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性腎衰竭病人的飲食治療 
高雄榮總 腎臟科醫師 周康茹 

    慢性腎衰竭通常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完全沒有症狀，或者只有輕微疲倦虛弱的

感覺。大部分引起慢性腎衰竭的疾病，都無法治療，因此腎臟機能會隨著時間持

續變壞。現代的治療’方法，是病情尚未嚴重時，用飲食及藥物來減慢病情的惡

化及減輕不舒服的症狀；病情惡化到某一程度時，除飲食及藥物治療之外，還要

加上長期透析或腎臟移植，才能使病人活得好。 
以下將對腎臟的功能以及慢性腎衰竭病人的飲食做一個原則性的介紹 
 
一、腎臟的功能 
（一）排泄廢物：日常食物中醣類、脂肪的代謝產物是二氧化碳和水，可由肺部

排出。而蛋白質核酸的代謝產物如尿素、尿酸等就必須由腎臟排出。 
（二）水分及電解質的平衡：水、鈉、鉀、鈣、鎂、磷等電解質、腎臟都可以依

人體需要而將其控制在適當的範圍。 
（三）調整血壓，腎臟可以由控制體液多寡及分泌荷爾蒙來影響血壓。 
（四）製造紅血球生成素：紅血球生成素有百分之九十在腎臟製造，因此在腎臟

衰竭的病人，常會出現貧血。 
（五）產生活性維生素 D 以調節鈣與磷的代謝：由於腎臟衰竭使磷排不出去以

及活性維生素 D 的製造減少，產生副甲狀腺功能過高而引起骨骼病變。 
由於腎臟有以上的功能。一旦腎臟衰竭，便會造成含氮代謝廢物如尿素氮、尿酸、

肌酸酐等，蓄積在體內造成尿毒症。而水份及鹽份積在體內，引起水腫及高血壓；

鉀離子排不出去，造成血鉀過高，引起心律不整。因此慢性腎衰竭病人在還沒有

洗腎以前，必須要小心飲食，希望能減輕症狀甚至可以減緩腎衰竭的進行。 
 
二、腎衰竭病人的飲食 
    腎衰竭病人的建議飲食，請參見表一。其中所提到的高質蛋白質，是指人體

利用率高的蛋白質，主要以動物性蛋白質為主，如魚、雞、鴨、牛、豬肉等。而

限磷飲食，是每天磷的攝取量不要超過一千甚至六百毫克，一般人每天大約攝取

一千至一千八百毫克左右，所以慢性腎衰竭病人絕對沒辦法隨意地吃。例如內臟

類、但累、魚卵、乾果類、乾或煙燻的肉類、乾豆類、整穀類、可可、巧克力、

花生醬、硬穀果類等都要斤斤計較，而蔬菜類應先以熱水煮過撈起，再用油炒或

油拌，可減少鉀的攝入量。其他常用的食物的含磷表請見表二至表五。含鉀高的

食物請見表六。 
    飲食控制常常很難達到，而且要長期遵守更是困難。但是要強調的是千萬不

要因為為了要飲食控制而造成營養不良，我們的理想是希望能夠在維持足夠的營

養的前提下，來挑選可以吃、喜歡吃的食物。 
分類 早期及中期腎 洗腎病患 洗腎病患有糖 腹膜透析病患 



衰竭病患 尿病者 
蛋白質 0.6gm/kgB.W(+

1.439m1/gm 蛋

白尿每 24 小時 

0.8~1.5gm/kgB.
W(平均一般用

0.8~1.0gm 為

準，且 50％為

高質蛋白質) 

10~1.2gm/kg/da
y 

1.2~1.5gm/kgB.
W. 

鈉 2~3gm/day 2~3gm/day 2.0~2.5gm/day 2~3gm/day 
磷 600~800mg/day 600~1200mg/da

y 
11~15gm/gm 
protein (如
60gm protein 磷

量給

660~900mg) 

600~1200mg/da
y 

鉀  1mEqk+/gm 
protein/day 或

40~60mEq/day(
鉀的量按生化

報告而定) 

1mEqk+/gm 
protein/day 

大半無限制 

熱量 35~40kcalkgB.
W 

35Kcal/kg.Dry 
wt/day 過胖患

者：

25~30kcal/kgIB
W/day 過瘦患

者、消瘦者：

45Kcal/kg.Dry 
wt/day 

25~35kcal/kgB.
W. 

800~1200kcal
可能由透析液

中直接被體內

吸收，故熱量要

按病患的需要

及體重而定(可
用

25~30kcal/kgB.
W. 

