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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糖尿病照護 沈芍君 
 

27-1  前 言 

在正常情況下，身體會將吃下的澱粉類食物分解轉變成葡萄糖，作為身體所需的能源。

而胰島素是由胰臟製造的一種荷爾蒙，它可以幫助葡萄糖進入細胞內，提供熱量。糖尿病患

者因為胰臟不能製造足夠的胰島素，或標的細胞對胰島素敏感性下降，或胰島素的結構缺陷導

致醣類、脂肪及蛋白質代謝障礙，而使血糖濃度升高。臨床依病因大致可區分為以下兩型： 

1. 第 I 型糖尿病（幼年型糖尿病，又稱 IDDM）：約占糖尿病的 10%。患者體型大多較瘦，

發病年齡常小於 30 歲（好發於青少年，約 10~12 歲時）。胰臟 β 細胞嚴重受損，使胰島

素嚴重缺乏所致，因此需終生注射胰島素來控制血糖。  

2. 第 II 型糖尿病（成年型糖尿病，又稱 NIDDM）：約占糖尿病的 90%。一般與飲食或肥胖

有關，其病程慢，多發生於中年人，具有家族遺傳傾向。疾病初期可藉由飲食、運動來控

制病情，而後可併用降血糖藥或注射胰島素控制病情。  

27-2  高危險群 

1. 體重過重或肥胖、具有糖尿病家族史、45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  

2. 葡萄糖耐受性不良或空腹血糖值異常。  

3. 高血壓(＞140/90 mmHg)、高血脂（HDL＜35 mg/dL 及／或三酸甘油脂＞250 mg/dL）。  

4. 其他誘發因素：運動不足、身心過勞、營養失調、飲酒過量、病毒感染、藥物、懷孕等。 

27-3  常見症狀及併發症 

一、糖尿病的症狀 

大多數人在發病初期都沒有症狀，除非健康檢查時抽血檢驗，否則不容易被發現。病情

也會隨時間加重，血糖漸漸升高，才會出現臨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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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血糖濃度超過腎臟再吸收閾值(≧180 mg/dL)時，糖分即從尿液中排出（糖尿），使得尿

液滲透壓上升，大量水分及電解質流失增加，使細胞脫水，導致尿多、喝多、吃多、體重

減少（三多一少）等典型症狀。  

2. 有夜尿、手腳麻木、視覺模糊、疲倦、傷口癒合不良、腳部痠麻及刺痛感、皮膚搔癢（尤

其是女性外陰部）等症狀。  

二、糖尿病的併發症 

糖尿病患者如果不接受治療，隨著時間及疾病的進展，第 I 型糖尿病患者易發生糖尿病

性酮酸中毒(DKA)的合併症，第 II 型糖尿病患者易發生高滲透壓非酮酸性昏迷(HHNK)的合併

症。臨床常見急性併發症請見表 27-1、慢性併發症請見表 27-2。  

表 27-1  糖尿病急性併發症 

併發症類型 症狀  

酮酸中毒  

（第 I型糖尿病）  

噁心、嘔吐、黏膜乾燥、口渴、尿多、眼球凹陷、皮膚溫暖且潮紅、腹痛、

食慾不佳、體溫過高、視力模糊、意識不清、反射下降、肌肉軟弱無力、過

度換氣、呼吸帶有丙酮的水果氣味 

高滲透壓非酮酸性昏迷 

（第 II型糖尿病）  

多尿、口渴、噁心、嘔吐、腹痛、尿多、脫水、體溫偏低、肢體冰冷、肌肉

軟弱無力、視力模糊、脈搏快而呈絲脈、意識不清、昏迷 

低血糖  冒冷汗、飢餓感、蒼白、手腳發抖、心跳加速，嚴重會休克  
  

表 27-2  糖尿病慢性併發症 

部位  併發症  

大血管病變 心臟、腦及足部等部位的動脈硬化，造成心肌梗塞、腦中風等心血管疾病  

眼睛病變  白內障、視網膜病變、黃斑部水腫、青光眼  

神經病變  

最常見，自主神經或末梢神經的損傷（以間歇性跛行及足部潰瘍為特徵）、失禁、姿

勢性低血壓、心悸、腹脹、便祕或腹瀉、小便困難、性功能障礙、手腳發麻及刺痛、

感覺遲鈍  

腎臟病變  蛋白尿、血壓上升等症狀，甚至腎衰竭引起尿毒症，需要終生洗腎，為主要死因 

糖尿病足  間歇性跛行、足部冰冷、感覺異常、足部易感染、傷口癒合慢，甚至截肢  
  

27-4  臨床診斷 

1. 出現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狀，而其任意血漿葡萄糖濃度有 2 次≧200 mg/dL（如果血糖極高，

