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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糖尿病的小血管併發症與糖尿病足

1.視網膜病變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成人和 10 歲以上第 1 型
糖尿病人，在發病 5 年
內，就應該要接受初次包
括散瞳的眼科完整檢查。

中 強烈建議

第 2 型糖尿病人，在診
斷後，應儘快接受初次包
括散瞳的眼科完整檢查。

中 強烈建議

後續眼科追蹤，不論是
第 1 型或第 2 型糖尿病
人，皆建議每年至少檢查 
1 次。如經過 1 次或以上
的檢查皆為正常，則可減
少檢查的頻率，可改為每 
2-3 年檢查 1 次。但若出
現病變，則應增加檢查的
頻率。

中 中等建議

糖尿病的婦女計畫懷孕
或已懷孕者，在孕期前 3 
個月內，應做完整的眼科
檢查。並告知可能會發生
或進展為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的風險，且應於懷孕
期間，密切追蹤至產後 1 
年。

中 強烈建議

高品質的眼底攝影可以
檢查出大部份具有臨床
意義的視網膜病變，但是
眼底攝影只能當成篩檢
的工具，不能算是完整的
眼科檢查。

低 中等建議

( 接續下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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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適當控制血糖、血壓，可
減少視網膜病變的風險
和進展。

高 強烈建議

黃斑部水腫，嚴重非增殖
性或增殖性糖尿病視網
膜病變，應轉介至眼科醫
師診治。

高 強烈建議

雷射光凝固法，可減少下
列病人喪失視力的風險。

• 部分嚴重非增殖性
糖尿病視網膜病
變。

• 高危險群的增殖性
糖尿病視網膜病
變。

高 強烈建議

針對黃斑部水腫或有新
生血管形成，眼科醫師可
注射新生血管抑制劑至
玻璃體。

高 強烈建議

為保護心臟，而在罹患糖
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患者
投予阿司匹靈，並不會增
加視網膜出血的風險，並
非禁忌使用。

高 中等建議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成年人失明的最主要原因 [449]。據統計，
發病 5 年，約 20%的病人會發生不等程度的視網膜病變，10 年後
增為 60%，20 年則約為 90%。因此 10-12%的病人失明，也使得
糖尿病人失明率為一般沒有糖尿病人的 25 倍 [450]。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的風險因子，以罹病時間愈長，血糖和血壓控制不良為主；另

外若病人同時罹患腎病變、動脈硬化、吸菸、和懷孕等，也可能加

劇其病變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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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分為：

1. 非增殖性（non-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NPDR）：
表示視網膜基質上的血管出現小阻塞，有局部缺氧、點狀出

血和滲出物等，依病變的表現再區分為輕微、中度、嚴重。

視力初期多無明顯改變。

2. 黃斑部水腫（diabetic macular edema,DME）：視網膜中心
區的黃斑部，是視網膜上感光細胞最集中的地方，如果出現

血管滲漏，導致黃斑部水腫，視力則會逐漸受到影響。

3. 增殖性（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PDR）：有新生
血管形成，可引起眼球內大出血、或拉扯出視網膜剝離，造

成視力大幅減退，甚至失明。

完整的視網膜散瞳檢查，並配合視網膜干涉光斷層掃描或螢光

血管攝影，較易發現視網膜病變，初期建議控制血糖和血壓，進而

以雷射治療水腫、出血，則可減少 50%的失明機率 [452]。但若已
進入嚴重的增殖性，則需接受手術，才能減緩視網膜出血或剝落所

造成的失明。臨床上經常使用的眼底攝影可以檢查出大部份具有臨

床意義的視網膜病變，但是眼底攝影只能當成篩檢的工具之一，不

能算是完整的眼科檢查。第 1 型糖尿病人，發病 5 年內，建議做第 
1 次的視網膜檢查；而第 2 型糖尿病人，則建議在新診斷糖尿病時，
就建議做第 1 次的視網膜檢查，隨後再依醫師建議追蹤的時間，一
般至少 1 年建議做 1 次的視網膜檢查，如果一連幾次眼底檢查都正
常，則可改成 2 年檢查 1 次 [451]。

根據 DCCT/EDIC追蹤第 1型糖尿病 30年的視網膜篩檢結果來
做建議 [453]: 沒有視網膜病變的人，依據 HbA1c的高低大約一至
五年檢查一次即可。輕度、中度 DR或眼底照片品質不好者，要轉
診到眼科做詳細的檢查。 凡是有重度 NPDR，PDR或侵犯中區的黃
斑部水腫 (Central-involved DME)要立即轉診到眼科做治療。

懷孕的糖尿病人，從懷孕起，建議每 3 個月檢查 1 次，直到產
後 1 年為止。糖尿病人，若血糖突然急遽變動，視力突然減退，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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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黑影或雙影出現，更建議主動至眼科就診，以免延誤最佳的治

療時機 [454]。

治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首重血糖及血壓的控制 [455, 456]。
嚴重的非增殖性或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則建議考慮雷射治療 
[457-459]。雷射治療區分為周邊的全網膜光凝固術 (pan-retinal 
photocoagulation)。若進展到嚴重的增殖性視網膜病變，導致玻璃
體出血，甚至出現牽引性的視網膜剝離，建議進行玻璃體切除手術，

清除血塊、修補視網膜，才能挽救部分的視力。目前，針對黃斑部

水腫有新生血管形成，眼科醫師可注射新生血管抑制劑至玻璃體，

雖可獲得一些視力改善的效果，但在藥效過後，可能會有復發的情

況，此時病人需再次接受治療。[459-462]

