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皇后區醫院放射線腫瘤科
茱莉亞與內德阿諾中心
(Julia and Ned R. Arnold Center)

更高水準的
癌症治療。

紐約皇后區醫院(NYHQ)放射線腫瘤科茱莉亞與
內德阿諾中心( Julia and Ned R. Arnold Center)
為美國放射線腫瘤治療方面最領先的中心之一。該中
心有訓練有素的醫護人員、最現代化與尖端的治療設
施，並為病人提供鼓舞精神和充滿愛心的環境。
紐約皇后區醫院放射線腫瘤科科長Dattatreyudu Nori醫師(F.A.C.R., F.A.C.R.O.)管
理該中心。Nori醫師同時也擔任紐約長老教醫院、康乃爾大學威爾醫學院的主
任放射線腫瘤專家和教授。Nori醫師還在最近由Castle Connolly Medical, Ltd.以
全國十萬名以上癌症治療醫師為對象實施的問卷調查中遴選為最頂尖的癌症治
療醫師之一。
放射線腫瘤科茱莉亞與內德阿諾中心不但方便還備有完美的支援設施，為接受癌
症治療的病人提供最適當的治療。
我們的醫護人員與病人、病人家屬，以及合作醫師團結協力，以達到為每一名病
人最好的治療結果。本中心的每位醫師都具有豐富的經驗及專科醫師資格，每一
名都是康乃爾大學威爾醫學院的教員。他們都是具有愛心的醫師，仔細探討病人
的所有顧慮，並與轉介醫師密切合作，以管理病人的癌症治療。本中心的物理學
家、治療師與護士也對病人治療與護理採行這種審慎的合作方法。
紐約皇后區醫院放射線腫瘤科的病人可使用來賓專用停車場免費停車。本院位於
長島高速公路(Long Island Expressway)和中央公園大道(Grand Central Parkway)入口
附近，也可以利用地下鐵、長島鐵路華盛頓港線，以及長島巴士。本院放射線腫
瘤科也備有交通服務車，為需要的病人提供輸送服務。

紐約長老教醫院(NYPH)和紐約長老教醫療系統的會員醫院（即System Member Institutions)分別由非營利
機構經營。NYPH或紐約長老教醫療系統公司並不雇用或監督會員醫院的醫護人員，也未持照向任何會員
醫院的病人提供醫療或經營任何會員醫院。

阿諾中心是專為病人的舒適感和最有效的放射線治
療而設計的醫療中心。本中心面積達20,000平方英
呎，其中有：

臨床治療
「腫瘤學」一字表示對惡性腫瘤的研究與治療。

遠隔放射線治療

放射線腫瘤學利用X射線和其他形式的放射性或
粒子能源治療癌症。放射量經過精確測量並瞄準
腫瘤，施行放射的過程與期間也經過密切控制。

在進行遠隔放射線治療時，利用稱為線
性加速器的機器，從病人體外瞄準腫瘤
照射X射線或電子束。病人可以利用紐
約皇后區醫院的最新技術，接受 使用
影像導引放射技術(IGRT)和同步呼吸
調控（視需要）的遠隔放射線治療。
IGRT在治療前拍攝錐形影像，後者被
用來在施行放射前對治療進行最後的調
節。同步呼吸調控的目的是把放射線束
與病人的呼吸同步化。IGRT和同步呼
吸調控可將更強的放射線束更精確地瞄
準標的區域，同時把腫瘤周圍健康的組
織暴露於放射線的程度減為最低。

放射線治療是癌症的三大治療方式之一，另外兩
種治療方式為外科手術和化學治療（也稱為藥物
治療）。
放射線治療有兩種形式，即遠隔放射線治
療(external
beam
therapy)和體內近接治療
(Brachytherapy)。放射線治療的第一階段是治療計
劃。阿諾中心具有最新CT/模擬器，是現代醫療
技術的最精華產品。本中
心利用此裝置 為我們的
病人提供最確有效的治
療計劃程序。病人只要
到本中心次，即可拍攝
治療計劃所需的高品質
影像片。在拍攝期間，
本中心使用專為放射線
腫瘤學設計的CT掃瞄
和模擬合併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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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近接治療
NYHQ使用最新的體內近接治療技
術。在進行體內近接治療時，具有放
射性的藥丸直接打入病人體內（腫瘤
附近或腫瘤內部），並用來在小的標
的區域施打較高密度的放射線。這項
治療程序可視病人所需以兩種方式之
一進行：利用導管或很薄的小管以遠
端控制方式將放射性藥丸打入體內，
然後把導管或小管抽出，或者可以利
用小手術把放射性藥丸植入體內。本
中心是全國少數備有體內近接治療專
用手術房的中心之一，手術房旁邊還
有恢復室。

病人等待、更衣和 諮詢區
• 寬
 敞的兩層樓接待區，充滿從天花板
灑下的天然光線
• 五間更衣室
• 門診病人等候治療的專用等候室
• 住院病人專用等候區
• 六間病人諮詢室
• 模擬室
初步治療準備
• 機
 械工程室－製造定製式放射線束成
型裝置，其容許誤差在個別病人的治
療規格數毫米以內
• 特
 殊系統－創造合身的協助裝置，使
病人在接受治療時保持精確位置

治療設計
• 兩
 間三維保角治療計劃室，其中 一間
用於遠隔放射線治療，另一間 則用於
體內近接治療
提供治療
• 三
 個高能線性加速器－具有X射線和
電子束放射能力，包括用於強度調控
放射治療(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的多葉準直儀，後者
為精準的電腦裝置，可將放射線束適
當成形，以便在放射治療腫瘤時保護
周圍健康的組織
• 體
 內近接治療專用室－備有電腦控制
高劑量率遠隔後荷治療器、雙切面透
視和超音波設備
• 最
 新式恢復室－用於監視接受體內近
接治療（使用麻醉）的病人術後恢復
情況
• 現代代的大型護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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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由於癌症的有效治療是不斷發展的過程，因此阿諾中心為改進每日
治療實踐而實施研究。本中心的醫師不斷審查中心本身擁有的經驗
開發新的治療計劃。
此外，法蘭克藍達佐二世(Frank Randazzo, Jr.)細胞生物學實驗室的各
項 研究也尋求瞭解腫瘤對放射線和化學治療（單一或合併治療）做
出反應的 基本機制。其目的是發展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 不但整體有
效，還可以逐漸 對個別病人的癌症提供定製治療。

教育
美國各海外醫師到本中心接受專業訓練。做為教學醫院的一部分，
阿諾中心實施不間斷的專業教育。對於創造頂尖的臨床環境、訓練
住院醫師和研究員，以及令許多轉介病人到本中心的醫師瞭解新的
資訊和治療途徑，這種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本中心還備有醫護人員
和社區教育專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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