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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告

前言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民國 98 年統計，
癌症仍為國內十大死亡原因之首，其中食

道癌的名次上升到第八名（總死亡人數之 
3.7%）。研究顯示，食道癌與國人吸菸、
喝酒、嚼檳榔的習慣有關。食道癌病人初

期通常較少有自覺症狀，大多數是因為腫

瘤逐漸變大而導致食道變窄時，出現漸進

性的吞嚥困難（起初固體吞嚥困難，進而

流質食物）、喉嚨疼痛和體重減輕等症狀、

甚至嚴重到吐血才就診，經檢查才發現罹

患食道癌。而食道癌病人常在確定診斷時

就同時有營養不良的問題，研究顯示其營

養不良的發生率高達 80%（1）。

食道癌的治療方式包括：外科手術、

放射線治療與化學藥物治療等。在選擇治

療時必須考慮的因素為：病人癌症的分期

/癌細胞的類型、健康狀況 （生理、心理、
營養等） 及病人與家屬的接受配合度等，
再依照訂定之「食道癌病人之臨床診療指

引」 給予病人適當的治療。

摘要

食道癌病人常在確定診斷時就同時有營養不良的問題，因此在疾病治療過程，給

予食道癌病人良好的營養照顧 ( 包括營養評估及營養支持 ) 至為重要。本個案為一名
第  IVa 期，62 歲之男性食道癌病人，治療計劃先接受 “ 前導性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  ( 
induction CCRT ) ” 後，再進行手術切除與重建。病人在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時放置了
胃造廔管灌食，並維持部分食物由口進食，如此能兼顧 “ 吃東西的精神層面意義 ” 和 “ 
配合管灌飲食以達足夠營養補充量 ” 之優點。在 「食道癌病人切除手術後之營養照顧流
程」 中，手術同時放置空腸造口以儘早開始腸道灌食 ( early enteral feeding ) ，並設定維
持體重與足夠營養支持為「營養治療目標」 。本個案在術後空腸造口灌食期間依此照顧
流程，適應良好，並達到營養支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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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腫瘤本身造成病人的進食困難，

病人所接受的治療也會使身體代謝率增加

而使身體長期處於大量消耗能量的狀態，

而治療所造成的副作用也會再進一步影響

病人的營養補充和體重維持（1），因此對於

具有高度營養不足風險的食道癌病人，給

予良好的營養照顧 （包括營養評估及營養
支持） 在疾病治療全程佔有重要的地位。

個案病況

劉先生，62 歲，已婚，國小畢，現
已退休，主要照顧者為其太太。過去 10 
年以上平均每天抽 5 支菸；另每週喝酒 3 
次以上，每次 300-600 mL，持續 20 年以
上。其它無嗜喝熱飲或吃醃製品習慣，無

慢性病與癌症家族史。

2009 年 8 月開始出現對固體食物吞
嚥困難的情形，持續 3-4 個月；因 2 個
月內體重減輕 4 公斤及吐鮮血，至附近
醫院檢查並診斷出食道癌。之後於 2010 
年 1 月 26 日至筆者醫院做第二意見諮詢
與治療，在確定診斷為食道癌第 IVa 期 
( T3N1M1 )，鱗狀細胞癌 (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 後，治療計劃為先接受 “ 前導
性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 (化學治療藥物為 
cisplatin + fluorouracil ( 5-FU )，放射線治
療的總劑量為 5000 cGy/25 Fr ) ”，再評估
是否能夠進行手術將腫瘤切除。

營養照顧過程

第一次營養照護 

個案於 2010 年 2 月 3 日住院，進行第一
次的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和放置胃造廔管。

一、營養評估

體位測量方面，劉先生身高 164 公分、
目前體重（CBW）72公斤（94.7% of  UBW），
二個月前經常體重 （UBW）76 公斤，身體
質量指數 （BMI） 為 26.8 kg/㎡，外觀無水腫
情形。1 月 26 日和 2 月 3 日的血液、生化
檢驗結果均在正常範圍 （表一） 。
個案以進食軟質切碎的食物為主，每

