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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一位糖尿病病人
使用生酮飲食合併
急性胰臟炎之護理經驗
徐子婷、蔡惠如、江怡瑩*、孫國紹**

中文摘要
生酮飲食療法若未經審慎評估風險後使用易引發高血脂、酮酸中毒等風險。本文描
述一位42歲糖尿病人使用生酮飲食引發急性高血酯導致胰臟炎之護理經驗。護理期間
自2018年4月3日至4月16日，經由直接照護、身體評估、觀察、開放性會談等方式收集
資料，並以Gordon十一項功能性健康型態評估分析歸納其主要健康問題為組織灌流改
變、疼痛及焦慮。照護期間主動關懷與陪伴，運用傾聽及不批判的溝通技巧建立良好
護病關係，利用簡易器官及血液循環圖卡向家屬解釋急性胰臟炎與生酮飲食之相關性
，與個案建立治療目標及信任感，協助個案解除焦慮增強自我飲食控制，期望藉此護
理經驗提供護理人員照護此類病人之參酌。(志為護理，2021; 20:4, 78-87 )
關鍵詞：糖尿病、生酮飲食、急性胰臟炎

前 言

5%和10-20%機率會誘發急性胰臟炎，

生酮飲食強調低醣高脂之攝取，促

死亡率高達30%，若未在醫師及營養師

使肝臟燃燒脂肪產生酮體，短期內體重

審慎評估下，擅自採取生酮飲食易引發

減輕、有效降低血糖，但長期追蹤下無

許多急性合併症(白等，2017；林佳璇

法證實時效性，糖尿病為代謝疾病，

等，2017；Chris et al., 2016；Saslow et

攝取過多油脂使三酸甘油脂囤積大於

al., 2018)。個案為42歲糖尿病病人，深

1,000mg/dl及大於2,000mg/dl時，分別有

信生酮飲食能治癒糖尿病及減重，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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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法及技巧相當重要，包括使用數

1,100mg/dl誘發急性胰臟炎，照護過程中

字型評分量表及PQRST疼痛類型評估、

個案對疾病進展的不確定感，生命受威

配合病人喜愛的音樂、提供安靜環境協

脅產生極大心理衝擊及焦慮，因而引發

助舒適臥位或搭配身體肌肉按摩放鬆緩

撰寫動機，藉由提供完整且持續的照護

解疼痛，並與醫療團隊討論，以「病人

提升病人自我健康管理認知。

安全」為前提配合醫囑給予病人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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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生酮飲食療法，因三酸甘油脂大於

的止痛藥(林德華、張，2017；洪等，

文獻查證
一、生酮飲食與第二型糖尿病
生酮飲食標榜每日低於5%醣份，高於

2016)。
三、急性胰臟炎引發組織灌流改變之護
理

75%脂肪之食療，脂肪分解成脂肪酸產

急性胰臟炎死亡率19%-30%，因胰

生HMG-CoA分子，製造酮體及合成膽

臟周圍組織或遠處器官包括胰液、血管

固醇造成血脂異常，然而糖尿病人因胰

活性物質外滲至腹腔或血液循環，引起

島素缺乏易使脂肪分解加速，血中游離

血管擴張和血管內血量不足而造成組

脂肪酸濃度上升，增加高三酸甘油脂症

織灌流改變，有30%-50%會出現感染的

之發生率，建議糖尿病患者在執行生酮

合併症，16%-33%會併發組織器官休克

飲食時，需在醫療團隊輔佐下密切監測

衰竭，休克死亡率高達40%-60%(李，

血中三酸甘油脂指數，降低合併症產生

2015；劉等，2019)，臨床上評估以

(Foster et al., 2010)。當三酸甘油酯高於

Ranson's為指標，若項目總合達6項以

1,000mg/dl時，脂蛋白脂解酶活性下降

上，死亡率會大於60%，因此需評估各

血管毛細管循環流通受損，促使胰臟血

器官組織灌流復甦並預防感染的產生，

流量受到限制導致胰臟腺泡結構缺血，

包含中央靜脈血氧濃度大於65%、中心

2-5%會誘發急性胰臟炎，治療關鍵為24

靜脈壓達8-12 cmH2O，目標為平均動脈

小時內執行血漿分離置換術(apheresis)

