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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楊桃：與腎臟的糾葛
張友駿1 顏妙芬2,3

楊桃為慢性腎臟病患者之禁忌水果，國內、外多篇病例報告提出慢
性腎臟病患者在食用楊桃產品後，導致噁心嘔吐、急性腎衰竭併發症，以
及無法抑制的打嗝和癲癇發作等神經症狀，嚴重者甚至死亡。本文根據文
獻，歸納楊桃對於腎臟的致病機轉為二：草酸堆積致使草酸腎病變、急性
腎衰竭；同時神經毒素－Caramboxin持續累積及吸收後，通過血腦障壁影
響中樞神經系統傳導物質平衡，使得神經過度興奮而導致神經官能症狀，
如：意識混亂及癲癇發作，目前主要以血液透析或血液灌流為治療方法，
但治療指引尚未建立。除了慢性腎臟病患，腎功能正常的人也可能因食用
楊桃而出現病症；故無論腎功能正常與否，在食用楊桃除了注意食用量
外，後續也須留意是否有不適症狀出現，若有則應及早就醫治療避免病情
迅速惡化。同時，醫師若發現慢性腎臟病患者主訴無法抑制的打嗝、噁心
嘔吐或失眠等症狀時，需特別留意是否與食用楊桃有關。
（台灣家醫誌 2016; 26: 228-34） DOI: DOI: 10.3966/168232812016122604005
關鍵詞：楊桃、腎臟、慢性腎臟病、草酸、Caramboxin

前

言

主要以2個假說為主：1.楊桃中含大量
草酸，因為草酸累積引起急性草酸腎病

台灣國民健康署指出楊桃為慢性
[1]

變，最終致使腎衰竭

[9-12]

，2.楊桃中含

腎臟病患者之禁忌水果 ；國內、外多

有特殊神經毒素，可通過血腦障壁影響

篇病例報告提出慢性腎臟病患者在食用

GABA系統作用 [4,5,13]；然而，無論致病

楊桃產品後，導致急性腎衰竭併發症，

機轉為何，皆建議腎臟病患者避免食用

以及無法抑制的打嗝、噁心嘔吐、癲癇

楊桃。Garcia-Cairasco等實驗提出楊桃

發作甚至死亡

[2-6]

。此外，也有腎功能

中的神經毒素為Caramboxin

[13]

；但綜觀

正常民眾在食用楊桃後，出現無法抑

國內相關研究仍多為病例報告，尚未有

制的打嗝以及急性草酸腎病變(oxalate

明確的研究描述，因此本文以文獻回顧

nephropathy)

[7,8]

。然而，楊桃導致併發

方式，使用楊桃(star fruit)及腎臟(kidney/

症之作用機轉尚未確立，現今致病機轉

renal)為關鍵字，不限制出版日期，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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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電子資料庫：PubMed、Medline及華

renal failure)病徵，甚至致使昏迷及死

藝電子資料庫，納入所有相關研究及其

亡

參考資料，整理相關資訊，期望能提供

經系統及腎臟系統造成影響，即楊桃對

給醫護人員及民眾即時且正確的衛教資

於慢性腎臟病病患有神經毒性及腎毒性

訊。

[14]

[2,4-6,10,15]

。一般而言，楊桃主要對於神

。
de Oiveira、Aguiar [4]以文獻回顧方

楊

桃

式分析110例由楊桃引起併發症的病人，
其中共27位病人死亡、死亡率24.6%，與

楊桃(star fruit/ averrhoa carambola)

Chang等推估因楊桃導致慢性腎臟病病

為熱帶水果，盛產於巴西、馬來西亞、

患死亡率約在20至40%相符 ，而因楊桃

印度、印尼、中國南部及台灣，是台灣

而住院治療的病人大約有30%合併癲癇

常見的水果。楊桃富含草酸、蘋果酸、

發作。Neto等分析整理32位病人因食用

檸檬酸及維生素A、C及B群等。本草綱

楊桃引起的症狀

目記載楊桃能生津止渴、治心病，民間

93.8%、嘔吐68.7%、意識影響65.6%、

經驗療法認為楊桃可以退火、保護氣管

癲癇21.8%，死亡21.8%；其進一步將楊

及止咳化痰；巴西民俗療法會運用楊桃

桃引起的症狀分為輕中重三類：輕度：

汁加上茶葉來治療頭痛、噁心嘔吐、失

打嗝、嘔吐及失眠；中度：肌肉無力、

眠、高血壓及糖尿病，斯里蘭卡人則認

四肢麻痺、躁動或輕度意識混亂；重

為楊桃有降血糖功用，故多數糖尿病人

度：中重度神經混亂、昏迷、癲癇、低

[2,6,8-10]

