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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摄取营养的目标

体重骤减以及营养不良可能会影响心脏、肝脏、肾脏等其他身体重要器官的功能。因此，您必
须更加注意饮食，确保自己吃得健康、营养均衡。如果您刚做完手术或者正在接受化疗或放

癌症患者的特殊营养需求
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您可能发现自己必须面对身体或心理上的变化。癌症可能影响身体的
进食和消化功能，也可能导致您无法忍受某些食物，或影响身体无法正常利用所摄取的营养成
份。很多癌症患者也可能会面对体重下降的问题。有时候，癌症本身或其治疗过程，又或是心
情抑郁所导致的食欲不振都有可能引起体重下降。

一般来说，癌症患者的胃口都会变得比平时差，但也有些患者在患癌后，食欲不减反增。
  

在接受治疗期间，您也许会觉得一些食物不再那么可口而少吃。许多癌症患者都表示“食物的味

摄取营养对癌症的整体治疗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治疗癌症期间，吃得有营养，可帮助您：
• 感觉良好
• 保持力气和能量
• 保持体重和营养储备
• 更好地承受与治疗相关的副作用
• 尽快康复

癌症和治疗都有可能导致您在确诊患癌前所面对的饮食问题加剧。有些时候，您很难分辨问题
究竟是癌症本身或治疗所引起，或是与癌症无关。

疗，就得更需注意营养的摄取。为了确保您的身体无论在开始治疗之前、治疗期间或治疗之后，都
处于最佳状态，摄取足够的营养至关重要。您必须确保饮食中含有均衡的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

道吃起来和以前不同了”。这或许是因为癌症治疗可能导致口腔内产生苦味或金属味，有的
人甚至会失去味觉。这些人不再享受吃的乐趣，口味还有可能会每天都有所改变。一般的食
物，例如牛肉、鸡肉、蔬菜或水果，可能变得淡而无味。即使是咸的或辣的食物，也可能变
淡了。对一些人来说，牛肉、猪肉或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可能吃起来会带苦味，而甜品则可能
显得太甜。您需要尝试改变，找出让您吃得适合与可口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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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疗如何影响患者对营养的需求
常规的癌症治疗，例如手术、放射治疗和化疗，通常会影响您对营养的需求和饮食习惯。可能
影响营养需求的治疗副作用包括：

• 口腔、舌头和喉咙疼痛

• 腹泻 

• 便秘

• 恶心/作呕

• 呕吐

• 味觉改变

• 胃口改变

• 体重改变

• 强烈抗拒某些食物

 每个患者所面对的副作用及其严重的程度都可能有所不同，因人而异。
 

手术
 

化疗

放射治疗

您的医生、护士或营养师会给您关于营养需求的建议。如果您没有胃口，他们会建议您多吃些
高热量的食物，或您有腹泻的情况，他们会建议您少吃某些高纤维的食物。

针对患有“实体瘤”类的癌症例如结肠癌、乳癌，除了血液和淋巴腺癌症的患者，医生一般会
建议他们接受手术切除肿瘤。但手术最终是否成为治疗方案上的其中一项，则得按照肿瘤的
性质、位置，以及癌症是否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而定。肿瘤切除手术有可能导致暂时性
或永久性的营养相关问题。如果患者需要切除肠胃或进行肠胃改道手术，他也有可能因此而
面对长期的营养问题。手术后，患者必须摄取更多的热量，以便帮助伤口愈合。

化疗是一种通过药物来治疗并控制癌症的治疗方式。化疗可独立进行，或配合放射治疗或
手术进行。化疗与其他两种治疗方式不同的是，它对身体的影响不是局部性，而是整体性
的。这也是导致患者可能面对副作用的原因。例如，口腔、食管和肠道的内膜都对化疗非
常敏感。因此，较普遍的副作用可包括:腹泻、便秘或肠道内的营养素吸收不良。虽然如
此，正常细胞一般每三天就能繁殖并自我更新，因此这些副作用一般都不会持续太久。一
些药物也可能令口腔产生异味，导致患者无法享受用餐的过程。荷尔蒙等其他药物则有可
能导致患者出现水肿或腹胀。一般来说，癌症通常会让患者的体重下降，但也有一些患者
可能在患癌后增重，而且食欲变得更好。

