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報告

生酮飲食治療幼兒癲癇發作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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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常用於癲癇藥物治療無效或對藥物有明顯不良副作用之患
者，以控制其癲癇發作。本個案為一位 5 歲男童因癲癇藥物治療出現抗藥性，換過多種
藥物效果皆不理想，因出現嚴重反覆發作，醫師建議入院使用生酮飲食治療。營養師在
飲食治療開始前，先對媽媽進行生酮飲食執行方式與內容的初步衛教與說明，並於住院
期間詳細教導食物類別、份量、製備原則及油脂來源等相關知識與技能。住院期間以熱
量漸進方式供給生酮飲食，使用生酮飲食治療後，個案癲癇發作狀況有明顯改善，但期
間因飢餓未遵守飲食限制與護理人員誤給葡萄糖點滴，導致生酮作用中斷，使得需三度
重複開始生酮飲食。個案在經醫療照顧團隊評估家長及特殊學校老師能夠共同配合，並
清楚了解此種飲食治療方式與執行後出院，於家中繼續執行生酮飲食。一個月後回診追
蹤，家長依營養師設計的菜單調整出比較適合個案喜好的新菜單，仍可維持尿酮及血糖
濃度，媽媽表示個案不但癲癇發作狀況改善，學習能力與專注力也進步很多。
關鍵詞：癲癇、生酮飲食、幼兒

前言
癲癇（epilepsy）是一種慢性腦部病變，
由於大腦細胞過度放電所引起的現象，發
作時的臨床特徵為出現突發性且短暫性的
痙孿（seizure）導致手腳不自主運動、抽慉
或神智不清，同時會反覆性的發作。台灣
癲癇的發生率約 0.67％左右，75％的患者
第一次發作年紀在 20 歲前，且約有 1/3
於小學時出現。生酮飲食是一種含有高脂

肪、低醣類、適當蛋白質的飲食，藉由調
整三大營養素的比例，將脂肪提高至 8090％以上，讓身體產生酮體（ketone body）
以控制癲癇發作。生酮飲食能治療癲癇發
作的機制目前仍不清楚，有數個假說在
探討中，可能與改變腦部對胺基酸特別
是神經傳導物質前驅物的麩胺酸（glutamic
acid）的代謝利用以及脂肪酸誘導的粒線
體去偶合作用（mitochondria uncoupling）影
響神經細胞的活化有關（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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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酮飲食自二十世紀初期起就用於
癲癇治療（3），尤其用於對使用癲癇藥物治
療無效或對藥物有明顯不良副作用之頑
固型癲癇患者（intractable seizures）（4）。研
究顯示約有三分之二使用生酮飲食的患
者，能降低癲癇發作的次數或不再發作，
因此可減少藥物的使用量（5），但是使用生
酮飲食初期，患者常因食慾不振、噁心、
嘔吐、腹瀉或便秘等副作用（6），拒絕繼續
食用因而導致癲癇再度發作。此外，如
何讓兒童患者遵守飲食限制與衛教家屬
在家使用生酮飲食，也需要有特殊的考
量與方法。本報告為利用生酮飲食有效
控制兒童癲癇發作之個案並分享幼兒食
用生酮飲食臨床實行與衛教時容易遭遇
的問題與限制，以提供日後幼兒癲癇患
者營養治療介入之參考。

個案病況
個案為 5 歲大的男童，出生 2 個月後
確立癲癇診斷，之後持續於兒科門診用藥
物治療，同時每週在復健診所進行三次語
言與物理治療。由於個案發作症狀不斷改
變，使用過多種藥物，漸漸出現抗藥性，
藥物治療效果越來越不理想。本次因出現
嚴重之反覆發作，每天發作頻率約 20-40
次，每次發作持續 1 分鐘以上，發作時患
者會出現不斷眨眼睛、嘴唇抽搐以及上半
身強直性痙孿，所以於 97 年 7 月 28 日入

