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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癌症是目前國人及醫界所關切的照護

重點。近幾年來，健康食物與預防癌症方

面日趨受到重視，但有關臨床癌症營養方

面的研究卻相當有限。癌症病人之生理、

心理的情況嚴重與複雜，往往使癌症病人

的營養評估及改善，較其他病人或健康民

眾困難許多。

研究調查統計，癌症患者發生營養不

良的比率 40-80%（1-2）。腫瘤類型、期別及

治療時引起的味覺改變、消化道機能障

礙，或是心理因素皆是導致營養不良的原

因。當癌症病人因疾病致使進食量減少，

身體代謝改變、身體養份被腫瘤剝奪，導

致高熱量損耗，而呈現體重減輕狀態，形

成惡病質 （ cachexia ） 。惡病質臨床症狀
包括厭食、體重減輕、貧血、易感到疲

倦、消瘦、沮喪和反射作用減少等，進而

造成病人活動力減少及免疫力下降。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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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人的營養問題，因疾病發展、治療方式（手術、放療、化療等）、治療之副

作用（噁心、嘔吐、食慾不振、腹瀉、便秘、疼痛等） 及患者心理變化等，皆可能直接
或間接影響食物之攝取，進而衝擊患者的整體營養狀況。本研究探討靈芝、黨蔘及當歸

萃取物之介入對癌症病人在治療期間生活品質及營養狀態之影響。本試驗共有 70 位癌
症病人參與，採隨機、雙盲、安慰組對照方式進行，將受試者分為兩組，一組服用安慰

劑，另一組服用靈芝、黨蔘及當歸萃取物膠囊，每天依三餐服用，每次三顆。試驗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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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週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靈芝、黨蔘及當歸萃取物之介入，對體重、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營養攝取狀況及血液生化值並無顯著影響。在生活品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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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常使腫瘤病人造成死亡的原因。許多

研究指出營養狀況與病人的臨床結果是有

關的，如營養與疾病的反應、病人的生活

品質、病人的存活率及醫療照護花費等（3-

4）。然而醫療技術之進步及新藥品之開發，

是否對這些現象有所改變，卻是值得探討

的。

靈芝 （ ganoderma lucidum ） 可提取
二百餘種多醣體分子，其中約有十餘種高

分子量的多醣體具有抗癌作用（5）。靈芝多

醣體能促進人體免疫功能，並激發巨噬

細胞及 T淋巴細胞等兩大免疫細胞，產
生大量和抗腫瘤有關的細胞激素（6），對腫

瘤防治具有重要意義。黨蔘（codonopsis 
pilosula） 屬於 Campanulaceae 科，其根常
作為中草藥，性味甘、平，含有皂苷、微

量生物鹼、蔗糖、葡萄糖、菊糖、澱粉、

黏液質、樹脂等成份，主治氣短無力、津

傷口渴、脾胃虛弱、食慾不振、大便清

稀、肺虛咳喘、熱症後的虛弱、氣虛脫肛

等各種氣虛之症（7）。當歸（angelicae radix）
既能補血，又能活血，故有和血的功效，

對腫傷期的散瘀消腫、養血生肌，都有良

好的療效（7-8）。

本研究擬探討癌症病人之體位、營養

狀況及生活品質，並了解靈芝、黨蔘及當

歸萃取物介入之影響為何。

材料與方法

一、試驗材料

黨蔘、靈芝、當歸經萃取、濃縮及冷凍

乾燥後，裝入不透明小膠囊，每粒膠囊重

約 600 mg ，內容量為 500 mg ，包含 10% 
黨蔘萃取粉末、10% 靈芝萃取粉末、 10% 
當歸萃取粉末、4-8% 香茅醇、其他為玉米
澱粉；安慰劑膠囊每粒亦重約 600 mg，內
容量為 500 mg，主要為玉米澱粉，外觀、氣

味皆與黨蔘、靈芝、當歸萃取物之膠囊相

同。

二、人體試驗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學倫理暨人
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案號 : CS03055 ）