放疗是利用电磁波来消灭和控制癌细胞。放疗可以独立进行或配合手术或化疗进行。透过放
疗，有时可以减轻癌症所引起的压力、出血或疼痛的问题。放疗也可能导致营养须求受影响，特
别是当接受放疗的部位处于胃肠道附近。有些问题在治疗初期出现，并只是持续一段短时间，另
一些问题则是在治疗后出现，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为癌症治疗做好准备

保持乐观

 

 

吃得健康

 健康均衡的饮食对人体保持最佳状态尤其重要。对于癌症患者而言更是如此。

 如果您一向坚持健康均衡的饮食，在开始接受治疗时，身体应该已经有足够的营养储备， 
 协助您保持体力、避免身体组织坏损、帮助您重建细胞组织并维持身体的免疫力。

 吃得好也许能更好地应付副作用。保持饮食均衡尤其重要，这样才能确保不会严重缺乏
 维生素和营养。

 大胆尝试新的食物。您以前不喜欢吃的食物，在治疗期间可能会觉得可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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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患者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进食方面的副作用。唯有在治疗真正开始后，您才能确知会出
现哪些副作用，以及感觉如何。即使您有副作用，也可能只是轻微的，而且副作用多数会在
治疗后消失。现在已有可控制这些副作用的新药物。应付副作用的其中一个方法，是把治疗
过程当成是自我关注的时段，并让身体尽快复原。以下是一些帮助您做好准备的方法。

保持积极的态度，把心里的感受与他人分享，搜集与您所患癌症及其治疗方法相关的资料并做
好计划，为您将面对的挑战做好准备。做好以上的准备，会让您觉得自己对病情有一定的掌控，
心里的担忧和焦虑自然也会大大减轻，食欲也可能因此不受太大的影响。

尽可能地进食。即使您面对饮食困难，有时候还是能享受到吃所带来的乐趣。您可以选择
在身体较不疲累的时候进食，或者在感觉肚子饿时少量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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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饮食应对治疗所引起的副作用

口腔、咽喉和舌头的不适与发炎

“我的口腔和咽喉很痛。”  “我的口腔很干。”

这些治疗也可能
影响唾液腺，导致口干及唾液腺肿痛。在一些情况下，患者也可能会有口腔溃疡。健康均衡的
饮食和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可帮助加速您的康复。

有用的贴士:
a. 把您所面对的问题告诉医生。医生可能会为您配口腔润滑剂或麻醉药, 以协助减轻不适感。

b. 如果您无需限制水分的摄取，那么您每天都应摄取额外的水分（大约8至10杯）。
如果您偏爱果汁多于白开水，您可以选择酸性较低的果汁如苹果汁、西瓜汁和密瓜汁，避免

 

c. 

d. 

e. 避免食用会刺激口腔的食物，包括：

• 非常辛辣、过酸或过咸的食物。例如咖哩、辣椒、橙、鲜橙汁、黄梨、亚参、泰式酸辣汤、
胡椒、腌制水果和蔬菜。

• 非常烫或非常冷的食物及饮料。高温或低温都会进一步刺激口腔。应食用温度较温
的食物。

• 含咖啡因或高糖分的饮料，以免使口腔更干燥。

• 坚硬、爽脆和粗糙的食物，例如生菜和水果、坚果、饼干、薄脆饼和全麦面包。

•  油炸和烧烤的食物，因为这类食物一般都比较硬。不妨尝试用蒸、炖或慢火煮食，使食
物变得更软嫩。

• 有汽的饮料和酒精类。

f. 配合口味调整调味料的份量。避免用过量调味料。不妨找人帮忙尝味。

g. 用塑料或瓷器餐具吃饭，以减少口腔的金属味或苦味。

h. 保持口腔卫生。避免用市面上出售的漱口液，因为这些产品通常会刺激发疼的口腔。在吃饭
前后，使用医生开给您的漱口液或用盐水漱口，以保持口腔干净。

i. 经常漱口，并吮吸冰块以减轻口腔干燥的感觉。避免用含有酒精的漱口液，以免使口腔更干燥。

j. 避免吸烟，以免刺激口腔和咽喉。

口腔內膜受到刺激。薏米水和菊花茶是另外两种容易入口的解暑饮品, 也比较不会对喉
咙和口腔造成刺激。

均衡饮食意味着通过摄取各种各样的食物，以提供维持身体健康所需的各种营养素。在接受治
疗期间，虽然没有特别需要摄取或避忌的食物，但保持饮食均衡或调整平日的饮食习惯，可帮
助您克服一些与营养相关的问题。有时候，您的饮食或许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营养。在这样的情
况下，营养师可以为您提供意见。您可以与主治医生讨论有关课题。

