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話題正夯
免疫力與癌症的關係

抗癌長路 戰營密技
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將善的種子持續發揚下去

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暨萬芳醫院內科教授 賴基銘醫師

癌友常見
余章明

雖然因為口腔癌讓我容貌改變、吃東西不方便，但也因
經過這一場生死決鬥，心境上多有轉變，變得更融入人群
、懂得安排生活，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我都會盡力幫忙
，希望跟我接觸的人都可以感染到我的熱情，同事也說我罹
癌以前個性孤僻、倔強，但現在我雖然顏面改變，卻會笑容以
對，未來我會繼續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將這份善的種子持續發揚下去！

抗癌路途做好準備，
讓我們一起敬勇氣兩杯

蔡志騰

55 歲那年，正是我意氣飛揚職場高峰期，但是我發現罹
患食道癌，既然罹癌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心情難過自
怨自嘆，胡思亂想，難過一天也夠了。拿出紙筆，好好盤算
一下要做什麼才是正經事。當時我把想到的所有抗癌方式都寫
下來，也照做但是沒想到，療程期間，書本上所描寫的副作用
，比自己想的還要早到，當時真的有了想死的念頭，還好靠著家人的支持和自己的意志
力我走到了今天。
癌症的這場仗，就像一場無止盡的奮鬥，雖然不知道結果會如何，我們能做的，就是在
所有的打仗開始前，做好準備，尤其是營養的打底，如果讓我重來一次，第一件事要做
的就是透過正確的營養提升免疫力，和打棒球一樣，有了好的棒球棒在手，才可以揮出
漂亮的安打！

做好每一次的準備，
才可以打贏這場生命的戰役

Q&A

抗癌關鍵趨勢：強化人體免疫系統

交戰大補帖

諮詢專家：台灣癌症基金會營養師 張瑀芳

Q

Ans：免疫力是一個像蹺蹺板的雙向平衡體系，2017 歐洲營養指南所建議
的魚油、精胺酸、核苷酸，這 3 效免疫營養的運作機制，主要是讓免疫細
胞可以發揮最大的價值，故癌友在選擇相關營養配方時，應該以有充分臨
床實證，且符合法規的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為主。

Q

運動與營養相比，何種較能增加免疫力呢？

Ans：目前歐洲有近 8 成的國家，都已經在進行術前營養優化的療程，從
術前營養、體能的優化到術後恢復，全程都有一個完整的照護，有別於過
去病患進行手術前大多在家裡等候通知，現在則建議患者可以在等待時先
進行免疫營養優化，同時也可以諮詢醫院的復健科醫師，做一些居家體能
優化的準備，像健走、爬樓梯都是很好的運動，最好持續進行至少 2 周以
上的時間，「免疫營養優化」加上「體能優化」，是儲備免疫力的好方法！

Q

因為癌細胞的快速擴散，第一年我開了 4 次刀、13 個刀
疤、30 幾次化療、200 日住院，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家人的
支持，我知道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努力和癌症共存，所以我
在療程前就很注意營養的補充，因為我知道，只有做好每一
次的準備，才可以打贏這場生命的戰役。
罹癌後，最大的感觸是，以前總知道要活在當下，就像教科書上一定要背的重點一樣，
現在則是真正的把握時光。未來人生不再有「等一下」。苦難常常是化了妝的祝福，若不
是受苦，怎能讓我們看見生命的美好？我願意成為那傳奇的 5%，毅力＋信心＝希望，請
讓我當先鋒，把 5% 變成不稀奇！

Q

應該採取低醣飲食餓死癌細胞？

3 效免疫營養：魚油、精胺酸、核苷酸，只單靠一種補充有
用嗎？

Ans：根據 2017 歐洲營養指南指出，魚油、精胺酸、核苷酸三者合併使用
時效果較能彰顯 4，可以幫助降低併發症的發生機率 5。此外，歐洲營養指
南也提到，單一使用魚油的效果並無足夠實證 4。因此建議，若要使用的
話，可以合併這 3 效免疫營養素一起使用，以達到預期效果。

癌症不能只是消極對抗，
一定要有戰術及戰略目標

何清全

41 歲那年我罹患肝癌，所以當時我就靠自己像瞎子摸象
般，摸索著這條苦到不行抗癌歷程，當時我對自己說我必
須要勇敢的對抗癌症，只要我有能力我還會反擊。在這邊我
也想呼籲所有的癌友，在當時罹癌的時候，我雖然在療程之後
做了很多準備，但是最忽略的就是療程前的準備，如果當時我
可以具備有營養儲備的觀念，在療程前就開始透過運動和營養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相
信在整個抗癌的戰術上會更完整！

Q

吃生機飲食是不是比較好？

Ans：生機飲食的熱量、蛋白質含量皆低，同時容易造成腸胃不適，且會
讓身體產生飽足感，導致無法攝取足夠的食物份量，此外，生菜含生菌數
較高，更容易在免疫力低下時引發感染，因此治療期間食物最好煮熟再吃
、避免採用生機飲食。

Q

聽說癌友要多補充魚油，即可提升免疫力？

Ans：魚油富含 Omega-3 脂肪酸，具有抗發炎的效果，2017 歐洲營養指
南也建議，如果魚油再搭配精胺酸與核苷酸，這兩個關鍵營養素幫助，三
者共同調節免疫效果更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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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癌友的實際使用經驗也發現，相較於補充僅添加魚油的癌症營養配方
，補充同時含有魚油、精胺酸與核苷酸的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患者對
副作用的感受程度明顯降低了約 4 成 14。

Q

透過正確營養補充 提高患者免疫力！

免疫營養關鍵特刊
基金會的話
營養不良是癌症病人最常發生的問題，也被認為是造成癌症病患每況愈下的重要原因。台灣
癌症基金會成立 21 年以來，一直以提升國人健康品質，推動全民防癌觀念為己任，並持續
相關的營養衛教，提供最新的趨勢，就是希望癌友和家屬們，可以透過正確的營養觀念順利
完成療程，維持正常的生活品質！抗癌過程中，癌友們除了需要攝取均衡營養之外，我們更
需要精準的免疫營養策略來對抗癌症，也希望所有癌友們可以藉由特刊中專家們的解說，對
正確的癌症營養和免疫營養有清楚的認知，一起攜手抗癌，打造致勝抗癌力！

