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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ADA/EASD最新共識精簡摘要： 

強調全人整合式的第 2型糖尿病照護 

(Holistic approach to diabetes management) 

 

翻譯整理  杜青玲 徐慧君 李洮俊 

李氏聯合診所 

 

2022年 9月 23日，《Diabetes 

Care》刊登了美國糖尿病學會（ADA）

和歐洲糖尿病研究學會（EASD）聯合

發佈的 2型糖尿病患者高血糖管理的

最新共識。

(https://diabetesjournals.org/care/arti

cle/doi/10.2337/dci22-0034/147671) 。

美國糖尿病學會和歐洲糖尿病研究學

會日前召集了一個小組來更新以前的

成人第 2型糖尿病的高血糖照護管理

共識聲明，本共識自 2006年出版以來，

最近一次更新是 2019年。由於糖尿病

照護概念快速的進展，促使更新照護

共識。主要更新部分在健康的社會決

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健康照護管理系統(the healthcare 

system)和身體活動行為(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s)，包括睡眠，以及

體重管理。也就是本共識強調的是糖

尿病全人整合的照護(Holistic 

approach to diabetes management)。

此外，由於鈉-葡萄糖共同轉運蛋白 2

抑制劑(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2 inhibitors)和類升糖素

胜肽-1受體促效劑(glucagon-like 

peptide 1 receptor agonists)對於心血

管和腎臟病變最近的臨床試驗顯示良

好的治療效果，建議這 2類藥物使用

於心腎疾病高危險糖尿病患者的心腎

保護。 

第 2型糖尿病是一種慢性複雜疾

病，全方位的行為及藥物治療對於預

防或延緩併發症及生活品質(Prevent 

complications & Optimize quality of 

life)（圖 1）是第 2型糖尿病患者治療

的目標。包括管理血糖，體重、心血

管危險因素、合併症和併發症。這就

需要以有組織和結構化的方式提供照

護，例如以慢性病照護模式(chronic 

care model)，並以人為中心的方法

(person-centered approach)來提高病

人在自我照護的參與度。同時須考慮

決定糖尿病患者健康的社會因素和患

者的需求、偏好及期待，並告知個人

化治療目標和策略。本共識闡述了成

人第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的方

法，總結在圖 1中，圖 1以決策循環

(Decision cycle)的方式，顯示以患者

為中心的血糖照護決策循環過程，說

明如何長期照護 2型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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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循環照護流程包括了七個步驟： 

1.評估患者的主要特點(Assess key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2.考慮會影響治療選擇的特殊因素

(Consider specific factors that 

impact choice of treatment)； 

3.以醫病共享決策方式擬定管理計畫

(Shared decision-making to create 

a management plan)； 

4.同意管理計畫(Agree on a 

management plan)； 

5.執行管理計畫(Implement 

management plan)； 

6.持續監測與支持(Ongoing 

monitoring and support)； 

7.回顧評估與同意管理計畫(Review 

and agree on management 

plan)。 

 

ADA及 EASD的共識聲明中，雖

然沒有針對決策循環做出詳細說明，

但圖表裡有描述每個步驟的重點內

容。 

 

 
圖 1、第 2型糖尿病患者以人為本的血糖管理決策循環(Decisi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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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全人整合照護，即身體活動

