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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研部、心臟內科 翁國昌 副院長、主治醫師

「尊榮醫療中心」成立於107年11月，

設置於本院汝川十三樓。有別於一般健檢中

心，尊榮醫療中心具有預防醫學、抗衰老療

程，不僅如此，全部由教授及主任級醫師看

診、專業護理人員及藥師親自解說衛教，提

供民眾全方位之精準醫療服務，讓民眾能清

楚明瞭自身健康問題所在，不僅方便準確，

亦能儘早發現問題，儘早治療解決及達到真

正預防保健。

時代的變遷、醫療科技的進步，現代人

也愈來愈重視自身健康狀況，老化、肥胖及

心血管疾病等亦是人們關注的議題，尊榮醫

療中心提供民眾多項檢測及療程。「肥胖」

屬國人之文明病，對健康造成負面的影響，

亦是疾病造成的來源，增加心血管疾病、第

二型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癌症及其他

疾病的發生機會，且可能導致壽命減短。

本中心設置「客製化減重特診」，提供

完善之肥胖代謝基因檢測，搭配專業醫師調

配之健康減重中西醫配方，以健康及有效的

理念衛教民眾，讓肥胖及疾病遠離。又國人

緊湊的生活步調，產生自律神經問題、睡眠

障礙等，本中心擁多項精準功能檢測，讓民

眾更能了解自身健康狀況。

「居家睡眠檢測」，提供睡眠檢測儀帶

回家檢測，在熟悉的睡眠環境入睡，於睡眠

過程中，儀器主要分析出腦波、心電圖、心

率變異分析，以及睡眠呼吸中止症之參考診

斷，高準確率之參考報告。

「自律神經心律變異檢測」顧名思義就

是能測出是否有自律神經問題，此儀器可用

於許多臨床科診斷的依據，自律神經總體功

能與身體機能強弱及年齡相關，交感神經掌

管血壓、心跳速度，若長期過高會有心血管

方面的疾病，副交感神經與免疫功能相關，

又稱為心血管保護因子，太高會有過敏或胃

腸問題等，自律神經失調為現代人文明病之

一，不可輕易忽視。

「動脈硬化檢測」，為非侵入性血管

年齡檢測，全自動醫療型結合ASI動脈硬化

指數(Arterial Stiffness Index)、ABI下肢動脈

硬化指數(Ankle Brachial Index) 、舒張/收

縮壓、脈壓差、心率、動脈脈搏波譜圖形分

析、血管年齡，精準之心血管疾病檢測與篩

選。

尊榮醫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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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失智症人口

也快速上升。失智症的症狀並非同時發生，

而是在生活中一點一點慢慢地出現，初期若

非特別留意，很容易被誤認為一般老化而延

誤就醫。若社會大眾能熟知失智症的早期症

狀，可在極早期就獲得幫助與治療。本中心

提供新一代「失智症檢測」，包含阿茲海默

症檢測和Apolipoprotein E,ApoE基因檢測，

此兩項與心血管疾病有密切關係，美國國家

老年研究院—阿茲海默症協會於2018年發

表：以超靈敏免疫技術檢測血液中微量腦特

異蛋白，將成為臨床上重要的檢查。失智症

的檢測可幫助了解個人基因體質，進而採取

相對應的健康管理策略。

本 中 心 亦 提 供 「 血 液 氦 氖 雷 射

(Intravascular Laser Irradiation of Blood，

ILIB)」、「體外反搏(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pulsation，EECP)」等療程，前者為