2.糖尿病腎臟疾病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DKD篩檢 : 
1.對象：得病 5年（含）
以上之第 1型糖尿病
人及所有新診斷第 2
型糖尿病人和糖尿病
孕婦。

2.方法：檢測尿液中白
蛋白和肌酸酐的比
值（ur ine  a 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UACR） 與 檢 驗 血
清 肌 酸 酐 值 (serum 
creatinine)，並換算成 
eGFR。

中 強烈建議

積極控制血糖可減少或
延緩腎病變的發生。

高 == 強烈建議

針對大部分糖尿病腎病
變病人，血糖控制的目標
為糖化血色素在 7.0%以
下。

中 中等建議

( 接續下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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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積極治療高血壓可減少
或延緩腎病變的發生和
惡化。

高 強烈建議

血壓目標：無白蛋白尿
的病人，維持在 140/90 
mmHg以下；有白蛋白
尿病人，維持在 130/80 
mmHg以下。

中 中等建議

尿液白蛋白 /肌酸酐比值
≧ 300 mg/g，eGFR<60 
mL/min/1.73 m2 之高血
壓者 , 建議優先使用血
管張力素轉換酶抑制劑
(ACEI)或血管張力素受體
拮抗劑 (ARB)＊。

高 強烈建議

血壓正常，且尿液白蛋白
/肌酸酐比值介於 30-299 
mg/g的糖尿病人，可考
慮使用血管張力素轉換
酶抑制劑 (ACEI)或血管
張力素受體拮抗劑 (ARB)
＊。

低 中等建議

＊非懷孕者

流行病學

糖尿病是慢性腎臟疾病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的重要危
險因子。多數歐美國家之糖尿病人有 20-40%發生 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 [463-465]，是構成 ESRD和透析之主因 [466]。

隨著糖尿病盛行率上升，臺灣 DKD的罹病人數也逐年增加，已
構成透析患者之主因 [467]。根據臺灣健保資料庫的研究報告，臺
灣糖尿病患者的腎臟疾病盛行率從 2000年的 13.32%，逐年上升至
2009年的 15.42%。接受透析的盛行率也由 2000年的 1.50%上升
至 2009年的 2.46%[13]；1999-2012年第 1型糖尿病的 DKD累積
發病率更高達 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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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及防治糖尿病腎病變的重要性

(1)糖尿病腎臟疾病是 ESRD及透析的主要原因；(2)糖尿
病合併 CKD將顯著增加心血管疾病與全死因死亡率 (all cause 
mortality)；(3)臨床上有簡易方法可篩檢糖尿病腎臟疾病及其分期：
包括尿液白蛋白 /肌酸酐比值，及 eGFR檢查；(4)糖尿病腎臟疾病
反映全身血管和神經病變；(5)已發現糖尿病腎臟疾病的危險因子；
(6)已有大型研究證實良好的血壓與血糖控制，可延緩糖尿病腎病變
發生及惡化；(7)腎臟是血糖調節和藥物代謝的重要器官，藥物種類
和劑量必需依據腎臟疾病嚴重度做選擇和調整。

篩檢 

第 1型糖尿病人大部分在診斷十年後才會出現腎臟病變，但是
部分的第 2型糖尿病人在診斷時就發生腎病變。糖尿病腎病變大多
無臨床症狀，因此，第 1型糖尿病病人罹病五年後、及所有新診斷
的第 2型糖尿病病人，建議接受糖尿病腎病變之篩檢。篩檢項目包
含隨機尿液白蛋白 /肌酸酐比值 (urinary albumin/creatinine ratio, 
UACR)及血清肌酸酐，並估算腎絲球過濾率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463, 468]。

白蛋白尿篩檢方式可隨機測量尿液白蛋白和肌酸酐比值

(UACR)。UACR < 30 mg/g為正常 UACR值，UACR ≥ 30 mg/g稱為
白蛋白尿 (albuminuria)。因生理之變動，尿液白蛋白排出量的變異
性大，所以糖尿病人建議在三到六個月內接受三次 UACR的篩檢，
若二次以上之 UACR ≥ 30 mg/g才診斷為白蛋白尿期。篩檢和定期
監測 UACR時，務必注意某些非糖尿病腎病變之生理或疾病也會增
加 UACR，例如感染、發燒、心臟衰竭、血糖過高、血壓過高、經
期及 24小時內運動等 [469]。

eGFR已被廣泛應用於慢性腎臟疾病 (CKD)的診斷與分期，其
估算可使用 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公式。
ADA及 KDOGI亦建議糖尿病人同時檢測 eGFR，以篩檢 CKD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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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分期。eGFR＜ 60 mL/min/1.73 m2為 CKD第三，四或五期。
eGFR ≥ 60 mL/min/1.73 m2且併有白蛋白尿或病理，尿液，血液，

影像學之腎臟傷害的證據，可診斷為 CKD第一或二期（表一）[468, 
469]。

診斷

臨床上，若糖尿病人 UACR ≥ 30 mg/g 或 eGFR ＜ 60 mL/
min/1.73m2，且無其他原發性腎臟疾病，通常就可以診斷為 DKD。
典型的 DKD是具有長期糖尿病史、視網膜病變、白蛋白尿且無其他
尿液檢驗異常、腎臟功能漸進性下降。然而部分的第 2型糖尿病人
出現 CKD但無視網膜病變，甚至在診斷糖尿病時就發生 CKD [469]。

