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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報告

前言

每日飲食中所攝取的鉀離子約有 80%-
95% 經由尿液排出，5%-20% 由糞便排出
（1）。研究顯示慢性腎臟病患者腎絲球過濾

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GFR） 小於 15-20 
mL/min以下時 （血清肌酸酐濃度約為 3.0 
mg/dL），腎臟已無法維持鉀離子的代謝，
因此容易出現高鉀血症（2），患者此時開始

需要限制飲食中鉀離子的攝取，才能維持

血鉀濃度的平衡（3）。慢性腎衰竭患者需要

限制飲食鉀離子攝取時，K/DOQI的建議
量為每日 2-4 克（stage3-4）（4）。然而鉀離子

的攝取量在實際的飲食上很難確實計算，

因為鉀離子是細胞內主要的離子，食物的

鉀離子在經過水煮或烹調後，只要細胞受

到破壞，鉀離子就會流失在湯汁中。而未

經烹調就可食用的食物，因為鉀離子完整

保留在食物內，鉀離子的含量就會較高。

所以如果水果食用太多，鉀離子攝取就會

超出建議量。肉類與綠色蔬菜雖然也是鉀

離子含量高的食物，但是只要使用適當的

烹調方法，例如將蔬菜汆燙過，去掉湯汁

再油炒，避免肉汁、肉醬、雞精與菜湯、

肉湯，就可以降低鉀離子的攝取。

導致慢性腎衰竭患者高鉀血症的原

摘要

一個案為患有慢性腎衰竭合併高鉀血症之印尼新住民，已於腎臟專科診所定期追蹤

治療 10 個月，但經過藥物及多次營養師飲食衛教仍無法降低血鉀濃度。經個案討論會議
（case conference） 檢討後，發現營養師採用的一般降低高鉀血症的營養介入方法，對於飲
食文化與台灣人不同且經濟社會地位處於弱勢的新住民幫助有限，所以無法有效改善血

鉀濃度異常。本報告以回溯研究方式檢討個案營養照護過程（nutrition care process），提醒
營養師在給與飲食建議時應考慮新住民的家庭狀況、飲食型態（eating pattern）、工作環境
與經濟能力等，給予患者容易取得也易實行的飲食計畫，飲食治療才能有效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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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除了飲食因素外，熱量攝取不足導

