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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台灣行政院衛生署 2010 年衛生
統計資料顯示，口腔癌死亡率於全國主要

癌症死亡原因中排名第五名，死亡人數

為 2,370 人，占 5.8%；食道癌死亡率於全

國主要癌症死亡原因中排名第八名，死

亡人數為 1,563人，占 3.8% （1）。美國 2011 
年口腔癌估算死亡人數為 7,900 人，占
1.4%；食道癌的估算死亡人數為 14,710
人，占 2.6 %，但口腔及食道癌並未列於
美國 2011 年十大癌症死亡原因排名之中

摘要

此橫斷面研究分析台灣南部某醫學中心頭頸癌患者在不同體位，包括消瘦 （ BMI 
<18.5 ） 、正常 （ BMI=18.5-22.9 及 23-24.9 ） 及過重 （BMI ≧25.0 ） 之病人接受營養會診
後熱量和蛋白質攝取狀況及營養相關生化值改善成效。研究期間為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對象為住院之頭頸癌病人接受營養師會診兩次以上且資料完整者 （n=193）。整
體而言，隨著初診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下降，達熱量建議攝取比例有趨
勢性之下降 （p <0.014 ）。營養師照護會診後，病人的熱量攝取、蛋白質攝取、達熱量建議
攝取比例及達蛋白質建議攝取比例皆顯著提升 （p <0.001）。若以 BMI分層來看，在 BMI 
<18.5 （體位消瘦） 及 BMI=18.5-22.9 （體位正常 I ） 組別之病人，會診後之實際熱量、蛋白
質攝取、達熱量建議攝取及達蛋白質建議攝取皆顯著提升；但在 BMI = 23-24.9 （體位正
常 II） 組別之病人，熱量及蛋白質攝取與會診前相比則無差異。在 BMI ≧25.0 （體位過重） 
組別之病人，僅有達熱量建議攝取比例於會診後有顯著提升。而針對生化值之會診後成

效，BMI <23 組別之病人 albumin有提升，但僅達邊緣性顯著之差異 （p =0.073）。此外，
BMI <23 組別之病人於會診後，體重增加達顯著差異 （p =0.019）。總結，本研究發現針
對 BMI <23 之頭頸癌住院病人進行營養會診後，能有效提升熱量及蛋白質的攝取量，且
體重有顯著上升。BMI ≧23 之病人接受營養師會診後，其熱量及蛋白質、體重及 albumin
維持相同。故針對頭頸癌 BMI <23 者，是否應及早在化放治療前即給予病人積極的營養
支持以期改善飲食攝取、營養狀況及減少營養相關治療併發症，值得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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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口腔癌包括：舌、舌基、齒齦、顎、

扁桃腺、口咽、及下咽等部位。口腔癌及

食道癌 （ 頭頸癌 ） 的病人因本身疾病造成
咀嚼或吞嚥困難，再加上化學治療及放射

線治療相關副作用，常有嚴重體重流失的

情形（3）。

約有 30-50%的頭頸癌病人出現每月 
≧5% 或每半年 ≧10% 無意的體重流失情
形（4）。癌症病人體重流失的原因主要由於

身體代謝改變或因治療而使整體熱量需求

增加，也可能因為中樞神經及治療時發生

與營養相關副作用而導致飲食攝取減少。

頭頸癌病人治療中較常發生之營養相關副

作用包括：噁心、嘔吐、咀嚼 /吞嚥困
難、口痛、味 /嗅覺改變、腹脹、腹瀉及
便秘等（5）。以上副作用皆可能造成體重流

失，進而影響病人免疫功能、造成脫水、

影響治療療程、增加住院天數，也會影響

病人存活率（6）。此外，無意的體重流失也

與癌症復發相關（7）。早期營養介入對病人

體重的維持及疾病的癒後有正向的幫助。

頭頸癌的病人於治療期間若能得到足夠的

營養支持，可降低治療期間之副作用、減

緩病人體重流失情形、提升生活品質以及

加速化學及放射線治療後復原情形（8）。

有鑑於目前少有探討台灣醫療機構

頭頸癌病人營養狀況的相關研究，本研

究目的主要以橫斷面研究設計，分析台

灣南部某醫學中心不同體位，包括消瘦 
（ BMI <18.5 ）、正常 （ BMI =18.5-22.9 及 
23-24.9） 及過重 （ BMI ≧25 ） 之頭頸癌病
人，經營養師會診後，熱量及蛋白質攝取

