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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與糖尿病相關的特殊情況

第二十三章 與糖尿病相關的特殊情況

1.精神疾病、人類免疫不全病毒帶原與愛滋病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某些抗精神藥物可能誘

發體重增加、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中 中等建議 有 [737-739]

某些治療愛滋藥物可能

誘發糖尿病前期及糖尿

病

中 中等建議 有 [740]

(1). 精神疾病

流行病學研究顯示，與一般人群相比，思覺失調症或情感障礙

患者的糖尿病和肥胖患病率約為 1.5～ 2倍 [737-739, 741]，且似
乎可發生於任何年齡層。最近研究顯示兒童及青少年使用抗精神病

藥物產生第 2型糖尿病的風險有增加，高達 3倍且認為有被低估，
另外累積藥物劑量愈多風險愈高 ([742])。根據研究顯示，相對於典
型抗精神病藥，某些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所導致的新陳代謝異常，

例如體重增加、血脂及血糖異常、及糖尿病有較多影響 [743]。體
重增加會進而影響身體健康狀態，導致許多身體疾病的出現，包括

糖尿病、心臟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甚至於增加死亡率。同時患

者也會因為體重增加而產生生活品質下降、自尊心受損、並進而影

響藥物順從性。機轉可能與藥物誘導的體重增加進而引起的胰島素

阻抗有關 ; 然而，抗精神病藥物對胰島素阻抗的直接作用也可能發
揮作用 [47]。依據美國糖尿病學會的共識聲明，不同的抗精神病藥
物，可能誘發糖尿病、增加體重和血脂異常的風險性，也會因藥物

特性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一 ) [741, 744]。因此，服用第二代抗精
神病藥物的病人建議定期代謝指標 (表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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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第二代抗精神藥物脂代謝異常

藥物 體重增加 糖尿病風險 惡化血脂

Clozapine ＋＋＋ ＋＋＋ ＋＋＋

Olanzapine ＋＋＋ ＋＋＋ ＋＋＋

Risperidone ＋＋ ＋＋ /＋ ＋

Quetiapine ＋＋ ＋＋ ＋＋ /＋

Aripiprazole* ＋ /－ ＋ /－ ＋

Ziprasidone* ＋ /－ ＋ ＋

Amisulpride* ＋ /－ - -

Paliperidone* ＋ ＋ ＋

Asenapine* ＋＋ /＋ ＋ 結果不一致

Iloperidone* ＋＋ /＋ ＋ 結果不一致

＋增加 ; －無影響； *新藥無長期數據

表二 服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代謝指標篩檢之建議

第一次 4 周 8周 12周 每 3-6個月 每年

體重 /BMI Ⅴ Ⅴ Ⅴ Ⅴ Ⅴ

腰圍 Ⅴ Ⅴ Ⅴ

血壓 Ⅴ Ⅴ Ⅴ

空腹血糖 Ⅴ Ⅴ Ⅴ

糖化血色素 Ⅴ Ⅴ Ⅴ

血脂 Ⅴ Ⅴ Ⅴ

個人病史 
(藥物史、
菸酒等 )

Ⅴ Ⅴ Ⅴ

家族史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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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類免疫不全病毒帶原與愛滋病

根據幾個大規模世代研究顯示，在愛滋病毒感染者當中，糖

尿病發生率為每一千人年 4到 47人；其中服用治療愛滋藥物雞尾
酒療法的感染者出現糖尿病的發生率，是未服藥感染者的 2.5倍左
右 [745, 746]]。台灣的研究顯示，愛滋糖尿病發生率是每一千人年
13.1人，是台灣一般人口糖尿病發生率的 6倍左右 [740]。愛滋病
毒感染者發生糖尿病的致病機轉，主要與胰島素抗性、引起血糖耐

受不佳有關。愛滋糖尿病的危險因子包括：年齡 (年紀越大，40 歲
以上應該要格外留意 )、性別 (男性比女性感染者高 )、家族史 (父
母或兄弟姊妹有人罹患糖尿病 )、肥胖 (身體質量指數超過 24)、C
型肝炎病毒感染、內分泌異常 (例如生長激素分泌不足 )、脂肪移位
（lipodystrophy,包括脂肪萎縮、脂肪囤積）、愛滋病毒狀況 (6個
月當中愛滋病毒量增加為原本的 3倍、CD4較低、愛滋病毒感染時
間越久 )等 (表三 )[747]。依據多項研究結果，不同的治療愛滋藥物，
可能誘發糖尿病、增加體重和血脂異常的風險性不同，也會因藥物

