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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現代生活型態、飲食習慣及高齡化影

響，心血管疾病的盛行率一直居高不下。根

據105年十大死因調查，心臟疾病(尚不包括

高血壓)位居第二，而心臟疾病最主要的病

因即為冠狀動脈心臟病(簡稱冠心病)。日常

聽到的狹心症、心絞痛及心肌梗塞，都屬於

冠心病的範疇。

冠狀動脈功能為供應心臟肌肉本身血

流，若狹窄或阻塞，便會阻礙血液供給，而

造成心肌缺氧，形成所謂的冠心病。

冠心病治療方式有藥物治療及介入治

療。藥物治療為基礎，不論是否接受介入治

療，均需終身維持。藥物治療分二大類，第

一類是抗血栓藥物(如阿斯匹靈、保栓通)，

第二類是抗缺氧藥物(如硝酸甘油片、乙型

阻斷劑或鈣離子阻斷劑)。當病情需要時，

醫師才會建議施行介入治療，意指以心導管

術(打通血管)或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接繞道血

管)來治療狹窄或阻塞的冠狀動脈，以達到

血管再灌流的目的。心導管治療和繞道手術

相比，具有傷口小、回復快、手術及住院時

間較短等優點，故自1977年首例心導管冠狀

動脈整形術後，逐漸取代繞道手術成為介入

治療的優先選擇(但複雜、嚴重的病灶仍以

繞道手術為首選)。

文/心臟內科 張凱為 主治醫師

一般所謂心導管術，包括了冠狀動脈造

影檢查及冠狀動脈整型術。當造影檢查發現

血管狹窄程度大於70%以上，便建議施行冠

狀動脈整型術。冠狀動脈整型術的發展，最

早為單純氣球擴張術，方式為將球囊在血管

狹窄處撐開數秒，完成後移除球囊。氣球擴

張術之成功率約為8成，但術後血管因回縮

及組織增生之故，會產生“再狹窄”，術後

6個月的再狹窄率可達40%。

在氣球擴張術後，植入冠狀動脈支架，

可減低再狹窄率。支架為一網狀金屬結構，

支架依附在氣球上，利用氣球擴張術相同的

原理，在血管狹窄處將氣球撐開，支架便會

擴張並支撐在動脈管壁上，避免血管彈性回

縮及負向再重塑，維持管腔暢通，一旦放入

便不再取出。目前市面上支架有三大類：

裸金屬支架(bare-metal stent)、塗藥血管支

架(Drug-eluting stent)、及生物可吸收支架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

首例裸金屬支架植入術是由法國醫師

Puel及瑞士醫師Sigwart在1986年實施。裸

金屬支架解決了血管彈性回縮及負向再重

塑的問題，將術後6個月的再狹窄率降至

20-30%。然而，支架植入會使血管最內層

的內皮細胞損傷，進而造成血小板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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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形成血栓，內皮細胞損傷約需3個

