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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身体活跃是抗癌的关键之一。然而，许多的癌症幸存者，包
括来自发达国家的幸存者们，都无法达到建议运动量。

长期运动量不足会导致健康受损。随着日渐发达的医学科技，癌
症病患的存活率虽然得以提高，但是，保持着身体活跃以及达到

建议运动量将能更有利于对抗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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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手册的主要用意是向病人提供指南。本册内的一切信息与内容都不能
用以取代专业的医疗咨询。在开始任何的锻炼方案或计划前，我们建议
您务必咨询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这是为了确保该锻炼方案不会超出您
目前的能力与范围，或相对地根据您的身体情况而做出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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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抗癌之旅中保持身体活跃

人们常常误认为癌症幸存者或癌症患者必须尽量节省体力，及避免过于
活跃。  

真相正好恰恰相反。其实病人在被确诊后保持身体活跃是相对安全的。
保持身体活跃在您的康复之旅非常重要， 因为活动与运动能帮助病患更
保持健康与修复肌肉。除此之外，研究显示，保持身体活跃和达到建议
运动量对幸存者的效益包括：

• 避免癌症复发1,2,
• 降低癌症死亡机率3,4,
• 减少患上其它疾病*的机率

*癌症治疗过程所有可能导致的疾病包括高血压，第二型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和骨骼疏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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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身体活动 ？
身体活动是指由骨骼肌肉产生的，也需要消耗能量的任何身体动作7。

身体活动可以分作为三大类，即 ：有氧运动，伸展运动，和重力运动；
并分别搭配不同的强度如：轻运动（不激烈），中度强度运动（中等激
烈 ）运动与高强度运动（高度激烈)。 

身体活动例子：步行，家务，瑜伽和园艺8。

什么是运动？ 
运动是身体活动的其中一种活动， 但它具有计划性， 组织性，并且
重复进行以达到良好的身体状态。 

运动例子：举重，有氧运动，跑步，游泳，深蹲8。

“使用它或失去它” 
人类若不保持身体活跃，肌肉仅仅在两周内就会开始弱化。

相反的，我们只需要两周的时间来把身体锻炼起来，而有效地建立或增强身体素质和体能。

5. Kang DW, Lee EY, An KY, Min J, Jeon JY, Courneya KS. Associations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comorbidities in Korean cancer 
survivors. Journal of Cancer Survivorship.2018 Aug 1;12(4):441-9.

6. Handforth C, D’Oronzo S, Coleman R, Brown J. Cancer treatment and bone health. Calcified tissue international. 2018 Feb 
1;102(2):251-64.

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Strategy on diet,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2011. 
8.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US). Physical activity and your heart. (n.d.) Accessed at: www.nhlbi.nih.gov/health-topics/physical-
    activity-and-your-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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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应在什么时候活动或运动？

答案：病患应在被确诊后立即开始保持身体活跃。
研究显示，无论是哪一种癌症，在接受癌症治疗前，治疗期间或治疗后，
运动都会带来身体健康效益9。

   在被确诊和进行癌症治疗前
（手术，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

 有氧和阻力运动可10,11:
• 减低手术后的并发症状
• 增加病患对化疗的耐受性
• 减短住院时间

  治疗期间9

• 比起治疗后，治疗期间运动是能减低癌症引发症的黄金时期，其中包括
身体疲累

• 助于抵抗忧郁，焦虑和失眠
• 帮助恢复失禁问题

  治疗后9

• 减少身体里的免疫生长因子 IGF I 和 II 以降低患上乳癌的风险 (免疫生长
因子 IGF I 和 II 是患上乳癌的风险因素）

• 增强抵抗力
• 提高和维护生活质量

4

9. Stout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ercise systematic reviews in the cancer literature (2005 to 2017). Contemporary issues in 
cancer rehabilitation 2017. 9: 347-384 

10. Moran J et al., Surgery. The ability of prehabilitation to influence postoperative outcome after intra-abdominal oper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11. Fairman CM., J Community Support Oncol. Effects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s during different treatments in breast cancer. 
2016;14:200-9.