院，醫師開立生酮飲食治療。
個案腦部超音波檢查腦室無出血現
象，核磁共振無異常發現，腦電圖發現雙
側額顳葉及左側頂葉有癲癇病灶。入院診
斷為：四肢癱瘓、非特定性的癲癇。過去
病史為：發育遲緩、四肢癱瘓、精神運動
發育遲緩（psychomotor retardation）。住院
期間生化值見表一。入院後醫師隨即照會
營養師並且開始禁食與限水，醫師處方
為：等待個案呈現酸中毒現象，尿液酮體
出現三價（3+）以上後開始給予生酮飲食。
主治醫師表示等家長學會如何進行生酮飲
食後即可出院。
個 案 於 7 月 29 日 起 開 始 生 酮 飲 食，
住院 10 天期間營養師使用生酮飲食控制
個案癲癇發作並指導個案母親學習生酮飲
食製備。個案父母及特殊學校老師對於營
養師及護理人員的衛教都積極學習，討論
後皆能夠共同配合此種飲食治療方式及照
護。個案於 8 月 8 日出院，回家後繼續執
行生酮飲食。

營養照顧過程
（一）營養評估
個案為 5 歲男童，97 年 7 月 28 日身
高 103.8 公分、體重 16.4 公斤，參照衛生
署目前採用的 2006 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兒
童生長曲線圖顯示，個案身高小於生長曲

表一、生化檢驗值
日期

AST ALT ALB Chol
TG HDL-C LDL-C BUN
Cr
UA
keton
Na
Mg
P
Ca
Hb
IU/L IU/L g/dL mg/dL mg/dL mg/dL mg/dL mg/dL mg/dL mg/dL mmol/L mg/L mg/dL mg/dL mmol/L g/dL

7/28 - 4.6 178
24
84
89
21
0.29 5.99
139 2.1 4.89 2.45 13.3
8/7 31 11 4.1 147
52
82
63 10.1 0.27 3.96
1
137
4.49 2.38
9/6 26 10
197
69
85
104
9
0.32
4.2 142
2
4.34 2.46 13.7
- :表示未檢測
AST: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LT: Alanine transaminase ALB:Albumin Chol: Cholesterol TG: Triglyceride
HDL-C: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BUN: Blood urea nitrogen
Cr:Creatinine UA:ric acid Na: Sodium Mg:Magnesium P: Phosphorous Ca:Calcium Hb: Hemogl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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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之 15 百分位，體重則約等於生長曲線
之 15 百分位。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為 15.2 kg/m2。以身高來看，
體重及 BMI 在理想範圍內，但是就年齡
而言，個案生長遲緩，身高、體重皆發育
不足，體位發育接近 4 歲兒童。
個案平時主要照顧者是媽媽，上午於
特殊教育學校上課、下午做復健治療，活
動量小，多屬於坐、臥生活型態，平時早
餐只喝一杯全脂鮮奶，到學校後再吃一個
點心。午晚餐食量大，喜愛吃飯、麵包及
餅乾等澱粉類食物。平時飲食內容如表二
所示，估算總熱量攝取約 2000 卡、80 克
蛋白質，每公斤體重約攝取 120-130 kcal/
kg，蛋白質約 4.5 g/kg，三大營養素所佔
比例約為 15％蛋白質，55-60％醣類，2530％脂肪。依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 DRIs）的 建 議：
4-6 歲輕中度活動量男童每日熱量需求約
1450-1650 kcal（ 約 76-87 kcal/kg）， 蛋 白
質 30 克（ 約 1.6 kcal/kg）
，但參考個案平
日飲食攝取量與癲癇發作可能消耗較多
熱量，以及讓處方飲食能更具生酮能力，
決定先給予 1500 kcal 熱量與 30 克蛋白質
（ 約 90 kcal/kg，蛋白質 1.8 g/kg）
。生酮飲
食之脂肪比例須達總熱量之 80-90％，如
果使用中鏈脂肪（medium-chain triglyceride
表二、平時飲食內容
餐次

時間

食物內容＊

早餐 7:00家中 平日：1杯全脂鮮奶
假日：小熱狗2條、雞塊5塊、
奶茶150c.c.
早點 8:30學校 2片吐司、花生醬
午餐 11:00學校 飯1-2碗、炒雞丁1份、小瓜炒
肉絲1-2湯匙、炒青菜0.3份
午點