壓大於等於65mmHg、尿液輸出量每小

迅速降低血中三酸甘油酯減低胰臟發炎

時每公斤大於等於0.5ml。需積極給予組

反應，治療過程中當數值小於500mg/dL

織灌流復甦，因每延遲一小時則死亡率

時，急性發炎症狀皆能在短時間內獲得

即增加4%，乳酸下降大於10%可降低死

改善(吳等，2019; Kopecky et al., 2017)。

亡率，並縮短1.3天呼吸器使用天數(厲、

二、急性胰臟炎之疼痛護理

劉，2011；劉等，2019；鄭等，2015)。

疼痛是急性胰臟炎最常見臨床問題，

四、面臨突發疾病焦慮之護理

因胰管壓力增加，胰臟缺血及中樞神經

焦慮易產生不確定感，當重症患者面

感受改變導致，除典型持續性左上腹或

臨突發性疾病進展至生命遭受威脅，陌

上腹中央強烈疼痛、腹部肌肉緊張壓痛

生的人、事、物，吵雜的儀器聲、頻繁

外，還會輻射到背部並伴隨血壓升高、

的護理治療、被隔離感及無法確切掌控

心跳加速、瞳孔放大等，因此提供疼痛

疾病進展等，易產生負面情緒，故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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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病況進展外其心理也不容小覷，需
常評估焦慮程度與來源，執行任何護理

7.5-8.1%，triglyceride(TG):289-385

措施前給予足夠的說明及相關指導，耐

mg/dl，每日約喝4-5罐啤酒，偶有感冒

心陪伴及傾聽，讓家屬參與醫療照顧，

症狀會服用成藥，無住院經驗，4/3無奈

給予心理支持，並依喜好選擇輕慢板音

主訴「電臺說生酮飲食可治療糖尿病、

樂，持續20-45分鐘為宜，轉移注意力，

快速瘦身，怎麼變成胰臟炎？從沒那麼

儘早讓個案熟悉常規醫療處置時間、儀

痛過，覺得腸子都扭曲攪在一起！」。

器設備用途及醫療照護團隊成員，建立

(二)營養與代謝型態：

良好治療性護病關係，再以同理心引導

身高172公分，標準體重應為64公斤，

病人表達自我感受，重新建立和澄清對

所需熱量2,000卡/天，但近半年來執行

疾病與治療的疑慮，強化正向認知及疾

生酮飲食，大量食用肉類、油炸食物，

病因應行為(鄭等，2015)。

無糖綠1,000cc/天，不吃水果或營養品，
熱量約1,800卡/天，體重由97.7公斤降

護理過程
一、個案簡介及入院經過

至入院時76公斤，身體質量指數25.6kg/
m 2， 呈 體 重 過 重 。 於 急 性 期 禁 食 中 ，

康先生42歲，大學畢業，以國、臺

自覺有噁心嘔吐感，沒胃口只想喝水，

語溝通，信仰道教，已婚，育有二子與

4/3四肢冰冷發紺，肢體水腫4mm，觸

妻兒同住，待業中，家中經濟來源為案

診足背動脈微弱，微血管填充4-6秒，

妻。個案有糖尿病、高血脂病史，規律

嘴唇乾燥脫皮，心跳150次/分，平均

服藥，無特殊過敏史及遺傳疾病。近

動脈壓:53mmHg，諾比奈芬8mcg/kg/

半年來，經電臺介紹生酮飲食能降低

min, albumin:2.6g/dl, glucose AC:232mg/

血糖及減重有成效故深信且執行，於

dL, amylase: 1,420 U/L, lipase:3,455 U/L,

2018/04/03突感強烈上腹痛及腹部肌肉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6,097 U/L，