[3]

[16]

：無法抑制的打嗝佔

。現今因為運輸方便，全

血壓或休克；症狀嚴重程度與病人腎功

球皆能夠食用楊桃產品，因此更需要釐

能無明顯相關 。若病人剛開始出現輕度

清楊桃與腎臟間的關係，避免更多患者

症狀而未有治療，將可能迅速惡化，重

因楊桃而影響病況。

症死亡最快於12小時內，但也有經治療

皆會食用

[2]

10天後仍死亡的案例。

楊桃與慢性腎臟病病患

每篇研究中病人食用楊桃的型態或
者數量皆不盡相同，慢性腎臟病病患可

症狀
Martin等人於1993年首度發表相關

因食用半顆楊桃或25毫升楊桃汁便出現
不適症狀，而食用楊桃的量與症狀嚴重
[3,4,16]

病例報告於醫學期刊中，提出8位尿毒

程度無明顯相關

症病人因食用楊桃出現無法抑制的打嗝

最快30分鐘內病人便出現上述症狀，而

[14]

。後續研究陸續提出慢性腎臟病患者

病例報告中最久有病人在14小時後出現

在食用楊桃後，出現藥物無法控制的打

不適症狀，但食用楊桃至症狀出現的時

嗝、肌肉無力、肢體麻木、狂躁不安、

間與病人症狀嚴重度及死亡與否無明顯

痙攣、意識障礙及噁心嘔吐、下背痛、

相關

[3,4,16]

。在食用楊桃後，

。Neto等進一步歸納經血液透

[16]

少尿、急性腎損傷(acute kidney injury)、

析治療後

急性阻塞性草酸腎病變(acute obstructive

久則12天後才出院；若是症狀包含意識

oxalate nephropathy)、間質型腎炎(tubulo-

混亂的病人康復時間約6.1天（範圍：3

interstitial nephritis)、急性腎衰竭(acute

天至12天），若無則大約4.2天（1天至7

，病人復原最快於1天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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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病人住院治療過程皆需嚴密監測
病人血液檢驗結果及症狀表徵。

Carolino等首次將楊桃中的神經毒
素萃取

[20]

，並命名為AcTx，AcTx分子量

小於500，能夠通過血腦障壁，學者認為
AcTx主要影響中樞神經傳導物質－γ-胺

致病機轉
楊桃為高鉀水果，因此學者一開始

基丁酸(γ-amino butyric acid, GABA)及

因楊桃富含鉀離子，故不建議慢性腎臟

麩胺酸(glutamate)的神經系統；AcTx作

病患者食用；然而新鮮楊桃含鉀量約30

用於神經突觸中的GABA接受器、抑制

至35 mEq/L，一次大約要食用2顆至3顆

GABA結合，但是不影響GABA及麩胺酸

新鮮果實才含有30至35 mEq的鉀離子

的吸收或釋放，因此導致系統不平衡。

[9,17]

學者於小鼠中進行實驗，將AcTx注入小

。Chang等病例報告中調查食用楊桃
[3]

後住院的病人 ，20位病患中僅4位血液

鼠後，小鼠確實出現癲癇反應。Garcia-

檢驗顯示為高血鉀(5.5至7.1 mEq/L)，因

Cairasco等繼續進行一系列相關研究[13]，

此可初步排除高鉀致病的假設。

將去除草酸的楊桃汁給予小鼠飲用，發

楊桃也因含有豐富的草酸，學者推

現仍會引起癲癇症狀。學者後將此萃取

測由於草酸結晶阻塞於腎臟細胞中，致

物命名為Caramboxin，並再進行動物實

使腎衰竭加劇

[12,17]