行為(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s)的

全人照護，包括睡眠等顯著影響第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因素；圖 2說明

一個人 24小時身體活動行為對第 2型

糖尿病控制的重要性。胰島素阻抗

(insulin resistance)是 2型糖尿病發病

的主要原因，也是導致心血管疾病的

危險因子。晝夜節律系統由大腦下視

丘「視交叉上核」(hypothalamic 

suprachiasmatic nucleus)的神經細胞

和各種周邊組織時鐘(peripheral 

tissue clocks)組成，晝夜節律系統負

責協調許多日常生理代謝機能，包括

人體各種賀爾蒙分泌及葡萄糖代謝，

這些作用是經由中央時鐘與各種周邊

組織時鐘精密的協調來達成。中央時

鐘調節食物的攝入量、能量消耗和全

身胰島素敏感性，腸道中的周邊時鐘

調節葡萄糖吸收，肌肉、脂肪組織和

肝臟的周邊時鐘調節局部胰島素敏感

性，胰腺周邊時鐘調節胰島素分泌。

如果正常晝夜節律由於飲食及生活習

慣、睡眠-覺醒行為、遺傳變異或環境

因素改變造成紊亂，導致的食物攝入

與正常晝夜節律系統不同步

(misalignment)，將導致胰島素阻抗的

發生。 

具體而言，睡眠周期改變、過度

使用電子設備、輪班工作和社交時差

等因素可能造成晝夜節律紊亂，進而

導致糖尿病的發生。晝夜節律紊亂與

胰島素阻抗之間的關係，以及應用時

間生物學(chronobiological)於糖尿病

治療的相關研究最新進展。規律的有

氧運動能改善病人的血糖控制，讓高

血糖出現的時間減少，降低 HbA1c，

並在心肺健康方面有顯著的臨床益處。

阻抗運動（即使用自己的體重或力量

抵抗阻力）也可以改善血液葡萄糖濃

度。第 2型糖尿病患者的各種體能活

動，包括休閒活動，可以顯著降低 

HbA1c 濃度，即使是定期的少量活動

也可以對長期健康有正面的影響；每

天僅增加 500 步，心血管疾病發病率

和全因死亡率降低 2-9%。糖尿病照護

的基本原則包括以醫學營養治療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MNT)，體

能活動、心理支持，體重管理和戒菸

為主的健康促進，教育患者如何進行

自我健康管理，也就是每個糖尿病患

者皆需要給予自我管理教育和支持

（diabetes self-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support, D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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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4小時身體活動行為對第 2型糖尿病患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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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整合照護的內容，綜合整理精要

如下: 

營養治療 

沒有一個完美的碳水化合物、蛋

白質和脂肪的攝入比例，可以適用於

每一個第 2型糖尿病患者。專家共識

建議個人化飲食，強調攝入對健康有

益的食物，儘量減少有害的食物，同

時符合個人的喜好，以確定可行且可

持續的健康飲食習慣為目標。能夠維

持負淨能量攝入對於減重很重要。一

項統合分析比較了 9種飲食方式對血

糖的作用，試驗持續時間>12週，結

果顯示，與對照組飲食相比，進行這 9

種飲食方式的患者 HbA1c可降低

0.82%到 0.47%不等；地中海飲食和

低碳飲食對血糖的益處更大。3個月和

6個月追蹤顯示低碳飲食對血糖有益

處，但在更長的追蹤管理此益處卻不

顯著。 

一項系統文獻回顧研究顯示，與

低脂飲食相比，地中海飲食顯示出更

大的體重和 HbA1c益處，可延遲糖尿

病藥物的使用，並對心血管健康有幫

助，類似的益處也可以在素食飲食中

觀察到。近年來，研究者對限制時間

飲食和間歇性斷食改善代謝的課題越

來越感興趣。一項統合分析顯示，間

歇性斷食和持續限制能量攝入對

HbA1c的影響沒有差異，間歇性斷食

對體重有適度影響（-1.70kg）。在接受

胰島素和 sulfonylurea藥物治療的患

者中，禁食可能會增加低血糖的發生

風險，這突顯了在飲食變化期間，個

人化衛教的必要性。 

 

運動 

體能活動對 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

血管健康及代謝有很大的影響。定期

進行有氧運動可以改善第 2型糖尿病

成人患者的血糖，減少每天高血糖的

時間，HbA1c減少約 0.6%，在心肺功

能方面也有明顯的臨床益處。餐後進

行≥45分鐘的體能活動可以最大化以

上效益。阻力運動也能改善血糖濃度、

柔軟度及身體平衡，對於體能受損之

早發型第 2型糖尿病患者相當重要。

一系列體能活動，包括休閒時活動，

都可以顯著降低 HbA1c。即使是少量

的、有規律的改變也會對長期健康產

生有益影響；例如，每天只需多走動

500步就可以使CVD發病率和全因死

亡率降低 2-9%。 

 

睡眠 

健康的睡眠對於第 2型糖尿病患

者是不可或缺的，各國的指南共識也

強調了睡眠的重要性。睡眠障礙在第 2

型糖尿病患者中很常見，會導致睡眠

品質和時間的紊亂，與肥胖和葡萄糖

代謝障礙風險增加相關。阻塞性睡眠

呼吸暫停影響超過一半的第 2型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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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其嚴重程度與血糖控制有顯

著相關。睡眠時間與健康指標（如肥

胖和 HbA1c）呈 U型相關，過長（>8

小時）或過短（<6小時）的睡眠時長

都有不利影響。通過延長短睡眠者的

睡眠時長，可能會提高胰島素敏感性，

減少能量攝入。然而，僅僅週末補睡

覺還不足以扭轉睡眠不足的影響。 

 