致體組織分解，也是慢性腎衰竭患者血

鉀濃度上升的重要因素（3,5）。攝取足夠的

熱量、避免體組織分解，是慢性腎衰竭

患者使用低蛋白飲食治療時能否維持營

養狀態、降低含氮廢物產生與延緩腎功

能喪失的關鍵（10），也是維持慢性腎衰竭

患者血鉀正常的重要條件（5）。然而低蛋

白點心的製作或烹調需要技巧與時間，

對目前多數人的生活型態而言不容易準

備，商業配方雖然較方便但價格較高、

口味也是問題。因此如何讓患者長期攝

取足夠的低氮熱量食物在維持慢性腎衰

竭患者血鉀濃度正常上也很重要。

此 外， 飲 食 遵 從 性（adherence to 
dietary regiments） 是營養治療能否成功的
重要因素（6）。符合個人飲食型態與文化、

經濟狀況的飲食建議，才能增進飲食的遵

從性（7） 才能達成營養介入的目標。

個案病況

個案為 30 歲印尼女性，嫁來台灣，
目前育有一子一女，在賣場工作。98 年 3 
月間因感冒頭痛超過一個月未癒，在普通

診所抽血檢查發現是慢性腎衰竭後至本院

尋求專業治療。個案為新住民，習慣東南

亞的重口味與烹調方式，自從知道腎臟功

能不好後就減少吃肉，也盡量改善飲食的

調味。個案約一個月回診一次，已定期追

蹤 10 個月，營養師共給予 6 次飲食指導。
從生化值與飲食評估獲得的資料顯示，個

案在經過衛教後有降低蛋白質攝取，但是

血鉀濃度一直高於正常值。營養師多次指

導患者避免食用高鉀水果等高鉀食物，也

衛教個案降低鉀離子攝取的烹調技巧方法

等一般常用於改善高鉀血症的飲食技巧，

但是仍無法有效降低個案的血鉀濃度。

營養照顧過程

第一次飲食指導（98/4/7）

個案於 98 年 3 月 20 日在平時感冒
看診的診所檢查發現血液尿素氮濃度高

達 72 mg/dL、肌酸酐濃度 4.8 mg/dL（表
一），因此 4 月 7 日至本院腎臟科就診。
個案經醫師診療後由營養師給予飲食指

導並與個案約定 9 日空腹回本院進行抽
血生化檢驗。

（一）營養評估與診斷

個案身高 148.5 公分，沒有水腫，當
日體重 41.8 公斤 （BMI：19 kg/cm2，理想

體重為 48.5 公斤），在賣場工作，屬於輕
至中度活動量。評估其每日營養需求，熱

量約需 1250-1460 卡 （30-35 kcal/kg），蛋
白質 25 公克 （0.6 g/kg）。目前飲食習慣
為：早餐吃 1-2 條蒸小地瓜，午餐吃賣場
美食街的套餐或是小份的麵食類，晚餐在

家吃，飯量大約一碗，肉類吃不多，飯

後會吃柳丁大小的水果 1 個。營養師依據 
3 月 20 日的生化值（表一） 推估個案蛋白
質攝取過量，從飲食回憶獲得之資料顯示

其每日熱量攝取約 1100 卡，蛋白質約 45 
公克，且午餐固定外食，飲食過鹹喜歡喝

湯，對於腎臟疾病飲食也沒有概念。因此

診斷個案蛋白質與鈉攝取過多、熱量攝取

不足、缺乏飲食對腎臟疾病影響的知識。

（二）營養介入

1. 為避免個案一下子降低太多蛋白質
易導致熱量攝取不足，先給予低蛋

白 35 公克（0.8 g/kg）、1300 卡飲
食衛教。

2. 告知蛋白質攝取對腎臟病的影響，
教導個案認識含蛋白質的食物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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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生物價蛋白質來源與蛋豆魚肉

類的份量換算。

3. 低鈉飲食原則：例如避免醬料及選
擇食物的技巧等以及賣場食物太鹹 
盡量避免。

4. 教導增加油脂補充的技巧並給予高
熱量低氮特殊營養品的商業配方

（益富易能充）試喝包，以增加熱

量攝取。

（三）營養治療目標

1. 能達到足夠的熱量攝取維持目前體
重。

2. 蛋白質攝取量降低至建議量（0.6/
g/kg/day），在無脫水穩定的情況
（steady state）下血液尿素氮與肌
酸酐濃度的比值（BUN/Cr）趨近
於10。

3. 降低鹽分攝取，維持血壓正常。

第二次飲食指導（98/4/14）

（一）營養評估與診斷

個案於本院抽血後一週回診。9 日血
液生化值如下：白蛋白 4.4 mg/dL、尿素
氮 35 mg/dL、肌酸酐 4.2 mg/dL、鉀 5.3 
mmol/L、磷 4.5 mg/dL（表一），24 小時
尿量 1660 mL（表二），沒有便秘。顯示
個案營養狀況良好，有降低蛋白質攝取，

但高鉀食物可能攝取過多。個案與營養

師面談時表示肉類已經吃很少，飯吃的

也不多，但是不知道烹調時醬油可以加

多少？且因為午餐時間都在賣場工作，

取得水果很方便，所以有時候只吃水果

當一餐來減少蛋白質攝取。不喜歡上次

營養師送的商業配方味道，所以肚子會

餓時不知道該吃甚麼，通常也以水果填

飽肚子。因此營養師診斷個案蛋白質攝

取量已符合建議，但是水果攝取過多導

致高鉀血症，且低蛋白熱量食品認知不

足，導致熱量攝取可能不足。

表一、體重與生化檢驗值

日期
體重
(kg)

BUN
(mg/dL)

Cr
(mg/dL)

Alb 
(g/dL)

K
(mmol/L)

Ca
(mg/dL)