人体的口腔和喉咙内膜是身体其中两个最敏感的部位，有可能对某些化疗和放疗出现反应。癌
症患者可能在接受化疗的一周后，或接受电疗的两三周后感觉口腔和喉咙疼痛。

加入酱料或汤水来增加食物的水分。清蒸或炖煮的食物比较容易下咽。您可以将干
粮，例如饼干和面包在饮料中沾一沾才吃。

选择食用爽滑、软性、奶油脂类食物，例如奶油汤、薯泥、粥、布丁、蛋奶冻、冰淇淋和汤
面。这些食物比较不刺激口腔，并缩短咀嚼的时间。



味觉的改变

“食物的味道就是和以前不一样。”

化疗、放疗、药物或细菌感染，都能造成味觉改变。有的人会觉得口腔有苦味或金属味。有的
则觉得口腔麻木，品尝不到某些味道。甜味也许会更难尝得到，带苦味的食物可能比以前来得
更强烈。这些口味上的改变通常是短暂性的。

克服味觉的改变、不舒适或不灵敏的有用贴士:
a. 烹调时，调整调味料和香料的份量，直到适合您的口味为止 。

b. 试用酱油、鱼露、醋、胡椒、黄姜粉、蜂蜜、番茄汁、香草、酸柑汁、辣椒酱和其他
 调味料。

c. 不要勉强自己吃味道不佳的食物。您可寻找其他的食品来替代。如果红肉让您觉得带

 

 苦味和金属味，不妨选吃白肉，如鸡肉或鱼肉。鸡蛋、豆腐、豆干、豆糊或豆类都是
 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可用以替代肉类。

d. 您可以使用吸管以便避开您的味蕾。

e. 吃饭前刷牙和漱口。

f. 饭后可咀嚼酸梅、橙皮、柠檬糖或薄荷，以消除残留在口中令您感到不舒服的味道。

g. 让较热的食物放凉一些才吃。高温会加强不好的味道。

h. 宜少量多餐。

胃口改变

“我没有饥饿感”“虽然只吃了一点点，但感觉很饱”

胃口可时好时坏。正在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胃口改变是常见的问题。患者有时会觉得想吃东
西，有时又觉得食不知味，这时可专注于为摄取食物中的营养而尽量多吃与多喝。身体需要吸
收营养，以对抗癌症和治疗所引起的副作用。在食欲较好和吃得下时，应该多攝取一点。  

保持和改善胃口的有用贴士 :
a. 您可选择少量多餐，不必限定自己得吃三餐正常份量的食物。

b. 在盘子里盛少量的食物，可避免有吃不完食物的压力。

c. 定时进食，例如每隔二到四小时吃些小点心，即使并不觉得肚子饿。除了正餐外，临睡前也
 可再吃些小点心。

d. 备好一些小点心，以便随时可以食用。随身携带轻便包装的小点心，也可把小盒装的点心放
 在口袋或手袋中。点心盒内可装葡萄干、包点类、日式薄煎饼、糖果和薄脆饼、小块三文治
 和小面包、香蕉、果冻、布丁和饼干。

e. 有时您可能并不想吃东西，只想喝些饮料。营养补充剂是很好的替代品，可为您提供快
 速、方便和均衡的液状营养。营养补充剂，例如

 Plus、Nutren Optimum 和 Complan 都含有丰富的营养，并提供热量、蛋白质、维生素
 和矿物质。您也可以把粉状的营养补充品加入饮料中，如美禄、阿华田和好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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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吃饭前一小时应避免喝太多水，才能吃得下正餐。另外，也应避免喝有汽饮料。尽量在两餐
 之间或是进食后，攝取足夠的水份和其他饮料。