糖尿病合併 CKD的病人，如果有以下症狀 , 需排除其他腎臟疾
病：(1)尿液檢驗出現紅血球 / 白血球或其柱狀體；(2)快速增加之
白蛋白尿或合併腎病症候群；(3)GFR快速下降；(4)未合併糖尿病
視網膜病變；(5)合併全身性疾病；(6)eGFR在使用 ACEi/ARB後三
個月內下降＞ 30%。需要時建議轉介腎臟專科醫師，評估是否施行
腎臟切片及其他檢查 [469]。

分期（表一）

ADA和 KDOGI對 DKD之分期主要依據 UACR及 eGFR：(1)依
據 UACR分期為正常白蛋白尿 (UACR < 30 mg/g)、微量白蛋白尿
(UACR ≥ 30-299 mg/g)和巨量白蛋白尿期 (UACR ≥ 300 mg/g)。
2015年後 , ADA依據 UACR只分期為正常白蛋白尿 (UACR < 30 
mg/g)和白蛋白尿 (UACR ≥ 30 mg/g) 。(2)依據 eGFR值之高低分
為 CKD 第 1、 2、 3a、3b、4 和 5期 [463, 468, 469](表一 )。

第 2型糖尿病人常合併其他共病症，如肥胖、高血壓、高血脂、
心血管疾病等，以及高齡，因此形成腎臟病變之機轉比第 1型糖尿
病更為複雜。幾個大型世代研究指出 eGFR＜ 60 mL/min/1.73m2

的第 2型糖尿病病人中，有高達 50 % 以上之病人 UACR是正常，
被稱為 normoalbuminuric diabetic kidney disease(NADKD)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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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腎臟切片之病理特徵是腎小管間質和血管之病變，或典型之
腎絲球變化者，但是亦有非糖尿病腎病變者 [473]。隨著糖尿病盛
行率的增加，NADKD病人也越來越多，國外及我國 NADKD病人，
心血管疾病與死亡率顯著提高 [472, 474] 。

表一 . 慢性腎臟病之分期

慢性腎臟病階段
腎絲球過濾率值

ml/min/1.73m2 類型

第一期 ≧ 90
腎功能正常，但出現白

蛋白尿或腎臟傷害之證據

第二期 60-89
輕度腎衰竭且出現白蛋

白尿或腎臟傷害之證據

第三期
3a  45-59
3b  30-44

中度腎衰竭

第四期 15-29 重度腎衰竭

第五期 < 15或透析 末期腎衰竭

定期監測 (表二 )

篩檢確診是否罹患 DKD後，所有糖尿病人應每年監測一次
UACR、血清 Cr和血鉀，以定期確定 DKD的發生或惡化、DKD的相
關併發症，以及確認藥物之效果或副作用，並做為藥物改變及劑量

之調整，或決定是否轉介腎臟專科醫師。

eGFR 45-60 mL/min/1.73m2之病人每半年檢測一次 eGFR，每
年測定腎功能相關之電解質、HCO3、鈣、磷、副甲狀腺賀爾蒙、
血色素和白蛋白。eGFR 30-44 mL/min/1.73m2之病人每三個月檢

測 eGFR，且每六個月測定電解質、HCO3、鈣、磷、副甲狀腺賀爾
蒙、血色素、白蛋白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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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CKD糖尿病人之處置 [469]

eGFR(mL/min/1.73 m2) 建議處置

All patients 每年測量 UACR, serum Cr, potassium

45-60

如果懷疑為非糖尿病引起之腎臟病，轉介至
腎臟專科醫師
考慮調整藥物劑量
每 6個月測 eGFR
至少一年測量 electrolytes, bicarbonate, 
hemoglobin, calcium,phosphorus和
parathyroid hormone
確認 vitamin D sufficiency
Hepatitis B virus疫苗注射
考慮 BMD測定
營養師指導

30-44

每 3個月測 eGFR
每 3-6個月測量 electrolytes, bicarbonate, 
calcium, phosphorus,   parathyroid 
hormone, hemoglobin, albumin
藥物劑量調整

＜ 30 轉介腎臟專科

危險因子

找出預測 DKD形成與惡化的危險因子，可以制定正確的醫療
策略和目標。綜合幾個大型研究，包括 UKPDS (UK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475], RENAAL (Reduction of Endpoints in NIDDM 
with the Angiotensin II Antagonist Losartan) [476], ADVANCE 
(Action in Diabetes and Vascular Disease: Preterax and Diamicron 
MR Controlled Evaluation) [477], The AMD Annals Initiative[478]
和我國國衛院 DMIDS (Diabetes Management through an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479-482]和國內其他研究 [483-486]，可以發
現高 HbA1c、HbA1c變異度大、高 SBP、高 triglyceride、低 H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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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esterol、體重過重、胰島素阻抗性大、吸菸、不運動、低
eGFR、高UACR、視網膜病變、心血管疾病、肌酸酐增加、尿酸增加、
白蛋白降低、血紅素降低、及男性、高年齡、腎臟疾病家族史、糖

尿病病期、C型肝炎以及低教育程度，可以預測DKD的發生或惡化。

總結來說，年齡、男性、腎臟疾病家族史、糖尿病病期是不可

改變的危險因子； 體重過重、胰島素阻抗性大、不運動、及吸菸是
生活型態可以改善的；低 eGFR、高 UACR、尿酸增加、低白蛋白、
或低血紅素是 CKD的表徵；高血壓、HbA1c和血脂異常是必需積極
治療的危險因子。