餐可進食碎肉粥 1.5 至 1.8 碗及約九分滿
木瓜或香蕉，有時打成果汁飲用，此外平

均每天補充營養補充品 4 罐 （每天飲用腫
瘤配方 2 瓶和均衡配方 2 瓶）。評估每日
熱量攝取約 2000 大卡（27.8 大卡 /公斤），
蛋白質攝取約 110 公克（1.5公克 /公斤） 。
營養需求量的估算，熱量以 Harries-

Benedict 公式計算，體重以調整體重 62.4 
公斤代入（實際體重 /理想體重：122%），
活動因子設定為 1.2-1.3，壓力因子設定
為 1.4 （因同時做 CCRT 治療），其估算熱
量需求為 2200-2400 大卡 /天；蛋白質以 
1.2-1.8 公克 /公斤實際體重計算，其估算
蛋白質需求為 86-130 公克 /天。進食估算
量與營養需求估算量比較後，蛋白質可達

到其需求，但在熱量部分則不足（圖一）。

二、營養診斷

(一) 體重過重 ( BMI 26.8 kg/㎡ )。
(二)  明顯的體重減輕 ( 2 個月減少 4 
公斤，體重減少約 5.3% )。

(三)  輕度蛋白質-熱量營養不良（食物
攝取量較建議量低，且治療因素

造成蛋白質-熱量需求增加）。

三、營養治療目標

(一)  給予飲食衛教，以了解化學治療
期間飲食原則及個別化高熱量、

高蛋白質之飲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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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個案血液及生化數值分佈

檢驗日期
2010/
01/26

2010/
02/03

[1stCCRT]

2010/
03/01

[2ndCCRT]

2010/
03/30

2010/
04/20

2010/
04/27
[POD-1]

2010/
04/30

項目 單位

WBC ×10,3/ul 9.70 9.01 3.84 5.52 5.89 7.80 6.65
Hb gm/dL 14.0 13.7 11.9 12.5 11.5 10.5 8.7
Glucose mg/dL 92 113
BUN mg/dL 14 18 20 14 17 12 14
CRE mg/dL 0.94 1.01 1.05 0.88 0.80 0.78 0.65
Uric acid mg/dL 6.6 6.2
Cholesterol mg/dL 164 188
Albumin g/dL 4.4 4.6 3.4
Globulin g/dL 3.3 3.1
Direct/Total 
Bilirubin mg/dL 0.19 / 0.51 0.17 / 0.49 0.49

GOT / GPT U/L 18 / 17 15 / 20 19 / 19 21 / 17 23 / 18 30 / 27
Na mmol/L 136 138 139 140 139 142 139
K mmol/L 4.4 4.3 4.3 4.0 4.4 3.7 3.7
Cl mmol/L 99 102
Ca mg/dL 9.9 9.4 8.6

WBC: white blood cell ; Hb: hemoglobin; BUN: blood urea nitrogen; CRE: creatinine; GOT: glutamic-oxalocetic transaminase; 
GPT:glutamic-pyruvic transaminase; Na:sodium; K: potassium; Cl: chlorine; Ca:calcium

(二)  維持體重。     
(三)  避免聽信偏方、不適當之特殊飲食。
(四)  放置胃造廔管後，能夠正確操作，
以達到積極營養支持的成效。

四、營養介入

因個案已安排好 2 月 5 日要去放置胃
造廔管，所以 2 月 3 日訪視病人時，給
予飲食衛教，其內容為：（1） 化學治療期
間飲食原則、2400 大卡（蛋白質比例 17% 
） 食物份量；（2） 請他維持目前進食量之
外，每天再增加 1 瓶均衡營養品或鮮奶 ( 
或豆漿 / 米漿 / 100% 果汁 ) 300-400 c.c.，
以達到其營養需求估算量；（3） 鼓勵病人
在治療期間儘量保持目前體重和持續可

耐受運動量；（4）  2 月 5 日放置胃造廔管
後，再訪視和給予管灌飲食出院衛教。

於 2 月 5 日放置胃造廔管後，營養師
遵醫囑而開立「胃腸道管灌飲食醫囑單」，

內容包括營養目標量、灌食方式、灌食配

方種類與濃度、目前管灌飲食量等，護士

則依建議開始灌食。胃造廔管灌食採用全

濃、等滲透壓之聚合配方，灌食方式採批

式灌食，少量多次而逐漸增加，以儘快達

到營養需求估算量，調整過程中要觀察病

人有無腹痛、腹脹、腹瀉、灌食液由胃造

廔傷口外漏等情形。

2 月 5 日當天給予衛教，內容包括：
（1） 胃造廔管灌食 2400 大卡（包括部分由
口進食） 之原則 ，包括灌食配方、批式灌
食原則、加鹽 3-5 公克 /天等；（2） 再次
強調維持目前體重和可耐受運動量。個

