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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鈺琳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慢病跨領域照護中心主任

根據國民健康署104年度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

查成果報告結果指出，50歲以上自述曾經被診斷罹患慢

性病項目2項以上之百分比高達46.7%，3項以上也達

28.8%，由此可知有高比率的中老年罹患多重慢性

病，加上政府投入民眾健康照護計畫之經費與項目

越趨多元，包含健康促進、長照2.0、健保論質計

酬、整合照護及癌症品質提升等相關計畫，種種跡

象都顯示慢性病整合照護將是將來全人照護的模式

以及醫療發展的重點。

5成中老年人有多重慢性病
慢病跨領域照護中心 全人照護

　　有鑑於此，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在多年前開辦由2位內科醫師同時段同診間問診的整合門診，包

括三高門診、心腦門診、心腎門診以及腎糖門診。對2位醫師而言，當面溝通討論病情及開立處方

，能增加對病情的統整度及降低處方抵觸的錯誤率；對患者而言，藉由2位醫師當面溝通，能增加

其對醫療處置的信心及滿意度，因此整合門診的回診率普遍優於一般門診的回診率。

　　隨著整合門診模式日益穩定，今年計畫擴大服務慢性病整合照護的對象，成立「慢病跨領域照

護中心」，此中心主要負責照護計畫的整合，包括衛福部長照2.0計畫(失智整合照護、長照社區整

合照護之A據點、復能、預防及延緩失能和出院友善服務)，健保給付照護(居家、重症、安寧醫療

整合照護、慢性腎臟病、糖尿病、B型與C型肝炎、氣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門診整合照護)以及國健

署計畫(提升癌症診療品質照護、無菸醫院品質提升和腎臟健康促進)，由以往以疾病為出發點的縱

向線性思維，透過跨領域整合照護模式，進行疾病間的橫向串聯，進而形成網絡，達到以全人為主

而不再是以疾病為導向的醫療模式。慢病跨領域照護中心主要的成員包括相關領域的醫師、護理師

、個案管理師、營養師、癌症篩檢及管理師、居家醫療管理師等，並設立跨領域衛教諮詢討論室，

提供患者舒適安靜的環境進行多領域的衛教，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科技與時俱進，但醫療對於人的關懷慢慢由分科醫療回歸全人照護，期待慢病跨領域照護中心

能締造患者及醫院雙贏的局面。



全球糖尿病的盛行率持續攀升，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在201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全世界成年人口中，約有4.25億

的糖尿病患者，預估到2045年將有6.93億人。在台灣糖尿病是國人位居十大

死因之ㄧ，根據國民健康署統計，全國約有200多萬名糖尿病的病友，且每年

以25,000名的速度持續增加，糖尿病及其所引發的併發症影響國人健康不容

小覷，醫療負擔相當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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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曉蕙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新陳代謝科主任

糖尿病的致病機轉
　　第二型糖尿病的致病原因，除胰島素分泌

不足和胰島素阻抗增加外，胰島中分泌升糖素

的α細胞，腸道神經內分泌細胞分泌的腸泌素

，腎臟腎小管葡萄糖的再吸收，及中樞神經系

統調節血糖的機制亦扮演重要角色。此外，交

感神經的神經傳導物質，和腦下垂體分泌腎上

腺皮質醇濃度上升，都與血糖上升有關。攝取

過多的營養及身體活動度降低造成肥胖，是引

起第二型糖尿病主要的環境因素外，其他包括

遺傳也是重要成因之一，第二型糖尿病是一個

複雜的疾病，它是一個環境因素與基因交互作

用所產生的高血糖疾病。 

糖尿病的診斷
　　未懷孕及無貧血成年人糖尿病的診斷標準

有4項，如有典型高血糖症狀或高血糖急症且隨

機血漿葡萄糖大於200mg/dL時，即可診斷為糖

尿病；如無典型高血糖症狀而符合下表之診斷

標準，符合其中兩項標準即可診斷為糖尿病。

如果有一項符合標準，另一項不符合，建議針

對不符合項目進行重複檢測，並依此結果進行

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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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型糖尿病
診斷及治療

糖尿病高風險群(糖尿病前期)
　　血漿葡萄糖超過正常範圍，但還未達到糖尿

病，稱為「糖尿病高風險群」或稱糖尿病前期，

包括葡萄糖失耐和空腹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是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發生的重要風險因子，且和

肥胖、血脂異常和高血壓有關。

高風險群( 糖尿病前期) 的分類

・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需要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口服溶於300ml水的75g無水
葡萄糖。
・HbA1c的檢測方法宜有National Glycohemoglobin Standardization Program(NGSP)的
認證或符合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 DCCT) reference assay。目前
仍不建議使用較方便之即時檢驗(point-of-care testing)測定HbA1c來診斷糖尿病。
・貧血和血色素疾病的病人建議以血漿葡萄糖值來診斷糖尿病。
・當數值在診斷標準附近時，建議進行重覆測試已確認。

資料來源：2018中華民國糖尿學會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資料來源：2018中華民國糖尿學會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糖尿病篩檢
　　針對無症狀成人的糖尿病篩檢，中華民國糖

尿病學會提出建議的做法如下表：

血糖治療目標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建議血糖治療目標如下表：

成年人糖尿病的治療目標

空腹(餐前)血糖
(mg/dl)

80-130

餐後2小時血糖
(mg/dl)

80-160

HbA1c(1%)

＜7.0
(需個別化考量)

老年人糖尿病(≧65歲)的治療目標

健康狀態

健康狀態正常(少
共病症，認知及
身體機能正常)

健康狀態中等者(
多共病症，認知
及身體機能輕微
至中等異常)

健康狀態差者 (
末期慢性病，認
知及身體機能中
等至嚴重異常)

糖化血
色素

<7.5%

<8.0%

<8.5%

空腹(餐前)
血糖

90-130 
mg/dl

90-150 
mg/dl

100-180 
mg/dl

睡前
血糖

90-150 
mg/dl

100-180 
mg/dl

110-200 
mg/dl

血壓

<140/90
mmHg

<140/90
mmHg

<150/90
mmHg

資料來源：2018中華民國糖尿學會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血壓血脂控制目標
血糖

血壓

血脂肪
(首要目標)

生活型態
改變

糖化血色素(HbA1c)
空腹(餐前)血糖
餐後2小時血糖(mg/dl)
一般建議
腎病病患者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

總膽固醇(TCH)
非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non-HDL-C)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

三酸甘油酯(Triglyceride)
戒菸
運動

身體質量指數(BMI)
腰圍

＜7.0%(需個別化考量)
80-130 mg/dl
80-160 mg/dl
<140/90 mmHg
<130/80 mmHg
<100 mg/dl
<70 mg/dl(如有心血管疾病)
<160 mg/dl
<130 mg/dl
<100 mg/dl(如有心血管疾病)
＞40 mg/dl(男)
＞50 mg/dl(女)
<150 mg/dl
強烈建議
中等強度有氧運動，建議每
週＞150分鐘；較中等強度稍
強的體能活動，建議每週至
少3日，每日至少20分鐘
18.5-24 kg/m2

<90cm(男)
<80cm(女)

資料來源：2018中華民國糖尿學會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資料來源：2018中華民國糖尿學會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糖尿病照護
　　糖尿病的照護近幾年都強調以病人為中心的

個別化治療。醫師會依據病人的狀況和病人(及家

屬)討論血糖等的控制目標，然後選擇治療方法來

達到這個目標。此外還要有完整的糖尿病照護，

包括診斷、持續的評估糖尿病的併發症、社經心

理、共病症等。鼓勵病人參與照護的決策，與醫

療團隊共同檢視目標是否達成及修正其所訂定的

自我照護目標計畫。

1.糖化血色素≧6.5%
2.空腹血漿葡萄糖 ≧126 mg/dl(7.0 mmol/L)
  空腹的定義：至少8小時未攝取熱量
3.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
  第2小時血漿葡萄糖≧200 mg/dl(11.1 mmol/L)
4.高血糖症狀(包括多尿、頻渴和體重減輕)
  且隨機血漿葡萄糖≧200 mg/dl(11.1 mmol/L) 確診

或

或

或

1.葡萄糖失耐：
  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第2小時血漿葡萄糖為   
  140-199mg/dl(7.8-11.0 mmol/L)
2.空腹血糖偏高：
  空腹血漿葡萄糖值為100-125 mg/dl(5.6-6.9 mmol/L)
3.糖化血色素：5.7-6.4%

第二型糖尿病的治療
　　治療包括飲食控制、運動、藥物和衛教。飲

食控制與運動為基本步驟。藥物治療包括口服抗

糖尿病藥、注射胰島素或類升糖素肽-1受體的促

效劑。症狀較嚴重者，可考慮先使用胰島素控制

，或使用口服降糖藥。藥物的使用需依據患者的

病情，包括：血糖的高低、肝、腎、心臟功能，

藥物的療效和副作用等因素而定，同時接受飲食

控制與運動治療。如果未能達到治療目標，可單

獨使用一種或同時使用多種口服降糖藥物，和（

或）注射胰島素或類升糖素肽-1受體的促效劑。

　　近年來減重手術治療糖尿病成為醫界的熱門

話題。台灣本土的資料也顯示，減重手術對糖尿

病的緩解率也有6到9成。2011年國際糖尿病聯盟

提出對身體質量指數介於30-35kg/m2之間的第二

型糖尿病人，經藥物治療仍無法達到治療目標時

，減重手術可以是一個替代的治療方式。除身體

質量指數外，還需要考量病人的年齡及其身體健

康狀況，病人糖尿病史的長短及殘存β細胞功能

，病人對手術的期待和意願，以及手術後病人是

否能遵從醫囑，執行長期的追蹤和營養素的補充

等。減重手術後糖尿病病人仍須定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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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口老化和坐式生活型態及西式飲食習慣的影響，近年來糖尿病的發生率