轉介腎臟專科醫師

當糖尿病人因腎臟疾病之病因不能確診時，eGFR＜ 30 mL/
min/1.73m2，以及貧血、次發性副甲狀腺功能過高症、代謝性骨疾

病、頑抗性高血壓或電解質不平衡，建議轉介腎臟專科醫師，以增

進醫療照護品質和延緩透析時機 [469]。

處置

營養

在透析前之 DKD病人每公斤體重每天蛋白質的攝取量建議為
0.8公克 /每公斤體重。每公斤體重攝取量超過 1.3公克會加重白蛋
白尿和 CKD的嚴重度，以及增加心血管死亡率。食物之鈉和鉀的攝
取量亦需因高血壓、服用藥物、檢驗而做適當的限制 [463, 469] 。

血糖控制

DCCT在第 1型糖尿病人 [487, 488]以及 UKPDS[426, 489]和
ADVANCE[236, 489]在第 2型糖尿病人證實積極血糖控制 (HbA1c
在 6.5%至 7%)可以防止白蛋白尿和 CKD的發生或惡化。這些研究
多年的延續追蹤發現，雖然糖化血色素和對照組並無差異，但 CKD
的發生和惡化持續顯著減少，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和死亡率也呈現明

顯降低。所以未併有 CKD的糖尿病人，血糖的控制目標為 HbA1c
在 7%以下 [236, 4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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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在積極血糖控制組之死亡率增加 [490]，後期分析
發現，死亡率在 CKD病人較無 CKD病人更高 [491]。ACCORD和
ADVANCE在積極控制血糖之研究中低血糖發生率顯著增加 [492, 
493]。低血糖的發生不僅增加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 [493]，也加重
DKD的嚴重度 [494]，所以 DKD病人服用抗糖尿病藥物，我們務必
避免低血糖的發生，尤其是注射胰島素，或服用 Sulfonylureas和
Meglitinides的病人。

加拿大追蹤四年研究指出，第三和第四期 CKD之糖尿病人
HbA1c小於 6.5%和高於 8%時的死亡率增加，但 HbA1c＜ 7%者
的 ESRD發生率較 7%以上者為高 [495]。

最近二年多有很多大型前瞻性研究證實 SGLT2抑制劑，GLP-1 
receptor agonist能夠減少 DKD的發生和惡化，這些作用被認為是
對腎臟的直接作用而非經由血糖的控制 [259, 260, 288, 429, 496, 
497]。重要大型研究包括EMPA-REG OUTCOME Trial (Empagliflozin) 
[259]，CANVAS Trial (Canagliflozin) [260, 496], LEADER Trial 
(Liraglutide) [288],和 SUSTAIN-6 Trial (Semaglutide) [429]。

腎臟是葡萄糖調節以及藥物代謝的重要器官，CKD會改變抗高
血糖藥的藥物動力學和代謝，低血糖容易發生。尤其糖尿病罹病期

太久，神經病變，老年人認知障礙，低血糖未覺者，心血管共病者

會容易發生低血糖造成死亡。

當 eGFR減少時，要跟著調整藥物劑量。美國 FDA[498]和我國
衛福部發佈 eGFR＜ 30/mL/min/1.73m2應禁服 metformin, eGFR
＜ 30~45 mL/min/1.73m2 時 metformin建議減量，且常測 eGFR
以評估metformin之利弊。eGFR＜ 45mL/min/1.73m2病人不應首

選metformin。服用metformin而 eGFR 30-60mL/min/1.73m2者，

建議隨時注意腎功能惡化的疾病或事件時，例如使用顯影劑。

其他抗糖尿病藥物在 DKD病人，亦需因腎臟衰竭之嚴重度而適
度調整，表三是參酌文獻 [499, 500]，以及相關藥物在指引編寫期
間的中文仿單，整理出糖尿病人抗糖尿病藥物劑量調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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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抗糖尿病藥依據 GFR調整劑量之建議

藥物 GFR<60ml/min/ 1.73 m2時之建議劑量調整

Biguanide
   Metformin eGFR＞ 45時，不需劑量調整

eGFR=30-45時，建議減量使用
eGFR＜ 30時，不建議服用

Sulfonylureas
   Glipizide
   Glimepiride
   Glyburide

腎功能不好時，容易有低血糖，建議謹慎使用

腎功能不好時，容易有低血糖，建議謹慎使用

腎功能不好時，容易有低血糖，建議謹慎使用

Meglitinides
   Repaglinide
   Nateglinide

隨餐服用，注意低血糖

eGFR＜ 30時，起始量隨餐 60 mg，注意低血糖

Thiazolidinediones
   Pioglitazone 不需劑量調整，注意心臟衰竭和骨折

α-Glucosidase inhibitors
   Acarbose
   Miglitol

eGFR＜ 25時避免服用
eGFR＜ 25時避免服用

GLP-1 RAs
   Exenatide
   Liraglutide

   Lixisenatide

   Albiglutide
   Dulaglutide

eGFR 30-50時謹慎使用；eGFR＜ 30時不建議使用
不需調整劑量，但於 eGFR＜ 30與腎病末期患者，臨床
報告有限

eGFR=60-89時不調整劑量
eGFR=30-59時不調整劑量，但應注意副作用及腎功能
eGFR=15-29時之臨床報告有限
eGFR＜ 15時，不建議服用
eGFR=15-60時不需調整劑量
不需調整劑量

( 接續下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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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GFR<60ml/min/ 1.73 m2時之建議劑量調整

