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腎臟疾病
營養概況
磷 (磷酸鹽)

營養概況

磷

磷酸鹽添加劑和標籤閱讀

控制磷濃度的藥物

作為防腐劑並可增添風味，磷被廣泛運用在加工
食品之中。大部分的肉加工品和許多飲料，例如可
樂，均含有添加磷。法律沒有規定食品包裝上的
營養成分標示必須包括食品中的磷含量。要檢查
某食品中是否含有添加磷，必須查看成分表中是
否出現磷酸（phosphoric acid）和磷酸鈉（sodium
phosphate）等單詞。“經過調味＂的肉類、 雞肉或
豬肉，也可能表示該肉品中已添加磷。與自然形成
的磷所不同的是，食品添加劑中的磷幾乎會完全被
人體吸收。 您應避免含有磷添加劑的食品。

您的醫生可能會開磷結合劑 （鈣、 Tums、 Oscal、
Renagel、 Fosrenol）。這些藥物的作用像海綿一
樣，吸收食物中的磷。 為了讓磷結合劑正常工
作，您必須總是搭配食物服藥。為獲得最佳效果，
在您用餐或吃點心的途中服藥。切勿同時服用磷結
合劑和鐵補充劑。血液透析治療可以從您的血液中
移除部分磷含量。進行您所有的透析治療非常重
要。

我的安全血磷濃度是多少？
成人的正常血磷濃度是0.8至1.45 mmol/L，但您的
目標濃度可能有所不同。如有問題，請向您的醫療
護理團隊諮詢。

小貼士：

要檢查某食品中是否含有添加磷，必須查看成分表中是否出現磷酸
(phosphoric acid) 和磷酸鈉 (sodium phosphate) 等單詞。“經過調味”
的肉類、 雞肉或豬肉，也可能表示該肉品中已添加磷。

磷（磷酸鹽）和慢性腎臟疾病（CKD）

磷是一種礦物質，有助於保持骨骼強壯和健康。
它也被稱為磷酸鹽。隨著腎功能下降，您血液中
的磷濃度可能會上升。高血磷可能會造成皮膚瘙
癢或關節疼痛，以及骨骼中的鈣質流失。您的體
內所形成的鈣結晶和磷結晶可能損害您的器官。
您可能需要限制高磷和中磷食物的攝取量。這包
括牛奶、 乳酪和其他乳製品，以及含磷添加劑
的加工食品。您的註冊營養師將確保您的日常飲
食計畫中有足夠的這類食物。

你知道嗎？

成人的正常血磷濃度是0.8至1.45 mmol/L，
但您的目標濃度可能有所不同。

我應該選擇哪些食物？
又應該避免哪些食物呢？
一般來說，您應該限制牛奶及乳製品的攝取量，例
如：優酪乳、冰淇淋和布丁，每日的總攝取量應控
制在最多一杯。
肉類和蛋白質食品（肉類、雞肉等） 也含有磷，
但這些是您飲食的重要組成部分。經常選擇新鮮、
未加工的食物。您的註冊營養師會根據您的體型、
營養需求和腎臟疾病的階段，為您提供蛋白質的建
議攝取量。

請記住：

您可能需要限制高磷和中磷食物的攝取
量。這包括牛奶、 奶酪和其他乳制品，
以及含磷添加劑的加工食品。

與磷攝取量有關
的食物選擇指南
乳製品和乳製品替代品

肉類和其他蛋白質

選擇

選擇

• 牛奶或優酪乳（最好選擇
乾酪或瑞士乳酪 – (1盎司，
1%或更少的乳脂）每天
約大拇指大小）限制每週攝
半杯
取三份
• 雪葩（果子露）、冰條、冷 • 茶、熱蘋果汁
凍甜品裝飾 (Cool Whip)
• 不含有磷添加劑
• 低鈉軟白乾酪和／或奶油乳 (phosphorus) 的非強化米漿
酪（最好選擇1%或更少的
杏仁飲品 – 每天半杯至一杯
乳脂）每天¼杯
• 乳酪：切達乳酪、意大利白

• 魚類（“避免”一欄所列出 • 未經調味的牛肉、雞肉、
的魚類除外）
豬肉、火雞肉、小牛肉
• 蛋類

避免
• 冰淇淋
• 加工乳酪抹醬 (Cheez whiz)
• 加工乳酪 (Kraft
singles、Velveeta等)
• 麥芽乳（例如：Ovaltine）

