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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歲月對腎臟疾病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化與三高（高血壓、

高血脂及高血糖）慢性疾病的

增加，導致慢性腎臟疾病患者持續增

加中，慢性腎臟疾病初期並無明顯

症狀，不容易發現，但是如果腎臟功

能持續下降，最後變成尿毒症，就必

須依賴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腎臟

移植，以代替腎臟功能。美國國家腎

臟病基金會於腎臟慢性病防治工作

準則中提出，腎絲球過濾率（eGFR）
為評估腎功能的最佳指標。一般正常

人的腎絲球過濾率會在 20幾歲達到
最高值（約 120 mL/min/1.73㎡），通
常在 45歲以後每年增加 1歲，腎絲
球過濾率會下降 1 mL/min/1.73㎡ ，
在 70歲的時候平均值約為 70 mL/

min/1.73㎡。

慢性腎臟病的定義

慢性腎臟病係指腎功能受損，腎

絲球過濾率（glomerular �ltration rate， GFR）
低至 <60 mL/min/1.73m²，但尚未達
到末期腎病變的階段；另血液及尿液

檢查或影像檢查異常，病史達三個月

以上，合併有或沒有腎臟實質之損害

者亦屬之。

慢性腎臟病的分期

慢性腎臟病可分為五期，是以年

齡、性別、血清肌酸酐，綜合計算出

腎絲球過濾率值 (GFR)來判斷腎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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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需求 vs.有限資源
林孝義教授      台北榮總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藥品給付的議題，向來複雜，為

了讓藥品給付之決策程序更為

公開，也讓健保及醫療體系中的多元

意見被廣泛討論或採納，衛福部已於

2013年元月正式推動「共同擬定會
議」，此乃二代健保重要的改革項目之

一；藉由擴大公眾參與的制度，邀集

醫師、保險人與相關機關、專家學者

等，經由正確的資料，做出正確的決

策，有效分配健保資源。根據資料顯

示，健保每年支付費用近六千億，有

將近一千五百億是用在藥物給付，醫

療專業與政府在決定健保要不要給付

藥物的時候，考量的是藥物療效與財

務效益，思考如何分配健保給付這塊

大餅，但藥物對病患生活的改善，卻

是病患自己最清楚，這也是病患應當

參與「共同擬定會議」的理由。

醫學不斷進步，藥物越來越好，

進展愈來愈快，相信 SLE病友們也十
分留意新藥資訊。例如 2011年通過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淮使用，治療

SLE的一線藥物「奔麗生」（belimum-
ab），是五十年來世界第一個通過治療
SLE的生物製劑，為治療 SLE的一大
突破，但當初是以病情較輕微的 SLE
患者為研究對象所研發而產生，因其臨

床試驗顯示對嚴重狼瘡性腎炎及嚴重

中樞神經系統狼瘡之療效未知，且因

價格昂貴；英國NICE組織（National 

Institute of Clinical Excellence）之藥物
濟經學評估中，認為「奔麗生」之效

益不符預期，至今尚未取得歐盟及台

灣的健保給付許可。

生活品質改善對 SLE病人及其照
顧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以骨骼

肌肉疼痛及疲倦怠感對病人生活品質

影響最大。另外，SLE不定期發作也
造成病人在維繫長期工作上的挑戰。

治療 SLE對病患及其照顧者負擔極
大，醫療花費從數十萬元到百萬元不

等，若只考慮直接醫療花費，易忽略

照顧者的負擔、生產力的損失或生活

品質，所以若能透過健保的支持，做

最適合的治療，則就能夠早日回歸正

常生活，長遠觀之也不會造成日後更

多醫療資源的浪費，對個人及社會而

言才是真正符合經濟效益。

要達到 SLE用藥之健保給付的目
標，還有很多研究要做，仍有一段很

長的路要走。你會不會也擔心不幸生

病時，苦候新藥治療，或是高額的自

費負擔，讓自己和家人活得辛苦？我

們相信，台灣社會絕對有足夠資源照

顧弱勢團體，民眾或病友們需要更加

凝聚共識，踴躍參與公眾討論，堅定

並表達自己的意見。如何在無限需求

（民眾用藥權益）與有限資源（健保及

醫療負擔）中達到平衡，是你我共同

努力的目標。

在台灣，「慢性腎臟病」患者並不少見，腎

臟病初期的症狀往往很輕微，患者常常因

此輕忽而未及早就醫。一旦來到腎臟病的

後期階段，此時就醫負擔便大幅增加，影

響到全家人的生活。因此，大家有必要對

「慢性腎臟病」有所認識。　 

詹純純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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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臟病之危險因子