案於 2 月 5 日晚上開始灌食至 7 日早上出
院，胃造廔管灌食部分適應良好，可依照

灌食計劃逐漸加量且完全灌完。

第二次營養照護

個案於 2010 年 3 月 1 日住院，進行
第二次的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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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個案治療期間營養補充之熱量與EER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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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個案治療期間營養補充之蛋白質與EPR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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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個案治療期間營養支持總量與熱量估算量（EER）(A)、蛋白質估算量（EPR）(B)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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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養評估

體位測量方面，入院當天體重 70.5 
公斤，BMI 為 26.2 kg/m2，無水腫情形。

3 月 1 日入院的血液生化數值僅血紅素
（hemoglobin, Hb）11.9 偏低，其他數值均
正常 (表一 )。
在家每日灌食量為腫瘤配方 2 瓶和均

衡配方 4 瓶，估算其灌食量的每日熱量約
1720 大卡，蛋白質量約 84 公克。另可進
食攪打細碎食物，每餐可吃果汁機打碎肉

粥約 1.5 碗，偶爾會喝現打果汁約 150-250 
c.c.，估算最近由口進食量的每日熱量攝
取約 500-600 大卡，蛋白質攝取約 25-30 
公克。灌食量和由口進食量合併計算後，

每日熱量攝取約 2200-2320 大卡 ( 31.2-32.9 
卡 /公斤 )，蛋白質攝取約 109-114 公克
（1.5-1.6 公克 /公斤）。

營養需求量的估算方式同第一次合併

化學放射線治療時，體重以原來體重代入 
( 因為 % 理想體重：119% )，其估算熱量
需求為 2400-2600 大卡 /天，估算蛋白質
需求為 85-127 公克 /天。比較後，蛋白
質有達到病人需求，但在熱量部分則稍不

足 (圖一 )。
其他部分的評估 ( 如生理、心理、疼

痛等 )，個案可接受目前合併化學放射線
治療的副作用，覺得有比較嚴重的食道發

炎﹑腫痛不適，服用止痛藥後有改善；但

進食量變少，需藉由胃管灌食補充；胃管

灌食部分適應良好，傷口恢復與排便正

常。精神佳，平日會和太太帶孫子去公園

玩和散步；但睡眠時間較長，所以有時會

減少一次灌食，而造成營養補充量不足和

體重減輕的情況。

二、營養診斷

(一)  體重過重 ( BMI 26.2 kg/m2 )。

(二)  體重減輕 ( 1 個月減少 1.5 公斤，
約減少 2.1% )。

(三)  輕度蛋白質-熱量營養不良 ( 食物
攝取量較建議量低，且治療因素

造成蛋白質-熱量需求增加)。

三、營養治療目標

(一) 增加胃造廔管之灌食量。
(二) 避免體重繼續下降。
(三) 維持可耐受之由口進食量。

四、營養介入

營養師訪視時，因個案表示仍想由口

吃攪打細碎的鹹肉粥，所以協助其訂醫院

伙食，請個案維持目前進食量（約 1.5 碗
/餐和 100% 果汁 1 瓶 - 195 c.c.）。住院期
間給予胃管管灌飲食 2000 大卡（蛋白質比
例 17% ）。灌食量和由口進食量合併計算
後，每日熱量攝取約 2500-2600 大卡，蛋
白質攝取約 110-115 公克，均可達到其營
養需求估算量。