不定

偶爾會吃小杯子蛋糕

晚餐 17:30家中 飯2碗、肉燥1-2湯匙、蔬菜0.3
份、紅燒魚1份、水果0.5份
＊營養師以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詢問個案母親獲
得之內容

oil, MCT oil）則可以降低脂肪比例。在考
慮個案接受度與適應性問題後，先給予
飲食組成為 70-80％脂肪（ 其中 MCT oil 佔
50-70％）之飲食。且依照 DRIs 建議量，
請醫師給予鈣片與維生素 B6 補充劑以提
供足量之鈣質與維生素 B6。

（二）營養治療目標
營養治療目標擬定為：（1）個案能遵
守醫院供應的生酮飲食進食，使尿酮能達
3+ 以上，降低癲癇發作次數。（2）個案母
親與特教老師了解生酮飲食的食物選擇原
則。（3）母親能在家製作生酮飲食。

（三）營養介入
7 月 28 日個案入院後就禁食並限水，
當天晚上尿酮出現 3+，因此第二天開始
執行生酮飲食，由 1/3 總熱量（500 kcal）
開始，以粉狀營養品型式分三次供應（ 飲
食組成為：醣類 18％；蛋白質 9％；脂肪
73％，其中 MCT oil 佔 62％），當天尿酮
維持 3+，癲癇未發作，顯示初步飲食可
以維持酮體生成。但隔日早晨尿酮消失，
詢問家屬後得知個案因為肚子餓，晚上吃
了 1 塊去皮炸雞。飲食治療期間癲癇發作
次數及尿液酮體與血糖濃度變化見表三。
由於尿酮消失，因此醫囑 30 日要禁
食（ 但是禁食當日個案有吃松子約 15 克 ），
31 日早上尿酮恢復 3+，重新給予生酮飲
食，尿酮濃度維持約 3-4+，這期間癲癇
發作次數減少。8 月 1 日進一步給予 1000
kcal 生酮飲食（2/3 總熱量 ），仍然以粉狀
營養品形式給予分 6 次供應，尿酮濃度維
持 3+，但是下午護理人員誤給葡萄糖點
滴（2％ glucose water 約 500 kcal）尿酮又消
失。8 月 2 日早上再度禁食，直至晚餐時
尿酮回復 3+，重新回到生酮飲食。8 月 3
日仍給予 1000 kcal 粉末生酮飲食，下午
台灣膳食營養學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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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飲食治療過程與體重變化、癲癇發作次數及尿液酮體與血糖濃度
＊

日期

體重(kg)

7/28 禁食
7/29 開始1/3總熱量500卡
生酮飲食
7/30 禁食
7/31 重 新 給 予 1 / 3 總 熱 量
500卡生酮飲食
8/1 2/3總熱量1000卡生酮
飲食
8/2 禁食，晚餐重新開始
1000卡生酮飲食
8/3 1000卡生酮飲食

16.4

blood sugar(mg/dL)
05:00 11:00 17:00 23:00
89
67

3+

3+

3+

61

65

94

130

16.8

+/-

2+

2+

109

114

85

81

16.2

3+

3+

4+

76

70

78

78

16.0

3+

2+

1+至+/-

87

132

98

16.4

+/-

2+

3+

96

86

79

81

16.4

2+
1+

3+

3+
2+

64

97

100

96

48

78

84

73

+/-

81

57

91

110

+/-

+/-

103

80

114

98

+/-

(發作1sec)

89

98

79

84

2+

(發作1sec)

63

86

盤餐1500卡生酮飲食

15.6

8/5

盤餐1500卡生酮飲食

16.6

8/6

盤餐1500卡生酮飲食

15.6

8/7

禁食(尿酮＜1+)

16.6

8/8

下午出院

17.0

(發作1sec)

2+
2+

(發作1sec)

+/-

(發作1sec)

1+

(發作1sec)

(發作1min)
(發作1sec)

(發作1sec)

(發作1sec)
(發作1sec)

(發作1sec)

