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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期的身體變化  

(1)味覺－隨年齡增長而減退，對於甜、鹹、辣的感受力偏低， 

     有喜好濃味食品的傾向。 

(2)牙齒－年歲漸高，牙齒漸脫落，咀嚼力衰退。因此，老年人 

     應該定期做口腔檢查，修補壞損脫落之牙齒，幫助咀嚼，使 

     食物易消化。 

(3)骨骼－年齡增加，骨骼變硬鬆脆，脊椎往往無法支撐全身體 

     重，容易發生彎腰駝背或骨折的現象。    



老年期常見的營養問題 

初老：65 ~ 74歲  

老、中老：75 ~ 84 歲 

老老： 85 歲以上 



牙齒脫落、牙週病、假牙裝置不當， 
味蕾萎縮致味覺、嗅覺遲鈍，唾液分泌量減少。 

導致 

選吃比較容易咀嚼下嚥的                 (澱粉)食物，易有 

                  、              和            等攝取量不足的情形。  

降低對食物的          或嗜食過     或        、      的食物。 

少吃           致纖維質攝取不足而引致      。 

老年期 

醣類 

蛋白質 礦物質 維生素 

興趣 鹹 太甜 太辣 

蔬菜水果 便秘 



矯正 

裝上或改裝適當的              。 

           、           儘量切細(絲、條、切丁、剁碎)烹調。 

多用         、            、           的方式調理。 

水果打汁不要濾渣，與渣一起喝下。 

牙齒脫落、牙週病、假牙裝置不當， 
味蕾萎縮致味覺、嗅覺遲鈍，唾液分泌量減少。 

老年期 

假牙 

蔬菜 肉類 

蒸 煮 燉 



消化能力減弱，胃的收縮、腸的蠕動能力降低， 
胃酸及消化酵素分泌量減少。 

吃了某些食物後，容易飽脹，導致減少攝取量。 

便秘。 

胃酸減少，使        、       和          的 

    吸收減少。 

老年期 

導致 

鈣 鐵 B12 



少量多餐，一日4~5餐。 

多攝食富含纖維質的            (糙米、胚芽米、 

 全麥麵包)、             、       和       等。 

飯後吃富含維生素    的水果(番石榴、柳丁、 

          、葡萄柚…等)或           補充劑。 

飯後少喝咖啡或濃茶，以免妨礙      的吸收。 

消化能力減弱，胃的收縮、腸的蠕動能力降低， 
胃酸及消化酵素分泌量減少。 

老年期 

矯正 

全榖類 

整粒大豆 蔬菜 水果 

C 

橘子 維生素C 

鐵 



膽汁及胰解脂酶之分泌量降低。 

          消化能力的降低。 

減少       攝取量，少用      烹調食物。 

老年期 

導致 

矯正 

脂質 

油脂 油炸 



基礎代謝率下降，因為肌肉量減少，肌肉緊張減低， 
體脂肪增加，甲狀腺機能減退。 

老年期 

       需要量減少，若保持與成年時之飲食量，並未增加

活動量，則易導致體重增加而體重過重或            。而導

致各種慢性疾病的罹患或快速到來。 

減少熱量的攝取量，注意由      和            來減少，

如每天少吃1碗飯，作湯炒菜少用1湯匙油，即可減

少約          大卡的熱量攝取。 

導致 

矯正 

熱量 

肥胖 

飯量 油脂量 

400 



對葡萄糖的耐力降低，因為胰島素之分泌量減少 
或身體對胰島素作用之反應遲緩。 

老年期 

      利用能力降低，空腹時之血糖值較高，運動

後血液內有較高量的丙酮酸和       。 

多攝取多醣類，少吃             (蔗糖、果糖、 

 葡萄糖)、蜂蜜、甜食、           。 

勿作太劇烈或太長時間的肌肉運動。 

多吃富含            的食物，可以緩和血糖的急遽上升。 

導致 

矯正 

醣類 

乳酸 

精緻糖類 

甜飲料 

纖維質 



腎功能減退。腎血流量、腎絲球體濾過率降低。 老年期 

腎臟不易排出廢物，頻尿而自動減少水份的攝取。 

多喝水、淡茶、奶茶、牛奶，每天約需6-8杯水。 

導致 

矯正 



口渴感覺較低，較不靈敏。 老年期 

飲水量減少，易有       現象，症狀為頭腦不清、

唇乾、眼下陷、體溫升高、血壓降低、便秘、小便

減少和噁心。 

