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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論文

前言

營養照顧過程與模式 ( nutrition 

care process and model, NCP&M ) 是
由 美 國 膳 食 協 會 (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ADA ) 的標準化術語工作小

摘要

本研究利用國際膳食與營養術語參考手冊 ( international dietetics and nutrition 
terminology, IDNT ) 運用其中之營養診斷 ( nutrition diagnosis )、營養介入 ( nutrition 
intervention ) 二步驟之標準化術語於糖尿病共同照護網之營養照護當中，研究對象為
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之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門診收案一年以上且取樣時期沒有改藥之

糖尿病人，總計符合條件之收案人數為 1352 位。統計結果顯示，在營養診斷分析中以 
「醣類攝取過量」 (excessive carbohydrate intake)、「纖維攝取不足」( inadequate fiber intake 
) 及  「過重 /肥胖」( overweight/obesity ) 此三項為最多，分別各佔 38.3%、15.1% 與 
13.6%。而在營養介入中，營養師多數選擇調整食物與營養素的分配、種類、數量，在
餐次或特定時間 ( modify distribution, type, or amount of  food and nutrients within meals or at 
specified time ) 及一般健康飲食 ( general/healthful diet )，分別各佔 33.3% 與 24%。在糖尿
病營養照護中，藉由共同的標準化術語，可以提昇營養師之間的共識，降低病人因更換

營養師，而造成溝通認知上的誤差，增加病人滿意度，同時也可適用於醫療人員之間的

溝通，以及未來電子病歷之規劃，對於各界營養研究亦有極大助益，期待臺灣地區能早

日引進此套營養照護模式版權，並進行完整教育訓練計劃，提供病人與全體醫療人員，

一個更健全完善的醫療品質環境。

關鍵字：營養診斷、營養介入、糖尿病、營養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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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在 2003 年集合了各領域的專家學
者所共同提出 (1)，且在 2008 年推出第
二版更詳細完善的營養照顧過程與模式

之架構及內容 (2)。此套營養照護模式包

括：營養評估 ( nutrition assessment )、
營養診斷 ( nutrition diagnosis  )、營養
介入 ( nutrition intervention )、監測與評
值 ( nutri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 等四步驟 ( 圖一 )，以過去 SOAP 紀
錄形式加以改良，歸納出臨床營養照護

過程中經常遇到的狀況與處置，分類組

織成標準化術語，是一套便於統計分析

處理的術語集，在營養照護領域中提供

一致性，可精確記錄臨床營養訊息。荷

蘭營養師協會 ( the Dutch association 
of  dietitians ) 已引進此模式的營養診
斷於該國的健康照護資料庫中。另外

此標準化術語已納入美國聯邦政府認

定的醫學術語系統命名法 ( system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clinical term, 
SNOMED )，以方便醫療團隊間交換臨
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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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 to quality care and outcomes management. J Am Diet Assoc 2003; 103: 1061-1072.）
（資料來源：Lacey K, Pritchett E. Nutrition care process and model: ADA adopts road

圖一、營養照護過程及模式之理念與架構

Nutrition Care Process and Model (N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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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有很多急慢性併發症，病人維

持良好的血糖值能減緩併發症的發生，醫

療團隊可藉由不同的專業教育模式，協助

病人在生活中執行自我監測與控制 (3)，而

其中在營養飲食的教育上，需要靠醫療團

隊中營養師的努力來完成，得以預防或延

緩併發症的發生，達到節省醫療資源的效

用。然而目前臺灣地區在糖尿病營養照

護上，營養師之間缺乏一致性的共同語

言，而各自發展出慣用的照護模式，不同

的營養師之間亦無相同的規範，不但會造

成病人對營養師專業的質疑，也缺乏了與

國際接軌的能力。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營

養照護標準化術語在糖尿病門診衛教上的

應用，將兩位營養師之間的照護模式標準

化，建立不同營養師對相同病人照護的一

致性，簡化臨床工作流程並且提昇效率，

同時統計歸納出針對糖尿病人門診衛教

時，常用的營養診斷與營養介入術語，讓

目前臺灣地區營養師人力與資源有限的環

境下，可以提供給病人更高品質的營養照

護與衛教滿意度。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以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之

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門診收案一年以上，

且此取樣時期沒有改藥之糖尿病人為對

象，研究時間從 2010 年 03 月至 2010 年
06 月，總計有 2255 位收案糖尿病人，符
合條件有 1352 位病人。本研究通過財團
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人體試驗審查委員會