緊繃，入急診求治時，體溫:38.3度、脈

TG:4,017mg/dl，Scvo2:58.6%，Ranson

搏110次/分、呼吸38次/分、血壓87/42

score:4分。因此評估個案有營養狀況改

mmHg，腹部X光片顯示胃及小腸脹氣，

變引發循環休克健康問題。

腹部電腦斷層顯示胰臟腫脹、腸系膜積

(三)排泄型態：

液，診斷為急性胰臟炎，入加護病房治

80

追蹤血糖值及血脂變化，HbA1C：

入院前每日排尿約3-4次、排便一次，

療，於04/16轉至病房。

黃色軟便，沒有便秘現象，4/3案妻訴

二、護理評估

「他肚子脹是沒大號嗎？他的手腳好

護理期間自2018年4月3日至2018年4月

冰」，4/3主訴「嘴好乾渴，肚子很脹、

16日，採實際護理、病歷查閱、溝通訪

想吐」，腹部外觀見肚臍周圍青色瘀

談及運用Gordon十一項健康功能護理評

血，腸蠕動音3次/分，腹圍100公分，

估，收集相關資料如下：

入院後，解黃色糊便量中，無軟便劑

(一)健康感受與健康處理型態：個案門診

使用，尿管存留4小時尿量50ml呈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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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壓痛及回縮痛，休息時疼痛指數7