1 次即可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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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腹血糖檢查：空腹 8 小時以上，其血漿葡萄糖濃度有 2 次≧126 mg/dL（正常值＜100 

mg/dL)，若介於 100~126 mg/dL 之間為空腹血糖不耐症。 

3. 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OGTT)：其 2 小時血漿葡萄糖濃度≧200 mg/dL（2 次）（正常值＜

140 mg/dL 以下），若介於 140~200 mg/dL 之間為葡萄糖耐受性不良。  

4. 第 I 型糖尿病患者的抽血檢查可測得胰臟細胞抗體及細胞表面抗體。 

27-5  治療措施 

到目前為止，糖尿病是無法治癒的疾病，但可經由正確的飲食治療、規律運動及藥物治

療獲得良好的控制。  

一、飲食治療原則 

1. 維持標準體重：針對肥胖患者，如能控制體重至標準範圍或略輕，其血糖可獲得改善。  

理想體重： 女性＝（身高－70）×0.6±10% 

   男性＝（身高－80）×0.7±10% 

2. 衛教患者少量多餐，每餐定時定量，不可隨意增減，避免飯後血糖上升太快。  

3. 少吃油脂性高的食物，如豬皮、雞皮、鴨皮、魚皮等。如果攝取含脂肪熱量較高的堅果類，

如花生、瓜子、腰果、松子、核桃等，應依營養師指示，再配合油脂份量攝取。 

4. 烹煮食物方式宜多採用水煮、涼拌、清蒸、烤、燒、燉、滷等烹調方式，避免或減少使用

芶芡、糖醋等烹調方式。  

5. 烹調用油宜選用富含不飽和脂肪酸較高的植物油，如花生油、玉米油、大豆油、葵花油、

橄欖油等，避免使用飽和脂肪酸，如牛油、豬油、肥肉、奶油等，以降低血脂。 

6. 多食用含水溶性纖維質的多醣類食物，並適量攝取水果，如未加工的蔬菜、燕麥、蘋果、

紅蘿蔔，可延緩血糖升高。  

7. 避免精緻糖類及純糖類的食物，如煉乳、糖果、砂糖、蜂蜜、冰糖、加糖蜜餞、甘蔗汁、

中西式甜點及節慶應景食品等。可適量使用人工甜味劑，如阿斯巴甜代替糖來調味。  

8. 攝取含澱粉高的食物，如番薯、馬鈴薯、山藥、紅豆、綠豆、芋頭、玉米、菱角、南瓜、

麵包、蘿蔔糕、年榚、湯圓、甜不辣、豬血糕等，應注意食用之份量。  

9. 粉條、粉圓、西谷米、冬粉、太白粉、番薯粉等應儘量少吃，如為糖尿病腎病患者可選擇

作為每日一餐主食的來源，因此類屬於低蛋白澱粉食品。 

10. 少吃含高膽固醇的食物，如內臟、魚卵、蟹黃、蝦卵、蛋黃等，並避免加工罐頭與醃漬食

品。如果患者的膽固醇過高，蛋黃的攝取每週以不超過 2~3 個為原則。  

11. 避免喝酒、赴宴，若必須參加時，應依照糖尿病飲食原則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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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病時應更加注意食物攝取的選擇，可詢問營養師並儘早就醫。  