+/- 表示僅有微量酮體

出 現 拉 稀 便 情 形， 尿 酮 維 持 2-3+。8 月
4 日開始給予全熱量 1500 kcal 生酮飲食，
以 3 次盤餐加 3 次粉狀營養品點心供應
（ 飲食組成為：醣類 12％、蛋白質 8％、
脂肪 80％其中 MCT oil 佔 22％，循環菜
單見表四 ）。5、6 日飲食組成與供應方式
皆相同。但個案於 4 日開始吃盤餐生酮
飲食後，尿酮降低，發作次數增加（3 次
/ 天，1 秒 / 次 ），每日拉水便 4-5 次，且
開始拒喝點心，食慾差，不吃早餐。媽媽
表示需變換容器與顏色，個案才會將點心
喝完。這期間因為尿酮降低，癲癇發作次
數增加，因此醫師表示只要尿酮小於 1+
就要禁食，所以 7 日再度禁食，8 日恢復
盤餐生酮飲食。
營養師於 6 日指導個案父母與特教
導師有關生酮飲食與食物份量代換等基
礎知識。8 日下午出院，營養師再給予出
院飲食衛教，衛教內容如下：（1）參考給
予的生酮食譜製作飲食，為維持血液酮
酸濃度恆定，飲食必須定時定量，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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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3+

16.8

8/4

＊

urineke tone(+)
時間9:30
1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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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經秤重，精算份量。（2）每日補充兒
童綜合維他命，需選擇無糖形式。（3）少
喝茶等含咖啡因的飲料並避免大量喝水
（ 每 4 小時內不要超過 800 c.c.）。（4）每週
至少測空腹血糖 2 次。（5）小心其它可能
添加糖質的無糖食品與藥物或生活用品，
如兒童營養補充劑軟糖與糖衣錠、某些
代糖與無糖口香糖（ 含阿斯巴甜與糖醇類
代糖者 ）、牙膏或漱口水。

（四）後續追蹤照護
個案約一個月後回診（9 月 5 日 ），身
高 103.8 公 分， 體 重 16.5 公 斤（ 增 加 0.1
公斤 ），家屬表示自出院後整體感覺一直
有逐漸進步，不但發作時間短（1 秒 / 次 ），
發作次數少，學習時間、注意力、學習力
都有增加。但有些困擾，媽媽表示出院後
個案飲食量減少，都不會餓、不想吃飯，
詢問是否可以吃益生菌幫助消化。
以 24 小時回憶法獲得的個案在家飲

生酮飲食與幼兒癲癇發作

表四、住院期間素食生酮飲食循環菜單
餐次 項目 份量
早餐

蛋白質
蔬菜
油脂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早點

鹹豆漿
煎蛋皮
豆皮捲
海苔捲
鹹豆漿
煎蛋皮
520c.c.
雞蛋 + 豆製品 炸豆皮 60 g 蛋皮絲海苔
520 c.c.
雞蛋 + 豆包
20 g 蔬菜
20g 蔬菜
0.2
20 g 蔬菜
20 g 蔬菜
20 g 蔬菜
20 g 蔬菜
4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2

堅果類

松子 1 匙

松子 1 匙

松子 1 匙

松子 1 匙 g

松子 1 匙

松子 1 匙

午餐

主食
1
炒冬粉
炒米粉
炒飯
稀飯
炒河粉
拌麵（拉麵）
蛋白質 1 炸素棒棒腿 煎荷包蛋 *1 煎素鱈魚
炒蛋
煎荷包蛋
炸素排骨
蔬菜 0.2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油脂＊ 6 50 c.c. 綺麗油 50 c.c. 綺麗油 50 c.c. 綺麗油 50 c.c. 綺麗油 50 c.c. 綺麗油 50 c.c. 綺麗油

午點

配方
飲品
堅果類 7 g

晚餐
晚點
＊

第一天

三多高熱能
30 g
松子 2 匙

芝麻糊：
高熱能 +
芝麻粉
松子 1 匙

三多高熱能
30 g

三多高熱能
30 g

松子 2 匙

松子 2 匙

芝麻糊：
高熱能 +
芝麻粉
松子 1 匙

三多高熱能
30 g
松子 2 匙

主食
炒飯
炒麵
麻油麵線
炒冬粉
炒米粉
炒飯
蛋白質 1
炒蛋
炸傳統豆腐 日式炸豆腐
煎素鰻魚
炸素雞腿 炸素白帶魚
蔬菜 0.2 20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20 g 生蔬菜
油脂
6 35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35 c.c. 綺麗油
配方
飲品
堅果類 7g

