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型糖尿病相關常用術語的定義

幫助瞭解 2 型糖尿病的術語



本術語清單可幫助您更好瞭解 2 型糖尿病、可能發生的併發症和一般護理建議。如果您
有任何問題，請確保問醫師或糖尿病護理團隊。

2 患者指南︰幫助瞭解 2 型糖尿病的術語

2 型糖尿病和血糖1-4

血糖監測
檢查血糖水平以管理糖尿病的行為稱為血
糖監測。定期監測結果可用於確定治療和
所選生活方式中的調整。

A1C
A1C 測試測量一個人過去 2 至 3 個月的平均
血糖水平，可為您提供隨著時間變化的平
均血糖控制情況圖。結果以百分比表示或
可轉換為一段時間的平均血糖。對於大多
數 2 型糖尿病患者，美國糖尿病協會建議 
A1C 為 <7%。

血液葡萄糖
也稱為血糖，即血液中的主要糖成分，是
身體的主要能量來源。給定量血液中的血
糖或糖量稱為血糖水平。

血糖儀
血糖儀用於測量和顯示血中的糖（血糖）
量。血糖儀有多種類型，因此務必在進行
測試前閱讀和理解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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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測試

用於診斷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並監控糖尿
病患者，其是一種測試，在患者未進食 8 
至 12 小時（通常一夜）後測量血糖水平。 

高血糖症
也稱為血糖過高，高血糖症是血糖高於理
想水平。向醫師或 2 型糖尿病護理團隊的
其他成員諮詢，您的血糖是否較高。

低血糖症
低血糖症是在血糖水平低於正常值時可能
發生的疾病。症狀包括飢餓、緊張不安、
顫抖、流汗、頭昏或頭暈、嗜眠和神志不
清。向醫師或 2 型糖尿病護理團隊的其他
成員諮詢，您的血糖是否較低。

胰島素
胰島素是胰腺產生的一種激素，幫助身體
將糖用做能源。身體無法產生足夠的胰島
素時，則透過注射或使用胰島素泵獲取胰
島素。

2 型糖尿病和血糖1-3 （續）

胰島素抗性
對身體產生的胰島素做出反應及使用該胰
島素的能力不足。可能與肥胖、高血壓和
血液中的高脂肪水平相關。

2 型糖尿病
其特徵是因缺乏胰島素或身體高效使用胰
島素能力不足而導致血糖水平較高；2 型
糖尿病主要出現在中老年人身上，但也會
出現在年輕人身上。



可能的 2 型糖尿病併發症和擔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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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良的 2 型糖尿病併發症可能包括對
眼睛、心臟、血管、神經系統、牙齒和牙
齦、雙腳和皮膚或腎臟造成傷害。2雖然這
些併發症並非與糖尿病完全相關，但更常
見於 2 型糖尿病患者。

血壓
血管內血液流動的力稱為血壓。血壓用
比率記錄；例如，健康的血壓水平是 
120/80 mm Hg。第一個數字代表收縮壓或
心臟推動血液流經血管的壓力。第二個數
字代表舒張壓或心臟在搏動之間放鬆時血
管中的壓力。如果血壓高，稱為高血 
壓症。另請參見高血壓症。

血管 
血管是將血液運送到身體各個部位並從各
個部位輸送出的管道。3 大主要血管類型
包括動脈、毛細血管和靜脈。

冠心病
冠心病由向心臟供血的血管變窄所引起。
由於中斷向心臟供血，從而導致心臟 
病發作。



可能的 2 型糖尿病併發症和擔憂1-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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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衰竭
腎臟不再按預期工作時的慢性疾病；身體
開始滯留液體和有害廢物。腎衰竭患者
需要進行透析或腎臟移植，以恢復正常功
能。另請參見透析。

