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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歲的 Winny
是一位兩
度復發的乳癌患者，抗

癌長達六年，深深體會在過程中

補充營養對控制病情的重要性。

一四年確診乳
「我在二 ○
癌，做了切除腫瘤手術，沒有做

術後治療；同年十二月乳癌復

發，除了要再做手術，還要做術
後化療。

當接受第二針化療後一星期，

體重下跌十磅！我很擔心，馬上約

見醫生及營養師。醫生建議我在化

療前後，體重變化不應多於三公斤

（約六點六磅）。跟進我情況的營

養師則教我要少吃多餐，進食量要

▲

▲

要戰勝癌魔，戰前要有充足營養打好
底子。今期營養師向大家講解「補、守、
攻、防」的抗癌補營策略。
在營
乳癌康復者 Winny
養師協助及鼓勵下，
安然度過抗癌路。

比平時多一倍，儲夠營養才足以打

說。
仗。」 Winny
但對於一位正接受化療的癌

病人來說，不是想吃便能吃，大

部分時間想吃都無能為力。

「當時化療針效力十分強，

我在十四日內頭髮掉光，喉嚨滿

是痱滋，飲水都有被刀割之感，

何況是進食？加上亦有胃酸倒流

癌病人在治療過程中會有反胃、嘔吐、口
腔潰爛等副作用，影響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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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上癌症，可能是一生中最難打的一
場仗，除了做手術，部分病人要接受化療
或放射治療等，有機會出現胃口轉差、吞
嚥困難。然而「戰疫」開始，一旦營養不
良，體重急跌，又怎樣抗癌？

▲養和營養部出版的
「至營食譜度癌關」
為病人剖析營養需要，
及設計多款營養餐單。

營養師為癌症病人設計的三
款營養美食。

情況，十分辛苦。
更令我灰心的是口味轉變，明
明是自己最喜歡的食物，送到口邊

重營養不良。

余思行說，癌症病人會營養

不良原因有三，第一是身體在抗

癌過程中會製造促炎細胞因子，

令新陳代謝出現異常；第二是在

化療及放射治療期間可能出現的

副作用，包括口乾、口腔潰瘍、

等；第三是擔心病情而過分戒

味覺改變、噁心、嘔吐、厭食
者，及早給予營養

口，致進食量不足及營養不良。

部統籌主任、高級營養師余思行

學會研究指出，四成病人在治療

藥、重新製造放射治療模具，甚

百分之五，或需要延遲注射化療

余思行說，當病人體重下降超過

度及效果，亦會帶來嚴重後果。

營養不良除了會影響治療進

惡病質影響治療

補充意見，幫助病
人度過癌關！

望着眼前的食物無法進食而傷心流

說，營養不良在癌症病人中十分

養和醫院營養

淚，擔心日後都是這樣，進食變成

一嗅便嘔吐……曾經有很多次，我

目睹一位病人未能如願
▲
進 食 海 南 雞 飯 ， 令 Winny
悟出「食在當下」的道
理。

前已經出現營養不良；而法國二

率！

普遍。根據歐洲臨牀營養與代謝

一一至二 ○
一二年一項研究，
○
訪問逾二千名癌症病人，當中百

若營養不良一直未處理，體

說。
苦差……」 Winny

的難辛歷程，外人未必明白。事

分之三十九營養不良，研究亦反

重持續下跌，會形成惡性循環，

癌病人營養不良

實上很多抗癌病人因為營養不

映正接受或曾經接受放射治療或

行說。

退，最終影響治療效果！」余思

肌肉流失、身體功能下降或衰

病人無法儲存能量、體重下降及

至中斷治療，有機會降低存活

良、體重下跌、血液指數太差而

化療的病人，較高機會出現營養

）。
出現「惡病質」（ Cachexia
「惡病質是一個多因素症候群，

癌症病人的治療期間所面對

無法繼續療程或大大影響治療效

不良。
▲ W i n n在
y 完成療程
後，胃口回復正常，這是
她的美食日記。

果，有研究更指出每五名癌病人

症本身。
有見及此，養和醫院營養部

三名非住院癌症病人進行
二百 ○
營養評估，包括正接受化療、標

在養和進行的癌症病人營養篩查

早前進行一個為期約一年半的營

病人，發現有接近一半病人有營

中，發現淋巴癌、消化道癌症、

養和醫院營養師周明欣說，
在治療期間的營養狀況，希望能

養不良風險，四分一屬中度或嚴

靶治療、免疫治療及混合治療的

及早找出有營養不良風險的患

養篩查，了解逾二百名癌症病人

二
○

便有一人死於營養不良，而非癌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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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約一千四百卡路里，確保有