及營養相關生化值改善成效，藉此找出需

優先介入的頭頸癌病人族群，使營養師能

夠更有效的協助病人改善營養相關問題。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橫斷面研究設計，並以回

溯病歷分析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12 月
間，台灣南部某醫學中心頭頸癌症相關病

房之頭頸癌病人的營養相關資料。研究

期間癌症個案收案人數共為 625 人，其中
頭頸癌個案為 393 人。為進一步分析病人
接受營養師會診後之成效，本研究將接

受營養師會診兩次以上且資料完整者 （ 
n=193 ） 列為本研究主要分析對象。本院
於 2009 年 9 月起，設置 1-2 位癌症病房專
科營養師，主要負責 5-6 個含有入院主診
斷為頭頸癌病人之頭頸癌症相關病房 （ 血
液腫瘤內科、腫瘤外科、口腔外科、耳鼻

喉科 ），提供癌症病人適切的營養醫療服
務。而癌症病人住院後，本院營養會診路

徑有三種：（1） 護理人員以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標準，篩選營養不良高危險群
之病人後，由營養師於 48 小時內進行會
診；（2） 針對有開立飲食醫囑的病人，營養
師每週於固定時間主動訪視 1-2 次；（3） 醫
師評估病人有營養相關問題時，由醫師開

立營養會診需求等方式得到營養照護服

務。本研究經過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之人體試驗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二、材料收集與定義

本研究由護理紀錄取得頭頸癌病人

入院性別、年齡、身高、體重；由醫師以

AJCC staging manual 7th edition為標準 （9），

醫囑癌症部位診斷及癌症分期；由營養師

收集病人主觀癌症營養相關副作用症狀及

營養素攝取；生化值由回溯病歷記載之檢

驗報告取得。

病人體位以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 計 算 ，並 以   World Health 
O r g a n i z a t ion  （W HO） i n t e r n a t ion a l 
classification為標準分類為 <18.5 （ 體位消
瘦 ）、18.5-22.9  （ 體位正常 I ）、23.0-24.9 
（ 體位正常 II ） 及 ≧25.0 （ 體位過重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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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 （10）。

血液生化值方面，主要由病歷查閱

可能與營養狀態相關之指標，包括：血

色素（ hemoglobin, Hgb ）、C-反應蛋白 （ 
C-reactive protein, CRP ） 及血清白蛋白 （ 
albumin, Alb ）。Hgb可能因化療造成的影
響而下降。CRP反應急性期全身性之發炎
狀況，有腫瘤時會使指數上升，代表病人

身體組織處於消耗狀態及慢性發炎的程

度，可能造成持續性的營養狀況下降。Alb
是由肝臟所合成的蛋白質，可代表體內的

蛋白質貯存狀況，但因半衰期為三週，反

應較長期之營養狀況，且指標也可能因疾

病為急性壓力期、肝、腎功能異常及藥物

使用而影響。

病人熱量及三大營養素攝取狀況資

料，由營養師於會診病人前先參考病房護

理記錄，再由營養師以 24 小時飲食回憶
法詢問病人飲食攝取情形，若 24 小時紀
錄不夠詳盡，營養師會再進一步詢問最近 
2-3 天之食物攝取狀況，以加強在評估病
人熱量及蛋白質攝取量之正確性。本研究

