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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衰竭的人數年

年增加，其中最大

的族群是國人常見的慢

性病，如糖尿病及高血

壓，無論是高血壓引起

的動脈硬化或是長期高

血糖引起的內皮細胞傷害皆

會導致腎臟病。 

熟知有關腎臟功能檢驗 
常見檢測血液肌酸酐是腎小管分

泌的物質，可用來代表腎臟排泄廢物

功能，但其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如性

別、年齡、肌肉量、飲食、營養狀況

等。當肌酸酐值大於正常範圍（男性

<1.5mg/dl，女性 <1.4mg/dl）時，腎功能
已經下降一半，故須配合腎絲球過濾率

（GFR）作為腎臟過濾功能指標，有時
空腹時間過久才抽血（>10小時），或前
一日激烈運動、發燒、腸胃炎等導致脫

水，使血液肌酸酐上升，皆有可能錯估

GFR過低，故要適量飲水。一 般尿液
試紙檢測為異常「白蛋白」濃度，而非

尿液「蛋白」總排出量，故會因尿液濃

縮或稀釋而有偽陽性或偽陰性。建議

做此檢驗以早上起床第一泡

尿為佳，避開月經周期或感

染，取中段尿液做檢查以

避免分泌物混入尿液中。 
目前臨床上以微量白

蛋白尿（microalbuminuria）
作為糖尿病腎病變的分界，

其定義為三個月至半年內測試 24小
時尿液白蛋白三次，其中有二次以上

介於 30-300mg/24h，或早晨尿液白蛋
白 /肌酸酐比值介於 30-300 mg /g，一
旦出現微量白蛋白尿有更高機率進入

蛋白尿期，此時良好的血糖及血壓血

脂肪控制，可延緩腎功能惡化，甚而

恢復。 
高血壓是慢性腎臟疾病常見的併

發症，其不良預後包括：腎臟功能喪

失及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增加，而糖

尿病腎病變血壓的積極控制更是重

要，建議居家量測血壓並記錄，作為

返院回診時醫師治療上的參考。平時

規律服藥，調整生活型態，包含體重

控制、限制酒精的攝取、戒菸、食物

鈉攝取 <2.4克 /天、適當運動，有利
於維持理想血壓控制。 

糖尿病病人如何護腎 ?

糖尿病衛教充電站
生活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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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 ，你還好嗎？ 淺談糖尿病與心臟疾病

糖尿病人和胰島素注射之迷思 

糖尿病患因免疫力差，又易有尿

糖產生，造成泌尿道感染；而泌尿道

感染有可能會惡化糖尿病腎病變，平

時做好感染預防，如女性病患在性

接觸後立刻排尿，勿憋尿， 熟悉泌尿
道感染症狀（腰痠、解尿灼熱感、血

尿），解便後擦拭由前往後，適當沖洗

清潔，若感小便困難頻尿症狀發生時

立刻就醫。 

老年腎臟病人的特別照護 
老年人（指 65歲以上）的腎功能

廣義而言就是屬於慢性腎臟病的族

群。血壓控制原則應採逐步下降方式，

使用血管舒張劑或甲型降壓劑的老年

人應注意姿勢性低血 壓，久臥站起
時須緩慢變化姿勢，並注意保暖與血

壓的變化。老人家對口渴的感覺較差，

易因水分攝取不足合併體液流失，所

以應預防脫水，平時注意皮膚的飽滿

度、口腔黏膜是否乾燥及意識型態改

變，也可從尿液顏色深黃與量少來察

覺水分不足。另外老年人罹患退化性

關節炎，有服用非類固醇類消炎止痛

劑，或為了大腸內視鏡檢查，而服用口

服磷酸鈉瀉劑清腸準備，需注意補充

足夠水分，避免影響腎功能。 （轉載自

高醫醫訊 2015 年 6月第35 卷第1 期） 

糖尿病是冠狀動脈心臟病（冠心

病）以及急性冠心症的危險因

子，而且心血管疾病也是全世界糖尿

病患者，最重要的併發症以及主要死

因，相較於正常族群會增加 2到 4倍
的風險；研究發現，特別是在女性糖

尿病患雖無冠心病史，但未來死於冠

心病的風險，並不小於無糖尿病卻曾

有心肌梗塞或冠心病史

的病人。所以我們必須重

視所有糖尿病患者潛在

的心血管疾病風險，並加

強愛護「甜心」。 
糖尿病在心臟血管系統的傷害，

主要來自大血管病變，包括冠心病、

中風以及周邊動脈疾病。主要的致病

機轉導因於慢性動脈粥狀硬化，相關

之危險因子除糖尿病之高血糖外，還

包括：血脂異常、高血壓、吸菸、冠心

病家族史與白蛋白尿等。引發動脈粥

狀硬化之機轉，包括高血糖

相關之胰島素阻抗，加上血

管內皮細胞異常、系統性的

發炎反應、血小板活化及凝

朱俊源    高醫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胡德瑋   大同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血系統異常等。而糖尿病人之「甜心」