g. 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吃饭，享受一起吃饭的乐趣。

h. 选吃颜色鲜艳、口感和味道好的食物。用不同的调味料和酱料烹调食物，在食物上加些点
 缀，让食物看起来更吸引人。色香味俱全的食物，更能刺激食欲。

i. 不要勉强自己吃不喜欢或令您沒食欲的食物，可多选择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以促进
 胃口。想吃的时候就吃些自己喜爱吃或很想吃的食物。

j. 做些轻松的运动，帮助增进胃口。例如，在饭前做十分钟的运动，能增进胃口。

食物替代品
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您可能对平时爱吃的食物感到厌恶，但是您还是可以作出正确的选择，以
保持饮食健康均衡。以下是一些您可以选择的营养食物替代品:

米饭的替代品:
• 粥  • 意大利面和面食 • 面
• 燕麦 • 通心粉 • 马铃薯
• 印度糕 • 印度烙饼 • 面包和蛋糕
• 薄脆饼和饼干 • 麦片

肉类替代品:
• 鸡肉 • 鱼肉 • 鸡蛋
• 巴氏杀菌乳酪 • 豆腐
• 豆干 

• 天贝／发酵大豆 
• 豆糊• 豆类

水果和蔬菜替代品:
• 罐头水果 • 干果 • 果汁
• 蔬菜汤，例如番茄、南瓜或玉米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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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量和高蛋白质食品:
• 涂上果酱、咖椰、蜜糖、花生酱、植物油或乳酪的饼干
• 夹着金枪鱼、火腿、鸡蛋、沙丁鱼或乳酪的三文治
• 包点，例如肉包、菜包等蒸包、猪肠粉和笋粿

• 甜品，例如豆爽、豆花、绿豆或红豆汤、番薯汤
• 坚果和豆类 • 干果，例如杏脯、葡萄干、番石榴干
• 雪糕  • 谷物棒

饮料:
• 牛奶 • 美禄 • 好立克 
• 阿华田 • 豆奶 • 薏米水
• 菊花茶
• 营养补充剂如 Enercal, Ensure, Complan, Nutren Optimum, Ensure Plus, Resource 
 Plus.

恶心和呕吐

“我无法接受食物的味道，闻了想作呕”

  

抑制恶心反胃的有用贴士:
a. 少吃多餐，而且要慢慢咀嚼，不要一次把肚子填得太饱。

b. 每餐都要进食，因为空腹会使恶心恶化。如果在等候治疗或看医生时需要等上一段时
 间，应该随身携带些营养饮料或点心。

c. 在感觉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一般是在早餐的时候），尽量多吃 。

d. 如果早上感觉不适，可在起床前吃些干粮，例如薄脆饼或烤面包。

e. 吃少许带咸味或酸味的食物，例如咸饼干、酸梅和腌制芒果以减轻恶心的情况。

f. 一些传统疗方，例如姜片和陈皮，有助于消除恶心的感觉。这类食品包括腌制姜片、腌
 制陈皮或茶。

g. 热食发出的气味可能会让您产生恶心反胃的感觉，因此，尽可能避免在他人烹饪时进
 入厨房。用餐时，尽量选择气味较淡的食物。另外，冷的食物或室温的食物比较容易
 入口。

h. 当感觉不适时，不要吃平时喜欢吃的食物，以免从此讨厌这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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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呕吐和腹胀的问题可能会在化疗后，以及在接受头部、腹部和骨盆部位的放疗后出现。不
是每个患者都会面对这些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的患者，在程度上也会有所不同。恶心和呕吐通
常是和治疗有关的短暂性问题。其他因素，包括情绪压力和焦虑，也可能使肚子感觉不适。

如果觉得恶心、应向您的主治医生求诊。在这些情况下、最好是吃少量及容易消化的食物。您
不妨要求医生开一些防止恶心或呕吐的药物，并在进食前的半小时至一小时服用。这将让药物
有时间发挥作用。记得在感觉身体好转时多吃些，以补充身体所缺乏的营养。