癌友容易營養不良，所以可以使用「單一的麩醯胺酸或高蛋
白粉」來維持體力？

Ans：癌症治療期間營養要均衡且充足，不應該特別去限制醣類的攝取，
如果過份限制醣類，反而有可能因為營養不均衡、營養素攝取不足而加劇
癌因性引起的代謝異常，使治療副作用無法獲得減輕。

Q

癌症治療的困難在於，惡性腫瘤會自行發展出各種手段來壓制我們的免疫系統，讓一
般正常的免疫系統被削弱、抑制，無法正常運行發揮作用，使得癌細胞持續在人體中
肆虐，免疫療法的原理，其實就是強化人體的免疫系統，透過健全的免疫系統將腫瘤
縮小，甚至消失。目前免疫治療可以分兩種，一種是免疫抗體的治療；另一種是免疫
細胞的治療。

現在有很多營養品，那癌友該怎麼選擇可以補充免疫力的營
養配方呢？

Ans：左旋麩醯胺酸主要是幫助口腔黏膜、腸胃道黏膜的修復，熱量甚低
；而高蛋白粉往往只提供蛋白質，熱量不足夠；因此如果癌友單一攝取麩
醯胺酸或是高蛋白粉作為營養補充，容易忽略均衡營養的重要性，可能對
抗癌沒有幫助，反而會因為熱量攝取不足造成體重流失。癌症專用的營養
品，因為所含的營養均衡、熱量充足，所以較適合癌友在營養不良時作為
補充。

李惠蘭

人體的免疫系統被設計的很精妙，對外用來防堵病原菌如細菌、黴菌、病毒 .. 等的入
侵，或入侵之後盡可能把病菌殲滅；對內則是巡邏監測體內的細胞，一旦出現癌變，
就會予以清除。其中，T 細胞更是免疫系統中攻擊癌細胞的主力，癌細胞會表達出腫
瘤的特異抗原 (tumor specific antigen)，T 細胞辨識出抗原之後，便會主要攻擊癌細
胞。

素食的魚油也有相同的抗發炎效果？

Ans：所謂素食的魚油主要是萃取自海裡的藻類，理論基礎是由於深海魚
類常以海藻為食，既然深海魚類含有魚油，那食物來源海藻應該也具有同
樣營養成份，不過，雖然藻類同樣含有 EPA、DHA，但目前尚無科學實證
顯示，藻類與魚油具備同樣的抗發炎效果。

歐美外科療程優化新主流
術前 7 天盡早補充免疫營養
雙和醫院副院長暨外科部主任 黃銘德副院長

癌細胞引起一系列免疫失調
雖然治療確實會對身體產生影響，但真正造成食慾不振、體重下降的元凶，其實是因
為癌細胞所引發一連串的免疫失調，引起患者體內發炎反應，進而導致身體機能代謝
異常。
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統好或不好，和身體的營養狀況有絕對性的關係，營養越好，身體
所製造出來的免疫細胞，質或量會更多、更好。反之，若患者在術前就已經營養不良
，等於術前沒有儲備足夠的彈藥對抗癌症，接受下一次治療的時間也會延遲。

免疫力不足
恐影響化放療成效

國際趨勢：至少手術前 7 天盡早補充免疫營養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斗六院區 血液腫瘤科 林鵬展主任

超過 7 成癌友確診已營養不良
癌症已經連續 36 年蟬聯國人十大死因之首 1，不論哪種癌症，患者營養不良比例均偏
高，據統計，75% 癌症患者確診時已被診斷出營養不良 2，甚至有體重下降的現象，
尤其頭頸系癌症 ( 如口腔癌、食道癌 ) 和消化道系癌症 ( 如大腸癌、胰臟癌 ) 的患者，體
重掉得更多。

化、放療前就應該進行營養儲備 順利後續療程
根據研究發現，若癌症患者在化療期間有出現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症狀，較容易出現
嚴重副作用反應，因副作用而住院的比例，也大幅提升 3，連帶影響後續用藥的療程
安排，由此可見營養對於治療耐受性的重要性。
化療或放療在破壞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損壞正常細胞，包含紅血球、白血球與血小板，
此時，患者若在療程前營養攝取不足，身體的免疫功能可能會處於完全失守狀態。應
該在化、放療前，甚至手術前就開始做好萬全準備，才能補充抗癌免疫力，讓後續的
癌症療程更加順利。

國際間普遍推行的 ERAS，全名是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意指「加速術後
康復療程」，主要的核心宗旨為縮短患者術後康復的時間。免疫營養的介入對 ERAS
尤其具有舉足輕重的效果，若患者能在術前透過營養補充，改善發炎反應、調節免疫
，更能幫助患者順利後續療程。
根據 2017 年歐洲臨床營養與代謝學會 (ESPEN) 所公布的歐洲營養指南，明確定義
「魚油」、「精胺酸」、「核苷酸」為組成免疫營養的三大重要成份，可以抑制發炎反應
、提升免疫細胞活性與數量 4。術前 7 天更是進行免疫營養補充的黃金時機 5，可發揮
免疫調控的最大功效。研究指出，執行 ERAS 且在手術前後搭配補充 3 效免疫營養的
病患，與對照組相較，可降低逾 3 成併發症發生率 5，目前歐洲已有近 8 成國家，採用
ERAS 搭配免疫營養的方式，幫助患者順利療程。

近 8 成乳癌患者恐營養不良
提升免疫力預防併發症發生
台中榮民總醫院 乳房腫瘤外科 洪志強主任

加強免疫改善代謝異常 方能順利後續療程！

免疫營養 +體能優化
「手術前復健」患者從自我做起

癌症患者出現營養不良、體重下降的狀況時，往往體內可能已經處於「免疫失調」以
及代謝異常的狀態，此時患者的身體就如失火的房子，組成房子結構的肌肉與脂肪不
斷大量消耗，即便已經補充熱量、蛋白質，但由於體內免疫失調，熱量、蛋白質仍會
不斷流失。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 王照元副院長

