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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親愛的家屬： 

 

糖尿病的診斷通常非常突然且令人震驚。為了維護

您子女的健康與安全，您需要學習很多知識。學習

將以多階段進行。今天的課程稱為「糖尿病安

全」。之後，您將返回「糖尿病基本知識」以建立

此資訊。 

在今日課程和基本課程之外，我們的糖尿病熱線將

為您提供每日電話支援。我們熱線中經過認證的糖

尿病教育人員將回答問題並調整您子女的用藥。  

此安全文件夾為您提供所需的資訊，讓您在子女被

診斷出患有糖尿病後的前幾週能夠妥善照顧小孩。 

本文件夾後面的附錄會介紹您將在基本知識中學到

的一些主題。  

在 CHLA 中，我們的醫生、專科護士、護士、營養

師、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學家團隊在整個過程中都會

為您提供協助。我們的目標是預防和治療以改善所

有不同文化而患有糖尿病的兒童和其家人的生活。  

 

謝謝您！ 

CHLA 糖尿病團隊 

 

 

 

 

 

 

 

 

 

 

 

 

 

 

此安全課程的主題包括以下內容： 

    
不同類型的糖尿病 

 
胰島素和糖在體內的作用 

 
目標血糖範圍 

 
如何監測血糖水平 

 
低血糖水平的徵兆、症狀和治療方法 

 
高血糖水平的徵兆、症狀和治療方法 

 
注射胰島素的技術和位置 

 
營養在血糖管理中的作用 

 

糖尿病團隊的聯絡資訊以及預期的後 

續護理 

 

聯絡資訊 
 

糖尿病熱線： (323) 361-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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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 至下午 4:00：  

致電並留言以提供下列資訊：  

• 孩子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 回覆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 簡要的致電原因  

（即每日來電、生病、酮） 

如果您在下午 3 點前致電，護士會在一天結束前回

您電話。 

週末、非辦工時間、假日：  

不要留語音留言。 

撥打熱線並按「0」。  

請找”糖尿病值班醫生”, 醫生將會回覆您電話。  

預約或  

取消：  

(323) 361-4606 

處方再配藥： 

(323) 361-4427 

傳真：(323) 361-8064 

如果是緊急要求（需於當天處理），請在訊息中陳

述。若非緊急，請給最多 2 個工作日去完成您的要

求。  

我什麼時候應致電給你們？ 

當您的子女第一次診斷出糖尿病時，我們每天都會

打電話給您。經過前幾週之後，我們將為您指派一

名護士護理經理，她會告知您下一次何時致電。如

果您有關於疾病、血糖的或任何疑問，都應致電給

我們。  

我可以透過電子郵件聯絡你們嗎？  

電子郵件可用於非緊急需求或跟進資訊。 

這並不取代每日撥打熱線。  

護士教育人員  

EndoNurse@chla.usc.edu  

註冊營養師  

EndoRD@chla.usc.edu  

社會工作者  

EndoSocialWorkers@chla.usc.edu  

 

我的下一次糖尿病覆診是什麼時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覺和糖尿病 

對於糖尿病診斷會有的所有情緒都是完

全正常的。 

震驚和懷疑 

診斷很突然，可能會讓家庭感到震驚，有時會引起

憂慮或焦慮感。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會變成「新常

態」。 

悲痛 

家人常會為了他們先前為孩子計劃的生活無法實現

而感到悲痛。  

哀傷 

由於必須對先前的生活方式做出改變，糖尿病可能

會引起哀傷的感覺。  

mailto:EndoNurse@chla.usc.edu
mailto:EndoRD@chla.usc.edu
mailto:EndoSocialWorkers@chla.u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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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 

要處理糖尿病是您非預期的工作。這可能會導 

致父母和孩子在生活上對這挑戰感到憤怒和沮喪。  

害怕  

有些父母和孩子會擔心糖尿病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

症狀和感覺。  

內疚  

雖然糖尿病有一部分可能為遺傳性，不過有些家人

會覺得他們應預防其發生，或者應早點「發現」。 

我可以做什麼來協助孩子處理這些情

緒？ 

為孩子示範正向行為模式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面對

壓力時。正向行為的實例包括討論感受、練習自我

照顧和尋求協助。  

我們的團隊中有社會工作者和心理學家，可與您討

論正向情緒應對的工具。  

與心理學家或社會工作者合作，可助您讓糖尿病溶

入一種您和孩子都感到最舒適的生活中。 

我可以在那裡找到醫院以外的支援？  

您當地的美國糖尿病協會或 JDRF 辦事處可協助您接

觸到其他確診患有糖尿病孩童的家庭。 

當您回來參加糖尿病基本課程時，可以認識其他家

庭並了解社群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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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糖尿病 

甚麼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種慢性（或長期）病症，兒童和成人都

可能罹患。糖尿病患者無法使用和儲存糖（葡萄

糖），因為其身體無法正常製造或使用胰島素。  

甚麼是胰島素？  

胰島素是一種協助降低血糖的激素。胰島素會將糖

從血液轉移至細胞中。細胞是所有生命的基石，並

使用糖以轉成能量。沒有胰島素，身體就無法利用

食物產生能量。  

胰島素對身體有害嗎？ 

不。胰島素是身體自然產生的。胰島素協助身體利

用食物產生能量。沒有胰島素，血糖會過高並對身

體有害。 

 

甚麼是血液中的葡萄糖 (BG)？ 

葡萄糖就是血液中的糖來自您吃的食物。葡萄糖也

可能由肝臟中儲存的糖製造而成。血糖這詞也可被

使用。為了簡化，在本指南中我們將使用血糖一

詞。  

糖和胰島素的作用 

胰島素是解開細胞壁讓糖進入的「鑰匙」。糖隨後

被用作身體的能量。  

如果胰島素不足，糖會停留在血液中，無法進入細

胞。這會導致高血糖水平和非常飢餓的細胞。  

在沒有糖尿病的人體內會怎麼作用？ 

1) 食物被消化並轉換成糖。 

2) 糖被移至血液中使得血糖上升。 

3) 胰島素進入血液中，然後將糖轉移至細 

胞中。 

4) 細胞會使用糖以取得能量，讓血糖水平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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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類型 
 