13. 鼓勵患者戒菸及戒酒，以維持合宜的血糖濃度。  

二、運動注意事項 

1. 每週 3次、每次 20~30分鐘的規律運動，且運動量應使心跳速率達到（220－年齡）×60~75%

的範圍。  

2. 清晨起床運動者，最好先進食後再外出運動，以避免清晨起床後發生低血糖現象。  

3. 若有額外運動，應於運動前、中補充食物。  

4. 運動前後應適當的暖身和徐緩的運動，運動內容、項目及強度應逐漸增加。  

5. 運動時絕對不要赤腳運動，要穿著適當的鞋、襪及其他保護物。  

6. 外出運動時應隨身攜帶糖果、方糖或含糖飲料及糖尿病識別證件，萬一發生低血糖時，以

備不時之需。  

7. 天候不佳時，不宜到戶外運動。外出最好有伴同行，避免單獨 1 人，以便互相照應。  

8. 常有低血糖發作或生病時及血糖控制不良者，如運動前血糖值超過 250mg/dL，不宜運動。 

9. 運動中如出現身體不適症狀，如頭暈、喘或其他症狀，應暫時停止運動並稍作休息，待不

適症狀改善。  

10. 曾有高血壓、中風、心臟病、肝、腎功能不良者，不適合做劇烈運動，如有視力模糊、眼

睛玻璃體出血或神經系統知覺損害，最好先由醫師評估後，再選擇運動的種類與強度。  

11. 運動前避免注射胰島素在四肢，以免運動時局部血流增加而加速胰島素的吸收。 

12. 避免在空腹、胰島素注射後 1 小時內及作用高峰期時運動，最好選在飯後 1 小時或 RI 注

射 2 小時以後。  

三、胰島素治療 

(一) 適用對象 

1. 第 I 型糖尿病。  

2. 胰島素分泌不足且用飲食控制與口服降血糖藥物療效不彰的患者。  

3. 其他不適合口服藥物治療的糖尿病患者，如感染、懷孕等狀況。  

(二) 胰島素作用時間 

胰島素依作用時間長短不同可分為超短效、短效、中效、長效與混合等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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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ulin lispro（超短效胰島素）：起始時間為 15 分鐘內，故注射後需立即進食。高峰時間

為 30~90 分鐘，作用時間達 3~4 小時。  

2. RI（短效／常規胰島素）：採靜脈滴注，唯有澄清的 RI 可採靜脈注射。可使用幫浦進行

持續皮下注射。起始時間為 30 分鐘，高峰時間為 2~4 小時，作用時間達 6~8 小時。  

3. NPH（中效胰島素）：採皮下注射，起始時間為 3~4 小時，高峰時間為 8~12 小時，作用

時間達 18~24 小時。  

4. PZI（長效胰島素）：採皮下注射，起始時間為 4~6 小時，高峰時間為 14~20 小時以上，

作用時間達 36 小時。  

(三) 注射型胰島素儲存方式 

臨床常用注射型胰島素的儲存方式，請見表 27-3。  

表 27-3  注射型胰島素儲存方式 

規格  未開封儲存方式  已開封儲存方式  

一般型  不超過25℃，可保存1個月  

筆型  

存於2∼8℃（冷藏室），可維持

瓶身上註明的有效期限 
．不超過25℃，可保存1個月  

．除非胰島素用完，否則不需將胰島素由注射筆中取出
   

(四) 注射部位選擇 

1. 選擇遠離骨節、神經、大動脈的部位，並避免注射在硬塊處。  

2. 一般適合胰島素注射的部位是上臂、大腿及腹部。  

3. 2 次注射點，間隔至少離 3 公分。 

4. 在同一個部位不斷重複注射，易造成該部位壞死或萎縮（凹陷或變硬），因此建議注射部

位需不斷的輪換，同一注射點至少隔 3 週才可再度使用。若注射區域的皮膚有問題，應儘

量避免注射該區。  

(五) 理想注射部位（如圖 27-1） 

 正面 

1. 上臂外側，肩肘之間的 1/3 處（A、H 區）。  

2. 大腿中段的前側及外側處（D、E 區）。  

3. 腹部離肚臍 5 公分處（B、G 區）。  

 背面 

臀部外上 1/4 處（C、F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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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圖 27-1  胰島素理想注射部位示意圖。 

(六) 一般型胰島素抽取步驟 

1. 將雙手洗淨（圖 27-2）。  

2. 準備用物：胰島素、胰島素空針、酒精棉片、針筒收集盒（圖 27-3）。  

3. 如果使用混濁型，將藥瓶平放置於雙手掌之間，緩慢來回搓動，此時可將藥物充分混合均

勻，使剛從冰箱拿出的藥物回溫。但須注意不要用力搖晃，避免產生氣泡（圖 27-4）。  

4. 若須同時施打混濁型與清澈型的胰島素時，請先抽清澈型再抽混濁型。  

5. 用酒精棉片擦拭胰島素瓶的軟膠塞進行消毒工作（圖 27-5）。  

  

