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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病體質
馬偕紀念醫院藥劑部藥師  蔡麗芬

摘要

惡病體質是一個複雜的代謝徵候，臨床上最常見的是體重明顯減輕，通常被認為

與許多疾病及其罹病率、死亡率有關，但也常常被誤以為與營養不良有關。惡病體質

的診斷目前所建立的共識包括12個月內體重明顯減輕至少5%，再加上肌肉力量減低、

疲倦、厭食、非脂肪重量指數低、生化值異常等表現。

在治療方面，雖然針對癌症惡病體質曾經有很多的藥品或藥品合併治療被探討，

但是應用到臨床治療方面都還只是起步，未來需要針對不同的疾患族群病人進行更多

的研究來確認，以期對病人的疾病及生活品質改善更有幫助。

關鍵字： 惡病體質、癌症惡病體質、cachexia、cancer cachexia

壹、前言

惡 病 體 質 （ c a c h e x i a ） 源 於

希臘字“ k a k o s”及“ h e x i s”意為

“bad”“condition”，是與病人潛在疾

病有關的複雜代謝徵候，以肌肉流失為主

要表現，有時併有脂肪流失。成人臨床上

最常見的是體重明顯減輕（須矯正體液

滯留），而小孩則是成長不良（須排除內

分泌異常），常被誤以為食慾降低及營養

不良所引起。除了體重明顯減輕外，常

見厭食、發炎、胰島素阻抗、肌肉蛋白質

耗損，與病人的罹病率增加有關。惡病體

質併發於許多慢性或末期疾病中，例如感

染、癌症、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鬱血性

心衰竭、慢性腎衰竭、風濕性關節炎、肺

結核、及慢性阻塞性肺疾患。

貳、診斷

引發惡病體質的機轉複雜，2006年

針對惡病體質的診斷建立共識如下：『在

12個月內體重明顯減輕至少5%（或身體

質量指數（BMI） <20 kg/m2）』，有

『肌肉力量減低、疲倦、厭食、非脂肪

重量指數低、生化值異常』5項中具3項

者。生化值異常方面則包括：發炎標記

增加（CRP > 5.0 mg/L、IL-6 > 4.0 pg/

mL）、貧血（Hb < 12 g/dL）、血清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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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低下（< 3.2 g/dL）1。

體重明顯減輕是預估病人死亡的獨立

因素，與年長者死亡率增加有關。美國針

對96個長期照護機構900位住民的研究指

出，居住在護理之家年長者體重明顯減輕

達5%以上者，其死亡的風險增加5%以上

2。對HIV感染病人的研究則指出，體重

即使只減輕3%，也與死亡率及罹病率有

關，而且死亡風險隨著身體質量指數減低

的幅度增加而增加1。在癌症病人方面，

應用1995至2003年間311位病人（其中

132位為癌症病人）資料庫檔案分析，指

出癌症惡病體質者身體脂肪流失快於淨體

重的流失，並且與體內荷爾蒙、攝食量、

攝食內容都有關係3。另一方面對197位體

重減輕大於5%的胰臟癌病人進行營養功

能、健康狀況、生活品質的研究指出，單

獨體重明顯減輕無法確認惡病體質在身體

功能的總體效益，因此不適於做為預後的

變異因素。研究結果缺乏一致看法，反應

了正確量測惡病體質病人身體組成改變的

困難4。

肌肉耗損是惡病體質病人重要的病

理生理因素也是疲倦的主因。骨骼肌加速

流失的時程因疾病而異，癌症短至3-6個

月而慢性疾患則可能長達12個月。對無

法確立體重明顯減輕史的人，身體質量指

數<20.0 Kg/m2可被視為是惡病體質的診

斷。但是參與2006年共識會議的成員對

於以身體質量指數來代表淨體重流失的

臨界值（介於18.5~22.0 kg/m2）的看法

不同。其他診斷標的則包括肌肉強度、

白蛋白低下等，未來，期待對惡病體質的

程度進行分級，如過去12個月體重明顯

減輕>5%（輕度）、>10%（中度）、或

>15%（重度），以便增加瞭解1。

營養不良通常被用在惡病體質的研究

中，隱喻給予適當的營養或克服營養素的

吸收或利用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惡

病體質的臨床表徵沒有辦法單獨以給予營

養來進行成功治療。此外它通常併有食慾

降低，但食慾降低也在其他與惡病體質不

相關的狀況下出現。

參、癌症惡病體質

約有30-80%的癌症病人有體重明顯

減輕的情形，其中15%體重減輕大於初期

體重的10%。對20位無法手術胰臟癌病

人的研究指出，在確立診斷時多數有體重

明顯減輕的情形（幅度約10-20%，平均

14.2%），而後隨著病情進展體重減輕甚

或高達24.5%，此結果提醒了我們需要在

癌症早期及早介入5。癒後方面，體重明

顯減輕程度愈高者其存活期愈短。對109

位不發病狀態的第2期淋巴結呈陽性及第3

期乳癌病人的研究指出，癌症復發者約有

84%病人有未明原因的體重明顯減輕。而

未復發的不發病狀態者中只有10%有相似

情形6。

歐洲對780位肺癌病人的研究指出，

約58~76%病人有體重明顯減輕的情形，

對體重明顯降低的非小細胞肺癌者進行

化療後，有顯著的貧血不良反應，因此也

是預估治療毒性及存活期的因素之一7。

早期的研究指出，肺癌病人流失疾病前約

30%的體重，而身體組成最明顯的改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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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身體總脂肪85%、骨骼肌75%、礦