甚麼是 1 型糖尿病？  

1 型糖尿病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身體會攻擊製造胰

島素的細胞（beta 細胞）。發展成這樣的風險可能

是因基因和環境兩者所觸發。患有 1 型糖尿病的人

失去了製造胰島素的能力。  

如何治療 1 型糖尿病？ 

胰島素是 1 型糖尿病的唯一治療方法。 

能夠治癒嗎？ 

目前，1 型糖尿病無法治癒。這表示所有 1 型糖尿

病患者都需要從外部來源取得胰島素，例如胰島素

注射或胰島素泵。 

我的孩子能健康地生活嗎？ 

可以，很多糖尿病患者都過著健康且充實的生活。

當糖尿病獲得妥善管理時，就會減少併發症的 

風險。 

還有其他相關病症嗎？ 

有些 1 型糖尿病患者可能有其他自體免疫疾病的風

險。您的糖尿病團隊將協助監測這些徵兆和症狀。 

我的其他子女患上 1 型糖尿病的風險是

否較高？ 

最新資料顯示，一般人口患有 1 型糖尿病的風險約

為 1/300。而 1 型糖尿病患者的家庭成員的風險 

為 1/20。 

會進行哪些檢查？ 

醫生可能會進行一些檢查，了解您的子女是否仍會

製造胰島素，以及與 1 型糖尿病相關的特殊抗體。

這些檢查需要時間進行，在您回來覆診時，醫生會

告知您結果。 

什麼是「蜜月期」？ 

當被診斷出 1 型糖尿病後，患者可能仍會製造少量

胰島素。這稱為「蜜月期」，在此期間可能需要的

胰島素較少。蜜月期可持續一個月至 2 年。在此期

間，有些家庭覺得他們小孩的糖尿病「已治癒」。

但事實並非如此，最後您孩子對胰島素的需求將會

增加。在此期間，遵守您糖尿病團隊的建議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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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類型（續） 
 

什麼是 2 型糖尿病？  

2 型糖尿病是身體有時仍可以製造胰島素，但不是胰

島素不足就足胰島素運作得不好。 

 

如何治療 2 型糖尿病？ 

治療選擇可包括以下一項或多項：飲食和運動、 

口服藥和胰島素。 

 

我的小孩能健康的生活嗎？ 

可以，我們鼓勵在小孩的飲食中加入蔬菜、水果和

全穀物。實行一建議的運動量和藥物治療非常 

重要。  

 

還有其他相關病症嗎？ 

過胖、高血壓和高膽固醇都是幾個相關病症。跟您

的糖尿病團隊討論與 2 型糖尿病相關的病症非常重

要。 

 

 

 

 

什麼是續發性糖尿病？ 

續發性糖尿病是胰島素抗拒（身體對胰島素沒有反

應）或胰島素缺乏（胰島素不足）的狀況。這可能

是由一些藥物或其他健康狀況所引起。皮質類固醇

是可能導致胰島素抗拒的一種常見藥物。  

 

如何治療續發性糖尿病？ 

根據胰島素抗拒的原因，可能必須一直或僅在某些

時間使用胰島素治療。  

 

甚麼是囊腫纖維化相關糖尿病？ 

囊肺纖維化相關糖尿病 (CFRD) 是一種常見於囊腫纖

維化患者的糖尿病，由胰島素缺乏或抗拒所導致。 

 

甚麼是單基因糖尿病? 

單基因糖尿病是一種胰島素抗拒或胰島素不足的罕

見狀況。年輕早發型糖尿病 (MODY) 通常發現於兒

童或青少年，是經由基因遺傳或從家族基因傳下

來。新生兒糖尿病是於出生後的 6 個月內診斷出

來。這種糖尿病可能會在嬰兒期消失但有在之後復

發的可能性，或者是持續終生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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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血糖 
 

甚麼是血糖目標範圍？ 

目標範圍被視為血糖的安全範圍。當我們將血糖控

制在這個範圍內時，有助於避免直接和長期的副 

作用。 

我孩子的目標範圍是什麼？ 

白天在 _______ - ________ 之間 

晚上在 _______ - ________ 之間 

此範圍可能因年齡、疾病、運動和其他因素而 

改變。 

我如何知道孩子是否在目標範圍內？ 

檢查血糖最好或最準確的方法是使用血糖測量機

（通常稱為測量機）。您的孩子也可能會顯現出血

糖不在目標範圍內的徵兆（即頻繁如廁或者搖晃 

顫抖）。 

應多久檢查一次孩子的血糖？ 

根據孩子的個人治療計劃，我們建議每天檢查血糖

多次。 

幾個例子關於何時檢查這包括： 

• 用餐和點心前 

• 睡前 

• 半夜 

• 高低血糖的徵兆或症狀 

• 運動前/中/後 

 

 

要如何檢查血糖？ 

步驟 1：  

永遠先清潔並弄

乾雙手！  

溫熱手指，並在

指尖上加壓。 

 

步驟 2：  

使用手指外緣或

指尖。  

盡量不要使用指

腹中間。 

 

步驟 3：  

從手指根部向指

尖推，擠出一 

滴血。 

 

步驟 4：  

朝下握住血糖

機。將試紙條直

接放在血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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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血糖 

為什麼要有血糖記錄？ 

一份血糖記錄簿或記錄對於成功管理糖尿病來說非

常重要。記錄有助於您了解高、低或目標數字的模

式。這些模式有助於我們看到是否需要更改治療計

劃。  

 

記錄中要包含的內容： 

• 時間：記下測量血糖讀數的時間 

• BG – 記下血糖機的血糖讀數 

• G– 記下吃了多少克的碳水化合物  

• 胰島素 – 記下給予了多少胰島素的總單位  

• 備註 – 記下可能影響血糖的任何內容， 

 
甚麽是模式？ 

模式是持續 3 天或更長時間的血糖走勢。  

 

我必須記錄下來嗎？  

我們強烈建議您每天記下這些資訊。這有助於您了

解食物、運動和血糖之間的關聯。而且，記下這些

資訊可以在每天與熱線護士通話時輕鬆地報告血糖

數字。 

 

我甚 

麼時候應打電話？  

在您第一次診斷出糖尿病後，您每天都會與糖尿病

護士聯絡。如果您發現數字趨勢或向上升高，或發

現無法解釋的低血糖，請撥打熱線。這可能表示需

要變更其胰島素劑量。糖尿病熱線號碼是  

(323) 361 2311。  

 

日期 早餐 點心 午餐 點心 晚餐 睡前 凌晨 12 點 凌晨 3 點 備註 

星期一 

 