需缓慢和平稳地开始
请选择适合您体能状况的活动或运动。

幸存者应该多活跃？

请务必先向专业医师或医疗保健人员咨询以确保您是否可以进行有关的
锻炼或运动。

目标
根据国际指南，癌症专家和物理治疗师的建议，每星期应进行有氧运动
及阻力训练。以下的建议运动量是基于全球专家意见。

5

身体活动类别 一个星期的目标 一天需达成的目标

   中度强度运动 
（中度激烈）

2.5 小时 35分钟

  肌肉阻力训练 2-3次

   高强度运动 
（高度激烈）

1.5 小时 10分钟

或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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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判断运动的强度？

活动或运动的强度是因人而异的。
您可以试着想想，“这运动或活动有多吃力呢？" 

“谈话测试”也是其中一项评估运动强度的最佳方案。当运动的强度越高
时，越激烈 ，谈话的流畅度将会越低。

什么是中度强度运动 （中度激烈）？

中度强度运动 感觉有些吃力。呼吸比平常急促，开始流汗及说话交流
比平时缓慢。例如：

• 快步走

• 跳舞

• 缓慢骑自行车

其实简单的家务或爬楼梯都属于中度强度运动。

什么是高强度（高度激烈）运动？

高度激烈运动 感觉非常吃力。喘气，汗流浃背以及只能在停下时才能
说话交流。例如：

• 有氧运动

• 跑步

• 快速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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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 Exercise for people living with cancer. 2019.
Accessed from: http://www.cancervic.org.au/downloads/resources/ booklets/exercise-and-cancer.pdf

抗阻力训练 重量训练或阻力运动涉及使用重量和阻力来强化肌肉和
骨骼密度。

通常，它应涉及12:

1. 5至10组动作涉及手臂，腿部和躯干的主要肌肉的训练

2. 重复每组运动15至20次
- 每一组动作重复*包括 ：开始，训练动作及回到原点
进行举重训练时，应依据自身力量和体能来选择合适
的重量。

3. 每组训练应做3至4个回合。每组运动动作并重复
5至20次。

4. 每个运动间的回合之间应该休息1分钟或90秒。

什么是重量训练或阻力运动呢？

开始 动作 1 动作 2

*一下图片展示一组运动动作：

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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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开始之前

请咨询专业医师和医疗人员和相关的体育活动或锻
炼的类型以确保其操作时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您也可咨询物理治疗师以确保您所进行的力量训练
是正确和适合您的。

每次的运动都应从热身动作开始，并且以冷身动作
结束。
热身：轻微的伸展运动及10分钟的低度激烈运动。
冷身：轻微的伸展运动及10分钟的放松动作。

正在接受化疗或因为治疗影响而免疫力下降的病患
应避免在公共体育馆游泳或公共健身房运动。

患有骨癌或者是骨质疏松症（骨骼变薄）的高风
险群体应避免高碰撞性运动，如跳跃，开合跳，
奔跑及弹跳。

贫血患者应咨询专业医师相关运动对您的安全
性。如果可以，请从低度激烈运动开始，如步行。

受到化疗药物所导致的周边神经病变（CIPN）的病
患可能会出现手脚麻痹，肌肉无力，及身体重心不
平衡的问题。这类患者应选择能固定某个部分身体
的低度激烈运动，例如在原地骑自行车，伸展运动
及平衡



针对特定癌症情况的个别运动

以下的运动可减轻癌症患者在治疗当中所面临的不适。这些运动或活动
不限于特定的病情：若患者对别的运动有兴趣，也可一样试一试。

化疗药物所导致的周边神经病变（CIPN）患者
根据统计，多达70％的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将会面对周边神经病变（CIPN）的
影响13。而CIPN的病变症状包括身体发麻，肌肉无力以及面对身体平衡与协调
上的问题。

练习动作一：登阶运动（Step up）

静止地站在长凳前方。

9

13. Brayall P, Donlon E, Doyle L, Leiby R, Violette K. Physical Therapy–Based Interventions Improve Balance, Function, Symptom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A Systematic Review. Rehabilitation Oncology. 

2018 

1

先从右腿开始，踩到长凳上。每次的登阶只限于其中一支腿。2

同样地从右脚开始，登下长凳，然后回到原点。3

使用左脚-重复步骤1至3。4

重复这组动作1至2分钟。



您可以每天进行此运动，直到状况改善。

练习动作二：鹤立(抬脚）运动（Stork Stand）

练习动作三：深蹲（Squats）

10

身体站直，双臂放在身体两侧。1

抬高右腿直至腰部，膝盖需呈90度。2

尽量维持该姿势，直到极限。3

使用左脚重复步骤1至3。4

重复这组动作5次。

身体站直，并将双臂往前伸直。1

往后收紧臀部及弯曲膝盖。2

请确保您的膝盖没有超过脚趾。

返回到静止站直状态。3

重复这组动作5至10次。



乳癌患者

应避免的运动

练习动作一：手臂伸展运动（Arm lift）

11

以下这组动作将有助于消除术后的并发症，其中包括淋巴水肿和胸闷。

   手术后2周
（或在压缩套管还未移除下）

严禁超过90度以上的肩膀弯曲和外展运动

  手术后6周

严禁提拿超过2公斤的重物

避免进行跑步或跳动类运动

平躺躺下。1

双手并拢，往上伸直手肘。2

双手举过头部。3

维持这个姿势15秒。4

重复这组动作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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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动作二：手肘外展运动（Elbow winging）

