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Development

◎ 林翠品、陳姿秀

營造

美好的老年人生
找尋魔術子彈及仙丹妙藥讓我們抗老化甚且長生不老是人性，
銀髮族如何經營自己的健康？營養的飲食與教育介入是延緩衰老，
改善生活品質，營造彩色美好老年人生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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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症與肌少症
衰弱症及肌少症是亟需關注的老人健
康問題。體重流失、身體活動量低、走路
速度慢、肌肉無力及精疲力竭是衰弱症的 5
項指標，有 3 個以上症狀者就是衰弱症。

據 2013 ∼ 2016 年 台 灣 營 養 健 康 狀

況調查，台灣老人衰弱症盛行率是 8％，
近一半老人處於衰弱前期。而在老化衰退
的過程中，普遍有肌肉量減少合併肌力下
降 的 肌 少 症， 容 易 跌 倒、 失 能、 住 院、
長期護理安置、生活品質較差及死亡。台
灣 65 歲以上長者肌少症盛行率，男性約為

9.4％，女性約 9.8％；80 歲以上長者肌少

症盛行率，男性增加至 18.6％，女性增加
至 15％。

台灣老人衰弱症的熱量攝取量普遍偏

老人健康餐點

低，且每公斤體重的營養素攝取密度也較
低，其中包括蛋白質、脂肪、脂肪酸、膽
固醇、膳食纖維、維生素 C、B2、B6、菸
鹼酸、鈣、磷、鎂及鉀。而衰弱症的生化

蛋白質主要來源是豆魚蛋肉類及奶

檢測值，尿中氮和鈣以及血液儲存鐵的指

類，比較衰弱症與無衰弱症老人的蛋白質

數偏低，高敏感性 C-反應蛋白發炎指數則

攝取量，發現衰弱症的老人豆魚蛋肉類與

過高。如何以營養的飲食預防衰弱症及肌

奶類攝取量低於無衰弱症的老人。若把奶

少症，是很重要的議題。

類攝取量提高至每天 1 ∼ 2 杯，不但能使
蛋白質攝取量達標，也能提升鈣質及維生

蛋白質攝取
2016 年，國健署委託台灣營養學會探

老人的水果類攝取量也沒有達到建議量。

討老年人的蛋白質需求量，發現老年人以

研究指出，植化素豐富的蔬果、茶、魚、

靜態生活為主，常患有多重慢性病，而體

介殼類、奶類與衰弱症呈負相關。美國健

內合成抗發炎物質及蛋白質利用率下降，

康飲食餐盤也強調全榖類及蔬果的重要性，

相對蛋白質的需求量較高。研究也發現，

不僅補充膳食纖維，也可以提高鎂、維生

無衰弱症的老年人每公斤體重的蛋白質攝

素 E 及鉀的攝取量。

取量平均在 1.3 克以上。換言之，蛋白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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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B 群的營養素攝取密度。此外，衰弱症

因此，建議年長者應攝取足夠熱量，

取量較高的老年人，其肌肉量流失的速度

每日 1,500 大卡以上，均衡攝取六大類食

較緩慢，免疫狀況較佳，衰弱症及肌少症

物，攝取植化素豐富的食物，以及蛋白質

發生風險較低。

豐富的食物如深海魚、介殼類及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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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適量地攝取蛋白質，可以使老化速度減緩，罹患疾病的風險降低。（圖片來源：種子發）

腸道微生物群
老年人如果腸道微生物群的多樣性減
少，會導致「炎症老化」，包括惡病質、虛
弱、癌症、代謝，以及神經系統疾病如阿
茲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等退化性疾病發
生率增加，認知和記憶功能下降，這些變
化也與肌少症和長壽有關。
若給予膳食纖維或益生菌，可以維持
腸道好菌相，增強腸道免疫系統，降低發

在每天 1,000 ∼ 2,000 毫克，可以利用天然
香料調味，減少高鈉攝取。
糖尿病飲食控制的目標是：把血糖與
血脂肪維持在正常範圍，以預防或減少糖
尿病相關併發症的危險性；控制血壓，以
降低心血管疾病危險性。因此營養照護需
注意：均衡飲食、規律生活與活動、控制
體重以及保持體能活動。對肥胖者，建議
以 減 輕 現 在 體 重 5 ∼ 10 ％ 為 宜； 為 避 免
血糖過高或低血糖的情形發生，宜選擇低

炎反應，幫助改善這些疾病的症狀。因此，

升糖指數的食物。此外應注意慢性病變如

腸道微生物群對避免老年人胃腸道疾病和

腎病變、心血管病變、神經病變的發生與

改善健康狀況非常重要。

否，進而配合調整飲食內容。

代謝症候群患者的飲食

咀嚼困難者的營養飲食

患有高血壓及高血脂的老年人，營養

國健署 2016 年針對全國 22 縣市高齡友

飲食的照護需注意：飲食中蔬菜攝取量要

善城市調查，發現 10％老人有咀嚼困難的

足夠；避免高飽和脂肪酸食物、肥肉及動

問題。如此一來會降低唾液和黏液的分泌，

物的皮。此外，也要遠離豬油、瑪琪琳、

使吞嚥困難，降低腸胃蠕動、胃酸和消化

酥油等油脂類；高鈉攝取是營養風險因子，

酵素分泌，影響營養素吸收，導致營養不

老人飲食中鈉的含量較正常人低，宜限制

良，引起衰弱症及肌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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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熱量攝取的營養飲食建議：適當
稠度的食物，質地可提供半固體食物，如蒸
蛋、豆花及布丁，也可以適當使用增稠劑調
製餐點，以利吞嚥；質地鬆軟且含水分的食
物能刺激吞嚥，如起士蛋糕；太細碎的食物
或大塊肉不宜，易造成氣道的阻塞；使用醬
汁或清湯增加食物的潤滑；少量多餐，每日
5 ∼ 6 餐，以茶飲料與適當點心增進食欲；
以液體的多種維生素補充必要營養素。