利用低能量血管內照射療法，使血液的攜

氧力增加，提升組織器官的含氧量，在臨床

上可應用於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內分泌

系統等，其功用為調節免疫、神經機能、活

化紅血球、過敏及睡眠改善，在預防保健上

有卓越效果；後者為治療冠心症新趨，使心

臟運作容易且增加血液循環，經美國國家食

藥監局認證是一種非侵入性且安全的治療，

無需手術及住院，在門診即可接受治療，利

用微小的血管發展成新生血管，尤其在堵塞

動脈附近，促進新的側枝循環生長，讓血流

正常地流入心臟的肌肉，利用體外反搏治療

EECP治療心輸出量不足，對於藥物或手術難

以治癒的心絞痛與心衰竭病人而言，是另一

替代或協助心臟復健的治療方法，因此也稱

為「自然的繞道」。

衛生福利部於107年9月公告《特定醫療

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

（簡稱特管法）》修正案，開放多項細胞治

療技術，如自體CD34+selection周邊血幹細

胞移植、自體免疫細胞治療及自體脂肪幹細

胞移植等。細胞治療技術包含了癌症治療與

再生醫療，各項適應症均是為了滿足現行醫

療技術的不足，成為醫療院所積極發展之領

域，而目前尊榮醫療中心已建置細胞治療相

關專業資格醫師及醫護團隊，秉持著醫院宗

旨「醫人、醫病、醫心」提供全方位醫療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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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只對了後面一半，肥胖可說是

萬病淵藪，肥胖患者容易產生糖尿病、腦中

風、心血管疾病、脂肪肝等慢性病，甚至罹

患癌症的風險也高於正常體重的人。因此肥

胖不僅僅是身材走樣而已，而是危害身體的

健康，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造成肥胖的主因是熱量攝取超過身體

所需，多餘熱量轉化成脂肪堆積在身體。少

數肥胖是因為遺傳、疾病或藥物導致外，最

常見的原因則是生活或環境因素引起的，例

如：

1.飲食的改變：如美食文化、聚餐、高脂肪

的精緻食物，富含糖分的飲料、不規則的

用餐時間、暴飲暴食、餐間點心次數增加

等，導致熱量攝取過多。

2.靜態工作、缺少運動、導致熱量消耗減少。

肥胖的治療

有效的減肥需要多管齊下，主要是飲食

控制、運動與藥物或手術的配合。

飲食控制

飲食控制可說是減肥最基本且最重要的

步驟，每日減少500大卡的熱量攝取，每週約

可減少0.5-1公斤。首先必須紀錄平常每天所

吃的食物，然後諮詢專業營養師並依據個人

文/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羅仕昌 主治醫師

肥胖不是病，胖起來要人命

情況而設計食譜，並學會懂得計算食物的熱

量，把握高纖低脂及低GI食物的進食原則，三

餐宜定時定量。

規律運動

運動減肥需根據個人心肺耐力規劃適合

的運動處方，減去一公斤的體重，需要消耗

七千七百大卡的熱量。就減重的成效來說，雖

然運動的投資報酬率可說是最低的，但有規律

運動的人配合飲食、藥物等，比較能維持住減

肥後的成效而避免復胖。

藥物治療

傳統上只用飲食控制及運動的方式，常

力有未逮，肥胖者時常控制不住自己食慾的衝

動，因此藥物治療也是一種很重要的輔助工

具，但仍必須配合飲食控制及運動，持之以

恆。目前食藥署核可的減肥用藥有下列兩種：

1. 羅氏鮮Orlistat（Xenical）

　 藉由抑制腸胃道脂肪分解酵素，減少腸道

對油脂的吸收，隨餐服用，為醫師處方用

藥。可改善血脂肪及改善糖尿病病人的血

糖控制。主要的副作用是脂肪便、大便的

次數增加、軟便、水便、腹痛、急便感及

腹脹等腸胃道方面的症狀。長期使用應注

意補充脂溶性維生素A、D、E、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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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沛麗婷 Lorcaserin （Belviq）

　 專一性活化下視丘 5-HT2C 接受器，透過

降低食慾、增加飽足感達到減重效果，為

醫師處方用藥。一天兩次，餐前或餐後服

用皆可，服用至少超過12周的時間才能看

見效果，倘若12周後仍不見體重減輕，

建議停藥。常見副作用有頭痛、噁心。而

糖尿病患者，則要注意使用此藥有低血糖

的風險，可能要考慮減低原先血糖藥的劑

量。嚴重肝腎功能損傷的人不建議使用此

藥。

手術治療

BMI超過40 kg/m2以上或BMI≧35 kg/m2合

併肥胖相關併發症者，可以考慮腹腔鏡減肥手

術，如：胃繞道、胃束帶及袖狀胃切除等。手

術可達到有效的體重減輕及持久的體重控制。

術後併發症包括感染、出血、傷口感染，手術

後部分病人會有營養不足的情形，需要額外維

生素的補充。

減重就像跑馬拉松一樣，需要恆心與毅

力。搭配專業醫療團隊的協助，可讓患者在減

重過程中不再徬徨無措，並達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在成功的減肥後，要能維持良好的飲食生