。Fang等進行小鼠動物

驗：將Caramboxin注入小鼠腦中持續一

，給予小鼠四種不同介入措施：

個月，以腦電圖(electroencephalogram,

對照組：僅飲水、實驗組：飲用楊桃汁

EEG)檢驗腦功能，發現所有小鼠皆出

（含0.2 M草酸）、單純給予0.2 M或0.3

現癲癇的腦波反應，而相較於注入安慰

M草酸溶液。研究發現實驗組小鼠皆出

劑的小鼠，在癲癇發生率上有統計顯著

現虛弱及腹瀉狀況，同時實驗組小鼠肌

[4]
差異。de Oiveira、Aguiar 進一步解釋

肝酸清除值(creatinine clearance)皆顯著

Caramboxin除了抑制GABA接受器使得

低於對照組、血中草酸濃度則顯著高於

GABA無法與神經突觸後細胞結合，導

對照組；除此之外，實驗組小鼠的腎臟

致無法抑制神經衝動傳導；同時也會活

細胞中發現草酸結晶，並且也有較多腎

化神經突觸後的麩胺酸接受器之細胞

臟細胞死亡，而細胞死亡數量與草酸濃

膜，增加細胞膜離子通透性，加強神經

度有劑量效應(dose-dependent effect)。因

衝動傳導。由上述兩個機轉使得腦神經

此學者認為楊桃的致病機轉不僅因草酸

電位傳導過於興奮，致使病人出現癲癇

結晶引起腎炎，草酸同時催化細胞凋零

症狀。此外，AcTx與Caramboxin名稱雖

作用。草酸對人體的致病量約為2至30克

不同，但兩篇研究的作者群重複性高，

[7]

因此可推測為同一物質。

實驗

[18]

；每100克中楊桃含有80至730毫克不等
[8]

的草酸 ，但平時進食的食物中也含有草

根據上述研究，筆者推論楊桃對

酸，如：茶、可可亞、波菜、甜菜、豆

於腎臟的致病機轉可分為兩類：1.食用

腐及南瓜都是高草酸食物，其中波菜的

過量楊桃以致草酸攝取過多，由於慢性

草酸含量為楊桃的2倍

[19]

，然而目前少見

腎臟病患者腎功能不佳無法適當排除草

慢性腎臟病患者在食用菠菜後引起草酸

酸，草酸結晶堆積於腎臟後導致草酸腎

性腎病變病例，故楊桃對於病人的傷害

病變，致使腎功能下降或急性腎衰竭

[8]

是否源於草酸，尚未確定 。

而引起噁心嘔吐等腸胃系統症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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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桃與腎功能正常個案

時Caramboxin持續累積及吸收，終將通
過血腦障壁影響GABA及麩胺酸神經系
統，進而讓神經過度興奮而導致神經官
能症狀，如：意識混亂及癲癇發作。

Chen等2001年首次提出2位腎功能
[7]

正常者食用楊桃後出現不適反應 ，如：
噁心嘔吐、腹痛及下背痛症狀，病人在
空腹及脫水的情況下飲用1,600及3,000

治療方法
多數病人在經過數次血液透析治療

毫升的楊桃汁數小時後，即因身體不適

後，確實能有效緩解相關症狀，此外，

就診；而兩位病人在接受數次血液透析

醫師也建議可以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

之後，腎功能恢復正常出院。醫師分析

或血液過濾(hemofiltration)為治療方法

病人因空腹及脫水時飲用大量楊桃汁，

[10,15,22]

，Neto

使得胃裡因為缺乏鈣、鎂離子與草酸結

追蹤發現此類以腹膜透析為主要治

合，因此形成草酸鹽，累積於腎臟造成

療方式的病人皆死亡，更遑論僅以支持

急性草酸腎病變。此外，Neto等提出5件

性療法(supportive care)治療的病人。然

病例 ，病人因食用數量不等的楊桃或楊

等

[16]

。腹膜透析則不建議使用

[21]

[3]

[8]