抗癌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手術開刀更是「破壞性的建設」，不能夠只有在馬拉松賽
後才提供足夠營養，最好在馬拉松賽前就要先積極備戰。ERAS 對於患者的好處在於
，可以透過術前的充分準備和免疫營養支持，並配合適當運動，這種「手術前復健」
的概念幫助患者在術前就做好生理和心理的準備。研究顯示，結直腸癌患者腹腔鏡手
術前執行 ERAS，可顯著減少住院天數與再入院機率 6，顯示手術前復健對於患者的
實質幫助。

無論營養狀態如何 免疫營養儲備需於手術前就開始！
ERAS 指引也建議，手術前、後 7 天使用 3 效免疫營養能為癌症患者增強免疫功能，
含有「魚油」、「精胺酸」、「核苷酸」的 3 效免疫營養，於手術前使用，可調控手術後
免疫抑制及發炎反應 7。
而為何會特別建議術前使用，是因為魚油、精胺酸、核苷酸，需要時間融入患者的身
體組織並改變發炎介質，手術前後使用免疫營養是達到減少手術後併發症、感染併發
症、縮短住院時間的關鍵 5,8。即使是營養良好的病患，手術前若開始使用免疫營養，
也同樣能減少手術後感染率，因此無論手術前營養狀態如何，都應該使用免疫營養 9。
建議患者，在術前除了補充足量的熱量以及蛋白質之外，更需要加強補充魚油、精胺
酸、核苷酸所組成的 3 效免疫營養，並增加體能訓練，打造出最佳的抗癌備戰策略。

2017 年歐洲臨床營養與代謝學會 (ESPEN) 所公佈的歐洲營養指南建議
於手術前 7 天開始進行 3 效免疫營養補充 4
免疫營養
手術開始前７天 5

NCG-CC80094

除了治療之外，如何透過營養的補充提升患者免疫力，也是癌症治療的關鍵之一，營
養補充會增加患者對於治療的耐受力、健全體內的免疫系統，同時也能延緩身體肌肉
異化流失，避免惡病質的發生。

手術

免疫營養
手術結束後７天 5

標準配方

近年研究指出，有近 8 成的乳癌患者，在接受癌症治療期間被診斷為屬於營養不良之
高風險族群，進而需要營養介入或其他的醫療處置，更有高達逾 9 成的患者會出現如
；味覺改變、沒胃口、噁心 .. 等影響患者對於營養攝取的症狀 10。
若患者本身就有營養不良的狀況，再加上於治療期間出現影響營養攝取的症狀，導致
營養攝取不足，那營養不良的狀況就有可能會加劇。所以如果患者可以在手術、化學
治療、放射性治療 ... 等治療前，就可以進行營養儲備提升免疫力，對於後續的治療會
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療程前後使用 3 效免疫營養：降低併發症風險 順利後續療程
降低併發症風險，是建議於治療前介入免疫營養一個很重要的考量。研究指出，229
名接受乳房重建手術後的患者，有發生術後併發症與無發生術後併發症相比，患者5
年後的復發存活率有顯著差別 11。另外，臨床實證也發現若是接受胰臟手術，術前未
使用3效免疫營養，6成患者會於術後出現感染併發症 12，顯示從療程前開始改善發炎
，調節免疫的重要性。
除了降低併發症風險之外，預防肌肉流失也是順利患者後續療程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研究發現，頭頸癌患者於放、化療的療程前便開始補充3效免疫營養，在整體治療過
程中，可增加近3公斤的肌肉組織(淨體重) 13 ，顯示於療程前加強攝取3效免疫營養更
可預防肌肉流失，不因肌肉流失影響後續放、化療成效。
門診經驗上，曾碰過一位65歲的女性患者採取先化療、再手術的治療方式，但化療到
第5個月時，竟發生體重下降、虛弱等情形，而且肌肉萎縮到甚至只能乘坐輪椅代步
，眼看患者健康狀況不佳，只好先調降2成的化療藥物劑量，同時趕緊提供癌症專用
的免疫營養配方，利樂包的產品較無傳統鐵罐味，所以口感、風味較佳，也讓患者較
好入口，調養近1個月之後，該婦人終於體重增加、肌肉也恢復良好，才能順利繼續
之後的手術治療。

2017歐洲營養指南：
魚油、精胺酸、核苷酸 三者加乘強化免疫！

打造抗癌免疫力！
你的關鍵飲食策略

elearning.canceraway.org.tw

癌友營養新觀念：均衡營養 +3 效免疫營養
基礎營養觀念要更新：調節免疫 降低發炎須注意

確診即應開始檢視自身免疫營養狀況

癌症患者的營養補充相當重要，如果營養不良，活動力、
體力都會一併下降，甚至無法行動自如走至戶外，影響到
整體的生活品質，若於營養不良的狀況下進行手術，抵抗
力更容易下降、感染率也會增加。

建議患者，一旦經醫師確診罹癌之後，即應該開始注意自
身的免疫狀況，以及是否需要加強免疫營養的攝取。2017
年歐洲臨床營養與代謝學會（ESPEN）所公布的歐洲營養
指南建議 4，降低發炎、改善代謝狀況是很重要的一個營養

關鍵飲食策略一：均衡掌握六大類食物
介 入 目 標，不 應 該 只 補 充
熱量與蛋白質，還需要加入
「魚油」、
「精胺酸」、
「核苷酸」
免 疫 營 養 素，來 提 升 患 者 的 免
疫力。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
營養室 魏賓慧主任

癌友營養要注意：
• 多注意食量，若胃口不好：改以少量多餐，如過去一天三餐，可改為一天六餐，維持與過去相同食量為原則。當癌友食量不到平常的一半時，就
需要額外補充營養配方，建議可選擇複合魚油、精胺酸、核苷酸的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若用單方的補充，過與不及都不利患者。
• 若癌友胃口沒有不好，體重也沒有減輕，也應適時補充適當的免疫營養配方，增強自體免疫功能，抵抗因癌細胞所引起的免疫失調、代謝異常！