不論是在歐美或是在台灣都有大幅度增加的趨勢。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

，糖尿病已高居國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平均每小時就有1人因糖尿病而死亡。

綜觀國人十大死因中的癌症、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腎病變，其實間接都

與高血糖相關。

文 / 黃漢倫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9成以上糖尿病患者屬於非胰島素依賴型，又

稱第二型糖尿病。許多人罹患糖尿病卻不自知，

原因在於發病的初期，大部分病人都沒有什麼特

別的症狀。若非刻意去做檢查，根本無從發現。

因此等發現時，常已有併發症。

糖尿病的慢性併發症

　　糖尿病患者的死因大多數並非與血糖直接相

關，糖尿病的各種慢性併發症其實才是糖尿病患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糖尿病的各種慢性併發症主

要包括小血管病變和大血管病變。

　　小血管病變主要是因為微血管的病變引起，

臨床上可分成眼睛病變、腎臟病變及神經病變。

眼睛病變有白內障、青光眼、眼底增生出血及視

網膜剝離。糖尿病眼睛病變是成年人失明的主要

原因。腎臟病變是因腎絲球硬化引起蛋白尿、水

腫、血壓上升等症狀，甚至引起尿毒症需要終生

洗腎。神經病變造成周邊肌肉萎縮、皮膚變薄、

手腳麻木疼痛、拉肚子、便秘等症狀，或是發生

姿勢性低血壓。

    大血管病變，又稱動脈硬化性心血管疾病。腦

部、心臟及四肢的動脈產生硬化易引起中風、冠

狀動脈疾病及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冠狀動脈疾

病的症狀包括運動時胸痛、胸悶及冒冷汗等稱為

心絞痛。嚴重者在休息時亦會發作，稱為不穩定

型心絞痛。胸痛持續無法緩解者很可能已進入心

肌梗塞。但糖尿病患者因自主神經病變，常未出

現典型的胸痛而延誤治療。等發現時，冠狀動脈

攝影常見多條血管因動脈硬化而嚴重狹窄。糖尿

病患者也易因下肢動脈硬化血液供應不足，造成

間歇性跛行、遠端冰冷、易感染且傷口難以癒合

。約有一半的截肢病人之前就有罹患糖尿病。

　　根據臨床研究指出，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在10

年內發生冠狀動脈疾病的機率比一般人高2-4倍

，腦中風的機率則高3倍。第二型糖尿病患約

65%死於心臟病或腦中風等心血管疾病。從未發

生過心肌梗塞的糖尿病患者在7年內發生心肌梗

塞的機率為20.2%，與以前曾發生過心肌梗塞之

無糖尿病者再次得心肌梗塞的機率18.8%相當接

近，故罹患糖尿病，就相當於得過一次心肌梗塞

。糖尿病患者一旦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即使接

受心導管介入治療或心血管繞道手術，預後都比

非糖尿病患者來的差。

致病機轉

　　糖尿病較易發生全身性動脈硬化性心血管疾

病，其病理機轉可能與血糖過高、血脂及血壓異

常都有關係。動脈硬化發生之前會先有內皮細胞

功能異常、低密度膽固醇積聚，形成動脈硬化斑

塊，最後則因斑塊不穩定破裂，造成栓塞，因而

引起冠狀動脈疾病、腦中風以及周邊動脈疾病。

人類血管內皮細胞可分泌一氧化氮等物質調控血

管的結構與功能，保護血管避免形成動脈硬化斑

塊。而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使動脈壁蛋白糖化，內

皮細胞功能不良，一氧化氮產量減少而過氧化物

及自由氧基則生成過多，再加上糖尿病患者會合

併高凝血性使得動脈硬化斑塊不斷形成且容易破

裂產生血栓，最終發生心血管疾病。所以針對動

脈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預防及控制，便成為糖尿

病患者非常重要的課題。

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糖尿病患要預防心血管疾病，除好好控制血

糖外，也要注意生活形態改善及其他危險因子如

血壓、血脂、抽菸，這樣才能有顯著效果。

　　生活形態的改善包括飲食控制(減少糖、油、

酒精攝取，增加纖維攝取)及維持規律運動，以保

持合適體重。美國糖尿病學會與美國心臟學會建

議每週至少運動3天以上，盡量不要連續2天以上

不運動；每週至少要做150分鐘中等程度的有氧

運動或90分鐘的劇烈有氧運動。這些措施有助於

改善血糖、血壓及部分血脂異常。糖尿病患若有

抽菸將會惡化大小血管病變，而透過戒菸可明顯

減少其危險。

    流行病學研究發現糖化血色素(HbA1c)每增加

1%，心血管疾病的相對風險將增加18%。在英國

所做的UKPDS大型糖尿病研究指出，每減少1%糖

化血色素就能減少35%小血管病變，而這研究的

試驗後觀察研究也指出若在罹患糖尿病早期就積

極控制血糖，經過10年以後，對大血管病變的防

治效果也會開始出現。美國糖尿病學會與美國心

臟學會建議血糖控制的目標是糖化血色素小於7%

。但為避免低血糖，其實血糖控制的目標是有個

別化差異的。年輕人、發病時間短、病情簡單者

，可積極將糖化血色素控制到6.5%；但老年人、

發病時間長、自我照顧能力差、病情複雜者，不

妨將糖化血色素目標放鬆到7.5%，甚至8.0%。

　　糖尿病患者較一般人更常合併有高血壓，尤

其年紀愈大或肥胖者盛行率愈高。高血壓會加重

糖尿病患大血管及小血管病變。英國的UKPDS研

究發現降低血壓可將第二型糖尿病患者大血管病

變(心肌梗塞、腦中風、猝死、周邊血管疾病)的

相對風險減少34%，小血管病變風險亦可減少

37%。2017年版的中華民國心臟學會高血壓治療

準則中建議糖尿病患者的血壓必須降到

130/80mmHg以下。

　　糖尿病患較一般人更容易合併血脂異常，其

特色為三酸甘油酯(TG)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HDL-C)不足、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升

高或正常。其中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與動脈硬化

性心血管疾病有高度相關性。故2017年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與七大醫學會聯合推出「新版血脂

治療指引」，建議一般糖尿病患者，治療目標為

LDL-C<100mg/dL；若合併心血管疾病者，治療目

標為LDL-C<70mg/dL；若合併急性冠心症候群患

者，甚至考慮將LDL-C控制到55mg/dL以下。

結語

　　糖尿病患的各種慢性併發症包括小血管病變

和大血管病變，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除控制血糖外，也要注意生活形態改善及其他如

血壓、血脂等危險因子，這樣才能預防心血管疾

病。若糖尿病發病已超過10年或有胸悶、喘、行

走時腳痛、足部傷口不易癒合等症狀，就應早點

來心臟科評估是否已患有動脈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患糖尿病相當得一次心肌梗塞
談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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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腳的病態生理學

　　糖尿病足之所以特別，主要是因為其多重病因。包括
周邊神經及血管病變、免疫缺失及感染、血流動力學改變
，及骨頭變形。這其中，又以周邊神經病變為最主要病因。

　　這些患者腳部的感覺幾乎是早已麻木，但是其中有很
多人直到就醫才知道自己的腳已經麻木不覺了。而造成腳
麻木的原因，正是糖尿病所產生的醣代謝物，慢慢地腐蝕
破壞周邊神經的功能，導致遠端感覺無法由神經傳導。麻
木的雙腳是第一道警訊，表示糖尿病的病程已經有相當的
時日，累積的破壞已經開始要爆發出來，再不小心謹慎無
異是跟自己過不去。腳麻木後因為痛覺也遲鈍了，受了傷
也不會知道，有些人甚至因為鞋子磨腳造成破皮，但因為
沒有檢查雙腳的習慣，所以傷口愈來愈大，直到有一天「
無意中」發現多半已經不是表皮受傷而已。 

　　除了感覺神經受到影響外，運動神經和自律神經也遭
到破壞。造成腳趾和腳弓變形，排汗功能喪失，皮膚乾燥
破裂，更易受傷。

　　血管病變則因慢性粥狀硬化造成遠端血管阻塞。以往
以為是小動脈阻塞，現在則證實多是膕動脈以下的大動脈
阻塞，才造成腳的缺血，使傷口久久不能癒合。

在整形外科的門診或住院病人中，常

常需要處理傷口的問題。從簡單的擦

傷、蜂窩性組織炎，到困難的慢性潰

瘍、壞死性筋膜炎，若沒處理得當，

輕則造成生活不便，重則將危及生命

。這其中，又以糖尿病人腳上的傷口

最為特別。他們多半是長期的糖尿病

患，在某日發現腳上有莫名的傷口，

起先不以為意，但傷口就是不能痊癒

，直到傷口愈來愈大，味道愈來愈臭

，才來求醫。因此，糖尿病足就成了

這類病人的代名詞。然而，為何糖尿

病足不同於一般的傷口，需要特別加

以討論？

　　免疫和血液系統的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也都受到影響，同時血液
黏稠度增加，使感染機會更高。通常合併多種細菌，需靠適當的抗生素才
得根治。另外，變形的骨頭若沒有善加處理，常是日後復發傷口的原因。