月復原，故術後必須同時使用二種抗血栓

藥物，一般是阿斯匹靈(aspirin)加上保栓

通(clopidogrel)，阿斯匹靈需終身服用，而

保栓通需使用3個月(依健保給付標準)。在

標準抗血栓藥物治療情況下，裸金屬支架

放置一年內發生血栓的機率為1%，一年後

發生機率幾乎為零。健保有給付裸金屬支

架，但需符合特定條件，例如氣球擴張術

後殘餘狹窄40%以上。

如前述，裸金屬支架植入術後仍舊有

20-30%的再狹窄率，原因是裸金屬支架無

法阻止血管內平滑肌細胞的移行增生(可

說是疤痕組織增生)，疤痕組織造成血管狹

窄。為了解決疤痕組織增生，因而發明了

塗藥支架，顧名思義，支架上塗了一層抑

制細胞增生的藥物。目前市面上的塗藥支

架，均可將再狹窄率降至5-10%。但塗藥

支架也會有內皮細胞損傷的問題，且藥物

會使內皮細胞復原速度變慢，因此術後保

栓通的使用時間要比裸金屬支架長，根據

2016美國心臟學會抗血小板藥物使用指引

及健保給付標準，塗藥支架術後保栓通需

使用6個月。塗藥支架放置一年內發生血栓

的機率為1%(約與金屬支架相同)，一年後

發生機率為1-2%(比金屬支架稍高)。若放

置塗藥支架，健保目前只給付裸金屬支架

價格，患者需補貼價差(約6-7萬元)。

塗藥支架和裸金屬支架相比，有較低的

再狹窄率，而安全性相同，若經濟許可，建

議是選擇塗藥支架，特別是再狹窄率較高的

患者 (如糖尿病、血管較小、病灶長度較長

等)。但若有以下情況，則使用裸金屬支架

是合理的：血管管徑較大(>5mm)、因其他

疾病無法使用保栓通大於一個月、預計短期

內要開刀(需暫停抗血栓藥物)、有活動性出

血、對支架藥物過敏、或經濟考量。

可吸收式血管模架於2011年在歐洲上

市。置入後的模架維持血管暢通並提供血管

病灶支撐，等待血管強度固定不再需要模架

之後，2~3年內便逐漸被分解吸收，理論上

可讓血管回復自然功能，也可避免金屬支架

干擾電腦斷層檢查或影響繞道手術時血管的

吻合。臨床研究顯示可吸收模架在效果上和

塗藥支架相等，但術後一年支架血栓的發生

率稍高(2% vs. 1%)。另一方面，可吸收模架

的結構比金屬支架還厚，對植入技術要求較

高，目前是建議在較單純的病灶才考慮可吸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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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中山附醫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經歷 中山附醫內科部住院醫師、總醫師

　 　　中山附醫心臟內科研究醫師

　 　　署立南投醫院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署立南投醫院加護病房專責醫師

　 　　台灣介入性心臟血管醫學會專科醫師

專長 一般內科、心臟內科、狹心症及心肌梗塞、

　　　 心導管檢查、氣球擴張術及支架置放術、

　　　 心律不整及心律調節器置放術、高血壓、

　　　　心臟衰竭

門診時段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 ●

下午 ●
●

中興

夜間 ●

收模架。和塗藥支架一樣，可吸收模架植入

後需使用保栓通至少6個月。目前健保尚未

給付可吸收模架，需全額自費(約11-12萬)。

以上資料讓讀者對冠心病、心導管術及

目前市面上三大類支架有基本認識，但支架

的選擇需多方的考量，除了支架本身特性，

尚需考慮患者的身體狀況；本院心臟內科建

置了一份醫病共享決策『我該如何選擇冠狀

動脈整形術之支架？』輔助評估表，針對三

類支架的特性做詳細介紹與比較，建議可前

往參閱、自我評估後且與醫師充分討論溝

通，做個最適合自己的醫療選擇。

線上SDM輔助評估表請見→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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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微創手術