P
(mg/dL)

Hb
(g/dL) 備註

98/3/20＊ 41.8 72 4.8 4/7第一次營養衛教

98/4/9 35 4.2 4.4 5.3 8.9 4.5 4/14第二次營養衛教

98/5/1 57 4.8 6.1 4.5 10.7 6/26第三次營養衛教

98/6/27 40.1 67 4.2 4.3 4.9 7.9 4.7 11.2

98/9/19 39.4 53 4.4 4.3 6.0 8.1 4.5 9/21第四次營養衛教

98/10/16 39.0 52 4.5 6.1 8.4 4.7 10.9

98/11/13 38.2 58 4.2 5.5 11/16第五次營養衛教

98/12/8 58 4.6 6.1 1/11 第六次營養衛教

99/1/8 39 67 4.4 5.7 8.4 4.2 10.9
＊來自其他診所檢驗的數值

表二、尿液檢查報告 ( 98 年 4 月 9 日 )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單位

Protein ( 24 hr Urine ) 614.2 mg/day
24 hr 尿液總量 1660 mL
CCR 10.7 mL/min
CCR: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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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養介入

1. 低鉀飲食衛教：限制個案一天只能
吃兩份水果，以免鉀攝取過多。青

菜一定要先燙過再加入油拌炒，以

減少鉀的攝取並增加熱量。

2. 增加低氮澱粉類食物的攝取：衛教
個案肚子餓時要用米粉、冬粉、米

苔目、板條、肉圓、芋圓、蓮藕粉

等取代水果做為熱量來源，並給予

低蛋白衛教單張，以免病人忘記衛

教內容，也便於個案的先生能了解

協助。

3. 指導個案醬油的使用以上色為主，
不要加太多，若用醬油來當沾醬，

最好用水稀釋。

（三）營養治療目標

能以低氮澱粉類食物取代水果食用量

及炒青菜時都先經過汆燙，使血鉀濃度降

至正常值並獲得足夠熱量。

第三次飲食指導（98/6/26）

（一）營養評估與診斷

個案 5 月 1 日回診時營養師沒有衛教
到，該日血液生化值為：BUN 57 mg/dL，
Cr 4.8 mg/dL，K 6.1 mmol/L，Hb 10.7 g/
dL（表一）。6 月 26 日再次回診抽血時，
營養師才給予第三次飲食衛教。當日體

重 40.1 公斤（減輕 1.7 公斤），沒有便秘與
水腫。個案表示現在早餐通常是 2 塊蘿蔔
糕或 1 個饅頭，但是已經吃膩，午晚餐的
飯大概都吃一碗多，青菜有時沒燙，肉

類吃很少不超過 3 兩，晚餐有時候會將飯
改為一碗半的炒米粉。每日服用 2 包醫師
處方的胺基酸補充劑（Amiyu，約 3 克蛋
白質）。評估其飲食攝取：主食約有 12-14 

份，蛋白質食物約 2 份，每日熱量約只有 
1200 卡。此次門診個案體重減輕（兩個月
內減輕 4%），5 月 1 日的血液尿素氮、肌
酸酐與鉀的濃度皆上升，因此營養師診

斷：1.個案熱量攝取不足，使得體重減輕
導致血鉀濃度上升。2.低生物價蛋白質過
量（主食類攝取過多） 且體重減輕導致尿
素氮與肌酸酐濃度上升。3.個案開始出現
腎性貧血。

（二）營養介入

1. 複習低氮澱粉的食物選擇技巧，主
食類每日需減少至 7 份，增加低氮
澱粉、油脂及糖的攝取，補充不足

的熱量。請個案注意體重變化，體

重不可以再減輕。

2. 複習低鉀飲食技巧。
3. 高生物價蛋白質食物每日需攝取三
份，多選擇紅肉（例如牛肉、羊

肉）以增加鐵質攝取。

（三）營養治療目標

1. 能攝取足夠低氮澱粉食物取代部分
主食，避免體重減輕。

2. 血鉀濃度降至正常值。

第四次飲食指導（98/9/21）

（一）營養評估與診斷

個案 6 月 27 日血鉀濃度正常（4.9 
mmol/L） 狀況穩定，所以醫師約三個月
後再回診。但是此次回診血鉀濃度又高

於正常值（9/19：6.0 mmol/L，表一）。個
案表示因為抽血結果鉀離子正常，所以

青菜就沒有汆燙。此外，還是常常感到

肚子餓。由於上次衛教時請個案每天增

加蛋豆魚肉類至 3 份，但是個案只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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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吃肉，所以蛋豆魚肉類的攝取每天