僅以營養師評估之飲食資料進行分析。熱

量建議根據 Harris Benedic equation（11）及

ESPEN guidelines計算（12），而蛋白質建議

根據 ESPEN guidelines計算（12）。達熱量建

議攝取比例為：病人實際熱量攝取量 /營
養師建議熱量攝取量 × 100%；達蛋白質
建議攝取比例為：病人實際蛋白質攝取量

/營養師建議攝蛋白質攝取量× 100%。
如上述，本院營養會診路徑有 （1） 營

養不良高危險群之病人營養會診；（2） 針
對病房開立飲食醫囑的病人固定時間進

行營養會診；（3） 醫師開立自費營養會診。
針對以上情形進行營養會診後，本院腫瘤

專科病房營養師以統一之訪視紀錄單，主

要紀錄病人熱量及三大營養素等飲食攝

取狀況、是否出現營養相關症狀、生化檢

驗值、腫瘤臨床特性及體位等相關之主客

觀資料。根據以上主觀客觀資料予以評估

後，紀錄營養師針對醫囑之建議，以及相

對的飲食調整策略及營養衛教原則。若病

人的進食途徑以管灌為主，則視營養師之

建議處方，調整病人之灌食熱量高低、三

大營養素比例、纖維質添加、礦物質限制

與否、灌食速度、灌食次數、灌食配方濃

縮程度或水解程度等。若病人可由口進食，

則視營養師建議，調整飲食質地 （軟質、
剁碎、半流質或流質）、飲食餐次分配育

或其他飲食成分調整，例如：纖維質及礦

物質 （ 磷 ） 添加、水分限制或增稠劑使用
等。營養衛教部分，主要以教導癌症治療

期間均衡飲食概念、如何進行熱量及蛋白

質補充，如何因應癌症治療期間副作用的

飲食相關調整以及食物製備衛生與安全等

相關議題，並給予衛教單張，協助病人達

到熱量及營養素攝取目標。營養不良高危

險群之營養會診 （路徑（1）），於初次會診
後，於高危險病人住院之第7天及第 14 天
由護理人員再次進行營養不良篩檢，若仍

為營養不良高險群，則由營養師進行複診，

而取得營養會診紀錄。針對開立飲食醫囑

或由醫師照會的病人 （營養會診路徑（2）
（3）），營養師會於初次會診後一週，主動
進行第二次會診，並再次收集病人營養會

診之相關資料。本研究分析以接受營養師

會診兩次以上且飲食記錄資料完整者為主

要研究對象，共有 193 人納入分析。

三、統計分析

本 研 究 以 chi-square test 及 ANOVA
分析病人的臨床特性及營養相關副作用

症狀在不同體位分層之差異。以 paired 
t test分析病人於營養師會診前後熱量及
蛋白質之攝取量、生化質及體重變化之

差異，並以簡單線性迴歸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病人熱量及蛋白質實際攝
取量或其攝取量達到營養師建議比例與

不同體位分層之趨勢相關性。本研究使



蘇郁婷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8 .

用 SPSS 17.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以 
p <0.05定義為具統計上顯著差異。

結果

193 位頭頸癌個案中，以男性較多 （ 
94.3% ）。平均年齡為 53.9±10.4 歲。平均
BMI為 20.6±3.7 。個案癌症部位以口腔
癌最多 （ 85.0% ），其次是食道癌 （ 10.9% 

），最後是鼻咽癌 （ 4.1% ）。個案癌症
overall stage以第 IV 期人數最多 （ 72.8% 
）。進食途徑以管灌食為主 （ 82.9% ）。當
進一步將個案資料依體位分層，結果顯

示，BMI <18.5、18.5-22.9 及 23-24.9 三
組個案的進食途徑以管灌為主，佔 84.4-
90.5%。而 BMI ≧25 個案之由口進食途徑
與管灌分別佔 52.4 及 47.6%，比較結果達
顯著差異 （ p <0.001 ），故進食方式分佈
在不同體位分層有顯著不同 （ 表一 ）。

表一、住院頭頸癌病人根據不同BMI之臨床特性

項目
overall BMI <18.5 BMI=18.5-22.9 BMI=23-24.9 BMI ≧ 25.0
n=193 n=61 n=90 n=21 n=21 p

性別 , n(%)
男 182 (94.3) 59 (96.7) 85 (94.4) 20 (95.2) 18 (85.7) 0.310
女 11 (5.7) 2 (3.3) 5 (5.6) 1 (4.8) 3 (14.3)

年齡 (歲 ) 53.9±10.4 54.0±8.6 52.7±10.8 60.9±11.6 51.6±10.4 0.008
BMI (kg/m2) 20.6±3.7 16.8±1.3 20.6±1.3 23.8±0.6 27.8±3.5 <0.001
癌症部位 , n(%)

口腔 164 (85.0) 48 (78.7) 79 (87.8) 17 (81.0) 20 (95.2) 0.564
鼻咽 8 (4.1) 3 (4.9) 2 (2.2) 2 (9.5) 1 (4.8)
食道 21 (10.9) 10 (16.4) 9 (10.0) 2 (9.5) 0 (0.0)

