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和醫療檔案

今
年六十九歲的吳
女士，三十年前已被驗
出有糖尿病。當年她是這樣發現
的：﹁我經常口渴呀，還懵盛盛

天差下來，所以吳女士與
家人商量後，決定到內地換腎。

者說。由於情況急轉直下，吳女

士家人為她張羅，找到養和醫院

腎科中心主任黎嘉能醫生為她診

院接受腎臟移植手術，住院五日

那年六月，吳女士在內地醫

二是血壓高，吳女士兩個病症都

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糖尿病，其

黎嘉能醫生說，腎衰竭主要

治，當晚即時入院。

後，身上掛着兩個袋回港：﹁一

存在，但主要由糖尿影響致腎衰

突然減藥 指數飆升

確診後，吳女士開始控制飲

個是血水袋，一個是尿袋。﹂她

竭。由於她六年前換腎後需長期

猛飲蔗汁解渴，怎知愈飲愈口

食，不過她說自己不十分聽話，

說。抵港後，她馬上到港島區一

服用抗排斥藥物及控制糖尿藥

渴，到後來見醫生時才發現血糖

吃飯是吃多了一點。幸好她肯監

家私院，由腎科醫生跟進病情。

士可說是重生。但進行腎臟移植

本來有了一個新腎臟，吳女

引發腎功能大跌、血糖飆升、血

身體不舒服，故醫生大幅減藥，

物，期間她向醫生提及吃了藥後

超高！﹂吳女士說。

察糖尿，將尿液滴到糖尿試紙，

初期需調校藥物，包括抗排斥

壓不穩等，她入院更有肺炎，情

如顏色深即尿液太多糖，控制

病情經歷多年發展下來，她

藥，另外吳女士本身糖尿及高血

況欠佳。

差，如果淺色，即控制得好。

開始要注射胰島素。就這樣，吳

壓亦要控制，所以要調校適當藥

女士平平穩穩的度過了二十幾
年，沒有任何不適，直至 ○
五年一次定期覆診中，突然
發現腎功能指數超高！
﹁醫生驗到我腎指數高
後，我開始覺得周身乏力，其
後見腎科醫生，他說我要洗腎
了︙︙﹂吳女士說。
原來吳女士因為糖尿病影
響，致腎臟出現病變，功能不斷
下降，當醫生發現她腎功能指數
升時，她的腎衰竭的情況已屆末
期，要每星期到醫院洗腎。惟洗

之後他說要加就加，要減就減，

﹁醫生用了十七日便校好藥物，

時，亦不會影響正常免疫功能。

量，令吳女士在免疫系統被壓抑

能方面，由於她有一個腎，正常腎

糖達十幾度，正常是七以下。腎功

根據紀錄，吳女士入院時血

總之我信他！﹂吳女士說。

點沒改善，血壓又不穩定，

醫生都先後幫我減藥，但半

了， 升到三百幾度！該院兩位

﹁醫生發現我腎功能差

﹁適當地﹂醫好肺炎，及﹁適當

有肺部發炎迹象，當務之急是

斥藥；第二發現她白血球好高，

藥物份量絕對不足，尤其是防排

黎醫生診斷後，第一發現她

五成洗腎者患糖尿

以下，
功能指數應大約 120umol/L
一
但她就由平時的 、 190umol/L
180
！
直攀升到 420umol/L
在信任下，吳女士無風無浪
過了六 年，但最近醫生卻突然大

我好頭暈，上街走不了多少

地﹂將防排斥藥加至正常為止。

幅減藥，令她大感不適。

路 就無力︙︙﹂吳女士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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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不會令她病情逆轉，腎功能亦
不會有改善的一天，只會一天一

使，
宣傳大
糖尿病
生
當
擔
榮
國 醫
今年
許冠文 醫 生（ 左 ）及 盧 控制血
好
中
好
和周振
大眾：
起呼籲
（中）一 及死亡率！
病變
糖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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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有七十萬名糖尿病患者，當中有不少會併發各種
嚴重病症，包括盲眼、心臟病、中風等，而腎衰竭更是與糖
尿常伴。現時全港各個洗腎中心，就有五成是由糖尿病引致
的腎衰竭病人。
糖尿可以控制，腎衰竭不可逆轉。如果你是七十萬的其
中一員，請好好認清楚糖尿與腎病的關係，及早作出預防及
小心控制，否則像以下這位女士，縱然換了腎，但腎功能突
然再衰退，血糖超高，血壓亦不穩定，送院時更有肺炎……
撰文：陳旭英