約超過 1 份，但是低氮澱粉類仍攝取不
足。此次體重 39.4 公斤，又減輕 0.7 公
斤，每日排便與排尿皆正常。因此營養

師診斷個案熱量補充技巧運用不當以及

鉀與蛋白質攝取過多。

（二）營養介入

1. 要求個案青菜一定要先燙再炒，以
增加熱量。水果每天只能吃兩份。

2. 減少 1 份的蛋豆魚肉類，維持每天 
3 份。

3. 再次複習低氮澱粉的食物種類，每
天要固定增加兩份的低氮澱粉（一

碗米粉或是一碗冬粉） 當做點心，
於餓的時候食用，還要增加烹調用

油，補充熱量。

（三）營養治療目標

1. 增加低氮澱粉攝取，維持目前體
重。

2. 改善高鉀血症。

第五次飲食指導（98/11/16）

（一）營養評估與診斷

個案於 10 月 16 日回診驗血發現血鉀
濃度仍然偏高（6.1 mmol/L），因此醫師開
始給個案降鉀藥（Kalimate 1包 /天） ，但
是個案服用降鉀藥後會便秘，所以並沒

有按照醫囑每天服降鉀藥。隔月回診時 
（11 月 13 日）血鉀濃度雖然有降低但是仍
高於正常值（5.5 mmol/L ）。個案的問題
仍是肚子餓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選擇食

物，也懷疑為什麼已經沒有吃高鉀食物

了，血鉀濃度還是過高？此次回診個案

體重又下降，體重距離 9 月衛教時減輕 

1.2 公斤，體重只剩 38.2 公斤。因此營養
師診斷個案可能因為體重減輕，導致血

鉀過高。

（二）營養介入

1. 請個案上午加一份肉圓當作點心。
2. 叮嚀個案一定要吃降鉀藥，並請醫
師加開軟便劑。

（三）營養治療目標

攝取足夠熱量維持體重與正常血鉀濃

度。

第六次飲食指導（99/1/11）

（一）營養評估與診斷

因為個案每天上午 10 點左右有增加
一份蔥油餅，所以體重上升至 39 公斤，
但是血液尿素氮濃度也上升，血鉀濃度仍

然偏高（表一）。營養師此次進行更深入

的訪談，才發現原來個案在大賣場常常要

幫忙同事切水果，切水果的同時會跟著吃

幾塊，可能因此導致血鉀升高。此外個案

晚餐在家吃，是由婆婆掌廚，雖然婆婆知

道她吃的青菜一定要燙過但是不確定婆婆

是否有確實做。因此診斷個案水果攝取過

多、未確實執行低鉀飲食烹調方法、低氮

澱粉點心使用錯誤。

（二）營養介入

1. 工作時不可以隨意吃水果，水果的
份量要列入計算，才不會過量攝取

鉀離子。

2. 請個案回去後要提醒婆婆青菜一定
要先燙過再炒才行。

3. 衛教一般的蔥油餅並不是低蛋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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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因為個案表示易能充味道真

的不合口味且偏貴，因此指導個案

改使用粉絲、米粉、芋圓等來補充

不足的熱量，避免體重減輕。

（三）營養治療目標 

1. 不隨意吃水果、青菜要燙過以降低
血鉀濃度。

2. 以正確的低蛋白食物當作點心，維
持體重並降低血液尿素氮濃度。

討論

本個案在追蹤的 10 個月內，經過 6 
次營養衛教仍然無法有效改善高鉀血症，

可能由於營養師在進行飲食諮詢指導時，

沒有考慮個案特殊的身分可能有個別的需

求，仍然以一般的高鉀飲食原則方式給與

衛教，所以個案血鉀仍然偏高。

個案血清肌酸酐濃度已高於 4 mg/
dL，以 24 小時尿液與血清肌酸酐濃度推
估之 GFR 約為 10 mL/min（表二）。慢性
腎衰竭患者在 GFR 小於 15-20 mL/min以
下時，腎臟已無法維持鉀離子的代謝，容