2/6 

時間： 

上午 6:30 

血糖： 

167/58 克 

胰島素   5   單 

時間： 

上午 10:00 

血糖： 

100/15 克 

胰島素   1   u 

時間： 

下午 12:30 

血糖： 

221/65 克 

胰島素   6   u 

時間： 

下午 03:30 

血糖： 

312/0 克 

胰島素   4   u 

時間： 

下午 06:50 

血糖：62/70  

4 oz 盎司果汁 = 

82 克 

胰島素   4.5   u 

時間： 

下午 09:45 

血糖： 

140/0 克 

胰島素   1   u 

血糖：207 

胰島素： 

  1   u 

血糖：133 

胰島素： 

  0   u 

晚上 9:30   

10 單位的 

Lantus 

下午 4 点 

騎自行車  

30 分鐘 

星期二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星期三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星期四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星期五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時間：______ 

血糖： 

____/____ 克 

胰島素 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血糖 

________ 

胰島素： 

_______ u 

 

 
 

 

什麼是低血糖？ 對於您的孩子，低血糖（或血糖過少）的定義為血

糖等水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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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mg/dL。 

 

是什麼導致低血糖？  

低血糖的成因可能是胰島素過多、未進食完含碳水

化合物的食物、運動、疾病或其他因素。  

 

低血糖有什麼徵兆？  

 

 

 

 

 

 

 

 

 

 

 

 

 

我該怎麼辦？ 

給糖吃！不要以含奶的食物、巧克力或餅乾等，使用簡單的糖份來源。請參閱下一頁的步驟和範例。  

治療低血糖 

1) 檢查  

• 若出現症狀，請立即檢查血糖。 

• 若血糖低於 ____ mg/dl，必須治療。 

2) 治療 

• 提供 ____ 克的簡單糖份來源。幾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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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盎司 ___ 湯匙 

 

___ 片 ___ 彩虹糖 

 

3) 重新檢查 

• 等待 15 分鐘再重新檢查血糖。 

4) 重複 

• 若血糖仍低於 ____ mg/dL，請重複步驟 2 和 3。 

• 若在 3 次給糖後，血糖不高於 ____ mg/dL，請撥打糖尿病熱線  

(323) 361 2311。 

5) 飲食 

若血糖高於 ____ g/dL，並且距離用餐和點心超過一小時，請給予 ___ 克的複合式

碳水化合物點心，不用胰島素。請參閲下一頁的複合式碳水化合物點心例子。 



4650 Sunset Blvd.  |  Los Angeles, CA 90027  |  CHLA.org                                                                                                         Diabetes Safety              Page 11 

© 2020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PFER reviewed 6/15/20   

睡前和半夜 

 

睡前和半夜檢查很重要嗎？ 

是的，半夜檢查血糖可以協助您保護孩子的安全。

預期在頭 1-2 週內夜間每 3-4 小時檢查一次血糖。  

睡前和半夜檢查需要一直永遠持續下去

嗎？ 

時而需要。未來有很多原因需要在半夜檢查血糖。

半夜檢查的幾個原因包括：若孩子生病、胰島素劑

量變更，或是如果他們的血糖在白天經歷了多次高

低起伏。  

在晚上對於低血糖應採用不同的處理方

式嗎？  

若孩子的血糖低於 70mg/dL，請跟從白天相同的規

則。 

一旦孩子的血糖超過 70mg/dL，請給予 ____ 克的

複合式碳水化合物點心，但不給胰島素。這有助於

防止孩子的血糖在半夜再次降低。請參閲右邊範

例。  

在晚上應該給予速效胰島素嗎？ 

是的，若孩子的血糖超過夜間目標範圍，可能需要

注射胰島素。在睡前和半夜，醫生可能會建議減少

的胰島素修正比率以防止低血糖。（請參閲 

第 22 頁） 

我如何知道孩子在晚上出現低血糖？  

一些夜間低血糖的徵兆為：  

夜間盜汗 

清晰的夢或半夜驚怕 

餓醒或頭痛 

若血糖在孩子第一次醒來時呈現低或高的狀態。  

如何防止半夜低血糖？ 

若孩子的血糖在睡前或夜間低於 100mg/dL， 

請給予 ___ 克的複合式碳水化合物點心，但不給      

胰島素。 

預防睡前低血糖的適當點心是什麼？ 

我們建議複合式碳水化合物點心, 含有蛋白質、脂肪

和碳水化合物的。請參閱以下範例：  

 

 
 

___ 盎司牛奶 

 
 

____ 盎司優格 

 

 
 

____ 餅乾與芝士 

 
____ 麵包+ 

一茶匙花生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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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 
 

甚麼是高血糖？ 

對於您的孩子，高血糖（或血糖過高）是白天血糖等水平超過 ______ mg/dL，而晚上血糖水平超過  

______ mg/dL。此數字可能會變更。  

 

是甚麼導致高血糖？  

高血糖的成因可能是未接受足夠胰島素、飲食而未使用胰島素、碳水化合物計算錯誤、運動、壓力、疾病和其他

因素。  

 

 

 

 

 

 

 

 

 

 

 

 

 

 

 

 

我該怎麼辦？  

按照醫生建議的藥物計劃。若連續兩次或更多次檢查血糖仍高於 ____ mg/dL，請撥打糖尿病熱線  

(323) 361 2311。 

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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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患有 1 型糖尿病的孩子不能只靠

服藥來治療糖尿病？  

胰島素無法以藥丸形式提供，因為胃酸會破壞胰島

素（屬於一種激素）。 

 

若您的孩子患有 1 型糖尿病，表示已失去（或正逐

漸失去）製造胰島素的能力。若有人無法製造胰島

素，他們就需要注射胰島素以代替身體無法自行製

造的。  

 

口服藥 

仍可製造胰島素的人，如 2 型糖尿病患者，可以服

用口服藥，讓他們現有的胰島素更強化和更有效。  

 

最常見的藥物為二甲雙胍 (metformin)。  

 

二甲雙胍在體內如何作用？ 

二甲雙胍幫助身體本身的胰島素使更有效去降低血

糖水平。 

 

服用二甲雙胍之前需要知道甚麼？ 

建議您的孩子在服用二甲雙胍時加上食物。藥物可

能需要數天甚至數週才能有效運作。可能的副作用

包括：胃部不適、噁心、嘔吐、腹瀉和/或食慾不

振。  

 

胰島素 

若您的孩子未能製造足夠（或任何）胰島素，那麽

他們可能會被置於一個治療計劃包括胰島素。 

我的孩子可以每天使用一次胰島素嗎？  

若您的孩子患有 1 型糖尿病，最常見的治療計劃包

括每天多次注射，稱為 Basal Bolus Regimen 。 

若您的孩子患有 2 型糖尿病，若其身體在白天可製

造一些胰島素，他們可以每天注射一次胰島素。 

 

