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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管灌飲食是醫院及長期照護體系中常

見的一種飲食方式，商業配方因營養素含

量穩定、衛生安全、方便使用及人力節省

已然成為市場的主流，但其雖可提供符合

每日建議需求量之營養素，卻由於不含天

然食材，因而未能涵蓋近年來被一一發現

存在植物界，對人體健康極為重要的化合

物，簡稱植化素（phytochemicals）。植化
素決定了植物的顏色、香氣與風味，也是

植物健康生長的關鍵因素。研究顯示，植

化素亦可提供人體抗氧化、抗微生物、抗

病毒及抗發炎等功能，而蔬菜、水果和全

穀類是提供豐富植化素的來源。管灌個案

通常合併多種慢性疾病，並處在氧化壓力

狀態下，愈來愈多的實證指出，長期使用

不含植化素的商業配方，將對灌食個案的

健康造成不利的影響。

灌食配方的發展史

灌食開始於古埃及時代，早期的灌食

配方主要是以牛奶、雞蛋、肉湯及穀類等

天然的食物攪打製成。商業灌食配方的

發展始於 1950 年代，隨著食品工業科技

的進步，水解酪蛋白（casein hydrolysate）、
人工合成添加型態的維生素及礦物質等成

功研發，應用於灌食配方的成份中。196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初期，國外大藥廠
開始大量生產商業灌食配方，雖然當時價

格較天然食物攪打配方昂貴甚多，但多數

醫院開始考量製備人力成本、相關設備費

用及配方的衛生、滲透壓和黏稠度等問

題，且由於此類配方使用方便及營養素含

量穩定，因而多數醫院逐漸採用商業配方

供應（1）。

近十餘年來，大量的研究顯示植物

性天然食材中所含的植化素，如：多酚類

（polyphenols）及類胡蘿蔔素（carotenoids）
等，對人體健康相當重要，而大多數的商

業配方中並未以原始天然食材為原料。少

數含天然食材的特殊商業配方，如：雀巢

公司的產品 -諾沛（COMPLEAT），以添
加雞肉、蕃茄醬、胡蘿蔔粉、濃縮蔓越莓

汁及碗豆泥等食材為訴求，售價較其他

合成配方為高，故非醫院中一般管灌飲

食的主流配方。2006 年日本大塚製藥廠
（Otsuka Pharmaceutical Factory, Inc.） 順應此
健康意識，新開發生產的 ANOM アノム 
腸道營養配方中就添加了綠茶來源的兒

茶素 （catechin）及葡萄籽來源的前花青素
（proanthocyanidin），強調可增加灌食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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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物質之攝取量。由此可知，商業配

方的設計及發展，仍希望能儘量仿效一般

天然食物飲食，以期達到對人體健康最大

的效益。

植化素的分類及對健康的效益

植化素是存在於蔬菜、水果、全穀

類和其它植物性食品中，具生物活性的

化合物，目前為科學界知道的就已超過 
5000 種，且判斷仍有一大部份尚未被發
現（2）。植化素依結構差異可分為：類胡蘿

蔔素（carotenoids）、多酚類（polyphenols）、
生物鹼（alkaloids）、含氮化合物（nitrogen-
containing compound）和有機硫化合物
（organosulfur compounds） 等五大類（3）。諸

多研究顯示，攝取蔬菜、水果及全穀類對

於冠狀動脈心臟疾病和中風具有保護效

果，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且對於癌

症、白內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憩室炎

和高血壓等疾病亦有預防功效（4-6）。至於

蔬菜、水果和全穀類所含植化素對健康好

處的機轉，主要可能來自於植化素的抗氧

化活性（2），可調節人體的解毒酵素和免疫

系統，改變膽固醇和固醇類荷爾蒙的代謝

有關（7）。

植化素與灌食病人的健康

由於植化素的種類繁多且廣泛的存在

植物性的食品中，目前的商業管灌配方多

數未添加植化素，對於長期依賴其為營養

來源的個案來說，將極度的缺乏此類有益

健康的物質。以下探討目前研究較多的類

胡蘿蔔素及多酚類（polyphenols） 對管灌
病人健康之影響。

一、類胡蘿蔔素

類胡蘿蔔素是一群超過 600 種以上的
脂溶性植物色素，其中 24 種目前被發現
存在於人體的血液和組織中，且只有兩種

出現於眼睛的視網膜和水晶體內，而最

被廣泛研究的有β-胡蘿蔔素、茄紅素、
葉黃素和玉米黃質等。類蘿蔔素具有良

好的抗氧化功能，可捕捉單態氧（singlet 
oxygen），藉以避免脂質的過氧化，飲食
中若缺乏類胡蘿蔔素將增加癌症和心臟疾

病的風險，檢測血液中的類胡蘿蔔素濃度

是反應飲食攝取量的良好指標（8）。Hu等
人研究顯示血液中β-胡蘿蔔素與 C-反
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 和介白
素 -6 （interleukin-6, IL-6） 的濃度呈負相關，
所以，血液中β-胡蘿蔔素的濃度低與因
發炎導致之死亡率有關（9）。Akbaraly 等人
則指出一般健康的老年人，血液中類胡蘿