特性的不同而機轉有所差異 (表四 )[748]

表五為歐美及臺灣的愛滋病毒治療指引中愛滋病毒感染者服用

治療愛滋藥物代謝指數篩檢臨床建議策略 [748, 749]。表六為愛滋
病毒感染者發生糖尿病的治療策略 [748]

表三 愛滋病患引起糖尿病相關因子

疾病所引起 醫療因素所引起

危險因子 (高齡 男性 高 BMI)

使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 (導致胰島素
阻抗、減少胰胰島素分泌、脂肪代
謝障礙、Beta細胞毒脂毒性、增加
促炎因子如 CRP，TNF-α，IL-6等 )

自主免疫破壞

感染 C型肝炎

內分泌異常

病毒因素 (病毒量、低 CD4數
目、病毒感染時間長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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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抗逆轉錄病毒藥引起糖尿病的致病機轉

組別  類別 葡萄糖動態平衡
改變 

作用機轉 

HAART Protease
inhibitors

是 封鎖 GLUT4

  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是 Stavudine, 
Zudovudine, 
didanosine 皆增
加乳酸

  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不是

其他藥物 Pentamidine 是 Beta細胞毒性

Megesterol 
acetate

是 具有類糖皮質激
素活性

表五 愛滋病毒感染者血糖篩檢臨床建議

血糖檢測 • 列為服用雞尾酒療法前後建議例行篩檢的項目
• 使用口服葡萄糖耐受試驗（OGTT）可能提升
糖尿病的偵測率

• 糖化血色素（HbA1c）可用來評估血糖控制情
形，但是在愛滋病毒感染者可能受到藥物（如

D a p s o n e、Ribavirin）或其他感染的影響，
導致紅血球壽命縮短，使糖化血色素偏低

• 若血糖值正常建議每年篩檢一次

血糖值正常 • 每年篩檢一次

血糖值為糖尿病前期
• 每 3-6個月篩檢一次
• 建議生活型態治療

血糖值為糖尿病 • 治療並且注意大小血管併發症之篩檢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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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愛滋病毒感染者發生糖尿病的治療策略

調整生活方式 包括飲食控制、適度運動、戒煙等

控制其他危險因子 以藥物或非藥物方式，妥善控制其
他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例如高血
壓、高血脂症。

糖尿病藥物治療 依據糖尿病指引
(對於愛滋病毒感染者開立口服糖
尿病藥物，要格外謹慎，特別要留
意合併症與副作用 )

預防糖尿病 雞尾酒療法不宜中斷，但可檢視
藥物內容是否有容易引起糖尿病
的藥物，例如 d4T、AZT、ddI、
Lopinavir、Ritonavir，考慮調整

2、類固醇治療和其它藥物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使用類固醇易誘發糖尿

病的產生
中 強烈建議 無

藥物引起的高血糖症和糖尿病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這是一個嚴

重的問題，因為它增加了小血管與大血管併發症的風險、感染、代

謝性昏迷、甚至死亡。藥物可能通過多種機制誘發高血糖症，包括

胰島素分泌與敏感性的改變、對胰島細胞的直接細胞毒性作用以及

增加葡萄糖生產。臨床醫師要注意可能誘發高血糖症或糖尿病的藥

物，並且開始密切追蹤患者血糖值。此外，也應教育高風險患者接

受可能與高血糖相關的藥物治療時建議定期追蹤與監測血糖 [750]。

(1). 類固醇

類固醇具有抗發炎與免疫抑制作用，被廣泛使用在治療許多

發炎性與自體免疫疾病。固然有很好的療效，但也有很多副作用，

其中導致高血糖的發生最為人所知，它可能加重糖尿病人的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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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症，也可能引發糖尿病新生。類固醇是最常見藥物導致高血糖症