DPP-4 inhibitors
   Sitagliptin

   Saxagliptin

   Linagliptin
   Alogliptin

   Vildagliptin

eGFR＞ 50時，不需調整劑量
eGFR=30-50時，每日 50 mg
eGFR＜ 30時，每日 25 mg
eGFR＞ 50時，不需調整劑量
eGFR≦ 50時，每日 2.5 mg
不需調整劑量

eGFR＞ 60時，不需調整劑量
eGFR=30-60時，每日 12.5 mg
eGFR＜ 30時，每日 6.25 mg
eGFR ≧ 50 時，不需調整劑量
eGFR ＜ 50 時，每日 50 mg

SGLT-2 inhibitors
   Canagliflozin

   Dapagliflozin

   Empagliflozin

eGFR≧ 60時，不需調整劑量
eGFR=45-59時，每日 100 mg
eGFR＜ 45時，不建議服用
eGFR≧ 60時，不需調整劑量
eGFR<60時，不建議服用
eGFR≧ 45時，不調整劑量
eGFR＜ 45時，不建議服用

Long acting insulin
Short acting insulin
Premixed insulin

腎功能不好時，容易有低血糖，建議謹慎使用

血壓控制

如前所述，高血壓是糖尿病人 DKD發生和惡化的危險因子，
DKD會加重心血管疾病，反之心血管疾病亦會惡化腎功能。所以高
血壓之控制能同時降低心血管疾病與 DKD的發生和預後 [357, 501-
503]。

無白蛋白尿的病人，高血壓應該控制在 140/90 mmHg以下；
有白蛋白尿病人，應該控制在 130/80 mmHg以下，但舒張壓應該
維持在 60 mmHg以上。

尿液白蛋白 /肌酸酐比值≧ 300 mg/g, eGFR<60 mL/min/1.73 
m2之非懷孕高血壓糖尿病人，強力建議優先使用血管張力素轉換

酶抑制劑 (ACEI)或血管張力素受體拮抗劑 (ARB)，二者可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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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D之惡化與心血管疾病之事件 [504, 505]。UACR = 30-299 mg/
g之非懷孕高血壓糖尿病人，可優先使用 ACEI或 ARB，二者可以防
止嚴重白蛋白尿 (UACR ≥ 300mg/g)之進行，但未證實可防止進入
ESRD[506]. UACR<30 mg/g之非 CKD的高血壓糖尿病人，ACEI或
ARB並未被證實較其他抗高血壓藥更能防止 DKD的發生。ACEI和
ARB並用會造成高血鉀或急性腎衰竭。血壓正常且 UACR=30-299 
mg/g的糖尿病人，雖可考慮使用 ACEI或 ARB，但仍未有大型臨床
試驗證實可防止 DKD的預後。開始使用 ACEI或 ARB後，建議檢測
血清肌酸酐和鉀離子的濃度。ACEI和 ARB會造成高血鉀或急性腎
衰竭 [469]。

血脂控制

DKD會誘發脂質代謝異常，同時脂質異常也會造成腎臟傷害。
因 DKD之危險因子的多樣性，脂質異常較難呈現 DKD之預測性。
因多數臨床試驗證實未透析 CKD病人服用 statin能減少心血管事件
和死亡率，所以 KDIGO建議未透析糖尿病人接受 statin治療 [468]。
不同學會對於 DKD病人血脂控制的建議並不相同，美國糖尿病學
會 2018年的指引建議，針對已有動脈硬化疾病 (ASCVD)的糖尿病
人給予高強度的 statin，LDL目標在 70 mg/dl以下；針對沒有動
脈硬化疾病 (ASCVD)的糖尿病人，則視年紀 (40歲以下或以上 )，
以及動脈硬化疾病危險因子，來決定是否給予 statin，以及給予中
強度或高強度的 statin，而 DKD就是其中一個危險因子 [364]。歐
洲心臟學會與歐洲動脈硬化學會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nd European Atherosclerosis Society) 於 2016年推出的指引，針
對第 1型糖尿病人，若合併有白蛋白尿或腎臟疾病，建議直接使用
statin治療，不管原本 LDL-C的濃度是多少；針對第 2型糖尿病人，
若合併有心血管疾病或是 DKD，建議血脂的目標為 LDL-C<70 mg/
dL，non-HDL-C<100 mg/dL 以及 ApoB<80 mg/dL [507]。然而，
由於東西方人體質不同，國人是否適合使用高強度之 statin，目前
仍未有定論；此外，因為台灣特殊的國情，使用罹患心血管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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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而非 LDL-C之切點來考量是否使用 statin，也有現實上的考
量，這些因素都是臨床上治療病人時要考慮的。實務上，CKD病人
之 statin劑量需依腎臟功能而調整劑量 (表四 )，而接受透析前已服
用 statin的病人，在進入透析時可繼續服用 statin。

表四 . KDIGO對 eGFR＜ 60mL/min/1.73m2 之 CKD病人的 statin
劑量建議 [468]

名稱 劑量 (mg/day)

Fluvastatin 80

Atorvastatin 20

Rosuvastatin 10

Simvastatin/ezetimibe 20/10

Pravastatin 40

Simvastatin 40

Pitavastatin 2

其他處置

如前所述，台灣及國外研究指出高血壓、高血糖以及脂質異常

的共同控制，可以防治 DKD的發生及進行。此外，也要建議病人戒
菸、治療體重過重、以及避免或減少腎毒性藥物與顯影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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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經病變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第 1型糖尿病人罹病後 5
年或第 2型糖尿病人於
新診斷時，建議開始篩檢
周邊神經病變。如果正
常，建議每年接受 1次
周邊神經病變的篩檢。