氣體分析PH:7.331、PCO2:36mmHg、

分，4/4個案眼眶泛紅訴「藥物能讓我疼

PaO2:59.2mmHg、HCO3:14.6mmol/L、

痛改善嗎？」，觀察個案只要感覺身體

BE:-10.5mmol/L呈未代償性代謝性酸中

不適會持續按叫人鈴，皺眉焦躁，手部

毒。因此評估個案有組織灌流改變的健

顫抖、不安。因此評估個案之健康問題

康問題。

為疼痛。

(四)活動與休息：

(七)自我感受與概念：

個案生活自理，平日在家照顧孩子，

個案較為內向的人。4/4主訴「擔心孩

無運動習慣。4/3觀察病人床上活動時

子小及疾病會有後遺症！沒工作還生病

有喘情形，採胸式呼吸並使用呼吸輔助

花錢，覺得好愧疚」，病人獨處時會看

肌，呼吸淺快32次/分，心跳132次/分，

著天花板發呆頻頻拭淚，4/4醫生解釋病

使用非再呼吸型面罩10L/分，SPO2:89-

情時臉部表情緊繃及十指緊握低頭，當

90%，「4/3主訴感覺吸不到氣，頭好

詢問其意見會搖頭不說話眉頭深鎖，眼

暈！一陣陣5-10分鐘腹痛，翻個身又更

睛經常觀察護理人員舉動。

痛」，雙手有時緊握拳頭，注意力集中

(八)角色關係：

自身無法與他人對話，呈蝦米狀側躺撫

個案與案妻結褵多年，扮演父親、丈

摸腹部，表情痛苦皺眉冒冷汗，嘴唇緊

夫、病人等角色，屬於成年中期，妻子

閉，四肢肌力約5分。

為主要支持系統家庭互動關係良好及密

(五)睡眠與休息：

切。住院期間擔心病情時會對著案妻不

個案易受周圍聲音干擾顯煩躁，4/4主

耐煩大聲斥責，後來又以語言及流淚來

訴「以前都能安穩睡到天亮，現在都夢

表達對妻子的愧疚。

到病情惡化，沒工作還生病花錢，孩子

(九)性與生殖：

又小，以後生活怎麼辦？」「肚子痛很

與案妻育有二子，目前處於發展理

難入睡，感覺2天沒睡了」，躁動不安發

論中之兩性期，成功實現家庭階段性任

出呻吟聲，害怕疼痛而維持固定姿勢，

務。

平均睡眠時間約2-3小時，白天疲倦頻

(十)壓力因應型態：

打呵欠，睡眠易受機器警示聲及交談聲

近年來無重大事件，家庭生活呈滿意

而睜眼，床上翻動時，心電圖導線脫落

狀態，家中如有重大決策皆與妻子相互

易驚嚇不安，閉眼休息時雙手會緊握拳

討論，4/4主訴「想到未來日子就難過」

頭。因此評估個案有焦慮的健康問題。

「加護病房裡有很多交談聲、呻吟聲、

(六)認知與感受：

照護一位糖尿病病人使用生酮飲食合併急性胰臟炎之護理經驗

色，BUN:46mg/dl，Cr:2.1mg/dl，動脈

機器的叫聲，感覺好緊張」，表情嚴

個案對人時地皆能清楚對答但精神顯

肅、注意力只集於自身，反覆詢問身上

焦躁無力，4/3主訴「左上腹好悶痛！

管路的功能，與案妻交談時易情緒不安

不想講話！為什麼高血脂沒控制會胰臟

而大聲怒罵。

炎？」腹部疼痛區域擴大至腹部左上

(十一)價值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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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信奉道教，初一十五會帶妻小到

診呈腹脹存，腹圍100公分;肢體水腫下

廟裡祈求平安，住院期間配帶著妻子祈

壓4mm，足背動脈(1+)，微血管填充約

求的平安符保佑平安出院。

4-6秒、嘴唇乾燥脫皮。

問題確立
綜合上述評估結果，確立個案護理問

漿置換分離術。
護理目標
1.4/7前維持心肺腎組織灌流於正常範圍

題為：
一、組織灌流改變╱與胰臟發炎引發循環
休克有關；二、疼痛╱與疾病導致的上腹
部劇烈疼痛有關；三、焦慮╱與對疾病進
展的不確定感及陌生醫療環境有關。

護理問題

內。
2.個案轉出加護病房前肢體水腫減少至
下壓2mm以下。
護理措施
1.4/3-4/9利用簡易器官及血液循環圖卡

一、組織灌流改變╱與胰臟發炎引發循
環休克有關(4/3-4/9)

解釋急性胰臟炎造成組織灌流不足原

主客觀資料

標。

因、症狀，建立疾病共識及治療目

1.4/3「感覺吸不到氣頭暈、嘴好乾渴、

2.4/3-4/6追蹤動脈血液氣體與醫師討論並

肚子脹痛很想吐！」;案妻訴「肚子脹

調整氧氣濃度，依醫囑給予碳酸氫鈉

是沒大號嗎？他的手腳好冰！」。

矯正代謝性酸中毒，觀察有無藥物不

2.4/3電腦斷層為瀰漫性急性胰臟炎、雙

適反應，如:強直性痙攣、高血鈉，並

側肺部浸潤，體溫38.3度，心跳150次

觀察組織灌流情形，如:肝腎功能、四

/分，平均動脈壓:53mmHg，非再呼吸

肢末梢、動脈強度、每2小時尿液量，

型面罩 10L/分使用，SPO2:89%，動脈

每8小時追蹤腹圍。

氣體分析呈未代償性代謝性酸中毒，

3.4/3-4/6每8小時監測PICCO參數變化

尿量:50ml/4hr.，諾比奈芬 keep 8mcg/

及討論補充體液量標準，維持組織灌

kg/min，四肢末梢發紺。

流，乳酸和Scvo2監測組織是否無氧代

3.4/3WBC:16,990/UL，Lactate:16.22mmol/

謝。

L，Cr:2.1mg/dl，Amylase：1,420 U/L，

4.4/4-4/5執行血漿分離置換術時密切監測

Lipase：3,455 U/L，LDH：6,097 U/L，

生命徵象及是否出現過敏反應，如紅

TG:4,017mg/dl，Scvo2:58.6%，Ranson

疹、搔癢等，當分離術後三酸甘油酯

score:4分;心肺容積監測器(PICCO)

