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資訊須知卡

採用組織移植進行乳房再造：術後護理
指南
Nasrin Vaziri, RN
Anne Walsh, RN, MS

前言
編寫這本手冊是為了幫助您在乳房再造第一階段時進行自我護理。乳房再造手術採用您的身體其他部
位（可取自腹部、背部或臀部）的脂肪、皮膚，有時採用肌肉，做出新的乳房。最後的階段是再造乳
頭，並使另一隻乳房的大小和形狀與再造的乳房相似。可能會減小或擴大您的另一隻乳房的大小，或
者改變它的形狀。這些步驟均由您決定是否進行。本手冊中的資訊不是為了替代醫生和護士與您之間
的討論，而是為了在討論之外多提供一些資訊。其中有些材料可能不適合您的情況。請務必向您的整
形外科醫生或護士諮詢有關您已決定接受的該手術的詳細情況。本手冊介紹的內容包括：
1. 術後預期
2. 護理您的手術切口
3. 運動
4. 著裝提示
5. 乳房再造完成

術後
當您在麻醉甦醒室（Post-Anesthesia unit，PACU）醒來時，您的身上將留置以下裝置：
• 一根從膀胱引出的 Foley®導尿管。這隻導管將於您術後兩三天時被移除。
• 一根靜脈輸液管，為您靜脈輸注液體、抗生素和止痛藥。如果接受了游離皮瓣再造，還可能為您
靜脈輸注抗凝劑，以便預防您的身體在手術部位形成血凝塊。
• 一隻加濕器口罩，以便向您的肺部提供濕潤的空氣和氧氣。口罩將遮住您的口鼻。
• 您的雙腿套著 Venodyne®套筒，它們輕柔地擠壓您的小腿，以幫助小腿的血液循環。
• 在每個切口線旁留置小型塑膠引流裝置。
這些器械中，有一些您根本不會感覺到，甚至您可能都不會知道自己身上留置了它們。麻醉甦醒室
（PACU）的護士將回答您可能有的任何問題。您可以留在麻醉甦醒室（PACU）過夜接受觀察。在可
能的情況下，會允許您的家屬在麻醉甦醒室做短時間探視。如果進行了游離皮瓣再造，醫生和護士將對
您的再造乳房的血運進行監控（FLAP）。他們使用一種被稱為多普勒（Doppler®）的設備，這種設
備發出很嘈雜的聲音，但是不會造成傷害。護士和醫生還同時檢查皮瓣的溫度和顏色。這些評估非常重
要，將持續七天。您將在手術當晚或次日早晨被轉回您的病房。您的護士將幫助您在術後第一天從床上
移坐到椅子中。如果您的外科醫生認為您應臥床，您的護士將告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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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手術後，您的護士和護士助理將護理您的引流裝置。小型引流裝置通常安放在每個切口線之下或附
近。引流裝置收集手術部位在術後正常產生的液體，採用縫線固定，通常保留 10 到 15 天。許多患者出
院回家時身上還留有一或兩個引流裝置。在您出院前，您的護士將指導您如何護理引流裝置。在您住院
期間，身上安放有引流裝置時，您將接受靜脈輪注抗生素。當您出院後，您將口服抗生素。當您的 24
小時引流量低於 30 CC（一盎司）時，您的醫生或護士將移除您的引流裝置。據大多數患者描述，當移
除引流裝置時有輕微刺痛，可能只會持續幾分鐘的時間，通常不需要止痛藥。當移除引流裝置後，可
能還會有一些液體從引流部位滲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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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8 小時，屆時引流部位通常會愈合。