甚麼是 Basal Bolus Regimen ？ 

在這例行程序，給予胰島素以模仿人體自然產生的

胰島素和胰臟應如何運作用。提供以下兩種胰島

素：長效 (basal) 和速效 (bolus)。 

 

在使用 Basal Bolus 計劃時，患有糖尿病的孩子可以

每餐進食不同的食物量，及在他們想要的時間進

食。 

 

請繼續閱讀下一頁，了解更多有關胰島素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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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效胰島素 

我的長效胰島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長效胰島素（或 basal 胰島素）會在白天和夜晚緩慢釋放胰島素，模仿人體的自然功能。 

外觀是什麼樣子？  

 
 

 

 

 
 

 

長效胰島素可以作用多久？ 

大多數長效胰島素會緩慢作用，可持續長達 24 小時。有些長效胰島素僅作用 12 小時，需要一天使用 

兩次。 

甚麼時候使用長效胰島素？  

每天在同一時間使用長效胰島素。重要的是永不錯過用藥。您可以在使用長效胰島素的同時使用速效胰島素， 

不過必須在不同部位分別注射。  

在那部位使用長效胰島素？  

在上臀部或腹部/胃注射。若孩子未滿 8 歲或腹部肌肉強壯，請勿在腹部區域注射。  

劑量是多少？ 

除非醫療專業人員建議您改變，否則此劑量保持不變。今天，長效胰島素劑量為 _________ 單位， 

於 ________給予。請記住，您使用的單位數是由醫生決定，不會根據血糖或食物攝取量而變更。  

速效胰島素 

我的速效胰島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速效胰島素（或 bolus 胰島素）是全天使用，以避免血糖因食物攝取而升高，並修正高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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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是甚麼樣子？ 

 
 

 
 

 
 

 

可以作用多久？ 

速效胰島素在 5-15 分鐘內開始作用。在注射後的 1 小時有高峰效應（最有效的期間）。在大約 2-3 個

小時後完成其作用。 

在哪裡使用速效胰島素？  

速效胰島素注射於上臂、大腿、腹部和上臀部。  

什麼時候使用速效胰島素？  

在攝取含有碳水化合物的所有餐食和點心前使用速效胰島素。若距離上次注射或進食已至少 2 小時， 

也可使用速效胰島素來修正高血糖。  

劑量是多少？ 

速效胰島素的劑量取決於目前的血糖水平、將進食和飲用多少碳水化合物、及上次注射的時間。請參閱 

第 22 頁，了解如何計算劑量。 

注射技術 

在那部位可以注射速效胰島素？  

有四個部位可以注射速效胰島素：後上臂、腹部、大腿外側或後上臀。若孩子未滿 8 歲或腹部肌肉強壯，請勿

在腹部注射。 

在您將要注射速效胰島素的區域畫一個圈： 

在那部位可以注射長效胰島素？ 

最理想的是在後上臀部或腹部注射長效胰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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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將要注射長效胰島素的位置點畫一個正方形。 

 

 正面  背面 

可以一直在同一位置點注射胰島素嗎？  

不可以，轉換注射位置很是重要，以防止皮下脂肪組織生長（脂肪肥大）。脂肪組織生長會導致皮膚上的腫塊，

並降低身體可吸收的胰島素量。  

 

注射技術 
 

藥水瓶可使用多久？ 

這取決於您孩子每天需要的胰島素量。藥水瓶中有 

1,000 個單位。  

如何識別劑量？ 

黑色柱塞的頂端是識別劑量的標記。  

您應該會看到所需的單位線。例心：若注射 5 個單

位，黑色柱塞的頂端會剛好在此線下。  

 

 

若有氣泡怎麼辦？ 

氣泡會讓您的孩子無法取得所需的完整胰島素劑

量。若看到氣泡，將柱塞完全推到注射器頂部，     

再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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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重複使用注射器嗎？ 

不可以，注射器只能使用一次，應丟棄在利器容 

器中。  

可以使用胰島素筆代替嗎？  

 

注射器是當需要非常小劑量胰島素劑時使用，例如

小孩需要稀釋胰島素或 0.5u 的長效胰島素時。他們

需要使用注射器直到他們的身體需要更多的胰島

素。某些情況下，保險計劃不支付胰島素筆。  

如何使用器注射 

步驟 1 

清洗雙手  

步驟 2 

使用酒精葯籤擦拭藥水瓶頂部 

步驟 3 

將空氣拉入注射器，然後將空氣注入藥水瓶  

步驟 4 

將藥水瓶倒放，並將孩子所需的胰島素單位數抽出 

步驟 5 

使用酒精葯籤清潔皮膚 

步驟 6 

注射胰島素：  

• 捏起皮膚（寬捏） 

• 以 90º 角度插入針頭 

• 將柱塞向下推 

• 鬆開捏起的皮膚（針頭仍在裡面！） 

• 數 3 秒  

• 將針從皮膚取出 

步驟 7 

將針頭丟棄到利器容器中 

注射技術（續） 
 

 

筆中含有多少胰島素？ 

胰島素筆含有 300 個單位。大多數胰島素筆都是丟

棄式（可丟棄）。 

 

如何識別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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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盤上的凹口會顯示將輸送多少單位。有些筆可

輸送半個單位，有些是整數單位。 

這支筆的刻度為 

______ 個單位   

 

 

 

這支筆的刻度為 

______ 個單位   

 

 

針頭有多粗？  

筆針非常小。目標是將針插入第一層脂肪 

（皮下組織）。  

 

如何使用筆注射胰島素 

步驟 1 

清洗雙手  

步驟 2 

取下蓋子，使用酒精药籤擦拭筆的橡膠頂部 

步驟 3 

接上筆針並注入 2 個單位（或直到看到 2 滴胰 

島素） 

步驟 4 

轉動筆上的刻度盤，找到正確的胰島素劑量 

步驟 5 

使用酒精药籤清潔皮膚 

步驟 6 

注射胰島素： 

• 使用 90º 角度 

• 按住刻度盤的同時數 8-10 秒，使其返回零。  

步驟 7 

將針頭從皮膚取出 

步驟 8 

將透明塑膠蓋套在筆針上並將轉開。將針頭丟棄到

利器容器中。筆針僅限使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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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和存放 

 