圖 27-2  洗手。 圖 27-3  準備用物：胰島素、胰島素空針、
酒精棉片、針筒收集盒。 

  

圖 27-4  使用前置掌心搓揉十下。 圖 27-5  以酒精棉片消毒胰島素軟膠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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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胰島素專用注射器自產品包裝中取出。   

7. 小心移除針頭蓋，注意避免針頭碰觸其他物品，以確保無菌狀態。將針柄往後拉，抽入相

當於胰島素劑量體積的空氣（圖 27-6）。  

8. 將針頭插入剛剛消毒過的軟膠塞，並將所有的空氣注入胰島素瓶。  

9. 抽取藥物時，將瓶子倒轉（此步驟是為防止抽到空氣）（圖 27-7）。 

10. 當確定針筒內的空氣完全排空，並抽足所要的正確劑量時，將針頭移出軟膠塞。 

11. 針筒內有氣泡時，可以用手指輕敲的方式或將針柄前後抽出、排出，將針筒內的空氣排除。 

12. 選擇注射部位（圖 27-8），使用酒精棉片消毒皮膚，消毒範圍由內往外環形擦拭，消毒範

圍直徑約 6~8 公分（圖 27-9）。 

13. 將注射部位捏起（圖 27-10），再將針頭以 45~90 度角，插入皮膚表層（圖 27-11）。  

14. 一手固定針筒，另一手將針柄往外拉，此時觀察是否有血液回流，若有血液回流，應及時

將針頭抽離注射部位，勿將胰島素打入體內，另選擇新的注射部位。 

  

圖 27-6  將針柄往後拉，抽
入相當於胰島素劑量體

積的空氣。 

圖 27-7  抽取藥物：倒轉藥
瓶，注射器刻度與視線平

行，抽出所需劑量。 

圖  27-8  選擇注射部
位：腹部離肚臍5公分
處。 

 

圖  27-9  以酒精棉片消毒
注射部位，自消毒點由內

往外環形擦拭，消毒範圍

直徑約6~8公分。 

圖  27-10  將注射部位捏
起。 

圖  27-11  慢慢注射胰
島素，注射完停留

5~10秒，以防胰島素
回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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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確定沒有回血時，再將胰島素緩慢推入皮下。 

16. 所有胰島素注入後，將針頭抽離注射部位，並以酒精棉片輕壓注射點數分鐘，勿搓揉或按

摩注射部位（圖 27-12）。  

17. 使用過後的針筒，丟入針筒收集盒，以免針頭誤扎。針筒收集盒裝滿後再帶至離家較近的

診所或拿回醫院處理（圖 27-13）。  

  

圖  27-12  胰島素注入後，將針頭抽離注
射部位，並以酒精棉片輕壓注射點數分

鐘，切勿搓揉。 

圖  27-13  使用過後的針筒丟入針筒收集
盒。 

(七) 筆型胰島素注射步驟 

1. 將雙手洗淨（圖 27-14）。  

2. 準備用物：胰島素、筆型胰島素注射筆、針頭、酒精棉片、針筒收集盒（圖 27-15）。  

3. 筆型胰島素注射筆使用前須先輕甩 20 下，使藥物充分混合均勻（圖 27-16）。  

 

圖 27-14  洗手。 圖  27-15  準備用物：胰島
素、筆型胰島素注射筆、

針頭、酒精棉片、針筒收

集盒。 

圖  27-16  筆型胰島素
注射筆使用前請甩動

卡管2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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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酒精棉片消毒筆型胰島素注射筆卡管端的接口（圖 27-17）。  

5. 先撕開針頭外蓋的保護片（圖 27-18）。  

6. 垂直將針頭轉入與注射筆密合並鎖緊，再拔去針頭外蓋與內蓋（圖 27-19）。  

7. 新筆針第一次使用時須先做通暢測試。  

8. 針頭朝上，輕彈注射筆，讓氣泡浮到頂端，排除氣泡選擇鈕按到底，排出注射液（圖 27-20）。 

9. 轉動選擇至所需注射的劑量位置（圖 27-21）。  

10. 使用酒精棉片消毒皮膚，自消毒點由內往外環形擦拭，消毒範圍直徑約 6~8公分（圖 27-22）。 

 

