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型糖尿病是一種複雜慢性代謝性疾

病，雖不會帶來立即性的不適感，但是血糖

控制不良引發的相關合併症，從眼睛到下肢

末梢循環遍及全身器官，所造成的問題是永

久無法回復的病理變化，甚至危害生命，需

要長期監控照護，許多十大死因中之腦血

管疾病、心臟病、高血壓及腎臟疾病息息相

關。

維持正常的血糖值是糖尿病患者應確

實執行的事。此外，為了要維持穩定的血糖

濃度，執行自我監測血糖(Self-Monitoring of 

Blood Glucose,SMBG)，在各種不同時間點自我

監測血糖變化，醫療人員教導病患如何辨識

高、低血糖危險症狀及處理方式，及在何種

狀況發生時需立刻自我監測血糖，且根據血

糖變化採取正確的就醫治療，確定各種治療

計劃的效果才能更有助於高低血糖的偵測。

因此，積極的自我監測血糖對接受降血糖藥

物治療的患者是很重要的，可避免不自覺性

的低血糖，減少心臟血管疾病的發生。

糖尿病患擁有正確執行與判讀SMBG數

據的知識與能力，依據治療處方持續運用

糖尿病患勤測配對血糖延緩併發症

SMBG，並適當地調整胰島素劑量與飲食，是

一個有效的治療方式。SMBG結果是糖尿病管

理中指導醫療營養治療的有效工具，更可以

預防低血糖的發生，和調整降血糖藥物的控

制（特別是餐時胰島素的劑量），糖尿病患

者依個人需要和目標來決定SMBG的使用頻率

和時間的安排。

依據2018糖尿

病臨床照護指引，餐

後2小時血糖控制目

標是<160mg/dL，為

進一步了解到不同食

物所產生的餐後血糖

值差異，也讓醫護人

員依據餐後血糖值來

調整病患的飲食及藥

物治療，在此提供病

患容易又有效的測量方法。

配對血糖測試(Paired Testing,PT)是指監

測餐前/餐後血糖提供即時監測的數據及其差

異值，讓病人及其醫療人員能及時了解病患

的血糖變化。至於配對血糖一天應做幾次呢?

文/糖尿病衛教室 吳月珠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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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建議針對三餐進行配對血糖監測，一般病人若生活習慣、飲食型態穩定，可於每週檢驗

同一餐的配對血糖值，且要連續監測三天，第一天監測時維持以往用餐的量(可瞭解自已原來飲食

狀況)，第二天找出餐後高血糖原因(例如餐後2小時血糖值有高於治療目標160mg/dl以上，隔天就

要減少主食份量或轉換不同的主食內容)，第三天能固定每餐的主食份量，須配合均衡飲食原則。

舉例早餐(表一)、午餐(表二)及晚餐(表三)。

(表一)每週驗同一餐(早餐)配對血糖要連續監測三天

早餐 午餐 午餐

餐前 餐後2小時 飲食內容 前 後 前 後

星期一 3/1 133 250 炒麵+豬血湯

星期二 3/2 123 195 湯麵+滷豆腐

星期三 3/3 111 155
湯麵不喝湯+滷豆腐+

燙青菜

星期四 3/4

星期五 3/5

星期六 3/6

星期日 3/7

(表二)每週驗同一餐(午餐)配對血糖要連續監測三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前 後 餐前 餐後2小時 飲食內容 前 後

星期一 3/8 153 260 炸雞腿便當

星期二 3/9 135 200
滷雞腿便當，青菜

過水(少油)

星期三 3/10 121 160
滷雞腿便當不吃
皮，減少米飯

星期四 3/11

星期五 3/12

星期六 3/13

星期日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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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每週驗同一餐(晚餐)配對血糖要連續監測三天

