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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住院病患因疾病限制和生理不適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在住院過程中發生營養不良的
問題，在近十多年來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問題，而管灌餵食病患發生此問題的機率及嚴重
性相對更高。本篇文章針對管灌餵食病患營養不良的影響因素，提出相關文獻查證。結
果發現除因管灌餵食的缺乏自主性及選擇權，可能會造成攝食的不均衡，還有疾病、傷
口、藥物使用及日常活動功能等因素也會對營養狀況造成影響。由於管灌餵食對病患營
養供應不可或缺，我們應從中學習，並在第一線工作替病患發現，以防治營養不良問題
的產生。(志為護理, 2008; 7:2, 65-69.)
關鍵詞：住院病患、管灌餵食、營養問題。

前

言

dl，營養不良情況嚴重。第一週的營養
攝取量則有半數以上患者未能達到其營

急性期或重症病患的營養問題經常會

養需求量90%以上，血中白蛋白過低及

被忽視，進而影響病情的恢復。台大醫

合併腸胃道併發症者其營養攝取量明

院住院病患中，每日接受管灌餵食人數

顯較低。整體住院病患營養不良率為

約200-300人，佔病患訂餐人數的1/4，約

41.8%。另外，以病房種類來看，普通病

為總住院人數的15%(黃等，2005)。在台

房患者發生營養不良(白蛋白<3.5mg/dl)

灣老年及慢性病人口比例逐年上升的情

比例為35.3%，重症加護病房患者為

況下，接受管灌餵食的病患量也相對逐

84.9%。以年齡層來看，大於65歲者約有

年增加，因此管灌餵食病患的營養狀況

40%發生營養不良的現象。

更不容忽視。
黃等(2005)在四個月間針對共1385名

營養不良對管灌餵食病患的負面影響

管灌餵食患者進行營養攝取量的評估，

管灌餵食病患大多數無法表達其飽食

發現有72.8%血中白蛋白值低於3.5mg/

或飢餓的感受，繁複的醫療行為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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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病患未能依平日的進食時間攝取食