三多高熱能
30 g
生松子 1 匙

三多高熱能
30 g
生松子 1 匙

三多高熱能
30 g
生松子 1 匙

三多高熱能
30 g
生松子 2 匙

三多高熱能 三多高熱能
30 g
30 g
生松子 1 匙 生松子 1 匙

統一綺麗油，MCT 佔 11-15％，每 100 毫升中含有 10.5 公克 MCT

表五、出院後飲食內容＊
餐次 時間

食物內容

早餐 7-9:00 高熱能45 g＋紅茶包＋無糖奶球

血糖/尿酮
空腹血糖93 mg/dL, urine ketone 3+
早上食慾差，有時沒吃早餐
用40 c.c. 綺麗油炸 60 g生雞皮
吃便當（11：00發作1次1秒）

早點 10:00 炸雞皮(在家做好)＋松子5-10 g
午餐 11:00 飯50 g＋煎荷包蛋＋生蔬菜17 g＋蒟蒻100 g＋
綺麗油45 c.c.
午點 15:00 炸雞皮(在家做好)＋松子5-10g
用40 c.c.綺麗油炸 70 g 生雞皮
晚餐 17:30 飯50 g＋豬肉35 g＋生蔬菜17 g＋蒟蒻100 g＋
空腹血糖 84 mg/dL
綺麗油45 c.c.)
（23：31發作1次1秒）
點心 21:00 高熱能45 g（半夜肚子餓時，會再泡一次）
睡前血糖79 mg/dL, urine ketone 2+
＊
97年9月5日回診，由母親以24小時回憶法獲得，食物有實際秤重。

食內容如表五所示，出院後個案飲食攝取
量每天約 2000 卡，蛋白質約 20 公克。三
大營養素分配約為 : 蛋白質 3-5％，醣類
5-10 ％、 脂 肪 85-90 ％ 其 中 MCT oil 約 佔
30％。評估熱量攝取尚可但是蛋白質攝取
不足。因此建議家屬早餐用清豆漿沖泡高