T stage, n(%)✽

T1 10 (5.6) 2 (4.1) 4 (4.8) 2 (12.5) 2 (9.5) 0.155
T2 34 (19.0) 10 (16.9) 12 (14.5) 7 (43.8) 5 (23.8)
T3 33 (18.4) 12 (20.3) 14 (16.9) 3 (18.8) 4 (19.0)
T4 102 (57.0) 35 (59.3) 53 (63.9) 4 (25.0) 10 (47.6)

N stage, n(%)✽

N0 60 (33.3) 17 (28.8) 28 (33.3) 6 (37.5) 9 (42.9) 0.725
N1 55 (30.6) 17 (28.8) 29 (34.5) 4 (25.0) 5 (23.8)
N2 57 (31.7) 23 (39.0) 23 (27.4) 6 (37.5) 5 (23.8)
N3 8 (4.4) 2 (3.4) 4 (4.8) 0 (0) 2 (9.5)

M stage, n(%)✽

M0 156 (86.7) 48 (81.4) 73 (86.9) 15 (93.8) 20 (95.2) 0.324
M1 24 (13.3) 11 (18.6) 11 (13.1) 1 (6.3) 1 (4.8)

Overall stage, n(%)✽

I 8 (4.4) 1 (1.7) 4 (4.8) 2 (12.5) 1 (4.8) 0.260
II 14 (7.8) 4 (6.8) 5 (6.0) 3 (18.8) 2 (9.5)
III 27 (15.0) 11 (18.6) 9 (10.7) 4 (25.0) 3 (14.3)
IV 131 (72.8) 43 (72.9) 66 (78.6) 7 (43.8) 15 (71.4)

進食途徑 , n(%)
　由口進食 33 (17.1) 6 (9.8) 14 (15.6) 2 (9.5) 11 (52.4) <0.001
　管灌 160 (82.9) 55 (90.2) 76 (84.4) 19 (90.5) 10 (47.6)
數值以 n(%)或平均值±標準差表示。以 Chi-Square及 ANOVA分析臨床特色在不同體位分層之差異，p <0.05定
義為具統計上顯著差異。若類別變項 n <5, 則以 Fisher Exact Test 進行檢定 。
Abbreviation: BMI, body mass index。BMI分組定義根據WHO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標準： <18.5 (體位消瘦 )、
18.5-22.9 (體位正常 I)、23-24.9 (體位正常 II)、≧ 25.0 (體位過重 )。
✽ 人數不足 1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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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顯示頭頸癌患者常見的營養相關

副作用症狀分佈，整體而言，個案主要營

養相關副作用症狀前五名為：口痛 /口乾
/咀嚼困難有 179 人 （ 92.7% ）、吞嚥困難
/易嗆到有 177 人 （ 91.7% ）、營養不良有 
43 人 （ 22.3% ）、消化差有 33 人 （ 17.1% 
）及腹脹有 27 人 （ 14.0% ）。依體位分層

結果顯示，體位消瘦及正常者比體位過重

者有較高比例的嘔吐 （ p=0.046 ）、口痛 /
口乾 /咀嚼困難 （ p =0.001 ）、吞嚥困難 /
易嗆到 （ p <0.001 ）、消化差 （ p =0.020 ）
及營養不良 （ p <0.001 ） 等情形。
表三顯示個案於營養師初診及複診會

診之飲食攝取變化情形。營養師會診後，

表二、住院頭頸癌病人根據不同 BMI 之營養相關症狀分佈
症狀 overall BMI <18.5 BMI=18.5-22.9 BMI=23-24.9 BMI ≧ 25.0
　 n=193 n=61 n=90 n=21 n=21 p
食慾差 /厭食
　無 167 (86.5) 52 (85.2) 77 (85.6) 20 (95.2) 18 (85.7) 0.674
　有 26 (13.5) 9 (14.8) 13 (14.4) 1 (4.8) 3 (14.3)
噁心

　無 189 (97.9) 58 (95.1) 89 (98.9) 21 (100.0) 21 (100.0) 0.292
　有 4 (2.1) 3 (4.9) 1 (1.1) 0 (0) 0 (0)
嘔吐