核可，編號為 IRB226A。

二、研究工具

依據國際膳食與營養術語參考手

冊 ( international dietet ics and nutrit ion 
terminology, IDNT ) 所制訂之標準營養照
護過程與模式 ( nutrition care process and 
model, NCP&M )，此套營養照護模式包
含四步驟：營養評估 ( nutrition assessment 
)、營養診斷 ( nutrition diagnosis  )、營養介
入 ( nutrition intervention )、監測與評值 ( 
nutriti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 其 中
營養診斷分為：攝取量 ( intake, NI )、臨
床 ( clinical, NC )、行為 /環境 ( behavior- 
environmental, NB )；營養介入分為：食物
/營養素供應 ( food and/or nutrient delivery, 
ND )、營養教育 ( nutrition education, E )、營
養諮商 ( nutrition counseling, C )、營養照護
協商 ( coordination of nutrition care, RC )；營
養評估及監測與評值則共用，表格分為：

食物 /營養飲食歷史 ( food/nutrition-related 
history, FH )、 人 體 測 量 (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AD )、生化值、醫學檢查步驟 
( biochemical tests and procedures, BD )、 一

般營養重點檢查 ( nutrition-focused physical 
findings, PD )、個人資料 ( client history, CH )、
生化檢驗 (comparative standards, CS )。此外，
使用 PES：問題 ( problem )、導因 ( etiology )、
特徵 ( signs&symptoms ) 作為營養診斷的詳
細說明。

使用者首先根據營養評估的結果對病

人下營養診斷，再依據導因給予營養介入，

針對特徵來做監測與評值。四個步驟之標

準化術語皆可複選，互相間具有雙向且一

對多的關係，作者亦於手冊中列出合適的

建議選項。

本研究在臨床上為了顧及門診時間限

制，以及衛教成效統計考量，因此截取營

養診斷與營養介入兩步驟，並採只選取一

個最重要或當時最適合病人的術語，來統

計分析糖尿病門診營養衛教常用的標準化

術語。使用糖尿病營養治療個案管理檔案

之個案資料，包括病人基本資料、營養診

斷、營養介入。將資料以 SPSS 10.0 版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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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處理，採描述性統計之方法作分析。

三、參與計劃營養師資歷

參與計畫的營養師人數共兩名，平

均年齡 32±3 歲、分別有 4 及 5 年之臨
床經驗，亦自 2007 年開始接受指導，使
用 2003 年初版 IDNT 及 2008 年再版之 
IDNT，並實地運用於臨床作業。

結果

本研究之糖尿病人統計資料人數共 
1352 人，男性 662 人 ( 佔 49.0% )、女性 690
人 ( 佔 51.0% )。收案者平均年齡 61±12.4 
歲，年齡最小 9 歲、最大 92 歲。在教育程
度分布中，完全不識字 293 人 ( 佔 21.7% )、
國小 517 人 ( 佔 38.2% )、國中 207 人 ( 佔 
15.3% )、高中 234 人 ( 佔 17.3% )、大專以
上 101 人 (佔 7.5% )(表一 )。

在營養診斷術語分佈比例上，最常

下的營養診斷為醣類攝取過量 ( excessive 
carbohydrate intake ) 有 518 人 ( 佔 38.3% )，纖
維攝取不足 ( inadequate fiber intake ) 有 204 人 
( 佔 15.1% )、過重 /肥胖 ( overweight / obesity 
) 有 184 人 ( 佔 13.6% )、還沒準備好要改變
飲食 /生活型態 ( not ready for diet/lifestyle 
change ) 有 139 人 ( 佔 10.3% ) 等 ( 表二 )。

在營養介入術語中最常使用的項

目為，調整食物與營養素的分配、種

類、數量，在餐次或特定時間 ( modify 
distribution, type, or amount of  food and 
nutrients within meals or at specified time 
) 有 450 人 ( 佔 33.3% )、一般健康飲
食 ( general/healthful diet ) 有 325 人 ( 佔 
24.0% )、目標設立 ( goal setting ) 有 307 
人 ( 佔 22.7% )，其他營養介入如自我
監 測 (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 有 263
人 ( 佔 19.5% )、酒精用法計畫 ( bioactive 
substance supplement administration schedule 
specify alcohol ) 有 7 人 ( 佔 0.5% ) ( 表三 )。

