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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自前一版 2015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出版至今，已經過了 3年，
期間糖尿病學會在全台舉辦多場指引研討會，並與會員及專家進行

研討溝通。在這幾年之間，糖尿病照護的各領域進步甚快，從檢驗

檢查、降血糖藥物發展應用、糖尿病併發症防治、特殊族群照顧以

及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等面向，陸陸續續皆有新的研究結果或

觀念。為了配合世界潮流，本學會於 2016下半年成立了數個糖尿
病照護的工作小組，包括基礎研究、流行病學、糖尿病用藥、糖尿

病併發症與妊娠期糖尿病等，召集相關專家整理與討論國內外最新

資訊，並於 2017上半年發表了糖尿病神經病變與糖尿病足兩本照
護指引。之後緊接著成立糖尿病臨床照顧指引編輯委員會，進行指

引的改版工作。經過多次會議討論，以及眾多糖尿病相關學者專家

的努力編撰與修訂，終於完成這本“2018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

本版指引更新了許多章節內容，例如臨床上重要的降血糖藥物

使用流程圖，除了加入這幾年國內新上市的藥物，如第 2型鈉葡萄
糖轉運蛋白抑制劑、似升糖素胜肽 -1受體促進劑與新一代的長效胰
島素等之外，也根據專家學者意見以及國內外指引內容做了一些調

整。此外，這幾年有許多降血糖藥物與心血管疾病的臨床試驗結果

發表，在本指引中也一併回顧並提供這些重要的臨床實證證據。最

近一些新的血糖監測工具，如連續血糖監測與糖化白蛋白等，已於

2017年通過健保給付，本指引也為此特別於相關章節中介紹。近
年來，婦女糖尿病的照護頗受重視，尤其是妊娠期的糖尿病，本指

引除了以專章討論外，內容更包含國人研究的寶貴資料。因應國內

老年人口比例增加，本指引也增加了許多老年糖尿病照顧的相關內

容。由於以病人主體之整合照護模式，是目前越來越強調與重視的

觀念，特別是醫病共享決策模式，本指引也於相關章節引入其相關

重點。所有章節的開頭均列有重要的臨床建議，並提供相關之證據

等級、建議強度以及尤其華人之參考文獻。至於證據等級與建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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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乃參考國家衛生研究院實證臨床指引平台並加以修改，以讓各

會員在使用時能有所依循。此外各專有名詞的翻譯，依循國內常用

之名詞，參考相關出版資料並經專家學者討論後決定；如尚未有一

致譯名者，會於翻譯中文名後加註原有英文專有名詞。最後，本指

引於第一章特別針對臨床重要的問題，節錄出各章節的重點，供使

用者快速了解此次新版指引的重點。

此次指引能夠順利完成改版，要感謝所有指引工作小組的委

員、編輯、撰稿者與審稿專家的付出，特別是林時逸秘書長、李弘

元副秘書長與學會秘書處人員的辛勞，更要謝謝學會所有理監事的

指導。另外也要感謝的是，在指引初稿完成上網公告後，不吝提出

意見與指正的各位會員、醫師與專家。另為使 2018版糖尿病臨床
照護指引能更全面推廣，經學會討論決定讓會員與非會員醫療專業

人員，可透過學會網頁免費瀏覽與下載。

本指引兼具知識、臨床照護技巧與提升醫療品質等元素，並期

待能因此落實以病人為中心與整合照護的概念。值得強調的是，本

指引的目的在提供臨床執業的參考依據，但面對糖尿病人照顧時，

仍需依個別實際狀況，做出調整與最佳處置。

最後敬祝大家身體健康平安順利！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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