早餐 午餐 晚餐

前 後 前 後 餐前 餐後2小時 飲食內容

星期一 3/15 183 312 豬腳便當

星期二 3/16 134 180
豬腳便當，減少米

飯

星期三 3/17 120 156
豬肉片便當，白米

飯改五穀飯

星期四 3/18

星期五 3/19

星期六 3/20

星期日 3/21

總結以上，將配對血糖數值搭配詳盡的飲食紀錄，以及生活作息(運動、生病)的紀錄，在回

診時一起帶來判讀，有助於醫療人員清楚病患的飲食、生活型態或藥物對血糖的影響。在此提

醒病患每次回院看診時，攜帶可以電子傳輸的血糖機到糖尿病衛教室下載血糖資料，並攜帶血

糖紀錄本與醫護人員共同討論在家自我調整的過程，而醫護人員應多鼓勵病人監測配對血糖，

並與病人達成共識，如此才能達到理想血糖控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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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撰文‧小花 護理師

在專訪前跟梁醫師表明想要約時間專

訪她，梁醫師直爽的ㄧ口答應！到了專訪當

天，一位嬌小可愛穿著白袍的醫師迎面走

來，我喃喃自語的想著，看起來這麼年輕會

是梁醫師嗎?是的，她就是中山附醫風濕免

疫科主治醫師梁培英醫師。

得到中山好醫師有什麼想法？

梁培英醫師是過敏免疫風濕科醫療團隊

重要成員之ㄧ，過敏免疫風濕科治療層面深

廣，除了治療生理，對於心理層面的貢獻也

不容小覷。

我問梁醫師對於得到中山好醫師這個

殊榮有什麼感想?梁醫師露出可愛的笑容說

:「其實很謝謝各位好朋友，還有各位病友

的支持，謝謝大家投我一票，覺得這是大家

對我的肯定，我備感榮幸。『醫人、醫病、

要醫心』一直以來是中山的中心思想，也是

我一如既往向中山各師長身上學習到的東

西。謝謝中山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也謝謝

這個「中山好醫師」的醫師節活動讓我們和

病友的醫病關係更密切，也讓大家感受到

人間處處有溫暖。希望日後持續為大家提供

「有溫度」的服務，一起提升台灣的「幸福

感」」。

梁醫師說到的:「醫人、醫病、要醫

心」，一直是我們中山始終堅持的理念，這

對待病患的初衷也一直深植在我們醫務人員

的心裡。

◎現職：

中山附醫 過敏免疫風濕科 主治醫師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研究所碩士畢業

◎經歷：

中山附醫 內科部住院醫師

中山附醫 過敏免疫風濕科總醫師

中山附醫 過敏免疫風濕科研究醫師

中山附醫 過敏免疫風濕科主治醫師

中山附醫 一般內科主治醫師

中山附醫 一般內科病房主任

2018中山好醫師 第三名 梁培英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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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醫師最重要的條件