• 成分表中含有磷成分
(phosphorus) 的豆漿、米漿
或杏仁飲品

穀物和麥片
選擇
• 無麩麥片、小麥片、大米麥 • 薄煎餅和格子鬆餅：自製
片、玉米片、小麥糊或米糊 (使用下方的泡打粉替代
• 白米、糙米、意麵、大麥、 材料**)
蒸粗麥粉、布格麥
• 鬆餅：自製（使用下方的泡
• 茶餅：自製（使用下方的泡 打粉替代材料**）
打粉替代材料**）
• 麵包：白麵、60-100%全
麥、碎小麥、淺色黑麥或
酸麵糰

避免
• 麥麩麥片、格蘭諾拉麥片
• 薄煎餅和格子鬆餅：現成商
• 帶醬汁的包裝意大利麵
品、預拌粉和冷凍食品
• 茶餅：現成商品、預拌粉和 • 鬆餅：所有現成商品和預
冷藏食品
拌粉
• 麵包：全穀、深色黑麥
**泡打粉的含磷量高。試試這個低磷選擇︰使用¼茶匙的小蘇打加½茶匙的
塔塔粉，來代替1茶匙的泡打粉

避免
• 鯉魚、小龍蝦、 魚子、 牡 • 含有磷添加劑的“調
蠣、 沙丁魚、 魚罐頭內的
味”肉品、肉加工品，例
骨頭。
如：熱狗、雞塊— — 檢
• 含磷添加劑的冷凍魚類—
查標簽，避免含有磷酸
— 檢查標籤，避免含有磷
鹽 (PHOSPHATE) 或磷酸
酸鹽 (PHOSPHATE) 或磷酸
(PHOSPHORI) 單詞的成分。
(PHOSPHORI) 單詞的成分。 • 牛肝，雞肝和動物內臟

營養概況

磷

飲料

我的筆記

選擇

我的目標磷濃度是：

• 非可樂汽水（薑汁汽水、檸檬或萊姆
口味汽水、沙士）
• 烈酒（琴酒、伏特加、朗姆酒、威士
忌）和葡萄酒（注：飲用酒精飲品請
務必遵照醫師的建議。）
• 檸檬汁（不含添加磷）
• 自製冰茶
• 茶、熱蘋果汁

避免
• 可樂汽水（健怡或原味Pepsi、
Coke等）、Dr. Pepper、Fanta
• 啤酒、烈性黑啤、麥芽啤酒
• 加鈣的新鮮或冷凍果汁
• 含有磷添加劑的冰茶— —檢查標籤，
避免含有磷酸鹽 (PHOSPHATE) 或磷酸
(PHOSPHORI) 單詞的成分。
• 可可、熱巧克力

零食和其他

我目前的磷濃度是：
我的目標：（例如：我選擇飲用薑汁汽水，而非可樂。）
1.
2.
3.
重要事項：

營養師：

電話：

選擇
• 無鹽爆米花、無鹽椒鹽卷餅、無鹽玉
米片、無鹽米餅
• 硬糖果*、水果味糖果*或軟心豆粒糖*
• 果醬*、果凍*和蜂蜜*

避免
• 堅果、芝麻或葵花籽、南瓜籽
• 巧克力棒
• 巧克力榛果抹醬（例如：Nutella）、
堅果能量棒、芝麻醬
* 這些食物的含糖量高。如果您有糖尿
病，限制或避免攝取該類食物，除非您
正在治療血糖過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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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慢性腎臟疾病營養概況》
《慢性腎臟疾病營養概況》由安省腎臟網絡（Ontario Renal Network）及安省腎臟營養師協會
(Renal Dietitians in Ontario) 於2012年聯合編撰，旨在創建標準化資訊並奠定統一教育工具的基礎。營
養工作小組將加拿大腎臟基金會（Kidney Foundation of Canada）網站上的多個說明書改寫為《慢性
腎臟疾病營養概況》。本《概況》系列並非要取代您目前可能既有的教育材料，而是要按需為其進
行補充。《慢性腎臟疾病營養概況》可供單獨使用，亦可作為本系列的組成部分之一。三個《概
況》（於2015年修訂）分別為：磷（磷酸鹽）、鉀、糖尿病和飲食。
由於獨立慢性腎臟疾病營養師工作小組的努力和奉獻，《慢性腎臟疾病營養概況》方能得以實現，
小組成員為：Melissa Atcheson, RD (Grand River Hospital); Darlene Broad, RD (Kingston General Hospital);
Shannon Chesterfield, RD (Windsor Regional Hospital); Saundra Dunphy, RD (St. Joseph’s Healthcare Hamilton);
June Martin, RD (Grand River Hospital); Christine Nash, RD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如需要以上信息的無障礙格式，請聯系：1-855-460-2647,
聽障專線 (416) 217-1815 publicaffairs@cancercare.on.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