活習慣及適度的運動，才能避免復胖。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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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病人的體重變化是營養門診的必備

項目，某次門診哩，病人表示近期的體重變

化都差不多，細問之下一年的體重從117公斤

增加到124公斤，當下我驚訝的再次確認是否

增加7公斤，病人才表示：「啊～7公斤，對

我來說只是些微的變動啦！」。

這個7公斤在他認為從外觀上看不出什麼

太大的變化，但事實上肥胖得到癌症的風險

本就比正常人多出50%，加上體重每每增加，

更是加重罹患冠狀動脈硬化與中風的機率！

營養師教您幾招控制體重的好方法：

週週秤體重

減重速度不宜過快，最理想的減重速度

是每天減少500-1000大卡，每週可減少0.5-1

公斤，養成每週固定一天量體重並記錄，在

早上起床後，進食前是最好的秤量時機。

從健康早餐開始，三餐定時定量

有的人認為不吃早餐，一天改吃兩餐，

就能減少熱量攝取，但卻會使得下一餐吃進

更多的熱量，使血糖起伏波動大，且增加體

脂肪，不但不會瘦反而更會增加體重。研究

指出吃早餐的人比不吃的人，更能夠管理體

重，可以選擇全穀類像是地瓜、燕麥、全麥

土司等，這些高纖維主食可以幫助血糖穩

文/糖尿病照護中心 賈婷文 營養師

讓減重不再是難事

定，亦富含維生素B群，讓早晨不再昏昏欲

睡，吃對早餐不僅能開啟美好的一天，更能夠

幫助你減重與改善你的健康。

足夠蛋白質

「增肌減脂」是最理想的減重結果，最

擔心的就是瘦到肌肉組織，因為低肌肉量會使

得身體代謝率變低，甚至增加復胖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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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的優質蛋白質下，不但保護肌肉組織耗

損，提升正餐的飽足感，點心時間較不易飢

餓，也可以抑制嗜甜食的慾望，而正常人蛋

白質建議量為每公斤1.2克，一餐至少要兩份

蛋白質，如女生手掌大小，減重的過程可以

選擇熱量較低的低脂肉品，像是白肉、海鮮

等，特別要注意不正確的烹調方式像煎、炸

會使熱量提升2倍以上，若以蒸、煮、烤、滷

等低油烹調對體重控制的你是最有幫助的方

式。

抵擋「餓魔」就選低熱量點心

減重時最害怕敵不過「餓魔」，如果一

肚子餓就抓高熱量的糕餅類、餅乾、果汁往

嘴裡塞，那麼正餐所做的減量節食努力就功

虧一簣了。想要讓胃不空虛，又不增加身體

負擔，可以選擇水分多、體積大，纖維質高

的食物，像是大番茄不需要烹煮就能直接食

用，蒟蒻、仙草、愛玉、奇亞籽等，這些食

物熱量低，絕對是在對抗飢餓時最佳選擇。

善用小盤，逆著吃！

改變進食順序，從一碗清湯開始，先

從湯水佔據胃容量，接著吃一碗蔬菜，再進

食主食與蛋白質，切記細嚼慢嚥，減緩進食

速度，讓大腦有足夠的時間感受到「我吃飽

了」的訊息，另外，使用小盤子先將自己的份

量盛出來，將一半的盤子放入蔬菜，如此較不

會在不注意之下過量進食，同時可以減少主食

與肉類進食的份量，在肚子飽飽之下，健康享

瘦。

運動從走路開始

運動是讓熱量支出最好的方式，每週至

少3次，每次至少30分鐘，若你沒有運動的習

慣，可以從走路開始入門，從散步到快走至跑

步，也可以把肌力訓練放到運動計畫中，身上

的肌肉量越多，會提高代謝量，消耗更多的卡

路里，但營養師提醒運動的強度還是需要依照

自己體能負擔狀況下逐漸增加，才不會造成運

動傷害，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讓運動成為生

活的一部分，更健康生活。

參與我減重門診的病人，簡小姐在兩個

月腹圍減少10公分，糖化血色素自8.8％降至

7.0%，她表示原來減重不是不吃，而是學會怎

麼健康吃；而長期受失眠影響的林先生則在兩

個月努力下減輕6公斤，並表示瘦下來後睡眠

品質都變好了。減重不是難事，最難的是初始

下定決心的那刻與持之以恆的心，體重的減輕

帶來的不僅是對健康正面的影響，也有更好的

體態與自信的心面對未來的人事物。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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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吃出來的富貴病」，在台