好醫師定義是什麼?我丟給梁培英醫師

這個抽象又深奧的問題。梁培英醫師認真的

說:「一位『好醫師』就像教導過我的師長

一樣，視病猶親，把病患的事當作自己的

事，把病患當作朋友一樣對待。」我想一位

"好醫生"，簡單來說呢，就是從病患的角度

替病患設身處地著想，這就是一位好醫師應

具備的基本條件。

從醫過程中最難忘的是什麼？

我請問梁培英醫師行醫過程中，有沒

有難忘的故事可以分享?梁醫師思索半刻娓

娓說道:「我在這十年多的行醫生涯中，經

歷很多開心的事，很多讓我覺得當醫生是一

件幸福的事。在我還在實習醫學生時，我就

想當一位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了，原因是實

習當時照顧一位類風濕關節炎的患者，她雙

手的手指已經因疾病已變形，雙手動作不靈

活，但她依然抱著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她的疼

痛，當她比較不感到疼痛的時候，她就會做

褶紙手工，作為她的復健跟訓練，我離開那

個實習單位時，她送我兩瓶沒有摺角的「幸

運星星」，我當時感動得流下淚來，你可知

道這些一般人認為很簡單很快速完成的事在

她身上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及忍受著痛楚去完

成的，謝謝她讓我感受到生命的堅強及韌

性。那兩瓶的幸運星星我一直留到現在。」

梁醫師的故事真的很令人感動！醫師真

的是一個柔軟心細的醫師，在她的心中有著

許多這樣動人的故事，有這樣心慈仁厚的醫

師在服務病患，病患是何等幸運與幸福呀。

最想跟病患說的話？

梁醫師不減可愛的笑容說:「最想跟病

人說的話，其實有很多很多，可能每個人都

不一樣。這些心裡的話或許跟其他醫師說的

不一樣⋯⋯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的階段，

我們的終點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要為自己

的未來作出準備，無論是金錢上或是生活習

慣上，生病或許無可避免，但可以為自己的

健康作出準備。想告訴大家，只有把一部份

投資在「健康」上，不論是財務規劃或生活

習慣的改善。多愛惜自己的身體健康，才能

愛別人及為社會作出貢獻，創造更多的幸福

感。」

深入了解梁培英醫師之後深深感覺她是

一位對於她的專業領域可以不斷持續保持高

度興趣的醫者，我想在她的內心一定一直存

在著「我想做、我願意去做」的熱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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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吃』在生活中

佔了很大一部分，如何吃得健康、安心又營

養，跟食物的保鮮有很大的關係。如冷藏、

冷凍、醃漬等都是為了讓食物維持鮮度的方

式，確保成為桌上的美味佳餚前不至於營養

流失或腐敗變質。

那麼，跟身體健康息息相關的藥品，該

怎麼保存呢？以下介紹幾個重要的原則作為

民眾參考：

『有效期限』的意義

藥瓶上標示的有效期限是「尚未開封

前可保存的時間」，常被誤以為是「使用期

限」，殊不知打開藥品遇到外界空氣，期限

自然會縮短。要依據不同劑型、包裝來選擇

保存的方式。另外有效期限的標示有許多不

同格式，如西元年/月/日（2020/08/15）、

或西元年/月(2020/05)等，若判讀有疑問可

洽藥師諮詢。

藥品保存的二三事

避光、乾燥、常溫

三大原則為避光、乾燥(避免潮濕)、常

溫(避免溫度過高或過低)，因為光線、濕度

與溫度都會影響藥品的療效，嚴重者可能導

致變質，若不小心服用了，不但無法藥到病

除，還有可能使病況加重。加上台灣屬於海

島型氣候四季分明，到了梅雨季節轉成潮濕

多雨，乾濕交替之際在藥品保存要多加注

意。

例如：需避光的藥品會採用深色或褐

色包裝，像是緩解心絞痛的急性用藥-耐絞

寧、散克巴B12眼藥水；易吸濕崩散潮解，

如愛克痰發泡錠、帝拔顛持續釋放錠、美妥

平口溶錠等。

儘可能維持原包裝

藥品製造完成後，為了增加運送及服藥

的方便性，會採用鋁箔PTP裝(如開恩達命、

舒肉筋新)或是罐裝瓶裝(如昂特欣)，領藥後

文/羅光廷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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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維持原包裝完整。除非服用藥品否則勿隨

意破壞包裝或自行分裝，以免影響到藥品的

藥效，導致無法緩解病人的急性症狀。若原

包裝內附有棉球開罐後即可丟棄，其目的是

吸附藥品的水氣保持乾燥，開封後可能會吸

收空氣中水氣，反而容易讓藥品受潮，縮短

使用期限。

重新調配後的藥品

有些抗生素糖漿(如日舒、安滅菌等)，

需以冷開水混合藥粉均勻震搖，配製後1-2

週內服用完畢，並依指示冷藏或常溫存放。

每次服藥時配合量杯，依照藥袋上的指示倒

出適合的單次劑量服用，記得完成抗生素療

程切勿任意中斷。

冷藏

標示需冷藏或攝氏2-8度之藥品，應放

在冰箱冷藏室並與食物分開存放。若栓劑遇

熱軟化，可暫時冷藏變硬後再使用。用來控

制血糖的胰島素針製劑，尚未開封冷藏於冰

箱可放至有效期限(注意不是冷凍喔!也不能

放在過熱的的地方)，一旦開始注射室溫下

保存即可，且應在30日內使用完畢。

服藥前的注意事項

藥錠、膠囊：是否變色？膨脹？溶解？

碎裂？破裂滲出？

糖漿、藥粉：是否沈澱？結塊？變色？

與上次服用時相比較黏稠/稀釋？

最後，藥品應避免置於幼童容易取得的

地方，減少小朋友誤食的機會。「生病看醫

師，用藥找藥師」不論是藥品的使用、保存

或相關的疑問都可以請教藥師，相信也可以

得到正確的用藥觀念，讓身體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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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曹麗燕 營養師

