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您管理糖尿病患者的指南

您的糖尿病醫療保健團隊
與您本人



2 患者指南︰我的糖尿病團隊

•  主治醫師或家庭醫師與員工

• 糖尿病衛教人員 

• 註冊營養師

• 內分泌醫師

• 眼科醫師

• 足科醫師

• 牙醫

• 藥劑師

• 治療師

• 運動生理學家

• 個案經理

• 朋友和家人

• 您自己！

您可能聽過這一說法「傾全村之力才能撫育一個孩子」。要在罹患糖尿病的情況下保持
健康，團隊支援的想法非常正確。雖然您始終是醫療保健團隊的最核心成員，但您仍可
從其他人身上尋求援助，以幫助您保持最佳健康。讓我們在接下來幾頁瞭解該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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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主治醫師通常是您解決糖尿病和
健康問題要拜訪的第一人。您的主治
醫師還可將您轉診介紹給專科醫師和
其他醫療保健團隊成員，以實現特定
健康目標。1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您的糖尿病衛教人員可幫助您瞭解為
永保健康而每天可採取的一些措施。
他們還可幫助您瞭解如何檢查血糖及
識別高、低血糖（葡萄糖）的症狀。
他們還可幫助提供其他日常糖尿病管
理祕訣。務必與糖尿病衛教人員協
作，以準備好應對可影響您日常醫療
保健的挑戰。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糖尿病衛教人員

糖尿病衛教人員必須通過國家糖尿病教
育考試。糖尿病衛教人員通常必須是糖
尿病護理多個方面的專家和老師。這包
括藥物和日常血糖檢測。糖尿病衛教人
員還可幫助您瞭解可能的健康併發症及
其避免方式。1如有需要，您的家庭醫師
或保險公司可將您轉診介紹給糖尿病衛
教人員。

您的主治醫師或家庭醫師與員工

您和家人應該定期拜訪您的主治醫師或家
庭醫師，以幫助管理您的糖尿病以及進行
一般健康檢查。此人還可幫助您管理您可
能罹患的其他病症。1

您醫師的辦公室可能包含其他專業人員，
如執業護士、註冊護士和醫師助理。這些
醫療保健團隊成員也可幫助您管理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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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註冊營養師可基於您所需的重
量、藥物、生活方式和其他健康目標
幫助定製最佳營養計劃。1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如果您在控制糖尿病方面出現困難，
您的家庭醫師可能會將您轉診介紹給
內分泌醫師。達到目標很困難或併發
症罹患風險較高的糖尿病患者應常常
諮詢內分泌醫師。1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內分泌醫師

內分泌醫師是專門治療影響「內分泌系
統」疾病（如糖尿病）的醫師。內分泌
系統由產生可幫助控制身體工作方式之
激素的腺組成。由於糖尿病是一種與身
體如何產生及使用荷爾蒙胰島素相關的
疾病，恰當的糖尿病護理在內分泌學專
業的範圍內。1-3

註冊營養師

註冊營養師是接受過合理營養培訓之人。
註冊營養師已通過相關學科的全國性考
試，可能擁有碩士學位，也可能是糖尿病
衛教人員。1如有需要，您的家庭醫師或保
險公司會將您轉診介紹給註冊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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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糖尿病可能會損壞您眼睛中的微
血管，所以務必到具有糖尿病眼疾經
驗的眼科醫師處就診。1,4您的眼科醫
師經過培訓，可治療您的眼睛，或可
將您轉診介紹給可提供進一步幫助的
專科醫師。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罹患糖尿病可能提高小腿和足部血流
不暢和神經損傷的風險。這可能意味
著，您更容易被感染。任何腳痛或厚
繭應由主治醫師或足科醫師檢查。做
為專科醫師，您的足科醫師可幫助識
別任何併發症並幫助確保其不會變得
更嚴重。1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足科醫師

足科醫師是專長於診斷與治療足部和小腿
問題的醫師。1

眼科醫師

您會想要每年至少看一次眼科醫師。您的
眼科醫師可為眼科專家或驗光師。其將檢
查您的視力，並監測您的眼睛是否出現任
何變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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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糖尿病意味著您罹患牙齦疾病的
風險提高。1,6與牙醫密切合作可幫助
確保您的口腔永保健康。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藥劑師知道您的藥物可如何影響您的
身體。這意味著，您的藥劑師可幫助
您瞭解您可能服用的任何藥物將如何
影響您的血糖水平。1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藥劑師

藥劑師負責配製您的醫師開具的藥物。他
或她還可提供藥物如何發揮作用的更多資
訊。藥劑師負責讓您知道您所服用藥物的
任何可能副作用。1

牙醫

牙醫是專長於牙齒和牙齦護理的醫師。1務
必每 6 個月看一次牙醫，以檢查並清潔您
的牙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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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經過訓練，可幫助您克服糖尿
病的個人和情緒問題。7,8如果感到抑
鬱或壓力，您的治療師可隨時為您提
供建議。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務必保持活躍並確保正確的飲食，以
幫助管理糖尿病並永保健康。運動生
理學家可幫助您找到合適的鍛鍊。這
包括幫助您改善血糖和膽固醇水平、
減輕壓力、改善整體健康水平的鍛
鍊。記住，在開展任何鍛鍊計劃之
前，務必諮詢您的主治醫師。1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運動生理學家

運動生理學家是接受過運動科學基本知
識培訓之人。運動生理學家常常持有執
照，接受過運動生理學的研究生訓練。
運動生理學家可能獲得了美國運動醫學
學院的認證。1

治療師

有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可視為治療師，包括
社工、理醫師、精神科醫師、婚姻顧問
或家庭治療師。所有治療師均牢記一個目
標—幫您永保心理健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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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經理可幫助確保您獲取優質護
理，以幫助您管理糖尿病和任何其他
病症。個案經理可幫助您堅持藥物治
療方案。這可能幫助您管理糖尿病和
其他在血糖保持過高時可能出現的健
康問題。9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您的朋友和家人可幫助您永保健康、 
充滿動力。10坦率談論您的糖尿病。看
看他們是否可幫助您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如和您一起好好鍛鍊或吃飯。

他們如何幫助您保持健康 

朋友和家人

您的支援網絡不局限於醫療保健團隊成
員。您還可以從朋友和家人身上尋求援
助，以幫助您永保健康。

個案經理

個案經理可幫助您執行您的健康計劃。個
案經理可與您的家庭醫師和其他糖尿病團
隊成員（如糖尿病衛教人員、營養師或內
分泌醫師）共同幫助規劃和協調您的醫療
保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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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Path Healthy Engagements 是一個綜合計劃，旨在幫助 2 型糖尿病患者
改善生活並幫助其照護者。CarePathHealthyEngagements.com

務必保持活躍、確保正確的飲食並服
藥（如有需要），以幫助將血糖保持
在健康範圍內。記得利用團隊為進行
您的糖尿病護理而提供的專門知識。
他們想讓您儘可能取得成功！務必坦
誠告知您的任何擔憂。1

您如何幫助自己保持健康 

您自己！

您是糖尿病護理團隊最重要的成員!本手冊
討論的所有團隊成員均樂意幫助您取得成
功，但您自己需要遵循他們的指導，以幫
助自己保持保健康，對自己負最大責任。1

本資訊由 Janssen Pharmaceuticals, Inc. 開發，廣泛提供來支援患者和醫療服務提供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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