學生至官田執行大學社會責任計畫，進行銀髮族
營養教育。

4C 營養教育
學習新的營養習慣也是老年人生活的一

銀髮族的餐點不需要花俏，需要的是

部分，營養教育不同於一般教育，其目標是

熟悉的味道中有一點新鮮感。日本料理最

改變飲食習慣。營養教育可以使用 4C 方法，

為人稱道的，不外乎是精緻的餐盤以及色

即承諾（commitment）、認知（cognition）、

彩繽紛的美味料理。適當地運用餐盤，把

能 力（capability）、 自 信（conﬁdence）。 承

食物分開放置，讓長輩可以一一品嘗食物

諾老年人保持新的飲食行為就能達到健康，

的味道，刺激食欲同時提升餐點的價值。

讓老年人認知飲食行為如何促進健康，有獲
得實踐新飲食行為技能的能力，讓長者有自
信能實踐新飲食習慣，達到個人飲食行為改

不鼓勵長期依賴管餵

變，這些飲食行為改變有助於老年人健康。

在日本，並不鼓勵長期依賴管灌方式

因此，推動年長者社區營養教育計畫，可以

進食。鼻胃管插管需要定期清潔，抽抽插

促進老年人社交活動及改進營養。

插非常不舒服，不但無法享受用餐的五感，

日本是世界第一長壽國，老年人口比

也影響外觀，自然也影響長輩的情緒。

率居世界之冠，在老人照護方面是亞洲的

反觀台灣，高齡長輩營養管灌十分常

模範，對銀髮族飲食照護有很多新的發展

見，多見於中風、有吞嚥障礙或無法有充

值得學習。

分時間為長輩準備餐點，不得已選擇依賴
營養管餵。在日本，進行管餵時，也會積

經口飲食與餐飲美學

極進行口腔吞嚥復健，循序漸進訓練管灌
者恢復經口進食。

日本對高齡者的飲食照顧十分重視讓
長輩由口吃進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經
口飲食」。對長輩生理機能而言，可以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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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護食品

腸胃蠕動，維持口腔功能。在心靈層面，

「介護食品」是日本為了因應高齡長者

透過自己品嘗食物，藉由看到食物及食物

營養的需求，解決牙齒咀嚼能力低下、味覺

的香氣刺激腦的活化，並可以看到食物的

遲鈍，甚至是吞嚥困難的問題，兼顧長者能

樣貌，感受到食物的美味，享受吃的樂趣

享受用餐的樂趣與尊嚴而發展出來的。由日

與吃飽了的滿足感。

本食品業者共組介護食品協議會，依照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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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家人的關心與銀髮餐點的開發，
銀髮長輩都能「快樂心，健康老」。
的軟硬度及黏稠度，訂定攝食難易程度標準
及標章，並開發出多種調理食品，方便長輩
在家用餐。日本介護食品共分牙齒可以咀嚼
的程度、用牙齦可以壓碎的程度、用舌頭可
以壓碎的程度、不需咀嚼就可吞嚥 4 類。
另外，針對咀嚼能力不佳的問題，凍
結含浸法是最近在日本廣為應用的食品技
術，其特色是在不破壞外觀與營養成分的
前提下使食物軟化，克服了食物太硬，長
輩不易咀嚼的問題。這樣的技術可以應用

攪打餐點成泥狀的糊餐

於各類食物，不受食物軟硬的限制，長輩有
更多的選擇，可以吃到食物真正的味道，可
以吃到愛吃的，享受進食的樂趣。同時節省
了照顧者製備食物的時間，也減輕壓力。
對於吞嚥障礙或咀嚼能力不佳，需要
食用糊餐的長輩，常因吞嚥不慎引發肺炎。
因此，日本研發了含有增黏多醣類的類果
凍膠化劑，日本養護機構或醫院會把食物
打成泥後，再利用果凍膠化劑塑造成食物
的樣貌，口感如慕斯，可以自行調整黏稠
度，能保留食物的原味，且吞嚥流暢不沾
黏，提高了食物的吞嚥安全性。台灣目前

老人餐點細碎餐

也有很多醫院及養護機構提供這項服務。
說了那麼多日本銀髮食品的發展，在
台灣的我們該怎麼做呢？讓長輩自己吃，

液體增稠劑，調整濃稠協助喝水。注意長輩

挑選軟質的食物料理，如豆腐、魚肉、蛋

坐姿，桌椅高度要適宜，背要直，腳要著地

品等，並注意色彩搭配。把食物切小塊，

不宜懸空。若有需要，為他們製作一個腳墊，

注意食物的紋路，以逆紋切使食物的纖維

可以坐得更穩更舒適安全。

變短，方便咀嚼。善用烹調器具，好的烹

俗話說，能吃就是福，這句話對高齡

調用具是做菜的利器，壓力鍋是容易使食

銀髮族而言十分貼切。透過家人的關心與

物軟爛又能縮短烹調時間的好工具。

銀髮餐點的開發，銀髮長輩都能「快樂心，

對於不易煮爛的肉品，目前坊間有不

健康老」。

少食物軟化輔助劑，只要把食物浸泡其中軟
化纖維再料理烹煮，就會變得容易咀嚼入
口。對於吞嚥困難的長者，可以善用吞嚥飲
食專用的食物膠化劑製備膳食，有助於吞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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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也不會吃得滿嘴糊糊黏黏的不舒

嘉南藥理大學保健營養系

服。高齡者喝水、喝湯易嗆到，可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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