中 中等建議

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的
定義為：「糖尿病人經排
除其他會導致周邊神經
病變的病因，以理學檢查
或電生理測試後，仍呈現
周邊神經功能異常的徵
兆和症狀」。

專家建議 中等建議

糖尿病心臟的自主神經
病變與未來死亡率增加
有關。

中 中等建議

主動詢問神經病變症狀，
是篩檢糖尿病神經病變
最容易的方法之一。

中 中等建議

周邊神經病變的理學診
斷，包括跟腱反射、單股
纖維壓力之壓覺，及頻率
128-Hz音叉測定足趾背
部之震動感。

高 強烈建議

良好的血糖控制，可以預
防第 1型糖尿病人神經
病變的出現和進行。

高 強烈建議

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痛，
目前仍以症狀治療為主。
Pregabalin 與 duloxetine 
是治療糖尿病周邊神經
病變痛的首選藥物。

高 強烈建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 147

第十六章　糖尿病的小血管併
　　　　　發症與糖尿病足

前言

糖尿病神經病變 (Diabetic Neuropathy)為糖尿病人常見的慢
性併發症之一。雖然糖尿病神經病變在臨床上可以有廣泛性神經病

變 (diffuse neuropathy)、單一神經病變 (mononeuropathy)、或其
他型式表現，但目前臨床上較多著重在廣泛性神經病變的自主神

經病變 (autonomic neuropathy) 與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探討。[508]

(1)自主神經病變 (autonomic neuropathy)

一般而言，糖尿病神經病變隨糖尿病罹病時間增長而

盛 行 率 增 加。 第 1 型 糖 尿 病 人 在 the“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Epidemiology of Diabetes Interventions 
and Complications＂ (DCCT/EDIC) 研究追蹤期間，研究剛開始對照
組約 5%合併有自主神經病變，經過 5年追蹤的盛行率增至 9%，加
上後續追蹤 13年更上升至 34%。[509] 第 2型糖尿病經過 15年的
罹病時間，可達約 60%患者有自主神經病變。[508]

糖尿病自主神經病變的臨床表現，可包含：心血管方面 (如：
心律變異性減少、休息時心律變快、姿勢性低血壓、嚴重者甚至有

致死性心律不整 )、胃腸道症狀 (如：胃排空不良導致噁心嘔吐、腸
道蠕動不規律造成腹瀉或便秘 )、泌尿系統症狀 (如：神經性膀胱造
成排尿困難、性功能障礙 )、或排汗功能的異常。另外嚴重的低血
糖時，也可能因糖尿病自主神經病變造成無交感神經的症狀警惕，

導致不自覺性低血糖 (hypoglycemia unawareness)。

而糖尿病心臟的自主神經病變與將來死亡率增加有關。在第 1
型糖尿病人有心臟的自主神經病變者，10年內死亡率增加 5倍。
[510] 第 2型糖尿病有心血管疾病患者，合併有心臟的自主神經病
變者，增加三倍的心血管疾病復發率。[511] 在最近大型的第 2型
糖尿病研究 (ACCORD trial) 也證實患有心臟的自主神經病變者會增
加 2倍以上的死亡率。[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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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

臺灣地區過去調查第 2型糖尿病的研究，遠端對稱性多發性
神經病變盛行率約 30% 左右。[513-516] 值得注意的是，在糖尿
病前期，遠端對稱性多發性神經病變的風險就已上升。[517] 在
MONICA (Monitoring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KORA (Cooperative Research in the Region of Augsburg) 
Augsburg surveys 中，使用密西根神經病變篩檢量表（Michigan 
Neuropathy Screening Instrument, MNSI）評估結果，相對於神經
病變盛行率在糖尿病人為 28%，在糖尿病前期神經病變盛行率在糖
尿病人約為 12%。[518]

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在“台灣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臨床指引＂

中，建議對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的定義為：「糖尿病人經排除其

他會導致周邊神經病變的病因，以理學檢查或電生理測試後，

仍呈現周邊神經功能異常的徵兆和症狀」。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

以遠端對稱性多發性神經病變 (distal symmetric sensorimotor 
polyneuropathy, DSPN)為最常見。雖然約有一半的遠端對稱性
多發性神經病變病患可能無症狀，必須經由理學檢查或電生理測

試後診斷。然而對於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痛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ic pain, DPNP) 主動詢問，仍是篩檢糖尿病神經病變最
容易的方法。[519] 目前臨床上常用的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篩檢量
表，包含：(1) DN4簡易疼痛量表 (Douleur Neuropathique en 4 
Questions, DN4)；(2) ID Pain簡易疼痛量表；另外 (3)密西根神
經病變篩檢量表（MNSI）則是經由足部理學檢查含跟腱反射及利
用 128 Hz音叉與 10公克之單股纖維（Semmes-Weinstein 10-g 
monofilament）的篩檢量表，有助於嚴重度的與預後的判斷；雖然 
(4) BPI-DPN簡易疼痛量表 (Brief Pain Inventory for patients with 
painful DPN):不是針對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設計的疼痛量表，但亦
可用於評估及追蹤患者治療前後的變化的品質評估。以上量表各有

特色，詳細內容可參考「台灣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臨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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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神經病變的治療

糖尿病神經病變是多重致病機制所造成的，其中包含高血糖、

高血脂與胰島素抗性等危險因子。因此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的預

防，目前仍重視血糖、血壓與血脂的控制。在 DCCT/EDIC 研究中，
治療組經血糖積極控制後，可減少神經病變的比例。[508] 而生活
型態的改善除了對於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的預防，藉由運動增加肌

