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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再餵食症候群（refeeding syndrome） 為嚴重營養不良之病人，積極且過度營養治療導
致之併發症。研究建議再餵食症候群高危險群的腸道營養支持起始期以 “儘可能慢” 為原
則；然為兼顧加護病房營養照護品質，過慢餵食速率同樣不適當。本個案研究嘗試以 7 天
營養支持策略進行腸道餵食，並觀察其生理變化，期望給予加護病房再餵食症候群病人

更積極的腸道餵食進展。個案甲為 64 歲女性，個案乙為 76 歲男性，二者皆為再餵食症
候群高危險群病人。個案甲按本院制訂之「加護病房病患腸道灌食準則」；個案乙以「再餵

食症候群高危險群腸道營養支持計畫」 進行，皆經由灌食幫浦方式實施腸道營養。結果發
現，再餵食症候群高危險群個案，依不同營養支持計畫，其血鉀及血磷濃度變化，有所

不同。個案乙照護結果顯示，開始進食前 3 天，低起始灌食量（500 kcal/day），可有效預防
再餵食症候群發生；接下來以 20-30 kcal/hr/day的增加速率，積極調整灌食量，配合維生
素及電解質補充，有助於避免再餵食症候群發生之危害。

關鍵字：再餵食症候群、營養不良、重症營養

前言

再餵食症候群（refeeding syndrome） 發
生之原因，為病人在中、重度營養不良

情況下，積極且過度施予腸道或靜脈營養

治療，所導致的突發併發症（1）。研究指出

再餵食症候群盛行率為 6%，在合併飢餓、

酒精中毒，或慢性營養不良之重症病人盛

行率更可能達 25%（2,3）。再餵食症候群會

使血清中電解質（磷、鎂、鉀及鈣） 的濃
度快速滑落，所引發的症狀包括心臟心律

不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4）。其中以血

磷的變化最為顯著，病患接受餵食後 2-4 
天，會出現低血磷（＜2.5 mg/dL）；一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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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血磷低於 1.5 mg/dL 即可能出現虛弱、
呼吸困難、橫紋肌溶解（rhabdomyolysis） 或
心臟衰竭之症狀。臨床處置必須密切監測

患者呼吸狀況，並以靜脈補充方式，儘快

回復體內不正常的電解質狀態（3）。施行過

快及過多的營養支持，都可能導致再餵食

症候群的發生。比起腸道營養，靜脈營養

輸注葡萄糖更容易誘發此併發症（4），所以

靜脈營養支持初期可以低速率起始，再逐

漸增加至營養需要目標的方法來避免併發

症。此外，在靜脈營養中也需要降低葡萄

糖佔輸注熱量的比例。增加磷、鎂、鉀及

鈣的補充，也可以預防電解質不平衡所引

發之症狀。相形之下，腸道營養支持雖然

比較安全，但再餵食症候群風險仍是存在

的，也經常被輕忽。針對再餵食症候群高

危險群的腸道營養以“ 儘可能慢 ”為原則
（3），是比較安全的 （視病患狀況而定），建
議由 10-30 kcal/hr開始。然而，為兼顧加
護病房營養照護品質，期望病人在進入加

護病房後 7-10 天，營養攝取能達建議攝
取量，餵食速率的調整仍必須有一定的進

展，過度謹慎的低速餵食同樣不符合臨床

營養照護指引（5）。本文藉由案例對照方式，

說明再餵食症候群之高危險族群，在未接

受適當的營養支持時，產生的代謝障礙；

以及針對入住加護病房之高危險族群，嘗

試以 7 天的營養支持策略進行腸道餵食，
並觀察其生理變化，期望以較積極的腸道

餵食進展，既不導致血液電解質波動，兼

可及早達成營養需求量之目標。

病例

個案甲為 64 歲女性，沒有高血壓及
糖尿病病史，過去診斷有因幽門螺旋桿菌 
（helicobacter pylori） 引起之消化性潰瘍。
此次因為尿道感染，合併有呼吸短促，經

