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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一直是台灣近年來國人十大死因的前

五名 (1)。台灣糖尿病的盛行率已達9.2%，20歲以
上民眾盛行率超過12%(2)。依據統計資料顯示，

每年因糖尿病耗費的醫療費用，占健保醫療總支

出的十分之一。除此之外，當糖尿病人若發生

大小血管併發症時，其所耗費的醫療成本是沒

有大小血管併發症糖尿病個案的4倍 (3)。根據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2018年8月5日公布的
統計，2017年最花錢的疾病排名中，第一名為
急性腎衰竭及慢性腎臟病、花費503.6億元；第
二名為口腔及唾液腺疾病，花費443.23億元；第
三名為糖尿病，花費296.87億元 (4)。因此，糖尿

病對國人健康造成的危害，是不容忽視的。我國

糖尿病照護，在全民健保制度下，民眾享受價格

低廉，且是醫療品質世界居冠的醫療制度。2017
年刺絡針（�e Lancet）醫學雜誌發表全球各國
2015年的醫療品質指標評比 (5)，其中，糖尿病照

護品質比較，台灣遠比日本及新加坡差，甚至得

分低於南韓，只獲得一個不及格的58分。2018
年刺絡針再次公佈2016年全球健康照顧可近性
與品質評估結果，台灣排名第34名，比2017年
度第45名進步 (6)，卻仍輸亞洲國家的日本、南韓

及新加坡。其中，糖尿病和慢性腎臟病，照護品

質仍然落後先進國家甚多。我國慢性腎臟病在透

析方面，其發生率及盛行率皆高居世界首位，而

慢性腎臟病導致透析的主因為糖尿病 (7)。慢性病

照護品質再不提升，健保、社會及家庭會付出更

大代價。

分級醫療概述

什麼是分級醫療？依據健保署說明：為了紓

解醫院擁擠情形，健保署推動雙向轉診制度，並

調整門急診部分負擔，期望建立制度，目的在促

使醫療資源有效運用，院所分工合作，分級醫療

是讓醫院專注照顧急重症病人，民眾有病先至家

庭醫師或附近診所就醫，經醫師專業診療後，如

病情需要，則轉診至其他專科診所或醫院照護，

病人經轉診治療後，應依醫師建議轉回原院所或

其他適當院所，接受後續治療。透過各級醫療院

所分工合作，協助民眾找對醫師、看對科，提升

醫療照護品質，並且使民眾可以得到最好的醫療

照護，藉由雙向轉診，提供病人連續性、整合性

的醫療照護 (8)。健保署更明確指出分級醫療六大

策略 (9)，分別是一：提升基層醫療服務量能；二：

導引民眾轉診就醫習慣與調整部分負擔，三：調

高醫院重症支付標準，導引醫院減少輕症服務；

四：強化醫院與診所醫療合作服務，提供連續性

照護；五：提升民眾自我照護知能；六：加強醫

療財團法人管理。其中，基層醫療服務量能及強

化醫院與診所醫療合作服務，提供連續性照護，

是提升我國糖尿病照護品質的重要方法。

我國醫療院所的層級，按照衛生福利部分

類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基層診

所，各級醫院負有不同的照護任務與角色，醫

學中心負有研究、教學以及急重症病人的治療照

護，其他層級醫院則另負有任務及功能。但目前

健保署全力推動的分級醫療，沒有明確規劃各種

疾病病情輕重定義，也沒有明文界定『病情需

要』的內容，對落實分級診療，達到『小病到社

區診所，大病到大醫院』合理就醫的分級醫療目

標，可能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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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分級醫療照護

糖尿病是一種高發生率、高盛行率、全身

系統性、慢性長期進行性疾病，控制不佳會導致

各種大血管病變 (如心臟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
及周邊血管疾病 )，或小血管病變 (如視網膜病
變、腎臟病變及神經病變 )等之慢性併發症。也
會因治療相關處置不適當造成高 /低血糖、感染
等急性併發症。糖尿病是包含全身多器官系統

的疾病，糖尿病病人需要許多醫療專科 (multi-
disciplinary)照護，如內分泌新陳代謝科、心臟
科、腎臟科、神經科、眼科等，更因為糖尿病與

生活習慣息息相關，病人本身生活習性，如飲食

習慣，對糖尿病控制好壞有很大的相關，因此還

要幫助病人學習自我管理，提升照護糖尿病的能

力，需要護理師、營養師、藥師或其他專業人員

如心理師等來協助照護。也就是說糖尿病照護，

除了多醫療專科醫師診療之外，還需要進行衛

教、心理支持、定期併發症篩檢、處置等多專業

醫療團隊的配合。我國民眾普遍認為大醫院科別

完整，設備新穎先進，而且檢查，用藥也會比小

診所還要多且好。因此，國內目前糖尿病病人就

醫情況，以醫院層級居多，約六成以上的糖尿病

病人，其他的病人在基層醫療院所就醫治療 (10, 

11)。大醫院由於病人眾多，每次門診至少60人
次，甚至超過百人次者，比比皆是。在如此忙碌

的醫療模式運作下，很難對糖尿病病人做到『以

病人為中心的整合式高價值醫療模式照護 (value-
based patient-centered integrated diabetes care)』
(12)。