傷口的處理

　　糖尿病足傷口的處理，基本上和一般的傷口處理原則一樣。患肢應抬
高，並且積極清瘡排膿。必需等到所有感染的症狀及徵候都消失了，才可
以考慮重建傷口。

重建的術前評估

　　除了身體狀況整體的評估外，最重要的便是要評估判斷傷口有無癒合
的能力，也就是血流供應是否充足。從基本的身體檢查，看看腳的膚色、
摸摸膚質、脈搏，到特殊檢查偵測皮膚血氧分壓、踝臂壓力指數、甚至血
管攝影，都是重建術前可參考的依據。若是血流有問題，便要考慮血流的
重建。

重建的目標和方法

　　從以往的大量截肢，到現今，希望能盡量保住腳，期使病人能用雙腳
走路。重建的方法從最簡單的傷口縫合、補皮、局部皮瓣，到複雜的需要
顯微手術的自由皮瓣，無一不是考驗整形外科醫師的專業。

　　這一類的足部傷口有一個特性，就是爛得快、長得慢。如果運氣好、
傷口範圍小，還可以切除後用皮瓣手術覆蓋傷口，但臨床經常看到傷口沒
幾天就從足底爛透至足背，這時就很難處理。化膿的傷口，一定要徹底清
除爛肉，但今天好不容易清理好，明天新露出的組織又開始爛起來；反覆
清瘡之後，腳也沒剩多少了，病人恐面臨截肢的命運。偏偏這些患者年紀
都較大，往往經截肢之後就沒機會再站起來，因為他們學會用義肢走路的
機率較低。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堅持不做截肢手術，於是反覆的清瘡變成醫
病雙方的夢魘。 

　　手術之外，輔助性治療包含高壓氧、真空負壓傷口癒合機（VAC）及
促進血液循環機等，都對傷口癒合有些幫助。另外，自體脂肪幹細胞移植
對傷口的癒合在未來也提供一些希望。 

足部護理

　　平時正確的足部護理是預防糖尿病足的不二法門：保持足部清潔，好
好洗腳並保持乾燥，不要用腳碰觸太冰熱的水(可先以手肘測溫)，適當修
剪腳趾甲，穿著合適的鞋襪。同時每天必定用眼睛檢查腳，看看有沒有任
何傷口或異樣。一有發現，即應就醫。

　　在美國每年光是糖尿病足的醫療支出就超過了整體醫療預算的百分之
十，每五個糖尿病人就有一個是因為糖尿病足而住院。另外，在下肢接受
大截肢的病人中，有超過一半是因為糖尿病足。再者，這些下肢接受過大
截肢的病人中，五年內，對側有一半的病人將會再截肢；同時，他們只有
一半的人會活超過五年。因此，糖尿病足不僅是腳的問題而已，它除了牽
涉到病人的健康生命外，更加影響到整體的醫療資源和社會成本。

難纏的糖尿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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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而較大血管也可能

產生扭曲變形的現象(圖二)

，此時稱為嚴重性非增殖

性視網膜病變，也就是

增殖性視網膜病變的前

期。此時視力，若無黃

斑部水腫，仍可能只有

輕微下降，但若未加以

治療，大約有一半的患

者在一年內就會惡化為

增殖性變化。

　　當缺氧的面積增大時

，視網膜會產生新生血管因

子，促進視網膜血管增生，以

便獲取更多氧氣，此時就進入了

增殖性視網膜病變的階段(圖三)。

視網膜的新生血管非常脆弱，很容易破

裂出血，造成大片的視網膜出血，或甚至玻

璃體出血，進而嚴重影響視力。玻璃體出血擋住視線，

視力可能從黑影幢幢到瞬間伸手不見五指，不但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才能自行吸收，而且可能進一步纖維化而拉扯視網膜，造成牽引性

視網膜剝離，對視力帶來永久性的傷害，嚴重時甚至導致失明，對

個人和家庭社會都造成巨大負擔。

那些人容易發生視網膜病變，又該如何預防呢?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發生與罹病時間越久和血糖控制不良有絕

大的關係。以第一型糖尿病來說，有一1984年的研究顯示產生視

網膜病變的機率在發病5年後為25%，10年後約有60%，15年後則

高達80%。而第二型糖尿病5年內產生視網膜病變者，須胰島素注

射者為40%，不須胰島素注射者為24%，但到了19年內患者，此比

率就分別增加到84%和53%；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在5年內的患者有

2%，而25年以上者則可高達25%。另一2004年的研究則發現，不

論第一或第二型糖尿病，罹病15年以上者皆有18%發生了增殖性視

網膜病變。

　　影響糖尿病病變發生的另一個可操之在我的重要因素是血糖控

制：血糖控制越好，病變就越晚發生；反之血糖控制越不好，病變

就越早發生。而一旦有視網膜病變，血糖控制這因素對病情惡化的

影響就遠遠超過罹病年限的影響，因此良好的血糖控制是預防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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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病。根據國健署的統計，台灣糖尿病的盛行

率為10%左右，遠大於歐美的8%，大約每10人就有一個人得糖尿病

，而且在40歲以上的成人正以每年9%的速度持續增加當中。糖尿病

患者除了心血管疾病和中風的比率高出正常人2-3倍之外，因視網膜病

變而導致失明的風險更高達一般人的25倍，是已開發國家中成年人失明

的最主要原因。

文 / 游琇瑾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眼科主任

　　根據國民健康署2011年的調查，台灣糖尿病患的視網膜病變

盛行率為26.5%，也就是大約每4個糖尿病人，就有1個併發視網

膜病變，但有6成的糖尿病患者並未定期接受眼底檢查，恐怕會錯

失早期治療的時機，是非常可惜的，也是醫界與病患應該共同努

力的方向。

什麼是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糖尿病的視網膜病變主要是高血糖導致視網膜血管內皮細胞

受損和小血管阻塞所造成的。

　　初期的視網膜病變表現，主要是血管周邊細胞受損，支撐變

差而產生微細血管瘤；之後漸漸地血管內皮細胞也受損，細胞間

無法緊密連結而產生滲漏：如果血液滲出就是“眼底出血”，如

果血中的脂肪滲出就產生黃白色的“硬滲出物”，如果血漿滲出

就會造成視網膜水腫，此時稱為非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圖一)。在

此階段，除了水腫發生於黃斑部時會有明顯的視力下降之外，通

常對視力的影響並不顯著，患者不易察覺病變發生，因此定期的

眼底檢查是非常重要的。

　　隨著疾病的時間增長或長期血糖控制不良，除了視網膜出血

和滲漏更加嚴重之外，視網膜的小血管會漸漸的因細胞增生而阻

塞，造成局部的缺氧以及視神經纖維的壞死，而產生“棉絮狀斑

解析“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圖一：非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可見
微細血管瘤（黑色箭頭）、視網
膜點狀出血（紅色箭頭）、硬滲
出物（白色箭頭）和棉絮狀斑（
黃色箭頭）

圖二：嚴重非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可見大管扭曲變形（箭頭處）

圖三：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可見珊
瑚狀之新生血管（箭頭處）

緩視網膜病變最重要的方法。建議患者平日應努力

將糖化血色素（HbA1c）控制在7%以下；對某些高

風險病患，甚至應控制在6.5%以下，才能延緩病變

的惡化，否則不論眼科醫師再怎麼努力，終將會徒勞

無功。

　　此外抽菸、高血壓、高血脂或腎臟病變也都可能

使得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加劇，因此戒菸和良好的疾病

控制，對延緩視網膜病變也是很有幫助的。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能治療嗎？
　　答案是：可以的！只要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有9成的糖尿病失明是可以有效

預防的。

　　針對糖尿病引起的黃斑部水腫，目前最大宗的治療方式是眼內注射抗新生血管

因子。此類藥物能減少滲漏，幫助水腫消退，增進視力，一般來說需要多次注射，

如果能早期施打並且積極治療，往往可以明顯改善視力。雖然藥物相當昂貴，但如

符合條件，健保會有數針的給付。另外也可作黃斑部微脈衝雷射治療，雷射能量分

段輸出，將治療傷害減到最低，對黃斑部水腫治療也很有幫助。

　　而針對嚴重性非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和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全網膜雷射治療仍是

經典的治療方式。利用雷射的光凝固作用，選擇性地破壞周邊視網膜細胞，減少網

膜的需氧量，可大大降低新生血管因子的分泌，減緩新生血管的生成，保全重要的

中央部位的視網膜功能，也就能保住視力。而雷射後的視網膜粘著度較高，也可以

減少玻璃體出血後視網膜剝離的機率。研究顯示，對高危險群患者，及時接受全網

膜雷射治療，可降低50%嚴重視力喪失的風險。

糖尿病病人該如何作才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呢？
　　由於早期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症狀不明顯，因此定期的眼底檢查是唯一能夠確保