內視鏡手術近年來發展相當成熟，手

術成功率約9成，跟傳統顯微鏡手術不相

上下。民眾越來越重視小傷口及不需剃頭

的情形，所以接受內視鏡手術的病患越來

越多。內視鏡經由外耳道進入到中耳腔，

手術視野不會受到耳道彎曲或耳軟骨的遮

蔽。藉由電視的放大，可以清楚看見中耳

腔結構。由於不需『割耳朵』，對組織的

破壞相當少，幾乎可以保存所有正常組

織。患者除了可以不必剃頭髮外，術後傷

口微小（約1.5公分上下），不需紗布包

紮，大幅降低術後疼痛與麻木感及頭部悶

脹的情形。而且內視鏡中耳手術屬於微創

手術，若在住院上有經濟困難的患者，可

以選擇門診手術，不需住院治療。

慢性中耳炎症狀

在醫療進步及就醫便利下，中耳炎治

療已有大幅度的進步；對於少部分中耳炎

進展為慢性中耳炎的患者，常見症狀包含

重聽、耳鳴、耳膜穿孔或膿性分泌物持續

3個月以上，少數患者有眩暈或是形成中

耳膽脂瘤，在持續內科治療，包含口服藥

物、局部點藥及清潔下仍然無效後，就必

須進行手術的治療。

傳統顯微鏡手術

傳統顯微鏡中耳手術，手術視野因為

耳道彎曲容易受到遮蔽，為了能獲得良好

手術視野，術前病患必須剃頭外，術中得

『割耳朵』，傷口約6公分。由於傷口較

長，病患容易有術後疼痛與耳朵麻木感，

少部分甚至有傷口血腫或耳殼變形的情

況；術後傷口也需以紗布包紮，時常造成

患者術後頭部悶脹的情形。

文/耳鼻喉科 黃承楨 主治醫師

內視鏡微創手術與傳統顯微鏡手術比較

  內視鏡微創手術 傳統顯微鏡手術

傷口大小及位置 耳內切開，1.5公分 耳後切開，6公分

手術及麻醉時間 較短 較長

剃髮 不需 需要

住院天數 0-1天 1-2天

傷口復原 較快 較慢

術後不適及併發症 較少 較多

(原圖修改於三条整形外科部落格http://www.sanjo-hp.net/miyatake/blog/)

不需『割耳朵』及『剃頭髮』的
中耳炎內視鏡微創手術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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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微創手術

現職 

中山附醫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經歷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實習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代訓住院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鼻竇手術研究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顳骨手術研究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基礎醫學研究醫師

亞東醫院耳鼻喉部聲帶手術研究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耳鼻喉部甲狀腺手術研究醫師

專長 

甲狀腺內視鏡微創手術

中耳炎內視鏡微創手術

頭頸部腫瘤及口腔癌手術

鼻炎及鼻竇炎內視鏡微創手術

聲帶息肉、痲痹之類固醇及玻尿酸注射手術

門診時段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早上 ● ● ● ●

剃髮，傷口6公分

頭部大包紮

不剃髮，1.5公分

耳貼小紗布

我是
耳朵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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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正顎手術，就是以手術方法來改

正下顎骨與上顎骨的畸形。可以想像上下

顎骨是由一塊塊積木組成，而正顎手術則

是藉由手術方法將骨塊分開，然後再重新

組合排列到理想的位置。正顎手術可以用

來修正顎顏面部的構造、骨骼問題造成的

咬合不正、無法單獨利用矯正方法治療的

齒顎顏面畸形(dentofacial deformity)，以及

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正顎手術可以改善

較嚴重的咬合不正、促進咀嚼功能、矯正

發音、同時也得到一個較和諧、美觀的顏

面輪廓。

正顎手術的歷史可以回溯到19世紀

時，Le Fort提出三類典型的上顎骨骨折

後，啟發醫界對手術矯正顎顏面畸形的研

究與討論。1970年代，正顎手術逐漸成為

顎顏面畸形治療的一個常規選擇。因為對

於顎骨構造、口腔環境與咬合功能的特殊

專業要求，口腔顎面外科醫師在正顎手術

的領域裡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哪些人需要接受正顎手術的治療呢?實

際上，大多數的咬合不正，單純只是因為

牙齒排列的問題，例如牙齒排列太擁擠、

太鬆散、或是排列不整齊等，都可以由齒

顎矯正科醫師負責，經過一至三年不等的

牙齒矯正治療時間，即可將牙齒排列在理

想的位置上。但是如果是上下顎骨造成的

咬合不正，例如俗稱的暴牙、戽斗、歪臉

文/口腔外科 彭芷瑜 主任

正顎手術

或是鳥嘴等，時常會有上下牙齒咬不到，無

法用牙齒切斷食物或咀嚼食物，除了有進食

的問題之外，發音也會造成影響，進一步造

成社交上的障礙、社會適應不良與個人自信

心受損，這些咬合不正的病例，就需要正顎

手術來改善咬合的問題。

一般正顎手術治療之前需要完整的評

估與詳細的面談，了解患者實際的狀況、在

意的問題、以及對治療的期望，參與治療的

口腔顎面外科醫師與齒顎矯正醫師會進行詳

細的齒列檢查、骨骼狀態的評估與顏面外觀

的分析，進而建立一份完整的診斷與治療計

畫。正顎手術絕大多數需要在全身麻醉下進

行，病人須先住院接受身體檢查，無重大身

體問題方能進行手術，手術時間依照手術術

式、部位多寡而有不同，短則二、三小時，

長則七、八小時。手術後須住院二至四天，

術後的腫脹是正常現象，術後兩周大約可以

消腫七、八成。手術後有一段骨骼的癒合時

期，約六至八週，當骨骼初步癒合之後，就

可以開始手術後的矯正治療。

過去傳統正顎手術的治療目標，首重功

能的改善，也就是將上下顎骨擺放在適當的

位置，使牙齒有正確的咬合，讓病人能獲得

良好的咀嚼、發音的功能。正顎手術修正了

上下顎骨的位置，也能讓病人的臉型更加協

調與美觀，進一步使患者得到應有的自信。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病人希望接受正顎手術