灣已突破230萬人，且隨著社會高齡化，逐

年增加，儼然成為「新國病」。臺大公衛學

院公布臺灣慢性病危險因子排名， 「高血

糖」居國人死亡危險因子第一名;衛福部國

健署每年定期公布國人十大死因，糖尿病位

居第5位，平均每11人就有1人罹病，每小

時就有1人因糖尿病而死亡！

6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最終死於心血管

疾病，心血管疾病也是全世界糖尿病患者最

重要的併發症以及主要死因，第二型糖尿病

在10年內發生冠狀動脈疾病的風險是一般

人2～4倍、引發心臟疾病死亡風險是一般

人的3.4倍，同時更比一般人增加3倍中風機

率。

仔細檢視國人十大死因排名前十名的

癌症、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腎病變，

其實糖尿病的各種慢性併發症才是糖尿病患

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糖尿病患者一旦引發

心血管併發症，恐怕縮短預期壽命12年之

多，糖尿病可謂國人致殘和死亡的主要隱形

"藏鏡人"。

降糖、控糖重不重要？

重要！控糖是糖尿病友的重要課題，

糖尿病的慢性併發症，牽涉到小血管病變

(眼底視網膜病變、腎病變、神經病變)以及

大血管病變(冠心病、腦中風以及周邊血管

疾病)。

糖尿病患者之心血管併發症
文/醫研部、心臟內科 翁國昌 副院長、主治醫師

許多研究皆已證實，積極控制血糖能降

低小血管病變的發生機會，但積極降糖治療

能否減少大血管併發症？良好的血糖控制能

顯著減少糖尿病小血管併發症，卻未能顯著

降低大血管併發症（心腦血管事件）的危險

性。但是大型糖尿病研究證實，若能在罹患

糖尿病早期積極血糖控制，經過十年，在降

低小血管病變方面有持續的好處，而在心血

管疾病的好處也會開始出現。

到目前為止，根據醫學研究，在糖尿病

病患和心血管疾病之間，可做出以下結論：

1.基本上至少要將血糖控制在糖化血紅素

(HbA1c)7.0%以下，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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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新診斷的糖尿病患者，積極將糖化血

紅素控制在6.5%，在十幾年後能降低心血管

疾病風險。另外，高血糖也可能會造成所謂

糖尿病心肌病變(Diabetic Cardiomyopathy ”

甜心症候群”)，積極控制血糖能降低心臟衰

竭發生的風險。

血糖控制應該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

值？糖尿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或是心血管疾

病風險，進行積極的血糖控制，將糖化血紅

素控制在6.5%以下或更低，反而可能會增加

患者的死亡率。最近一些大型的臨床試驗，

觀察病史較久的糖尿病患者之糖化血紅素，

發現降到更低的6.5%以下對於心血管疾病可

能沒有好處，甚至是有害的。

近年來國際各大糖尿病治療指引皆建議

個人化血糖控制的目標應個別化考量，糖化

血紅素的目標需”因人而異”，以防止發生

低血糖，嚴重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大血管事

件、不良臨床事件和死亡的預測因子。罹病

時間短，生活品質好，共病症少的糖尿病患

者，適合積極將糖化血紅素控制到6.5%；但

是罹病時間長，生活品質差，共病症多的糖

尿病患者，目標可以放得較寬鬆，糖化血紅

素的目標小於7.5%，甚至8.0%都是可被接受

的。

糖尿病前期，

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已經在增加

若您的血糖高於正常值，但未達糖尿病

的診斷標準，空腹血糖100–125 mg/dL， 

飯後兩小時血糖140–199 mg/dL或糖化血紅

素介於5.7至6.4%，稱作「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前期除了血糖稍高之外，常常合併血