  隨著農曆春節過年後，春天的腳步

近了，筆者在此應景淺談，春天時節應該

注意的身體內在的飲食補養、心情調適及

外在的生活起居、運動與疾病防治事項。

中醫古書《黃帝內經》「素問，四

季調神大論」描述道：「春三月，此謂發

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視為大地回

春，冰雪消融，萬物復甦生長，欣欣向榮

之象。春季開始於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

止於立夏前一日，經過雨水、驚蟄、春

分、清明、穀雨六個節氣，約國曆二月五

日至五月五日止，為期三個月。

 

「春」乃為四季之首，萬象更新之

時。人體也該學習跟大自然一樣，經過冬

季的休憩後，在春天來臨活躍起來。現在

開始累積營養能量，俗話說：「春種一粒

粟，秋收萬顆籽」，說明春天的養生只要

得法，就能為全年的健康打下良好底子。

養生之道在於疾病預防

中醫學認為，四季氣候變化對人體之

生理、病理均可產生一定的影響，一年四

季氣候的變化，有它周而復始的規律，即

春季養生全方位

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這種氣候演變和

「五臟」及「六淫」是有相互關聯的，在中

醫臨床上也代表一年四季特有的節令疾病。

春在五行中屬木，在五臟中屬肝，在六

淫（風、寒、暑、濕、燥、火）之邪屬風。

「風」為春季的主氣，在《黃帝內經》中

云：「風者，百病之長也」，意謂風邪在眾

多疾病的外感因素中，風邪是主要的致病原

因，故此春季最需要注意的是肝病與風邪﹙

感冒﹚的防病保健工作。

春天氣候開始由冷轉暖時，容易忽冷

忽熱，加上潮濕，因此許多致病的細菌、病

毒、微生物便隨之生長繁殖，容易出現流行

性感冒、過敏性鼻炎、結膜炎等傳染病的發

生及流行。

春天是肝臟，肝經當令的季節，也需預

防因肝陽上亢（肝火旺）所產生的高血壓、

腦中風、頭痛眩暈等病症。尤其春天氣溫不

穩定，當氣溫變化大時都可引起人體血管的

伸縮，對於老年人而言血管硬化及適應性下

降，很可能出現血管意外不可不慎。

1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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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在於飲食補養

春主肝，春季的飲食養生的重點以平肝息風、滋養肝陰為主。

宜

1.春天飲食宜採甘味（甘潤能滋補脾胃，脾健有助於肝氣）及辛味食物（肝欲散，辛散

之補肝），以溫補為佳，適合食物如棗、蜂蜜、山藥等、蔥，蒜，芫荽(香菜)、粉光

參、龍眼肉、黨參、枸杞等。

2.搭配味甘性平又富含蛋白質、維生素與礦物質等營養的食物，如牛奶、瘦肉、豆漿和

蔬菜水果等。

3.多吃深綠色蔬菜及富含胡蘿蔔素、維生素A、E 的胡蘿蔔、南瓜、紅棗、枸杞，來增強

身體的免疫功能，保護上呼吸道，抵抗春季好發的流行性感冒。

4.此時節陽氣上升易傷陰，故可利用山藥、百合、枸杞、蓮子等食材來進補養陰。

代表食物

大蒜：味辛、溫，可治療飲食積滯、暖脾胃、解毒、殺蟲之功效。因蒜中含有天然殺菌

素，對於感冒、腹瀉、腸胃炎及扁桃腺炎等有明顯的療效，可促進新陳代謝、增進食慾、

預防動脈硬化和高血壓之功用。

山藥：味甘性溫，有健脾、補肺、固腎、益精之功效，在春天非常適合吃山藥，其目的有

二，一來能健脾益氣，以防止春天肝氣旺傷脾；二來能補腎益精，可提升人體陽氣，亦可

增強人體之抵抗力。 

大棗：味甘性溫，可治療脾虛食少，補氣血津液不足之功效。

忌

1.飲食避免以「熱補」助長陽氣過盛，不宜大熱大辛之食物如人參、鹿茸、附子、肉

桂、辣椒、酒等，過多乾燥辛辣會燥火動肝，進而損耗肝陰。

2.忌酸澀食物（只有肝火旺時才以酸收），雖然酸性食物是入肝的，若是過度攝取酸食

偏離中庸，反而會使肝陽偏亢而出現脾胃虛弱，影響胃腸消化。

3.忌油膩生冷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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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之道在於起居作息規律