魚油、精胺酸、核苷酸 3 者加乘調節免疫缺一不可

癌症患者體重下降的原因很多，
台中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有些是因為患者本身的營養錯誤
營養科 林杏純主任
觀念所導致。臨床上常會發現許
多患者或家屬會認為，吃得太營
養會促使癌細胞變多，甚至有些會因此採取低醣的飲食，
但低醣飲食可能也會餓到正常細胞，影響患者的代謝，副
作用還有可能不減反增。也因為如此，正確的營養補充，
提升免疫力，是所有癌症患者們都必須具備的正確觀念。
魚油所含的 EPA 及 DHA(Omega-3 脂肪酸 )，可以減輕身體
所釋出的發炎物質；在壓力情況下，精胺酸可以作為免疫
細胞的能量來源，有助於維持免疫功能；而核苷酸則能增
進免疫細胞的數量與成熟分化，歐洲營養指南中也強烈建
議患者可於療程前使用，加強調節免疫！
2017 歐洲營養指南也建議，3 效免疫營養素需合併使用，
若只單用一種免疫調控效果有限 4，以魚油為例，雖然魚油
所含的 Omega-3 脂肪酸可以達到抗發炎的效果，但是對於
整體免疫調控卻有較低的實證證據 4。

癌症患者需要特殊的營養需求，建議遵守每日飲食指南原
則，其六大類食物則包括；全榖雜糧類、乳品類、豆魚蛋
肉類、蔬菜類、水果類、油脂類都要均衡攝取。但因個人
體型及活動量不同，可依個人需要增減攝取量。

全榖雜糧類

過去在營養觀念上，都會認為維持體重與肌肉量是癌症患
者很重要的營養基礎，但是近年來研究發現，若患者身體
組織處於消耗與慢性發炎的狀態，可能會造成持續性的營
養狀況下降，所以目前國際間最受矚目的議題便是，如何
透過正確的營養補充，來降低發炎反應，提升整體免疫力。

2017 歐洲營養指南
3效免疫營養共同加強免疫力！

根據癌友的實際使用經驗上也發現，相較於補充添加魚油
的癌症營養配方，於療程前後補充 3 效免疫營養，患者對
於副作用的感受程度明顯降低了約 4 成 14，顯示免疫營養互
相加乘對於患者整體免疫力提升的幫助！

從回饋中也發現，有近 7 成的癌友於治療期間出現容易疲
倦的症狀；但是，於療程前後補充 3 效免疫營養後，僅有 4
成癌友仍出現容易疲倦的問題，顯示從基礎改善免疫力，
對於患者整體生活品質的幫助，而針對許多病友在意的掉
髮 ( 髮量減少 ) 的問題，使用 3 效免疫營養前有近 4 成的癌友
出現掉髮問題，但於療程前後使用 3 效免疫營養後，癌友
出現掉髮的比例不到 2 成，提升患者治療信心。

米飯，麵食，地瓜等主食類，主要是供給醣類和蛋白質。
建議儘量選用未精緻穀類如糙米、十穀米、全麥製品…等
；或是富含纖維素的玉米、芋頭、馬鈴薯…等。另外，也
應該盡量避免精緻的加工白麵包或西點，罹癌期間也應避
免低醣或斷醣的飲食方式。

魚油、精胺酸、核苷酸減輕正常細胞受損強化免疫系統 12,15
辦別並殺死癌細胞

癌細胞

抑制發炎

抑制精胺酸分解
刺激合成
核苷酸

因子生成

精胺酸

減輕正常
細胞發炎

核苷酸
增加免疫
細胞數量
免疫細胞

正常細胞

強化免疫系統調控

減輕正常細胞受損程度

魚油

精胺酸

■ 抑制發炎因子生成
■ 減輕正常細胞發炎

■ 提升可辨別並殺死癌細
胞的免疫細胞之活性
■ 刺激合成可增加免疫細
胞數量的核苷酸

牛奶及優酪乳等乳品類都含有豐富的鈣質及蛋白質，可作
為癌友餐與餐之間的點心，以補充水分及營養，若癌友的
白血球數低下時，可以選擇殺菌過的保久乳代替牛奶。另
外，乳癌及大腸直腸癌患者等需要控制體重，建議選用低
脂或脫脂乳品。有乳糖不耐症者則不建議使用牛奶，可選
擇優酪乳或不含乳糖的食品以避免腹瀉。

《計劃二》免疫營養儲備：持續進行 3 效免疫營養優化，
但一定要補充少量且多次的點心
癌症患者若營養不良，除了導致體重減輕之外，也會對化療

《計劃一》免疫營養打底：均衡營養 + 額外攝取 3 效免疫
營養
於治療前的準備期間，需提早進行全面性的營養介入，包
括改善食慾、維持骨骼肌、加強體能 ... 等，提早儲備營養
，應付接下來的療程。此時，只要能吃就應該盡量多吃，
家人或照顧者準備食物時，應盡量避開患者討厭的食物、
香料，同時準備的份量勿過大，也可額外選擇含有魚油、
精胺酸、核苷酸 3 效免疫營養成份的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
方來補充免疫力，於治療前進行免疫力儲備。

核苷酸

■ 增加免疫細胞數量

，也可以用癌症專用免疫
營養配方來製作。

治療期間，蛋白質的攝取要格外注意，建議優先選擇豆類製
另外要提醒的是，在點心的
品、魚、蛋、雞肉，以取代部份紅肉動物性蛋白質。此外，
準備上，要避免高油食物；如
每日至少要攝取 2 碗半的蔬菜加水果，盡量多元化攝取，同
蔥油餅或生蔬果 ... 等以免出現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時兼具各種顏色，例如高麗菜、綠花椰菜、茄子、南瓜…等
腹瀉情況，過乾或過粗的點心也
吳紅蓮營養師
等。由於癌症患者的營養需求不同於一般人，除了均衡飲食
可能使喉嚨更痛，建議也要避免。
之外，此時更可以透過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來補充免疫力
，建議選擇有國家特殊營養許可認證、符合國際營養指南建 《計劃三》免疫營養調理：持續關注自身營養狀況 並透
過補充 3 效免疫營養加強調理
議、擁有多篇國際臨床實證的品牌，另外，購買時也別忘記
仔細查看產品外包裝標示的適應症是否為癌症專用。
癌症治療是場漫長的競賽，撐過治療期間的煎熬與不適，
比賽才進行到一半，剩下的一定要持續關注自身的營養狀
對於極需熱量及蛋白質來對抗病魔的癌症患者來說，建議每
況。於治療後期，除了持續要注意飲食均衡，也可以適時
天一定都要吃少量但多次的點心。這份點心，是攝取到足量
補充免疫營養，藉由免疫細胞的活化、數量增加，持續強
熱量及蛋白質的關鍵，準備上應該要容易準備與方便食用，
化自身的免疫力，打造致勝抗癌力。
像是有蛋的三明治、優格、紅豆牛奶 ... 等都是不錯的選擇