i. 某些食物容易引起恶心，包括：

 • 油炸、油腻和高脂肪的食物，例如炸鸡、午餐肉和炒粿条

 • 辛辣的食物、例如咖哩、辣椒

 • 很甜的食物，例如蛋糕、娘惹糕

 • 味道浓烈的食物或饮料，例如咖啡

 不过如果您吃得下这些食物，大可继续享用。 

j. 定时并少量地饮用水或其它饮料，例如薏米水、姜茶、汽水、清汤和营养补充剂等，以避免
 身体脱水。

k. 餐后小休，但避免在进食后的两个小时内平躺。在小休时，确保头部和肩膀抬高，并置于
 比双脚更高的位置。

应对呕吐的有用贴士 :
如果您能避开一些令您感觉恶心的情况，就能减低呕吐的可能性。 

a. 如果出现持续呕吐的情况，不要勉强进食。最初阶段不妨尽量多啜饮少量饮料。如果24小时
 之内一直无法在饮水后不呕吐，应看医生。

b. 如果呕吐的情况受到控制，但依然觉得恶心和腹胀，您还是应该尝试非常少量但多餐。因为
 饥饿通常会使恶心加剧或更持久。您可先开始喝冷饮或冰饮料，也可以尝试喝果汁和菊花茶
 或薏米水等饮料。避免喝较浓、较甜和味道强烈的饮料，例如咖啡。

c. 如果您在喝水或其他饮品时不再感觉不适，便可以开始吃少量的固体食物，如饼干、烘面包
 或麦片。您也可以开始在白粥里加调味料，让粥变得更可口，或者开始吃水果，如苹果、梨
 子和西瓜等。

d. 慢慢地增加食量，直到可以吃下正常分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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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

“我排便有困难”

当出现便秘情况时，排便会没有规律，而且次数减少，粪便变硬，而且很难排出。大多数人每
天排便一次，不过一两天没排便，并不表示出现便秘问题。一些化疗药物可能引起便秘问题。
有些药物，例如止痛药（特别是可待因或吗啡）、活动量少、纤维素或水分的摄取不足，也会
引起便秘。

通过食物所摄取的纤维素有着预防便秘的重要功能。因此，您应该确保每天的饮食包含一定的
纤维。通过饮食和足够的水分摄取来确保肠胃正常蠕动，比靠药物通便更加自然健康。然而如
果您持续受到便秘困扰，请咨询您的医生。

应付便秘的有用贴士:
a. 遵循固定的饮食模式，以帮助调理消化程序。

b. 每天吃些含纤维的食物。高纤维的来源包括：

 • 所有多叶或无叶与淀粉质的蔬菜

 • 新鲜水果，罐头水果以及干果

 • 全谷类食品，例如全麦面包、全麦饼干、维他麦(Weetabix)、麸片、燕麦、糙米

 • 坚果、豆类及小扁豆类食品，例如豆糊、红豆或绿豆、焗豆、黄豆、鹰嘴豆、花生和杏仁

c.  每天摄取至少8至10杯饮料，确保身体有足够的水分。所摄取的饮料可以包括果汁、汤、
 水、牛奶和其他饮料。虽然如此，您应该减少咖啡和可乐等含咖啡因饮料的摄取，因为这些
    饮料往往会导致身体出现脱水症状。

d. 尝试喝（半杯）梅子或苹果汁，因为它们含有山梨糖醇，是天然的泻药。

e. 做些轻松的运动，例如步行。这些运动有时能帮助刺激排便。

f. 如果医生建议您摄取纤维补充品时，记得要多喝水。摄取高纤维食物而没有喝足够的水，可
 能会使便秘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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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高纤维食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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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 椰菜花  • 包菜   • 胡萝卜

• 花椰菜   • 芹菜   • 玉米

• 蕹菜   • 青豆或荷兰豆等豆类  • 马铃薯

• 南瓜   • 菠菜   • 番薯

.............................................................................................................................. . .....................................

水果:
• 带皮的苹果   • 香蕉   • 番石榴

• 奇异果  • 新鲜芒果或芒果干   • 橙

• 木瓜   • 带皮的梨子   • 凤梨

• 梅干   • 葡萄干   • 草莓

• 西瓜

.............................................................................................................................. . .....................................