蔔素的濃度與男性的死亡率有相關，故建

議血液中類胡蘿蔔素的濃度是老年人健康

的指標（10）。

研究顯示，當健康的族群攝取低類

胡蘿蔔素的飲食（<0.4 毫克 /天），2 週
後血液中類胡蘿蔔素的濃度即會降至實

驗起始值的 60%以下；以富含類胡蘿蔔
素的蔬菜、水果補充後，則血液中類胡

蘿蔔素的濃度又會於 1 週內回到起始值
（11）。Bowen等人曾對 9 種市售商業灌食
配方以逆相高效液體層析法（reverse-phas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進
行檢測，配方之葉黃素和玉米黃質含量極

低（0.1-2.8 微克 / 100 毫升）；此外，其中
有 5 種配方含微量的β-胡蘿蔔素 （0.6-3.0 
微克 /100 毫升），但所有配方皆無法測得
茄紅素含量。當病人使用這些類胡蘿蔔素

含量遠較一般飲食含量低的商業配方灌食

1 週以上，其血液中類胡蘿蔔素的濃度僅
為對照組可自由攝食者的 8-18%，若攝取
時間達 3 週以上，則血液中類胡蘿蔔素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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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幾乎無法測得（12）。Berner等人針對居
家管灌癌症病患的研究也發現，病患使用

商業配方灌食長達 6 個月以上（平均 10 ± 
5 個月） 時，其血液中維生素的濃度與健
康個案比較並無差異，然而β-胡蘿蔔素
的濃度卻較低（10-60 微克 / 100 毫升；80-
300 微克 /100 毫升），主要就是因為商業
配方中不含β-胡蘿蔔素所致（13）。

近期研究顯示，對長期灌食而致血中

類胡蘿蔔素濃度極低的病患，只要餵食添

加了少量類胡蘿蔔素的灌食配方（3 毫克
/ 1500 大卡）3 個月後，即可使病患血液
中的類胡蘿蔔素濃度顯著的上升，且顯著

的降低體內的氧化壓力（14）。

二、多酚類（polyphenols）

多酚類屬植化素中的酚類，其結構包

含一個以上酚基（phenolic groups），是植
化素中的最大的一群。多酚類可依結構分

為類黃酮素（flavonoids）、酚酸（phenolic 
acids） 和二苯乙烯（stilbenes） 等，其中類
黃酮素及酚酸分別佔約 60% 及 30%（15）。

多酚類具抗氧化能力，其酚基可接受一個

電子形成相對穩定的自由基，以中止氧化

的連鎖反應，保護細胞不受氧化傷害，降

低與氧化壓力相關退化性疾病的風險。此

外，多酚類並具有抗微生物、抗病毒、抗

發炎和抗過敏等作用（16），一般健康均衡

飲食每日多酚類的總攝取量約為 1 公克，
較維生素 C、E等抗氧化營養素為高（17）。

植物中多酚類的含量會因植物種類、

成熟度、生長環境、貯存、製備和加工等

因素而有很大的變化，例如，不同品種

的蘋果其類黃酮素及酚酸含量差異可達 4 
倍之多（18）。一般植物在熟成期間，酚酸

含量會減少，而類黃酮素中的花青素含

量則會增加（19）。植物以有機農法種植者

較一般農法種植者，含有較高量的多酚

類（20）。另外，蘋果汁於室溫下存放，將

導致 60% 槲皮素（guercetin） 及全部原花
青素（procyanidins） 的流失（21），冷藏則可

減少很多酚化合物的流失（22）。蘋果所含

的黃酮醇（flavonols） 只存在皮的部份，其
中槲皮素（quercetin） 含量達 1 毫克 /公克
生重，去皮後的蘋果則已不含黃酮醇（23），

這也就是帶皮壓榨的果汁中含有高於預期

含量酚類化合物的原因。穀類的多酚類則

主要存在麩皮層中，而精製的過程常會導

致其流失（24）。此外，烹調過程亦會造成

多酚類的流失，例如：洋蔥和蕃茄經水

煮、微波和油炸等過程，分別會導致槲皮

素含量流失達 75-80%、65% 和 30%（25）。

Simmering 等人則指出，健康成年人
當飲食中完全不攝取類黃酮素時，第三

天其糞便中的總菌數即下降 61-88%，其
中真菌屬（Eubacterium ramulus）下降 40-
75%，補充類黃酮素則可使腸道中的真菌
屬增加，且糞便中類黃酮素的代謝產物

