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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醫療保健團隊中都有哪些成員？

主治醫師 (PCP)
也稱為家庭醫師，此醫師可能是您糖尿病醫療保健團隊的中心。 
其可協調您的醫療保健，將您轉診介紹給團隊的其他成員。 

您可能想問 PCP 的樣例問題︰
• 何時是服藥的最佳時間？
• 我是否始終需要藥物？
• 我如何知道我所做的事對於 2 型糖尿病是否合適？
• 我需要多久到您這裡一次看診 2 型糖尿病？

與糖尿病醫療保健團隊合作

罹患 2 型糖尿病時，獲得定期的醫療保
健護理非常重要。2 型糖尿病可影響身
體的多個部位。您可能能夠獲取專家團
隊的照護。團隊所有成員將盡力幫助您
控制糖尿病。管理 2 型糖尿病的一個最
佳方式是與醫療保健團隊合作。

在下文中，您將瞭解糖尿病醫療保健團
隊每個最常見的成員及其責任。下面還
列出了可詢問每個人的樣例問題。有些
人會覺得在會見醫療服務提供者之前列
出問題並攜帶問題清單非常有用。詢問
所有問題非常重要，即使您認為其可能
是一個小問題。

其他團隊成員
做為 2 型糖尿病患者，您的團隊成員可能還包括其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從下一頁開
始將列出一個可能團隊成員的表格。



（轉下頁）

成員 說明 要問的樣例問題

內分泌醫師 經過糖尿病等疾病治療方面專
業培訓的醫師。並非所有 2 型
糖尿病患者都要到內分泌醫師
處看診

•  體重減輕會如何影響我的 2 型糖尿病？ 

•  如果改變了飲食和進行了鍛鍊，仍然
難以控制我的血糖，則應該怎麼辦？

• 我是否必須服藥？

心臟科醫師 
（心臟疾病 
醫師）

接受過心臟和血管相關疾病治
療專業培訓的醫師

• 2 型糖尿病會如何影響我的心臟？
•  我多久應做一次心電圖 (EKG)？
•  如果我的膽固醇提高會怎麼樣？

眼科醫師或驗
光師（眼科 
醫師）

經過專注於眼部健康進階培訓
的專家

• 2 型糖尿病會如何影響我的視力？
• 如果我的視力出現問題該怎麼辦？
•  我應注意哪些眼部問題？
• 我多久應進行一次眼部檢查？

腎病學家 
（腎病專家）

經過腎病治療之專業培訓的醫師 • 2 型糖尿病會如何影響我的腎臟？
•  我多久應進行一次腎功能檢測？

足科醫師 
（足病醫師）

治療腿部和足部疾病，如胼胝、
厚繭和更嚴重的疾病

•  我多久應檢查雙腳一次以及我應注意
什麼（如果有）？

行為醫療保健
專業人員

經過培訓，以幫助 2 型糖尿病
患者解決情感方面的問題。可
以是社工、心理醫師、精神科
醫師或家庭／婚姻治療師

•  我自己應該如何努力減輕因罹患 2 型
糖尿病而感到抑鬱？

•  我對診斷感到沮喪，您可以給我一些
建議嗎？

糖尿病護士教
育者

主要工作是向您傳授糖尿病知
識及每天如何管理糖尿病的註
冊護士

• 我應該如何使用測試條和血糖儀？
• 我多久應檢測一次血糖？
• 我應何時服用藥物？

糖尿病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雖然並非每個糖尿病患者的醫療保健團隊都有相同的專業人員，但糖尿病醫療保健團隊
通常包括下列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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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說明 要問的樣例問題