慢性腎臟疾病的危險因子分為可

逆性與不可逆性二種。可逆性因子是

可經過努力、行為改善矯正後得以排

除的，因此在慢性腎臟疾病衛教精髓

中即從此地方著手，期使疾病能得到

緩解甚至得以治療。吸菸與喝酒會是

加速腎功能惡化的危險因素之一。根

據研究顯示，服用馬兜鈴酸之中草

藥，與日後的透析具強烈相關性，其

他如偏方、服用來路不明的藥物、任

意增減藥物劑量或長期服用止痛藥

等，均為危險因子之一。可逆性包括

血壓、血糖、血脂、抽煙、酒精、飲

食、肥胖、藥物等；台灣腎臟醫學

會（2006）發表慢性腎衰竭的發病原
因，以糖尿病為主（38.7%)）、慢性腎
絲球腎炎次之（31.2%)）、高血壓第三

（6.3%）。不可逆性則包括遺傳、年齡
等。年齡老化即是腎功能變差之一項

重要因素。

病因

最常見慢性腎臟病的原因是糖

尿病腎病變，根據台灣腎臟醫學會

2007 年透析病人登錄的資料統計，
造成國人新增洗腎的三大原因分別

是：糖尿病（43.2%）、腎絲球腎炎
（25.1%）及高血壓（8.3%），顯見三
高控制對預防慢性腎臟病之重要。

慢性腎臟病常見症狀

腎臟病前期沒有明顯症狀，所

以不容易發現，腎臟病常出現的徵兆

有：蛋白尿， 尿液常會起泡沫、混濁且
有異味、水腫，常見眼皮浮腫，早晨

起床更加明顯；高血壓 、貧血、食慾
不振、疲倦等。

影響腎功能惡化的因子

疾病：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

脂、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壓等。不良的

生活習慣：如熬夜、憋尿、抽菸及飲

酒過量等。食物：高蛋白飲食、太鹹

及油膩的食物。肥胖、感染、藥物：

顯影劑、中草藥等。

腎臟病常見檢查介紹

 一、尿液檢查
（1）單次驗尿：可測得蛋白質（蛋

白尿）、紅血球（血尿）、白血球。

（2）收集 24小時尿液：收集 24
小時所解的尿，偵測微量蛋白尿的標

準。

 二、血液檢查 
 血清中的肌酸酐值可換算腎臟的
功能；當腎臟受到損傷時，血液中肌

酸酐會上升。

 三、腎臟超音波檢查 
 偵測腎臟是否過大或萎縮，是否
有腎結石或腫瘤，及腎臟和泌尿道結

構是否有問題。

 四、腎臟組織病理檢查
  可得知造成腎臟病的原因及病變
嚴重程度。 

 五、靜脈注射腎盂 X光攝影或電腦斷
層檢查

腎臟病日常生活保健與預防

在臨床處置方面，須依慢性腎

臟病的分期作調整：第一期、第二期

的病人，應該著重在積極控制潛在病

因，若非侵入性檢查無法診斷腎功

能惡化的原因，此時可考慮作腎臟切

片，並定期追蹤腎功能；第三期的病

人，除減緩腎功能惡化至末期腎臟疾

病之外，還要進一步預防或處理慢性

腎臟病之合併症；如果病程進入第四

期，宜轉介腎臟專科醫師，讓病患開

始考慮腎臟替代療法之方式；慢性腎

臟病進入第五期時，則可以開始執行

腎臟替代療法。腎臟替代治療的方式

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和腎臟移

植。

慢性腎臟病
階段

腎絲球過濾率值
mL/min/1.73m2 類型 腎功能 活動方式

第一期 ≧ 90
腎功能正常，
但出現蛋白尿、
血尿

腎臟功能仍有
正常人的 60%
以上，且有出
現血尿、尿蛋
白或水腫等症
狀。

維持腎臟功能
1.健康飲食和規律作息
2.積極控制血糖和血壓
3.定期做腎臟功能檢查第二期 60-89

輕度腎衰竭且
出現蛋白尿、血
尿

第三期
3a 45-59

中度腎衰竭
腎臟功能僅有
正常人的 15-
59%，會有水
腫、高血壓、
貧血和倦怠等
症狀。

減緩進入末期衰竭
1.積極配合醫師治療
2.健康的生活習慣
3.預防腎骨病變：限制高磷
     食物攝取、使用磷結合劑
4.改善水腫：避免喝過多湯
     汁及鹽份
5.低蛋白飲食控制
6.自我心理調適，積極主動
     配合醫療