指數小於500mg/dL時，適時與醫師討

參數:CI:2.3L/m i n / m 2 、 G E F : 1 5 % 、

論是否停止執行。

SVV:6%、GEDI:913ml/m2、
ELWI:29ml/kg，CVP:2mmhg。
4.4/3視診臍周圍青色瘀血(庫倫式徵象:陽
性)，聽診腸蠕動音3次/分，觸診及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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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4/4依醫囑調整諾比奈芬劑量，維持
平均動脈血壓大於65mmHg，並監測是
否有用藥不良反應包含心悸、呼吸困
難等。

整室溫;教導案妻將水腫肢體抬高於心

息時疼痛指數7分，易受周圍干擾顯煩
躁。

臟，每日以環形方式按摩5-7次，每次

4.4/4「覺得腸子都扭曲攪在一起」，躁

約30分鐘，告知施壓要比放鬆的時間

動不安，不耐煩並大聲斥責案妻，個

長。

案因疼痛發出呻吟聲，持續按壓上腹

護理評值

部並維持固定姿勢不動，夜間睡眠僅

1.4 / 7 平 均 動 脈 血 壓 連 續 2 4 小 時 大 於

2-3小時。

65mmHg，觸診四肢末梢溫暖，足背動

5.4/4姿勢改變時，肌肉張力增加，疼痛

脈(2+)，微血管填充時間約2秒，抽血

指數9分且採胸式呼吸並使用呼吸輔助

數值呈現無代謝性酸中毒，氧氣改鼻

肌，SPO2:89-90%。

導管2L/分使用，呼吸平順，無出現藥

護理目標

物不適反應。

1.4/5前個案及案妻正確執行非藥物減輕

2.4/5 PICCO參數CI:3.25L/min/m2、
GEF:26%、SVV:5%、GEDI: 781ml/
m2、ELWI:9ml/kg。
3.4/6-4/8組織灌流指標數據於正常範圍
內。
4.於4/4-4/5執行血漿置換術後TG 已降
466mg/dl，過程中無過敏症狀。
5.4/4案妻使用薰衣草精油執行肢體按摩

疼痛的2種技巧。
2.4/5前個案在姿勢改變或休息時疼痛指
數降至≦3分以下。
3.4/7前個案疼痛減輕夜間睡眠可持續不
中斷至少5小時以上
4.4/7前個案能正確說出胰臟炎導致疼痛
之導因至少二項。
護理措施

後約6-8次增加個案舒適感，4/10四肢

1.4/3每8小時以疼痛十分量表評估疼痛部

肢體水腫約2mm，4/15無肢體水腫情

位、性質、強度及頻率，依疼痛不同

形。

之強度與醫師討論止痛藥物劑量。

二、疼痛╱與疾病導致的上腹部劇烈疼
痛有關(4/3-4/8)

2.4/3每6小時依醫囑給予demerol 使用，
並解說藥名、作用、副作用及藥效長

主客觀資料

度，給藥後15-30分鐘監測是否有藥物

1.4/3個案不想見人、不想講話！對著案

相關不良反應，如噁心、眩暈等，以

妻訴「吵死人了！痛到很不想講話，

語言或非語言鼓勵，同理心相信個案

沒胃口！」「一陣陣腹痛，翻個身又

對疼痛表達的感受並增加主動探視次

更痛！」

數。

2.4/3雙手緊握，注意力無法專心與他人

3.4/3由個案決定舒適臥位，教導姿勢移

對話，呈蝦米狀撫摸腹部，表情皺眉

動時避免疼痛部位拉扯之技巧，執行

冒冷汗，每次疼痛時間持續約5-10分。

醫療措施前，說明目的、步驟降低不

3.4/3疼痛區域擴至腹部左上象，腹部觸
診壓痛及回縮痛，腸蠕動音3次/分，休

照護一位糖尿病病人使用生酮飲食合併急性胰臟炎之護理經驗

6.4/3-4/5發燒皮膚濕冷時，更換衣物及調

適感。
4.觀察是否出現肌肉張力增加、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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啜泣、煩躁不安等非語言疼痛徵象並