急診入院。入院時無發燒、寒顫，但有食

慾不振的現象。然生化數值顯示有代謝性

酸中毒（metabolic acidosis），因此入加護
病房接受治療。

個案乙為 76 歲男性氣切病人，過
去有囊狀動脈瘤破裂（saccular aneurysm 
spontaneous rupture） 及胃潰瘍病史。個案
為護理之家照護病人，但家屬會每日探

視。此次因腹脹、腹痛、呼吸短促、低白

蛋白血症及低鈉血症之症狀，經急診入

院。臨床症狀沒有發燒、寒顫、噁心、嘔

吐、胸痛及胸悶等情況。但生化檢驗值顯

示白血球增多，且胸部 X光顯示，雙側
肋膜浸潤，懷疑為肺炎引發之敗血症，須

接受進一步治療。

營養照護過程

一、營養診斷

個案甲入加護病房第一次量測之身

高為 158 cm、體重 36.3 kg，BMI為 14.7
（kg/m2），該病患體型呈現消瘦，入院前

亦有進食狀況不佳之問題，生化檢驗值如

表一，經主觀整體營養評估表（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SGA） 評估為 C級，屬
於重度營養不良。以 harries-benedict 公
式計算，其營養需求量為熱量 1500 kcal/
day，為改善其營養狀況，建議 63 g/day
的高蛋白質飲食（5）；根據理想體重評估，

每公斤體重提供之熱量為 28.4 kcal、蛋白
質為 1.2 g。
個案乙入加護病房時測量之身高為

168 cm、體重 52 kg，BMI 為 18.4（kg/
m2），顯示該患者體重過輕，生化檢驗值

如表一；據家屬表示該個案因腹痛、腹

脹，進食非常少量食物，已有很長一段

時間；經評估 SGA 為 C 級，屬於重度
營養不良。以 harries-benedict公式計算，
其營養需求量為熱量 1900 kcal/day，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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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個案甲及乙入加護病房及進食後檢驗數據

項目（單位） 正常值
個案甲檢驗值 個案乙檢驗值

入 ICU＃ 開始灌食後
（ICU第 36小時） 入 ICU＃ 開始灌食後

（ICU第 36小時）
BUN（mg/dL） 6-22 57 33 4 －

Creatinine（mg/dL） 0.6-1.3 1.86 0.79 0.3 －

Na（mg/dL） 135-148 116.7 126.3 109.8 128.3
K（mg/dL） 3.5-5.0 3.36 2.94＊ 3.25 3.28
Mg （mg/dL） 1.9-2.5 1.3 1.9 1.7 2.2
P（mg/dL） 2.3-4.7 3.1 0.8＊ 3.1 2.7＊

Albumin（g/dL） 3.8-5.3 2.2 － 2.3 －

＃入 ICU之檢驗數值為該個案，轉入加護病房後，第一次血液生化檢驗數值。
＊表示灌食後檢驗數值下降之血液電解質。

表二、再餵食症候群高危險群判定＃

符合下列危險因子 1項以上
 BMI ＜16 kg/m2 ＊

 過去 3-6個月非計畫性體重減少 ＞15％
 極少或無營養攝取 ＞10天
 餵食前的低血鉀、磷、鎂（低於正常值）

符合下列危險因子 2項以上
 BMI ＜18.5 kg/m2 ＋

 過去 3-6個月非計畫性體重減少 ＞10％
 極少或無營養攝取 ＞5天＋

 有酗酒或藥物（胰島素、化學治療、制酸劑及利尿劑）使用歷史
＊個案甲符合之項目
＋個案乙符合之項目
＃資料來源為參考文獻(6）

白質 80 g（佔總熱量的 16.7%）；依據理
想體重評估，每公斤體重提供之熱量為

30.8 kcal、蛋白質為 1.3 g。兩個案依據表
二（6）定義評估，皆屬於再餵食症候群之

高危險群。

二、營養介入

個案甲入加護病房營養支持依據本

院制訂之「加護病房病患腸道灌食準則」，

於入加護病房後第 9 小時，以灌食幫浦
（feeding pump） 進行腸道營養給予，每天
供應 6 餐商業配方營養品，泡製濃度為 1 
kcal/mL之聚合配方（polymeric formula），
三大營養素佔總熱量比例為醣類 52%、