　無 185 (95.9) 55 (90.2) 89 (98.9) 21 (100.0) 20 (95.2) 0.046
　有 8 (4.1) 6 (9.8) 1 (1.1) 0 (0) 1 (4.8)
味覺改變

　無 190 (98.4) 61 (100.0) 89 (98.9) 21 (100.0) 19 (90.5) 0.018
　有 3 (1.6) 0 (0) 1 (1.1) 0 (0) 2 (9.5)
口痛 /口乾 /咀嚼困難
　無 14 (7.3) 4 (6.6) 4 (4.4) 0 (0.0) 6 (28.6) <0.001
　有 179 (92.7) 57 (93.4) 86 (95.6) 21 (100.0) 15 (71.4)
吞嚥困難 /易嗆到
　無 16 (8.3) 3 (4.9) 5 (5.6) 0 (0.0) 8 (38.1) <0.001
　有 177 (91.7) 58 (95.1) 85 (94.4) 21 (100.0) 13 (61.9)
消化差

　無 160 (82.9) 43 (70.5) 80 (88.9) 18 (85.7) 19 (90.5) 0.257
　有 33 (17.1) 18 (29.5) 10 (11.1) 3 (14.3) 2 (9.5)
腹脹

　無 166 (86.0) 51 (83.6) 77 (85.6) 19 (90.5) 19 (90.5) 0.257
　有 27 (14.0) 10 (16.4) 13 (14.4) 2 (9.5) 2 (9.5)
腹瀉

　無 179 (92.7) 58 (95.1) 82 (91.1) 18 (85.7) 21 (100.0) 0.257
　有 14 (7.3) 3 (4.9) 8 (8.9) 3 (14.3) 0 (0)
便秘

　無 173 (89.6) 55 (90.2) 81 (90.0) 18 (85.7) 19 (90.5) 0.873
　有 20 (10.4) 6 (9.8) 9 (10.0) 3 (14.3) 2 (9.5)
營養不良

　無 150 (77.7) 32 (52.5) 78 (86.7) 19 (90.5) 21 (100.0) <0.001
　有 43 (22.3) 29 (47.5) 12 (13.3) 2 (9.5) 0 (0)

數值以 n(%)表示。以 Chi-Square分析臨床特色在不同體位分層之差異，p <0.05定義為具統計上顯著差異。若類
別變項 n <5, 則以 Fisher Exact Test 進行檢定 。
Abbreviation: BMI, body mass index。BMI分組定義根據WHO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標準： <18.5 (體位消瘦 )、
18.5-22.9 (體位正常 I)、23-24.9 (體位正常 II)、≧ 25.0 (體位過重 )。



蘇郁婷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30 .

病人的實際熱量、蛋白質攝取、達熱量建

議攝取比例及達蛋白質建議攝取比例皆

顯著提升 （ p <0.001 ）。在 BMI <18.5 及
BMI = 18.5-22.9 組別之病人，會診後之實
際熱量、蛋白質攝取、達熱量建議攝取比

例及達蛋白質建議攝取比例皆有顯著提

升 ; 但在 BMI = 23-24.9 組別之病人，熱
量及蛋白質攝取於會診前後比較相似。在

BMI ≧25.0 組別之病人，僅有達熱量建議
攝取比例於營養師會診後有顯著提升。此

外，達熱量建議攝取比例的平均值在四組

BMI分組分別為：77.9±22.4、84.2±25.0、
88.0±18.5 及 90.4±17.0，利用簡單線性迴
歸分析發現，隨著 BMI下降，達熱量建
議攝取比例有趨勢性之下降 （ p =0.014 ）。
達蛋白質建議攝取比例的平均值在四組

BMI分組分別為：75.0±24.2、78.6±27.6、
81.3±21.2 及 86.1±20.1，利用簡單線性迴
歸分析，發現隨著 BMI下降，達蛋白質

建議攝取比例有下降的趨勢，但為邊緣性

顯著（ p =0.069 ）。
表四顯示個案於營養師初診及複診會

診前後生化值及體重變化情形。所有個案

Hgb於營養師會診後有顯著下降。針對
Alb變化情形，不論是所有個案會診前後
比較或是依 BMI分組，皆有提升，但無
顯著。BMI <23.0 組別之病人 Alb有提升，
但僅達邊緣性顯著 （ p =0.073 ）。針對體
重變化情形，個案於營養師會診後體重有

