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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2020年統計報告指出

 2016年因慢性非傳染病而死亡約佔全球死亡人數的
70%。死因前4名分別為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
道疾病和糖尿病。

 國民健康署的調查，台灣18歲以上國人的糖尿病盛行
率約為9.8%，有超過200萬人罹患糖尿病。

 糖尿病不只可能併發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等合併症，
近期在Lance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等國際期刊都有報導，糖尿病病友感染COVID-19的
病毒出現併發症的風險較高，致死率大幅提高。

 糖尿病慢性病整合照護，不僅可以減少糖尿病併發症
的發生，提高糖尿病病友的生活品質，在遭遇類似
COVID-19等傳染疾病時，降低重症和致死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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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佔總死亡人數的比例超過六成

=>國際糖尿病聯盟預估到2045年全球糖尿病人口將超過
6億人，是2020年的1.5倍。



PATHOPHYSIOLOGIC DEFECTS IN TYPE 2 

DIABETES: THE OMINOUS OCTET

1.胰島素分泌減少, 
2.胰泌素分泌不足, 
3.脂肪分解過多, 
4.腎小管葡萄糖再吸收率增加, 
5.肌肉葡萄糖吸收率下降
6.腦中神經傳導物質分泌異常
7.肝臟產生過多的葡萄糖, 
8.alpha細胞昇糖素分泌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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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與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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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病變容易引起糖代謝障礙。一些參與糖代
謝的激素，如胰島素、胰高血糖素、生長抑素
等分泌後也直接經門靜脈進入肝臟，肝臟是這
些激素作用的靶器官。

肝臟損害可以導致葡萄糖耐量減低，嚴重者可
發展為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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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病變容易引起糖代謝障礙



肝臟的功能

肝臟是調節血糖濃度的主要器官。

當飯後血糖濃度升高時，肝臟利用血糖合成糖原

過多的糖則可在肝臟轉變為脂肪以及加速磷酸戊
糖循環等，從而降低血糖，維持血糖濃度的恆定
。

血糖濃度降低時，肝糖原分解及糖異生作用加強
，生成葡萄糖送入血中，調節血糖濃度，使之不
致過低。

嚴重肝病時，易出現空腹血糖降低，主要由於肝
糖原貯存減少以及糖異生作用障礙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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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t.a-hospital.com/w/%E8%A1%80%E7%B3%96
http://cht.a-hospital.com/w/%E7%B3%96%E5%8E%9F
http://cht.a-hospital.com/w/%E7%A3%B7%E9%85%B8
http://cht.a-hospital.com/w/%E6%88%8A%E7%B3%96
http://cht.a-hospital.com/w/%E7%B3%96%E5%BC%82%E7%94%9F%E4%BD%9C%E7%94%A8
http://cht.a-hospital.com/w/%E8%91%A1%E8%90%84%E7%B3%96
http://cht.a-hospital.com/w/%E8%82%9D%E7%97%85
http://cht.a-hospital.com/w/%E7%A9%BA%E8%85%B9


肝臟病變容易引起糖代謝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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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VS.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糖尿病患因肥胖及血糖調控機制失衡，以致肝醣
製造及代謝脂肪的功能也會發生異常，糖尿病患
出現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危險，比一般人高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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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VS. 酒精性脂肪肝病

當民眾常常喝酒(酗酒)，會導致肝臟將三酸甘油
脂轉變成脂蛋白的功能出現障礙，三酸甘油脂以
油泡的型態囤積在肝細胞內，形成脂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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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 VS. 血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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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過度飲酒

=>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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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喝酒

=>低血糖

空腹時酒精會抑制糖質
新生作用，抑制肝糖分
解，減低胰島素抗性，
造成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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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後飲酒