疼痛控制
術後在切口線周圍有一些疼痛和緊繃感是正常的。您可以在需要時使用止痛藥。如果您沒有使用患者
自控式止痛（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PCA）幫浦，請務必在需要時索取止痛藥，以便使您保持
舒適。緩解您的疼痛還將幫助您儘快變得有活力。您還會在新乳房周圍和胸腔下部感到有些緊繃感、
觸痛和腫脹。這些感覺都是正常的。
您將在術後有新的感覺。您可能會感到好像水沿著新乳房一側的手臂流淌而下。您最有可能感覺到在上
臂、胳膊裡側和供區有一些麻木。這些感覺是進行乳房切除術、腋窩淋巴結清掃術和供區手術的結果。
它們可能持續長達一年甚至更長時間。一些程度的麻木和感覺變化可能是永久性的。請勿在手術部位使
用熱水瓶、加熱墊或熱敷，因為它們可能導致嚴重燙傷。瘙癢是癒合過程中經常伴隨出現的感覺，會隨
著時間的推移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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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根據需要更換敷料。我們鼓勵您在更
換敷料的時候審視您的乳房和切口線，這樣做有助於您熟悉它們的外觀。您出院前，在您的護士在場
時，我們想讓您輕輕觸摸新乳房。新乳房和供區的切口線用縫線閉合，有時候會採用被稱為無菌膠條
（Steri-Strips®）的小紙帶閉合。無菌膠條將會自行脫落，請勿撕掉它們。您可能會在切口周圍看到有些
地方發紅或青腫，這些是這種類型的手術在術後出現的正常徵象。在檢查了該區域後，護士將用一塊新
鮮紗布覆蓋切口線。如有必要，可使用手術胸罩或紙帶把乳房敷料固定在原位。
當您離開醫院時，您的醫用縫線和紙帶還將留在原處沒有拆掉。它們會被紗布塊蓋住。您可以戴上
您在住院期間領取的手術胸罩。您還可以戴任何一種起支撐作用的胸罩（沒有鋼圈），只要它不會
緊緊壓住新乳房就可以。如有必要，可以穿上連褲襪或棉內褲使供區的敷料不會移位。
在移除引流裝置的兩天後，您可以全身淋浴，除非您的醫生另有指示。每天淋浴將幫助切口線保持乾
淨。（在切口完全癒合之前應避免盆浴，因為浸水可能會增加感染的風險。）在進入淋浴之前，取掉
您的胸罩和紗布塊。用您的後背或沒做手術的身體一側試試水溫，因為受手術影響的部位可能會因麻
木而無法感知熱度。使用溫水和無香型素皂洗澡。輕輕洗凈切口線和皮膚，充分沖洗。淋浴的水流不
應直接衝到您再造的乳房上，應該讓水流衝到您的後背或胳膊上，然後溫和地流淌過再造的乳房。用
乾淨的毛巾輕輕拍干切口線，不要擦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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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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出院回家後一週時剃毛，或者在
術後約兩週時剃毛。除臭劑如果沾到切口上，可能會引起刺激或感染。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只有
在戴上胸罩後才使用除臭劑。如果在做過乳房切除術那一側的胳膊下面的皮膚上有任何傷口的話，請
勿在這隻胳膊下面使用除臭劑。
在您淋浴後，仔細檢查手術切口線和引流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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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護士：
• 乳房上、供區周圍或這兩個部位的發紅情況加重或顏色出現變化
• 手術切口線處有新的滲出液
• 體溫超過 100.4° F (38° C)
在您審視過該部位後，用一塊乾淨的紗布蓋住切口線。如果您需要更多紗布塊或手術胸罩，請聯絡
您的門診護士。
在大約六至八週的時間裡，新乳房和供區看上去會稍微有點腫脹，這是由癒合過程所導致的。腫脹的
程度將逐漸減輕。有一些程度的緊繃感是正常的。您的供區的皮膚需要時間來伸展。儘管您恢復正常
活動很重要，但是您必須在活動之餘保證一些休息，以防止累過頭或供區肌肉出現痙攣。溫水淋浴和
您的醫生開給您的處方藥物可能有助於緩解緊繃感。