物質方面也明顯降低導致骨骼腐蝕。骨骼

肌流失也解釋了何以惡病體質者活動力降

低、生活品質降低、壽命縮短8-9。

涉及惡病體質的機轉，包括厭食、身

體活動降低、宿主合成荷爾蒙分泌減低，

代謝反應改變導致蛋白質、脂肪及碳水化

合物的代謝改變。癌症惡病體質最好的處

置方案是治癒癌症，但對晚期癌症病人是

難以達到的。另一個方案是增加營養攝取

以反轉體重明顯減輕，但營養介入的隨機

控制研究，並未顯示對體重改變或生活品

質的顯著好處，這些結果導致研究者以各

種不同藥品介入治療過程，期待因而有所

改善9。

肆、治療

一、Progestagens

Progestagens是最早用於治療癌症

及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患者體重明顯減

輕的藥品，包括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及megestrol acetate，目前被認

為是治療與癌症相關惡病體質最好的選

擇，很多國家已核准其使用10-11。然而它

們的治療仍然有限制，約有<30%使用者

經歷短期食慾刺激效果，雖然體重及食慾

改善，但是生活品質及存活率並沒有改善

10。Progestagens應用在癌症惡病體質的

機轉尚未完全明白，可能與皮質類固醇的

活性有關，也有研究指出progestagens

經由中樞神經系統的neuropeptide Y促進

食慾，此外可能向下調控促發炎細胞激

素的合成與釋出，如細胞白介素第一因

子（interleukin-1,IL-1）及第六因子（IL-

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干擾素α（interferon 

α,IFN α）及干擾素γ （IFN γ））等

11。

對54位非荷爾蒙敏感性癌症病人進行

的雙盲隨機以安慰劑控制的研究，發現相

對於控制組，服用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500 mg一天2次，12週以後，可

以增加熱量攝取並顯著增加脂肪組織，對

非脂肪重量則沒有顯著影響12。在劑型方

面，以口服懸浮液給藥可以快速增加血中

megestrol acetate的濃度，已被核准使用

於惡病體質10。對使用megestrol acetate 

800 mg/day的癌症病人進行服藥前及其

後2個月的身體組成分析，研究證實體重

增加主要來自於脂肪而非淨體重13。值得

注意的是，部分使用megestrol acetate的

病人發生栓塞併發症、水腫的機率增加，

而對化療反應率及存活期則沒有好處14。

二、食慾促進劑及皮質類固醇

食慾促進劑對體重回復沒有好結

果，臨床上應用於促進食慾的藥品如

cyproheptadine對這些病人只有輕微改善

食慾的作用，對厭食癌症病人的體重明顯

減輕沒有預防作用。皮質類固醇早年被廣

泛的應用在隨機控制研究，與安慰劑比較

它們可以改善食慾及生活品質，但長期使

用常見嚴重不良反應。

三、新的藥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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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藥物治療的先導性臨床試驗結果

顯示對系統性免疫代謝症候群有相當好的

改善。然而研究多是納入少數受試者的第

II期初步研究案，需要納入更多受試者的

第III期研究來確認其效益，可以預測的是

未來的治療趨勢可能採用多重藥物或營養

成分的合併治療10。

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EPA及

decosahexaenoic acid）具抑制促發炎細胞

激素合成的作用，在晚期胰臟癌病人的飲

食中補充含豐富EPA的食物可以反轉病人

的惡病體質10。這類臨床研究多以魚油進行

而非單純的EPA、多數沒有控制組，雖然

對胰臟癌病人有穩定體重的作用，需要更

多研究來確認EPA的抗惡病體質活性9。

伍、結論

惡病體質可以併發於許多慢性或末期

疾病中，研究的重點仍然以癌症惡病體質

為主軸。目前欠缺實證醫學來探討治療惡

病體質或癌症惡病體質的資料。過去雖然

有對於惡病體質失去脂肪組織及肌肉的瞭

解，但是在應用到臨床治療方面都還只是

起步。此外研究得到的結論針對不同族群

病人可能有好處，尤其是癌症的食慾改善

及體重增加，但由於研究設計的困難，對

這些病人生活品質的改善尚且無法獲得整

體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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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hexia
Li-Fen Tsai

Department of Pharmacy,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Abstract

Cachexia is a complex metabolic syndrome. The prominent clinical feature 

is weight loss and is associted with increas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lthough 

mulnutrition is often present in cachexia, the clinical charteristic of cachexia cannot be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nutrition alone.

Despite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in basic and clinical research, the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edical management of cachexia are still lacking. The aim of 

treament in cachexia should focus on symptomatic, subjective and quality of life end-

poi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