攝影：張文智

設計：章可儀

理想血糖指標
長期控制目標
空腹－血糖
隨機血糖
糖化血紅色素
糖化 紅 素

單位
理想
mmol/L 4
4.4
4- 6
6.1
1
mmol/L 4.4 - 8.0
%
<6 - 7

中等
≦7.0
≦10.0
7 - 8.0

註：專科醫生會因應病人的身體健康狀況，自我照顧
能力，糖尿病患病年期等因素而制定切合病人
的長期控制目標。

不理想
>7.0
>10.0
>8.0

控制血糖
減低病變機會
眼
76%
40%
腎
神經系統
60%

黎嘉能醫生指出，糖尿病和腎病惡化
時都是無聲無息不痛不癢，所以控制
好血糖和定期監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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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人的腎透析率比
正常高，其實是初期惡
化迹象，卻被人誤以為
腎功能好好。
﹁糖尿病人如發現腎
透析率高，例如達到

白。所以如發現腎透析率高，醫生

退，小便開始有蛋白質，即尿蛋

率慢慢下跌，顯示功能可能正衰

的工作量多了。一段時間後，透析

能正衰退中。

或極低，這時可能是腎功

素，但血糖忽然極高

食、服藥或注射胰島

化。糖尿病人如依指示進

。數值高，不
130ml/min
是好事，因為每個腎小球

需要為病人進行尿蛋白測試。﹂

解，當腎功能差時，胰島素在

﹁胰島素在腎臟分

會為病人進行腎穿刺組織檢驗，

血液的壽命愈來愈長，分解慢

如發現微量尿蛋白質，醫生

如發現腎小球開始變異，病人便

了。故病人原來注射三十度胰島

五十度的效果，致病人血糖過低

島素現時好使好用，等於四十或

如腎功能差了，平日三十度的胰

舊，這時應驗一驗腎功能，因為

素，最近發現頭暈，食量又依

要開始治療腎病，防止由微量尿
蛋白變大量尿蛋白。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可以
藥物減少蛋白尿。

治好腎病 血糖平穩

少好多。打

少了，我覺

得 好 舒

服，一點

不適也沒

有 。 原

來，十幾度

都夠用，真

不明白以前為

何 要 注 射 那 麼

多！﹂吳女士說。

黎嘉能醫生說，吳女士可以

注射較低量的胰島素，因為經調校

各種藥物後，腎功能好轉，她自然

毋須注射大量胰島素都能保持血糖
平穩。

管內，會令腎臟收縮。為甚麼我

過了治療時機，未及時發現腎功

吳女士過往就是因為多次錯

﹁黎醫生幫我治療，醫好我

與血糖關係。﹁現在我吃得好，

血糖，好讓她清楚掌握進食份量

吳女士在住院期間，亦由營

們擔心病人屙蛋白尿，就是因為

能減退，故當腎臟進入衰竭階段

的肺炎後，亦幫我調校好針藥。

雖然每餐只有兩湯匙飯，加一碗

而頭暈。﹂黎醫生說。

病人尿液愈多蛋白質，腎小管愈

時，己無法挽回，只能靠洗腎維

我以前是打好大量的，一天有百

菜，還有魚呀，或肉類，份量剛

﹁如不治理，蛋白質在腎小

被毒化，細胞不斷被影響、發

持。其後她雖然獲換腎，但因為

幾度。但黎醫生醫好我的炎症、

好，吃後不會滯住。﹂她向記者

尿病科護士教每日三餐篤手指驗

養師指導學懂選擇食物，亦有糖

炎，最後細胞纖維化，失去功

這些年來與醫生溝通不足，藥量

腎功能後，我現時每次只注射

另一個監察糖尿病人有否腎

能。﹂黎嘉能醫生說。

經常改變，致後期出現腎功能再

每年三月都是世界腎臟日，醫護人員均出
席活動提醒大眾腎臟健康的重要性。

說。

當飲食及口服藥物都未能控制
時，病人便要開始注射胰島素。

十八度，比之前是二十幾三十度

各種驗血糖筆，方便攜帶。

倒退。

病變的機制，是小心分析血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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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平均血糖值是6至7，病人在餐
前及餐後都應篤手指量血糖，監察變
化。