根據歐洲臨床營養與代謝學會（ESPEN）2017 年最新公佈
的營養指南建議，「魚油」、「精胺酸」、「核苷酸」是最關鍵
的免疫營養成份 4，藉此調節體內免疫機能，就能提升體內
的抗炎反應，對於整體療程有相當大的幫助。
魚油

•
•
•
•
•
•
•
•
•

3 效免疫營養補充重點時機

癌症患者若營養不良，恐會因此影響患者存活時間 。
癌症患者免疫狀況不佳，會提高手術後發生感染以及併發症的機率 5。
2017 歐洲臨床營養與代謝學會 (ESPEN) 所公佈的歐洲營養指南將魚油、精胺酸、核苷酸列為調控免疫力的重要 3 效免疫營養素 4。
3 效免疫營養素需合併使用，單使用一種難以發揮免疫調節效果 4。
根據癌友實際使用經驗發現，相較於 3 效免疫營養配方，治療期間僅加強魚油補充或限制碳水化合物攝取，免疫調節效果有限
，恐無助於減輕副作用 14。
至少在療程前 7 天 ( 手術 / 化學治療 / 放射性治療 ... 等 ) 補充，方可發揮免疫調控的最大功效。
一旦確診罹患癌症，就要開始展開營養計畫，足量熱量、蛋白質作為營養基礎，再加上 3 效免疫營養，儲備體力與抵抗力。
使用 3 效免疫營養配方之後，6 成的癌友認為可明顯減輕治療的相關副作用，療程前後使用 3 效免疫營養整體降低近 5 成副作用
出現比例 14。
9 成癌友認為 3 效免疫營養可幫助維持或提升正常白血球數 14。
2

• 治療前期至後期的營養介入很重要，天然食
材較難精算其中的營養成份多寡，可透過癌
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攝取到足夠有效的 3
效免疫營養。
• 治療期間一定要吃點心補充熱量，癌症專用
免疫營養配方也可當作點心食用，避免高油
食物如蔥油餅或生蔬果加重腹瀉，另外也應
避免食用過乾、過粗的點心使喉嚨更痛。
• 建議選擇通過國家特殊營養許可認證、符合
國際營養指南建議、擁有多篇國際臨床實證
的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

魚油：
降低身體發炎物質

魚油所含的 Omega-3 脂肪酸，可以減輕身體所釋出的發炎
物質反應。以深海魚類含量最多，例如秋刀魚、鮭魚、鯖
魚、沙丁魚…等，可阻斷神經傳導路徑，增加血清素的分
泌，控 制 人 的 情 緒 及 壓 力。以 100 克 養 殖 鮭 魚 為 例，
Omega-3 含 量 為 1,966mg，其 中 EPA 為 862mg，DHA 為
1,104mg，建議癌症患者每周可以吃 2~3 次手掌大小的魚
肉。

精胺酸：
活化免疫細胞 協助傷口癒合

蔬果挑選方式小叮嚀：
水溶性維生素中的維生素 C 容易因熱破壞，尤其是枸櫞類的水果，
如：柳丁、橘子、檸檬等，建議每天至少一份枸櫞類水果。

油脂類
每日建議份量：4~6 份油脂 ( 每份為 1 茶匙 ) 及 1~2 份堅果種
子類 ( 如：腰果 5 顆為 1 份 )

烹調方式小叮嚀：建議蒸、燙、滷，避免熱炒、油炸、燒烤

橄欖油、芥花油等含有豐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建議適量攝
取；奶油、肥肉、油炸食物等，含有較多的飽和脂肪酸，則
要盡量避免。氫化的植物油含有反式脂肪酸，食用後易改變
細胞膜的成分，降低細胞對抗致癌物質的能力。

每日建議份量：
• 蔬菜類每日 3~5 份 ( 每份生菜為 100 公克，熟菜約為半個
飯碗 )，每天至少吃一份深綠色蔬菜
• 水果類每日 2~4 份 ( 每份為女生拳頭大小或 8 分滿碗 )

油脂選擇小叮嚀：

盡量選擇當季採收，同時顏色繽紛的蔬果，可以攝取各種不
同的植化素。浸泡蔬果是錯誤的觀念，農藥釋出在水中可能
又被蔬果再次吸收，清洗蔬果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流動的水逐

花生、腰果、瓜子等堅果類含有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適量攝取有利
於提高血中好的膽固醇。建議在烹調時減少用油，或在飲食中去除
過多含飽和脂肪量多的食物。

核苷酸

免疫營養從天然食物中較難同時攝取

核苷酸：
促進免疫細胞增生，成熟及分化

核苷酸能夠增進免疫細胞增生與成熟分化，主要存在於深
海魚類、肉類、乳品類、豆製品、深綠色蔬菜及菇菌類 ...
等。

營養師小叮嚀：

如果從天然食物中同時攝取到魚油、精胺酸、核苷酸非常困
難。舉例來說，一位 70 公斤的成人大約每日要攝取到 170
公克的精胺酸。以牛肉為例，每 100 克牛肉僅含有 3 克精胺
酸，若要吃到足夠的精胺酸，反而可能會先攝取到更多脂肪
與熱量。如果想要精準計算、同時攝取免疫營養，建議選擇
癌症專用的免疫營養配方，可提供癌症患者所需的 3 效免疫
營養，一天建議攝取 2-3 份，可順利後續的療程。

食物中要攝取到精準且足量的 3 效免疫營養較困難，建議癌友除補
充營養之外，可以選擇有衛福部認證的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加強
補充喔！