易出現高鉀血症（2），因此個案需要限制飲

食中鉀離子的攝取。然而導致慢性腎衰竭

患者高鉀血症的原因，除了飲食因素外，

熱量攝取不足導致體組織分解，也是慢性

腎衰竭患者血鉀濃度上升的重要因素（3-5）。

但是如何攝取足夠的低氮熱量食物常常困

擾患者也是臨床營養師難題。

本個案在飲食降低蛋白質攝取後經

常感到飢餓，因為在賣場工作需要處理

水果，有免費且方便的水果可以食用，

所以初期皆以水果裹腹解決飢餓感，並

以為用水果取代正餐可以降低蛋白質攝

取，有易於腎功能維護，因此導致血鉀

濃度上升。營養師在第二次衛教時發現

這個問題，採取的介入方式是：限制個

案水果的分量並指導個案以米粉、冬

粉、米苔目、板條、肉圓、芋圓、蓮藕

粉等取代水果做為熱量來源，並給予低

蛋白飲食衛教單張，以幫助個案記憶衛

教內容，也希望藉由單張的說明可以獲

得先生的協助。這樣的飲食衛教內容是

多數營養師在面對一般患者時的衛教介

入方式。但是經過深入探討後發現，這

樣的介入並不適合本個案。因為個案在

賣場工作，沒有辦法取得上述的低氮食

物，即使能準備，應該也沒有時間可以

吃。再者，個案可能沒有錢來買這些食

物，而且也應該考慮到因為文化差異，

個案可能不知道營養師說的食物是甚

麼。所以個案在此次衛教後即使有減少

水果的攝取量，也仍然無法吃到足夠的

低氮熱量食物，因而熱量攝取不足，導

致體組織分解、體重減輕，造成血鉀濃

度仍然偏高。

飲 食 遵 從 性（adherence to dietary 
regiments） 是營養治療能否成功的重要關
鍵（6）。許多研究顯示社經地位、文化與

飲食習慣是影響飲食遵從性的重要因素
（6-9）。本個案為印尼嫁來台灣的新住民，

飲食口味與烹調習慣與台灣人不同，經

濟處於弱勢，在家中沒有主導權。營養

師沒有考慮個案的社經地位與飲食習慣，

未能提供合適的低蛋白點心解決個案的

飢餓感，是無法改善個案高鉀血症的最

重要因素。因此，營養師在給與飲食建

議時應考慮患者的生活環境、飲食型態 
（eating pattern）、是否工作、經濟狀況
等，給予患者容易取得也易實行的飲食

計畫，飲食治療才能有效達到目的。

此外，低蛋白點心的製作或烹調需要

技巧與時間，對目前多數人的生活型態而

言，不容易準備，患者在疾病的影響下也

未必覺得這些點心可口，因此以低氮澱粉

製成的點心，很少有患者能長期持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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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用葡萄糖聚合物（ maltodextrin） 與
粉末油脂的商業配方來增加熱量攝取，是

