
罩扣、給寬鬆襯衫扣上鈕扣，或者拉上裙子的拉鏈。您應該感到肩部有輕微拉
伸。當一分鐘到了的時候，放下您的雙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