之後，不只改善功能，也能夠改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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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本院口腔顎面外科自2003年至

2017年，超過六百例正顎手術的病例，其

中將近兩百個病例有合併程度不一的顏面歪

斜問題。顏面歪斜不只是病人在意，對口腔

顎面外科醫師來說，也是一大挑戰。借助數

位化科技的進步，正顎手術治療前的分析評

估，不再只用X光進行紙上測顱分析與手術

預測，更能進一步利用3D電腦斷層掃描，

進行3D對稱分析，評估顎骨對稱度、3D測

顱分析，再決定正顎手術的目標，得到更好

的預測性與準確度。對於顏面不對稱的病

例，可以得到更高的滿意度。

圖一A 手術前  顏面歪斜，兩側口角明顯一高一低

圖一B 手術前 齒列可見上下牙齒中線

沒有對齊，咬合平面右低左高

圖一C 手術前 3D對稱面分析，

綠線為下顎骨對稱面，黑線為

中臉部對稱面，可以將顏面歪

斜的程度數據化

圖二 手術預測 3D對稱面分析，

黃線為下顎骨對稱面，黑線為中

臉部對稱面，經過雙顎的正顎手

術之後，兩個對稱面已經重疊。

圖三A 手術後  顏面端正，兩側口角高度相同

圖三B 手術後 齒列可見上下牙齒中線對齊，

咬合平面與地面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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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糖尿病的治療，很容易聯想到的打

胰島素、口服降血糖藥；然而看似最老生常

談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其實是生活型態的

調整。糖尿病者普遍因為運動不足、肥胖、

吸菸等因素，使身心健康付出龐大的代價，

因此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搭配藥物的使用，

才是與糖尿病和平共存的良方。

醫療團隊在糖尿病治療過程中是不可

或缺的角色，一個完善的醫療團隊有各專業

人員的合作，例如專科醫師、護理師、營養

師、運動專家，綜觀病人整體的健康問題，

將病人年齡、學業或職業、運動及飲食型

態、本身的意願列入治療規劃的考慮因素，

並適時轉介至次專科。以下介紹美國糖尿病

學會所建議的健康生活型態:

體重控制 

第二型糖尿病病人若能減重5~7%以上，

便能有效改善高血糖、甚至可降低抗糖尿

病藥物的劑量。男性每日適當攝取熱量為

1,500–1,800大卡、女性則為1,200–1,500 

大卡，並應根據病人的體重個別限制攝取的

食物種類，以達到理想體重目標。 

體能活動 

所有糖尿病病人都應盡量減少久坐時

間，建議至少每90分鐘需起身活動。規律

的運動可增加心血管適能、肌耐力強度、胰

戰勝糖尿病，「藥」「不藥」?
文/家庭暨社區醫學部 黃睦淳 住院醫師

島素敏感度，並降低糖化血色素及發生合併

症的機率。糖尿病的兒童應鼓勵每日進行

60分鐘的體能活動，成人則建議每週至少

150分鐘的中強度有氧運動(達到最大心律的

50–70%)，分布於一週當中至少三天，並

盡量不超過連續二天未運動；另外每週至少

進行兩次阻力訓練，包含至少五組不同肌群

訓練。有罹患冠心病風險者，需從低強度運

動開始再逐漸增加強度與時間。罹患視網膜

病變、周邊神經病變、足底有傷口者應慎選

運動種類，注意保護措施以避免運動傷害。

胰島素劑量及進食量應依據運動的時間及強

度適當調整，避免發生低血糖事件。 

醫學營養治療

研究報告指出，由專業營養師所提供的

醫學營養治療能降低糖化血色素，其目標包

括理想體重的維持、控制三高惡化、延緩或

預防糖尿病併發症。然而沒有一種飲食型態

能適合所有糖尿病者的體質，因此醫療團隊

應協助提供個人化飲食建議。

原則上建議攝取全穀類碳水化合物、蔬

果、豆類、奶類，並加強高纖成分攝取、減

少高糖飲食，以達到體重控制、降低心血管

疾病以及脂肪肝之風險。宣稱低脂、去脂但

富含精製穀類及高糖的飲食應避免食用。飲

食規律且胰島素劑量固定者，可定時定量地

攝取碳水化合物；對於無法規律用餐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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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定期諮詢，確保病人能適當調整胰島素劑

量。

對於糖尿病腎病變的病人，建議每日

攝取蛋白質量0.8 gm/kg，若蛋白質攝取不

足對血糖控制、心血管疾病及腎功能並無好

處。適合糖尿病病人的脂肪攝取量目前沒有

明確定論，然而研究已知脂肪攝取的種類遠

比攝取總量更為重要。建議可選擇富含單元

不飽和脂肪的地中海飲食，並避免攝取反式

脂肪酸，將有助於血糖代謝並降低心血管疾

病風險。

針對電解質及微量維生素，糖尿病者每

日鈉的攝取量建議以不超過2,300毫克，若

合併有高血壓、慢性腎臟病的病人則應再降

至每日1,500毫克以內。目前尚未有證據說

明維生素、礦物質、草藥或香料能實質上改

善糖尿病；而長期補充維生素C、維生素E

則需考量其安全性，勿過量攝取造成身體負

擔。 

疫苗接種 

所有糖尿病者皆應依照不同年齡建議，

配合政府推行政策接受疫苗接種。流感疫苗

及肺炎鏈球菌疫苗建議施打於所有糖尿病病

人，以降低住院率及死亡率；19至59歲尚

未施打B型肝炎疫苗者，皆應予以接種，60

歲以上者則可視情況考慮是否接種。

戒菸 

戒菸對於心血管保健之好處，遠勝於其

增加體重之缺點，因此對於所有具有菸癮的

糖尿病病人，戒菸評估及治療應納入常規照

護，而戒菸藥物合併衛教諮詢已證實比任一

種單獨方法更有療效，因此鼓勵吸菸病人至

各醫療院所接受戒菸治療。

結語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非藥物治療亦是

糖尿病照護最重要也最有效的環節之一。醫

療照護團隊與糖尿病病人討論生活型態的

調整，並教育血糖監測、併發症的預防及處

理；透過了解病人的習慣及需求，讓病人確

實了解非藥物治療的長遠好處，方能改善醫

囑遵從性，並更有效益地降低糖尿病嚴重程

度及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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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島素在糖尿病藥物治療中扮演重要

一環，若在使用多種口服降血糖藥物仍無

法控制血糖在目標值時，則會合併注射胰

島素來治療第2型糖尿病。根據藥物動力學

特點的不同，臨床使用的胰島素可分為速

效(超短效)、短效(常規)、中效、長效和預

混型等胰島素(附表一、圖一是本院目前提

供之胰島素藥品)，這些胰島素的使用濃度

皆為100 IU/mL。近年已有高濃度的胰島素

上市，如Tresiba200和Toujeo300，在此介

紹此藥品：

Toujeo 300 糖德仕注射劑 (圖二)

核准適應症：成人之糖尿病(不建議18

歲以下之青少年及兒童使用)