胰島素有效多久？ 

胰島素自開封日起可保存 28 天。在標籤上記下開封

日期。  

未開封的胰島素只要保持冷藏，有效至包裝上標示的

有效日期。 

胰島素要丟棄在那裡？ 

胰島素藥水瓶和拋棄式筆可直接丟入垃圾桶。  

如何知道胰島素是否變質？ 

如果有結塊、白色固體顆粒或看起來混濁，則不應使

用。唯一混濁的胰島素是 NPH，這並不表示變質 

請記住永遠要檢查有效日期！  

胰島素必須存放在冰箱裡嗎？ 

將未開封的胰島素存放在冰箱中。胰島素一旦開封

後，存放於室溫。請勿冷凍胰島素。 

那高溫呢？ 

不要將胰島素暴露於直接光源、陽光下或 86 度以上

的溫度。不要將胰島素存放在汽車裡。  

 

如果您將長時間在戶外，請將胰島素置於隔熱容器或

冷藏箱內。 

 

在那裡丟棄尖銳物，如針頭和刺血針？  

永遠使用利器容器來丟棄尖銳物。供應糖尿病用品

的藥房將會提供一個利器容器给您。  

 

Clean LA   

聯絡 1-888- CLEANLA (1 888 253 2652) 或登上

www.cleanLA.com，尋找可棄置利器容器的最近位

置。 

 

Safe Needle Disposal 

www.safeneedledispsal.org/(yourzipcode) 

 

California Recycle  

www.calrecycle.ca.gov  

 

 

 

http://www.cleanla.com/
http://www.safeneedledispsal.org/(yourzipcode)
http://www.calrecycle.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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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速效胰島素劑量 

甚麼是修正因數 (CF)？  

這會指出 1 單位的胰島素將會降低多少血糖。 

今天，1 單位的胰島素會讓血糖降低 _____ 點。 

這有助於讓血糖回復至 ______ - ______ 的目標 

範圍。 

 

何時提供修正劑量？  

若血糖高於目標範圍，可以每 2 小時給予修正一

次。不要在未達 2 小時前使用修正因數，因為先前

注射的胰島素尚未作用完成。  

甚麼是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比 (ICR)？  

這告訴我們 1單位的胰島素可處理多少克碳水化合

物。經常以總數的碳水化合除以 1 個單位的移胰素

可處理的數字。今天，1 單位的胰島素將處理 ____ 

克的碳水化合物。請記住，此數字會變更和在一天

內不同時間都會不同。 

甚麼時候要使用 ICR 計算？ 

當您的孩子進食碳水化合物時使用 ICR 計算。  

有捨入規則嗎？ 

若使用半個單位：  

0.0 -- 0.24 - 捨去至整數單位 

0.25 -- 0.74 - 捨入至半個單位 

0.75 -- 0.99 - 進位至下一個整數單位 

步驟 1：修正 

檢查血糖。 

使用修正圖表來判斷需要多少單位。  

練習例子步驟 1：  

323 血糖 = ______ 個單位  

步驟 2：調節 

將碳水化合物克數加起來得到總克數。 

將碳水化合物總克數除以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比。 

練習例子步驟 2：  

66 克的碳水化合物 ÷ ______ = ______ 個單位 

 

步驟 3：總單位數 

將步驟 1 和 步驟 2 中的單位加起來，找出胰島素 

的總劑量。然後使用左側的捨入規則計算出捨入的

劑量。 

練習例子步驟 3：  

以 ______個單位進行俢正 

加+  ______ 個單位處理碳水化合物 

共=______  應給予的總單位  

** 給予胰島素後，請等待適當時間再開始進食。 

等待的時間取決於進食前的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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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比率的例子 

請記住： 

劑量比率僅適用於速效胰島素。  

修正比率的範例：  

 

處理碳水化合物比率的例子：  

 

 

 

 
血糖 速效胰島素的量 進食前等待的時間 睡前/半夜修正 

 
151-200 mg/dL 

 
單位 

 
15 分鐘 

 
單位 

 
201-250 mg/dL 

 
單位 

 
15 分鐘 

 
單位 

 
251-300 mg/dL 

 
單位 

 
20 分鐘 

 
單位 

 
301-350 mg/dL 

 
單位 

 
25 分鐘 

 
單位 

 
351-400 mg/dL 

 
單位 

 
30 分鐘 

 
單位 

 
401-450 mg/dL 

 
單位 

 
35 分鐘 

 
單位 

 
451-500 mg/dL 

 
單位 

 
40 分鐘 

 
單位 

 
501-550 mg/dL 

 
單位 

 
45 分鐘 

 
單位 

碳水化合物克數 速效胰島素的量 

克 單位 

克 單位 

克 單位 

克 單位 

克 單位 

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比 (ICR)： 

1 個單位可處理 _______克 

 

（碳水化合物總數)= ___單位                  

(ICR)  

例子：  

(           ) =         單位  

       (       ) 

 

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比： 

適用於 克的單位 

 

（碳水化合物總數）= 單位  

(I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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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基本知識 
 
我的孩子現在該如何飲食？ 
糖尿病兒童是健康的，並不需要特殊飲食或吃特殊的食物。對於糖尿病患者來說的健康飲食就是對任何人都適用

的健康飲食。 

 

我的孩子應避開某些食物嗎？ 兒童需要進食所有食物類別中的各種食物，以為他們提供良好營養並協助

他們生長。我們建議不要提供純糖的糖果和含碳水化合物的飲料，特別是果汁和汽水。可以给予牛奶。  

 
什麼是食物類別？ 
有 5 種食物類別：穀物、水果、蔬菜、乳製品和蛋白質。每種食物類別都提供不同的營養，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脂肪、維生素和礦物質、水和纖維。 

  

該如何計劃我的餐食？ 

盡量令您的盤子裏有 ½ 為非澱粉類蔬菜、¼ 為穀物、¼ 為瘦肉或蛋白質。留意加入全穀物以增加纖維的攝取， 

以及有利心臟健康的低脂牛奶。請參閱以下 MyPlate 範例。 

 

 

 

碳水化合物介紹 
甚麼對血糖影響最大？ 
碳水化合物對血糖影響最大。  
   

甚麼是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是含有天然或添加糖的食物。碳水化合

物在體內會轉變為糖。胰島素會將糖從血液移至細

胞中以產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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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需要知道孩子吃多少碳水 

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在體內會轉變成糖。碳水化合物必須透過

胰島素取得平衡去幫助血糖水平保持在目標範圍。  
 

碳水化合物不好嗎？ 
對於您的孩子來說，碳水化合物並不壞。對於成長

中的孩子，它是非常重要的能量和營養來源。  
 

如何避免血糖因食物而升高？  
為了管理血糖水平，給予胰島素以對應在點心和餐

食中吃下的碳水化合物量。 
 

了解那些食物含有碳水化合物並能判斷特定食物或

餐食中含有多少碳水化合物非常重要。  
 

那些食物含有碳水化合物？  

水果 

每天吃 2-3 份。 

選擇整個水果。 

 