病變主要是（1）心肌病變：糖尿病合
併之冠心病或高血壓，會導致心肌病

變，造成心肌收縮及舒張功能異常，

而增加 2到 5倍心衰竭的風險。（2）
心臟的自主神經病變：早期病癥常為

休息時心率過速，加上血管擴張反應

變差，以致影響冠狀動脈血流調節；

臨床上會有運動耐受性不佳、姿勢性

低血壓、手術時心血管系統不穩定及

無症狀性心肌缺氧。 

代謝症候群成為世界上重要公
共衛生議題
因為社經發展和人口老化，國民

生活習慣多趨向少動、多吃、高脂等

不當生活型態，以致肥胖增加等因

素；衛福部統計顯示，罹患代謝症候

群的人大幅增加，由此所衍生之心臟

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

慢性疾病，年年高居台灣十大死因榜。

罹患代謝症候群之時，慢性動脈粥狀

硬化也已開始進行和加速中，伴隨著

日後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的高度危險

性，已成為我國及世界上重要公共衛

生議題。依據國健署的標準，「代謝症

候群」之診斷，只要包含 3項或以上
的危險因子即可判定：（1）腹部肥胖：
腰圍 :男性≧ 90公分或女性≧ 80公
分。（2）高血壓：收縮壓≧130mmHg
或舒張壓≧ 85mmHg。（3）空腹血
糖值≧100mg/dl。（4）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HDL-C）：男性 <40mg/dl或
女性 <50mg/dl。（5）高三酸甘油酯
≧150mg/dl。因此「護心聖戰」，應著
重加強防治代謝症候群之發生。 
防治糖尿病之心血管病變之策

略，包括健康生活型態之調整、戒菸、

保持每週 150分鐘的中度有氧運動以
及減重等。目前建議，在已發生心血

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50歲以上男性
或 60歲以上的女性糖尿病患，只要
合併一項以上心血管疾病風險因子的

糖尿病患者，除了血脂、血壓和血糖

之理想控制外，應該考慮使用低劑量

的阿司匹靈（每日 75-162mg），以預防
心血管疾病之發生。 （轉載自高醫醫訊

2015 年 6月第35 卷第1 期） 

糖尿病的致病成因，就是胰臟分

泌胰島素的能力有缺陷，而造成

高血糖進而衍生種種併發症。所謂第1

型糖尿病，是因為自己的免疫系統攻

擊胰臟的胰島細胞，造成胰臟完全無

法分泌胰島素所致。而最常見之第 2



18 19

生活保健

型糖尿病，則是胰島素功能鈍化（胰

島素阻抗）加上胰臟分泌胰島素的代

償功能不足所致，初期可以用口服降

血糖劑來改善胰島素阻抗或刺激胰島

細胞分泌胰島素來治療，但隨著罹病

越久，胰臟分泌胰島素的能力就逐日

衰竭，終至必需外來供應胰島素以控

制血糖。另外有極少數的病人則是因

為反覆胰臟炎或胰臟切除，造成分泌

胰島素的能力不足，所以也需要外來

注射胰島素控制血糖。 

勿因錯誤的治療方法拖延治療
時機

因此依據疾病生理機轉來治療

糖尿病，已是目前糖尿病治療的原則，

除了可以對症下藥，也可以避免因為

錯誤的治療方法或拖延治療時機，而

造成病患無可挽回之健康損失。百年

前胰島素尚未研發時代，糖尿病患很

難活過 20年；但現在糖尿病已不再
是一個難治的疾病了，胰島素在研發

使用 90年之歲月，歷經精純改良，而
且依作用時間和比例組合，種類齊全，

已是糖尿病治療過程中，延年益壽不

可或缺之「針」藥了！ 

哪些糖尿病人或哪些時機需要
施打胰島素來控制血糖呢？
依其病因和緊急需要的狀況而定，

包括：第 1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孕
婦、高血糖急症（例：酮酸中毒）、嚴

重高血糖合併多渴多尿且體重減輕者、

第 2型糖尿病患併發內外科重症或準
備大型手術、第 2型糖尿病患併發肝
腎衰竭無法代謝口服降糖藥、第 2型
糖尿病患使用多種降血糖藥物仍然控

制不佳者。 
糖尿病人如果飲食無所顧忌控制

不良，終致併發腎衰竭、失明、截肢

之後，只剩下胰島素可以使用來控制

血糖。但胰島素也不全然沒有副作用，

如果使用方法或劑量不對，最常見的

就是低血糖與體重增加，但只要認真

學習正確的施打技術和相關注意事項

就可以避免。其他極少見的副作用可

能包含局部注射部位紅癢等。 
無論如何請您相信您的醫師對您

病情的判斷，如果對胰島素注射有任

何的疑問或顧慮，可以慢慢的跟您的

醫師討論出對您最適當的治療方式。 

（轉載自高醫醫訊 2015 年 6月第35 卷

第1 期）

張勝鈞   鍼鼎善中醫診所醫師

鼻胃管的省思

前
陣子，在知名的社群網站上流傳著一篇由一位醫師所撰

寫的文章，題目為：「我是醫師，我不要被插鼻胃管」。此

篇文章中主要強調「退化性無法進食的老人，盡量不要使用鼻

胃管」。臨床上看到的是中風及手術後患者，也常掛著鼻胃管。

幾年前在醫院工作時，曾經在腸胃科病房照顧一位近 90

歲的老人家，就醫住院接受腸沾黏剝離手術。術後自然會被置

放鼻胃管。當時會診中醫協助術後恢復。治療時，也建議家屬

讓老伯伯咀嚼口香糖，幾天後就拔鼻胃管出院返家了。

食物進入口腔就已開始「消化」

其實，除了退化的老人盡量不要使用鼻胃管之外，很多狀

況下也建議盡快將鼻胃管拔除，是何原因呢？生理學就告訴我

們，食物進入口腔就已經開始「消化」過程。口中不僅有消化

酵素，也會因食物接觸口腔，口腔產生咀嚼動作，以及舌頭的

攪動，會誘發產生了很多啟動後段消化道功能的內分泌激素，

使消化道產生「熱機」的預備，不僅讓後段的胃、小腸開始分

泌少量消化液 (有潤滑消化道及初步消化食物的酵素 )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