本試驗於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乳房

外科、大腸直腸外科、放射腫瘤科及胸腔

科執行，徵求 18 歲以上，接受放療、化
療的病人，並且生活上能夠自理的惡性腫

瘤患者。本試驗採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方式進行，將受試者分為兩組，對照組

服用安慰劑，試驗組服用黨蔘、靈芝及當

歸之萃取物膠囊，每天依三餐服用，每

次三顆。試驗期共計 6 週，並分別在試
驗期的第 0 週、 3 週、 6 週抽血檢驗，試驗
第 0週與 6 週做問卷調查。整個研究進行
時間從民國 93 年 7 月起至 95 年 1 月止。
本試驗最終完成的受試者共計 70 位，實
驗組35 人（男性 8 人，女性 27 人）、安慰
劑組35 人（男性 10 人，女性 25 人）。受
試者於試驗期間，平均服用試驗膠囊達

92.47%。

三、營養支持與介入時機

在開始接受治療之初給予營養支持，

先評估病人所攝取之蛋白質、脂肪和熱

量，提供病人和家屬正確的營養知識，教

導病人如何面對及處理因治療所引起的營

養問題等基本營養指導。然後再依實驗組

或對照組，給予黨蔘、靈芝及當歸之萃取

物膠囊或安慰劑。

四、營養評估

營養評估方式，分為飲食攝取量、體

位測量及血液生化值等三部份。飲食攝

取量直接計算個案進食之總熱量及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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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位測量則以體重及計算身體質量指數 
（ body mass index, BMI ）。血液生化值測
量血清白蛋白 （ serum albumin ） 與血清
總蛋白質 （ serum total protein ） 以評估受
檢者之營養狀況。以血清肌酸酐 （ serum 
creatinine ） 評估腎功能。以主觀性整體
營養狀況評量表 （ the patient-generated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 PG-SGA ）進行
主觀性營養評估。以生活品質核心問卷 （ 
QLQ-C30 ）（9）  評估病人生活品質。行為

能力評估問卷採用由美國東岸癌症臨床研

究合作組織（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 ） 設計的問卷。0 級：完全
活動，不受任何限制。1 級：生理活動力
受影響，但非臥床，可從事輕鬆工作（簡

單家事，辦公室）。2 級 :非臥床，可自我
照護，但無法做任何工作 （ 一半時間清醒 
）。3 級：自我照護有限，一半時間坐在
椅子。4 級：完全喪失能力，長期臥床或
久坐。

在飲食調查部分，以 24 小時飲食回
憶問卷法，再配合食物模型及衛生署台

灣常見食品營養圖鑑（10），提供病人比對，

進行飲食內容評估，所收集的飲食資料再

利用以「台灣地區食品營養成份資料庫」
（11）為原理設計之「御廚皇營養管家膳食作

業軟體」（12），加以分析其所攝取營養素

成份及份量，並搭配食物頻率問卷。 

五、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結果，使用社會科學軟體

（ SPSS version 11.5 for windows ; SPSS Inc., 
Chicago ） 進行統計分析。利用 Student, s 
t-test來比較兩組間受試者進行試驗前之
年齡、身高、體重及 BMI的差異性。利
用 paired t-test 來比較補充劑介入後體重、
BMI、飲食調查、血液生化值及生活品質
的差異性。在生活品質問卷不同癌症組

別之差異性比較是使用單項變異數分析 

（ one-way analysis ofvariance，ANONA ）。
本文之研究數據皆以平均值加減標準偏

差（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表示，當
p值小於 0.05 （ p＜0.05 ） 為具有統計上
之差異。利用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 
correlation ） 分析以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與
對應飲食頻率問卷所獲得平均熱量之相關

性。

結果與討論

一、癌症病人特性

參與本研究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列於表

一。兩組受試者在試驗進行前的年齡、身

高、體重、身體質量指數（ BMI ） 皆無統
計上的差異。癌症診斷方面，乳癌患者共

有 43 人（ 61%）、大腸直腸癌患者 12 人（ 
17% ）、頭頸癌患者 6 人（ 9% ） 及肺癌患
者 9 人（ 13% ）。在期別方面，第Ι期共
有 8 人 （ 11% ）、第Π期有 27 人（ 39% ）、
第Ⅲ期有 26 人（ 37% ） 及第Ⅳ期有 9 人（ 
13% ）。治療方面，兩組皆主要以針劑化
療為主，次為口服化療、及放射線治療併