械性合併症、腸胃道合併症，及因鼻胃

物。Correia和Waitzberg (2003) 指出，血

管材質不同造成使用上的不同合併症，

清白蛋白值降低的患者，其發生感染及

以下逐項說明之。

併發症的機會相對升高，進而增加致死
率及死亡率。

管餵病患營養狀況影響因素

當餵食量低於所須的90%時，即是「餵
食量不足」(underfeeding)。造成餵食量
不足的原因有胃殘餘量過多、鼻胃管脫

接受管灌餵食因缺乏自主性及選擇

落或移位、不同疾病因病情發展階段其

權，餵食的時間或每次接受餵食的量皆

實際需求量高於估算量，或人為因素

受諸多因素影響故較不易控制，因此管

如進行治療活動等。其中最常見的原

灌餵食可能會造成攝食不足或攝食過量

因是胃殘餘量過多；其次是鼻胃管脫

等營養問題。除此之外，管灌餵食病患

落或移位(McClave, et al., 1999)。國內

尚會因疾病狀態、傷口、藥物使用等因

亦有學者認為餵食量不足與人為因素有

素，影響病患營養狀況，茲整理並呈現

關，如金(2002)認為各類檢查，或加護

如下：

病房中的常規活動如翻身、擦澡等，都

(一)疾病狀態：Groot等(1998)提出神

會中斷餵食導致餵食量不足。當餵食量

經精神疾病者在營養評估時得分較低。

高於所須的110%，即是「過度餵食」

(二)傷口：Bobel(1987)研究發現一個具

(overfeeding)。過度餵食常見於病情漸

多量滲出液或滲血的傷口，會造成每天

趨穩定但仍長時間臥床的病患，此時病

有近90-100公克的蛋白質從傷口滲液中

患容易合併血糖過高的問題。(二)機械

流失。(三)藥物：有研究發現同時服用

性合併症，諸多文獻所提及放置鼻胃管

三種藥物以上的老人容易營養不良，且

所導致的機械性合併症中，最常見的原

服藥量愈多則營養狀況就愈差(Griep, et

因為鼻胃管滑脫與自拔鼻胃管，插管困

al., 2000; Jensen, Friedmann, Coleman, &

難及阻塞、胃糜爛及出血(張，1997)。

Smicikals-Wright, 2001)。(四)日常活動功

(三)腸胃道合併症，最常見的腸胃道

能(basic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BADL)：

合併症有腹瀉、腹脹、便秘、胃排空

Miller等(1996)提出老年人因為沒有能力

能力減弱，而其中又以腹瀉為最(張，

準備餐食，或無力外出購買食物導致營

1997)。腹瀉是指每天大於三次的稀便

養不良。

(Okuma, Nakamura, Totake, & Fukunaga,

管灌餵食的合併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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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餵食量：McClave等(1999)認為

2000)。(四)鼻胃管材質的影響，鼻胃管
臨床較常用的材質有聚氯乙烯(polyvinul

當進食的方式改變，必須透過侵入性

chloride, PVC)、矽化物(silicon)二種。

的方式才能接受營養時，也會有相對的

PVC材質的鼻胃管若長時間與消化液接

問題產生，目前從文獻中可知的管灌餵

觸會容易變硬，因此建議應每七天更換

食合併症有餵食量不足、過度餵食、機

一次(陳、賴、林，2001)。矽質鼻胃管

團隊及時的病患資訊，以維持管灌餵食

完整性，甚至容易引起黴菌的孳生。因

病患適當的營養供應。最後，病患的照

此一般建議應一個月更換一次(陳等，

護，是全人、全家的，因此提供主要照

2001)。

顧者合宜的衛教，並追蹤其是否能如實

管灌餵食的不可或缺
符合管灌餵食適應症的病患，若無腸
阻塞或胃腸道需長期休息之狀況(如急
性胰臟炎、嚴重腹瀉等)，可根據其不
同病情與需要來決定管灌餵食之途徑、
方式與配方(楊，2005)。相較於靜脈營
養的支持，提供腸道營養具有維持腸道
消化、吸收與免疫功能的額外效果。因
此，楊(2005)仍建議提供病患營養時應
最優先考慮和採用腸道營養的方式。廖
(2003)亦證實管灌餵食只要其餵食量及
營養成分適合病患狀況，且定時定量提
供灌食時，其營養狀況未必不良。

結

語

管灌餵食病患多數皆有日常生活活
動功能受限的狀況。此外，對食物沒有
挑選的權力與能力，只能被動的接受照
護者所提供的管灌飲食。從上述文章中
可知，管灌餵食只要其餵食量及營養成
分適合病患狀況，且定時定量提供灌食
時，其營養狀況未必不良。良好的營養
狀況，除了可以促進疾病的復原外，亦
可提升人體的免疫防禦功能。因此身為
醫療照護第一線的護理同仁，在執行照
護工作時，除了須留意管灌餵食病患管
路功能、是否確實定期執行管路之更換
外，更應在病患每一次接受管灌餵食前
後，謹慎評估病患的腸胃功能、消化狀
況，及整體營養攝取狀況，並提供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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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浸泡在管灌配方內，除了影響管路

執行正確照護，亦是保護病患安全、維
持穩定及良好營養供應相當重要的一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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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路有多遠，自己的能力有多少
都能隨分隨力
盡量去達成目標
此即毅力
Regardless how far the journey is or how capable we are,
we do our best to reach our goal.
This is perseverance at its best.
~ 證嚴法師靜思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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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ing of Nutrition Status
Nourished for Tube-fed Patients
Ming-Hsin Hsieh

ABSTRACT
Patients who in hospital, disease restriction or poor appetite always make the problem
of malnutrition, and it’s more severely in tube-fed patients. This article point on the reason
really induced tube-fed patients nutrition status nourished. According reference search, lack
of self control and choice may induce the unbalance of intake, disease status, wound stage,
medic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daily living may also have the impact of nutrition status.
Whatever, We still need to know and help to prevent the malnutrition status of patients.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08; 7:2, 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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