或糖尿病的藥物，它可以發生在長期使用的患者，也可以發生在單

次劑量給予（例如：關節內注射）的患者，並非所有接受類固醇治

療的患者都會出現糖尿病，表示這種改變只發生於易感受性族群

[751]。依據不同研究，類固醇治療會增加約 1.5-2.5 倍新發生糖尿
病的風險，其預測因子包括：類固醇使用的劑量與時間、年齡、體

重、身體質量指數、過去有血糖耐受不良病史以及糖尿病家族史等

[752]。

類固醇對於體內葡萄糖平衡的影響是複雜的，它會抵消胰島素

的多種作用，如降低食慾。目前認為類固醇導致高血糖症或新發生

糖尿病的主要機制包括：降低胰島素敏感度、增加葡萄糖產生、以

及抑制β細胞胰島素的分泌 [751]。研究顯示健康受試者每日服用 
30 mg 的 prednisone 會減少 60% 胰島素敏感度 [753]；胰島素敏
感度下降程度也與類固醇的劑量呈正相關 [754]。對於非糖尿病人，
儘管預期在停止類固醇治療後血糖值會回到未使用類固醇前的狀

態，但並非所有人皆如此，考量這些患者未來發展成糖尿病的風險，

建議要定期監測血糖 [751]。對於需長期使用類固醇者，血糖值有
可能回不到原來的狀況。

類固醇誘發高血糖症在臨床上很重要，原因如下：一、類固醇

導致高血糖症的盛行率高且可能會導致住院、延長住院時間或增加

至急診求診頻率；二、類固醇的使用與類固醇導致的持續性高血糖

症皆會增加感染的風險，對預後有不利影響；三、住院期間，控制

類固醇導致的高血糖症可以降低相關死亡率和併發症發生率 [751]。

對於原本無糖尿患者開始使用類固醇治療前，建議先篩檢血糖

情況，在治療的過程中，也提醒定期檢測血糖值。對於糖尿病人，

在類固醇治療期間，務必密集監測血糖值。類固醇治療期間，單監

測空腹血糖是不夠的，尤其是接受早晨單一劑量的中效類固醇治療

的患者，必需同時監測午餐飯後或晚餐飯前的血糖值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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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沒有明確的研究與證據建立類固醇誘發高血糖症或糖尿

病的控制目標，因此比照其他暫時性高血糖症的治療目標應是合理

的，例如：住院期間非危急患者的高血糖症。對於類固醇誘發高血

糖症患者，建議當餐前血糖值 ≥140 mg/dL或餐後血糖值 ≥200mg/
dL時，建議考慮開始治療。對於需長期使用穩定劑量類固醇治療
的患者，控制目標和藥物治療可比照第 2型糖尿病人的控制目標
[751]。

關於類固醇誘發高血糖症的治療，增加降血糖藥物通常是必

要的，而且變動性很大，一般在開始類固醇治療的第一日就要調整

降血糖藥物，當改變類固醇治療劑量時，降血糖藥物也通常需要同

一時間做調整。基本上，所有口服降血糖藥物皆可使用，但以胰島

素最為安全和有效 [751]。圖一為類固醇誘發高血糖症的建議處理
流程圖 [751]。使用胰島素控制類固醇誘發高血糖症的起始劑量可
根據使用的類固醇種類與劑量以及體重來調整，可參考表七 [751, 
752]。對於原本已有使用胰島素注射治療的糖尿病人，胰島素可根
據原本使用胰島素注射療程與類固醇治療療程來調整，可參考表八

[751]。

表七 類固醇誘發高血糖症使用胰島素的種類與建議起始劑量

Prednisolone   
劑量 (mg/天 )

每日 NPH/NPL
劑量 (U/公斤 )

Dexamethasone
劑量 (mg/天 )

每日 Glargine/
Detemir 

劑量 (U/公斤 )

≥ 40 0.4 ≥ 8 0.4

30 0.3 6 0.3

20 0.2 4 0.2

10 0.1 2 0.1
*NPH, Neutral Protamine Hagedorn; NPL, Neutral Protamine Lis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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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類固醇誘發高血糖的建議處理流程圖

篩檢:前2-3天測量午餐後或
     晚餐前的指尖血糖

診斷:餐後血糖>200mg/dL或 
     空腹/餐前血糖>140mg/dL

餐前血糖≤200mg/dL

中效類固醇

胰島素治療 胰島素治療

晚餐前血糖 
>200mg/dL

晚餐前血糖 
>200mg/dL

晚餐前血糖 
>140mg/dL

早餐前血糖 
>140mg/dL

早餐前和/或 
晚餐前血糖 
>140mg/dL

長效或關節內
注射類固醇

中效類固醇

早上單一劑量 ≥一天兩次劑量

晚餐前血糖 
>140mg/dL、
無午餐前
低血糖

早餐前胰島素
(NPH/NPL)注射

每2-3天增加
20%的胰島素

劑量

每2-3天增加
早餐前20%的
胰島素劑量

每2-3天增加
晚餐前20%的
胰島素劑量

每2-3天增加
20%的胰島素

劑量

一天兩次胰島素
(NPH/NPL)注射

2/3早餐前
1/3 晚餐前

基礎胰島素
(glargine/detemir)