   先前在好睡的冬天養成早睡晚起的習慣，進入春天之後，該試著調整生活作息了，稍

微可以改成晚睡一點及早起的習慣，當然晚上11點到凌晨3點，是膽經和肝經當令的時間，

不宜過分熬夜，對肝膽經是最好的修復，早上睡醒要避免賴床，調整好生理時鐘，才能讓白

天充滿活力。

養生之道在於保持心情輕鬆愉快

春天是養肝的季節，所謂「大怒易傷肝」。雖然新的一年可能會很忙碌，但日常生活

中，還是要盡量調整生活步調，避免負面情緒，不著急、不生氣、不發怒，不可過度疲勞、

憂鬱及沮喪。保持心情舒暢愉快，適度休息能增加肝臟內血液的流量，賦活肝臟細胞，確保

身體與精神方面皆健康。

養生之道在於適度運動鍛鍊身體

最好的疏肝運動就是拉筋（肝主筋）。晨起床前，先不下床，坐在床上左右轉腳踝，以

單腳拉筋，即一腳往內彎，雙手碰伸直腳的腳趾，再交替換腳，再雙雙腳伸直，雙手碰腳趾

完成。下床後站立彎腰也可以做。冬天因天氣寒冷，運動量大幅減少，而春季正是讓人體恢

復體內機能及元氣的好時機，應適度做些運動如慢跑或散步，鍛鍊肌肉，增強身體免疫力，

把握運動的同時兼顧心情放鬆，使全身舒暢。

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養生方式，我們應該配合四時變化，採取適當的保健方法，才能保

持人體內外的平衡，來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

營養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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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03月-108年04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是否對
外開放
聽講

108/03/06 07:30-08:30 外科部 專題演講 一般外科
謝慶隆主治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

學分5分
可

108/03/0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內分泌科
李弘元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3/10 08:00-17:30 兒童部

(事先報名/繳費)108年
度「腸病毒重症之臨床
診斷處置及醫療、產後
護理機構感染管制教育
訓練」與「兒科繼續教

育」

各醫院醫師 行政12樓
會議廳 許倖慈21728 依兒科醫學會

規定

可，需
繳交報
名費

108/03/13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夏君毅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無 否

108/03/13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消化內科
汪奇志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3/14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

會、台灣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報告 民眾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可

108/03/20 07:30-08:30 外科部 研究教學演講 內分泌外科
姚忠瑾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台灣外科醫學
會繼續教育學

分5分
可

108/03/20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腎臟內科
洪東衛主治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專科醫師

積分 可

108/03/21 8:00-1700
台中市護
理師護士

公會
白色巨塔之愛 詹廖明義顧問

等4位
行政12樓
會議廳

蔡淑美督導
34975

預計申請護理
人員積分 否

108/03/23
-24 07:30-17:00 放腫科 2019年春季放射物理學

輻射生物學基礎研習班
臺大醫院放腫科

郭頌鑫主任
正心樓

0212教室 駱嬿羽32022 無 否

108/03/27 07:30-08:30 外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外科部夏君毅主任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謝淑慧34601 無 否

108/03/27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PGY蔡牧宏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3/28 16:30-17:30 解剖病理
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SPC) 解剖病理科

王昱婷醫師
行政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32552/
李雪旖11647 無 否

108/03/28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

會、台灣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回覆

花蓮慈濟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可

108/04/03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心臟內科張凱為
主治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4/11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

會、台灣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回覆 大千醫院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可

108/04/12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台大胸腔科
何肇基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4/17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演講 中榮腸胃科
李騰裕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內科專科

醫師積分 可

108/04/24 12:30-13:30 內科部 Mortality & Morbidity 林尚輝住院醫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張秀齡34711 無 可

108/04/25 07:30-08:30

台灣安寧
照顧協

會、台灣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視訊
研討會-個案回覆 台北榮總安寧團隊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王銘雄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可

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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