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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元2008年Taylor教授在Diabetologia雜誌刊

登的文章裡有提出一個假說，命名為雙循環假

說（twin cycle hypothesis）(1)。他用核磁共振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追蹤減重的糖
尿病人後，發現當這些病人減掉原本體重的約

15%時血糖濃度和糖化血色素（HbA1c）都恢復
到正常範圍。從此發現他推測出新的糖尿病致

病機轉，而過去10年內許多研究都證明此想法
可能是正確的。本文描述他的研究，以及此研

究如何能對臨床醫師的飲食衛教有所影響。

舊觀念和新發現

長期以來，第二型糖尿病被認為是持續進

行性的，需要漸漸增加口服降糖藥和最終胰島

素。但Taylor教授認為，現在已經肯定可以停止
此疾病的進行過程。對他來說，第二型糖尿病

是長期過量的內臟脂肪誘發的一種可逆性代謝

異常狀態。Taylor為內分泌專科醫師而通過核磁
共振成像追蹤第二型糖尿病人胰臟脂肪漸漸減

少到一定程度時，他發現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

回復正常。接下來他搜尋了過去的臨床研究並

發現以下證據。

藥物與生活習慣 
Taylor搜索了西元1980年1月1日至2017年10

月30日期間發表的文獻和臨床指引看是否有主
要結果（primary outcome）是第二型糖尿病的
緩解（remission）的非手術臨床實驗。他的搜

索關鍵字是「糖尿病緩解」和「臨床實驗」，

搜索僅限於英語出版物。沒有發現任何符合條

件的文獻。第二型糖尿病的實證臨床指引側重

於藥物治療，以降低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飲食

和生活方式被提及作為控制血糖的措施之一，

但很少討論通過這種途徑讓糖尿病緩解。然

而，體重增加是有家族史的個體中第二型糖尿

病的主要原因。雖然減肥手術可以在約75%的第
二型糖尿病人中實現糖尿病的緩解(2)，但只有一

小部分病人可以或者希望接受手術治療。因此

Taylor教授開始以糖尿病緩解為目標來做飲食方
面的研究。

Lim等的研究(3)顯示患病時間4年以下的糖尿
病人平均體重減少原始的約15%時，7日內空腹
血糖濃度就回復正常。同時他們發現肝臟脂肪

減少30%（平均）而且肝臟胰島素阻抗情形也恢
復正常。典型的第二型糖尿病人缺乏餐後葡萄

糖誘發的早期快速胰島素上升（所謂的第一階

段胰島素反應）。以上研究顯示8週內胰臟脂肪
含量回復到正常，同時餐後（第一階段）胰島

素分泌量也回復正常。有趣的是肌肉胰島素阻

抗情形並沒有改變。其實肌肉胰島素阻抗是二

型糖尿病出現前最早期的病變。關於過量脂肪

對貝它（beta）細胞功能的抑製作用此信息讓我
們對二型糖尿病的病因和發病前的發展有了新

的認識。

快速減重期

為了誘導減重，他們使用單包裝的流質飲

食（600大卡/天）並允許240公克/天的非澱粉類

減重對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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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以避免便秘。因此，總熱量是約700大卡/
天。為了滿足口慾，糖含量相對高，但是儘管

停用口服降糖藥，空腹血糖仍然於7天內回復正
常。Taylor意外地發現參與者都喜歡此流質飲
食。

體重維持期

有減肥經驗的人都知道，體重減輕後持續

避免復胖是減肥成功的關鍵。Taylor的文章中
(4)提到三項有實證的措施可預防復胖：低醣飲

食，地中海飲食和間歇性斷食法。因為沒有一

種方法是適合全部病人，以上三項可提供欲減

重的病人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項目。

雙循環假說

根據此假說，第二型糖尿病人的肝臟和胰

臟內有惡性循環（圖1）而這些都是可逆的。
第二型糖尿病最原始的代謝問題為營養過剩，

而在此狀況下多餘的醣類必須在肝臟內轉換為

脂肪以儲存能量。此現象稱之為重新脂肪生成

（de novo lipogenesis以下再詳說）。有家族史
的人加上飲食習慣的影響之下，第二型糖尿病

的最早期病變會出現，即肌肉胰島素阻抗。此

時，血清胰島素濃度會漸漸升高，而這些人的

肝臟內脂肪堆積會比沒有胰島素阻抗的人更

快，造成所謂的脂肪肝（儲存脂肪為胰島素的

功能之一）。肝內脂肪越來越多時會導致肝臟

胰島素阻抗，即肝臟對胰島素的敏感度變差。

胰島素有抑制肝臟製造葡萄糖的功能，故敏感

度變差時會無法抑制過多的葡萄糖生成，引起

空腹血漿葡萄糖濃度變高。此時胰臟會分泌更

多（空腹）胰島素以控制過高的葡萄糖，而胰

島素又促進脂肪的儲存，此為肝臟內的惡性循

環。肝臟內的脂肪過多時脂肪會經由血液被運

送到皮下組織，導致血液中三酸甘油脂濃度變

高。超過皮下脂肪的儲存上限時，其它組織會

開始堆積脂肪（包括胰臟）。蘭氏小島(islets 
of Langerhans)內脂肪過多時貝他細胞分泌胰島
素的功能會被抑制，造成餐後葡萄糖濃度偏高

（以下會詳細說明）。

高血糖又刺激胰臟分泌更多胰島素，胰

島素又促進脂肪儲存，更多脂肪又被運送到胰

臟，造成胰臟內惡性循環。最後胰臟功能喪失

到一個極限時典型第二型糖尿病就出現了。此

圖1  雙循環假說：VLDL = 極低密度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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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推測如果能量攝取夠低時，以上雙惡性循