最方便也是容易長期執行的方法，但是相

對於米粉、冬粉、藕粉等低氮澱粉，價格

較高是最大問題。經濟問題是飲食治療中

的敏感話題也是影響飲食遵從性的重要因

素，患者通常不會明白表示，需要經由相

關資訊來推敲。例如本個案僅表示不喜歡

商業配方的「味道」，但是營養師應該連

想到也許價格是重要因素。對本個案而

言，因為沒有糖尿病，所以營養師也許可

以建議個案使用價格較低且無味道的商業

配方粉飴（三多） 或多卡（益富），以補充
不足的熱量。

給與衛教單張是營養照顧過程中用

來增加飲食指導記憶及與家屬溝通常用

的方法，然而營養師在使用單張這個工

具時應考慮患者與家屬是否有能力閱讀。

本個案為印尼人，中文閱讀能力有限，

先生在多次門診中並未出現，因此給與

文字的衛教單張應該無法達到避免個案

遺忘與督促先生協助以增加飲食遵從性

的目的。對於這樣狀況的患者，也許營

養師應先到個案熟悉的賣場，購買價格

為個案可以接受的低氮澱粉，例如藕粉

或太白粉等，或者看看賣場熟食部門是

否有個案可以食用的食品，展示產品包

裝給個案看或說明攤位地點，詳細告知

在哪裡可以買到及食用方法，個案才容

易學會並且實行。

鉀飲食烹調技巧衛教也是高鉀血症

患者重要的飲食治療介入方法，但是本

個案的晚餐主要是婆婆掌廚，個案並無

主導權，期望個案（外籍新娘） 要求婆婆
能先燙過蔬菜再炒，可能有實際執行上

的困難。因此營養師應更深入了解個案

家庭相處狀況，再決定是教導患者將菜

汁瀝乾再吃，或（如果可行） 鼓勵個案負
責家中晚餐烹調，由自己來燙炒青菜。

但是回顧個案病況，導致其血鉀濃度偏

高的主要因素應該是水果食用太多與沒

有正確攝取低氮熱量食物所致，因此沒

有汆燙蔬菜應該不是個案高鉀血症的主

要因素，所以對於本個案，如果汆燙青

菜真的有困難，也許就不需要特別強調。

導致本個案高鉀血症的因素，除了

攝取過多的水果與熱量攝取不足外，也

可能是營養師沒有真正找出導致個案血

鉀過高的關鍵食物以及營養師在前四次

衛教時依據的生化值不是最新的資料，

無法真正反映患者的飲食現狀。或許個

案有吃某些印尼的特別食物或特殊調味

醬料含有很高的鉀離子，營養師還沒問

出來。而為了能更正確評估患者飲食現

況，本診所重新調整衛教流程，安排患

者於抽血後三日內給以營養衛教，以

其飲食指導內容能更貼近患者實際現

況。此外，對於高鉀血症患者的衛教

中，營養師也要考慮藥物的影響，常

用於慢性腎臟疾病患者的血管收縮素

轉換酵素抑制劑 （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CEI） 與 β-受體阻斷
劑（β-blocker） 類的降血壓藥也可能導
致血鉀濃度升高。另外，也要讓患者了

解降鉀藥物的限制，就如本個案雖然有

服用降鉀藥物也無法有效降低血鉀濃度。

因為目前臨床上常用的排鉀藥（sodium 
polystyrene sulfonate, Kayexalate） 為一種
陽離子交換樹酯，其副作用易引起便秘，

能排除的鉀量也有限。患者服用後如果

發生便秘則更無法達到降血鉀的作用。

因此還是應該從飲食上調整，降低鉀離

子的攝取並攝取足夠的熱量避免體組織

分解，才能維持血鉀濃度正常。

對於有高鉀血症的慢性腎臟疾病患

者，營養師在營養照顧的過程中應確實收

集患者排便、排尿狀況、評估有無水腫以

及使用的藥種類等資料，且在營養治療目

標之設定與書寫應有數據化可評量的標準，

才能有正確的指導內容及有效的介入。



洪美鈴 等

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78 .

結論

飲食是生活的一部分，飲食調整

要符合個人習慣，盡量不增加麻煩，

經濟方便，才能讓患者長期實行。營

養師在飲食衛教時應切記知識的傳遞

不等於會有行為改變，文化與社經狀

況皆會影響飲食行為，尤其是面對飲

食生活習慣與一般台灣人不同的新住

民。本報告為整理個案討論會議（case 
conference） 檢討後的回溯性個案研
究，期望藉由檢討營養照顧過程中的

錯誤策略，讓新手營養師學習到更好

的衛教技能。也希望本個案曾忽略的

問題能成為借鏡，以提供日後類似個

案營養衛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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