隔日追蹤，上述兩項病人都可以達

成；鼓勵病人在住院期間要儘量保持可耐

受運動量，並再次衛教出院後之足夠營養

補充量。

第三次營養照護

個案於 2010 年 4 月 25 日住院，進行
腫瘤切除手術治療。

2010 年 4 月結束 “ 前導性合併化學
放射線治療 ”，重新檢查後確立其食道癌
期別降為 T2N1M0，第 II b期，經團隊
討論後決定進行手術。因此個案在 2010 
年 4 月 26 日進行手術，術式為 “ 食道腫
瘤切除、食道重建 ( 利用胃部 ) 、空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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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術 ( thoracoscopic esophagectomy, gastric 
tube reconstruction and feeding jejunostomy) 
”。病人術後轉入加護病房，並開始空腸

造口灌食。營養師於 2010 年 4 月 27 日
訪視病人。

一、營養評估

體位測量方面，入院當天體重 68.5 
公斤， BMI 為 25.5 kg/m2，無水腫情形。

入院前的血液生化數值只有 Hb 11.5 偏低
（4 月 20 日抽血），其他數值均正常（表
一）。術後（4 月 27 日） 抽血報告中：Hb 
10.5 g/dL 偏低，glucose 113 mg/dL 偏高，
albumin 3.4 g/dL 偏低，其他數值均正常
（表一）；異常部分皆持續觀察即可，醫囑

有開立胰島素相對應增減調整法 （sliding 
scale） 以避免術後壓力性高血糖。

營養需求量的估算，熱量以 Harries-
Benedict 公式計算，活動因子設定為 1.2-
1.3，壓力因子設定為 1.3，其估算熱量需
求為 2200-2400 大卡 /天；蛋白質以 1.2-
1.8 公克 /公斤實際體重計算，其估算蛋
白質需求為 82-123 公克 /天。

二、營養診斷

(一) 體重過重 ( BMI 25.5 kg/m2 )。
(二)體重減輕 ( 1.5 個月減少 2.0 公
斤，約減少 2.8% )。

(三) 輕度蛋白質-熱量營養不良 ( 食物
攝取量較建議量低，且治療因素

造成蛋白質-熱量需求增加 )。

三、營養治療目標

(一) 與醫療團隊共同合作，給予病人
足夠的營養支持：擬定熱量、蛋

白質於術後第 5 天至出院時，應
達到營養需求估算量之 +/-10%  

(包括空腸造口灌食量和靜脈營
養補充)。

(二) 住院期間維持體重：以維持入院
時體重為目標，若體重減輕應 
<5% 程度。

(三) 出院前給予空腸造口灌食衛教，
以正確操作並持續達到積極營養

支持的目標量。

四、營養介入

營養師評估後，開始空腸造口灌食，

灌食計劃如圖二，並追蹤觀察其灌食相關

之不適症狀。記錄住院期間營養給予量與

體重變化，以提供病人良好的營養照顧。

個案在灌食前期使用灌食機時，沒有

不適症狀，可以依照灌食計劃而循序調

整；但在 5 月 1 日下午換成灌食袋慢速灌
食時，有輕微腹脹、排便次數增加至 2-3 
次 /天之情況，滴速減慢後有改善。
個案出院前給予衛教：（1） 空腸造口

灌食 2400 大卡之飲食原則（包括灌食配
方、灌食袋慢速灌食原則、加鹽 3-5 公
克 /天、額外加灌水 500-800 c.c./天等） ；
（2） 保持目前體重和持續可耐受運動量；
（3） 遵醫囑而開始由口進食和調整飲食內
容。因出院時個案只能由口喝水和少量流

質食物，所以 “ 食道術後由口進食原則 ” 
待門診時再由醫師轉介。

個案在術後空腸造口灌食期間適應良

好，出院當天的體重為 69 公斤，住院期間
體重沒有減輕（增加 0.5 公斤）；且空腸造
口灌食量之熱量、蛋白質於術後第 4 天至
出院時均達到營養需求估算量之 +/-10%
（圖三），有達到設定之營養治療目標。

五、後續追蹤照護

個案 5 月 7 日回診，在家灌食情況順
利，傷口恢復良好；經口喝水和流質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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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病人入院

POD 2：開始灌食feeding diet，

濃度 0.5 kcal/cc，速度20 → 40 → 60 cc/hr

(每 8 小時調整)[使用灌食機]

POD 1：開始灌食 D5W，速度20 cc/hr

  [使用灌食機]

手術＋放置空腸造口

PPN：Nutri�ex-peri

2000 cc/day

PPN：Nutri�ex-peri

1000 cc/day

營養師 F/U.