糖尿病分級醫療的模式觀念，最早可以從

1953年由英國的Walker JB醫師提出共同照護
(shared care)概念說起 (13)，當時由於英國糖尿病

病人大多數皆在大醫院就醫，醫院門診病人眾

多，醫療院所以醫師為主軸核心的模式進行疾病

診療照護。這種醫療方式，沒有辦法針對糖尿病

人個別性如營養飲食攝取、藥物諮詢、血糖自我

監測、高、低血糖預防及處置，生病日血糖處

理、胰島素注射劑量調整等等問題提供完整持續

性的照護，只能針對血糖高低進行藥物調整，更

無法針對病人個別之情緒問題，進行關懷與照

護。醫療是片斷、不完整的，無法滿足對糖尿病

完整、長期照護的需求，此種醫療模式，與當今

我國大醫院糖尿病門診照護非常類似。Walker醫
師於是倡議糖尿病病人除了由醫院照護之外，還

要有社區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參與照護糖尿病人的

做法，將病人轉移到基層醫療單位，在基層診所

設立糖尿病微型門診 (mini-clinic)，由基層醫師
及社區護士與醫院組成關聯的專業團隊，共同擔

負糖尿病人的醫療照護工作，也就是分級醫療初

始之概念，並且在英國逐步推廣，逐漸在社區發

展出具有特色的糖尿病共同照護模式。

1970年以後，英國和其他國家才開始積極
重視糖尿病的共同照護，將糖尿病人的定期追蹤

與糖尿病教育，轉移到基層醫療單位，由基層醫

師、家庭醫師或社區護士與醫院的專業團隊，共

同分擔糖尿病人的醫療照護工作。由於基層診所

糖尿病共同照護，分擔了醫院的壓力，提升了病

人的照護品質，因此在1993年，英國慢性病的
處置中對基層醫療有了一套包括健康促進及預防

治療的給付方法，進一步促使高達90%的基層醫
師加入提供糖尿病共同照護的行列，全面落實糖

尿病分級醫療。此種共同照護模式被定義為基層

執業醫師 (general practitioners, GP)與醫院專科
醫師 (medical specialists)共同合作照護的模式，
這種照護模式經由多年來專家學者的觀察研究
(14)，醫療的成效，近年來有多篇文獻加以探討，

雖然仍有爭議，一般而言，分級醫療在比較輕症

或控制良好的糖尿病病人，其醫療照護品質可以

維持，若再加上資訊系統整合共同分享共通使用

以及嚴謹的實驗設計，分級醫療模式已有文獻證

實對糖尿病照護在血糖、血壓及血脂的控制有改

善的情況 (15)。文獻指出，受過新陳代謝科指導或

共同合作的團隊，有標準轉診機制，醫療訊息共

享，同時有護理師、營養師或其他專業人員，如

藥師共同照護者，成效較佳 (15)。良好的分級醫療

共同照護，可以降低醫療費用，病人就醫方便，

不用舟車奔波，且能接受完整的糖尿病追蹤檢查

及治療，病情需要也可以到大醫院接受進一步的

照護，民眾滿意度及生活品質也會明顯提高 (13, 

14)。在此模式下，基層醫療院所持續接受有關糖

尿病照護的訓練，基層診所對糖尿病照護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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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術上可以日斟完善，再加上醫療資訊系統應

用，共享醫療資訊，經由各級醫療機構相關醫療

專科、專業的整合，共同制訂操作規範、轉診、

品質監控等準則，進行病人登記管理，提供教育

指導，形成以“病人為中心＂的跨專科、跨專業、

跨層級的垂直平行整合，提供完善的醫療，彰顯

保健、生活品質的連續性、可及性、一致性的高

品質並且成本合理的共同照護，這也是糖尿病分

級醫療的最重要內涵及意義。

台灣在國民健康署強調以「病人為中心，

家庭為單位」人性化照護及呼應世界衛生組織健

康促進醫院之理念，自2006年起，擴展「糖尿
病人保健推廣機構」之功能，推動辦理「糖尿

病健康促進機構」，調查顯示自2006至2011年
5年期間，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之照護品質有明
顯進步。糖尿病病人的三高控制率大幅提升：