增加情形，尤其是針對 BMI <23.0 組別之
病人於會診後，體重增加達顯著差異 （ p 
=0.019 ）；但針對 BMI ≧23.0 者，體重變
化於會診前後相似。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隨著初診 BMI下

表三、住院頭頸癌病人接受營養師會診前後熱量及蛋白質攝取變化狀況

項目
會診
時機

overall
(n=193)

BMI <18.5
(n=61)

BMI=18.5-22.9
(n=90)

BMI23-24.9
(n=21)

BMI ≧ 25.0
(n=21)

p for 
trend≠

實際熱量 初診 1574.6 ± 454.6 1414.9 ± 408.5 1608.2 ± 486.6 1661.6 ± 374.1 1707.2 ± 377.1 <0.001

攝取 (kcal) 複診 1704.1 ± 429.2 1595.7 ± 461.0 1734.1 ± 395.0 1706.6 ± 496.9 1887.7 ± 337.5

p <0.001 0.005 0.004 0.438 0.054

實際蛋白質 初診 65.1 ± 20.0 60.3 ± 18.1 65.2 ± 21.6 67.6 ± 16.7 75.5 ± 17.5 0.002

攝取 (g) 複診 71.6 ± 20.6 68.4 ± 22.4 72.3 ± 20.1 71.6 ± 21.5 78.0 ± 15.3

p <0.001 0.004 0.001 0.169 0.254

達熱量 初診 83.3 ± 23.0 77.9 ± 22.4 84.2 ± 25.0 88.0 ± 18.5 90.4 ± 17.0 0.014

建議攝取 (%)✽ 複診 90.3 ± 21.8 87.8 ± 24.5 91.1 ± 20.3 89.8 ± 25.7 94.6 ± 15.3

p <0.001 0.009 0.004 0.592 0.046

達蛋白質 初診 78.6 ± 25.2 75.0 ± 24.2 78.6 ± 27.6 81.3 ± 21.2 86.1 ± 20.1 0.069

建議攝取 (%) # 複診 86.5 ± 26.4 84.9 ± 29.2 87.1 ± 25.9 86.3 ± 27.7 89.1 ± 18.8

p <0.001 0.006 0.003 0.171 0.222

數值以平均值±標準差表示，會診前後之差異以 paired t-test分析，結果以 p <0.05定義為具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Abbreviations: BMI, body mass index。BMI分組定義根據WHO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標準：<18.5 (體位消瘦 )、
18.5-22.9 (體位正常 I)、23-24.9(體位正常 II)、≧ 25.0(體位過重 )。
✽ 達熱量建議攝取 (%)  = 實際熱量攝取量 / 建議熱量攝取量 × 100%。
 #達蛋白質建議攝取 (%) = 實際蛋白質攝取量 / 建議蛋白質攝取量 × 100%。
§人數不足 193人。
≠熱量及蛋白質實際攝取量或其攝取量達到營養師建議比例與不同體位分層之趨勢相關性以簡單線性迴歸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結果以 p <0.05定義為具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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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達熱量建議攝取比例有趨勢性之下降  
（p <0.014）。就 193 位個案之分析結果，
營養師會診後，頭頸癌個案實際熱量攝

取、實際蛋白質攝取、達熱量建議攝取比

例及達蛋白質建議攝取比例皆顯著提升 （ 
p <0.001 ）。進一步以 BMI分層後，BMI 
<18.5 （ 體位消瘦 ）及 BMI =18.5-22.9  （ 體
位正常 I ） 兩組之個案，以上四項指標有
顯著提升，但在其他 BMI組別，熱量及
蛋白質攝取量維持，僅有 BMI ≧25 組別
的病人蛋白質攝取有顯著改善 （p=0.046 
）。此外，個案於營養師會診後體重有增