用針劑化療。

二、營養補充品使用情形

由表二可知，安慰劑組有 66%有服
用，其中保健食品（巴西蘑菇、靈芝、樟

芝液、冬蟲夏草、螺旋藻、大豆卵磷脂、

麥苗粉、乳酸菌、酵素、酵母硒、魚油、

雞精 ） 佔 37%，營養素 （ 綜合維他命、
鈣片、維骨力、麩醯胺酸） 佔 19%，中草
藥（ 煎飲片、科學中藥等） 佔 5%及有機
食品（五行蔬菜湯、精力湯、排毒水、華

陽複方等）佔5%，併用方面，每天使用一
種佔 20%、兩種佔 31%、三種佔9%及四
種  6%。試驗組則有 34%有服用，其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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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受試者基本資料

Items placebo experiment

Sex（F/M） 25 / 10 27 / 8
Age（years） 56 ± 10 56 ± 14
Height（cm） 158.26 ± 8.64 159.11 ± 5.68
Body weight（kg） 58.27 ± 10.20 62.43 ± 7.80
BMI（kg/m2） 23.36 ± 4.33 24.63 ± 2.61
Working（%） 11% 9%
Vegetarian（%） 3% 6%
Cancer type
    breast 20 23
    colorectal 7 5
    head and neck 3 3
    lung 5 4
Stage
      Ⅰ 3 5
      Ⅱ 16 11
      Ⅲ 10 16
      Ⅳ 6 3
Treatment
 ICT 21 23
 OCT 9 7
 RT 1 0
 RT+ICT 4 5

BMI: body mass index
ICT: injection chemotherapy　
RT: radiotherapy　
OCT: oral chemotherapy
values are mean ±SD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表二、受試者膳食補充品使用情形

Items placebo experiment

Dietary supplement（%） 66% 34%

Type（%）

   nutrient 19% 7%

   functional food 37% 12%

   chinese medicinal herb 5% 10%

   organic food 5% 5%

Combination（%）

   single type, everyday 20% 14%

   two types, everyday 31% 11%

   three types, everyday 9% 3%

   four types, everyday 6% 6%

Nutrient：including vitamins、minerals, and amino acid.
Functional food：including mushroom、Ganoderma lucidum、Cordyceps sinensia、spirulina、lecithin、grass、 
 lactobacillus、enzyme、Selenium yeast、ish oil, chicken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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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食品佔 12%、中草藥佔 10%、營養素
佔 7%及有機食品佔 5%，併用方面，每
天使用一種佔 14%、兩種佔 11%、三種
佔 3%及四種 6%。  

癌症病人因為治療（13）導致味覺改變、

噁心、嘔吐，甚至引起厭食，相對使得病

人飲食熱量攝取量下降，又或者心理上希

望能對病情有所幫助，而有普遍使用膳食

補充品之現象。除了醫院傳統的療程外，

大多數的癌症治療患者會搭配使用替代

性醫學療法（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CAM ），約 20-55％ 的病人以營
養補充劑為主（14-16），希望能藉由營養補充

劑的使用來降低副作用產生、器官毒性、

保護與刺激免疫系統、預防癌症復發率及

促進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質。

三、行為能力評估

兩組之行為能力人數多分佈在 0-1 
級，即生理活動力不受任何限制或受影

響，仍可從事輕鬆工作。

四、營養狀況評估 PG-SGA

PG-SGA問卷包含兩個部分，第一個
部分由病人回答，提供過去的體重改變、

飲食攝取、影響食物攝取的症狀與身體機

能的變化，其餘部份由試驗執行者完成。

依整體得分作為病人分級評估。 stage A -
營養狀況良好 ; stage B-輕度（或已察覺）
的營養不良； stage C-嚴重營養不良。依
計分建議方面為 0-1 分 :不需要介入，但
在治療過程需再定期進行評估。 2-3 分 :
針對疾病症狀或檢驗值，對病人及家屬進