體重管理 

已有研究證明一些新藥對 2型糖

尿病患者的體重管理非常有效。在

STEP2試驗中，在生活方式介入基礎

上，每週一次皮下注射 semaglutide 

2.4mg，減重效果優於 1.0mg 

semaglutide組或安慰劑組。在

semaglutide 2.4mg組中，超過三分之

二的參與者的 HbA1c水準達到≤6.5%。

Tirzepatide (Mounjaro)是一種新型的

GIP/GLP-1受體雙重激動劑。一項試

驗在無糖尿病的肥胖患者中調查了

Tirzepatide (Mounjaro)的減重效果，

每週劑量分別為5mg，10mg和15mg，

結果顯示，72周時，分別減重 15%，

19.5%和 20.9%，安慰劑組減輕了

3.1%。 

對於 2型糖尿病患者，可以考慮

將代謝手術作為一種治療選擇。代謝

手術對BMI≥ 25kg/m2的 2型糖尿病患

者的糖尿病緩解似乎也有效。一項統

合分析顯示，BMI＜30 kg/m2的 2型

糖尿病患者進行代謝手術後，糖尿病

緩解率為 43%。 

 

降血糖藥物(圖 3)  

根據心血管和腎臟臨床研究觀察，

SGLT2i的使用範圍已經擴大。心臟及

腎臟病變研究結果顯示，SGLT2i在

MACE、心血管死亡、心肌梗塞、心衰

住院和全因死亡結果方面具有益處，

並能改善有 CVD或 CVD高風險的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腎臟病變。最近的研

究資料增加了 SGLT2i類藥物安全性

的信心。雖然其使用與黴菌性生殖器

感染風險增加相關，但報告顯示，這

種感染通常是輕微且可治療的。

SGLT2i的使用會增加糖尿病酮症酸

中毒（DKA）的風險，但其發生率極

低；SGLT2i相關心血管病變試驗報告

的 DKA發生率為 0.1-0.6%。 

GLP-1 RA除了改善成人 2型糖

尿病患者的 HbA1c水準外，某些

GLP-1RA藥物也被批准用於降低有

CVD的 2型糖尿病患者的MACE風險

（包括 dulaglutide、liraglutide及

semaglutide）或有多種 CVD風險因

素的 2型糖尿病患者（dulaglutide），

以及用於長期體重管理（liraglutide，

每天一次；semaglutide，每週一次）。

最近的高劑量 GLP-1 RA研究表明，

高劑量 GLP-1 RA對血糖和體重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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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是遞增的，使得血糖達標的比例增

加，劑量逐步增加能夠提高胃腸道耐

受性。 

GLP-1 RA最常見的副作用是胃

腸道不良反應（噁心、嘔吐和腹瀉），

往往發生在開始使用和劑量增加時，

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因此，建

議逐步增加劑量以減輕胃腸道反應。 

Metformin可有效降低 HbA1c，

單獨使用時低血糖風險小，有適度減

肥的潛力，安全性良好且成本低。因

此，Metformin被推薦為 2型糖尿病的

一線治療藥物。研究表明，GLP-1 RA

和 SGLT2i對 CVD和腎臟病變的益處

與使用Metformin治療沒有相關，因

此已有 CVD或有 CVD高風險、心衰

竭或 CKD的患者，在使用 GLP-1 RA

和 SGLT2i時，不需考慮患者是否在使

用Metformin。患者開始使用降血糖治

療藥物時，可以基於額外的降糖療效

或心腎保護的需求進行早期聯合治療。

eGFR<30 ml/min/1.73m2時不應使用

Metformin，eGFR<45 ml/min/1.73m2

時，應考慮減少Metformin的劑量。

使用Metformin可能導致血清維生素

B12濃度降低和神經病變症狀惡化。

如果患者的維生素 B12水準不足，建

議定期監測和補充，特別是貧血或神

經病變患者。 

 

有心腎合併症的患者 

對於已有 CVD或 CVD高風險的

患者，GLP-1 RA優於 SGLT2i。鑒於

SGLT2i對減少心衰住院以及 CKD進

展具有明顯的益處，心衰患者特別是

心室射出率(ejection fraction)降低的

心衰患者，或者 CKD患者應該優先選

擇 SGLT2i。 

在選擇降血糖藥物時，應特別考

優化藥物依從性。推薦進行醫學營養

治療（MNT），重點在於確定可行且可

持續的健康飲食習慣，以支援達到代

謝和體重目標。運動可以改善血糖控

制，應成為 2型糖尿病管理的一個重

要組成部分。2型糖尿病患者應定期進

行運動（>150分鐘/周的中到高強度有

氧運動），並減少久坐時間。有氧運動

應該配合每週兩到三次的阻力訓練、

柔韌性訓練和/或平衡訓練。特別鼓勵

老年人或行動能力受限/身體功能差的

人進行平衡訓練。對於 BMI≥40.0 

kg/m2（亞洲人為 BMI≥37.5 kg/m2），

或BMI在 35.0-39.9 kg/m2之間的 2型

糖尿病患者（亞洲人為 32.5–37.4 

kg/m2），如果用非手術方法不能持久

減重和改善合併症（包括血糖），應考

慮代謝手術。在已有心血管疾病（CVD）

的患者中，應使用證實有益的 GLP-1 

RA類藥物來減少主要心血管不良事

件（MACE），或使用證實有益的

SGLT2i類藥物來減少 MACE和心衰

以及改善腎臟病變。對於有慢性腎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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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D）、腎小球濾過率（eGFR）