周邊神經病變 

神經病變是一種神經系統疾病，周邊神經
病變是最常見的神經病變。其會影響雙
腳、雙腿或雙手，導致疼痛、麻木 
或麻刺感。

中風
因損壞大腦血管而導致的一種疾病； 
中風可能導致喪失語言或移動身體部位 
的能力。

透析 

發生腎衰竭時，必須透過透析清潔血液，
此人工過程使用專用設備完成。另請參見
腎衰竭。

高血壓症 

也稱為高血壓，高血壓症是流經血管的血
流力超過正常時出現的一種疾病。罹患糖
尿病和高血壓可給心臟帶來壓力，損壞血
管並增加心臟病發作、中風、肾脏疾病和
死亡的風險。



2 型糖尿病︰飲食和體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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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
肥胖是體內脂肪量超過正常的情況。其嚴
重程度超過超重，身體質量指數達到  
30 及以上即為肥胖。另請參見身體質 
量指數。

超重
超過正常體重即視為超重。 身體質量指
數為 25 至 29.9 即為超重。

蛋白質
蛋白質是食物中的 3 大主要營養物之一；
出現在肉、禽、魚、奶酪、牛奶、乳製
品、蛋和乾豆中。

身體質量指數
人體重量相比身高的一個度量；身體質量
指數用於估計一個人擁有的體脂量及其是
體重過輕、正常體重、超重還是肥胖。

碳水化合物 
代表食物中的 3 大主要營養物之一；碳水
化合物出現在澱粉、蔬菜、水果、乳製品
和糖中。

膽固醇 
膽固醇是肝臟產生的一類脂肪，出現在血
液中和某些食物中。高密度脂蛋白 (HDL) 
膽固醇可幫助保護心臟。低密度脂蛋白 
(LDL) 和甘油三酸酯會增加罹患嚴重疾病
的風險，例如，動脈中的膽固醇堆積可能
會導致心臟病發作和中風。

脂肪
是食物中的 3 大主要營養物之一；脂肪出
現在黃油、人造黃油、沙拉醬、油、堅
果、肉、禽、魚和一些乳製品中。 

血糖指數 

血糖指數基於食物對血糖的影響，對比標
準參考食物，對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排
名。有關更多資訊，請造訪美國糖尿病 
協會網站 http://www.diabetes.org/food-and-
fitness/food/what-can-i-eat/understanding-
carbohydrates/glycemic-index- 
and-diabetes.html。



2 型糖尿病︰足部和皮膚護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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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腳病
運動員腳病是出現在足部皮膚上的真菌感
染；常見於 2 型糖尿病患者。症狀可能包
括脫皮、皮膚開裂或出血以及疼痛。一些 
2 型糖尿病患者無症狀，可能不知道自己
已受到感染。

拇囊尖腫
拇囊尖腫是出現在大腳趾第一個關節上的
腫脹。其由皮膚下的液囊腫脹引起，會變
紅、出現瘡瘍及被感染。

胼胝
常常出現在足底的小面積皮膚；胼胝會因
摩擦或壓力而變厚變硬。

念珠菌屬
念珠菌屬是體內自然存在的一種真菌。 
由於體內糖增加且免疫系統削弱，糖尿 
病患者念珠菌過度生長的風險更高。這會
導致感染、瘙癢、皮膚病變或皮疹。常見
感染區域包括嘴、腋窩、腹股溝、陰道和
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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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眼睛和牙齒護理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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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齦炎 

齒齦炎是一種可導致炎症和出血的牙 
齦病症。 

牙周病 
牙齦疾病也稱為牙周病。2 型糖尿病患者
罹患牙齦疾病的風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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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性視網膜病變 

視網膜（眼睛底部內層）的一種損傷，特
點是出血、液體積聚和血管擴張；背景性
視網膜病變是 2 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視網
膜病變的早期階段。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也稱為糖尿病眼疾，此類由 2 型糖尿病引
起的視網膜病變可損壞視網膜中的小血
管，導致視力喪失。

白內障
白內障是眼睛的晶狀體變得渾濁。

青光眼
青光眼是導致眼內液壓增加的一種眼部疾
病，可導致視力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