長效或關節內
注射類固醇

Gliptin/Glinide
Gliptin/Glinide
/Sulfonylurea

餐前血糖>200mg/dL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217

第二十三章 與糖尿病相關的特殊情況

(2). 其他藥物

部份降血壓藥物、降血脂藥物、抗癌藥物、抗感染藥物、第二

代抗精神病藥物、抗憂鬱藥物以及賀爾蒙等也可能誘發高血糖或新

生糖尿病。藥物誘導高血糖症的主要機制與可能的藥物可參考表八

[750]。

表八 藥物誘導高血糖症的主要機制與可能的藥物

主要機制 可能的藥物

減少胰島素分泌和 /或胰島素產生 乙型阻斷劑 *、鈣離子阻斷劑
利尿劑 * (與低血鉀有關 )
抗心律不整藥物 *
免疫抑制劑 (tacrolimus, 
cyclosporine)
Diazoxide
Phenytoin
Pentamidine*
L-asparaginase

減少周邊胰島素敏感性和 /或促進
體重增加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抗憂鬱藥物
類固醇 *
乙型刺激劑
口服避孕藥
抗病毒藥物
生長激素
菸酸 *
利尿劑 *
Statins
干擾素 *

通過促進肝臟糖質新生和 /或肝糖
分解來增加葡萄糖產量

類固醇 *
菸酸 *
乙型阻斷劑 *
利尿劑 *

破壞胰島細胞，導致β細胞損傷 干擾素 *
Pentamidine
Statins
類固醇 *

*涉及多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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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染與疫苗注射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糖尿病人較容易發生感

染
高

有 (肺結核
[758, 760, 

762] 肝膿瘍

[764])

糖尿病人流感疫苗注射 中 強烈建議 有 [766]

糖尿病人肺炎疫苗注射 低 中等建議 有 [768]

糖尿病人較容易發生感染

糖尿病人在合併感染時，會出現嚴重的影響。在血糖控制不佳

的病人，較容易發生感染，而且也較為嚴重；反之糖尿病人的感染，

也會使血糖控制不佳，血糖增加之後，又會進一步使感染惡化，最

後落入嚴重的惡性循環。易發生於糖尿病人的感染，包括泌尿道感

染、肺炎、肺結核、皮膚、惡性外耳道炎、口腔感染及肝膿瘍等。

糖尿病人的泌尿道感染較為常見，而且也較為複雜，它會導致

腎盂腎炎和敗血症 [755]，其中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和克
雷白氏菌（Klebsiella spp.）是最常見的菌種。念珠菌（Candida）
的黴菌感染亦會導致膀胱發炎、腎膿瘍和腎周圍膿瘍（perinephric 
abscess）；陰道黴菌感染是陰道炎常見的原因。

肺炎在糖尿病人，也是常見的感染，常見的菌種有肺炎鏈球

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葡 萄 球 菌（Staphylococcus 
spp.）和格蘭氏陰性桿菌；在呼吸道麴菌病（Aspergillosis）和白黴
菌病（Mucormycosis）等黴菌的感染，在糖尿病人也是可能的肺炎
病原 [756]。

糖尿病人得到結核菌感染的機會在世代研究分析的研究中發現

約為非糖尿病人的 3.1 倍，在病例對照分析研究為 1.2-7.8倍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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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健保資料庫分析為 1.3倍 [758]。在血糖較高及較多糖尿病併
發症的患者其肺結核風險更高 [759, 760]，而且伴隨較高的死亡率
及復發率，也可能有較高機率出現多重抗藥性結核，因此當糖尿病