熱能與無糖奶球，點心可用含皮炸雞腿或
熱狗 35 公克（ 個案喜歡的食物 ）或晚餐肉
量增加一份來增加蛋白質攝取量。並解釋
食慾不佳為生酮飲食正常狀況，不需要也
無法以益生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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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癲癇的病因源自於各種影響腦的疾
病，可能來自任何直接或間接造成的腦
部傷害，例如出生前後腦部缺氧造成的
腦部病變，或是先天性腦部畸形、動靜
脈畸形，或是由於頭部外傷、腦膜炎等
因素造成，但目前約有 60％左右的患者
找不到原因（7）。癲癇的治療包括藥物治
療、手術治療與生酮飲食治療。在正確
的服藥下，多數的患者會獲得良好的控
制，但是約有 20％患者會對抗癲癇藥物
產生抗藥性或在服用藥物後產生嚴重的
副作用。這一類患者除了寄望於新抗癲
癇藥物發展外，臨床上常會採用生酮飲
食治療，以降低發作次數，減少藥物的
使用量改善藥物副作用的傷害，因此在
癲癇臨床治療上具有重要性（5）。以生酮飲
食用來控制癲癇發作已有近 80 年的歷史，
目前美國約有 60％的兒童神經科醫師使
用生酮飲食治療癲癇，這些兒童多數都
是使用過抗癲癇藥物失敗或產生抗藥性
的患者（8 9）。
生酮飲食是一種含有高脂肪、低醣
類、適當蛋白質的飲食，利用改變飲食組
成，降低葡萄糖供給，讓身體以脂肪作為
能量來源產生酮體（ketone body）控制癲癇
發作（3）。傳統生酮飲食的組成為：飲食中
來自脂肪的熱量與來自醣類及蛋白質的熱
量之比值須為 3：1 至 4：1（ 即油脂：醣
類＋蛋白質＝ 3：1 或 4：1）。嬰兒通常
使用 3：1 的比例就可以產生酮體，年齡
大的兒童，比例須達 4：1 才能產生足夠
的酮體。因此傳統生酮飲食其飲食中的脂
肪須佔總熱量的 80-90％以上，蛋白質依
建議量給予，醣類則在 4-5％間（10）。這種
組成的生酮飲食可以攝取的醣類太低，比
較不美味，患者接受度較差。目前較常用
的生酮飲食多以中鏈脂肪做為部分脂肪來
源（MCT-ketogenic diet）。使用 MCT oil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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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脂肪來源較容易生成酮體，因此可以降
低脂肪的比例。此種生酮飲食之 MCT oil
需佔總熱量 50-70％，其它脂肪 10％，因
此約可以增加 10％的熱量來自醣類，所
以飲食會較有彈性，接受度較佳（11 12）。
研究建議生酮飲食要給予較低的熱
量並限制水分攝取才能快速產生足夠的
酮體，一般熱量僅提供 75-80％的建議量，
水分約給予 80％的需要量，維持尿液比
重在 1.02-1.025 間（6）。本個案入院前日常
飲食每日約攝取 2000 卡的熱量，因此住
院期間給予 1500 卡的生酮飲食，以期能
快速產生酮體控制癲癇發作，出院飲食為
維持個案生長則給予 2000 卡。
患者剛開始採用生酮飲食時，可能
感覺飢餓，須依體重來決定熱量是否足
夠。嬰兒與兒童患者的身高及體重在使
用生酮飲食前後必需持續追蹤，若成長
發育趨勢有明顯改變，蛋白質及熱量需
求均應重新評估。
執行生酮飲食前需先禁食 24-72 小時
並限制水份攝取（500-1000 c.c.），讓體內
有生酮作用（ketosis）後，再開始生酮飲食
才可以快速產生足夠的酮體（6）。剛開始給
予患者生酮飲食時，患者容易發生噁心、
嘔吐的症狀，臨床研究建議以三天的過渡
期來介入可以增加患者的耐受性（6）。因此
本個案的生酮飲食計畫先從 1/3 總熱量開
始，第二天給予 2/3 總熱量，第三天後給
予全量。實際執行時先由 73％脂肪其中
MCT oil 佔 62％的 500 卡粉末配方開始，
當天個案尿酮皆為 3+，顯示初步飲食能
維持酮酸血症，且適應良好沒有腸胃不
適症狀，血糖也在可接受範圍（ 表三 ）。
原本預定可依計畫進行第二天 2/3 總量
的生酮飲食，但當晚個案因無法忍受飢
餓吵鬧，所以媽媽給個案吃了炸雞導致
尿酮消失，因此醫師決定再度禁食。被
禁食期間個案仍因飢餓有偷吃東西，還
好吃的是高油脂的松子，所以尿酮尚能

生酮飲食與幼兒癲癇發作

恢復 3+。饑餓感是兒童癲癇患者開始生
酮飲食時最常見的問題，而實行生酮飲
食時的初期，即使極小量的糖也可能破
壞生酮作用使飲食治療失敗（13）。因此營
養師應於飲食進行前與患者及其家屬詳
細說明生酮飲食可能產生的問題，並指
導家屬在幼兒因飢餓吵鬧時可以給予的
食物，這些食品需為高油脂食物或給予
高脂肪配方飲品，避免功虧一簣。
個 案 在 30 日 二 度 禁 食 後， 隔 日 早
晨尿酮恢復 3+，重新開始生酮飲食後至
第二天上午都能維持 3+ 以上的尿酮（ 表
三 ），期間個案癲癇未曾發作，直到下午
發作一次，檢測發現患者血糖顯著上升且
尿酮降為 1-2+，才發現是護理人員誤給
葡萄糖點滴所致。這次的護理人員疏失提
醒營養師，相關醫護人員對生酮飲食的瞭
解程度也會影響飲食治療的效果。
盤餐飲食是為了讓個案適應並學習出
院後需維持的日常飲食型態，盤餐型態的
生酮飲食也較可以幼兒「 想要吃東西 」的
口慾。但是本個案從食用盤餐生酮飲食開
始，尿酮最高只達到 2+，癲癇發作次數
增加。檢討原因可能由於盤餐飲食的脂肪
比例只有 80％且 MCT oil 僅 22％左右，此
種脂肪比例無法產生足夠的酮體所致。因
為雖然多數研究建議 80-90％脂肪比例的
飲食就可以產生酮體，但其醣類須在 4-5％
間（14）。本個案醣類高達 12％可能是導致無
法產生足夠酮體的關鍵。經進一步收集文
獻發現，研究顯示如果脂肪比例在 80％以
下時，MCT oil 應佔 50-70％才能達到有效
的生酮反應，否則總脂肪比例須高於 80％
（11）
。因此在出院衛教時，營養師提醒家
屬調高脂肪與 MCT oil 的比例。追蹤個案
出院後的飲食脂肪比例約在 85-90％其中
MCT oil 佔 30％，因此在家癲癇發作次數
降低，癲癇藥物用量減少，所以在學習與
認知行為上都有顯著進步。對於抗癲癇藥
物有明顯不良副作用的兒童，常因藥物導

