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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
糖尿病治療　

減
主義



別以為糖尿病是四十歲以上的專利，

飲食不正常、愛怎麼吃就怎麼吃？

小心吃出糖尿病！

兒童、青少年，

如果短時間內體重突然減輕、多尿、口渴，是糖尿病徵兆；

如果體重超過標準太多，可別誤以為是青春期，

建議早期篩檢，以免產生病變。　

臺灣的糖尿病可能十個人中有一位，

初期或輕微糖尿病幾乎沒有症狀，

三分之一以上罹病卻不自知。

即使有糖尿病，

透過飲食、運動、生活習慣、藥物介入，

有計畫地減糖，就可以有效控糖，

改善胰島素品質，遠離糖尿病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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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慈院糖尿病治療團隊 ( 攝影／賴廷翰 ) 左起：

第一排：營養師楊忠偉、新陳代謝科邱世欽醫師、黃怡瓔主任、

            徐盛邦醫師、社區護理組范姜玉珍護理長；

第二排：行政助理呂宜珊、護理師陳秀莉、王文玉、陳佩宜、林俐均；

第三排：營養師吳淑惠、楊盈芝、顏慧菁、陳慧文，社工師蔡靜宜、劉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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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親屬骨髓配對成功的機率是萬分

之一，難得骨髓配對成功，陳女士滿心

歡喜要救人，誰知道，在健康檢查時意

外查出血糖異常，她突然成了糖尿病患

者，臺中慈濟醫院團隊治療下，陳女士

努力控制並恢復健康，「要救人的反而

因此得救」，讓她很感謝。

飲食太自由　意外發現有糖尿病

捐十西西的血給慈濟骨髓幹細胞中

心做骨髓配對，是陳女士在三十五歲時

送自己的生日禮物，隔了五、六年，接

到通知配對成功，捐髓前的健檢最後關

卡，因為測出血糖過高，不能捐髓救人

了。

四十出頭的陳女士，身高一百五十三

公分，體重六十八公斤，空腹血糖

二三五，正常值應該在一百 mg/dl(毫
克／百毫升 )以下，糖化血色素九點八，
正常值應小於五點六，檢查證實罹患糖

尿病，而且已經有眼底小血管出血的現

象。萬一不勇敢面對，很可能幾年後眼

睛、腎、神經與心血管都會產生病變

了。

陳女士說，過去對糖尿病有很多迷

思，以為父母會得糖尿病，是年紀大

了，所以覺得「不可能會是我」。加上

她先生也覺得自己體態圓潤一些比較好

看，完全不會限制她的飲食，想怎麼吃

就怎麼吃，不管是油炸的、重口味的、

蛋糕甜食、珍珠奶茶等，會一直吃到吃

不下為止，算一算，有時一天吃了七

餐。幸好健檢發現了自己有糖尿病，開

始聽醫生的話配合治療，後來知道三十

多歲的侄子也罹患糖尿病，陳女士更明

白了，她的子女也是高危險群，也開始

注意下一代的飲食，希望體重控制在理

想範圍，即使遺傳也不要發病。

第二型糖尿病年輕化

誤以為是青春期變胖

阿忠從小胖嘟嘟，最愛吃麵包及含糖

飲料，十八歲時，身高一百七十公分，

體重已經一百零三公斤了。阿忠平時很

少運動，就診前兩個月體重遽降六公

斤，伴隨多尿、口渴，家人以為是天氣

熱的關係不以為意，甚至還替孩子能減

重而感到高興。

文／黃怡瓔　臺中慈濟醫院新陳代謝科主任

何謂「糖尿病」
糖尿病是由於體內的胰島素分泌不足或作用不良，對醣類的利用能力

降低，甚至完全無法利用，而造成血糖過高，尿中有糖的現象，同時也

造成蛋白質和脂肪的代謝不正常。「血糖」是各種食物經人體消化代謝

分解後，所產生的葡萄糖，藉血液運送到身體各部分，作為能量的來

源。正常人的空腹血糖為 70~100mg/dl，超過 126mg/dl 或任何時間超

過 200mg/dl，即診斷為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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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有天阿忠出現了噁心、嘔吐症