再評估、調整

營養師 F/U.

再評估、調整

營養師 F/U.

再評估、調整

圖二、食道癌病人進行切除手術後之營養照顧流程

會診營養師

(1)營養評估

(2)開立“胃腸道管灌醫囑單”

(3)開“飲食單”

POD 3：繼續灌食 feeding diet，

濃度 0.75 kcal/cc，速度60cc/hr →

濃度 1.0 kcal/cc，速度60cc/hr → 80cc/hr

(每 8 小時調整)[使用灌食機]

POD 4：繼續灌食 feeding diet，

濃度 1.0 kcal/cc，速度 80-100 cc/hr，至病人

營養需要量(每 8 小時調整) [使用灌食機]

停用PPN.IVF，

F-J加灌3-5克鹽及

500-1200 cc 水/天

。

營養師

(1)F/U 再評估調整

(2)出院衛教(空腸造

口灌食)

*由口進食衛教：大多

於 1-3 週後門診。

POD 5：繼續灌食 feeding diet，

若病人營養需要量 >2400 kcal/day，則調

整濃度至 1.1-1.2 kcal/cc，速度 100 cc/hr

，以達到病人營養需要量。[使用灌食機]

POD 6-7 或出院前 1-2 天：
調整為灌食袋緩慢滴注灌食，灌食配方照舊。

*病人術後約一週，做 esophagography 檢查，並決

定是否開始由口進食

PPN ：peripheral parenteral nutrition
POD ：postoperative day
F/U ：follow-up

*灌食期間若有不適症狀，則與醫護人員討論

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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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熱量(大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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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 feeding 85 480 1420 2160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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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N support + IVF 0

F-J feeding 10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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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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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蛋白質(公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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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個案食道術後營養支持之熱量(A)、蛋白質(B)估算量

PPN：peripheral parenteral nutrition

IVF：IV  uid
POD：postoperative day

F-J：feeding jejunos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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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練習後已較不會嗆到，偶爾有間歇性咳

嗽；當天的體重為 68.1 公斤，遵醫囑返
家後開始由口進食軟質飲食，並於當日會

診營養師給予衛教，內容包含： （1） 食道
術後由口進食原則；（2） 進食量漸增與灌
食量漸減之替換原則；（3） 維持體重。
個案 5 月 21 日再次回診時，由口進

食軟質飲食穩定，無嗆到情況、咳嗽亦減

緩，也能接受由口喝營養補充品。個案本

人表示最近一週已經完全不灌食，要求儘

早拔掉空腸造口，因此於該次門診即拔除

灌食管；當天的體重為 65.7 公斤，體重
減輕程度為 2 週減少 2.4 公斤 ( 3.5% )。該
次回診並無會診營養師，治療期間體重之

變化情況見（圖四）。

討論

文獻指出，病人若在合併化學放射線

治療前放置預防性的胃造廔管，能有效預

防嚴重的體重減輕和靜脈滴注的需求（7）。

而食道手術同時放置空腸造口以儘早開始

腸道灌食 ( early enteral feeding ) ，已有多篇
文獻證實是安全的，可保護腸道黏膜和促

進免疫功能，縮短 ICU 天數和住院總天數，
且相關併發症發生率是相當低的（2-6）。筆

者醫院食道癌病人在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

期間約有 50% 病人會先放置胃造廔管，而 
100% 的病人在食道手術治療同時放置空腸
造口，以期能儘早開始腸道灌食；胃造廔

管灌食、空腸造口灌食部分，建議制定標

準照顧流程且確實執行，其優點是：醫療

團隊在營養照顧上有共識，可以有效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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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個案治療期間之體重變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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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支持之設定目標，給予病人良好的營

養照顧，避免因人而異所造成的照顧差異。

食道癌病人常發生體重減輕的情況，

研究指出，當食道癌確診時，已經有 34% 
病人有嚴重體重減輕（定義為：過去 6 個
月中減輕大於 10% 或過去 1 個月中減輕
大於 5%），74% 有不同程度之體重減少；
而術前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過程中，有 
32% 病人有體重減輕大於 10% 之發生（8）。