行衛教。 4-8 分 :需要醫師、護理師和營
養師的介入，來矯正疾病症狀。≧9 分 :
顯示病人急迫需要營養的介入。

結果指出安慰劑組有 32 人（91%） 為
營養狀況良好，3 人（ 9% ） 為輕度（或已

察覺）營養不良；試驗組同樣有 32 人（ 
91% ） 為營養狀況良好、 3 人（ 9% ） 為輕
度（或已察覺）營養不良。兩組之營養狀

況是一致的。

再進一步研究各種癌症病人之營養

介入分數，分數在 ≧4 即是需要營養介入
者，乳癌有 4 人（ 9% ）、大腸直腸癌有 5
人（ 42% ）、頭頸癌有 5 人（ 83% ） 及肺癌
有 3 人（ 33% ）。由以上可知以頭頸癌病
人、其次為大腸直腸癌病人最需要營養介

入。

Segura （17）指出，末期癌症病人使用

PG-SGA評估，結果有 52%營養不良及
97.6%需要營養介入。由於本研究之個案
並非全部都是癌末期患者，所以營養不良

及營養介入之比例並沒有那麼高。

五、試驗樣品介入後之改變

（一）體重與 BMI 變化
兩組患者之體重與 BMI 於試驗前後，

均無顯著差異。

（二）飲食攝取量差異

1. 熱量消耗估算
   由表三得知，安慰劑組建議飲食

攝取量在第 0 週為 1859.30 ± 159.78 
kca l、第  6  週為  1865.58±157.73 
kcal；試驗組建議飲食攝取量在第 0
週為 1922.47±164.07 kcal、第 6 週為
1920.33±151.66 kcal。

2.  飲食攝取評估（24 小時飲食回憶法
及食物頻率問卷）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是最常被使
用的方法之一，可用來量化飲食攝

取情形（18），24 小時飲食回憶法可評
估不同年齡層群體的平均飲食攝取
（19），但其效度受試者的記憶力與合

作度、訪視員技巧及食物模型良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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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以本研究由受過標準化訓練

之營養師詢問受試者受訪前一天 （ 
24 小時 ）所攝取食物種類、烹調方
式，同時利用食物模型及「衛生署台

灣常見食品營養圖鑑」（10）來幫助受

試者回憶食物份量，最後詢問受試者

本次回憶的食物攝取量與平常是否相

似、較平常多或較平常少。食物頻

率問卷（訂定日常食物及特定食物

共 16 類 156 項）之標準份量，同時
詢問了每大類食物的每日、週及月之

攝取頻率與份量，問卷中也加入詢問

食物特質的問題選項，如烹調用油、

烹調方式、皮與蛋黃食用與否等，以

計算出每日平均總攝取熱量來增加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的效度（20）。在信

度及相對效度檢測部分，以飲食頻率

問卷分別於試驗開始第 0 週及第 6 週
詢問飲食情況，同時以 24 小時飲食
回憶法作為相對效度檢測，熱量攝取

量（ 第 0 週 ）在兩種方法的相關係
數為 r=0.65（ p ≦0.01 ）；熱量攝取
量 （ 第 6 週 ） 在兩種方法的相關係
數為 r=0.67 （ p ≦0.01 ），以 2 次飲
食頻率問卷（ 約間隔 42 天 ）所獲得
之熱量攝取量評估問卷之信度，相

關係數為 r=0.49（ p ≦0.01）。因此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與飲食頻率問卷
之熱量攝取量效度有相似結果，且有

顯著相關性，並呈一致性。此份食物

頻率問卷能對個人飲食情形作合理分

類，但未來仍然要再經過進一步的檢

討修改，加強問卷評估飲食之能力。

Barbara 等（21）在美國成年白人飲食習

慣調查中，也採用飲食頻率問卷，並

用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作效度檢驗，
發現所設計的問卷能簡便而有效的反

應目標人群的飲食習慣。為了測定相

對或絕對的營養素攝取，許多飲食頻

率問卷已包含飲食份量，或者訂定每

個食物項目的特定份量，形成半定量

飲食頻率問卷（22）。Frances 等（23）對

蔬菜和水果的攝入量，採用飲食頻

率問卷和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進行調
查，與實際攝入量相似，並建議在流

行病學調查或是疾病與膳食的調查

中，有份量的飲食頻率問卷應該會有

幫助。癌症病人於治療期間每日飲食

變異大（24），飲食頻率問卷可評估一

段時間內的飲食攝取狀況不受每日飲

食變動的影響，整體提高飲食評估的

準確性。

表三、癌症病人之熱量消耗估算與飲食攝取量

Items
week 0

Energy（kcal）
week 6

Energy（kcal）
EE
   placebo 1859.30± 159.78 1865.58± 157.73
   experiment 1922.47± 164.07 1920.33± 151.66