力與平衡能力，更可以減少因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造成跌倒或其他

衍生的問題。[520, 521] 另外，根據台灣健保資料庫分析，糖尿病
周邊神經病變可導致下肢截肢機率增加 2.34 倍。[522] 因此，針對
糖尿病神經病變適當的足部照顧與護理衛教更為重要。[523]

對於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痛，目前仍以症狀治療 (symptomatic 
treatment) 為主，雖然過去許多藥物，包含：(1) 抗癲癇藥物 
(anticonvulsants)、(2) 三 環 抗 鬱 劑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TCAs) 、(3) 血 清 素 與 新 腎 上 腺 素 回 收 抑 制 劑 (serotonin-
norepinephrine reuptake inhibitors, SNRIs)、(4) 鴉片受體拮抗劑 
(opiate-receptor agonists)、與 (5) 外部用藥 (topical capsaicin)用
於治療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痛。[524] 根據 2017年美國糖尿病學
會的聲明：pregabalin與 duloxetine 則是治療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
痛的首選藥物。[508] 同樣的，台灣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在
臨床上也只核可 pregabalin和 duloxetine這兩種藥物，使用於緩解
DPNP的疼痛症狀。只是 pregabalin與 duloxetine的合併治療方式，
目前健保給付尚未明文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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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糖尿病足

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每一個傷口需同時評估
周邊血流、大小、深度、
感染、神經病變，以進
行分級

高 強

在所有初診斷糖尿病足
部感染的病人，建議安
排患部的 X光檢查，以
鑑定是否有骨骼異常（變
形或被破壞），以及軟
組織是否含有皮下氣腫
或是有 X光無法穿透的
異物

中 強 有

在 大 部 分 的 深 處 膿
瘍， 腔 室 症 候 群
（ c o m p a r t m e n t 
syndrome） 和 幾 乎 所
有壞死性軟組織感染
（necrotizing soft tissue 
infections）的情況下，
執行緊急外科手術是必
要的

低 強

建議在糖尿病足感染合
併有缺血性變化時，
尤其是在有危急性肢
體 缺 血（critical limb 
ischemia）的病人，心
血管專科醫師能及早介
入，儘早考慮血管成形
術

中 強

糖尿病潰瘍治療，減少
傷口因站立或行走造成
的壓力，即減壓治療
(offloading)是治療成功
的關鍵因素之一。

低 強

( 接續下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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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建議 證據等級 臨床建議強度 華人資料

糖尿病人，建議每年至
少進行一次周邊血管疾
病的相關病史詢問和理
學檢查

低 強

利用足踝及手臂收縮壓
比 值（ankle-brachial 
index, ABI） 篩 檢 周 邊
血 管 疾 病（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低 強

治療動脈硬化，包括戒
菸、控制血糖、高血壓
治療、對於有周邊血管
疾病的病人使用 statin
類藥物及抗血小板藥物。

高 強

為了保護足部，應指導
有糖尿病足潰瘍高風險
的糖尿病人，無論是在
家裡還是戶外，都不可
以赤腳，僅穿著襪子或
穿著薄底拖鞋走路

低 強

指導有糖尿病足潰瘍高
風險的糖尿病人，應穿
著適當鞋具，以預防足
底或非足底的足部潰瘍
首次發生，或非足底的
足部潰瘍一再發生。當
足部變形或潰瘍前期徵
象出現時，應考慮處方
治 療 鞋（therapeutic 
shoe）， 客 製 化 鞋
墊（ c u s t o m -  m a d e 
insole），或足趾裝具
（toe orthosis）

低 強

更詳細資料請參考本糖尿病學會於 2017年出版之糖尿病足照護指引，以及 IDF 2017年出版之
Clinical Practice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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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開發國家中每年約有 2%病人發生急性足部潰瘍，為非
創傷性下肢截肢最大的原因，平均約 1%糖尿病病人接受下肢截肢
[525, 526]。台灣健保資料庫統計，每年約有 1%糖尿病病人因嚴重
糖尿病足住院治療，而住院截肢率高達三成，即每年有千分之三糖

尿病病人須接受大、小截肢手術 [13]，與美國疾病管制局統計美國
糖尿病病人的年截肢率為千分之三點二相近 [527]。以目前全國糖
尿病病人總數估算，每年約有二萬二千餘病人將因嚴重糖尿病足住

院治療，而有六千七百位糖尿病病人因而失去下肢完整性。尤有甚

者，一旦病人發生糖尿病足潰瘍，其平均餘命僅 6.1年 [527]，而截
肢的患者平均餘命甚至只有 3.3年。糖尿病足對於病人本身及其家
庭，與國家社會的負擔皆相當的巨大。

糖尿病病人足部潰瘍的風險因子包括糖尿病神經病變、周邊血

管疾病、足部變形、足部受力改變、視力不佳等。潰瘍惡化、足部

感染、及周邊血管疾病為截肢的主要因子。一旦病人發生糖尿病足

潰瘍住院，治療常需整合內科代謝與感染的控制、血管科對於周邊

血管的診斷與治療、傷口照護、外科系的清創、以及復健科的輔具

與減壓處置。

A. 內科治療
1. 臨床上診視每一個傷口需同時評估周邊血流、大小、深度、
感染、神經病變，以進行分級 [528, 529]。在傷口已經進行
清潔或清創之後取得細菌培養，且優先選擇使用組織檢體

（tissue specimen）。如果棉棒拭子（swab）培養是唯一
可用的方法，則必須在清創和清潔傷口後才能使用棉棒拭子

培養。

2. 在所有初診斷糖尿病足部感染的病人，建議安排患部的 X光
檢查，以鑑定是否有骨骼異常（變形或被破壞），以及軟組

織是否含有皮下氣腫或是有 X光無法穿透的異物 [530]。
3. 可用探針觸骨（probe to bone test）檢查結果足部傷口深度
及是否有骨頭侵犯。如臨床懷疑骨髓炎而 X光片無法診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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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磁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MRI）可做為
進一步的影像學輔助診斷 [531]。