狀，本身有糖尿病的媽媽，驗自己血糖

時，也順便替兒子驗看看，驚見數值高

出血糖機極限，趕緊帶兒子就醫，才發

現血糖高達五百八十 mg/dl，住院後進
一步做心電圖及心肌灌注掃描顯示，發

現阿忠甚至已產生心肌缺氧及心肌梗塞

等心血管病變現象，因而推測阿忠罹患

糖尿病應該已有一段時間了。

相較之下，小云屬於「不幸中的大

幸」，身高剛超過一百四十公分，體重

已六十公斤，外形圓滾滾的她，跟著罹

患糖尿病的媽媽與阿嬤看診，我提醒：

小云是糖尿病高危險群，即使年輕也應

注意！所以幫小云順便驗一下血糖，

果然，她的飯後血糖值高達二三二 mg/
dl，當時她年僅十歲，是門診中最年輕

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媽媽認為「糖尿病是中老年人的病

呀」，所以一開始不願接受才念國小的

女兒竟然罹患糖尿病的事實，直問「如

果是糖尿病的話，體重不是應該會減

輕？」因為小云一年來是漸漸胖起來，

很容易喊餓也很會吃，還以為正值發育

期，經過檢查，數據證實小云確實罹

病。最後父母也只能接受，全家人共同

「抗糖」。

十八歲的阿忠血糖高達五百八十 mg/
dl，已出現心血管併發症，十歲的小云
並沒有典型糖尿病多吃、多喝、多尿、

體重減輕的症狀，經檢查也確認有糖尿

病。他們都是第二型的糖尿病。

糖尿病有分第一型和第二型，九成

以上的人都是第二型。而以前，十幾歲

孩子罹患的糖尿病多半屬於第一型，第

二型則大多是四十歲以上，但現在，日

本的統計是近九成兒童青少年的糖尿病

都是屬於第二型，臺灣亦相差無幾，提

早在未成年孩童發病的案例已經愈來愈

多，不勝枚舉，在在提醒我們「人人都

可能是糖尿病候選人」。

糖尿病並非單一事件引發，後天外在環境因素

包括：過多熱量攝取、缺乏運動、肥胖，還有

情緒壓力等。黃怡瓔醫師在看診時，總會再三

詢問病史。圖／臺中 

「糖化血色素」
血液是紅色，就是因為血液

中紅血球裡的血紅素，又稱血

色素。抽血測糖化血色素，就

可以知道血中的葡萄糖濃度，

是用來評估長期血糖控制情形

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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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型糖尿病是一種因胰島素阻抗上

升，直到後期才發生胰島素分泌不足的

遺傳性疾病。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明

第二型糖尿病發生的過程――「胰臟」

就像是一個工廠，「胰島素」是這家工

廠生產出的產品，但隨著上述如肥胖、

少運動、飲食危險誘因影響下，工廠做

出來的胰島素品質變差了（稱為「胰島

素阻抗上昇」），為了讓身體的血糖穩

定，只好賣力製造出更多的胰島素，然

而一段時間後，終於導致胰島細胞功能

衰退，就控制不住血糖了。

飲食運動配合用藥

最理想血糖值　

依據二○一三年國際糖尿病聯合會

指出，臺灣糖尿病盛行率約百分之九點

七八。然而糖尿病初期或輕微糖尿病幾

乎沒有症狀，真正就醫人數只有近六

成，等於三分之一以上的糖尿病患不知

道自己有糖尿病。糖尿病又跟國人十大

死因裡的腦血管、心血管、腎臟疾病、

高血壓息息相關，三高慢性病合計引發

許多併發症，病人需長期服用藥物，這

些就占健保藥費前十大用藥的八成三，

驚人數字背後，隱藏國人預防觀念的不

足。這些疾病加總的死亡數甚至超過惡

性腫瘤，但相對於癌症，這些疾病是可

以預防的，呼籲大家一定要重視。

明白第二型糖尿病發生的原因後，就

能了解治療的機轉，必須透過飲食、運

動、生活習慣調整，及藥物介入著手，

避免胰島細胞提早衰退，藉著減重（至

少下降百分之七體重）、規律運動，及

第一型與第二型糖尿病比較

第一型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
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
( 青少年型糖尿病 ) 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

發生比例 佔糖尿病患者的 5-10% 佔糖尿病患者的 90-95%
發病 急性－有明顯症狀 慢性－通常無症狀

臨床表現
體重減輕
多尿
頻渴

肥胖、有第二型糖尿病家族史、
高血壓、高血脂、缺乏運動、
多發性囊泡卵巢症候群、
黑色棘皮症

治療 使用胰島素 口服抗糖尿病藥或胰島素、
改變生活型態

自體免疫疾病的
關聯性 多數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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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改善胰島素品質的藥物切入；如果