豆類營養豐富，但天天
吃豆會很苦悶。
▲

現營養不良。針對各種癌症及不
足夠體力。」

里，故縱使病人吃不好，但一天

同病人情況，營養師如能及早介
到治療後期，副作用開始減

頭頸癌、肺癌及乳癌患者最常出

入，為病人訂立癌症食療四部

加個別癌症的復發風險，例如乳

癌病人，所以在治療後要努力減

脂肪及保持理想體重，減低復發
風險。

周明欣說，每位病人都有其獨

特情況，營養師會因應個人需要而

退，病人的營養策略調整為
「攻」，以高熱量、高蛋白質食

作出飲食建議。她分享其中一位

前體重有一百四十三磅，放射治療

物為主。周明欣說，病人可以盡

曲，幫助病人渡過難關及達至最
佳的治療效果。
周明欣解釋，四部曲即

完成治療後，飲食以預防復

二十五歲鼻咽癌男病人個案，治療

「防」，目標是在治療前、中、

開始後失去味覺，進食時食物沒有

蔬菜有益，但只進食蔬菜而
忽略其他營養，並不全面。

周明欣說。

加以鼓勵，幫助他渡過難關。」

飲用豆漿，或加入蜜糖水。期間

忍受營養奶的味道，於是建議他

然而他雖然失去味覺，但卻無法

建議他飲用最高熱量的營養奶，

減輕病人進食時面對的艱辛，我

「明白病人進食困難，為了

個人化餐單補營養

一百二十七磅。

二十八次電療後，體重下降至只有

瘍，吞食物時喉嚨如刀割，完成

味道，加上放射治療令喉嚨黏膜潰

發為目標。其中要留意脂肪會增

餐（如吃半份蛋治或飲用大半杯

建議病人每兩、三小時進食一小

高蛋白質食物及補充足夠水分。

要少食多餐，盡量選擇高熱量、

出現肚瀉等副作用，所以這期間

後病人會開始胃口轉差，或可能

攝取量、守住體重。「治療開始

取「守」的策略，即要守住營養

當進入治療期，一開始是採

「補、守、攻、防」策略

礦物質。」

並要補充抗氧化劑包括維他命及

食包括蛋白質、澱粉質、脂肪，

白營養素，維持足夠及高熱量飲

礎。「這階段的策略是攝取高蛋

症，增強免疫力，為治療打好基

營養為目標，「儲糧」應對癌

病人接受治療前，應以「補」充

後期幫助病人盡量補充營養。在

「補」、「守」、「攻」、

養和醫院營養團隊為癌病人制定飲食建議，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情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檔

杯營養奶），每小餐約二百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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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比正常低逾一半，原因是該

復月經後，血紅素下跌至五點

有一位乳癌病人在完成化療並回

周明欣指出這是謬誤。她說曾經

肉，認為會增加癌症復發機會，

期間不能進食紅肉，特別是牛

很多癌症病人，誤以為抗癌

在是食之無味。

等治療反應的九歲兒童來說，實

富，但對於胃口下降、出現噁心

攪拌而成的飲品，雖然營養豐

都是給他預備由多種堅果及穀物

兒童病人，他的母親每天有兩餐

放射治療及口服化療藥物的九歲

見一位剛做完腦癌手術，正接受

新一代化療藥副作用雖減低，但
仍然會有反胃、肚瀉等情況。

病人以為要戒紅肉，結果引致嚴

周明欣向病人解釋，並建議

餅、早餐穀物，於是向其母解

希望是吃搽了牛油的麵包、蔥油

周明欣了解後，得知病人最

她每天兩餐進食牛肉、飲豬膶

釋，病人是可以進食這些食物。

重貧血。

水果幫助

攝取鐵質。病人依照建議進食，

力氣打仗。

病人要吃得開心、吃得夠，才有

湯，並配合高維他命

十日後血紅素回升至七點九，
二十日後上升至十點四，一個半

在體重急跌後諮詢營養師的

控制體重減復發風險
抗癌期間的飲食太清淡，或

月後回復正常水平。

只重視營養而漠視味道，亦是很

，知道口味改變在治療後會
Winny
回復正常，當刻可以做的是以少
多人的常犯錯誤。周明欣曾經接

過去六個月體重減少>10%
或六個月以上減少>20%
 去六個月體重減少5%-10%
過
或六個月以上減少10%-20%

營養不良診斷標準

體重指標
（BMI） 70歲以下<20或70歲以上<22

70歲以下<18.5或70歲以上<20
肌肉量

嚴重減少
輕至中度減少

部分癌症病人接受放射
▲
治療後，有機會胃口轉
差。

體重減少
（%）

嚴重營養不良
中度營養不良

食多餐為策略，在胃口好的日子

就多吃一點，喜歡吃甚麼都可

以，最終渡過難關，完成治療後

體重保持在一百二十磅。

成為醫
經歷乳癌洗禮， Winny
院院牧，幫助癌症病人面對治療

難關。其中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陪

伴一名肝癌病人入院，期間到醫

院餐廳：「病人表示想吃海南雞

飯，但他的太太指雞含激素，因

此 不 讓 他 吃 …… 病 人 入 院 後 出 現

肝昏迷，最後離世。原來這一

餐，是他最後一次能自己選擇的

一餐，可惜無法如願……」

領
這個病人的遺憾，令 Winny
悟應抱持「食在當下」的心態。

其後她開懷地進食，不知不覺間

增至一百四十五磅，直至去年底

不幸癌症復發。
Winny
「這次是因血液中癌指標上

升而發現，只需要接受荷爾蒙治

療及口服標靶藥控制。荷爾蒙治

療有機會影響骨質密度，所以營

養師建議我每天要飲兩杯高鈣低

脂奶，另外當然是控制食量和脂

肪攝取量，及要多做運動！

其實我在第一次復發治療期

間很勤力做運動，其後漸漸鬆

懈，現在重新建立運動習慣，希
望預防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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