執業護士 具有高級護理實踐研究生學位
且可提供疾病診斷和管理及開
處方等服務的護士

•  是否有我應注意的任何副作用？

運動生理學家 經過身體和鍛鍊方面的專業培
訓，將設計符合您特定需求的
安全高效鍛鍊計劃。確保讓 PCP 
批准您的鍛鍊計劃

•  我長時間未進行過鍛鍊，我該怎麼
辦？ 

•  我多久應進行一次鍛鍊並持續多長時
間？

• 一天中的最佳鍛鍊時間是什麼時候？

醫師助理 (PA) 與醫師密切合作，在醫師的監
督下提供診斷、預防、健康和
治療服務

•  2 型糖尿病患者是否能注射流感疫苗？
• 何謂低血糖？

醫師 
辦公室護士

通常是您在醫師辦公室見到的
第一個人，其為醫師收集重要
資訊，也可能為您提供教育 
支援

•  您有沒有 2 型糖尿病的相關資料可供
我帶回家閱讀？

•  您是否有我可閱讀的高血壓知識？

藥劑師 知道處方藥和非處方藥、它們
如何相互作用及對身體的影響

•  我有一種新處方藥。它會不會與我正
在服用的藥物相互作用？

• OTC 藥物是否含糖？

註冊營養師 經過營養方面的培訓並通過全
國性考試。向您傳授健康飲食
知識，並制定飲食計劃，該計
劃考慮您的醫療狀況、生活方
式及您與醫療服務提供者共同
設定之目標

•  我不確定要吃什麼。我的最佳飲食是
什麼？

•  哪種水果和蔬菜含糖量最低？
•  飲食是否有助於減少或改變我服用的
藥物？

辦公室經理／
財務人員

核實保險範圍並完成文書工作 • 您是否會存檔保險文件？
• 我到這裡的就診是否取得給付？
•  如果我的保險變更，您需要收集我的
哪些資訊？

糖尿病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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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醫療服務提供者提出的問題

記住—如有問題，務必詢問！您的醫療服務提供者將隨時為您提供幫助。

問題︰

答案︰

                

問題︰

答案︰

                

問題︰

答案︰

                 

問題︰

答案︰

                

問題︰

答案︰

                

小提示︰複製本頁，在每次門診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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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用於收集個人健康資訊，應予以維護以防止疏忽披露。 （轉下頁）

6T2D 治療跟蹤器

我的糖尿病護理團隊

 成員  姓名 電話號碼

主治醫師

糖尿病專家

營養學家或營養師

眼科醫師

足病醫師

心臟疾病醫師

腎病專家

透析中心

藥房

其他︰

其他︰

緊急聯絡人  電話號碼︰

關係 

過敏 

將您的醫師和其他護理團隊成員、藥物、預約、檢測結果、血糖讀數和其他重要健康資訊全部
記錄在一個位置。 

2 型糖尿病 (T2D) 治療跟蹤器

姓名     電話號碼︰



此表用於收集個人健康資訊，應予以維護以防止疏忽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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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下頁）

列出所有服用的藥物，而不僅僅是用於治療 2 型糖尿病的藥物。記得列出非處方藥（如止痛藥）
和您可能服用的維生素和草藥補充劑。

在「目標」欄中填寫數字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我的糖尿病測試

測試 目標 日期/值 日期/值 日期/值 日期/值

A1C（平均血糖）

LDL（有害膽固醇）

HDL（有益膽固醇）

甘油三酸酯（有害膽
固醇）

總膽固醇

血壓

我的藥物

藥物  劑量 服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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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用於收集個人健康資訊，應予以維護以防止疏忽披露。

備註︰

最近住院

重要的年度檢查

前往糖尿病護理團隊處就診

何時？ 原因

人員或內容？ 就診日期 注釋 隨訪

足部檢查

眼部檢查

牙醫

疫苗

其他︰

就診日期 護理團隊成員 注釋 藥物更新



時間 讀數 時間 讀數 時間 讀數 時間 讀數

9血糖日誌

小提示︰複製本頁，以便每週使用。 

此表用於收集個人健康資訊，應注意保護以防止不小心洩漏。

血糖日誌

您可使用此日誌記錄您的血糖（葡萄糖）讀數。如有任何問題，確保與醫師或醫療保健團隊的其他成員討論。

2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日誌 

 

我的醫師姓名︰

我的醫師的電話號碼︰

姓名︰

週︰

日期
早餐 午餐 晚餐 零食／其他

 注釋



如果您正在幫助 2 型糖尿病患者

照護者情況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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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正在幫助照顧 2 型糖尿病患者，您可
能已經知道很難單獨處理糖尿病。有許多
與糖尿病共存的相關知識需要瞭解。您的
家人可能改變其生活方式相關的事情。這
可能包括飲食和鍛鍊、吸煙和喝酒，甚至
其處理壓力的方式。您的家人可能必須服
用一或多種藥物，以幫助管理 2 型糖尿病。
他或她可能需要服用其他疾病的相關藥
物。您的家人必須定期前往醫師處就診。
他或她可能需要前往幾個醫療服務提供者
處就診。 