4. 在 大 部 分 的 深 處 膿 瘍， 腔 室 症 候 群（compartment 
syndrome）和幾乎所有壞死性軟組織感染（necrotizing soft 
tissue infections）的情況下，執行緊急外科手術是必要的
[532]。

5. 在骨髓炎伴隨軟組織感染的擴散，或軟組織包膜被破壞，或
X光片下骨頭漸進式被破壞，或骨頭已突出至潰瘍的情況下，
通常建議進行手術介入。

6. 建議在糖尿病足感染合併有缺血性變化時，尤其是在有危急
性肢體缺血（critical limb ischemia）的病人，心血管專科醫
師能及早介入，儘早考慮血管成形術 [533]。

7. 所有臨床上評估有感染的糖尿病足部傷口皆需要使用抗生素
治療。然而，不建議使用抗生素治療於臨床評估未感染的傷

口 [534]。
8. 對於具有足部潰瘍和嚴重周邊動脈疾病的病人，抗生素在治
療和預防感染的進一步擴散中仍然有重要作用。在某些情況

下，這些病人若進行成功的血管成形術，可能會暫時性增加

細菌活性 [535]。
9. 對於糖尿病足骨髓炎，未進行手術切除感染骨頭的病人建議
給予六週的抗生素治療，若所有感染的骨頭已被切除，則給

予不超過一週的抗生素治療 [536]。

B.手術治療的時機
1. 當面對部分中度至重度的足部感染時，儘早會診外科專科醫
師。

2. 在大部分併有深度膿瘍、腔室症候群，或是有壞死性的組織
感染時，儘早進行緊急手術是必要的。

3. 在骨髓炎伴隨軟組織感染的擴散，或軟組織包膜被破壞，或
X光片下骨頭漸進式被破壞，或骨頭已突出至潰瘍的情況下，
通常建議進行手術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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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周邊血管疾病治療
1. 針對糖尿病足病人，合併腳趾血壓低於 30 毫米汞柱或經皮
氧分壓（Transcutaneous oxygen pressure，TCPO2）低於
25 毫米汞柱時，應考慮血管影像學檢查及血管重建 [537]。

2. 針對糖尿病足病人，當接受最佳保守治療而潰瘍仍未有改善
時，應考慮血管影像學檢查及血管重建 [538]。

3. 針對未癒合之潰瘍，合併足踝血壓低於 50 毫米汞柱、或足
踝及手臂收縮壓比值小於 0.5時，應儘速安排血管影像學檢
查及血管重建 [539-541]。

4. 評估血管重建手術時，彩色都卜勒超音波、電腦斷層血管攝
影、核磁共振血管攝影或數位減影血管攝影皆能提供解剖學

上的資訊。

5. 血管重建的目標為提供直接的血流以供應至少一條足部動
脈，尤以直接供應傷口血液循環的動脈為最佳。血管重建術

後，如能使皮膚灌流壓力超過 40毫米汞柱、腳趾血壓超過
30毫米汞柱、或經皮氧分壓超過 25毫米汞柱，將能增加傷
口癒合的機會 [540, 542]。

6. 糖尿病足照顧中心應具備執行血管內導管治療及繞道手術之
能力 [543]。

D. 減壓治療
糖尿病潰瘍治療，減少傷口因站立或行走造成的壓力，即

減壓治療 (offloading)是治療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E. 篩檢與預防
1. 糖尿病病人每年需進行末端神經病變篩檢。(參考本指引神
經病變章節 )

2. 糖尿病人，建議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周邊血管疾病的相關病史
詢問和理學檢查 [544]。

3. 利用足踝及手臂收縮壓比值（ankle-brachial index, ABI）篩
檢周邊血管疾病（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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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病史或理學檢查中，若發現可能為周邊血管疾病的臨床
表現時，建議安排足踝及手臂收縮壓比值檢查，並視情形

安排節段性血壓（segmental pressures）及波型檢查，以
確定診斷 [545, 546]。

b. 當病人有周邊血管疾病的高風險時，即使病史或理學檢查
未發現可能的周邊血管疾病表現，仍可以考慮安排足踝及

手臂收縮壓比值的檢查 [545, 547]。
4.治療動脈硬化，包括戒菸、控制血糖、高血壓治療、對於
有周邊血管疾病的病人使用 statin類藥物、抗血小板藥物
[548-550]。

5. 為了保護足部，應指導有糖尿病足潰瘍高風險的糖尿病人，
無論是在家裡還是戶外，都不可以赤腳、僅穿著襪子或穿著

薄底拖鞋走路 [551]。
6. 指導有糖尿病足潰瘍高風險的糖尿病人，應穿著適當鞋具，
以預防足底或非足底的足部潰瘍首次發生，或非足底的足部

潰瘍一再發生。當足部變形或潰瘍前期徵象出現時，應考慮

處方治療鞋（therapeutic shoe），客製化鞋墊（custom- 
made insole），或足趾裝具（toe orthosis）[55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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