早期發現的方法。加上糖尿病本身也常常延遲數年才被診斷出來，因此約有

20-30%的第二型糖尿病病人在初次診斷時就已經有視網膜病變。國民健康署因而

呼籲：第一型糖尿病人，應在發病5年內做第1次視網膜檢查；第二型糖尿病人，則

應在初次診斷糖尿病時就做第1次視網膜檢查；之後，兩者皆須再依醫師建議追蹤

，至少每1年應做1次檢查。而懷孕的糖尿病患者，應由懷孕起至少每3個月檢查1次

，追蹤到產後1年。而糖尿病病人若突然出現視力減退，甚至有黑影或雙影出現時

，更應儘快至眼科檢查，以免延誤最佳的治療時機。



”(圖一)，而較大血管也可能

產生扭曲變形的現象(圖二)

，此時稱為嚴重性非增殖

性視網膜病變，也就是

增殖性視網膜病變的前

期。此時視力，若無黃

斑部水腫，仍可能只有

輕微下降，但若未加以

治療，大約有一半的患

者在一年內就會惡化為

增殖性變化。

　　當缺氧的面積增大時

，視網膜會產生新生血管因

子，促進視網膜血管增生，以

便獲取更多氧氣，此時就進入了

增殖性視網膜病變的階段(圖三)。

視網膜的新生血管非常脆弱，很容易破

裂出血，造成大片的視網膜出血，或甚至玻

璃體出血，進而嚴重影響視力。玻璃體出血擋住視線，

視力可能從黑影幢幢到瞬間伸手不見五指，不但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才能自行吸收，而且可能進一步纖維化而拉扯視網膜，造成牽引性

視網膜剝離，對視力帶來永久性的傷害，嚴重時甚至導致失明，對

個人和家庭社會都造成巨大負擔。

那些人容易發生視網膜病變，又該如何預防呢?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發生與罹病時間越久和血糖控制不良有絕

大的關係。以第一型糖尿病來說，有一1984年的研究顯示產生視

網膜病變的機率在發病5年後為25%，10年後約有60%，15年後則

高達80%。而第二型糖尿病5年內產生視網膜病變者，須胰島素注

射者為40%，不須胰島素注射者為24%，但到了19年內患者，此比

率就分別增加到84%和53%；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在5年內的患者有

2%，而25年以上者則可高達25%。另一2004年的研究則發現，不

論第一或第二型糖尿病，罹病15年以上者皆有18%發生了增殖性視

網膜病變。

　　影響糖尿病病變發生的另一個可操之在我的重要因素是血糖控

制：血糖控制越好，病變就越晚發生；反之血糖控制越不好，病變

就越早發生。而一旦有視網膜病變，血糖控制這因素對病情惡化的

影響就遠遠超過罹病年限的影響，因此良好的血糖控制是預防及減

　　根據國民健康署2011年的調查，台灣糖尿病患的視網膜病變

盛行率為26.5%，也就是大約每4個糖尿病人，就有1個併發視網

膜病變，但有6成的糖尿病患者並未定期接受眼底檢查，恐怕會錯

失早期治療的時機，是非常可惜的，也是醫界與病患應該共同努

力的方向。

什麼是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糖尿病的視網膜病變主要是高血糖導致視網膜血管內皮細胞

受損和小血管阻塞所造成的。

　　初期的視網膜病變表現，主要是血管周邊細胞受損，支撐變

差而產生微細血管瘤；之後漸漸地血管內皮細胞也受損，細胞間

無法緊密連結而產生滲漏：如果血液滲出就是“眼底出血”，如

果血中的脂肪滲出就產生黃白色的“硬滲出物”，如果血漿滲出

就會造成視網膜水腫，此時稱為非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圖一)。在

此階段，除了水腫發生於黃斑部時會有明顯的視力下降之外，通

常對視力的影響並不顯著，患者不易察覺病變發生，因此定期的

眼底檢查是非常重要的。

　　隨著疾病的時間增長或長期血糖控制不良，除了視網膜出血

和滲漏更加嚴重之外，視網膜的小血管會漸漸的因細胞增生而阻

塞，造成局部的缺氧以及視神經纖維的壞死，而產生“棉絮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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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民健康署2014-2017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發現，18歲以上國人慢性病盛行率中高血壓25.16%、高

血脂21.76%、糖尿病10.12%。由此臨床發現，慢性病醫療

照護需求大幅度增加，隨著醫療需求的與日俱增，如何運

用數位轉型的概念於醫療產業界，亦是醫界嘗試與努力的

目標。智慧醫療有賴數位化工具的應用，除了以行動裝置

包括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及APP等輔助臨床人員完成複

雜的照護工作外，醫院端亦需探究不同的病人特性在不同

情境下對醫療資訊工具的接受與需求，以作為未來醫療服

務數位轉型的建置參考。

文 / 王美惠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慢病跨領域照護中心護理長

　　為提升慢性病照護成效及更好的生活品質，2019年國泰集團引進

美國 Clover Health 公司針對慢性病患者的醫療照護系統，結合醫療

專業與數位科技，推出最貼近患者需求的「國泰伴你健康」照護專

案，因為追求健康，需要專業、需要意志，更需要人性關懷。

　　「國泰伴你健康」照護專案提供專業醫療群資源，包括醫師、健

康領航員、營養師、藥師及復健師，提供個人化的飲食及運動建議、

及時的專業醫療諮詢，讓病人感受猶如醫護人員時時陪伴在側，目標

就是有效管理你的健康，讓你有信心掌握自己的健康，因為健康不是

你一個人的事，而是我們共同的重要大事，讓我們用最專業、適切的

方式來助你健康。

　　因應數位轉型的趨勢，此次照護專案應用APP健康資訊傳輸及穿

戴式裝置，以建構居家與醫院端的訊息傳遞橋樑，健康領航員透過上

述的資訊工具，蒐集您在家裡的健康行為與生理量測數據，掌握體況

變化，及時提醒與指導您正確的健康行為；且提供您慢性病管理的正

確知識，及個人化健康策略，加強慢性病的管理成效。此外提供貼心

照護不打烊的諮詢服務專線，及線上的即時溝通與服務，期望透過健

康領航員有效率及有溫度的照護模式，讓照護品質達最大化。

　　「國泰伴你健康」的創新照護模式，提高健康照護服務的可近性

、即時性，且將更多時間關注於病人需求上，提供個人醫療與健康管

理建議；同時透過數位轉型將數據轉為醫護人員的綜觀，強化醫護團

隊對病人的了解及照護成效，以達到優化健康照護，提升服務品質，

共同創造健康新價值。

﹁
國
泰
伴
你
健
康
﹂

醫
療
服
務
數
位
轉
型  
創
新
個
案
照
護
模
式

緩視網膜病變最重要的方法。建議患者平日應努力

將糖化血色素（HbA1c）控制在7%以下；對某些高

風險病患，甚至應控制在6.5%以下，才能延緩病變

的惡化，否則不論眼科醫師再怎麼努力，終將會徒勞

無功。

　　此外抽菸、高血壓、高血脂或腎臟病變也都可能

使得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加劇，因此戒菸和良好的疾病

控制，對延緩視網膜病變也是很有幫助的。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能治療嗎？
　　答案是：可以的！只要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有9成的糖尿病失明是可以有效

預防的。

　　針對糖尿病引起的黃斑部水腫，目前最大宗的治療方式是眼內注射抗新生血管

因子。此類藥物能減少滲漏，幫助水腫消退，增進視力，一般來說需要多次注射，

如果能早期施打並且積極治療，往往可以明顯改善視力。雖然藥物相當昂貴，但如

符合條件，健保會有數針的給付。另外也可作黃斑部微脈衝雷射治療，雷射能量分

段輸出，將治療傷害減到最低，對黃斑部水腫治療也很有幫助。

　　而針對嚴重性非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和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全網膜雷射治療仍是

經典的治療方式。利用雷射的光凝固作用，選擇性地破壞周邊視網膜細胞，減少網

膜的需氧量，可大大降低新生血管因子的分泌，減緩新生血管的生成，保全重要的

中央部位的視網膜功能，也就能保住視力。而雷射後的視網膜粘著度較高，也可以

減少玻璃體出血後視網膜剝離的機率。研究顯示，對高危險群患者，及時接受全網

膜雷射治療，可降低50%嚴重視力喪失的風險。

糖尿病病人該如何作才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呢？
　　由於早期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症狀不明顯，因此定期的眼底檢查是唯一能夠確保

早期發現的方法。加上糖尿病本身也常常延遲數年才被診斷出來，因此約有

20-30%的第二型糖尿病病人在初次診斷時就已經有視網膜病變。國民健康署因而

呼籲：第一型糖尿病人，應在發病5年內做第1次視網膜檢查；第二型糖尿病人，則

應在初次診斷糖尿病時就做第1次視網膜檢查；之後，兩者皆須再依醫師建議追蹤

，至少每1年應做1次檢查。而懷孕的糖尿病患者，應由懷孕起至少每3個月檢查1次

，追蹤到產後1年。而糖尿病病人若突然出現視力減退，甚至有黑影或雙影出現時

，更應儘快至眼科檢查，以免延誤最佳的治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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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糖尿病血糖控制目標
　　糖化血色素建議控制低於6-6.5%，懷孕過程中，建議孕婦都
需居家自我血糖監測，建議目標為空腹<=95mg/dl；餐後一小時
<=140mg/dl；餐後兩小時<=120mg/dl，配對的自我血糖監測，有
助於了解餐食對血糖的反應，能夠幫助妊娠糖尿病婦女有效管理
血糖值。