術後頭幾週預期會出現的情況
您的第一次術後訪視將於您出院回家後的一週時進行。您可以利用這個好時機提出您可能有的關於新
造乳房或供區切口線的任何問題。您還將可以討論以下這類問題：
• 恢復親密關係
• 返回工作
• 與家人和朋友談論
• 其他任何關注事項
在此次訪視中，您的醫生或護士將檢查乳房區域有無液體。液體可能會在手術切口上或切口周圍積
聚。它產生一種充實或沉重的感覺。這種液體被稱為皮下積液，它通常是癒合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如
果在第一次訪視之前或之後出現皮下積液，請預約去看您的門診護士。如果您在下午 5 點後、在週末
或假日感覺不適，請致電(212) 639-7900 要求與整形服務（Plastic Service）的值班醫生通話。您的護
士或您的醫生可以輕易地採用針和注射器來移除皮下積液。在您的恢復階段，可能需要這樣操作數
次。由於積液部位因做過手術而麻木，所以不會疼。請記住皮下積液是正常的，它是暫時現象，不是
一種並發症。您將只有在需要時才會再次去看醫生。但是，您可以預約去看您的門診護士，或者與她
通話，您想多頻繁都可以。請透過您的整形外科醫生辦公室來聯絡您的門診護士。

運動
定期運動對您的恢復很重要。但是，請不要做以下運動，除非您的醫生說可以做它們：
• 做高衝擊性的有氧運動
• 慢跑
• 舉重
•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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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份手冊最後給出的簡單運動，它們將幫助您更加舒適，並且有助於擴展您的肩部和胳膊的活動範
圍。做這些運動不需要特別設備，在家或在工作中均可進行。在您門診訪視時，您的護士將檢查您做
這些練習有沒有進步。在您住院期間，您的護士將邀請您參加一項乳房手術項目，這個項目中有一部
分就是運動，其中有一些運動是針對沒有進行再造的患者。您的運動項目是不同的。您應該做由您的
門診護士將要教給您的運動。您還將領取一張含有您應該做的運動的 DVD 或錄像。詢問您的外科醫生
您可以什麼時候真正開始做這些運動。

著裝提示
當您出院時，您可以戴上手術胸罩、您自己的胸罩或者不戴胸罩。如果您佩戴您自己的胸罩，它應
該：
• 舒適。
• 不是很緊。
• 沒有鋼圈。
• 不直接壓迫新乳房。
在乳房再造的不同階段，您的胸罩可能會加墊，這樣可以幫助使您看上去平衡對稱。充實胸罩的一種
辦法是使用軟胸貼。詢問您的護士您能在哪里得到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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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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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布
也是從護工那裡領取。要經常更換紗布，以確保它始終乾淨。
我們建議您在大約四至六週的時間裡身穿寬鬆的襯衫、上衣和針織上衣。您或許可以嘗試內穿深色
針織上衣，外穿寬鬆一些的不系扣的襯衫、開襟針織上衣或布雷澤外套（blazer：休閒西裝上衣）。
斜條紋上裝和不對稱印花也會有幫助。圍巾或披肩可幫助平衡您的外觀。

總結
我們希望這本手冊將對您的乳房再造第一階段有所幫助。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致電您的整形外科
醫生或護士。
整形外科醫生
電話
門診護士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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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指南
如果您接受了游離皮瓣再造，則以下這些特定的運動可以推遲進行，或者對它們進行改動。您的整形外
科醫生和您的護士將在您開始您的運動項目之前告知您。

轉動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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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第二天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五次，每次重複 5 遍，或者需要時就做

目的：
釋放肩部和上背部的壓力，緩解因肌肉緊張引發的不適

雙肘側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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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第二天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重複 5 遍

目的：
幫助伸展頸部、上背部和上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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胳膊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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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第二天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重複 5 遍

目的：
改善活動範圍，防止肩部僵硬

爬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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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開始：
術後一個月

多長時間做一次：
一天 5 次，每次重複 5 遍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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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5

幫助伸展頸部、上背部和上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