 

穀物、豆類和澱粉類蔬菜  

每天吃 5-9 份。 

選擇全穀物和高纖維食物。 

 

牛奶和優格 

每天吃 3 份。  

 

選擇低脂或脫脂乳製品 

 

 

 

 

甜點 

適度享受（不要吃太多）。 

                                                                                                                                                                                                                                                                                                                                                                                       

 

 

不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那些食物僅有少量或不含碳水化合物？ 

 蔬菜 

每天至少吃 3 份。 

吃綠色、黃色、紅色和橙色等不同顏色的蔬菜以獲

得最佳的營養。 
 

肉、雞肉、魚、雞蛋、堅果和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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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 5-6 盎司。 

選擇更多的瘦蛋白和低脂芝士。 

 

脂肪 

選擇健康的脂肪。  

限制攝取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 

 

那些是無碳水化合物的點心？ 

若食物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非常少，他們可能可以

不使用胰島素食用。 

• 雞肉、火雞肉 

• 芝士 

• 小黃瓜片搭配檸檬  

• 無糖果凍 

• 牛肉乾（確認是低碳水化合物） 

• 醬菜 

• 堅果（少量） 

• 水煮蛋 

• 鮪魚沙拉搭配小黃瓜片 

 

那些是無糖飲料？ 
• 水 

• 氣泡水（原味或有味） 

• 天然有味水（如 Dasani Natural） 

• Crystal Light 
• ICE 
• PowerAde Zero 
• Propel Zero 
• Mio Liquid Water Enhancer 
• 减肥汽水/雪碧或無糖可樂 

 

那無糖食品呢？ 
並非所有無糖飲料或食品都不含碳水化合物。 

永遠要檢查標籤。我們不建議無糖產品（例如， 

餅乾、冰淇淋、巧克力）。  

 

那代糖呢？ 

可使用以下不含碳水化合物的代糖： 

• Splenda（三氯蔗糖） 

• Truvia（取自甜葉菊植物） 

• Sweet’N Low（糖精） 

• Equal（阿斯巴甜） 

  



4650 Sunset Blvd.  |  Los Angeles, CA 90027  |  CHLA.org                                                                                                         Diabetes Safety              Page 25 

© 2020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PFER reviewed 6/15/20   

食品標籤 

如何知道一餐中有多少碳水化合物？ 
您需要學習如何查看營養成分，和如何在沒有標籤時選擇食物。  

 
在食品標籤上該查看什麼？ 
兩個重點區域是： 

1. 份量 

2. 碳水化合物總克數 

 

勿忘查看實際上您吃多少份。很多包裝中包含多過一份。 

 

沒有標籤的食物該怎麼辦？  
Calorie King 是我們建議許多家庭使用的資源。再次提醒，請小心您的份量。 

可登上其網站 www.calorieking.com、應用程式和書籍。除了 Calorie King，您也可以查看餐廳的個別網站， 

尋找其營養成分表。  

 

如果沒有量杯時怎麼辦？ 
有時您需要猜測。您可以使用這些技巧作為指引： 

 
• 拳頭或棒球大 = 1 杯 

• 冰淇淋勺 = ½ 杯 

• 手抓一把 = 1 盎司的薯片  

• 拇指指尖 = 1 茶匙 

• 電腦滑鼠 = ½ 杯 

• DVD/藍光碟  = 15 克的麵包、鬆餅、 

圓麵餅或玉米餅  

 

份量：1 杯 

總碳水化合物：35 克 

 

 

 

沒有標籤的食物  
 

1 份 = 15 克 

有些食物很容易記住，因為 1 份含有 15 克的碳水化合物。  

 

http://www.calorie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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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片麵包 1 片格子鬆餅 3/4 杯無糖麥片 8 盎司牛奶 

 

  

 

 
15 塊薯片 

 

１個 6 寸的玉米簿烙餅 2 個半折玉米 半條中碼的香蕉 

    
1/2 個芒果 

 

1 個小的水果 1 杯雜果 1 杯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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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標籤的食物 

1/2 杯 = 15 克和 1 杯 = 30 克 

洋薯, 玉米, 豆類和豌豆等的份量都可能多過 ½ 杯, 勿忘計算澱粉質 。  

                                                   

     麥片 洋薯  玉米 豆           豌豆 

 

1/3 杯= 15 克和  1 杯 = 45 克 

米飯和麵食都是高碳水化合物而我們都很少食用、只可吃 1/3 杯! 進食這種食物時計算好是很重要。  

 
 
 
 
 

米飯 

 
 
 
 
 

麵食 

 

1 份 = 5 克 

以蔬菜來說, 你可以吃大份点(多些容量) 但得到同份量的碳水化合物。例如, 1½ 杯的熟蔬菜和一片麵包都是 

有同份量的碳水化合物。蔬菜是非常適合肚子餓的孩子!    

1 杯生的蔬菜 

 
 
 
 
 
 

1/2 杯熟的蔬菜 

 
 
 
 
 
 

2 杯生的綠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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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計算練習 

目標是在進食「之前」計算並給予胰島素。對於幼兒或當您的孩子生病時會有些例外。 

請參閱胰島素劑量表。 

早餐： 

1 杯煮熟的燕麥片     克碳水化合物 

½ 條香蕉     克碳水化合物 

1 杯 2% 減脂牛奶    克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總克數    

需要的胰島素量      

 

午餐： 

2 片全麥麵包       克碳水化合物 

2 盎司火雞肉       克碳水化合物 

1 片芝士       克碳水化合物 

美乃滋        克碳水化合物 

9 片餅乾脆片（請見食品標籤）    克碳水化合物 

1 杯草莓       克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總克數    

需要的胰島素量      

 

晚餐： 

1 杯白飯     克碳水化合物 

½ 杯黑豆     克碳水化合物 

3 盎司雞胸肉      克碳水化合物 

1 杯燙西蘭花      克碳水化合物 

1 6 吋玉米餅      克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總克數    

需要的胰島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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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計劃 
 

_____ 早餐 

1) 檢查血糖 

2) 計算劑量 3) 給予胰島素 4) 吃早餐 

 

_____ 上午中段時間 

1) 檢查血糖 

2) 計算劑量 3) 給予胰島素 4) 吃點心 

（選擇性） 

 