管理妊娠糖尿病三妙方
　　研究顯示，飲食及運動的衛教諮詢和生活型態的調整能減少
罹患妊娠糖尿病的風險，而且治療妊娠糖尿病能減少周產期併發
症的產生，因此所有診斷妊娠糖尿病的孕婦皆建議接受飲食及運
動的衛教諮詢，並進行生活型態的調整。

　　依據2018年美國糖尿病學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 建議照護指引，醫療營養治療為管理妊娠糖尿病最主要處置
方式，診斷後應儘速照會營養師，透過控制醣類的飲食改善營養
狀態，獲得適當的體重增加，體重增加範圍與非妊娠糖尿病婦女
相同，營養治療的目標：(1)為母親與胎兒健康提供足夠的營養。
(2)適當的妊娠體重增加，及避免母親發生酮酸血症。(3)減少血糖
的起伏。

產後照顧及哺乳 
　　大多的婦女在分娩後會恢復為正常的血糖值。此外，由於哺
乳本身可以加速產後體重減輕，且母乳對於新生兒而言有許多好
處，因此鼓勵婦女產後哺育母乳，且產婦因哺乳的刺激有助於降
低產婦葡萄糖耐量的血糖值，降低發生糖尿病機率。

產後預防及追蹤
　　研究顯示懷孕期間如診斷為妊娠糖尿病的婦女，5年內約有
10-20%的人有較高的比例發展成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因此產後
6-12週建議使用「75克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測量空腹與2小時
血糖。若產後首次的篩檢結果未達糖尿病診斷標準，建議有妊娠
糖尿病病史的婦女，依據其糖尿病風險，之後每1-3年進行糖尿病
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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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新生命是一件令人十分開心的事情，除了沉浸在準備當媽媽的喜悅同時，因為妊

娠才會出現的各式各樣風險也考驗著準父母們。妊娠糖尿病是懷孕時期最常見的併發

症，在台灣妊娠糖尿病發生機率為5.7%，可能的原因來自於糖尿病盛行率的增加、晚

婚以及生育年齡的遞延，妊娠糖尿病對母親及胎兒有短期及長期影響，為了預防併發

症，整個妊娠期間維持血糖的控制尤其重要。

文 / 鍾雨庭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慢病跨領域照護中心

糖尿病個案管理師

妊娠糖尿病
控糖護胎兒

1.

2.

3.

碳水化合物的攝取：醣類建
議膳食攝取量為175公克/天
(避免酮酸中毒，避免攝取
過度精緻澱粉食物，以富含
纖維的全榖雜糧、根莖類為
主)，醣類的攝取分布需個
別化，定時定量。

蛋白質的攝取：建議膳食攝
取量為1.1公克/公斤/天，或
比懷孕前增加25公克，是供
給胎兒合成身體組織所需。

膳食纖維的攝取：建議膳食
攝取量為28公克/天，可改
善便秘、穩定血糖。

何謂妊娠糖尿病
　　約有2％的孕婦會罹患妊娠糖尿病，主要為胰島素的產生或利用不適當，使葡萄糖移動增加及胰島
素敏感降低或胰島素不足，無法調控血糖使得妊娠期間出現高血糖情形，此症的發生率會隨年齡的增
加而增加。大部份產婦在分娩後糖尿病會自動消失，但是在孕前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懷孕後病情會
加重。

妊娠糖尿病篩檢與診斷
　　目前診斷妊娠糖尿病的方法有兩種。現今產檢醫療院所多半直接採取「確立診斷」的方式，在妊
娠24-28週之間，空腹進行「75克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之後每小時檢驗且連續3次，其中3次檢驗
值中，只要任一項結果超過標準，即確診為妊娠糖尿病，美國糖尿病學會稱此為one-step方法。

　　另一診斷方式因為有2個步驟，美國糖尿病學會稱為two-step，此作法是在妊娠24-28週接受「50
克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不須空腹，若一小時血糖>=130mg/dl，再進行「100克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
」。「100克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後，每小時檢驗且連續4次，其中2次檢驗值超過標準，即確診為
妊娠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的影響
　　患有妊娠糖尿病未經治療或控制不佳對母體本身和胎兒都具有相當的危險性。以下就對胎兒及母
體的影響進行說明：
胎 兒

1.胎兒的過度生長(巨嬰症；定義為大於4000公克)：有妊娠糖尿病較一般孕婦明顯，盛行率約
15-45%。
2.新生兒低血糖：新生兒正常血糖值40-120mg/dl，因母親高血糖促使胎兒胰臟製造過量胰島素，
當臍帶夾住後，葡萄糖供給減少，就可能發生低血糖，通常發生於出生後12小時內。
3.妊娠糖尿病婦女生產的嬰兒也有長期健康的風險，包括：肥胖的危險性會相對增加，有較高比率的葡
萄糖失耐症及第二型糖尿病，若在懷孕期間血糖控制不良，其代謝的改變可能會影響嬰兒智力及神經
發育。

母 體

1.母體併發症：包括高血壓、子癲前症，羊水過多及增加剖腹產情形。
2.妊娠糖尿病婦女發展成糖尿病，會在產後5年內快速增加，肥胖與其它胰島素阻抗的危險因子會
加重成為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

營養治療

對妊娠糖尿病患者而言，運動
可以改善葡萄糖的耐受性，若
無運動禁忌，例如：妊娠期高
血壓、早期破水、子宮內生長
遲滯、早產或有早產病史、子
宮頸閉鎖不全/施行子宮頸環
紮術，及產前出血等，建議鼓
勵從事低衝擊的體能活動，運
動時間原則上不超過1小時，
不應運動至精疲力盡且餐後運
動可有助於下降餐後血糖。

運動治療

妊娠糖尿病的孕婦在非藥物治
療未達理想時，胰島素可作
為安全有效的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

三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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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是人體面積最大的器官，也是免疫系統

對抗外來病菌的第一道防線，由外而內可分為表

皮、真皮及皮下組織。其中，皮下組織則又包含

皮下脂肪，具有類似蜂窩狀的組織。病菌侵犯到

皮下脂肪層，醫學稱之為蜂窩性組織炎。而皮膚

之下的結構稱為筋膜層，當病菌繼續向皮膚下侵

犯到更深的筋膜層，則造成壞死性筋膜炎。由於

筋膜層為一鬆散組織，病菌移動擴散速度很快，

因此疾病進程會比蜂窩性組織炎更嚴重、惡化及

快速。這種感染常見在四肢，會陰部則較為罕見

。因外表看不到傷口，或病患羞於啟齒，常被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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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初期是患處會出現紅、腫、熱、痛的情形，

稍嚴重會出現皮下組織水腫、膿瘍或壞死的症狀

，延遲就醫時甚至感染已從生殖器附近或會陰部

擴展到下腹部、胸部、下肢，若不加以治療可能

有合併高燒不退、敗血性休克的情況。

治療
　　治療方面包含：一、確立診斷後儘早徹底清

創，必要時需重覆清創直到沒有任何壞死組織。

二、給予廣效性抗生素治療。三、支持性療法：

包括穩定血流動力學及足夠的營養。四、傷口覆

蓋：包括縫合、植皮或是皮瓣手術。若傷口範圍

擴及泌尿排泄系統，可能還需要接受結腸或膀胱

造口手術以防止排泄物汙染傷口。因此，此疾病

並非為單一科別之治療，病患需要多科團隊介入

，包含一般外科、大腸直腸外科、泌尿科、婦產

科、感染科、新陳代謝科、整形外科、加護病房

等團隊共同整治。

結語
　　褔爾尼埃氏壞疽也就是會陰部壞死性筋膜炎

，是嚴重及迅速之感染性和高死亡率的疾病。治

療最重要的原則為早期診斷及迅速且徹底的外科

清創手術和廣效性抗生素使用。如果併發敗血症

，則需穩定血流動力學。此疾病需要多科團隊之

介入以及積極之治療，方可將此高致命疾病之死

亡率降至最低，進而幫助病人度過難關。

會陰部壞死性筋膜炎
褔爾尼埃氏壞疽
  西元1833年，法國醫師Jean Alfred Fournier描述會陰部因不明原因造成其壞疽之症

狀。此病典型特徵為會陰部突然發炎，並且迅速擴展至腹壁及大腿內側。由於蔓延

迅速，並常造成全身性敗血症，因此死亡率相當高，高達30-66%。現在此疾病稱

為「褔爾尼埃氏壞疽」(Fournier’s gangrene)，它是會陰部的壞死性筋膜炎，主要原

因為皮膚損傷、泌尿道肛門細菌感染，導致會陰部、生殖器、肛門周圍皮膚及皮下

軟組織潰瘍及壞死，常見細菌包含混合嗜氧的腸菌及厭氧型細菌。

文 / 黃重崴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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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臨床