濃度也會上升（26）。Schneider 和 Blaut 曾指
出 E. ramulus 可利用類黃酮素當做主要的
碳和熱量的來源，以維持腸道菌相的平衡
（27）。實證亦指出腸道中多酚類的濃度可

能較血液中的濃度高出很多（28），因為腸

道對於多酚類的吸收差，大量的多酚化合

物運送至大腸，經大腸內菌叢代謝，可改

善腸道菌叢生態，且其代謝產物可協助腸

道內抗氧化作用，抑制腸道中食物來源的

自由基造成之氧化壓力，而氧化壓力在發

炎性腸道疾病上扮演顯著的影響因子（29）。

Parkar 等人指出，部份的多酚類可抑制腸
道中病原菌的繁殖和附著於腸黏膜細胞

上，並且可增進益生菌的生長和附著於腸

黏膜細胞（30）。此外，多酚類亦可控制非

發炎性的腹瀉，在傳統醫學中用於治療腹

瀉的藥材，分析其有效成份，確認多酚類

是其主要的生物活性分子（31）。多酚類中

的單寧酸 （tannins） 和類黃酮素因可增加
大腸中水份及電解質的再吸收，而被認為

具抗腹瀉的效益，而含有此類成份用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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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腹瀉者如：猢猻木（baobab tree） 的新鮮
果實、芒果樹 （mango tree） 的根及樹皮、
石榴（pomegranate） 和芭樂樹（guava tree）
的葉子等（32）。Shapiro等人亦指出，多酚
類對發炎性腸道疾病有預防及改善的效

果，故建議添加多酚類至罹患發炎性腸道

疾病或胰臟炎病患之腸道配方或靜脈營養

配方中（33）。由此可知，多酚類對腸道健

康具有重要的相關性。

天然食物攪打配方與商業配方

Liu表示，至目前為止大家仍相信植
化素的補充劑型無法取代天然食物的來

源，因為許多臨床試驗發現單獨使用補充

劑無法達到由豐富蔬果和全穀類攝取所產

生的健康效益（3）。分離純化的化合物可能

是失去其生物活性，或無法發揮其存在於

食物中時的作用。數千種植化素存在於食

物中，這些化合物有不同的分子大小、極

性和溶解性，此將可能影響其在人體的生

物可利用率及每一種植化素在細胞內的小

胞器（subcellular organelles）、細胞、器官
和組織的分佈情形。不同的蔬果和全穀類

可提供不同的植化素來源，Liu指出，將
各種食材同時一起攝取，其產生同等的抗

氧化效應所需的作用劑量較單一食材平均

所需劑量為低，故建議應由多樣化的蔬

菜、水果和全穀類攝取植化素以達到健康

的效益（3）。

根據 Harkness 的綜論指出，Barron針
對腸道灌食發表了相關的研究，他堅持醫

院廚房自製之天然食材攪打配方較商業配

方，有較佳的「病患耐受性」、「醫療適用

性」 和「經濟上的效益」。Barron和 Fallis
並指出人體的營養素需求是多元而複雜

的，沒有任何的加工商業配方可以超越或

甚至等同於天然食物，如牛肉、肝臟、牛

奶、蛋、水果和蔬菜等（1）。雖然目前商業

配方已有少數添加了天然食材來源的植化

素，然植化素含量易受加工、溫度、貯存

等多種因素影響，況且商業配方亦無法提

供食材多樣化、多變化等對長期灌食病患

健康之效益。而天然食物攪打配方，則可

依據食物設計份數，選擇當地、當季盛產

的新鮮食材，當天製備當天使用，提供最

佳的植化素來源。

結論

每日攝取多樣化富含植化素的蔬菜、

水果和全穀類是促進健康、預防慢性疾

病的飲食策略，而對於仰賴管灌食維生

的病患更是重要。商業灌食配方無法提

供適當的植化素來源，長期使用將造成

灌食病患血液中類胡蘿蔔素等濃度下降、

體內的抗氧化能力降低，以及腸道菌叢

的失衡等問題，搭配使用天然食物攪打

配方應是最佳的改善方法。目前長照機

構之評鑑條件中，已將提供灌食住民天

然食物攪打配方列為評核項目，營養師

應多開發設計優質的天然食物攪打配方，

並教導病患家屬製作的技巧，以促進長

期灌食個案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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