面包、谷类、麦片和豆类食品:
• 全麦面包 • 全麦饼干 • 爆米花

• 红豆和绿豆 • 腰豆和黑眼豆 • 鹰嘴豆

• 糙米 • 麸片、什锦麦片、燕麦 • 维他麦 (Weetab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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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

腹泻时，会多次排稀便。腹泻可能是由腹部放疗、化疗、感染或饮食改变、食物过敏反应或其
他药物所引起的。如果腹泻持续或造成不适，应进一步咨询医生。

 

应对腹泻的有用贴士 :
a. 低纤维的饮食可能有助于减轻腹部绞痛和减少胀气。纤维含量高的食物包括蔬菜、水果、
 全谷类食品、糙米、坚果和种籽。如果这些食物使腹泻情况恶化，应暂时停止食用。

b.  在两餐之间多喝水，例如薏米水、稀化的果汁或清汤，以保持水分。梅汁和含有咖啡
 因的饮料（例如咖啡和茶），可能会使腹泻恶化，应避免饮用。

c. 避免吃干果，例如杏脯、葡萄干、枣干和梅干等。

d. 油腻、油炸和辛辣食物往往会使腹泻恶化，应避免食用。软质、清淡和低脂肪食物，例
 如粥、米粉汤、鱼和鸡蛋较容易被人体吸收。

e. 避免吃带皮或有种子的生水果和蔬菜，以及含有椰浆、浓肉汁和酱料的食物。

f. 少吃多餐；需要时，可在正餐之间，吃些有营养的点心。在进食前，放松心情。

g. 暂时性的乳糖不耐症可能因腹泻而产生。如果这种情況发生，可尝试不含乳糖或低乳糖牛奶如
 

HL 牛 奶、Anlene Plus、豆奶或米浆取代平时喝的牛奶。同样的，如果您平时喝含乳糖的
 营养补充剂（如：Complan），您也可以转换为无乳糖营养补充剂如 Ensure, Enercal Plus, 
 Resource Plus 和 Nutren Optimum 代替。

h. 一旦腹泻停止，应恢复均衡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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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不良及腹胀  

 

应对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有用贴士 :
a. 避免吃煎炸或油腻的食物。脂肪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所以让您有更持久的饱足感。 辛
 辣、较高温度的食物、咖啡和酒精都有可能引发胃灼热，应避免食用。如果您感觉胃灼热，可

 以喝少许奶制饮品减轻不适。

b. 吃高蛋白质食物如肉、鱼、蛋和豆腐。

c. 少吃多餐。饮料可在两餐之间喝，不要在进餐时喝。

d. 避免吃得过量，并在吞下食物前，彻底咀嚼食物。

e. 避免吃某些易于产生气体的食物，例如：

 • 碳酸饮料，例如汽水

 • 牛奶和乳制品，例如乳酪、冰淇淋等

 • 某种水果，例如苹果、梨、桃

 • 豆类和小扁豆，例如豌豆

 • 蔬菜，例如包菜、花椰菜、蒜头、洋葱

 不过如果这些食物并不造成任何不适，您可继续享用。

f. 做些轻松的运动，例如在饭后散步，也许能帮助舒缓腹胀。  

在接受治疗期间，您可能偶尔会出现消化不良或胃灼热的情况，有时甚至觉得腹胀。胃灼热
是可以用药物治疗的。您不妨请医生给您开些药物，例如解酸药，并在吃饭前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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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减轻  
癌症本身、治疗副作用或每天所摄取的营养不足都有可能导致体重下降。容易感觉饱足、胃口
不佳、恶心反胃、呕吐以及其他营养相关问题都可能减少您的饮食摄入量。如果您发现自己的 
体重下降，您可以参考以下贴士尝试增加或维持体重。 

增加或维持体重的有用贴士 :

a. 以上图案可作为您的参考，帮助您认识可以让您增加热量摄入的食物。首先，在饮食中添加
 多些蛋白质食物，然后再增加碳水化合物食物和糖，最后再添加脂肪。在饮食中加入更多的
 脂肪和糖分，是提高热量摄取的简单捷径，但如果您患有糖尿病或心脏病，请在改变饮食习
 惯前，咨询您的医生或营养师。