蛋白質 14% 及脂肪 34%；每餐次灌食 3 
小時，共計連續灌食 18 小時。起始灌食
速率為 25 mL/hr，而後每隔 3 餐視病人
腸胃道耐受情形，上調 25 mL/hr，直到
病人達營養建議攝取全量。個案甲入加

護病房第 9 小時開始灌食，灌食前僅給予 
0.9% NaCl 液體輸注；個案於入加護病房
第 38小時即達營養需求量之灌食全量（85 
mL/hr），而後維持灌食速度，每日共灌
食 18 小時，直至轉出加護病房為止。病
患住加護病房期間排尿量正常，於住加護

病房第 2-4 天，每日各輸注 40 mEq的氯
化鉀（potassium chloride），於第 2 天輸注 
16 mEq硫酸鎂（magnesium sulfate）。
個案乙經評估為再餵食症候群高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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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加護病房再餵食症候群高危險群腸道營養支持計畫

監測液體平衡、血壓及

臨床症狀，緩慢增加餵

食量。 

是否有再餵食

症候群風險？

監測腸胃道耐受性，並

依據單位準則調升灌食

速率，直到滿足營養需

求量 

起始餵食速率：

25 cc/hr 

起始餵食量：前 48 小
時，10 kcal/kg/day
【不可採批式灌食】【不可採批式灌食】

監測腸胃道耐受性，並緩慢增加餵食

量，於第 4-7 天達需要量全量。 

起始餵食量：前 48 小
時，維持 5 kcal/kg/day

至少 72 小時內需監測生理數值

是

否

是否為在餵食症候群嚴重
高險風病患？( BMI <14 
kg/m2 或幾乎沒有進食＞
15天)符合其中一項就是

群後依據參考文獻（6），使用更為和緩之灌

食策略。個案於入加護病房第 11 個小時
開始腸道灌食，同樣以灌食幫浦（feeding 
pump） 進行腸道營養給予，每天供應 6 
餐，使用與個案甲相同之配方，每餐次灌

食 3 小時，共計連續灌食 18 小時。起始
速率仍依據本院「加護病房病患腸道灌食

準則」，為 25 mL/hr。評估腸胃道耐受狀
況正常，3 餐後調為 30 mL/hr，然後保持
此灌食速率，以合乎灌食起始 72 小時內，
熱量維持 500 kcal/day以下之準則建議 
（圖一）。個案乙因醫囑建議，於開始灌

食第 3 天（入加護病房第 4 天） 即上調灌

食量至 55 mL/hr，於開始灌食第 4 天上
調灌食量至 75 mL/hr，而後在開始灌食
第 6 天達灌食全量（105 mL/hr），直到個
案轉入普通病房。病人入住加護病房第 7 
天，尿液量較少（760 mL/day），在病人病
況穩定下，於次日起給予利尿劑（Lasix），
並配合靜脈輸注補充白蛋白，共計 3 日，
以改善病人水份滯留情況。使用利尿劑 3 
日之尿液排出量分別為為 3940、2700 及 
2750 mL/day。個案於住加護病房第 3 及
第 4 天，分別輸注 40 mEq的 KCl，於第 
9 天口服 600 mg緩釋鉀糖衣錠（slow-K）1 
顆 /天。



再餵食症候群之營養支持

台灣膳食營養學雜誌 . 67 .

