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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血壓治療指引 2017美國新版高血壓指南

正常

高血壓前期/偏高

第一期高血壓

第二期高血壓

高血壓不易有明顯病徵，為常被忽略的「隱形

殺手」！根據國民健康署 2015-2018 年國民營

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18 歲以上國人高血壓盛

行率為 25.06 %，表示每4人中，就有一人有高

血壓風險，但不必因此而擔心，因為血壓的調

控與飲食及生活習慣息息相關，故適當的控制

飲食與調整生活習慣皆可預防高血壓。

隱形殺手－『高血壓』
預防飲食

高血壓定義

　　血壓是指血液從心臟送出時在動脈血管內所產生的壓力。其分類與定

義如表1。美國於 2017 年發布新高血壓指南，並下修高血壓診斷標準，其

目的希望人民更加重視血壓控制，同時降低合併症的發生率，如：腦血管

疾病、心血管疾病與腎臟病等慢性疾病。此外，高血壓嚴重時亦會影響眼睛

，因血管硬化漸而視力減退，嚴重恐導致失明。

文 / 陳郁臻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表1.台灣高血壓指引與2017美國高血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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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高血壓建議

1.定期監測血壓：因血壓高時較無病徵，建議每

日早晚可自行監測血壓並記錄。

2.改變生活習慣：首先需戒菸與避免酗酒，減少

體內自由基生成，降低體內氧化壓力，避免血

管彈性疲乏導致血壓上升；此外，增加運動頻

率，如：每日有氧運動30分鐘以上，可降低收

縮壓4-9mmHg，也可達到控制理想體重等多項

益處。

註：適量酒精攝取：每日女性應小於 1 個酒精當量、男性
應小於 2 個酒精當量，1個酒精當量為 15 公克酒精，約相
當於 4.5% 啤酒 330 毫升 (小瓶啤酒 1 瓶)。

3.合併攝取低鈉飲食與得舒飲食 (DASH：Dietary 

Approach to Stop Hypertension)，可達降低血壓

之效果，其飲食原則分別為：

□低鈉飲食：控制每日鈉總攝取量，建議2400 

毫克／天（鹽巴6公克/天）:

(1)選擇新鮮食材烹調，減少使用鈉含量高的

調味料，如：鹽、醬油、味精、番茄醬、

豆瓣醬、烏醋等。

(2)避免攝取加工食品，因其鈉含量高，如：

麵線、油麵、麵包、糕餅、蜜餞、餅乾等

，因此建議購買包裝食品時，可多注意營

養標示上的鈉含量。

(3)避免選擇醃、燻、醬、滷、漬等調味方式

製備之食物

(4)減少攝取湯品頻率，因湯品中所含

鈉量高。

□得舒飲食：攝取富含高鉀、高鎂、高鈣又高

纖的蔬果及選擇低脂白肉與好品質油脂，達

到低飽和脂肪酸和低膽固醇飲食，此外也須

避免精緻糖與含糖飲料攝取，其原則如下：

(1)攝取全榖雜糧類：每日攝取2/3未精製全榖雜

糧類，其含維生素B1與膳食纖維。

·1 份全榖雜糧類約1/4碗飯= 1/2 碗地瓜、芋

頭、馬鈴薯、南瓜等。

(2)天天5+5蔬果：建議每日攝取蔬菜水果各 5 份

，因蔬果除富含維生素外，也含有豐富的鉀離

子與膳食纖維；此外，深綠色蔬菜中含有鎂離

子，建議每日至少攝取1份，也可以將每日水

果量當點心，取代高油脂點心。

·蔬菜 1份 =生重 1 0 0 公克 ( 煮熟約飯碗

半碗 )。

·水果1份=香蕉半根 =小蘋果1顆=芒果、木瓜

等裝於飯碗 7 分滿。

(3)多喝低脂（脫脂）奶：建議每日攝取2-3份，

富含鈣質、維生素B2及蛋白質。

·1 份乳品=鮮奶240毫升 =奶粉3湯匙=低脂起

司2片

(4)少吃紅肉，多吃低脂白肉(與豆製品)：建議每

日白肉攝取≦6份，可選擇黃豆製品(豆腐、豆

漿) 與低脂白肉 (如：雞肉、魚肉) ，可避免攝

取過多油脂與飽和脂肪酸。

·1 份豆魚蛋肉類=豆漿190毫升=五香豆干1塊

=板豆腐80公克(2格) =嫩豆腐半盒=雞腿肉熟

重40公克=肉類熟重30公克(約2湯匙)=雞蛋1

顆。

(5)用好油，吃堅果：建議每日攝取 2-3 份，一份

建議攝取堅果種子類，因堅果除富含鉀離子及

鎂離子外，其含有天然的抗氧化物維生素 E ，

可做為體內天然的清道夫，因此在油脂選擇上

也需避免豬油、椰子油等高飽和脂肪之油脂，

改選擇富含單元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之植物油

，如：苦茶油、橄欖油、葵花籽油等。

改變生活型態對血壓的影響

A：避免酗酒

B：釋放壓力

C：戒菸

D：飲食控制

E：適當運動

過量飲酒易造成腎臟損傷，使動脈壓力升高。

長期壓力下，會刺激交感神經作用，而使心跳加速、血管收縮導致血壓升。

香菸成份中的尼古丁會促進心跳加速與血管收縮。

得舒飲食：增加蔬果攝取可有效降低血壓。

低鹽飲食：鹽分攝取過多會使血鈉濃度增加，導致水分滯留於血管中，當心臟

               收縮時，需輸出更大量之血液，而使血管壁壓力升高。

無運動習慣者較易肥胖，肥胖者高血壓罹患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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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

得舒飲食1500大卡一日菜單範例

選
用
食
材

六
大
類
分
類

核桃香蕉牛奶

  低脂鮮奶  240毫升

  香蕉      90克(1根)

  核桃      10克(1匙)

南瓜鮪魚沙拉

  南瓜       200克

  水煮鮪魚    35克

  生菜        80克

  牛番茄      20克

乳品類：1份

全榖雜糧類：2份

蔬菜類：1份

水果類：1份

豆魚蛋肉類：1份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1份

乳品類：0.5份

全榖雜糧類：2份

蔬菜類：2份

水果類：2份

豆魚蛋肉類：2份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1份

乳品類：0.5份

全榖雜糧類：2份

蔬菜類：2份

水果類：2份

豆魚蛋肉類：2份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1份

營
養
成
分
分
析

熱量：454大卡

碳水化合物：62克

蛋白質：20克

脂肪：14克

熱量：526大卡

碳水化合物：76克

蛋白質：24克

脂肪：14克

熱量：526大卡

碳水化合物：76克

蛋白質：24克

脂肪：14克

午餐

五穀飯

  五穀米        40克

芒果拌烤雞胸肉

  雞胸肉        60克

  彩椒          20克

  芒果         110克

香菇蒸蛋

  雞蛋          半顆

  香菇          20克

涼拌木耳

  木耳          90克

  香油          2.5克

蒜炒鮮蔬

  芥藍菜         70克

  大豆油         2.5克

點心-奇異果藍莓優格

  低脂無糖優格  50毫升

  奇異果        115克

  藍莓          50克

晚餐

糙米飯

  糙米          20克

  白米          20克

醬油蒸魚

  鯛魚          80克

紅燒豆腐

  板豆腐        40克

  洋蔥          10克

  紅蘿蔔         5克

  甜豆筴        15克

  大豆油         5克

焗烤杏鮑菇

  杏鮑菇       100克

  低脂起司絲    20克

清燙花椰

  花椰菜        70克

點心-水果-綜合水果 

  葡萄         130克

  香吉士       105克

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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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1 茶匙油(5毫升) = 1 湯匙堅果(約10公克)。

(6)減少精緻糖攝取：建議每週<5份，包括含糖飲料、糖果等，因攝取過多精緻糖易導致肥胖

，而使高血壓風險增高，且已有實驗證實減少含糖飲料攝取可降血壓。

·1份＝1湯匙糖或果醬。

　　上述飲食不建議合併有糖尿病與腎臟病之病人，若有疾病相關飲食問題，請諮詢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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