劑型規格含量：每一毫升包含300國

際單位的胰島素，一支筆型注射器含1.5毫

升，總共450國際單位(IU)澄清無色溶液的

胰島素(450IU/1.5mL)。

用法用量：

①未曾接受胰島素治療的第2型糖尿病患

者，Toujeo的起始建議劑量為每公斤體重

0.2IU，每日給藥一次。例如：60-80公斤

的患者，每日建議使用劑量為12-16IU。

②已接受胰島素治療之第1型或第2型糖尿

病患者的起始劑量：

●為使低血糖的風險降至最低，當病患從

一天一次長效型或中效型胰島素改換成

Toujeo時，起始劑量應與之前所使用的胰

島素劑量相同。例如：原本每天使用蘭德

仕Lantus 15IU，改成Toujeo時使用劑量一

高濃度胰島素~~Toujeo糖德仕注射劑
文/藥劑科 吳俊男 藥師

樣是每天15 IU。

●當病患從一天兩次NPH胰島素更換成一天

一次的Toujeo時，Toujeo的起始建議劑量

應為NPH每日總劑量的80%。例如：早餐

前NPH30IU，晚餐前10IU，每日NPH總共

40IU，所以改成Toujeo時使用劑量為每天

32U。

●為了使高血糖的風險降至最低，在轉換藥

物期間及轉換後的前幾週，建議仔細監測

病患之代謝情形並依指示慢慢調整Toujeo

的劑量。

Toujeo與現在市面上任何胰島素最大

不同點，是「高濃度胰島素(concentrated 

insulin)」，它有許多的優點，例如：對於

胰島素抗性(insulin resistance)而需要提高注

射劑量的患者而言，在注射相同IU的胰島素

時，高濃度胰島素要注射的「CC數」比較

少，是原本體積的1/3，所以會覺得較舒服。

此外，因高濃度，所以藥物穩定性比Lantus

高，能減少隔日清晨低血糖的風險。另外，

筆型注射器的器械有經過調整，相較於

Lantus的注射阻力更小，施打力道更輕，按

壓時順暢，對年長患者、虛弱患者更省力，

且胰島素快速進入身體較不會酸痛。

哪些人適合使用Toujeo呢?一種是使用

Lantus或其他長效型胰島素的患者若空腹血

糖控制不佳易發生低血糖者、另一種是使用

高劑量時容易發生注射到一半滴出來等不良

狀況者，都可以與醫師討論選用Toujeo。若

是現在所使用的胰島素已經可以將血糖控制

良好，就不一定需要更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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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糖德仕Toujeo是高濃度胰島素，開始使用前需要患者特別注意的事項：

1. 藥效比Lantus略弱一點，因此雖然是以相同劑量轉換，但仍建議在轉換期間應每日監

測血糖，慢慢調整Toujeo的劑量，避免產生高血糖的風險。臨床經驗顯示，Toujeo胰島素血清

濃度與時間的關係曲線較為平緩，這顯示吸收較為緩慢但較持久。Toujeo從開始注射後，大約

需要5天的時間才會達到穩定的血糖控制。

2. 傳統的「胰島素注射針筒」是針對「100U/mL」濃度設計的，所以U-100的空針在抽

U-100濃度的胰島素不會有問題。但Toujeo在台上市後，使用原廠的筆型注射器不會有太大問

題，因為是以「單位 (unit)」給藥。但若要用傳統的胰島素空針來抽取德仕Toujeo時，可能會

造成劑量錯誤。因此，提醒使用患者和醫護人員，絕對不可使用傳統胰島素空針(U-100)抽取

高濃度胰島素！請一定要使用原廠設計的注射器，搭配注射針頭，才能正確使用藥品劑量。

胰島素治療目的是維持血糖穩定，預防或延緩合併症發生。而高濃度胰島素的問世，讓

血糖控制更加理想，同時減少低血糖發生率，但也需要注意高濃度所帶來的風險，期待所有

病患可以享受它的優點，避開缺點。

(附表一)

　 英文名稱 規格含量 中文品名

速效型
NovoRapid 300U/3ml 諾和瑞 諾易筆

Apidra 300U/3ml 愛胰達注射劑

短效型 Actrapid HM 1000U/10ml 愛速基因 人體胰島素

中效型 Insulatard 1000U/10ml 因速來達 胰島素注射液

長效型
Lantus SoloStar 300U/3ml 蘭德仕注射筆

Levemir FlexPen 300U/3ml 瑞和密爾 諾易筆

混和型

NovoMix 30 300U/3ml 諾和密斯30 諾易筆

HumalogMix 25 300U/3ml 優泌樂筆 混合型25

HumalogMix 50 300U/3ml 優泌樂筆 混合型50

(圖二) Toujeo 300 糖德仕注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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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院目前提供之胰島素藥品，這些
         胰島素的使用濃度皆為100 I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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