而，Chang等 病例回顧研究中，8位因

桃汁後引發急性腎衰竭而入院，其中病

楊桃併發合併症而死亡的病人皆有進行

人食用楊桃至少12顆以上或飲用300毫升

血液透析治療，Herland等

[23]

指出兩位因

以上的純楊桃汁；經腎臟切片檢查後其

食用楊桃而死亡的病人也經歷血液透析

中2位診斷為草酸性腎炎、其他3位中的2

治療；因此若血液透析對於病人無明顯

位病人在食用午餐或輕食過後飲用1,000

效用，應立即考慮進行血液灌流為替代

毫升以上純楊桃汁，並非空腹情況下食

方案，因為血液灌流的功效大於血液透

用，故不表示在餐後食用楊桃即為安

析以及對中分子量物質的清除率優於血

全。5位病人主要症狀除了腸胃不適外，

液透析

[24]

。現今並無文獻提出此類病人

皆有神經症狀表現：4位病人打嗝、2位

治療的指引，因此本文建議：當臨床發

失眠，而4位打嗝病人之中有1位出現意

現病人進行血液透後症狀仍未緩解或者

識混亂。但此份病例報告，5位病人皆未

症狀加劇時，除了可調整血液透析頻率

經過血液透析治療，僅住院接受支持性

為一天一次外，也可評估是否介入血液

治療後，腎功能即回復正常。

灌流治療，否則病人可能因為病情迅速
變化，終至死亡

[3,12]

目前共7病例指出食用楊桃對於腎功

。而病人經治療後

能正常者的影響，Chen等的2位病人僅出

腎功能能夠改善，但不一定能完全回復

現腸胃症狀 ，且皆診斷為急性草酸腎病

到疾病前狀態

[6,23]

[7]

。除此之外，Wang等

變及血液透析後治療後出院；但在Neto

持續使用Propofol可控制病人癲癇發作

等病例中 ，除了腸胃症狀，也合併打嗝

[17]

，而其也提出Midazolam、Phenytoin、

或意識混亂等神經相關症狀，而病人在

Diazepam及Phenobarbital對於此類病人治

未接受血液透析治療便能逐漸恢復腎功

療癲癇效果不佳，但使用Propofol須注意

能。此外，各病例食用楊桃數量不盡相

病人低血壓副作用。

同，也並非所有病人皆是在空腹情況下

[8]

食用楊桃。由於目前僅7件案例，因病例
數不足，且食用方式、症狀及治療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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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因此無法得知7位病人是否是單純

care unit. Heart Lung 2010; 39: 448-52.

因食用楊桃而出現的病狀，或者其中仍

3.Chang JM, Hwang SJ, Kuo HT, et al: Fatal

有不確定的合併因子未被探知。綜合上

outcome after ingestion of star fruit (Averrhoa

述研究，本文建議腎功能正常民眾盡量

carambola) in uremic patients. Am J Kidney

避免於空腹時大量食用楊桃或楊桃汁，

Dis 2000; 35: 189-93.

一次以半顆至一顆為限，同時可多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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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of Star Fruit and Kidney
Yu-Chun Chang1 and Miaofen Yen1,2

Star fruit (Averrhoa carambola) is considered a taboo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According to various previous studies, CKD patients suffered from intractable hiccup,
vomiting, oxalate nephropathy, acute renal failure, seizure and coma after having star fruits. Two
substances, oxalate and caramboxin, have been identiﬁed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 causes of star fruitinduced symptoms. Oxalate results in nephrotoxicity, which can also be triggered by caramboxin. The
star fruit-induced symptoms usually become less severe after hemodialysis or hemoperfusion. There is
no protocol to treat the star fruit-induced disease yet. Both patients with CKD and people with normal
renal function could become ill after consuming star fruits. However, the amount of star fruits needed to
result in nephrotoxicity or neurotoxicity and proper administration remain understudied in the literature.
Therefore,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hiccup, vomiting, mental confusion and seizure, especially those
diagnosed as CKD, physician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hether they have eaten
star fruits.
(Taiwan J Fam Med 2016; 26: 228-34) DOI: 10.3966/168232812016122604005
Key words: Carambox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kidney, oxalate, star f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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