加情形，BMI <23.0 組別之病人於會診後，
體重增加達顯著差異 （ p=0.019 ）；但針對
BMI ≧23.0 者，體重變化於會診前後相
似。

頭頸癌患者於治療前後監測體重為重

要且經濟的營養狀態評估方式（13）。患者

於化療治療期間體重流失與存活率有顯著

相關性（14）。Langius等學者指出（14） ，頭頸
癌病人於放射線治療期間，平均體重流

失為 2.2-3.6 公斤（14） ，平均瘦肌肉組織流
失為 2.43 公斤（15）。進一步也有研究指出，

頭頸癌病人治療前 BMI ≦25 可能會影響
化放療癒後成果，包括吞嚥、癌症復發、

存活率等，可能是因為體重狀態理想之

患者，較能承受癌症化放療的副作用（16）。

Platek等人（17）回溯頭頸癌患者接受放化療

前營養狀況與治療後局部腫瘤根治之成

效，結果顯示治療前標準體重之百分比以

及治療時間長短可顯著預測治療後局部腫

瘤根治成效。而體重流失與癌症治療期間

熱量攝取有關，研究指出，若病人熱量及

蛋白質攝取足夠 （每日熱量為每公斤體重 
≧35 卡、每日蛋白質為每公斤體重 ≧1.5 
克），則可降低體重及瘦肌肉組織的流失
（15）。本研究個案於營養師會診後體重增

加，尤其是針對 BMI <23 組別之病人體
重增加達顯著差異 （ p=0.019 ），顯示介入
後，以 BMI <23 的病人在提升熱量及蛋
白質攝取較有效果。而針對 BMI ≧23 之
病人，則可能因病人本身營養狀況較佳，

短期內之營養會診較不易看出會診成效。

營養師在各類慢性疾病團隊照護以及

在頭頸癌病人介入已有許多文獻指出其重

要性。在一個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中，作

者將 75 位頭頸癌的患者分為：（1） 於放
射線治療前由營養師介入執行營養衛教；

（2） 無營養師介入，病人攝取正常飲食搭
配營養補充配方及（3） 病人無執行營養衛

表四、住院頭頸癌病人接受營養師會診前後營養相關指標及體重變化情形

項目
會診
時機

overall
(n=193)

BMI <23
(n=151)

BMI ≧ 23
(n=42)

Mean ± SD p Mean ± SD p Mean ± SD p

hemoglobin (g/dL)✽ 初診 11.0 ± 2.4 10.7 ± 1.7 12.2 ± 3.8

複診 10.4 ± 1.7 <0.001 10.1 ± 1.5 <0.001 11.3 ± 1.9 0.102

C-reactive protein (mg/dL)✽ 初診 97.4 ± 66.7 100.3 ± 67.1 86.8 ± 66.8

複診 90.6 ± 93.2 0.434 96.6 ± 96.1 0.722 68.7 ± 80.7 0.202

albumin (g/dL)✽ 初診 2.8 ± 0.6 2.8 ± 0.6 2.9 ± 0.8

複診 2.9 ± 0.5 0.126 2.9 ± 0.5 0.073 2.9 ± 0.4 0.950

體重 (kg)✽ 初診 56.3 ± 12.1 51.3 ± 7.8 70.8 ± 10.5

複診 56.6 ± 11.9 0.114 51.9 ± 8.0 0.019 70.5 ± 10.6 0.384

數值以平均值±標準差表示，會診前後之差異以 paired t-test分析，結果以 p <0.05定義為具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BMI, body mass index。BMI分組定義根據WHO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標準：<18.5 (體位消瘦 )、18.5-22.9 (體位
正常 I)、23-24.9 (體位正常 II)、≧25.0 (體位過重 )。
✽ 人數不足 1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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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介入也無補充營養配方等三組。治療期

間，第一組及第二組熱量及蛋白質攝取皆

有增加，但第三組有下降情形。>90% 病
人出現治療副作用，包括厭食、噁心、嘔

吐、口乾及味覺改變等。三個月後追蹤病

人狀況，第一組有 90% 副作用改善、第
二組有 67% 副作用改善、第三組有 51% 
副作用改善。此外，治療結束後的生活品

質分數及營養攝取在第一組及第二組有

顯著改善，但第三組則有顯著變差。因

此，放射線治療期間，營養介入除了可提

升病人營養素的攝取，改善治療副作用復

原的情形，對治療結束後之生活品質亦

有正面的影響（18）。另一篇前瞻性隨機對

照研究顯示，將胃腸及頭頸癌患者分為：

（1） 有營養師每週遵循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ADA） 營養醫療準則於治療前
後執行營養衛教共 10 次及 （2） 由護理師
執行一般飲食衛教兩組。接受營養師介入