肺炎與調高抗排斥藥物正好背道

個症狀幾乎攜手出現。﹂黎醫生

故很多時病人有併發症，上述幾

小心，依足醫生指示注射胰島

休克，故一型糖尿病人大多十分

又容易因血糖過高或過低而出現

衰竭。一型糖尿在年輕時發病，

而馳，故醫生必須十分巧妙地在

解釋。如果糖尿病人只併發得腎

素。但二型病人由於病情變化緩

身血管，包括大血管及小血管，

當中取得平衡。吳女士的個案，

衰竭而沒有其他病變，醫生就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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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醫生強調適當二字，因為治療

正好反映糖尿病引發的腎衰竭，

慢，血糖就算高企，患者都毫無

在在 正 常 情 況
它的運作是否正常。在

能指數，即﹁透析率﹂，以了解

監察腎臟病變，可透過檢驗腎功

黎醫生指出，糖尿病患者要

尿可怕。

服藥，到併發症出現時才驚覺糖

覺性，有時放任飲食，有時忘記

不適感，故很多時患者都沒有警

追尋是否有其他原因導致腎病。

物份量達到最佳控制效果後，不
可隨便改變藥量，否則會出現嚴

型糖尿，病人如控制不佳，大約

數據顯示，無論是一型或二

其實吳女士後期的腎衰竭

在二十至二十五年後便會出現腎

重後遺症。

小心監察 防腎病變

必須小心監控，當調校好各類藥

視網膜病變是最常見的糖尿併發症，故
症，故
糖尿病人最少應每年一次進行眼科檢查。
查。

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她早年控
制好糖尿的話。
糖尿病這個富貴都市病，自
七八十年代開始，患者數量不斷

正常人數值大約100m l/m i n，即每分鐘排出
100毫升。我們每日大約有150公升血經過腎，過
濾完（將所有有用物質吸收）成為小便，大約只有
一至兩公升。

下，數字高代表功能好，但有時

所謂透析，即人體肌肉產生肌酸酐
（creatinine），進入血液經過肝臟分解後排出過
程。正常情況下，99%在腎臟排出來，愈排得多代
表腎功能愈好。這數字視乎每人而不同，有些人肌
肉多，如高大或健身人士，每日產生的肌酸酐較
多，被排出的亦會多。檢測血液知道肌酸酐生產
量，驗小便知道排出數值，便知道腎功能。

增加，併發腎病的比率更以倍數

「透析率」是指有多少血經過腎臟進行透析，
是一個腎功能指數。患者通過抽血及留小便，進行
二十四小時透析率檢驗。

激增！﹁八十年代研究顯示，因
腎衰竭而到洗腎中心的病人，當
由糖尿病引起。但到
中 只 有 20%
了今天，在洗腎中心接受洗腎程
序的，糖尿病患者佔總人數的
！﹂
50%
糖尿病會容易併發腎病？
﹁糖尿病的影響是全身的，腎臟
是其中一個受影響的器官，因為
糖尿會引起特別的腎炎，造成腎
臟硬化；其次糖尿亦會影響神
經，故病人會感手腳麻痹或沒感
覺，嚴重的會出現肌肉收縮；三

何謂透析率？
何
謂透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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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響眼底血管，即糖尿上眼，
有失明危機。由於糖尿病影響全

腎衰竭進入末期，病人要靠洗腎續命。
腎衰竭
腎衰
腎
衰
衰竭
竭進
竭進入末
進入末
進入
入末期，病
期，
期
，病人要靠
人要靠洗
人要靠洗腎續
人要
洗腎續
腎續命
續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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