圖  27-17  用酒精棉片消
毒筆型胰島素注射筆

卡管端的接口。 

圖  27-18  去針頭外蓋的保
護片。 

圖  27-19  垂直將針頭轉
入與注射筆密合，再拔

去針頭外蓋與內蓋。 

 

圖  27-20  避免注入空
氣，先檢查劑量設定刻

度是否歸零，再設定2
個單位，將針頭朝上，

按壓按鈕直到一滴胰

島素出現為止，再輕彈

卡管將藥滴彈除。 

圖  27-21  查劑量設定刻度
是否歸零，再將劑量設定

扭轉至所需數字。 

圖  27-22  選擇注射部位
並以酒精棉片消毒注

射部位。 



 

 

164 

11. 將注射部位捏起，再將針頭以 45~90 度角，插入皮膚表層（圖 27-23），慢慢注射胰島素，

注射完停留 5~10 秒，以防胰島素回漏。  

12. 所有胰島素注入後，將針頭抽離注射部位，並以酒精棉片輕壓注射點數分鐘，勿搓揉或按

摩注射部位（圖 27-24）。  

13. 回收針頭，套上針頭外蓋，反方向轉下針頭，丟入針筒收集盒（圖 27-25）。  

   

圖  27-23  以拇指及食指捏起
皮膚，用腕力將針頭注入皮

膚內，放開捏起皮膚的手，

再按壓按鈕將藥物注入皮

下，直至刻度歸零。 

圖 27-24  胰島素注入後，
將針頭抽離注射部位，並

以酒精棉片輕壓注射點

數分鐘，切勿搓揉。 

圖 27-25  使用過後的
針頭丟入針筒收集

盒。 

27-6  控制目標 

糖尿病各項實驗室檢驗數值的正常值及控制目標值比較表，請見表 27-4。  

表 27-4  糖尿病各項實驗室檢驗數值 

項  目  正常值  控制目標值 

飯前血糖(mg/dL) 100以下  80~110 

飯後2小時血糖(mg/dL) 140以下  80~145 

糖化血色素(%) 6.2以下  6.5以下  

總膽固醇(mg/dL) 200以下  174以下  

高密度膽固醇(mg/dL) 男＞40；女＞50 40以上  

三酸甘油脂(mg/dL) 150以下  150以下  

血壓(mmHg) 120/80 130/80 

身體質量指數BMI (kg/m2) 18~24 18~24 
   

註：   1.身體質量指數(BMI)＝體重（公斤）÷身高（公尺）2 

  2.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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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足部照護 

糖尿病患者因為神經感覺變遲純及循環障礙，易使足部發生感染、壞疽，甚至截肢。因

此每日檢查雙足是非常重要的。  

1. 每日檢查足部一次，注意足部皮膚有無乾燥、龜裂、雞眼、腫脹或疼痛。  

2. 每日應以溫水及中性肥皂清洗足部，並塗抹乳液保養，以免皮膚乾燥龜裂。  

3. 因為一天的活動後，鞋子的尺碼會比早上時稍為增大。所以在下午或黃昏時選購鞋子，尺

碼會較為適合。  

4. 如果左右腳尺寸有差別，應以選擇較大的尺寸為標準。  

5. 購買鞋子時，應選擇鞋頭寬度能容納整個腳掌，且鞋子深度可讓腳趾頭自由伸展。  

6. 初次穿著新鞋的時間不宜過久。最好先試穿 1~2 小時，待適應後才慢慢增加穿著的時間，

如果發現有皮膚破損、水泡或紅腫的情況，即表示新鞋的尺碼或鞋形不適合，不宜再穿著。 

7. 盡量選擇軟皮面、厚膠底的鞋，包鞋較涼鞋更能保護雙腳，避免穿著涼鞋、拖鞋或高跟鞋

外出。  

8. 每次在穿鞋之前，必須檢查鞋內是否內藏雜物，如硬幣、釘子、沙石等。  

9. 勿使用剪刀修剪趾（指）甲，應用安全性指甲剪依趾（指）甲曲度修剪，禁止修剪趾（指）

肉或厚繭、雞眼。  

10. 切勿使用電暖爐、熱水袋或電毯，以防燙傷。 

11. 避免赤腳走路，在室內、廚房、浴室等地方，亦應穿上拖鞋。  

12. 坐時勿翹腳、盤腿及跪坐，可減少腳部血液循環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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