致的精神運動緩慢、嗜睡、頭昏或緊張、
躁動、注意力不集中等副作用影響幼童在
認知學習與行為的表現。這類患者在使用
生酮飲食後，可以減少藥物使用，降低不
良副作用的影響，使患者能有較佳的學習
與行為表現。這些改善往往也是讓患者能
持續使用生酮飲食的重要動力（5）。
生酮飲食容易導致鈣、鐵、鋅與維
生素 B 群、維生素 D、維生素 C 等營養
素攝取不足，且增加維生素 B6 與葉酸的
需要量以及增加鈣質的流失（15）。因此長
期使用時需要注意補充。如果 MCT oil 使
用的比例較高時，要注意飲食中必需脂肪
酸是否足夠，每日至少須有 3％亞麻油酸
（15）
。本個案住院期間由醫師處方補充維
生素 B6 與鈣片，出院後由患者自行購買
兒童綜合維生素與鈣片補充。此外，初期
使用生酮飲食時要監測血糖濃度，避免低
血糖發生，長期使用時少數患者會有高脂
血症發生，需定期追蹤注意（6）。本個案住
院期間與使用生酮飲食一個月後的血糖監
測與生化檢查值皆正常（ 表一與表三 ）。
使用生酮飲食治療 6 個月後，若患者
不再有癲癇發作，則可以漸進增加醣量，
減少脂肪量，但原則要維持尿酮呈陽性反
應（15）。長期使用生酮飲食是否會影響兒
童癲癇患者的營養狀態與生長，目前沒有
定論需進一研究探討。多數研究顯示，對
飲食治療有效且適應良好的患者，生酮飲
食應該持續 2 年，然後利用 6-9 個月的時
間逐步的停止生酮飲食。其方式為將飲
食中油脂：（ 醣類 + 蛋白質 ）的比例先降
低至 2：1 或 2.5：1，然後回復到一般正
常飲食（6）。在停止生酮飲食恢復一般飲食
後，多數患者並不會顯著增加癲癇發作頻
率，但是約只有 10％的患者能完全不再
發作（16），因此有些對飲食治療適應良好
的患者仍會繼續生酮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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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生酮飲食治療對於使用藥物有抗藥性
或有明顯不良副作用的幼兒癲癇患者已有
許多成功案例。或許生酮飲食在製作上很
麻煩且食物限制嚴格，使癲癇兒無法隨心
所欲選擇各種零食，但是已經在執行此種
飲食的家長都覺得，這樣的辛苦付出是值
得的。生酮飲食治療的效果與患者對飲食
的接受度與執行度有關。營養師需要指導
父母安撫患者克服初期饑餓感的方法，特
別是食物的選擇。父母的角色非常重要，
尤其負責製備三餐的母親更是生酮飲食治
療是否能成功的關鍵。此外，醫療人員對
於生酮飲食的瞭解程度也會影響治療效
果，因此營養師也需要提醒相關醫療照護
者生酮飲食治療時的注意事項。本報告是
回溯性個案研究報告，因此在營養治療的
照護過程中遭遇許多困難，對家屬的飲食
衛教也不夠完整。個案家屬與營養師都是
在錯誤中學習。希望本個案曾疏忽的問題
能成為借鏡，以提供日後臨床照護癲癇患
者使用生酮飲食治療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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