人咳嗽超過 2 週時，建議轉診至胸腔科或感染科，進一步篩檢結核
菌感染 [761, 762]。 

在其它部位的感染包括皮膚，特別是在下肢，感染的足部潰瘍

常為多種菌種所致，最常見的是葡萄球菌、鏈球菌、格蘭氏陰性桿

菌和厭氧菌；Fournier 氏壞疽常和陰部感染同時發生，而且容易致
命。惡性外耳道炎，在糖尿病人是經常被忽略的感染，其最常見的

致病菌為 Pseudomonas aeruginosa(>90%)，臨床上會出現耳朵痛，
頭痛，甚至顏面神經麻痺 [763]。牙周病會造成牙齒鬆動，在糖尿
病人出現的機會也愈來愈高，良好的口腔衛生是必要的（第十五章

第 12小節糖尿病人的口腔衛生）。此外，糖尿病人有較高的風險
得到細菌性肝膿瘍 [764]。

糖尿病人預防注射的建議

• 每年須接受流感疫苗注射，此建議不包含 6 個月以下的嬰幼兒
病人。

• 建議 2 歲以上的病人，注射肺炎雙球菌疫苗，特別在 65 歲
以上的病人未接種過，建議 1劑 13價結合型肺炎鏈球菌疫苗
(PV13)，一年後再 1劑 23價多醣體肺炎鏈球菌疫苗 (PV23)，
其它各劑次間之接種間隔建議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接種

計畫 [11]。
• 針對糖尿病人在流感和肺炎雙球菌感染的研究有限，但根據大
型觀察性的研究得知慢性病人（含糖尿病人）會增加流感住

院和併發症的機會 [765]，近年台灣健保資料庫研究顯示糖尿
病人施打流感疫苗可以減少住院率及死亡率 [766]，在病例對
照研究中也顯示流感疫苗可降低 79%糖尿病人流感的住院率
[767]。糖尿病人也較易感染肺炎雙球菌，如果是院內感染肺
炎雙球菌敗血症的死亡率，可高達 5成，現今有安全的疫苗，
可以降低感染的嚴重度和住院率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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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器官移植後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器官移植後使用免疫抑

制劑易誘發糖尿病
中

器官移植後患者建議篩
檢是否有糖尿病

中 強烈建議

移 植 後 高 血 糖 相 當 常 見， 所 謂「 移 植 後 糖 尿 病 」

（posttransplantation diabetes mellitus, PTDM）泛指在移植後任
一時間發現有糖尿病，而另一名稱「新發生的移植後糖尿病」（New 
onset diabetes after transplantation, NODAT）則排除急性期及移
植前有未診斷糖尿病的患者。移植後糖尿病的確診時間為急性期過

後且免疫抑制劑的劑量穩定時，以葡萄糖耐受試驗為黃金準則，也

可利用空腹血糖及糖化血色素篩檢，但在移植後受到貧血及腎功能

影響下，糖化血色素若在正常範圍仍無法排除有糖尿病 [769]。

器官移植後新發生的糖尿病會因不同的器官而有所不同，腎臟

移植 4-25％、肝臟移植 2.5-25％、心臟移植 4-40％、肺部移植 30-
35％。然而發生率的差異也與糖尿病的定義不同，追踪時間長短不
一，以及是否存在可變或不可變危險因子有關 [770]。

從大型流行病學研究得知，腎臟移植後的第 1 年，糖尿病發
生率大幅增加，移植前糖尿病的發生率約為 6.0%，移植後、腹
膜透析者，上升至 13.3%，而血液透析者，上升至 14.9%，且比
一般糖尿病人，更容易罹患糖尿病併發症，平均只需 1.8 年，即
會得到第 1 個併發症，不但增加醫療花費，且影響移植後的成果
[771]。例如：增加 60%移植器官的失敗率，增加 90%病人的死亡
率 [772]。很多風險因子，會增加器官移植後糖尿病的發生，其中
最多約占 74%者，是移植後使用免疫抑制劑所致。簡單地說，使用 
corticosteroid、calcineurin inhibitors和 sirolimus 較易引發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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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zathioprine、mycophenolate mafetil 的影響則較小 [771]。
因無研究證據需換別種的免疫抑制劑預防或改善糖尿病，建議依患

者移植排斥的風險選擇最合適藥物而非糖尿病風險。 

移植後糖尿病的診斷及治療可參考表九 [769]

表九：移植後糖尿病的診斷及治療

診斷

0-7 胰島素

胰島素
口服降血糖藥

檢查是否有糖尿病

1.葡萄糖耐受試驗
2.空腹血糖
3.糖化血色素

生活習慣調整
口服降血糖藥
胰島素

8-45

46-365

>365

移植後時間(天) 處置

無法確診是否為
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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