症狀

局部紅熱腫痛、全身性症狀、發燒

、心搏過速、白血球過多、血小板

低下、高血糖等

忽而延誤就醫，導致致死率極高，醫師對此急症

無不小心謹慎。

臨床表徵
　　褔爾尼埃氏壞疽：會陰部壞死性筋膜炎，常

發生於糖尿病、體弱、免疫力低下、酗酒及老年

人身上。發生的原因可能是肛門瘻管、睪丸、副

睪發炎、泌尿感染，但也可能肇因於一個小傷口

。病患一開始可能沒什麼感覺，但抵抗力不足時

，即使小破皮，只要一旦細菌感染，因此部位常

被忽略，就有可能迅速形成壞死性筋膜炎。臨床







國民健康署提供讓民眾將健走活動

落實於生活中之10秘訣：

1. 帶計步器。

2.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往返目的地，以增加步行時間。

3. 多走樓梯取代搭乘電梯。

4. 步行用餐、購物或逛街。

5. 到前一站或下一站倒垃圾。

6. 飯後散步。

7. 蹓狗。

8. 陪伴小孩走路上下學。

9. 與伴侶健走約會。

10.尋找住家附近方便，可隨時進行30分鐘健走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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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江東懋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復健科主任

　　走路對現代人來說是最經濟實惠的養生法，是健康生活

的象徵，也被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運動」。

每天步行6000-8000步最佳，且每次步行的時間不低於15-30

分鐘，每天累計的步數不低於6000步。步行的好處毋庸置疑

，但貴在堅持，只有長期堅持鍛鍊才能達到良好的保健效果

。我們可以利用手機APP：例如國泰人壽Cathay Walker、運

動手環、計步器等科學方法，記錄每天步行步數及每天通過

步行消耗的能量，更能激發自己堅持下去。

　　運動種類，一般可分為有氧運動、阻力運動、伸展運動

及平衡運動等。以下運動建議，主要節錄自2016年美國糖尿

病學會發表報告，針對第二型糖尿病病人運動臨床指引，分

為四大部分：第一、運動前的健康評估，第二、運動的計劃

與設計，第三、降低運動造成的傷害，第四、患有糖尿病以

外的其他共病病患在運動時需注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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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前專業健康評估
　　如果在運動前沒有任何心血管疾病症狀(如胸

悶、胸痛或喘)，且運動強度是屬於低強度或中等

強度，運動前的專業健康評估是不需要的。如果

運動強度是高強度或病人之前曾經有任何心血管疾

病的症狀，則應於運動前經過專業健康評估。

運動計劃與設計
（1）病人應該在允許範圍內，每週共進行至少

150分鐘的中等至高強度的有氧運動，且每

次持續最少10分鐘，頻率最少每週3次，並

逐漸增加運動時間及頻率；病人如果年紀

較輕或體能較佳者，可進行每週最少75分

鐘高強度的運動。

（2）病人也應該每週進行至少2-3天的阻力運動

，每次1-3組中等強度（10-15次的重複訓

練到達疲乏的重量）到高強度（6-8次的重

複訓練到達疲乏的重量），基本上，不管

在任何強度下進行阻力訓練都是被建議的

，因為都可以增加肌耐力、平衡等能力，

且阻力訓練可用於改善血糖的控制。

（3）每週至少執行2-3天的伸展運動：伸展運動

包括靜態或動態的伸展，每次的伸展持續

10-30秒，2-4次的重複動作。由於伸展運

動無法影響血糖的控制或胰島素的分泌，

因此伸展運動不能取代有氧運動或是阻力

訓練。

（4）每週至少執行2-3天的平衡運動，包括練習

單腳站立、訓練平衡的儀器，或下半身/核

心肌群的訓練等。平衡運動主要是針對大

於50歲的病患，且對於患有周邊神經病變

的患者尤其重要。整體而言，瑜伽和太極

拳對於糖尿病人是很適合的運動。

降低運動造成的傷害
　　運動造成的傷害，一般可分為低血糖、運動

與藥物的交互影響兩大類：

（1）低血糖：運動導致的低血糖，最常發生在第

一型糖尿病人，偶而也會是發生在第二型

糖尿病人使用胰島素注射治療。預防的方

法包括：調整胰島素劑量和碳水化合物進

食量、在有氧運動前先進行阻力運動，如

此可以延緩血糖下降。

許多研究指出，對於糖尿病人而言，每天正常活動及

適量運動，不僅對整體健康有長期益處外，針對血糖

控制也有穩定的效果。所謂運動，是指有計劃且有結

構性的活動，產生能量消耗的效果。運動除了可以改

善糖尿病人的血糖控制，降低心血管危險因子之外，

也可以延緩糖尿病病程。

（2）運動與藥物的交互影響：主要的藥物影響

是高血壓及降膽固醇用藥，因此要在運動

前後測量血糖，以避免低血糖的發生。使

用statin類藥物治療高膽固醇的病人，若有

嚴重肌肉痠痛，抽筋甚至無力症狀，應該

避免運動。

患有其他疾病病患在運動時需注意的部分
　　糖尿病人常患有其它相關疾病，如心血管疾

病、神經病變、眼睛疾病及腎臟疾病等，以下為

需注意的部分。

（1）心血管疾病：若在運動時發生胸悶痛、呼

吸喘、或下巴左上肢傳導痛，應馬上停止

運動並尋求專科醫師協助。

（2）神經病變：規律的有氧運動可預防並延緩

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發生，穿著適當鞋款

，並在運動前後注意足部照護及乾燥，是

糖尿病人特別需要注意的，一旦足部有產

生慢性傷口，應避免過度承重型運動（如

慢跑等）。

（3）眼睛疾病：伴隨有嚴重視網膜病變的病人

，應避免任何會突然增加血壓的運動（如

舉重、跳高等），一旦發生玻璃體出血，

應停止所有運動。

（4）腎臟疾病：雖然運動之後會造成腎臟提高

蛋白質排泄，但是運動本身不會加速腎疾

病進程，因此只要病人體力許可，所有的

運動都是安全的。但針對洗腎病人，若其

肌力較差，運動設計應從低強度及較少組

數開始。

　　總而言之，針對血糖控制及維持身體健康，

除了藥物使用外，所有糖

尿病人都應該維

持適當運動習慣

。個別的運動建

議應根據病人年

齡、運動種類及

有無其他相關疾

病而適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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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國泰綜合醫院慢病跨領域照護中心慢性腎臟病個管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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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姊姊因為糖尿病是洗腎病人，以後我也會洗腎嗎?』