=>高血糖

飯後飲酒會使周邊胰島
素的抗性增加，刺激肝
糖分解，造成飯後血糖
偏高。



過量脂肪堆積在肝臟、骨骼肌、脂肪細胞，易引起
慢性發炎，造成胰島素作用變差，b細胞須分泌更
多的胰島素維持血糖恆定，當過度負荷、甚至凋亡
無法分泌足夠胰島素時，即進展至糖尿病。

正常的情況下，血液中多餘的葡萄糖可以藉由胰島
素轉換為肝醣、肌醣或脂肪儲存起來，

可是當有胰島素阻抗時，血液中的葡萄糖無法順利
進入細胞進行儲存及運用，導致血糖、血脂都升高
，因而形成脂肪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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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VS. 胰島素抗性



糖尿病是因為胰島素缺乏或胰島素發生阻抗性，
出現代謝障礙，進而有高血糖的現象，其中除缺
乏胰島素的第一型糖尿病外，其餘糖尿病患多導
因於遺傳或代謝症候群所引起。

肝病則多半是感染B型肝炎病毒所引起，

無糖尿病患比較容易感染B型肝炎的強烈之科學證
據，或糖尿病患是感染B型肝炎高危險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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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VS. B型肝炎的關聯性



糖尿病與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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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腎病變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 

在 2016 美國腎臟資料系統 (USRDS) 的年報中，
台灣無論是 ESRD 的發生率 (455 人/百萬人口 / 

年 ) 或盛行率 (3,219 人 / 百萬人口 ) 。

台灣腎臟學會從 2000-2012 年做的統計也顯示
ESRD 在發生率或盛行率都呈現持續上升趨勢。

在健保花費部分，根據國健署資料， 2014 年門
診 ESRD 的病人群分析，以下兩個結論：

一、主要年齡層落於 45-64 歲 ( 佔 38.6%)

二、最大病因是糖尿病 ( 佔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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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腎病變的診斷與治療就十分關鍵與重要。

世界最高



糖尿病腎病變的定義為白蛋白尿的出現合併腎功
能的惡化。

白蛋白尿的出現以 Urine Albumin Excretion 
(UAE) 來量化，國際兩大腎臟醫學組織 (KDOQI 
& KDIGO) 皆把 Albumin Excretion Rate (AER) 
mg/24hour 與 Albumin-Creatinine Ratio 
(ACR) mg/g 依其程度分成三組：

<30  /  30 ~ 300  /  >300mg 為分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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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腎病變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 

16



A CONCEPTUAL MODEL FOR ETIOLOGY OF PEW 

IN CKD AND DIRECT CLINICAL IMPLICATIONS. 

 PEW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mechanisms 

inherent to CKD, including undernutrition, 

systemic inflammation, comorbidities, hormonal 

derangements, the dialysis procedure, and other 

consequences of uremic toxicity.

 PEW may cause infection, CVD, frailty, and 

depression, but these complications may also 

increase the extent of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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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Renal Nutrition, Volume 23, Issue 2, March 2013, Pages 77-90



糖尿病 VS. 泌尿道感染

長期慢性高血糖會造成全身各器官的影響及
傷害，其中包括泌尿道系統。糖尿病患得到
泌尿道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的
機會及嚴重度都較高。

罹病時間較長，出現併發症如急性腎炎、腎
膿瘍、產氣性腎盂腎炎、產氣性膀胱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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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科學誌； 23卷3期 (2012 / 06 / 01) ， P173 - 182



糖尿病肝腎病變
飲食應注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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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脂肪肝五大關鍵 ~ 維持良好體重

體重過重者適當進行減重(或減脂)

維持血糖穩定

限制飲酒

維持良好生活作息

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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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烹調用油以植物油(沙拉油、葵花油、橄欖油等)代
替動物油(豬油、清香油)為宜，烹調方式以清蒸、
水煮、涼拌、烤、燒、燉、滷為主，少用油炸、
油煎或油酥。