3b 30-44

第四期 15-29 重度腎衰竭

第五期 <15 末期腎臟病變

腎臟功能剩下
正常人的 15%
以下，無法排
除體內代謝廢
物和水份。

準備進入透析階段
1.使用藥物改善食慾不振及
噁心

2.治療貧血，可注射紅血球 
     生成素或鐵劑
3.預防高血鉀
4.減少心肺積水
5.透析或移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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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腎炎？

腎炎＝「腎」臟發「炎」。如果腎臟像一個咖啡過濾器，

腎臟實質就是「濾紙」的部份，腎盂則是「漏斗」的部份。

SLE如何顧好腰子
楊智宇　臺北榮民總醫院腎臟科醫師

專題報導

症狀 病因 藥物治療

「腎盂」腎炎 發燒、腰痛 細菌感染 抗生素（殺菌）

「腎絲球」 腎炎 蛋白尿 自體免疫 免疫調節藥物

SLE腎絲球腎炎

【一百萬個腎元組   
    成一個腎臟】

級數 腎切片結果 治療

第一級 幾乎正常 一般不需特別加強治療

第二級 腎間質細胞－腎絲球腎炎 需使用少量類固醇

第三級 局部增生型－腎絲球腎炎 嚴重的狼瘡腎炎，需採類固醇治療

第四級 瀰漫增生型－腎絲球腎炎
最嚴重的狼瘡腎炎，需脈衝治療（指短期
內注射大量的類固醇）。據統計 30％會進
展至末期腎衰竭，20％需要洗腎。

第五級 膜型－腎絲球腎炎 類固醇治療

第六級 硬化型－腎絲球腎炎 腎臟替代療法

 一、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1）不熬夜、不憋尿及不亂吃來路

不明的藥。

（2）維持理想體重：BMI＞25kg/
m²，男性腰圍＞ 90㎝或女性腰圍＞
80㎝應建議減重。
（3）避免太鹹、太甜及油膩的食

物。

（4）運動：每週至少運動 5次，如
快走、騎自行車、游泳等，每次 30分
鐘；對於老年人或心血管疾病者，建

議開始運動前可以先到醫療院所接受

醫師或專業人員評估及運動測試，選

擇安全又有效的運動的方式。

（5）戒煙：可以減緩腎功能惡化降
低心血管疾病之發生。

（6）避免規則性飲酒或飲酒過量。
（7） 控制血壓：高低起伏的血壓

會加速破壞腎臟的血管，理想的血壓

應控制收縮壓 130mmHg以下，舒張
壓 80mmHg以下。每天規律測量家中
的血壓值並記錄，回診時提供醫療人

員參考。

（8）控制血糖：糖尿病患者理想血
糖應控制飯前血糖低於 120mg/dl，飯
後血糖低於 140mg/dl，糖化血色素低
於 7%。血糖過高會導致血管病變，影
響腎臟血流量，造成腎功能下降。

 二、預防感染
    泌尿道及呼吸道感染會影響腎功
能；如廁時，做好個人衛生、勿憋尿。

流行感冒季節盡量不出入公共場所，

醫師評估許可接種流感疫苗。

婦女計畫懷孕，應當與專科醫師

諮詢；在懷孕期間需常追蹤檢查，以

便早期發現腎功能變化以免危害母體

及胎兒。

 三、接受正規門診治療與追蹤
    定期門診追蹤可監測腎功能變化，
及時介入適當的治療，與醫護人員討

論治療措施與自我保健方法，應避免

自行調藥或停藥。

 四、飲食調整
     當出現長期蛋白尿更應加強飲食
調整，蛋白尿控制與飲食調整息息相

關；減少鹽分攝取、少味精、減少動

物性脂肪攝取、適量蛋白質攝取。慢

性腎臟病飲食攝取建議諮詢營養師，

依腎病不同階段設計飲食計畫，以減

緩病情進展。

結論

    研究顯示慢性腎臟病照護計畫
的介入，可延緩慢性腎臟病病患腎功

能惡化及其血壓、血糖和血脂肪獲得

較好的控制；預防三高產生所致各種

慢性疾病。故高危險群（罹患糖尿病、

高血壓、家族有腎臟病史、大於 55 
歲、心血管疾病或自體免疫疾病等病

人）宜定期接受篩檢。

    慢性腎臟病預防及治療應對疾病
有正確的認知，需有正確的醫療觀念，

避免偏方及非處方用藥，必要時及早

轉介腎臟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