b. 尝试让自己吃下的每一口食物、喝下的每一口饮料都发挥最大功效。例如：如果要喝水，您
 可以选择营养成分较高的美禄、牛奶和豆奶，取代白开水或清汤。

c. 善用“加料”的原理，丰富食物的营养成分。

 • 在白粥里加入碎肉、鱼肉、蛋或豆腐，并尝试让每次正餐和点心中都包含高蛋白质的食物

 • 在鸡汤里加个蛋

 • 在饼干上涂多些牛油/植物油、乳酪、花生酱或咖椰

 • 在鲜奶中添加美禄、好立克或阿华田

 • 在燕麦里加入炼乳、糖或葡萄干

 • 把鲔鱼、火腿、沙丁鱼、乳酪或鸡蛋夹在面包里

d. 如果您没有饿的感觉，可以在一天里多次进食少量的点心以取代一天里的三顿正餐。
 在家中囤积有营养的零食：

 • 夹着奶油、乳酪、果酱或花生酱馅料的饼干

 • 夹有鲔鱼、沙丁鱼、火腿、乳酪和鸡蛋的三文治或面包

 • 笋粿、蒸包、日本煎饼、春卷、炸香蕉、娘惹糕点或涂有咖椰、果酱的烘饼

 • 红豆或绿豆汤、豆花、豆爽

 • 新鲜水果、罐头水果或干果

 • 坚果和豆类如：花生、腰豆或烫熟的鹰嘴豆

 • 乳酪、雪糕

e. 您也可以靠营养补充剂来提高热量的摄取。这些补充品可以是含奶的饮品如 Resource Plus、 
 Enercal Plus、 Ensure、 Nutren Optimum 和 Complan，或不含奶的饮品如 Resource 
 Fruit Beverage 。大多数的营养补充品冷藏后的味道更佳。如果您觉得含奶的营养补充剂太
 甜，您可以加入些咖啡或可可粉。

f. 如果您减重的情况没有改善，请向医生咨询意见。

脂肪: 植物油、油、煎炸食物

碳水化合物: 米饭、面食、
燕麦、印度薄饼、印度麦饼、
谷粮、面包、马铃薯 
蛋白质: 鸡、鱼、蛋、肉、豆腐、
豆糊、乳制品
糖: 甜品

蔬菜 
水果
咖啡、茶、水和汤

热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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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程结束后的营养需求  
大多数因癌症治疗引起的副作用都会在疗程结束后缓解。如果您曾经历副作用，并因而感受到
不适，这些不适将慢慢好转，您的食欲也会慢慢恢复正常。虽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副
作用也可能在治疗结束后持续发作，尤其是体重减轻的情况。如果您面对这方面的困扰，请向
您的医生和营养师咨询意见，并为您制定针对性的饮食计划。

健康饮食的建议
• 每天吃多种不同的食物。没有任何单一种类的食物能够为您提供需要的所有营养。

• 每天至少吃两份水果和蔬菜，包括柑橘类水果、深绿色和深黄色的蔬菜如菠菜、芥兰、胡萝
 卜、番茄和南瓜等。

• 在餐食中加入高纤维食物，如全麦面包和谷类食品、燕麦和糙米。这些食物都是很好的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来源。

• 以豆腐、豆干、豆糊、鹰嘴豆或天贝替代鸡肉或其他肉类，增加所摄取食物的种类。

• 减少脂肪、盐、糖、烟熏或腌制品，以及酒精的摄取。选择低脂奶制品，少量的瘦肉，以及
 去皮的鸡鸭等。

• 尝试蒸煮、炖、汆烫和清炒等少油的烹饪方式。

在疗程结束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精神越来越好，并逐渐恢复您日常的饮食习惯。在这期间，
摄取充足的营养对于癌症治疗后身体复原有很大的帮助。目前，并没有研究显示吃哪些食物能
够预防癌症复发，但吃得好，确保营养均衡肯定能够帮助您补充能量、修复坏损的身体组织和
加强您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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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或另类营养疗法  
为对抗癌症，很多人对改变饮食和生活方式，以及采用另类疗法感兴趣。辅助疗法是指在接受
常规疗法的同时所采用的治疗。另类治疗法则是指用以替代手术、化疗和电疗等常规治疗法的
疗法。

虽然有人称这类治疗法能治愈或预防癌症，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科学证据可证明这类疗法
能像常规的癌症疗法一样有效。

超量维生素疗法  
一些癌症患者服用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产品有助于加强免疫系统，甚至
能消灭癌细胞。他们服用的通常是维生素A、C、E，以及硒和锌等矿物质。在这些维生素和
矿物质中，多数能发挥抗氧化作用，但科学研究证明，如果大量服用，会干扰化疗。服用过量，
特别是以补充品服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会引起药物中毒。我们并不鼓励服用超过每日建议
的摄入量。  