24-hours recall
   placebo 1418.11± 326.79（76.27%） 1421.27± 307.61（76.18%）  

   experiment 1541.49± 475.00（80.18%）  1491.16± 416.86（77.65%）  

FFQ
   placebo  1490.39± 383.49（77.52%） 1468.65± 348.06（78.72%）  

   experiment  1486.17± 224.12（77.31%） 1424.19± 295.65（74.16%）  

values are means±S.D
EE （energy expenditure） = BEE × activity factor （1.3） × stress factor （1.2）
FFQ: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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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三可知，以 24 小時飲食回
憶法，安慰劑組在第0週之熱量攝
取為 1418.11 ± 326.79 kcal、第 6 週
為 1421.27 ± 307.61 kcal ; 而試驗組
在第 0 週為 1541.49 ± 475.00 kcal 、
第 6 週為 1491.16 ± 416.86 kcal，兩
組經由 6 週樣品介入在 24 小時飲食
回憶法並無顯著差異。而食物頻率

問卷，安慰劑組在第 0 週之熱量攝
取為 1490.39 ± 383.49 kcal 、第 6 週
為 1468.65 ± 348.06 kcal ; 而試驗組在
第 0 週為 1486.17 ± 224.12 kcal 、第 
6 週為 1424.19 ± 295.65 kcal，同樣兩
組經由 6 週樣品之介入後，在食物頻
率問卷之結果並無顯著差異。另外，

以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及食物頻率問
卷，對飲食攝取評估之結果是相近

的。兩組個案之飲食攝取熱量只達到

熱量消耗估算之 77%。
   我們再進一步比較各種不同癌

症病人之飲食攝取量與熱量消耗估

算之達成率，由表四可知，乳癌為 
80%、大腸直腸癌為 74%、頭頸癌病
人為 75% 及肺癌為 79% 。尤其是大
腸直腸癌病人飲食攝取比較低，或許

是因為裝人工肛門，身上會有氣味，

影響到食慾，所以吃較少﹔而頭頸癌

病人飲食攝取也比較低，應該是手術

切除關係，直接影響到進食，食物

質地採用流質飲食而致營養攝取量

不足。 Andreyev（25）指出末期癌症病

人，半數以上幾乎都有營養不良及體

重減輕現象，體重減輕的比率分別

為胰臟癌 72%、食道癌 69%、胃癌 
67%、頭頸癌 57%、及結腸直腸癌 
34%。

3. 三大營養素佔總熱量百分比
   安慰劑組與試驗組之蛋白質、脂

肪及醣類等三大營養素平均攝取量佔

總熱量之約 14%、 33% 及 53%，與
行政院衛生署建議三大營養素比例為

蛋白質 10-14%、脂肪 20-30%、醣類 
58-68% 比較，蛋白質較合乎比例，
以脂肪比例超過標準，醣類比例則較

低。根據 1993-1996 國民營養健康狀
況變遷調查結果（26）， 19-64 歲男性
每人平均的脂肪攝取量約為每天 80
公克，佔總熱量之 33.5%； 19-64 歲
女性每人平均的脂肪攝取量約為每天 
61 公克，佔總熱量之 34.4%。女性的
脂肪攝取量低於男性，但是脂肪佔熱

量的比例反而比較高，這是因為女性

的總熱量攝取較低之故。有許多研究

表四、各種癌症病人之熱量消耗估算與飲食攝取量

Items Energy（kcal）

EE
   breast cancer 1888.37 ± 148.20
   colorectal cancer 1879.33 ± 168.45
   head and neck cancer 2060.33 ± 248.60
   lung cancer 1805.35 ± 123.48