糖尿病人糖化血色素控制小於7%的比例在五年
內由32.3%上升至34.5%，血壓控制良好的比例
也由30.9%上升至37.7%，血脂控制良好的比例
更由33.3%大幅提升至51.5%。糖尿病病人的定
期檢查比率亦持續提升，包括微量白蛋白檢查

達72.3%、血脂檢查達87.1%、眼睛視網膜檢查
達80.6%、足部檢查達82.3%，種種數據都顯示
出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的努力已達到成效 (16)。

迄2018年共255家醫療院所獲得糖尿病健康促進
機構認證，但是其中基層院所只有80家，還包
括了34家衛生所 (16)。另外健保署推動的糖尿病

醫療服務改善方案，提供糖尿病管理費用，但須

有經由認證的合格醫師、護理師及營養師共同照

護，健保署同時也以獎勵方式，對控制績效良好

的院所，另核發優渥獎勵金。參加本方案的醫

療院所數在2002年底有159家，2018年中增加至
1167家，照護涵蓋約46%糖尿病病人，其中醫學
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基層診所占比例分

別平均約為20%、28%、16%、36%(17)。1萬1千
多家診所，只有899家加入健保署推動的糖尿病
醫療服務改善方案 (17)。這些數據顯示，國人糖尿

病約六成以上病人，選擇在醫院就醫，與歐美先

進國家近九成病人在基層醫療單位就醫 (18)，大

不相同。研究數據顯示，參加健保署醫療服務改

善方案的病人，其心血管疾病，末期腎衰竭發生

率，皆有比未參加方案者，降低很多 (19)。但國內

沒有研究證明不同層級機構糖尿病照護，其品質

指標與照護費用有所差異。顯示此服務方案，有

一定的成效，值得推廣，但基層醫師參加此方案

的診所家數及比例仍不高，值得研究改善。顯示

基層院所糖尿病照護，仍有很大成長空間。

近年來，政府衛生行政當局非常積極推動分

級醫療，如健保署設立資訊平台，將全國病人就

醫資料，包括診斷、用藥處方、檢驗檢查結果，

皆可以經由上網公用平台查詢，並改善轉診流

程，2018年8月份起，並鼓勵開立電子轉診，逐
步落實資訊分享及分級醫療。健保署為建立家庭

醫師制度，促進醫療體系整合相關計畫，提供民

眾周全性、協調性與持續性之醫療照護服務，自

2003年起便試辦「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
照護計畫」，以群體力量提供服務，整合基層與

醫院照護品質，促進社區水平及垂直整合，提供

民眾完善整合性照護，並作為未來垂直整合醫療

體系式照護模式之基礎。也就是做為分級醫療的

扎根基本建設。依據健保署統計，2003至2018
年度累計約支用140億元，截至2018年5月31
日計已成立社區醫療群567群，參與診所4,512
家，收案照護403.9萬餘人，加入家醫計畫的診
所數目約占全部診所數的32.8％，收案人數占總
納保人數之比率更僅16.9％，涵蓋率仍有大幅成
長空間。

糖尿病分級醫療的作為建議

我國末期腎衰竭發生率及盛行率，高居世

界第一，而糖尿病更是導致慢性腎衰竭的主因。

目前的糖尿病醫療模式再不變革，台灣將難以脫

離『洗腎王國』的封號。呼籲政府當局及國內各

醫學、醫事團體，必須要好好討論實施糖尿病

分級醫療。因為要落實糖尿病分級醫療，仍須仰

賴政府各級衛生行政單位、國內各大糖尿病相關

學術團體以及各層級醫事公會、協會等等通力合

作，制訂完善轉診照護標準，暢通醫院診所轉診

通道。糖尿病分級醫療可以充分發揮各層級醫療

團隊不同級別的醫療服務內涵，指導病人合理就

醫和治療，使病人血糖控制達到目標，減少併發

症發生，降低致殘率和致死率。但是如何將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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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分級治療，前題必需界定清楚糖尿病的病情狀