胰島素品質改善得越好，糖尿病就會控

制得越理想喔！

很多人以為，不吃甜點、飲料就叫做

「控制血糖」，其實並不正確，糖尿病

人需經過醫師評估選擇適用藥物、營養

師教導卡路里計算、食物代換，日常生

活作息與飲食習慣，學習讓血糖達到最

理想。還要有衛教師叮嚀定期檢查與護

理，注意血糖高低變化。

有人覺得自己不怎麼吃甜、從不喝飲

料與甜食，為何血糖仍高？詢問與記錄

飲食狀況，發現主因可能是：外食，或

是吃多了糕餅麵包及餅乾等加工品，不

知不覺攝取過多油脂或鹽分；或是常吃

醃製品，雖然口感不甜不鹹，但製作過

臺中慈濟醫院為協助糖尿病友控制血糖，共組「心甜家族」

醫護團隊，固定舉辦活動，追蹤病友血糖。圖為林翊茜護

理師進行衛教。攝影／梁恩馨

罹患糖尿病後，一定要按時測量血糖。圖為護

理人員幫病人檢測血糖值。



人醫心傳2016.0614

減糖主義
封面故事

程中加了很多鹽與糖。也有人是三餐貪

圖方便，只吃炒麵、小吃與醃漬物。

以前述的陳女士為例，經過衛教，

她的飲食改採清淡、少量多餐原則。早

餐是三匙麥片加低脂奶粉，午餐前餓了

就吃餅乾、水果，一杯白米加三杯糙米

是主食，少油烹調，青菜為主，晚餐後

不再吃點心宵夜。陳女士說，不過她會

肚子一餓就吃，以免餓太久吃更多。外

食堅持喝水、不喝湯，飲料絕對無糖，

最困難的是看家人吃好料、蛋糕，躲進

房間眼不見為淨。天天晚上運動繞市區

走兩小時或快走跑步機半小時，經過一

年的控制與治療，體重從六十八降到

五十六公斤，血糖也改善，目前不必用

任何藥物了。陳女士說，她很開心，能

恢復健康，又重拾骨髓捐贈的資格了。

高危險群請注意　盡早積極篩檢

糖尿病被誘發的病因，到底是什麼呢？

糖尿病並非單一事件引發，而是由多

因子引發，這些因子可粗分為兩大類：

一、先天遺傳，二、後天外在環境因

素，包括：過多熱量攝取、缺乏運動、

肥胖，還有情緒壓力等。美國糖尿病學

會建議，家族有糖尿病，體重過重的小

胖弟、小胖妹，即使沒有糖尿病的任何

症狀，最好能從十歲起，每三年篩檢一

次血糖，以避免年紀輕輕卻不知不覺長

期處在高血糖情況，尚未成年已產生慢

性併發症的遺憾。

以小云的故事為例，追蹤小云的家族

史後發現，她的母系直系親屬三代全是

糖尿病患者，媽媽三十七歲時還因糖尿

病併發症中風、右腳大拇趾蜂窩性組織

炎截肢。小云有家族史，體重過重，所

以能在十歲確診，就能盡早開始治療。

萬一忽略或放任不管，一旦拖到二十歲

後，很可能會出現末梢神經病變、視網

膜病變、心肌梗塞、腎衰竭，甚至中風

等併發症。

另一個迷思是：「血糖值高到什麼程

度才算罹患糖尿病？」健檢空腹時，血

糖比正常的一百 mg/dl高一點點，應該
不是糖尿病吧？ 
醫學界慣用只檢查空腹血糖的方式，

讓許多人延遲診斷出糖尿病，甚至有延

遲七年才診斷出來的個案。我利用三年

多的時間，透過積極篩檢，發現任何時

間血糖值等於或超過一百 mg/dl，即使

臺中慈濟醫院舉辦健康諮詢服務，黃怡瓔醫師

為民眾做健康諮詢解說。攝影／陳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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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正常，也有高達近六成機會罹

患糖尿病或前期糖尿病。為進一步確認

有無前期糖尿病，建議除空腹血糖外，

仍應加做「葡萄糖耐受檢查」及驗「糖

化血色素」，才不會錯失預防良機。

因為糖尿病早期或是輕微都不會有症

狀，高危險群更要防患未然，定期檢查

如血糖、糖化血色素、葡萄糖耐受度。

年輕的早期患者，愈早控制好血糖，回

復胰島功能機率愈大。只要從阿公、阿

媽那一輩算起，他們的兄弟姊妹，父或

母這一輩以及父母的兄弟姊妹，即叔伯

阿姨全都在內，只要有人得糖尿病，家

族就可能有遺傳，屬於高危險群。此

外，肥胖（BMI大於二十五）、四十歲

以上，女性如有妊娠糖尿病，或是有高

血脂、高血壓等，即使沒任何症狀，也

要定期三年篩檢血糖。  
最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從小建

立正確的飲食觀念，也要養成規律運動

的習慣，並做好體重控制，才能降低日

益增加的糖尿病及其帶來的相關眼睛、

腎臟、心血管及神經併發症。父母也請

務必牢記：要協助孩童早期篩檢、積極

預防與治療，才不會讓下一代，還沒

二十歲就因為糖尿病慢性併發症而進入

黑暗的人生。

(相關報導：《人醫心傳》第 64期
2009年 4月號特別報導「甜蜜無慮‧
花蓮慈院第一型糖尿病友會」)

建議已罹患糖尿病的人，要保持血糖值正常，必須遵守以下注意事項：
一、必須依醫師的處方按時服藥、打胰島素，不能隨意自行停藥。
二、盡量避免參加應酬聚會，導致暴飲暴食。
三、減少或避免外食，因為外食通常多油、多鹽、多糖。
四、避免吃加工食品，如罐頭、醃製品，這些同樣高鹽又高糖。
五、糕餅類製造過程常添加大量的油脂與糖分，糖尿病患者更要節制。

黃怡瓔醫師的研究與建議

傳統的篩檢糖尿病方式 建議積極篩檢方式

僅檢查空腹血糖大於或等於
100mg/dl

一天中任何時間隨機驗出血糖大於、
等於 100mg/dl，即進一步做葡萄糖
耐受檢查及糖化血色素檢查。

1/3 糖尿病患者不知自己已罹病 59.4%糖尿病患者不知自己已罹病

通常確診時，病情已不可逆，多
已引發併發症。 早期篩檢，早期預防，延緩發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