6.4/15說出胰臟炎是因三酸甘油酯的乳糜

協助採舒適臥位、翻身擺位，每2小時

微粒顆粒大易堵塞胰臟微細血管，使

更換姿勢，避免長時間壓迫而造成壓

許多未成熟消化酶原在胰臟提早活化

瘡、關節攣縮等後遺症。

導致。

5.4/3-4/4教導執行非藥物止痛技巧及方
式(1)選擇個案自己喜愛的音樂或廣播

三、焦慮╱與對疾病進展的不確定感及
陌生醫療環境有關(4/3)

節目，透過聆聽達到放鬆、緩解對疼

主客觀資料

痛注意力，降低對止痛藥物的需求性

1.4 / 3 「 電 臺 說 生 酮 飲 食 可 醫 糖 尿 病 跟

(2)靜脈回流法(肢體遠端至近端)、揉按

變瘦，怎麼變成胰臟炎？還嚴重到

法和大範圍身體肌肉按摩，每次15-20

休克！以後該相信誰？(語氣無奈)」

分鐘，按摩力道必須以溫和緩慢且漸

「高血脂沒控制好跟胰臟炎發生有關

進式方式進行，減低疼痛壓力與焦慮

嗎？」

感，也可透過按摩，促進親屬間互動

2.4 / 4 以 前 一 覺 到 天 亮 ， 現 在 都 夢 到 病

關係(3)放鬆療法:引導個案身體放輕

情惡化！沒工作還生病花錢，孩子又

鬆、深呼吸，舒緩身體緊繃的肌肉。

小，生活費怎麼辦？(眼泛紅)而且病

護理評值

房裡有各種交談聲、呻吟聲，機器叫

1.4/5(1)個案表示太太使用精油幫我按

聲，躺在這感覺好緊張，怎麼睡得

摩手、腳，感覺肌肉好放鬆，悶痛感
也有好一點(2)聽著廣播電臺有我喜歡

3.4/4閉眼休息時，雙手緊握拳頭，醫生

的臺語歌曲，心情好，好像就會忘記

解釋病情時，個案眉頭深鎖，當詢問

痛，疼痛指數約3分。

其意見，會搖頭不語，時常觀察護理

2.4/5觀察個案使用軟質L型枕支托身體，

人員舉動，獨處時會發呆頻頻拭淚。

每30-40分鐘時會按壓腹部並輕緩翻

4.4/3-4/4觀察個案只要自覺身體不適，會

身，姿勢改變或休息時疼痛指數3分以

焦躁皺眉，手部顫抖尋找叫人鈴，注

下。

意力只集中於身上的各種管路，且反

3.4/6夜間睡眠長達5.5小時無中斷，止痛
藥物未出現副作用。

覆地詢問管路的功能。
5.4/4-4/5睡眠易受機器警示聲及護理人

4.4/7個案說出疼痛原因是因為缺乏正確

員交談聲而睜眼，床上翻動時會因拉

飲食觀念使血脂控制差，盲目聽信坊

扯到心電圖導線導致脫落顯得驚嚇不

間快速減重之療法而使胰臟自體發炎

安。

所導致。
5.4/8(1)未使用止痛藥物達24小時(2)未因

84

著！

6.4/4案妻聽不懂個案表達事件意義而易
不耐煩，大聲怒罵。

疼痛而固定不動產生壓瘡，面帶笑容

護理目標

與醫護人員聊天，每日睡眠平均約7小

1.4/5個案能說出導致焦慮的原因。

時。

2.4/7個案及妻子能做出解決焦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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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案妻拍攝小孩在幼兒園遊戲的影片