脂異常、高血壓以及肥胖等，這些人為數眾

多，約為糖尿病人數的兩倍，而且每年約有

3-11%會轉變為糖尿病，將來發生心血管疾

病的相對風險約兩倍。因此，如果你有血糖

過高現象，記得要檢查血壓、血脂，更要檢

討自己的體重，測量自己的腰圍，男性腰圍

超過90公分、女性腰圍超過80公分，判讀是

否符合代謝症候群的診斷標準。

依據國健署的標準「代謝症候群」之診

斷，只要包含3項或以上的危險因子即可判

定：

(1)腹部肥胖：腰圍:男性≧90公分或女性

                  ≧80公分。

(2)高血壓：收縮壓≧130mmHg或舒張壓

                ≧85mmHg。

(3)空腹血糖值≧100mg/dl。

(4)高密度膽固醇(HDL-C)：男性＜40mg/dl或

                                   女性＜50mg/dl。

(5)高三酸甘油酯≧150mg/dl。

「護心聖戰」應著重防治代謝症候群之

發生，需要將降低心血管風險發生率擺在糖

尿病前期的治療之中。

糖尿病不只是血糖高

血糖管控不等於糖尿病管控

即使血糖管控良好，仍併發心血管事件

的情況，在臨床上並不少見，為什麼？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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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宣導的重要概念：血糖管控不等於糖尿

病管控！

大型研究顯示血壓管控對於降低腦

中風比控制血糖更重要，要降低心肌梗塞

風險控制血脂比控制血糖重要。糖尿病在

心臟血管系統的傷害，主要來自大血管病

變，主要的致病機轉於慢性動脈粥狀硬

化，相關危險因子除高血糖外，還包括血

脂異常、高血壓、吸菸等。大部分有糖尿

病的人也會有高血壓或高膽固醇，若您有

這些問題，就得與高血糖一樣接受嚴格的

治療。對於無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

治療目標為低密度膽固醇LDL-C＜100mg/

dL；對於合併有心血管疾病者，治療目標

為LDL-C＜70 mg/dL，第二型糖尿病合併

急性冠心症候群患者，甚至考慮更嚴格將

LDL-C控制到低於55-50 mg/dL。

糖尿病患者血壓控制的目標值要比

沒有糖尿病者來得低，目標為將血壓維

持 140/90甚至＜130/80mmHg。控制三高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戒菸、多

運動等都是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穩定的

重要生活守則。因此現今的糖尿病治療不

應只是達到降血糖目標，更應積極減少心

血管疾病。

2003年發布的STENO-2研究發現，

在控制血糖的同時進行多危險因素干預

（生活方式、飲食、血壓及血脂）可顯著

降低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風險。糖尿

病需要全身性的照護「糖尿病患控糖應從

『心』開始！」

所有糖尿病患者都應該使用阿斯匹靈

預防心血管疾病嗎 ?

那可不一定！對糖尿病患合併有心血管

疾病者，建議使用低劑量阿斯匹靈 Aspirin 

(75-100 mg/day)，以避免未來再發生心血

管疾病(次級預防)。相較次級預防，初級預

防療效仍有其爭議性及發生副作用之潛在風

險。亞洲人心臟病機率低於歐美，出血性中

風機率卻高於西方，所以使用阿斯匹靈應更

小心。

最近日本及香港華人糖尿病患者的初

級預防研究中，發現阿斯匹靈並不能顯著降

低重大心血管事件發生機率及所有原因死亡

率，卻明顯增加腸胃道出血之風險。因此總

結，使用阿斯匹靈作為這些病患的初級預

防，雖然病患心血管事件率降低，但付出的

副作用代價是划不來的。

2014年美國食藥局已針對未罹患心血

管疾病(未有急性冠心症或缺血性中風)患者

應避免常規使用阿斯匹靈，提醒沒有足夠實

證支持阿斯匹靈效果，卻明顯有增加出血風

險。

事實上，2018年美國糖尿病醫學會已

經修改了建議，看得出來比過往要保守了很

多，建議大於50歲，且有一項以上重大心血

管危險因子的糖尿病患者考慮使用阿斯匹靈

做為初級預防，且清楚地寫出，50歲以下且

沒有重大危險因子的糖尿病患者，使用阿斯

匹靈是不被建議的。如果你已每天在服用阿

斯匹靈，而有疑慮，在做任何更改前，應先

諮詢您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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