平躺躺下。1

双手并拢后放在脖子后放，双肘应指向天花板 （原点）。2

将手肘往外展开（如照片中所示）。3

维持这个姿势15秒。4

重复这组动作10次。



直肠癌患者

在手术后，这些运动动作有助于增强您臀部和腹部的肌肉。您可以在手术六个星
期后尝试这些动作但在这之前，请咨询您的医师以确保该运动对您的安全性。

练习动作一：后脚跟滑动运动（heel slide）

平躺躺下。1

慢慢将右脚跟滑向臀部，然后弯曲膝盖。2

维持该姿势5秒。3

4 将右脚跟滑动至原位，直到腿部完全伸直。

使用左脚，重复步骤1至4。

请确保滑动时脚跟贴近地面。

重复这组动作10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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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动作二: 抬臀运动 （Bridging）

平躺躺下，然后弯曲膝盖 （如第一照片中）。1

将臀部撑起。2

慢慢的将臀部放低，回到地上。3

请确保滑动时脚跟贴近地面。

重复这组动作5-10次。

14



妇科癌症患者

在手术后，这些运动能助于增强臀部和腹部的肌肉。您可在术后的六个星期尝试
这些运动，但在此之前，请咨询您的医师以确保该运动对您的安全性。

练习动作一: 收紧腹横肌运动 （contracting your tranverse abdominal muscles)

平躺躺下，然后弯曲膝盖。1

吸气入腹内，并缓慢的通过嘴巴吐气。2

腹部仍然维持收紧10秒。3

在练习这组动作时请慢慢吸气和吐气。

重复这组动作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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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动作二: 收紧腹横肌运动（contracting your tranverse abdominal muscles)

练习动作三: 后脚跟滑动运动（heel slide） 
(请参阅第13页以了解步骤)

练习动作四: 抬臀运动 （bridging） 
(请参阅第14页以了解步骤)

练习动作五:骨盆底肌肉运动（Pelvic floor strengthening） 
(请参阅第17页以了解步骤)

坐在健身球或椅子上。1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并用手掌触摸健
身球。

2

将腹部肌肉往内收缩。3

腹部仍然维持收紧，维持这个姿势10
秒。

4

重复这组动作10次

16



*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 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
   sa/4.0/deed.en

前列腺癌患者

这个运动动作有助于加强您的骨盆底肌肉。骨盆底肌肉可能会在手术后被弱化
，并导致尿失禁的问题。因此，加强骨盆底肌肉可以保护您的腹部和稳定您的
脊椎。

Image: BruceBlaus*

1 放松您的骨盆底和腹部肌肉。

2 轻轻地抬起骨盆底肌肉，并维持该姿势。 

3 维持这个姿势10秒。

在练习这组动作时请慢慢吸气和吐气。

重复这组动作10次，在收紧肌肉之间时可以休息10-20秒。

17



练习动作二：踢腿运动(seated kicks)

身体坐直，并将双脚稍微分开。1

将一只脚伸直向上，抬起脚时需呼气，
并使膝盖上升到肩膀位置

2

把脚回到地上时需吸气。3

重复这组动作10次。

保持舒适的坐姿，并将双脚平放于地面。1

呼气时同时把脚往上踢。2

 吸气。3

再次呼气，并将脚放回地面4

 重复这组动作3-5次。

肺癌患者

肺癌患者往往会面临呼吸困难和行动不便的问题。这些练习动作能增强肌肉力
量和耐力，使患者减少以上所描述的困难。

练习动作一：抬腿运动 (leg lifts)

18



练习动作三: 高架举臂运动 （overhead arm lifts）

练习动作四: 风车运动(windmills)

身体坐直。1

吸气，并将双臂指向天花板抬起。2

尽量舒适地抬高双臂。3

将手掌放回膝盖同时呼气。4

重复这组动作10次。

保持舒适的坐姿，并将双臂放于身体
两侧。

1

将双臂举过头部，然后尝试让双掌合
在一起。

2

吸气。3

呼气时，将双臂放回身体两侧4

重复这组动作3-5次。

19



练习动作五: 缩唇呼吸(pursed lip breathing)

放松肩膀和脖子。1

通过鼻腔缓慢深深吸气。2

保持如吹口哨那样的缩唇姿势。3

通过嘴部缓慢地呼气。4

20



Suzanna，癌症患者
乳癌，末期

“在被诊断出癌症前，由于我经常忙于工作，因此没有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
。辞职后，我开始吃得更健康，每天运动至少30分钟，并开始锻炼身体。如
今，运动使我更强壮，更有活力，以及让我对生活充满热情。