_____ 午餐 

1)檢查血糖 

2) 計算劑量 3) 給予胰島素 4) 吃午餐 

 

_____ 下午中段時間 

  1) 檢查血糖 

  2) 計算劑量 3) 給予胰島素 4) 吃點心 

（選擇性） 

 

_____ 晚餐 

1) 檢查血糖 

2) 計算劑量 3) 給予胰島素 4) 吃晚餐 

 

_____ 睡前 

1) 提供長效胰島素 ______________ 

2) 檢查血糖* 

3) 計算睡前劑量 4) 給予胰島素 

 

_____ 半夜 

1) 檢查血糖* 

2) 計算半夜劑量 3) 給予處胰島素 

計算劑量： 

 

修正 用 ___ 單位  

 

處理碳水化合物用  ___ 單位  

 

單位總數 =  ___ 單位 

 

 

在安排一天行程時請記住： 

 

若距離上次注射胰島素或攝取食物已超過 2 小時，

您才能修正高血糖。 

 

長效胰島素必須在每天同一時間給予。 

 

不要超過 4 小時沒有檢查血糖。 

 

*在睡前和半夜檢查時，若您的孩子的血糖高於目

標，勿忘使用睡前/半夜修正。若血糖低於 100，請

给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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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島素計算練習 
 

 

練習題 1： 

 
您孩子的血糖為 323。早餐將要吃 25 克的碳水 

化合物。 

 
                 修正用                    ___ 單位 

 
處理碳水化合物月 +___ 單位 

 
                 單位總數                 =__ 單位 

 

練習題 4： 

 
您孩子的血糖為 189。將要吃 18 克的碳水化合

物點心。在 1 小時前因高血糖已曾進行修正。 

 
             修正用               ___ 單位 

 
處理碳水化合物用 +___ 單位 

 
             單位總數                 =__ 單位 

 

練習題 2： 

 
您孩子的血糖為 215，午餐將要吃 82 克的碳水 

化合物。最後給過胰島素是 3 小時祈。 

 
                 修正用                    ___ 單位 

 
處理碳水化合物用 +___ 單位 

 
                 單位總數                 =__ 單位 

 

練習題 5： 

 
您孩子的血糖為 358，午餐將要吃 55 克的碳水

化合物。 

 
             修正用                 ___ 單位 

 
處理碳水化合物用  +___ 單位 

 
            單位總數                   =__ 單位 

 

練習題 3： 

 
您孩子的血糖為 115，晚餐將要吃 33 克的碳水 

化合物。 

 
                 修正用                     ___ 單位 

 
處理碳水化合物用  +___ 單位 

 
                 單位總數                 =__ 單位 

 

練習題 6： 

 
您孩子的血糖為 62，晚餐將要吃 33 克的碳水

化合物。 

 
             修正用                ___ 單位 

 
處理碳水化合物用  +___ 單位 

 
             單位總數                 =__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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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糖尿病就學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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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何時可以返回學校上課？ 

請與學校職員討論，不過通常大約是您的孩子在第

一次確診患有糖尿病的一周後。 

 

我的孩子在學校受到甚麼保護？ 

公立學校有法律來保護患有糖尿病的兒童，包括 

1973 年康復法案的第 504 節，以及美國殘疾法案。

這些法律的目標是確保孩子在學校的安全並給予像

其他孩子得到的同樣的每一個機會。 

 

什麼是 504 計劃 (504 Plan)？ 

504 計劃用意在於防止歧視殘疾者，包括糖尿病患

者。與學校一同制定 504 計劃可讓家長在學校職員

的支援下提倡兒童在學校的安全。504 計劃中的項目

可能包括無限制上洗手間、取得水和裝置。  

我需要訓練學校職員嗎？ 

看情況而定。法律要求公立學校在校內為兒童提供

安全照顧。公立學校有註冊的護士，合資格給予糖

尿病護理並訓練其他職員照顧糖尿病患者。法律並

未要求私立學校為患有糖尿病的兒童提供護理。私

立學校的職員中可能沒有護士和可能需要協助去學

習如何在學校處理糖尿病。因此，您可能需要用外

部資源用得到協助。  

 

我需要帶甚麼去學校？  

• 醫生簽署的學校指示 

• 測試用品：試紙條、刺血針和血糖機。 

• 胰島素用品：包括注射器或筆針、胰島素 

• 低血糖治療：速效糖份來源、低血糖治療後的點

心，以及升糖素工具也。  

• 酮試紙 

 

在那裡可以學習到更多的在校糖尿病安

全資訊？  

美國糖尿病協會有一個針對學校糖尿病兒童安全的

部門。請登上 www.diabetes.org，並搜尋「學校安

全」(Safe at School)。也可以撥打 1-800-DIABETES 

或發郵件至 AskADA@diabetes.org 取得更多資訊。  

 

 

 

mailto:AskADA@diabet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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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天和酮 
 

當我的孩子生病時該怎麼辦？ 

更頻繁地檢查血糖，每 2 小時一次。當您的小孩 

生病時，請致電糖尿病熱線以討論血糖管理或酮 

管理。 

 

若我的孩子無法進食該怎麼辦？ 

液體是最重要的。0-4 歲的兒童每小時至少需 

要 4 盎司。4 歲以上的兒童每小時需要每一歲一盎

司的液體。例如，8 歲的兒童在生病時每小時需要 

喝 8 盎司。 

  

如果血糖高於 ____mg/dL，請飲用無糖飲料， 

如水或 Crystal Light。  

 

若血糖低於____ mg/dL，請使用含糖飲料， 

如 Pedialyte、Gatorade 或一般汽水。 

 

我仍應給予胰島素嗎？ 

是的，不過劑量可能需要減少。當孩子生病時，胰

島素緊急地重要。如有需要，每 2 小時修正一次高

血糖，並一律提供 basal 胰島素。 

 

什麼是酮？ 

酮是由脂肪分解所產生。當身體無法使用食物做為

能量時, 例如沒有足夠的胰島素或含碳水化合物的食

物時，身體就會分解脂肪以獲得能量。  

 

 

 

 

 

 

 

 

我甚麼時候該檢查孩子的酮？ 

當 1) 孩子嘔吐或噁心 2) 若連續兩次檢查血糖為 300 

或更高，或 3) 生病/為感染時，請務必常檢查酮。 

 

我應如何檢查酮？  

將酮試紙接觸尿液或在尿杯中沾取。正 15 秒時讀取

結果。 

 

 

 

 