諮詢專業營養師選擇適合癌症營養配方
複方
種類

一般標準配方

熱量濃縮配方

小叮嚀

當人體處在壓力的狀態，精胺酸便成為身體免疫細胞能量
的來源，有助於維持免疫功能，活化免疫細胞，也能合成
受損組織所需的膠原蛋白，協助傷口癒合。精胺酸是一種
胺基酸，存在於蛋白質食物，如：肉類、豆製品…等。以
黃豆與綠色食物為例，大約每 100 公克含有 1.04 克的精胺
酸。

單方

添加魚油
標準配方

免疫營養配方

免疫調節
效果有限

符合 2017 ESPEN
歐洲營養指南建議
提高蛋白質供給，
額外添加魚油、精
胺酸、核苷酸之免
疫營養。

消化吸收
障礙配方

麩醯胺酸

高蛋白粉

非用來滿足所有
營養需求

非用來滿足所有
營養需求

乳清蛋白與中鏈脂
肪酸，易吸收，不
增加腸胃道負擔。

幫助黏膜修復

額外補充高蛋白

－

－

均衡脂質、蛋白
質、碳水化合物

提高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增加熱
量供給。

提高蛋白質供給
，有額外添加魚
油。

免疫成分

－

－

魚油

魚油、精胺酸、
核苷酸

－

蛋白質熱量
佔比 %

14-18%

16-20%

>20%

>20%

16-20%

熱量濃度

1.0 kcal/ml

2.0 kcal/ml

1.0-1.5 kcal/ml

1.0-1.5 kcal/ml

1.0 kcal/ml

均衡營養補充

加強補充熱量

均衡配方之外有
添加魚油抗發炎

調節免疫，提升抵
抗力。

適用於吸收不良，
或腹瀉病人。

特色

營養價值

個管師小叮嚀：

額外補充免疫營養
選擇適合營養配方

抗癌營養重點筆記

3 效免疫營養知識要注意

癌症患者容易因代謝及荷爾蒙上的改變，使得人體蛋白耗
損率提高，因此吃到足量的豆魚蛋肉類，在癌症治療期間
是非常重要的。根據歐洲營養指南建議，大約體重每公斤
需要攝取 1~1.5 公克的蛋白質 4，亦是每公斤理想體重的 1.5
倍。建議多吃天然，低脂的蛋白質食物，如豆類、魚肉、
瘦肉，若要吃雞肉、鴨肉 ... 等盡量去皮後再食用，而加工
肉品如香腸、火腿則要避免。

關鍵飲食策略二：攝取 3 效免疫營養 掌握制勝抗癌力

精胺酸

撐過治療再接續保養 突破病友錯誤迷思

每日建議份量：5~7 份 ( 生重每份約 37.5 公克，熟重每份約
30 公克 )

片沖洗，或是以軟毛輕刷外皮。若癌友的白血球數低下時，
要謹慎挑選水果食用，尤其是市場切好的西瓜，鳳梨等不宜
食用。挑選水果應有完整果皮包覆，方便去皮者為佳；食用
時應洗淨後削皮食用，若有需要也可以熱水川燙一下以確保
安全。

魚油

發炎因子

提升免疫細胞活性

豆魚蛋肉類

蔬果類

每日建議份量：1~2 杯 ( 一杯約 240c.c.)

3 效免疫營養病友實際使用回饋 14
每天固定攝取 2~3 份 3 效免疫營養，於療程前後 7 天使用之
後，可改善常見療程不適症狀，如：手腳無力、精神狀況
不佳、掉髮、體重下降等問題，於療程前後使用 3 效免疫
營養，整體降低近 5 成副作用出現比例，更有高達 6 成癌友
明顯感受副作用減輕、抵抗力增加，9 成癌友使用後發現 3
效免疫營養可幫助維持或提升正常白血球數，提升療程所
需抵抗力，順利後續療程。

每日建議份量：3~6 碗

乳品類

營養補充關鍵時機 吃得好才能戰勝癌症

的反應變差，增加併發症風險，延長住院時間，如果營養不
良情況嚴重，恐演變成難治型惡病質，所以營養計劃顯得格
外重要。

諮詢專家：
台灣癌症基金會南部分會營養師 張啟玲

紫米營養粥

緩解化、放療所
造成之黏膜傷害

癌症營養品的選擇建議諮詢專業營養師，莫聽信偏方，並首重均衡營養，若想額外補充免疫力，則可以選擇添加魚油、精
胺酸、核苷酸的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

香蕉巧克力牛奶

什錦燕麥粥

製作方式：

製作方式：

製作方式：

1. 紫米於前晚煮熟後放入冰
箱。

香蕉 1 條、癌症專用營
養配方香草風味 1 瓶、
原 味 巧 克 力 粉 少 許，
放入果汁機打勻。

沖泡式燕麥片適量、癌
症專用營養配方香草或
熱帶水果風味一瓶、堅
果、水 果 乾，拌 勻 即 可
食用。

2. 食用前直接加入一瓶癌症
專用營養配方香草風味混
勻即可食用。

積 極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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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ERAS加速術後康復療程10,11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根據臨床研究統計，實施 ERAS 療程平均減少 2.71 天 的住院天數
ERAS 即術後加速康復療程，是一種以患者為中心的全程照護療程，鼓勵患者
與醫護團隊密切配合，從術前體能優化、麻醉術中管理到術後康復，全程提供

基金會的話

完整照護，幫助經歷手術的癌友加速康復！

營養不良往往是癌友在治療期間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自 2018 年舉辦《癌症免疫

手術前、後免疫營養優化降低逾 3 成併發症發生率 10,11

營養論壇》以來，深獲病友及家屬好評。今年除了延續「療程前」如何提升免疫力
？透過營養優化來幫助癌友順利完成療程之外，更深入帶大家了解，如何從手術前
極佳

就開始儲備「營養與體能」
，以加速療程的復元。

手術前後使用營養優化支持
一般手術療程

台灣癌症基金會成立 22 年以來，致力於提供癌友及家屬全方位的關懷與服務，透過
進行術前營養優化

癌症治療時，能更積極地提前備戰，以順利邁向康復之路，擁有良好的生活品質。

健康
基準線

身體機能

資訊及各式交流平台，學習正確且完整的知能與問題解決技巧，幫助癌友們在面對

手術前 7 天開始
介入免疫營養優化

台灣癌症基金會執行長暨萬芳醫院癌症中心教授－賴基銘
正確進行營養補充

強化免疫力才是上策

所有併發症
發生率降低下降 12.2%
( 如器官衰竭、發炎反應、貧血 )