(A)

5

4.5

4

3.5

3

2.5
D1 D2 D3 D4 D5 D7 D8 D9 D10

(B)

血鉀濃度變化

血磷濃度變化

圖二、患者入加護病房及腸道營養給予前後血鉀及血磷變化情形。

1.個案甲於 D2開始灌食，於 D2- 4天，各輸注 40 meq 的 KCl。
2.個案乙於 D2開始灌食，於 D3、4天，分別輸注 40 meq 的 KCl，於 D9天口服

600 mg 緩釋鉀糖衣錠 1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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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再餵食症候群高危險病患維生素補充建議量＃

補充劑量 口服 鼻胃管/胃造口 靜脈注射

維生素 B1 200-300 mg/day 100 mg 維生素 B 群（Hepalex-B Inj 1ml/
Amp）及維生素 C（Ascormin Inj. 

500 mg/5 mL/Amp）輸注，
每日 2 次，持續 10 天維生素 B 群 1-2 錠/次，

每天 3 次
液狀維生素 B 群

5-10 mL/time，每天 3 次

葉酸 5 mg/day 5 mg/day，
可與管灌配方混和給予

大部分會合併 TPN 使用

TPN：Total paraenteral nutrition；全靜脈營養
＃資料來源為參考文獻(8）

兩位個案餵食開始時間、電解質補

充量及入加護病房初期尿液排出量等狀

況，相當類似。然而個案甲在入加護病房

第 2 天開始進食後，即出現疑似再餵食症
候群的表現，引起血液鉀及磷離子迅速滑

落（圖二），必須額外輸注電解質才得以

回復；在血液鉀離子濃度甚至難以達正常

值。反之，個案乙以低速起始餵食便沒有

出現電解質降低的情況。

討論

案例對照結果發現，再餵食症候群

高危險群個案，依準則給於低灌食起始

速度，兩位個案血鉀及血磷濃度變化（圖

二），仍有所不同。過去文獻認為血磷濃

度變化會最為顯著（7），在個案甲的血液

檢查結果，也發現相同的結果（圖二 B）。
研究認為，即使個案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未低於 18.5（kg/m2），只

要長時間禁食，補充營養初始都必須要考

慮再餵食症候群的可能性。再餵食症候群

包括會出現電解質耗損（低血鉀、低血磷

及低血鎂）、液體滯留、高血糖。其病理

機轉為碳水化合物誘發胰臟分泌胰島素，

接收到賀爾蒙訊號的細胞開始收納葡萄

糖、磷、鉀、鎂及水分；另外葡萄糖代謝

增加，會快速耗盡細胞內維生素 B1，導

致維生素 B1 缺乏，甚或是引發 Wernicke

症候群。若這些體內的異常狀態未能修

正，病患可能會因為心肌水分蓄積，引發

充血性心臟衰竭而死亡（7）。研究建議監測

尿液鈉、鉀、磷、鎂，有助於評估身體

流失量。然而開始餵食前是否需要修正

體內電解質狀態，及維生素與微量元素

的補充時間與劑量，研究有不同看法（6,7）。

維生素補充量可參考表三之建議（8），

維生素 B1 補充可能需要持續 10 天或達進
食全量後。此兩位個案於住加護病房期間

皆未額外補充維生素，雖無明顯維生素缺

乏臨床表徵出現，未來類似個案仍建議遵

從準則補充維生素。再餵食症候群營養

支持起始，各方臨床指引皆建議由較低

灌食速率開始；然在起始速率的建議卻

有不同的看法，前 48 小時由 10-20 kcal/
kg/day起始，每日最大灌食量為 500-1000 
kcal/day；每日蛋白質給予則建議為 1.2 - 
1.5 g/kg/day（8,9），且未明確說明調整灌食

量之增加速率。由個案乙照護結果顯示

（圖二），開始進食前 3 天，給予較少的起
始灌食量（500 kcal/day；10 kcal/kg/day），
可有效預防再餵食症候群發生；接下來以

20-30 kcal/hr/day的速率增加，積極漸進
調整灌食量，亦沒有導致電解質失衡。落

實高風險病患早期篩檢，配合初期和緩的

營養支持，維生素及電解質適當補充，有

助於避免再餵食症候群發生，及後續可能

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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