2.多選用纖維含量較高的食物，如：未加工的的豆
類、蔬菜、水果及全穀類食品等，甜食儘量減少
攝取，如：冰淇淋、蛋糕、中西式甜鹹點心、糖
果、巧克力等，含糖飲料及食品也須減少食用，
必要時可以使用代糖（如：阿斯巴甜、醋黃內酯
鉀）來調味。

3.禁煙、酒。

低油均衡飲食



4. 肉類中可見的肥油及肥肉應剔除後食用，如：雞
皮、魚皮、豬皮、三層肉等。

5. 動物的內臟、蝦卵、魚卵、蟹黃、蟹黃、蚵等應
少食用。

6. 以脫脂或低脂奶替代全脂奶。
7. 蛋類每週攝取量不超過３－４個，可用蛋白代替
蛋黃，並減少食用沙拉醬、蛋黃醬等。

8. 可多選用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的魚類，如：秋刀魚、
鮭魚、日本花鯖魚、鰻魚、白鯧魚等。

9. 維持標準重有助於血脂肪的穩定！

低油均衡飲食



飲酒建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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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當量

酒精當量就是純酒精重量，可以用來測量:

不同酒精濃度不同容量身體飲用純酒精重量。

而一個酒精當量約等於15克酒精。

>男性以每日2個酒精當量為限(30克)

>女性以每日1個酒精當量為限(15克)

酒精含量計算方法

酒精含量= (酒精濃度/度數 )% × (毫升數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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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腎病變的飲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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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
分期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其他建議

GFR >90 60~89 30~59 15~29 <15

熱量 30~35 kcal/kg/day

以標準體重計算，注意維
持理想體重

<60歲：
35 kcal/kg/day

>60歲：
30-35kcal/kg/day

熱量來源分配：
醣 類：
50~60%

脂 質：
25~35%

蛋白質：~15%

蛋白質 0.8~1g/day 0.6~0.8g/day

磷 7~12mg/kg/day 5~10mg/kg/day

鉀 4g/day 2~4g/day

鈉 1200~2400mg/day 視病人狀況調整



降低蛋白質攝取需補充多少低蛋白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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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 65公斤

蛋白質 1.0 g/kg 65

0.8 g/kg 52

0.6 g/kg 40

熱量 30 kcal/kg 1950

28 kcal/kg 1820

25 kcal/kg 1625

醣類需要量：53.5% = 240 g

脂肪需要量：35.0%=70g

多數患者的缺乏 200~600 kcal

舉例來說：65公斤的患者
0.6 g protein/kg => 補充600-650 kcal

0.8 g protein/kg => 補充300-350 kcal

最合適的低蛋白點心熱量比例：
醣類 65-75%, 脂質 25-35%

蛋白質需
要量(g)

主食類
(份)

豆魚蛋
肉類(份)

蔬菜類
(份)

水果類
(份)

油脂類
(份)

蛋白質
(g)

脂肪
(g)

醣類
(g)

熱量(大卡)

40 8 4 2 2 6 40 60 150 1300

6 4.5 2 2 7 40.5 70 120 1270

50 10 5 2 2 8 50 75 180 1600

8 5.5 2 2 9 50.5 85 150 1570

60 12 6 2-3 3 9 60 85 225 1900

10 6.5 2-3 3 10 60.5 95 195 1880
Ref: 陳淑子2019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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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慢性腎臟病患者使用低蛋白熱量補充品能降
低飲食蛋白質攝取量，增加低蛋白飲食的遵從性且
降低尿蛋白量



商業配方的協助

純葡萄糖聚合物

三多粉飴(34 kcal/匙) 、益富多卡(38 kcal/匙)

益富糖飴(38 kcal/匙，含維生素與礦物質)

不含蛋白質

醣類與粉末油脂

益富易能充(1包200 kcal)

CHO：Fat = 61.3 % : 37 % ; Protein : 0.8 g

不含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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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陳淑子2019CKD