未進行術前
營養優化治療

極差

門診診斷

透過免疫營養支持下的合併治療可有助提升Ｔ細胞數量及活性 1，也能增

等待手術

手術麻醉

術後恢復

加患者對治療藥物的反應與耐受力、避免肌肉流失，同時減輕癌因性代謝
異常，修補因治療所造成的細胞損害 2,3。
掌握術前備戰三關鍵
積極心態 / 免疫營養 / 體能優化

三軍總醫院外科部主任－詹德全

ERAS加速術後康復療程
術前全方位準備

臨床常見的營養狀況評估指標，能在術前先行判斷癌友營養狀況，若
營養狀況不佳，建議依照最新歐洲臨床營養與代謝學會 (ESPEN) 公佈的

魚油

核苷酸

精胺酸

3效免疫營養加乘
提升免疫力

營養指南建議 4，於療程前就介入 3 效免疫營養，包含：魚油、精胺酸、核苷酸，來降低
併發症發生風險 2。

術前建議進行免疫營養優化，降低併發症風險，更順利接續化、放療，

臨床上常見的術前營養狀況評估指標
體重、BMI

體蛋白質

（體重下降超過 5%、BMI 小於 18.5）

白蛋白指數

內臟性營養

（正常值 35~50g/L）

CRP 指數

免疫力

CRP 升高時，確認病患的肺部或尿道或其他
部位沒有發炎的情形，就要考慮是否為癌症

C-Reactive Protein (CRP)

歐洲有近 8 成國家，已啟用 術前 、術後進行 免疫營養優化

5

掃描QR Code觀看更多
ERAS加速術後康復療程資訊

細胞造成的 cachexia 惡病質

ERAS手冊下載

病患體內免疫力失調警訊

積極心態

臺中榮民總醫院乳房腫瘤外科主任－洪志強

我們都有病共同創辦人
暨年輕乳癌社團花漾女孩 GOGOGO 創辦人－米娜

以臺中榮總實行 3 效免疫營養的案例經驗分享來看，兩名案例分別在治
療前就開始準備及治療後才補充。治療前就準備的患者，體重本來約 57
公斤於治療前便開始使用３效免疫營養配方，期間的治療過程相當順利，甚至於化療結
束之後，體重提升到 60 公斤；而另一 65 歲的女性患者先化療、再手術，但化療到第 5
個月時，發生體重下降、體力虛弱等，且肌肉萎縮甚至只能乘坐輪椅代步，致使化療藥
物劑量需先行調降，同時緊急補充３效免疫營養配方，近 1 個月後，婦人體重增加、肌肉

抗癌長路 戰營密技

人生新階段，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
三十二歲那年，我的人生剛剛進入下個階段，還在適應已婚的新身份時，就拿到一張重大
傷病卡：乳癌一期，被強制加上另一個新身份──癌症患者。

恢復良好，才使後續手術治療順利進行。由此呼籲營養狀況不佳可能導致療程中斷，建

癌症把人生規劃全按下了中止鍵，不論是明天的工作、週末的計劃，甚至是身為女性最基

議患者應於療程前就開始積極準備，掌握手術前七天、後七天補充營養的觀念，加強免

本的權利──懷孕，都硬生生地打斷。

疫力幫助療程順利進行 4。

當你直接面對生死，腦中跑過一陣人生跑馬燈，過往的日常瑣事都成了過眼雲煙。
「過去
到底都做了哪些事？生命中是否有未完的遺憾？」我忍不住幫自己前三十年的人生梳理一
遍，才發現還有好多事情沒有完成。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任－黃敬文
肌少症可能導致癌症的惡病質產生，當身體肌肉流失將影響癌症病人
若出現肌少症情形，可從營養、運動、藥物等方面來改善，營養建議補
充高蛋白及不足的營養素 ；運動建議每周 2-3 次，進行有氧及阻力訓練。臨床研究也顯

人生是本有溫度的書
「如果妳的人生是一本書，而妳是作者，妳希望故事怎麼發展？」在治療期間一直問自己
的一句話！我的回答是：
「我想在生活中努力過好每一刻，盡我的能力去幫助更多人。如
果我的人生是一本書，我希望是一本讓人感受到溫暖的書︒」

示，從療程前就補充免疫營養可減緩慢性發炎引起的肌肉快速流失，避免化放療成效打

為了可以鼓舞到更多人，我成立了「花漾女孩」
，全國首個專為年輕乳癌患者打造的支持

折，研究指出相較於攝取ㄧ般營養，療程前加強攝取免疫營養更可以有效預防肌肉流失

團體，在這個社團裡，遇到跟自己有著相同困擾、相同難關的人，在交換療程、抒發情緒

，更能增加近 3 公斤肌肉組織 ；且手術前後使用 3 效免疫營養癌友存活人數比例有顯著

的過程中，才發現世界的每個角落，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為家人努力生活著，她們並不是

差異 。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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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期間怎麼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乳癌病友協會理事長－黃淑芳

癌症患者在療程期間需要更多的營養

民國 90 年 6 月，我罹患乳癌，右側乳房全切除；民國 97 年 12 月，乳
癌復發。治療至今我摘除了子宮、卵巢、電療 40 次、每月必須打骨頭針
、吃抗賀爾蒙藥物。但我身為一個女人，我了解女人很堅忍，她擁有很多
角色：母親、女兒、媳婦，但即使是乳癌找上門，我也從來不想放棄任何一個我愛的人。
在乳癌病友協會，我看見了乳癌姐妹們被激發的韌性，像是岩石裡開出的花，飽富生命、

癌症治療期間，能量的需求

營養需求

體位標準的健康人

體位標準的癌友

相較於一般人多，若營養攝

熱量

25-30 大卡 / 公斤

30-35 大卡 / 公斤

取不足，容易出現體重快速

蛋白質

1 公克 / 公斤

1.5 公克 / 公斤

蛋白質總熱量佔比

10-20%

20-25%

脂肪總熱量佔比

20-30%

20-30%

醣類總熱量佔比

50-60%

50-55%

下滑的情況。

綻放無限可能，我相信我們都值得擁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正確的營養，讓我們在成為自信