表一、病人基本資料

項目 男性 女性 總和

人數 662 (49.0%) 690(51.0%) 1352

年齡註1 (歲) 60 ±12.9 62 ±11.9 61±12.4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7(10.2%) 226(32.8%) 293(21.7%)

國小 233(35.2%) 284(41.2%) 517(38.2%)

國中 139(21%) 68(9.9%) 207(15.3%)

高中 149(22.5%) 85(12.3%) 234(17.3%)

大學以上 74(11.2%) 27(3.9%) 101(7.5%)

註1. 數據以 n (%) 或平均值±標準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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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病人營養診斷名稱項目百分比 (n=1352)

營養診斷名稱 人數 (%)

醣類攝取過量( excessive carbohydrate intake ) 518 (38.3%)

纖維攝取不足( inadequate �ber intake ) 204 (15.1%)

過重/肥胖( overweight/obesity ) 184 (13.6%)

還沒準備好要改變飲食/生活型態( not ready for diet/lifestyle change ) 139 (10.3%)

熱量攝取過量( excessive energy intake ) 105 (7.8%)

脂肪攝取過量( excessive fat intake ) 41 (3.0%)

酒精攝取過量( excessive alcohol intake ) 25 (1.9%)

醣類種類攝取不當( inappropriate intake of types of carbohydrate ) 24 (1.8%)

無法或不想自我照護( inability or lack of desire to manage self-care ) 23 (1.7%)

營養及營養相關知識缺乏( food and nutrition-related knowledge de�cit ) 17 (1.3%)

註1. 數據以n(%)表示

表三、營養介入名稱應用狀況百分比 (n=1352)

營養介入名稱 人數 (%)

調整食物與營養素的分配、種類、數量，在餐次或特定時間
( modify distribution, type, or amount of food and nutrients within meals or at 
speci�ed time )

450 (33.3%)

一般健康飲食( general/healthful diet ) 325 (24.0%)

目標設立( goal setting ) 307 (22.7%)

自我監測(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 263 (19.5%)

酒精用法計畫
( bioactive substance supplement administration schedule specify alcohol ) 7 (0.5%)

註1. 數據以n(%)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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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在本研究本地區糖尿病病人在性別分

布上平均，年齡集中在中高齡以上，另

外，教育程度在完全不識字與國小以下的

人數比例，女性佔 74%、男性佔 45.4%，
顯示本研究糖尿病病人中，女性教育程度

較男性低。

營養診斷術語標準化可以讓營養師在

病人回診時，清楚且快速的得知病人的營

養問題，並且立即針對病人的營養診斷了

解改善狀況，與再次評估是否要更新營養

診斷。在營養診斷術語中，由表二可顯示

糖尿病病人在門診接受營養衛教時，營養

師較常使用的營養診斷，共十選項，其中 
「醣類攝取過量」( excessive carbohydrate 

intake)、「纖維攝取不足」( inadequate fiber 
intake ) 及「過 重 / 肥 胖」( overweight/
obesity )，此三項總數已超過半數達 67%，
表示本研究的糖尿病病人常見營養問題集

中在此三項。

常用排行第四位為「還沒準備好要改

變飲食 /生活型態」( not ready for diet/
lifestyle change )，雖然本次研究對象為門
診收案一年以上之糖尿病病人，已接受

多次的營養衛教，但仍有 10.3% 的人處在
還沒有準備好要改變飲食與生活的階段，

因此當營養師看到病人前次的營養診斷

為  「還沒準備好要改變飲食 /生活型態」 
( not ready for diet/lifestyle change ) 時，便能
立即調整衛教內容，否則再多的營養知識

與詳細的衛教內容，病人仍無法接受並改

變。其次排行第五、六、七為「熱量攝取

過多」 ( excessive energy intake ) 7.8%、「脂
肪攝取過多」 ( excessive fat intake ) 3.0%、
「酒精攝取過量」( excessive alcohol intake ) 
1.9%，這些病人可能同時有 「過重/肥胖」
( overweight/obesity ) 的營養診斷，由於本
研究資料需在營養診斷上只針對一個術語

做選擇，因此在選擇上有時較難做決定，

同一個病人每個營養師可能下不同的營養

診斷，以及給予不同的營養介入，而本研

究營養師在門診使用上，以當次最主要可

解決的問題作選擇原則，在此也建議若臺

灣地區未來使用營養照護模式，可以整理

出營養診斷術語與所相對應可選擇的營養

介入，提供營養師使用上最適切的選擇。

另外，有文獻指出教育程度不會影

響糖尿病病人知識、態度、行為增進與

代謝指標的改善 (4)，同樣的在本研究教

育程度為完全不識字與國小的程度的人

達半數以上，但是營養師所下的營養診

斷「營養及營養相關知識缺乏」( food- 
and nutrition-related knowledge deficit ) 僅
佔 1.3%，排行第十，可能在長達至少一
年以上接受營養衛教的病人，其營養知