3.4/5個案能說出加護病房內治療常規流

及打氣錄音檔，且留下小孩親手繪製

程，身上所放置管路代表的目的，及

的加油卡片，解決個案的焦慮，使個

各種機器警報響的意義及目的。

案心情愉悅，露出喜悅笑容並與護理

護理措施

人員分享。

1.4/3用同理心語言或非語言方式採開放

4.4/10經醫師詳解病情及治療計畫後，對

式問題引導個案說出焦慮原因; 集中護

病情進展有概念，緩解原有的焦慮，

理，處置前皆主動說明，若對治療有

呼吸平順無使用氧氣，心跳76次/分，

任何不安或疑問隨時提出討論，並將

平均動脈壓:70mmHg。

叫人鈴放置個案隨手取得之處。
2.4/4彈性延長會客時間，教導案妻給予
個案鼓勵及自製鼓勵小卡給個案，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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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2項。

5.4/16個案:「經過這次教訓，深信配合
專業醫療團隊，循規正確疾病資訊，
才能健康平安！」

移對疾病的注意力並持續觀察病人焦
慮表徵。

討論與結論

3.4/4主動自我介紹，用可理解的文字說

醫療保健資訊多元化，民眾無法辨別

明身上各種管子放置目的、生理監測

資訊正確性，照護過程中困難於個案聽

器的功能及警報鈴聲種類，降低陌生

信媒體所宣稱的生酮飲食療效並深信不

環境的焦慮感;夜間採集中護理，儀器

疑，因此護理間需針對錯誤的飲食觀念

設定自動測量模式，減少喚醒次數，

加以澄清並說明疾病誘發的相關性而較

維持良好睡眠品質。

耗費時間，限制於生酮飲食運用於糖尿

4.4/4白天偕同醫師主動向個案說明目前
疾病治療進度。

病病之相關文獻較為缺乏，需以電話諮
詢營養師生酮飲食對於個案未來的可行

5.4/8成功案例分享增加信心，並強調任

性，建議未來成立個別性特殊飲食諮詢

何飲食療法皆由專業醫療團隊審慎評

團隊，宣導正確飲食概念且成立病友團

估後，依據疾病及營養狀態規劃才能

體分享經驗;徵求個案許可下製作成影

發揮療效，過程中避免負向批評與反

片或資料冊提供未來相關案例分享，期

駁，且鼓勵說出對疾病之感受。

望返家後飲食控制能更嚴謹的面對及思

護理評值
1.4 / 5 個 案 能 主 動 說 出 導 致 焦 慮 原 因 ，
「小孩那麼小，現在只有老婆在賺
錢，而我還生病，怎麼辦？」。
2.4/5說出身上管路使用原因及目的，也

考，增進自我健康照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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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perience of a Patient with Diabetes
on a Ketogenic Diet Complicated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Tzu-Ting Hsu, Hui-Ju Tsai, I-Ying Chiang*, Kuo-Shao Sun**

ABSTRACT
A ketogenic diet leads to hidden health concerns such as inducing hyperlipidemia and
ketoacidosis when there is improper and careless risk evalu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describe the nursing experience of a 42-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diabetes on
ketogenic diet, which was further complicated with hyperlipidemia-related acute pancreatitis.
The nursing period was from April 3, 2018 to April 16, 2018. We collected the data from
different methods such as direct care, physical assessment, observations during nursing care
and so on. We applied Gordon's 11-itemed functional health patterns to assess,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main health problems, namely tissue perfusion changes, pain, and anxiety,
faced by the subject. The active care and companionship during the nursing process with
attentive listening and non-criticizing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was crucial to build a
favorable relationship. We used simple human body organ and blood circulation charts to
explain the physi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ute pancreatitis and ketogenic diet. We
established the treatment goals with the patient and family members, and also helped in
building trust, relieving anxiety, and increasing self-control. We hope this experience will be
useful for the nursing staff while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cases in the future. (Tzu
Chi Nursing Journal, 2021; 20:4, 78-87)
Keywords: acute pancreatitis, diabetes, ketogenic d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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