一公克的醣類與蛋白質能提供 4

女人的路上，多一個健康又勇敢的選擇，當身體微恙，生活更要維持健康好品質。同時，

大卡的熱量，脂肪為 9 大卡

也呵護陪伴我們的家人，讓他們在幫忙尋找「好營養」時，有對的、方便的選擇。

免疫營養

積極心態

三效營養新趨勢

傳統均衡營養觀念

童綜合醫院營養治療科技術主任－李沛融

新興 3 效免疫營養趨勢

維持正常代謝之體重、肌肉量

提升免疫抗發炎效果
病人身體組織處於消耗及慢性發炎狀況，

傳統的營養補充觀念以均衡醣類、蛋白質、脂質為主，來補充維持正常代
謝的體重、肌肉量所需營養，卻無法幫助改善體內發炎狀況；因此近年新興的免疫營養趨

醣類

勢 5，根據最新歐洲營養指南建議使用的 3 效免疫營養，其成分包含魚油、精胺酸及核苷

蛋白質

脂質

導致營養狀況持續下降

需要更多
營養素

提升細胞抗氧化能力

酸，有助於調節免疫力，提升抵抗力。其中魚油能達到免疫抗發炎效果，避免癌友身體組
織一直處於消耗及慢性發炎狀況；精胺酸則能促使白血球活化、促進免疫能力，幫助組織

病人處於高度代謝壓力的狀態，

無法改善體內發炎狀況

希望體內抗氧化能力增加

修復；核苷酸則能促使免疫細胞增生，備足足夠的兵力 12。

恩主公醫院營養室代理副主任－江詩雯

3 效免疫營養於食物中含量

癌友出現營養不良的情況相當普遍，約有八成的癌友會面臨體重下降

以市售通過多國臨床實證之癌症專用免疫營養配方含量推算

的威脅，除此之外常見的副作用狀況包含：容易疲倦、食慾不振、暈眩
、噁心嘔吐、白血球下降、發燒感染、口腔黏膜破損、吞嚥困難、腹脹、

1.1g =

56 公克養殖鮭魚肉

精胺酸

3.8g =

365 公克黃豆

核苷酸

0.4g =

7 瓶 (1210 公克 )
市售的低脂優格

魚油

腹瀉，甚至影響治療成效！所以一定要及早介入免疫營養治療，在療程前就開始補充營養

EPA+DHA

，並搭配適當運動，讓治療期間有足夠的體力應付療程。

成功大學附設醫院營養部營養師－吳紅蓮
營養是治療癌症重要的角色，治療期間一定要吃對食物，才能幫助病
人更強壯更有體力！而吃得好是指要吃各種不同的食物，來提升身體所
需的營養，包含均衡飲食及免疫營養，而任何偏方或誇大不實的保健食品
都無益病情的治療，有任何問題都應請教專業營養師、醫師、護理師。
治療期間一定要補充點心，每天應該吃少量但多次的點心，點心要富含蛋白質且容易製備

營養介入需在療程前就開始

與容易入口，可以包括：優格、乳酪、營養品或營養的湯品（紅豆牛奶等）
。

魚油

均衡飲食 +3 效免疫營養搭配適當運動
核苷酸

優化體能

精胺酸

免疫營養
加強補充免疫力

癌症復健這樣做 健康練武功

( 魚油、精胺酸、核苷酸 )

誠星物理治療所院長物理治療師－陳淵琪

均衡飲食 - 足夠熱量、高蛋白
為癌症病人重要的營養基礎

ERAS 加速術後康復療程中的復健運動可分為術前、術後恢復及術後調養
三階段，術前的體能運動能幫助肌力及心肺功能的提升，為手術做準備，減輕術後併發症
；而術後恢復期的復健運動能提升生活品質、動作協調性並放鬆心情；術後調養的復健運
動則能幫助身體恢復體力、肌力、心肺功能及生活功能，並減輕疼痛。
術前及術後恢復期建議可進行有氧運動
，如：太極拳、腳踏車、健走、登山或
肌力訓練及筋膜運動，如：伸展、瑜珈
及筋膜操等；而術後調養運動則應依照
各別恢復狀況做調整，建議諮詢專業物
理治療師量身定做運動計畫，進行呼吸
、有氧等功能性運動訓練。

關心自己的營養

筋膜操動作示範：鴨子滑水

癌症病人的 BMI 值應盡量維持在 BMI 22~24

身體質量指數 (BMI)

1 手扶椅面（若有人工血管則插

是否小於 20.5 kg/m ？
2

腰或放大腿上）

NO

2 腹部用力穩定軀幹

●

BMI＜18.5 為體重過輕

●

18.5≦BMI＜24 為正常體重

●

24≦BMI＜27 為體重過重

●

BMI≧27 即為肥胖

最近三個月

3 兩腳伸直做踢水或畫圈的動作

（增 加 核 心 肌 力、下 肢 肌 力、
心肺功能）

是否有體重減輕？
最近 1 個星期

持續關注體重

YES

惡病質

BMI < 20 + 體重減輕 > 2%
少量多餐 ( 增加飲食攝取，達標每日所需營養量 )
口飲營養品補充

食量是否減少？

臺北榮總復健醫學部職能治療師－王柏堯

近 6 個月體重減輕 >5% 或

諮詢專業營養師

適量運動可以增加肌肉力量、保護關節並減少關節僵硬感，但應注意
避免在化放療前後兩天進行，有人工血管者應避免過大角度的運動。而
ERAS 加速術後康復療程推行的體能訓練，於術前可提升病患體能及功能
性動作；術後可減少併發症產生，預防關節
僵硬肌肉流失，減少治療副作用，如：疲倦
、水腫等 13,14。最理想的癌症運動進程是從復

復健操動作示範：手臂消腫式
大鵬展翅式

雙手摸星星

健運動發展成日常運動再晉升成為休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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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運動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提升生活品質
！運動訓練的項目建議可從散步、快走、原

發行單位：

地踏步，或輕阻力運動，如：彈力帶上下肢
運動，及核心肌群的訓練，如：抬屁股、翻
身等開始。

雙手向外伸展
且手掌垂直向上做伸展

雙手舉高
向上延伸做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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