您可以執行一些措施來幫助您的家庭成員
或朋友。您可以透過傾聽和談話提供支
援。您還可幫助患者管理糖尿病。這些都
很重要。 

您可以幫助家庭成員或朋友︰
• 堅持治療，並
•  做出注意糖尿病的明智選擇

您的任務是支援糖尿病管理計劃

溝通是關鍵
傾聽您的家人對 2 型糖尿病的擔憂和恐懼。與他/她交流其想法，在可能時幫助解決問題。
詢問您能做什麼提供幫助。

與醫療服務提供者交談
與醫師和其他醫療服務提供者交談。您可以寫下任何問題或幫助您的家人寫下任何問題
來提供幫助。確保在就診時攜帶此清單。在醫師辦公室，要求其重複任何不清楚之事。
如有必要，記下筆記，之後查看。

健康的飲食可起到作用
您可以幫助患者管理飲食。飲食對於將血糖（葡萄糖）保持在正常水平很重要。飲食還
會影響膽固醇、體重和血壓。 



幫助進行日常血糖檢測和用藥
糖尿病患者的目標是將血糖保持在
建議水平。您還可幫助患者檢查血
糖，或為其提供情感支持。最好每
次檢測時寫下血糖水平。  

一些患者必須服用藥丸或注射藥
物。應完全按照指示服用藥物，即
使患者感覺良好。

鼓勵您的家人戒煙
吸煙者更難控制血糖。罹患糖尿病的吸煙者，罹
患其他疾病的風險也較高。這些疾病包括心臟和
腎臟疾病、眼部疾病、對雙臂和雙腿造成神經損
傷。有關幫助戒煙的免費諮詢，您或您的家人可
前往 www.CDC.gov/tips 獲取或諮詢醫療服務提
供者。 

好消息是，這些好習慣適用於所有人。全家人可分享這種更健康的飲食方式。如有任
何問題，請諮詢醫師、護士或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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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方式可有助於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  提供健康的食物。這包括大量新鮮水果和
不含澱粉的蔬菜、豆類、全穀類、瘦肉、
禽、魚和脫脂乳品。限制周圍存放的垃圾
食物量，以抵制誘惑

•  幫助規劃膳食。瞭解不同的食物如何影響
血糖，知道哪些食物更為健康，瞭解可食
用的量以及最佳食用時間

透過運動來降低血糖
定期活動有助於管理糖尿病。鍛鍊可幫助降低血
糖，並帶來其他益處。讓患者經常動起來的任何
活動都是好的。這可能包括與朋友散步、跳舞、
園藝或打網球。由於活動對每個人都有益，您也
可參加。在開始常規鍛鍊之前，始終與醫師或醫
療保健團隊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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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幫助

醫師和醫療服務提供者將隨時為您提供幫助。他們可回答您的問題，還可為您和
您的家人或朋友提供 2 型糖尿病的讀物。您還可線上尋找有用資源。三個可靠的
網站︰
• 美國糖尿病協會網站 www.diabetes.org

•  美國糖尿病資訊交換中心 (NDIC) 網站 diabetes.niddk.nih.gov

•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糖尿病公共衛生資源
www.cdc.gov/diabetes

在開始之前注意問題

瞭解並注意一些併發症，有助預防其發生。糖尿病患者罹患足部疾病的風險較高。
他們應每日檢查雙腿和雙腳，確定是否有任何傷口或水疱。這就是您可以提供幫助
的事情。確保修剪趾甲，鞋子舒適合腳。
壓力會提高血糖水平。雖然人人都有壓力，但尋找不同的方式應對壓力可能對您的
家人有幫助。抑鬱會影響患者堅持糖尿病計劃，如果有這個問題，請確保提及。  

建議求助於支援小組 

支援小組可幫助患者意識到，還有罹患相同疾病的其他患者，並提供有用的應對辦
法。您可以致電美國糖尿病協會（電話 1-800-DIABETES (1-800-342-2383)）尋找當地的
支援小組，或登入網站 www.diabetes.org 並前往「In My Community」（我的社區）。

©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 2017 2017 年 3 月 066766-170206

本資訊由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 開發，廣泛提供用於支援患者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教育。

CarePath Healthy Engagements 是一個綜合計劃，旨在幫助 2 型糖尿病患者
改善生活並幫助照護者。CarePathHealthyEngagem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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