若真有酮怎麼辦？  

微量或少量：給孩子喝水，若血糖高就修正。繼續

測試血糖並檢查酮。 

中等至大量：在給予胰島素之前，給孩子喝水。 

致電糖尿病熱線 (323) 361 2311。 

 

糖尿病和運動 
 

我的孩子可以參與運動和體育運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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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運動對孩子的健康有很多好處，因可協助控

制血糖水平在目標範圍內。 

 

活動會對血糖有影響嗎？ 

是的，運動通常會降低血糖。劇烈運動可以暫時升

高血糖，然後在運動後的 24-36 小時導致低血糖。  

 

在活動期間應該多久檢查一次血糖？  

活動前、活動期間每 45-60 分鐘，以及活動後。 

 

在活動前/活動期間的血糖理想範圍是多

少？ 

在中度至劇烈活動之前，理想的血糖範圍是  

151-250。此範圍可讓血液中多餘的糖在運動期間 

燃燒，並有助於防止低血糖。 

 

若在運動前或運動期間血糖低於  

150 怎麼辦？ 

讓孩子在活動前吃 ___ 克的點心。這會供給他們要

燃燒的能量，所以不要為這個點心給予胰島素。若

血糖低於 70，按照平常的方式處理低血糖，然後給

予點心但不給胰島素。 

 

 

 

 

 

 

若在運動前或運動期間血糖高於  

250 怎麼辦？ 

若沒有酮出現，在運動前僅使用一半的修正去讓血

糖回復至目標範圍 (_____ - _____)。例如，若孩子

的血糖為 275 時通常使用的修正為 ___ 單位， 

則只提供 ___ 單位。 

 

若孩子體內正產生酮，他應該運動嗎？ 

不，若孩子體內正產生酮，他們不應該運動。若孩

的血糖超過 300，我們建議在運動前檢查酮。 

 

如何在活動後防止低血糖？ 

要防止運動後的低血糖，我們建議僅使用一半的胰

島素修正劑量。劇烈運動會導致血糖暫時飆升或突

漲。當身體從運動恢復時將耗盡大部分血糖。這表

示只需要一半的胰島素修正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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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健康 
 

甚麼是血紅蛋白 A1C？ 

血紅蛋白 A1C會指出有多少糖附在紅血球上。紅血

球上的含糖量會指出過去 2-3 個月的平均血糖水

平。  

。 

 

 

 

為甚麼要檢查 A1C？ 

A1C的結果會顯示長期併發症的風險。 

保持 A1C在目標範圍可降低長期併發症的風險。  

 

甚麼是安全目標 A1C？ 

對於未滿 18 歲的，7.5% 或更低被視為 

安全。  

甚麼是糖尿病併發症？ 

高血糖超過一段時間可能對體內造成傷害。可能傷

害心臟、腎臟和眼睛等器官。 

 

您孩子的血糖在安全範圍內的時間越多，糖對其身

體可能造成的傷害就越少。 

 

糖尿病醫生可能會建議您去看其他專科醫生以診療

其他問題，例如去看眼科醫生。 

 

請記住，需歷經多年的高血糖才會對身體造成長期

傷害。 

 

可以如何協助預防糖尿病併發症？ 

記錄血糖和 A1C測試是對了解其模式及預防血糖對

身體造成傷害很有幫助。最重要的事情是按照您糖

尿病團隊給您的治療建議。 

 

 

日期：________    A1C：________ % 

 

日期：________    A1C：________ % 

 

日期：________    A1C：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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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高血糖素 
 

 

甚麼是胰高血糖素？ 

胰高血糖素是通常在胰臟中製造的一種激素。胰高

血糖素會向肝臟和肌肉（身體自然儲存葡萄糖的地

方）發出訊號，以釋放葡萄糖來提高血糖。 

 

甚麼時候要使用胰高血糖素？ 

當孩子無法用口攝取糖份時, 例如無法吞嚥、失去意

識或癲癇發作，必須使用胰高血糖素。若沒有胰高

血糖素，請撥打 911。 

 

這常發生嗎？  

嚴重的低血糖事件罕見，但做好準備以防緊急狀況

發生非常重要。 

 

為甚麼其針頭較大？ 

胰高血糖素是注入肌肉中。這讓身體可以更快速使

用藥物，在緊急情況下至為重要。 

 

如何準備胰高血糖素？  

取下粉末瓶上的塑膠蓋。將注射器內預裝滿的所有

液體注入瓶中。 

旋轉瓶身直到粉末溶解成透明液體。 

在同一注射器中抽取胰高血糖素。我孩子需要 

_____ 毫升。 

 

如何注入胰高血糖素？ 

以 90 度角直注射至肌肉中。最適合的位置是大腿的

上半部中間位置。 

注入胰高血糖素後該怎麼辦？ 

注入胰高血糖素後，將孩子翻成側身。 

這會立刻生效嗎？ 

胰高血糖素最多可能需要 15 分鐘才發揮作用。在孩

子醒來後檢查血糖。若有需要，使用低血糖治療。 

若使用了胰高血糖素，請盡快致電您的藥房去補給

胰高血糖素。在您的孩子安全後，請撥打熱線以討

論後續步驟。 

我可以在那裡進行練習？ 

下載免費應用程式，或登上胰高血糖素網站了解更

多詳細資料 

https://www.lillyglucagon.com/glucagon-app 

 

https://www.lillyglucagon.com/glucagon-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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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課程快速指南 

 
 

檢查血糖 

□ 餐食或點心前、睡前和半夜 

□ 在記錄中記下時間和血糖水平 

治療低血糖 

□ 識別低血糖的徵兆 

□ 若低於 70mg/dL 時給予低糖治療 

□ 在 15 分鐘後重新檢查血糖，必要時重複治療 

□ 如果經過 3 次治療後血糖仍低於 70mg/dL，請撥打熱線  

治療高血糖 

□ 識別高血糖的徵兆 

□ 每 2 小時給予速效胰島素以修正高血糖 

□ 若連續兩次或更多次超過 300，請撥打熱線 
 

識別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 計算餐食和點心中的碳水化合物 

□ 根據劑量表使用速效胰島素來處理碳水化合物  

□ 在記錄中記下碳水化合物總克數，及給予的胰島素單位 
 

在今天的造訪之後 

□ 每天於 ____ 给 ____ 單位的長效胰島素 

□ 請記得每天撥打糖尿病熱線 (323) 361-2311 

□ 參加基本課程 

□ 如約覆診 

□ 聯絡藥房以確認用品 

□ 致電學校以告知診斷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