況，進而依據病情程度，給予適當的醫療照護。

參考國內外各大醫學會指引、共識，制定標準，

針對糖尿病代謝指標控制及合併症輕重程度，疾

病較輕者，也就是小病，希望在基層社區診所就

醫就可以，病情比較重的病人，也就是代謝指標

持續控制不佳，或併發症較嚴重者，則需至大醫

院，接受相關專科醫師的診治。因此，需要匯集

國內專家學者，討論制定出糖尿病的輕、重定

義，讓各層級醫療院所及民眾有所依循。至於如

何落實糖尿病分級醫療，參考國外文獻 (20)，整

理提出建議作為如下：

一、 首先制訂各層級醫療院所糖尿病診斷及治療
標準，依據糖尿病代謝指標控制情況及個案

各種及慢性合併症輕重程度，並依據各層級

醫療院所設備及疾病處置能力，合理訂出診

療差別。

1. 糖尿病病人至地區、區域或醫學中心醫院治
療的標準，各醫院需列出照護能力，以為基

層院所轉診之參考。

(1) 糖尿病急性併發症：嚴重低血糖或高血糖
合併有或無意識障礙（糖尿病酮酸中毒、

高血糖高滲透壓血症或乳酸性酸中毒）。

(2) 糖尿病慢性併發症（視網膜病變、腎病、
神經病變、糖尿病足或周圍血管病變）的

篩檢、治療和長期評估在基層醫療院所處

理有困難者。

a. 腎臟病變CKD 3b以後的病人，每年需
接受腎臟科專科醫師評估治療情況，

或定期接受腎臟科專科醫師治療。

b. 眼底視網膜病變按國際臨床分期法中
第2期以上，每年需接受眼科專科醫師
評估治療情況，或定期接受眼科專科

醫師治療。

c. 有症狀的糖尿病神經病變病人，每年
需接受神經科專科醫師評估治療情

況，或定期接受神經科專科醫師治療。

d. 糖尿病大血管病變如冠狀動脈疾病、
缺血性腦中風、周邊血管病變導致的

間歇性跛行病人，每年需接受醫院相

關專科醫師評估治療情況，或定期接

受相關專科醫師治療。

e. 糖尿病足部病變Wagner分級法Ⅰ級以
上病人，每年需接受醫院相關專科醫

師評估治療情況，或定期接受相關專

科醫師治療至穩定為止。

(3) 妊娠和哺乳期婦女血糖異常者。
(4) 反復發生低血糖病人或血糖起伏波動大
者，基層處理困難或需要制定較複雜胰島

素治療方案者，需實施連續性血糖監測者。

(5) 出現嚴重藥物不良反應，如胰島素過敏或
胰島素注射劑量> 100 U/天，血糖仍控制
不佳者。

(6) 新診斷、初次發現血糖異常，病因和分型
不明確者。

(7) 血糖、血壓、血脂長期治療（6個月以
上），使用最大治療藥物劑量，仍不達標

者。HbA1c > 10%， BP > 150/90 mmHg，
LDL-C > 100 mg/dL。

(8) 兒童和年輕人 (年齡<25歲 )第2型或第1 
型糖尿病病人。

(9) 合併過度肥胖，BMI ≥ 35病人。
(10) 醫師判斷病人需轉至上級醫院處理的情
況或疾病時。

2.下轉至基層醫療院所的標準。
(1) 已明確診斷和確定治療方案且血糖控制
穩定者。血糖、血壓和血脂控制達標：

a.血糖達標：HbA1c ≤ 7.0% (65歲以下 )， 
HbA1c ≤ 8.0% (65歲以上 )；b.血壓達標：
<140mmHg/90mmHg；c.血 脂 達 標：

LDL-C< 100 mg/dL。
(2) 糖尿病急性併發症治療後病情穩定。
(3) 糖尿病慢性併發症已確診、制定了治療方
式和療效評估，且病情已得到穩定控制。

二、 持續推動並鼓勵雙向轉診制度，結合基層院
所與醫院資源，讓病人確實能小病到社區診

所，大病到大醫院就醫。

三、 健保署自2001年推動之糖尿病醫療服務改
善方案，加上獎勵計畫，已花費相當多的費

用，但實際上還是以鼓勵醫院層級居多，這

與分級醫療政策相違背，且實施多年來，國

家級評比仍顯示，我國整體糖尿病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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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比鄰近國家相差甚遠，因此建議需要大幅

變革，以激勵強化基層糖尿病照護為主要改

革方向。其中以簡化或降低目前診所加入健

保署糖尿病醫療服務改善方案的程序及門

檻，增加基層照護管理費用，逐步廢除或降

低醫院照護費用及獎勵金額，全面回歸糖尿

病分級醫療的正軌上。

四、 鼓勵基層醫療院所合併成立聯合診所，結合
各領域專長醫師，降低營運成本，增聘護理

及營養師，獎勵支持基層院所加入國健署之

「糖尿病健康促進機構」，壯大基層糖尿病

照護能量。

結  語
社區基層診所因為可近性高，可以提供即

時的照護，也可以利用 "居家醫療 "模式，到宅
診療；並且更可以結合社區資源，如社區關懷據

點、社區藥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或護理之家等

等做到院外長期持續性的照護。慢性病照護模式

及分級醫療模式，相信是改善我國糖尿病照護的

2大法寶，誠懇建議政府當局，唯有能制定出合
宜的糖尿病分級診療標準，落實慢性病得模式照

護，才能真正落實所謂的『小病到社區診所，大

病到大醫院』合理就醫的分級醫療方式，改善糖

尿病照護品質，達到促進國人健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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