填充或流

質飲用量 
1000~1500mg
鈣 VitaminB 
Complex 
Vitamin C 

24 小時排尿量

加上

500~700cc/day(
應當將病患洗

腎間隔所增加

之液體重量控

制在 1kg/day 以

為理想) 

750~1000cc/day  

常用食物含磷量（董翠英提供） 
五穀類 每份含蛋白質 2 公克 （表二） 

含磷量（毫克）＜50 50～100 ＞100 
重量 重量 重量 重量 重量 重量



麵干 18 綠豆 8 糯米 30 玉米 22 麵芋 117 甘藷 111 

生麵 23 米粉條 80 紅心甘藷 86 燕麥 14   米糠 15 

低筋麵粉 22 紅豆 9 馬鈴薯 86 菱角 62     

麵線 27 高筋麵粉 17 白米 30 乾蓮子 12     

糯米粉 30 花豆 9 小米 20 糙米 29     

肉類、水產類 每份含蛋白質 7 公克 （表三） 
含磷量（毫克）＜50 50～100 ＞100 

海參 98 劍旗魚 32 白口 36 香腸 19 牛肉乾 14 豬腦 60 

雞蛋白 69 小黃魚 44 鯧魚 45 魚肉鬆 18 脆魚丸 59 豬心 45 

花枝 41 鰱魚 37 黑鯧 40 豬肉鬆 13 雞肉 31 豬肚 50 

豬血 175 小管 36 白鯧 44 阿根廷魷 42 鴨血 179 勿仔魚 35 

皮刀魚 33 加蠟 42 黑鯛 43 牡蠣 79 洋式火腿 32 鴨蛋 53 

金線 39 吳郭魚 40 海鰻 42 豬肉（瘦） 47 鮑魚 16 雞蛋 56 

透抽 40 虱目魚 38 草魚 44 九孔 64 豬舌 40 豬腎 54 

鮪魚 33 沙條 33 紅目鰱 43 雞珍 33 文蛤 77 豬肝 35 

狗母 36 草蝦 35 鰻魚 45 豬肉乾 15   鮮牛奶 233 

正鰹 31 赤綜 39 白帶魚 46 火雞 27   積蛋黃 47 

劍蝦 30 豬大腸 109 羊肉 34 黃牛肉/瘦 37     

沙魚 33 豬肉酥 12 豬肉/三層 56 鵝肉 35     

蔬菜類 每份含蛋白質 1 公克 （表四） 

含磷量（毫克）＜20 20～30 30～50 

韭菜花 18 綠豆芽 55 葫蘆匏 200 捲心芥菜 62 芹菜 125 茄子 111 

青江白菜 50 波菜 43 韭菜 45 絲瓜 90 芥菜葉 47 南瓜 111 

綠竹筍 38 甕菜 43 芥藍菜 33 金針 11 冬瓜 250 蕃茄 142 

高麗菜 52 蘿蔔 142 菜豆 35 桂竹筍 34   胡瓜 200 

油菜 50 皇帝豆 11 麻竹筍 40 白莧菜 31   莧菜 55 

毛豆 8 黃韭菜 52 敏豆 45 花胡瓜 111   苦瓜 142 

鮮蠶豆 11 捲心白菜 52 紅鳳菜 27 筊白筍 76   洋蔥 111 

茼蒿菜 62 冬筍 31 木耳 9 蕃薯葉 33   磨菇 33 

香菇 7 蔥 55   山東白菜 76   胡蘿蔔 100 

花菜 50 肉豆 35   東莧菜 43   豌豆夾 100 

水果類 每份含蛋白質 0.5 公克 （表五） 

含磷量（毫克）＜10 10～20 20～30 

梨仔瓜 27 枇杷 83   紅西瓜 100 柿子 31 木瓜 100 

香瓜 27 掽柑 50   白文旦 55 釋迦果 33 黑棗 17 

福李 23 話李 31   紅文旦 62 蘋果 166 楊桃 166 

紅棗 15 黃西瓜 125   荔枝 45 水梨 100 葡萄 100 

檬果 83 蕃石榴 100   龍眼干 14 石榴 83 浸柿 100 



紅柚 71 李子 55   白柚 62 烏梨 100 蓮霧 125 

鳳梨 83 桶柑 71   檸檬 62 葡萄干 17 紅柿 166 

香蕉 33     龍眼 35   桃子 83 

2 公克鈉＝5 公克鹽＝1 茶匙鹽＝2 湯匙醬油＝5 茶匙味精 
另外：1 公克鹽＝6cc 醬油    （6／5 茶匙醬油） 
              ＝3 公克味精 （1 茶匙味精） 
              ＝5cc 烏醋   （1 茶匙烏醋） 
              ＝12cc 蕃茄醬（5／2 茶匙醬油） 
1 台兩＝ 37.5 公克  1 湯匙        ＝3 茶匙     1 盎思＝30 公克 
1 公斤＝ 1000 公克  1 台斤（斤）  ＝600 公克   1 市斤＝500 公克 
每日可食 每份含蛋白質 4 公克 

 