草药或草本疗法  
使用草药或草本药物（以草药预防或治疗疾病）的做法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很多有用的药物是
从植物提炼而来的。到今天，人们依然对草药或天然疗法感兴趣。很多人以“草药”之名，形
容所有类型的疗法，但实际上，草药是指植物的叶片，“草本”则是指植物的其他部分，包
括花、树皮、根茎和植物精华。这些药物有的制成片剂、药水、茶或药油。很多这类产品含有
成分不详，有的可能甚至受到污染。有些可能会造成严重和有害的副作用，并干扰已证实有效
的抗癌疗法，例如化疗和电疗。

在服用或使用任何草药和草本疗法前，应先咨询医生。
 

长寿饮食疗法 / 长寿保健饮食法
这类疗法认为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阴阳失调。这类疗法所建议的饮食主要是未经加工处理的谷
类组成，例如糙米、全麦面包及全谷类麦片，同时摒除红肉、加工食物和糖，偶尔允许少量的
白鱼肉和乳制食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科学证据显示这类饮食法能治疗或预防癌症，而且这
类饮食法本身有一些坏处。这类饮食疗法建议的食物纤维含量很高，而卡路里含量低，因此不
适合胃口欠佳、体重减轻或有腹泻问题的人。因为这类饮食疗法限制蛋白质的食物和乳制品的
摄入，无法提供足够的维生素B2、B12、D，以及矿物质例如铁和钙。我们并不鼓励这类饮食疗法。   

生食饮食法（以植物类食物为主）  
生的食物被称为“活性的食物”，而生的食物所含的酵素和绿叶素被视为有益成分。这类饮食
法建议只吃生的蔬菜、水果、海藻、发芽的种子、坚果和大量的果汁。含大量纤维的果汁可能
导致腹泻。

和长寿饮食法一样，这类饮食法不均衡，缺乏卡路里、蛋白质、维生素 B12、钙和铁，也可能导
致肌肉萎缩，并减低对抗感染的免疫能力。我们并不鼓励这类饮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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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 如果您有意服用草药产品和补充品，或在接受治疗前就已经开始服用这些产品，应告诉医
 生。

• 向医生询问有关这些产品的可靠资料。医生可以告诉您这些产品是否已经研究过，或有关疗
 法是否安全，会不会干扰您正在接受的治疗。

• 仔细阅读每个产品标签上有关活性成份含量及浓度的资料。

• 如果出现副作用，例如哮喘、发痒、麻痹、四肢刺痛或不明作用，应立刻停止服用，并通知
 医生。

• 和营养师讨论您的营养需求。他/她可以为您设计一套专属的饮食计划，帮助您做出饮食上
 的改变，以确保您能够吸取身体所需的营养。



其他网络资源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https://www.cancer.org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AICR)
https://www.aicr.org

Food and Nutrition Information Center (FNIC)
https://www.nal.usda.gov

International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 Foundation
https://www.ifis.org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https://www.cancer.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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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at to eat when you don’t feel like eating’ by James Haller, Robert Pope Foundation, Hantsport, Nova Scotia.

21

对于癌症患者护理人员的特別贴士
您可以做很多的事来帮助您的朋友或挚爱的人度过治癌时期。以下有一些提示可帮助您应付：

• 癌症患者的饮食偏好每天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您需做好心理准备。有时候他可能因为口中
 尝到的食物味道有所改变而抗拒他原本最爱的食物。但也有些时候，他可能会开始吃一些之
 前无法咽下的食物。

• 直到副作用消除为止，患者有时一连几天都只能吃得下一两种食物，对此您也需做好心理准
 备。即使他吃不下，您还是可以鼓励他每天喝八到十杯营养饮料。

•  

• 和患者讨论他的需求和所关注的事项，并商讨一些最可行的想法。处事灵活，并给于患者
 支持，可帮助患者感觉能够掌控自己的病情。

在劝说患者进食方面须多点耐心。他们需要您在身边鼓励他们、支持他们，但同时也需要您给
他们点空间，并细心留意患者是否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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