≥20ml/min/1.73m2、尿白蛋白肌酐比

（UACR）>3.0mg/mmol（>30mg/g）

的患者，應使用經證實有益的 SGLT2i

類藥物，以減少MACE和心衰並改善

腎臟病變。適應症和 eGFR閾值可能

因地區而異。如果不能耐受或存在禁

忌，可以考慮使用對 CVD病變有益的

GLP-1 RA類藥物以減少 MACE，並

持續使用，直到可以使用腎臟替代治

療。對於心衰患者，應該使用SGLT2i，

因為可以改善心衰竭和腎臟病變。對

於沒有 CVD但有多種 CVD危險因素

的人（如年齡≥55歲、肥胖、高血壓、

吸煙、血脂異常或白蛋白尿），可使用

證實有益處的 GLP-1 RA類藥物減少

MACE，或使用證實有益的 SGLT2i

類藥物減少MACE和心衰以及改善腎

臟病變。 

對於有心臟衰竭、CKD、CVD或

有多種 CVD危險因素的人，處方

GLP-1 RA或 SGLT2i時，不用考慮患

者是否已使用Metformin。SGLT2i和

GLP-1 RA可以減少 MACE，這可能

與基線HbA1c無關。對於有心臟衰竭、

CKD、CVD或有多種 CVD危險因素

的人，使用證實有益處的 GLP-1 RA

或SGLT2i時，可以不考慮基線HbA1c

水準。一般來說，選擇改善 CVD和腎

臟病變的藥物時，對更高齡的人來說

應該沒有區別。對於更年輕的糖尿病

患者（<40歲），應考慮早期聯合治療。

對於育齡期女性，應提供避孕諮詢，

並注意避免接觸可能對胎兒產生不利

影響的藥物。 

 

NAFLD和 NASH 

2型糖尿病患者經常合併非酒精

性脂肪肝病（NAFLD），進展至更嚴重

肝病的風險增加，包括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炎（NASH）、肝纖維化和肝硬化。

NASH患者的 2型糖尿病管理應包括

以減重為目標的生活方式調整，肝纖

維化風險較高的患者強烈考慮通過藥

物和/或手術方式減重。TZD、GLP-1 

RA和代謝手術都被證明可以減少

NASH的活動，TZD和代謝手術也可

能改善肝臟纖維化。雖然沒有獲得批

准，但有研究者建議，中高纖維化風

險的2型糖尿病患者，應考慮使用TZD

和/或證實有益的 GLP-1 RA藥物。儘

管 SGLT2i治療也被證明可以降低

NAFLD患者的肝酶水準和肝臟脂肪，

但目前還沒有證據支持使用該類藥物

來治療NASH。NAFLD特別是NASH，

還與心臟併發症風險增加相關，因此，

應評估和管理 NAFLD患者的心臟風

險因素，以儘量減少心血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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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第 2型糖尿病降血糖藥物的使用。 

 

   

  



 

10 
 

把所有的照護策略整合在一起(圖

4)，形成以病患為中心的整合式全人照

護，在臨床照護第 2型糖尿病患者非

常重要，執行整合照護管理的總體目

標在於讓第 2型糖尿病患者提高或維

持生活品質，以及避免併發症的發生

或進行。照護管理方法必須是全面的

且是不斷的檢討及改進照護措施，同

時注意糖尿病照護需以糖尿病患者為

中心的照護。雖然照護患者的醫療機

構層級不同，但照護模式不會改變，

通常需要多個學科，包括新陳代謝科

醫師、糖尿病衛教護理師、營養師、

藥劑師及和其他需要的專家（例如: 牙

醫、眼科、心臟科、腎臟科、神經科

等等專科醫師）。 

 

 

圖 4、以人為本的第 2型糖尿病整合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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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島素的角色位置 

胰島素在第 2型糖尿病治療中的

角色位置非常重要，胰島素是一種有

效的降血糖藥物（圖 5）。當血糖異常

升高時，胰島素治療是最佳的選擇，

在開始胰島素治療時若沒有出現禁忌

症時，允許較低的血糖目標，負擔達

到治療目標和降低低血糖和體重增的

風險。有關胰島素藥物的使用及劑量

調整精要，可以參考圖 5的說明。 

 

圖 5、胰島素的角色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