識大致上皆已建立。

在營養介入部份，營養師常選用「調

整食物與營養素的分配、種類、數量，

在餐次或特定時間」( modify distribution, 
type, or amount of  food and nutrients within 
meals or at specified time ) 及「一般健康飲
食」( general/healthful diet ) 兩術語，共達 
57.3%。長期接受營養衛教病人，營養師
每次給予全套營養原則已不適合，需因應

每次病人的營養診斷，給予適當的營養介

入。「目標設立」( goal setting ) 介入術語
排行第三，表示針對多次營養衛教的病

人，可以給病人一個明確的改善目標，營

養師在下次評值時，可以迅速了解病人改

善情況。糖尿病病人在血糖自我監測部

份是血糖控制重要的一環，因此 「自我監
測」(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 也為本研
究分析後常見的營養介入術語。

排行第五的營養介入術語為「酒精

用法計劃」 ( bioactive substance supplement 
administration schedule specify alcohol )， 共 
7 人，但在營養診斷術語中共 25 人被下
「酒精攝取過量」( excessive alcohol intake 
) 之營養診斷，表示診斷為 「酒精攝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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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excessive alcohol intake ) 的人，營養師
並非全部選擇「酒精用法計劃」( bioactive 
substance supplement administration schedule 
specify alcohol ) 介入，可能考量當時病人
對改變酒精用量的意願態度有關，透過

進一步病人資料查詢，被診斷為「酒精攝

取過量」( excessive alcohol intake ) 的病人，
營養師會另外選擇「調整食物與營養素的

分配、種類、數量，在餐次或特定時間」

( modify distribution, type, or amount of  food 
and nutrients within meals or at specified time 
) 及 「一般健康飲食」( general/healthful diet 
) 兩個營養介入術語。同樣的呈現出營養
診斷術語與所相對應可使用的營養介入

術語的問題，目前沒有絕對的相對應術

語，那是否 「酒精攝取過量」( excessive 
alcohol intake ) 一定得選擇 「酒精用法計劃」 
( bioactive substance supplement sdministration 
schedule specify alcohol ) 的介入呢？如果可
以選擇其他介入術語，可能對於新接觸營

養照護的營養師將會是一大挑戰，並且同

樣面臨應選擇哪個術語才適當的困境，若

無制定的選項，其邏輯可通，並能解釋出

為何下此營養診斷，以及為何使用此營養

介入，大致上都能應用。

另外使用標準術語後，門診營養衛教

服務滿意度問卷採五分法尺度 ( Likert )，
其營養衛教滿意度平均數，由使用前的 
4.25 進步至 4.59。
臺灣地區若能執行標準營養照護過程

與模式，與國際有共同的語言，除了對營

養師於營養工作紀錄上，能清楚陳述營養

診斷與明確營養介入外，在團隊溝通上也

能有共通的溝通語言，並且在國際上能更

進一步，與其他國家之相關研究相互比較

討論 (5)。

結論

由本研究統計可以得知，門診糖尿病

病人常使用的營養診斷術語與營養介入術

語項目。為使營養師能在診斷方面可以有

效溝通、紀錄營養師對於病人營養問題決

策的一致性和品質，以及病人結果的可預

見性，固定營養診斷術語並教育全體營養

師使用有其必要性。因可提供營養師在實

務工作上作適當的選擇，並存檔於營養照

護紀錄中。

藉由標準化的營養醫療術語，希望能

在糖尿病飲食衛教上，透過共同的語言使

用專業的營養診斷、營養介入、評值與監

測，可以有系統的在糖尿病人飲食衛教過

程中，歸納出目前臺灣地區糖尿病人真正

的飲食問題，以及何種營養介入方式最為

有效，同時客觀的呈現出營養師的飲食衛

教成效。

建議未來在營養的部份能夠更進一步

歸納何種行為改變階段的病人，哪一種營

養介入方式最為有效，利用系統化的方

式，客觀並有邏輯的呈現，糖尿病人的飲

食問題和改善策略與成效，以實証營養的

精神，讓醫療團隊看到全體營養師的努力

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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