者，熱量及蛋白質有顯著提升，平均每日

熱量攝取為每公斤體重 28-31 大卡、平均
每日蛋白質攝取為每公斤體重 1.1-1.3 克，
而一般介入組的平均每日熱量攝取為每公

斤體重 25-29 大卡、平均每日蛋白質熱量
攝取為每公斤體重 1.0-1.1 克，顯示營養
介入並遵循 ADA 營養醫療準則可提升飲
食的攝取，對於癌症病人執行放射線治療

的營養相關成效有正向的幫忙（19）。綜合

以上結果，持續性之營養師介入對於提升

病人熱量及蛋白質攝取、緩解營養相關副

作用及改善生活品質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了營養素攝取及體重改善外，本研

究亦以 Hgb、CRP、Alb作為營養師營養
會診之監測點。因為本篇研究之對象為癌

症治療中之住院病人，患者初訪 Hgb為 
11.0±2.4 g/dL，追蹤 Hgb 為 10.4±1.7g/
dL，有顯著下降 （ p <0.001 ）。在一有 159 
頭頸癌患者的研究中顯示，接受為期 56 
天之化放療，其 Hgb平均下降 2.2 g/dL 
（1.3-3.1 g/dL）。監測病人 Hgb可協助醫

師判斷患者治療劑量的強弱，加上營養

狀態與貧血相關，改善 Hgb對於降低治
療中斷有幫忙（20）。研究中也顯示 Alb及
CRP為存活率的預測指標，因此 Alb及
CRP可協助醫療團隊評估重度頭頸癌患者
治療指引及指標（21）。而 Alb、Hgb及 CRP
在各類疾病中與營養狀態息息相關，可能

可以做為營養師會診之監測管理項目。

癌症治療後所產生之營養相關副作

用也會影響病人飲食攝取。本篇研究個

案主要營養相關副作用症狀按照發生比

率之多寡依序為：口痛 /口乾 /咀嚼困
難 （ n=179，92.7% ） 、吞嚥困難 /易嗆
到 （ n=177，91.7% ） 、營養不良 （ n=43，
22.3%） 、消化差 （ n=33，17.1% ） 、腹脹 
（ n=27，14.0% ）。其他以頭頸癌病人為
對象的研究顯示，治療後所產生之營養相

關副作用排名分別為口痛、吞嚥困難、牙

齒問題、口乾、食慾差、便秘、味覺改變

及易飽脹等（5）。上述研究之營養相關副作

用排名與本研究結果類似，多是以口腔相

關症狀為主，其症狀最直接影響癌症患者

飲食的攝取。治療前即有吞嚥困難及疼痛

也與體重流失有顯著相關（22）。且營養相

關副作用中，以口乾、噁心及吞嚥困難等

症狀最能預測病人熱量攝取情形（23）。故

在營養介入措施中，提供病人在出現這些

症狀時之營養對策相關飲食衛教資訊可能

相形重要。

目前醫院評鑑基準要求，醫療機構針

對營養不良高危險群病人評估應於 48 小
時內完成。Nourissat等學者（8） 建議放射

線治療前，應由營養師提供密集的個別營

養諮詢介入，而介入可改善病人體重流失

及每月體重流失 ≧5% 營養不良的情形。
有另一篇研究觀察化放療治療前積極營養

介入對於頭頸癌患者營養狀態及預後的影

響。結果顯示，積極營養介入的病人於

治療中體重流失情形較一般無介入者低 （ 
-4.6±4.1% vs -8.1±4.8% ），且可減輕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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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5 天副作用的發生率及改善因治療副作
用而延遲治療的時間。因此，積極營養介

入可能需要在化放療治療前提早進行（24）。

結論

本研究發現住院頭頸癌病人隨著 BMI
下降，達熱量建議攝取比例有趨勢性之

下降。進一步以 BMI分層分析，BMI <23 
之頭頸癌住院病人進行營養會診後，能有

效提升熱量及蛋白質的攝取量，且體重也

有顯著性的提升。BMI ≧23 之病人接受
營養師會診後，其熱量及蛋白質、體重、

albumin維持相同。故針對頭頸癌 BMI 
<23 者，是否應及早在化放治療前即給予
病人積極的營養支持以期改善飲食攝取、

營養狀況及減少營養相關治療併發症，值

得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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