奶

類 全脂奶粉 2 湯匙，鮮奶 120cc（半盒），果汁奶 240cc（一盒），酵母奶 400cc 

每份含蛋白質 7 公克（生重） 

蛋 公克（一個） 雞肉 35 公克   海參 100 公克

子排 4 塊（1 寸見方/塊） 鴨肉 35 公克   蚵仔 75 公克 

豬三層肉 60 公克 雞肝 35 公克（中型一個）   蛤蜊肉 80 公克 

豬瘦肉 50 公克 雞肫 40 公克（中型一個） ★雞翅 80 公克 

牛腩 40 公克 魚肉 35 公克 ★鴨（雞）角 80 公克 

牛瘦肉 35 公克 蝦 35 公克 ★豬後腳 170 公克

  花皮 45 公克 （連骨 9cm1 節）  

 肉

類 

★此種蛋白質質地較差，如非必要儘量少選用 豬大腸 110 公克

每份含蛋白質 2 公克（生重） 

乾飯 70 公克（1/3 碗 饅頭 30公克（1/4 個） 芋頭 120 公克 玉米糕 20 公克 

稀飯 240 公克（2/3 碗） 乾米粉 40 公克 馬鈴薯 90 公克 甜年糕 50 公克 

麵條（濕） 25 公克 濕米粉 80 公克 麵粉 20 公克 白年糕 80 公克 

麵條（熟） 60 公克 麥片 15 公克 小米 20 公克 餃子皮 3～4 片 

 主

食

類 

土司 1 片 甘薯 110 公克 白米 30 公克 餛飩皮 6 張 

每份含蛋白質 1 公克（可食部分重量） 

第一類蔬菜： ★南瓜 110 公克   茼蒿 60公克 韭黃 50 公克 

★冬瓜 250 公克   捲心萵菜 110 公克   四季豆 50公克 韭菜 45 公克 

★大黃瓜 200 公克 ★芹菜 100 公克   花菜 50公克 洋菇 40 公克 

★瓠瓜 170 公克   絲瓜 100 公克   綠豆芽 50公克 蘆筍 40 公克 

★苦瓜 140 公克 ★青椒 100 公克 ★綠竹筍 50公克 芥藍菜 35 公克 

★蕃茄 140 公克   荷仁豆 100 公克   高麗菜 50公克 菠菜 35 公克 

★白蘿蔔 140 公克 ★紅羅蔔 100 公克   大白菜 50公克 菜豆 35 公克 

第二類蔬菜：   紅鳳菜 100 公克 ★莧菜 50公克 韭菜花 20 公克 

 蔬

菜

類 

  小黃瓜 110 公克 第三類蔬菜：   油菜 50公克   



★茄子 110 公克 ★東山白菜 75 公克   青江菜 50公克   

  洋蔥 110 公克   筊白筍 75 公克 ★空心菜 50公克   

★表含鉀高者，若需限制鉀量者，一日內勿食用超過三種以上。 

每份含蛋白質 0.5 公克 

  蘋果 (1 1/4 個) 250 公克 (3 個/斤)   葡萄柚 (1/2 個) 100 公克 (3 個/斤)

  楊桃 (1 1/4 個) 250 公克 (3 個/斤) ★桶柑 (2/3 個) 100 公克 (4 個/斤)

  椰子汁  250cc    油柑 (1 個) 100 公克 (4 個/斤)

  黃西瓜  170 公克 連皮 ★椪柑 (1/2 個) 70 公克 (4 個/斤)

  紅西瓜  125 公克 連皮 ★桃子 (1 個) 100 公克 (6 個/斤)

★紅柿 (1 個) 170 公克 (3 個/斤) ★柳丁 (2/3 個) 90 公克 (4 個/斤)

★硬柿 (2/3 個) 125 公克 (3 個/斤)   風梨肉  85 公克  

★蕃石榴 (1 個) 125 公克 (5 個/斤)   草莓  75 公克  

★水梨 (1 個) 125 公克 (4 個/斤)   釋迦果 (1/2 個) 70 公克 (4 個/斤)

  烏梨 (1 個) 125 公克 (4 個/斤)   荔枝  55 公克  

★木瓜 (1/2 個) 125 公克 (2 個/斤)   龍眼  60 公克  

★葡萄 (9 個) 120 公克    李子  60 公克  

★芒果 (小 1 個) 120 公克 (5 個/斤)   香蕉 (1/2 個) 55 公克  

  蓮霧 (2 個) 120 公克 (8 個/斤)  6 吋長   

  石榴 (1 個) 120 公克 (4 個/斤)   香瓜  30 公克  

★枇杷 (5 個) 100 公克    哈密瓜  30 公克  

  檸檬 (1 個) 100 公克 (6 個/斤)   甘蔗汁  125cc  

  文旦 (3 片) 100 公克  ★柿子  35 公克  

 水

果

類 

★表含鉀高者 

冬粉 粉圓 玉米粉 

澄粉(脫筋麵粉) 西谷米 粉皮 

 澱

粉

低

蛋

白 
涼粉 藉粉 糖飴 

  植物油(如花生油、沙拉油等) ★瑪琪琳 ★黑糖 蜂蜜 

★牛油 ★美乃滋   白糖 動物性油脂 

 糖

類

油

脂 

★表含鈉高者，若需要限制鈉量者不要食用   冰糖  

（表六）            §以上各表僅供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