『洗腎會遺傳嗎?』『該如何避免洗腎?』，這是腎友家屬面對腎臟科醫

師最常提出的疑惑和擔心，但是並非所有糖尿病患者皆會產生腎病變。

腎臟功能為什麼不好?
　　一般來說，造成腎臟功能損害的原因可分三

大類。第一類，免疫性的腎臟病變：因為體內的

免疫功能失去控制，不斷攻擊自己的腎臟所導致

。第二類，慢性疾病導致的腎病變:包括糖尿病、

高血壓、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慢性病皆可能引

起腎功能損害。第三類：不當使用藥物而導致的

腎病變，包括部分止痛藥、抗生素及重金屬皆可

能引起腎功能損害；依據2017年腎病年報在國內

因糖尿病惡化需要洗腎的患者，約佔透析病患6成

，因此控制慢性病和減少危險因子才不會讓腎臟

如過站列車永不回頭。

避免慢性腎臟病的飲食原則
一、攝取過量蛋白質也是加速腎臟惡化的推手

之一：因為吃下肚的蛋白質會轉為含氮廢物

，要經由腎臟排出體外。建議依體重及病情

限量選擇身體利用性好的高生物價蛋白（魚

、肉、蛋與黃豆製品），每個人每日需要攝

取的蛋白質量會因體型與腎功能喪失程度不

同而不同，例如：腎臟功能屬於第三期以後

或重度蛋白尿的人飲食應掌握「低蛋白、高

熱量、適量膳食纖維和不飽和脂肪酸」。所

以一定要遵循營養師建議的飲食計畫。飲食

降低蛋白質攝取時，容易導致熱量攝取不足

，因此使用低蛋白質飲食者，需補充低氮澱

粉類的食物，像冬粉、米粉、藕粉、太白粉

、玉米粉、樹薯粉、粉圓、西谷米，每天可

補充1-2碗。

二、飲食中的磷含量也是此類病人應注意的：奶

類、乳製品、內臟類、加工肉食及五穀堅果

類有較高量之磷，不建議腎臟病後期病患食

用；可選擇米食，少吃麵條、麵包等麵食，

因為米飯的蛋白質與磷的含量皆比麵食低，

腎臟負擔較小。

三、每日建議蔬菜3份、水果2份：如果血鉀過

高，蔬菜要過燙、水果攝取須減量或選擇

低鉀水果，勿使用以鉀代替鈉的低鈉鹽、

健康美味鹽、薄鹽及無鹽醬油。切忌避免

食用楊桃，因其中對腎臟患者含有未明的

神經毒素，很多患者食用後會發生嚴重

打嗝或意識不清的症狀。

四、慢性腎臟病患者若有嚴重水腫時，須

限制水分。每日可攝取的水量＝前一

幸福『糖』『腎』多少? 
淺談慢性腎臟病

天的尿量＋500∼700毫升，或以不發生水腫

為原則，且建議每天測量體重變化（每日體

重變化不超過0.5公斤），以避免水分滯留而

不自知。

謹「腎」用藥
　　幾乎每一個長期服用藥物病患都會擔心每天

服用這麼多顆的藥物，長期下來會不會傷肝、傷

胃、傷腎臟？會不會造成習慣性、依賴性？大家

會有這種疑慮主要來自許多藥物常被濫用，最常

見且普遍的是—「止痛劑」。非類固醇性消炎止

痛劑廣泛地存在於各種成藥、感冒藥，甚至混雜

於中藥內。因為效果迅速、藥效強大，所以很多

人平常依賴它來緩解疼痛。消炎止痛劑容易造成

胃部疼痛、潰瘍，甚至穿孔等併發症是眾所皆知

的；然而這類藥物對腎臟有相當強的毒性卻總是

被忽略。長期服用的結果有可能造成下肢水腫，

往往等到出現不舒服症狀到醫院求診時，才發現

腎臟已經嚴重損壞無法挽回。因此腎臟功能第三

期以後的患者服用消炎止痛劑時，務必確認是在

正確適應症及醫師診斷下，使用上仍以短期為佳

，避免服用此類藥物是最好的方法。

預防原則—四控一轉介
　　慢性腎臟病患者應定時測量①血壓控制目標

低於130/80mmHg，②餐後血糖小於140mg/dl，

糖化血色素小於7％，③總膽固醇小於200mg/dl，

三酸甘油脂小於150mg/dl。④戒除菸、酒，以延

緩疾病惡化速度。家屬可以鼓勵患者養成規律運

動習慣，維持理想體重。對抗慢性腎衰竭是一輩

子的事，應早期轉介腎臟科、定期回診追蹤及接

受治療，切勿擅自停藥，或服用來路不明的藥物

。雖然你不能改變過去，但相信你可以改變自己

的將來。

資料來源：國家衛生研究院（2015年9月）‧2015臺灣慢性腎臟病臨床診療指引

 

為什麼「白蛋白尿」這麼重要?
　　雖然糖尿病腎病變是緩慢進展、無聲無息謀殺腎臟，但是透過及早篩

檢及治療可以延緩透析甚至避免洗腎。持續的「中度白蛋白尿」是第二型

糖尿病進展成糖尿病腎病變的重要預測指標及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藉

由藥物、生活習慣及飲食的調整有機會使腎功能恢復。因此密切注意尿液

中白蛋白的含量，是糖尿病病人是否出現慢性腎臟病危機的重要指標。

慢性腎臟病分期
　　腎臟是24小時不停歇地將我們食用或接觸到的物品分解、代謝後形成

尿液排出體外，同時調整身體水分、平衡電解質和酸鹼值、穩定血壓及製

造活性維生素D來維持骨質密度、分泌紅血球生成素來產生紅血球等。從

40歲開始腎臟功能會隨著年紀而逐漸減退。此時可依據白蛋白尿檢驗值再

結合血液的肌酸酐換算預估腎絲球過濾率（estimated GFR,eGFR）分期可預

測出健康風險度，綠色為低風險；黃色為中風險；橙色為高風險；紅色為

非常高風險(如表一)。



糖尿病病人想要控制好血糖，除了不吃甜食，不喝含糖飲料之外

？選對食物再吃，才能輕鬆控糖！食物升糖指數值(Glycemic 

Index)，是指各種食物攝取等量的醣類時，使血糖升高速度的

相對能力，血糖上升的高低代表該食物升糖指數的高低。記

得吃澱粉的同時要吃蔬菜纖維及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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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選對食物 輕鬆控糖

高低升糖指數食物一覽表

食物類別

麵包類

麵條類

米飯類

蔬菜類

水果類

豆魚蛋肉類

高升糖食物

白土司、法國麵包、餐包、貝果、
可頌 、甜甜圈、玉米脆片

白麵、陽春麵、麵線、油麵 

白飯、粥、糯米 

炸青蔬、淋滷汁或蠔油的蔬菜

西瓜、熟香蕉、釋迦、榴槤、葡萄

低升糖食物

含麥比例>51%的五穀雜糧麵包、
全麥、黑麥土司麵包 

蕎麥麵、義大利麵 

糙米、胚芽米、五榖米、燕麥米 

大番茄、任何葉菜類

葡萄柚、櫻桃、芭樂

豆魚蛋肉類及海產類，未經加工且烹調過程不加糖，皆屬低升糖

薑黃紫
地瓜飯

鳳香魚片

營養毛豆
蛋捲

塔香秋葵

枸杞山藥
香菇雞湯

1 .糙米洗淨後浸泡1小時，與白米混和後，將切丁的紫地瓜鋪在
米上，加1.2杯水，於電鍋煮熟，煮熟後將紫地瓜取出備用。

2.將糙米白米飯加上薑黃粉拌勻後，加入紫地瓜一起盛碗即可。

1.將鯛魚片疊放在相同大小的豆腐上，加入米酒、蒜及鹽調味，
置於預熱的蒸籠中，以大火清蒸3分鐘。

2.將洋蔥、大蕃茄及鳳梨切丁，以油拌炒後加鹽調味，起鍋後淋
上蒸熟的魚片豆腐上即可。

1 .金針菇加水100c c .煮10分鐘，最後取金針菇水備用，並將毛
豆燙熟備用。

2.將蛋加入金針菇水、鹽和醬油打勻，將平底鍋放入油開小火，
待油溫適中時，將蛋液倒入，均勻灑上毛豆，，待蛋皮成形後
，慢慢捲起煎熟，裝盤後切五等份即可。

1.將秋葵洗淨，切小片狀，加入少許水、蒜和九層塔(切碎)與油
拌炒，最後加鹽調味即可裝盤。

1.將雞胸肉與山藥去皮後切塊。
2.湯鍋中加水300 c . c，加入枸杞、薑片及米酒，待水滾後，加
入雞胸肉煮5分鐘，再放入山藥煮開後悶5分鐘即可。

菜  名 材  料
採買量

(克 ,生重)
作  法 

糙米

白米

紫地瓜

薑黃粉

鯛魚片

嫩豆腐

洋蔥

大蕃茄

鳳梨

毛豆

蛋

金針菇

秋葵

九層塔、蒜

雞胸肉

山藥

乾香菇

枸杞、薑

20

20

30

3

70

30

20

20

少許

10

1顆

30

60

少許

40

40

2朵

少許

　　簡單的進餐口訣就是菜(熟重蔬菜>=1碗)→肉(瘦肉或魚肉4-5湯匙約手掌心大小1塊
或田字型豆腐1塊+小方豆干1塊+蛋1顆)→飯(全穀雜糧飯3/4碗)。每天水果2-3份(1份相
當於柳丁大小1顆)及低脂乳品1-1 . 5份(1份相當於240c c的鮮奶或3湯匙的奶粉)，需分成
多次點心吃，避免果糖及乳糖吃過多，造成短時間內血糖升高。

聰明運用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建議多吃低升糖的食物，如：用糙米或五穀米取代白米、用蕎麥麵條取代白麵條、
用全麥、五穀雜糧麵包(麥比例要佔51%以上)取代白麵包等⋯，食用升糖指數較低且纖
維質含量較高的食物，避免含精製糖高的高升糖指數食物，如：含糖飲料、蛋糕、夾心
餅乾等⋯，也要避免加糖的調味料，如：甜辣醬、醋溜、加冰糖的滷汁等⋯。雖豆魚蛋
肉類食物，未經加工且烹調過程不加糖，是低升糖食物，但動物性肉類通常含有較高的
膽固醇、飽和脂肪酸及普林，仍不建議餐餐大魚大肉，尤其是已經罹患高脂血症、腎臟
病、肝臟病、痛風等慢病的病患，千萬不可大魚大肉取代澱粉糖類食物，否則會使病情
更惡化，建議一餐的肉量以大約1個手掌心的大小最適當。

長者也可以吃低升糖食物
　　老人家牙口不好，偏好易消化、軟爛食物，如鹹粥、
麵線糊等；其中的油、鹽、糖都較高。在臨床上就常遇到
，早餐只吃一顆饅頭，以為不吃飯沒關係，結果血糖飆到
300mg / d L。也因擔心血糖高，以為吃水煮餐就好，卻忽
略烹調用的勾芡澱粉或加糖的調味料，飲食嚴重失衡又瘦
掉肌肉，75歲以上長者不能太瘦，BMI(Body  Mass  Index ,
身體質量指數)應維持在25-30Kg /m2，否則肌肉會無力，
容易跌倒也增加死亡率。

　　長者改變食物升糖指數的方法，是用浸泡過的糙米取
代白米，用含水溶性纖維高的蔬菜加入蛋白質食物中，改
變食物的質地並吃到纖維。如綜合鹹粥，就用南瓜或地瓜
切丁加入浸泡過的糙米中，煮成軟飯，加入菇類或秋葵等
含水溶性纖維高的食材，再加入蛋液或碎魚肉熬煮成的鹹
粥，就比較不會影響血糖。總而言之，控糖的飲食精神就
是每餐都要攝取足夠的纖維質，且要將纖維質高及蛋白質
的食物擺於第一順位吃，如：吃便當時，先吃青菜再吃去
掉皮的肉配減半量的飯。