商業配方的協助

低蛋白質高熱量的完整營養素配方(含蛋白質)

Suplena (亞培腎補納) 1罐含有10.6克蛋白質需注意

=> 8 oz/can （protein10%,CHO 42%,fat 48% ; 2 kcal/cc)

=> 425 kcal (10.6 g protein, 22.7g fat, 46.4g CHO)

力增飲10%, 倍速力(400kcal, 6g protein, 53g CHO) 

LPF (三多低蛋白配方)含有蛋白質需注意

=>10 匙約200 kcal, protein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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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陳淑子2019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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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磷飲食小撇步

當腎臟功能變差時，因為腎功能受損導致排泄
磷的能力下降，故易有高血磷的產生。血磷代
謝異常易導致骨骼病變。

飲食應注意：

1.磷攝取量：800~1200毫克/天

2.磷的攝取限制在適當的範圍食用低蛋白飲食。

含磷量較高的食物：

內臟類、乳製品類、糙米和全麥等全榖類、堅
果類、乾豆類、可樂、蛋黃、魚卵、冰淇淋、
汽水、酵母粉、可可、肉鬆、芝麻、健素糖、
卵磷脂。 35



血鉀控制小撇步

當腎臟功能變差時，體內的鉀不易排除，當排
尿小於1000毫升時，可能會造成高血鉀，而血
鉀若過高，會產生嚴重的心臟毒性副作用，可
能會造成心律不整導致死亡。

飲食建議：

2-3公克/天

避免喝湯、生食、代鹽、薄鹽醬油、濃縮草藥
汁、甘草

常見造成血鉀高的食物：

菜湯、肉湯、雞精、牛肉精、人參精、速食湯、
草莓、香瓜、哈密瓜、硬柿、釋迦、奇異果、
番茄、各種果汁、水果乾、茶、咖啡、中草藥

36

多數Stage 3與Stage 4前期的患者不需嚴格限制鉀攝
取



低鹽飲食

避免食用加工類食物：如醃燻食品、滷製食品、
罐頭食品等。

可使用糖、白醋、酒、蔥、薑、蒜來烹調食物，
增加食物可口性。

減少使用含鈉量高的調味品：如鹽、醬油、味
精、烏醋、味噌、沙茶醬、辣椒醬等。

鈉是人體所需的礦物質，能需適量攝取鈉，以
免發生低血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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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衛教注意事項

攝取足夠的熱量是慢性腎臟病病人飲食中最重
要的部分。

強調低蛋白熱量食物補充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每日蛋白質攝取超過 0.75-0.8 克/公斤對慢性
腎衰竭病人並沒有益處。

並非毎位病人都需要限制鉀離子的攝取。

低蛋白飲食因為食物份量較少，飲食仍可以有
正常鹹度。

遵從低蛋白、低鉀、低磷、低鹽「四低飲食」
，不亂吃補。 38



蔓越莓
與糖尿病泌尿道感染

利用實證醫學：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
包含7則隨機對照試驗，共270位二型糖尿病患
者）指出，飲用蔓越莓汁（每日240 mL，連續
12周）或藍莓提取物對於糖尿病血糖控制能有
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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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對泌尿道感染研究中，

=> 25%純蔓越莓汁的日劑量在120到1000毫升之
間，錠劑或膠囊形的濃縮蔓越莓提取物，每
天分別使用600毫克至1200毫克以上

若食用蔓越莓原汁或果乾請注意含糖量（針對糖
尿病患，可能影響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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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越莓何時吃？劑量多少才有幫助？



水分
與糖尿病泌尿道感染

多喝開水，若無限水禁忌者（水腫、心臟病、
腎功能異常等），每天至少喝2000 cc 的水份。

請不要憋尿，有尿意感時即上廁所。

攝取含維生素C 的食物，如橘子、柳橙、蕃茄
、木瓜、藍莓、蔓越莓、葡萄柚

41

=>注意份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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