本個案在確定診斷時、術前合併化學放射

線治療期間和術後開始由口進食後，都有

體重持續減輕的情形（圖四）。

本個案進行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前有

放置預防性的胃造廔管，但體重仍持續下

降，可能因治療過程中的副作用（如疲倦

嗜睡、易飽脹、噁心嘔吐、放射線治療與

回診之費時奔波等），影響病人管灌飲食

的目標達成率，相關文獻中並無類似資料

可比較。回顧筆者醫院 2010 年度，食道
癌病人若在合併化學放射線治療前有放置

預防性的胃造廔管，則體重在未來 2 個月
平均增加 0.5 公斤（範圍在減輕 5.1 公斤至
增加 6.7 公斤）；反之，體重在未來 2 個
月有平均減少 1.9 公斤（範圍在減輕 7.8 公
斤至增加 6.5 公斤）的情況。另文獻中指
出術後一個月回診之病人，有 82% 有體
重減輕情形，其中 44% 為嚴重體重減輕、
6% 為明顯體重減輕（5）。食道癌病人術後

常有進食困難的症狀（如吞嚥不順、易嗆

到、胃酸逆流、易飽脹、消化不良、腹瀉

等），本個案開始由口進食後，未依建議

而自行停止空腸造口灌食，造成營養補充

量嚴重不足、體重減輕之結果。

根據 2009 年美國重症醫學會 ( society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SCCM  ) 和美國靜
脈暨腸道營養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parenteral and enteral nutrition, ASPEN ）公布
之「成人重症人患營養支持治療準則」（9） 

建議：腸道灌食應在住院後的 24 至 48 小

時內儘早開始給予 [ 等級 C ] ，灌食量應在
開始灌食後的 48 至 72 小時內逐漸增加至
目標量 [ 等級 E ]。其他文獻（3.5.6）指出：術

後之空腸造口灌食可以直接由全濃、等滲

透壓、一般聚合配方開始，但灌食開始速

度和進展則各有不同。筆者醫院，自 2010 
年 10 月與醫療團隊討論後，食道癌術後之
空腸造口灌食在術後第 2 天改以全濃度開
始灌食，調整後灌食量，可提早於術後第 
3 天就達到營養需求估算量之 +/- 10%，也
能提早一天停用周邊靜脈營養 ( peripheral 
parenteral nutrition, PPN )。

另灌食配方的選用，2009 年美國
重症醫學會和美國靜脈暨腸道營養學

會公布之「成人重症病人營養支持治療

準則」（9）中建議：免疫調節腸道營養配

方（指添加精胺酸、麩醯胺酸、核苷酸、

ω-3 脂肪酸及抗氧化劑等） 應使用於適
當的病人族群，如外科重大手術、創傷、

燒傷、頭頸癌、使用呼吸器之重症病人，

且小心用於嚴重敗血症病人（外科重症病

人：等級 A，內科重症病人：等級 B）。
但使用特殊營養配方這部分，因考量因

素多，需要再商確。而本個案在合併化

學放射線治療前之口飲營養補充品和胃

造廔管灌食配方，部分選用腫瘤病人適

用配方 ( 每瓶 360 大卡，每毫升 1.5 大卡 
)，主要原因是家屬在該公司上班，且經
濟狀況許可；在營養評估過程中因考量

個案為「體重過重」體位，需要較高的蛋

白質需求量，該配方的蛋白質比例較高

為其優點，所以在個案使用該配方時評

估進食量和灌食量，熱量補充雖稍不足，

但蛋白質補充都可達到其需求量。

結論

食道癌病人可能有許多症狀，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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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食物攝取和營養吸收，最後可能導致

長期營養不良的問題。食道癌病人從診

斷時、治療中至治療結束，都應該考量

到全面的照顧，包括適當的營養評估、

營養支持和選擇合適的運動去改善整體

的健康狀態。食道癌病人在合併化學治

療放射線治療期間的營養問題可能與吞

嚥困難、黏膜炎和味覺改變有關，建議

應調整其食物的質地、溫度、稠度、營

養含量和進食次數；若有嚴重的進食困

難問題，則應考慮管灌飲食。若進行食

道手術治療，術後儘早開始腸道灌食可

以減少在加護病房時間和總住院天數；

而手術產生的進食問題，也需要持續積

極的營養支持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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