FFQ
   breast cancer  1518.14 ± 354.70 （80.39%）

   colorectal cancer 1391.23 ± 307.95 （74.03%） 

   head and neck cancer  1549.75 ± 256.37 （75.22%）

   lung cancer  1434.06 ± 207.01 （79.43%）  

EE （energy expenditure） = BEE × activity factor （1.3） × stress factor （1.2）
FFQ：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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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膳食總脂肪的攝取量與多種癌症

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呈明顯正相關，尤

其是乳癌、結直腸癌（27）。

（三）營養生化指標測定

營養不良之表現，除了觀察體重及飲

食攝取外，體內蛋白質之變化亦是重要指

標。安慰劑和試驗組在白蛋白及總蛋白質

生化值有漸漸降低的趨勢，而肌酸酐生化

值則漸漸增加，但都維持在標準範圍，試

驗前後均無顯著差異。之前在飲食評估方

面，蛋白質攝取比例一直在標準範圍內，

所以關於蛋白質營養之生化值並無看到異

常情況（28）。

（四）生活品質問卷

癌症及治療方式會影響患者的生活品

質，包括身體、心理、社會及精神分數，

擔心復發、無法應對家庭關係變化、早發

停經、夫妻間性生活等（29-32）。在不同癌症

別比較，頭頸癌病人在角色功能、認知功

能、社會功能、整體生活品質分數比乳癌

病人、大腸直腸癌病人及肺癌病人顯著較

低，而在疲倦、睡眠困擾及食慾項目，也

皆較其他癌症病人顯著分數比較差，此

與 Ravasco（33） 之結果類似。因為頭頸癌病

人經過手術後，在咀嚼及吞嚥方面產生障

礙，所以會直接影響到食慾不佳﹔且經過

放射線治療後，身體容易感覺到疲倦，就

會間接影響到整體生活品質（34）。

由表五可知，試驗組在連續服用試驗

樣品六週後，生理功能及社會功能，都有

顯著的提升（ p ＜0.05）。生理功能項目是
指提重物、步行、日常生活自我照顧之困

難度，而社會功能是指本身身體狀況或至

醫院治療是否影響到家庭及社交生活。

表五、癌症病人之生活品質指標

Items
placebo experiment

week 0 week 6 week 0 week 6

Function  scales p alue p alue
   physical function 87.49±18.03 86.31±17.23 0.603 90.49±12.78b 93.20±12.17a 0.017
   role function 93.23±15.42 89.40±20.41 0.235 90.83±18.87 93.26±17.87 0.230
   emotional function 93.91±8.22 94.60±8.36 0.083 95.97±7.48 96.17±7.77 0.842
   cognitive function 94.69±13.40 95.63±9.53 0.607 95.66±9.44 96.14±10.09 0.711
   social function 94.23±14.06 95.23±13.77 0.310 90.37±18.81b 93.74±17.33a 0.033
   global QOL 63.37±20.91 65.23±21.60 0.121 69.80±17.51 69.71±15.77 0.974

Symptoms scales

   fatigue 12.13±15.89 13.07±21.10 0.796 5.84±10.61 10.37±18.85 0.089
   pain 2.89±7.58 1.46±4.83 0.268 1.91±6.72 2.40±7.18 0.571
   nausea and vomiting 0.97±4.00 1.91±8.85 0.577 0.97±4.00 0.94±5.58 0.981

Symptoms, single items

   dyspnea 5.66±16.95 1.89±11.16 0.103 0.00±0.00 0.94±5.58 0.324
   sleep disturbance 14.14±20.07 11.31±17.79 0.373 10.37±17.48 10.37±17.48 1.000
   appetite 9.43±18.89 6.60±17.54 0.413 0.94±5.58 5.66±14.94 0.096
   constipation 3.77±10.65 0.94±5.58 0.083 2.83±12.33 3.77±15.54 0.661
   diarrhea 2.83±12.33 1.89±7.77 0.711 0.00±0.00 2.83±12.33 0.183
   �nance 12.26±12.26 8.49±16.68 0.160 6.60±13.39 8.49±16.68 0.571

values are means±S.D  
Data within the same row bearing di�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were signi�cantly di�erent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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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靈芝、黨蔘及當歸萃取物之介入對癌

症病人營養狀況並無影響，但卻顯著提升

生活品質，尤其在生理及社會功能方面。

未來對於改善生活品質的機制有必要再做

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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