長者低升糖的一餐菜餚建議範例 建議餐後2小時可吃1份水果

蛋白質28.5克、脂肪29克、碳水化合物54.5克、纖維4.2克、熱量593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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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上常遇到糖尿病病人總認為只要有驗血糖

就穩妥當，久久驗一次血糖數值表現不錯，就錯認

為自己平常血糖也應該都很好。美國糖尿病衛教學

會認為自我血糖監測(SMBG)是糖尿病治療計畫中自

我照護行為(AADE7)之一。美國家庭醫學會(AAFP)建

議糖尿病患者都需要擁有自己的血糖機，同時知道

如何測血糖。以下介紹如何正確測量血糖及相關注

意事項：

醫
學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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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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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林阿姨例行的3個月回診日，

早上刻意少吃了點東西，為的就是回

診驗血糖。果然，林阿姨驗完血糖對

於今天量測數值感到十分滿意。但看

完診，林阿姨皺著眉頭從診間出來，

心想，「明明在家驗空腹血糖都100

出頭數字都很好，今天來醫院驗飯後

血糖也很不錯，為什麼糖化血色素

8.7%？」。

　　第二型糖尿病病人如何正確操作使用血糖機固

然重要，但如何有效率監測SMBG以及利用SMBG評

估飲食內容、體能活動及藥物適切性，亦是重要的

議題。學者針對第二型糖尿病人其血糖變化與糖化

血色素間關聯分析，發現糖化血色素接近7%時，餐

後血糖對糖化血色素的影響約佔7成。餐後血糖監測

對指導病人了解食物的份量及組成對血糖造成的影響

誰該為我的血糖負責?
居家自我量測好處多

　　除了監測次數越多越有利於血糖控制外，監

測模式不同亦有不同的效益：

(一)一個新診斷糖尿病人可採3點血糖監測如表二

-1，監測空腹及最大餐的餐前、餐後血糖，

這樣的監測模式可以讓病人了解空腹血糖控

制及一天內最大餐對血糖的影響。

早餐前 早餐後 午餐前 午餐後 晚餐前 晚餐後 睡前
星期一 ü ü ü
星期二 ü ü ü
星期三 ü ü ü
星期四 ü ü ü
星期五 ü ü ü
星期六 ü ü ü

星期日 ü ü ü

3個點血糖監測模式(表二-1)

(二)使用表二-2可以在連續一週內測不同餐前、

餐後血糖，藉此可以讓病人了解餐點對血糖

造成的影響。

(三)當早上餐前血糖高時，則建議使用表二-3，

觀察空腹血糖變化情形。

早餐前 早餐後 午餐前 午餐後 晚餐前 晚餐後 睡前
星期一 ü ü
星期二 ü ü
星期三 ü ü
星期四 ü ü
星期五 ü ü
星期六 ü ü

星期日 ü ü

跳躍式的血糖監測模式(表二-2)

　　針對不同時間點監測到的血糖數值亦會透露

出不同的訊息，如表三。最終還是建議與專業的

醫療人員溝通，針對個人配合日常作息選擇合適

並能找出問題點的監測模式。

　　經過衛教師解說監測血糖注意事項，同時清

楚知道監測目的，這時林阿姨不好意思說：「沒

想到驗血糖這麼多學問在裡頭，回去我要好好量

血糖，才能知道哪一餐吃的東西量不對，哪個時

間點血糖有問題，實在不應該把醫師當成算命師

，讓她來卜卦我在家裡的血糖變化」。

　　自我血糖監測就像汽車時速表；掌握血糖變

化才可正確調整飲食、運動和藥物。醫生與病人

才能更有效的評估飲食、活動、藥物、胰島素等

處方成效，並適時調整療程。

早餐前 早餐後 午餐前 午餐後 晚餐前 晚餐後 睡前
星期一 ü
星期二 ü
星期三 ü
星期四 ü
星期五 ü
星期六 ü

星期日

以評估或察覺空腹高血糖的監測模式(表二-3)

血糖監測的時間 提供的資訊

空腹
評估晚上的要次劑量
∙若空腹比睡前血糖高，可能是半夜低血糖或黎明
現象

餐前 評估基礎胰島素的需求

餐後
評估餐前劑量的適當性(短效或速效的胰島素或口
服藥物)
∙若未用藥則是評估餐點造成的影響

睡前 評估晚餐飲食的影響及基礎胰島素量

隨機
用以評估目前的症狀是因血糖起伏或是低血糖所
引起

量測血糖6大注意事項

1.每次量測血糖需更新採血針頭，避免重複使用。

2.試紙開封後建議90天內使用完畢，以免受潮影響量測數值。

3.將試紙放在陰涼處，不可放在冰箱或是潮濕的地方。

4.採血前確定酒精消毒的地方已經乾燥，以免影響血糖量測數值的結果。

5.採血時，不要過度擠壓指頭，可能導致過多組織液被擠出，影響到量測結果。

6.量測前先洗手，避免測量處有香水、乳液殘留。

正確測量血糖7步驟

步驟1. 洗手準備量測工具(血糖機、血糖試紙、採

血筆、採血針、酒精棉) 。

步驟2. 準備採血筆(依皮膚薄厚選擇採血筆的刻度

並作適度調整) 。

步驟3. 準備血糖機及血糖試紙(確定血糖試紙保存

狀況及期限是否過期、拿取一片試紙後，

馬上將試紙瓶蓋蓋緊，以免試紙受潮影響

量測的準確度)。

步驟4.   消毒採血部位。

步驟5.   開始採血。

步驟6.   讀取血糖數值。

步驟7. 針頭回收(將採血針集中在硬殼且有蓋子密

封的瓶罐中，回診時再帶回醫院丟至針頭

回收桶回收，勿隨意丟在家中垃圾桶中)。

有很大助益，亦可提供醫療團隊成員知道藥物效

果及如何規劃運動等相關訊息。因此，衛教師必

須依據病人的需求和期待，訂定不同監測血糖計

畫。相關學會制定量測建議時間，如表一所示：

(表一)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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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心臟疾病是複雜的病程，從急性發病到慢性長期控制，

與社區追蹤仰賴持續的照護服務。國泰綜合醫院曾收治一名

70歲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史，因胸悶、呼吸喘急診，檢查發

現病人左心室射出分率(EF )僅16%，正常心臟功能約

50%-60%，低於35%為嚴重心臟衰竭，病人也表示因呼吸

喘，連從客廳走到廁所都無法辦到，覺得厭世「不想活」，

但經醫療團隊耐心開導，給予病人支持及跨團隊整合照護，

病人重拾信心並積極配合醫囑用藥，控制飲食水份攝取，目

前穩定控制3年。

　　另名39女性於門診追蹤憂鬱症時意外發現罹糖尿病，空

腹血糖值高達466mg/dl(正常70-100mg/dl)，住院治療，經個

案管理師運用團隊醫病共享決策模式(SDM)，悉心衛教改變

病人原本「想吃東西就大量進食，不想吃就完全不吃任何食

物」等觀念，出院後病人血糖值穩定控制。

　　為提供民眾優質的醫療服務，國泰綜合醫院在各疾病治

療照護上致力追求卓越，尤其在心臟領域方面除追求醫療品

質，更挹注資源，相繼建置複合式手術室、成立心血管中心

等，醫療品質深受外界肯定，開心手術累計迄今達9,000例

，各項心臟手術成功率始終維持高標，包括冠狀動脈繞道手

術成功率98%以上、心臟瓣膜開心手術成功率97%以上、急

性大動脈剝離手術成功率達90%以上等。期間獲獎無數，連

續4度通過醫策會冠狀動脈疾病照護品質認證、醫策會醫療

品質獎銀獎、心衰竭疾病照護品質認證、ISO 9001認證及國

家品質標章(SNQ)等殊榮，醫策會頒發「十年有成-追求卓越

獎」、「糖尿病疾病照護品質認證」，再次給予本院在追求

卓越醫療品質努力的肯定。

特
別
報
導

國泰綜合醫院心臟團隊是全國第一家通過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醫策會)

「冠狀動脈疾病(CAD)照護品質認證」的醫院，繼2009年通過後，10年來本院在心臟及

各疾病領域不斷追求卓越， 3月28日榮獲醫策會頒發「十年有成-追求卓越獎」；另糖尿

病團隊亦通過醫策會糖尿病疾病照護品質認證，醫療品質深受外界及民眾肯定。

院 務 消 息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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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選 台灣疼痛醫學會理事

台灣麻醉醫學會理事

簡志誠副院長總 院

當 選 台灣小腸醫學會常務理事

李嘉龍副院長總 院

當 選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理事

林慶齡副部長總 院
內科部

當 選 台灣小腸醫學會監事

洪志聖主任總 院
消化內科

總 院
麻醉科

當 選 台灣麻醉醫學會理事

郭書麟醫師

文 / 陳元春
國泰綜合醫院公關組代組長

▲國泰醫院榮獲醫策會頒發「十年有成-追求卓越獎」，
左為醫策會林啟禎董事長，右為國泰醫院李發焜院長

▲國泰醫院通過醫策會「糖尿病疾病照護品質認證」，
左為醫策會王拔群執行長，右為國泰醫院內分泌新陳代謝
科林慶齡主任

 醫策會頒發
「十年有成-追求卓越獎」
「糖尿病疾病照護品質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