Bella，癌症幸存者
乳癌，2015
“我其实在被诊断癌症前身体更加活跃。我过去常常打羽毛球，步行，和进
行其他体育活动。在手术之后，我的体力已明显地降低，因此要锻炼身体并
不容易。然而，我还是会尽我最大的努力锻炼，因为我知道身体活动和运动
可以改善健康与心情。我每天都会晨运。当我拥有活跃的身体时，我的睡眠
品质，身体及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好。。在运动期间，我感到更加健康、生活
更加美好及幸福。”

Chui See，癌症幸存者
乳癌，2017
“在我被诊断前，我并没保持活跃的身体。我以前常做家务，或步行到某些
目的地处理些杂事。被诊断癌症后，我找到了积极运动的动力。。我每天都
去早晨散步至少30-45分钟，伸展身体，还有参加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举办
的“大笑瑜伽”和其他的运动课。这些都帮组我改善我的心情，让我感到满足
，让我感觉更坚强。”

幸存者的分享经验

专家顾问的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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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Nur Fadhlina bt Abdul Satar
临床肿瘤专家顾问，University Malaya Medical Centre

“保持体育活动会提高您的体能和健康水平。它还能够对抗肥胖，和许多其
他的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脏疾病和癌症。最重要的是，保持身体健
康意味着您的身体拥有足够的能量，能够协助病患迎接进一步的治疗。”



1.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from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XMFMzIOsA

2. LiveWell after breast cancer: cardio workout by Johns Hopkins Medi
cin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4pY_qhSy2o

3. A comprehensive series of exercises for people living with cancer by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 https://vimeo.com/showcase/4240587

4. Abdominal and back exercises for cancer patients by the MD Ander
son Cancer Cen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Deex6uvLI

1.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 has a detailed guide on exercising for people
living with cancer: https://www.cancercouncil.com.au/cancer-

    information/exercise-cancer/getting-started/

2. A concise evidence review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cancer by Macmil
lan Cancer Support, UK.
https://www.macmillan.org.uk/_images/the-importance-physical-

    activity-for-people-living-with-and-beyond-cancer_tcm9-290123.pdf

更多信息资源

- 网站

- 视频/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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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i Ibrahim, Student, BSC Public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她是一名公共卫生科学专业的学生，  也是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在线课程的参与者。 她也是马来西亚国家
癌症协会的实习生。她希望能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于有关公共卫生的问题。

Hamda Waberi, Student, BSC Public Health Scienc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她是一位对马来西亚的公共卫生事务充满好奇的学生。她一路探索及努力促进和改善个人，家庭，社
区，国家之间的公共卫生问题，，并希望社会能真正得到改善。

Hazel Hadian, BSc MPH DIC, Student, MBCHB,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她是一名医学专业学生。她曾在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学会接受医学培训。她对公共卫生方面的不平等和
民众如何获得完善的医疗服务充满热情。

Arif Jalal, Student, MBBS Bsc,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他是医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他选择了在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实习是因为此协会非常重视癌症议
题 ，并通过加强人们的健康知识来改善自己的健康以对抗癌症。他渴望使用在此所学到的知识能运用
于他的医学学习上。

Roukhaya Hassambay, Student, MSc in Public Policy - Global Health stream, Sciences Po Paris
她是一名公共政策专业学生，并专注于全球健康议题。她对国家政策机制可以改变人民的健康十分感
兴趣。 因此，她希望各方的努力能促进人们的健康，预防疾病及完善现有的健康政策。

Sia Wie Lin 谢薇玲, BSc (Hons), Physiotherapy science, 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
她是一位物理治疗师。她通过促进性，预防性，治愈性，康复和支持性护理来确保患者的健康。她非
常积极地掌握各种治疗技巧，热衷于创造正面环境，并致力于减轻残疾和慢性疾病对患者所带来的负
担。

Mandy Thoo 杜绣雯, BBiotech MSc,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她是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NCSM）健康教育，推广和政策（HELPP）部门的部门经理。在NCSM
工作之前，她曾是数个澳州研究机构的科学作家，以及马来西亚领先英语日报《The Star》的科学专
栏作家。此外，她也是此协会在非传染性疾病方面健康知识宣传和政策工作的领导者 。

Dr Murallitharan M, MD MCommHSc MSc PhD
他是马来西亚国家癌症协会（NCSM）的医学主任。此外，他也是一名公共卫生医生，并在
2015/2016年获得Chevening Scholarship，于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 Medicine 的双硕士学位. 此外，他也得到了于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的 PhD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Scholar, 并且获得他的博士学位。他
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癌症）上与其健康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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