隨時提醒自己每天喝用       杯水。 

導致 

矯正 

脫水 

6~8 



老年期 心理、社會以及環境之因素。因朋友相繼謝逝或
他遷，或因喪偶病逝，過著孤獨憂鬱的生活。 

胃口不佳、不想進食、身體就更衰弱、更無力與人交往，

更會有被遺忘的感覺，就更打不起精神注意飲食，如此

惡性循環，每況愈下。 

提高老人社交活動，多參加老人會。 

培養生活情趣，如養花、養鳥、參加公益事業活動。 

向人傾述心事，持樂觀態度。 

導致 

矯正 



補丸《補品、補藥》的濫用 老年期 

影響身體健康，增加       和       之代謝負擔。 

藥無好藥。 

事前預防重於事後治療，維持健康要靠       作用， 

 而非       作用。 

依醫師、營養師指示使用。 

導致 

矯正 

肝 腎臟 

營養 

藥理 



相信祖傳秘方，禁忌某些食物，或道聽塗說， 
沉迷於某些食物的神效。 

老年期 

            致營養不良。 

除非患有須飲食療養的某些慢性疾病，應攝取

各種類的食物，才能達到均衡的營養。 

導致 

矯正 

偏食 



老年期的營養需求  

老年人因身體新陳代謝之速率降低，對於各營養素之需求量

也都較成年期低。 

中老期之營養需求：參考國人營養素建議攝取量 

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pdf


老年期之均衡飲食量 
* 蛋白質食物 

(1)奶類 

保護性的食物，千萬不可缺少，由             、 

            類來獲取。 

每天       杯牛奶，各種鮮奶、調和奶、沖調奶粉。 

奶、蛋、魚 

豆、肉 

1~2 



(3)肉類 

尤其是魚類，每日          兩，一星期吃1-2次         。 

(4)大豆及其製品 

每日可食用        一塊或其他大豆製品適量。 

(2)蛋類 

每日      個，患有心血管性疾病、        者每星

期食用   個。 

1 高血壓 

3 

2~3 肝臟 

豆腐 

老年期之均衡飲食量 



* 蔬菜類 

保護性食物，提供        與          ，並可

提供         。 

(1)       類蔬菜較其他部位含較多營養素。 

(2) 綠色、       色、黃色等有色蔬菜較白或淺色者 

     多含營養素。 

(3) 每天約需     碟(半碗)蔬菜。 

老年期之均衡飲食量 

維生素 礦物質 

纖維質 

葉 

紅 

3 



* 水果類 

保護性食物，提供維生素和               。 

(1)每日      個水果。 

(2)宜多選用富含維生素      的水果，如番石榴、 

     柑橘、柳丁、柚子、葡萄柚、柳橙、蕃茄等。 

(3)打成果汁，不要濾去其渣。 

老年期之均衡飲食量 

礦物質 

2 

C 



* 五穀類 

提供         的主要食物，可節省        ，調節       的

代謝。 

(1)每日飯          碗。 

(2)選用粗糙榖類可獲得較多的               、 

     維生素        與纖維質。  

老年期之均衡飲食量 

熱量 蛋白質 脂質 

2~4 

鐵 

B群 



* 油脂類 

可提供必需脂肪酸，為濃縮之熱量的來源。 

(1)每日約    湯匙油。 

(2)宜多攝取           ，富含必需脂肪酸高之油脂， 

     如             、 大豆沙拉油、玉米油等。 

老年期之均衡飲食量 

2 

植物油 

紅花子油 



老年期飲食調配之注意事項 

(1)食物以柔軟淡味為主，不要太甜或過鹹。 

(2)食譜經常變化，注意色、香、味的調配。 

(3)少量多餐，一天以         餐為佳。 

(4)供應完美的早餐，使一日有個美好的開始。 

(5)脂肪消化遲緩，避免油煎、          、油膩食物之供應。 

4~5 

油炸 



老年期飲食調配之注意事項 
(6)易產氣的食物，如韭菜、       、乾豆類、花菜、 

        等，宜減少供應次數。  

(7)中餐量大，晚餐量小，可促使晚間容易入睡。 

(8)白天喝茶，如有失眠情況，下午不宜喝濃茶和      。 

(9)臨睡前，喝一杯        或豆漿，幫助容易入睡。 

(10)愉快的進食            。 

洋蔥 

地瓜 

咖啡 

熱牛奶 

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