環都會逆轉。

重新脂肪生成

Sevastianova等證明了蔗糖攝取量超越能量
消耗量3週後人體肝臟脂肪含量會增加27%(5)。同

時血清丙胺酸轉胺酶（ALT）上升28%，作者們
認為這反映此狀況對肝細胞的代謝逆境。而接

下來使用低卡路里飲食後脂肪肝和血清丙胺酸

轉胺酶濃度都返回正常。熱量過剩之外，門靜

脈的胰島素濃度也會決定多餘的糖在肝臟內轉

換成脂肪酸的速度。在肥胖和非肥胖的受試者

當中，那些血漿胰島素濃度較高的人重新脂肪

生成的速度比低者顯著快(6)。

脂肪對胰臟蘭氏小島的毒性

在體外或體內實驗都顯示，貝他細胞長期

暴露於三酸甘油或脂肪酸會降低貝他細胞對葡

萄糖濃度增加的反應能力(7)。這種脂肪造成的毒

性（lipotoxicity）早在西元1995年就被發現。動
物實驗也有證明過此現象。基因性肥胖的Zucker
大鼠非常類似於人類肥胖和第二型糖尿病早期

階段。在Zucker大鼠，高血糖的發生之前會有胰
臟內脂肪快速增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通過

限制食物可完全預防該遺傳模型中糖尿病的發

生，說明遺傳易感性與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

有趣的是某些人胰腺脂肪含量8%時具有正常的
貝他細胞功能，而另一些人胰腺脂肪含量 5%時
就患有第二型糖尿病，證明胰腺的脂肪敏感性

必須有不同的程度，並且已經被證明這與種族

差異有關(8)。

糖尿病前期的過程

日本的研究也顯示相較於胰島素敏感度最

高的三分之一，敏感度最低的三分之一發生脂

肪肝的機率為前者的3.5倍。他們發現脂肪肝出
現前至少五年，胰島素阻抗就存在(9)。

有脂肪肝的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很

高。追蹤葡萄糖耐受實驗正常的一大群中年日

本人8年後發現實驗開始時沒有脂肪肝的人第
二型糖尿病發生率很低。實驗開始就有脂肪肝

的人發生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比（hazard ratio)
為 5.5 (10)。與西方人相比，BMI 25以下的亞洲
人很容易罹患代謝症候群（即胰島素阻抗的狀

態），故作者們認為沒有肥胖的亞洲人，控制

體重也可以預防脂肪肝的發生，也同時預防第

二型糖尿病的發生。

減肥成功後糖尿病會緩解多久？

減肥手術後先前糖尿病人的長期正常血

糖證明糖尿病緩解期間可長達10年，除非發生
復胖。這些觀察結果與雙循環假說和胰腺中脂

肪含量超過一個極限時會有不良代謝問題的說

法吻合。如果一個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代表

肝臟和胰腺中的脂肪含量超過能應付的量。因

此，對於這類病人，如果肝臟和胰腺脂肪含量

降低至其個人極限以下時第一階段胰島素反應

會恢復正常(7)。

糖尿病緩解臨床實驗（diabetes remission 
clinical trial, DiRECT）

這是第一個使用飲食，以第2型糖尿病緩解
為主要結果的隨機取樣試驗 (11)。此研究有兩項

主要結果，第一個是停止口服降糖藥至少2個月
後在第12個月時糖化血色素小於6.5%（即糖尿病
緩解），另一個主要結果為減重至少15公斤。
49家同意參與的診所被隨機分配（1：1）到減重
計劃組（治療組=23個診所）或以指引進行的最
佳藥物治療組（控制組=26個診所）。治療組和
控制組各有149人參與（總共306人）。研究結果
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患病時間長達6年的，
第2型糖尿病人有興趣使用門診減重計劃。滿12
個月時，治療組的46%（68人）可以實現並維持
緩解（糖化血色素小於6.5%），控制組的4%（6
人）可達到緩解的目標。平均減重治療組約10
公斤，控制組約1.0公斤。不需要服用口服降血
糖藥的比例為治療組的74%（109人；平均糖化
血色素= 6.4%），控制組的18%（27人；平均糖
化血色素=7.2%）。治療組內緩解的病患中68%
的人可停用降血壓藥物而沒有血壓升高。

糖尿病緩解臨床實驗的研究人員有建議治

療組的參與者繼續而不要減少他/她們的日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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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維持體重的期間，有向參與者提供了一

些策略以達到每天15,000步的目標。然而，客觀
追蹤測量的身體活動顯示，在基線和12個月之
間，治療組和控制組的身體活動都沒有增加。

結  語
對於新診斷的第二型糖尿病人來說，知

道自己患有的代謝問題是可逆的會有所幫助。

他們應該知道，如果不能緩解，對未來健康和

人壽保險費用的後果是可怕的。但是這些嚴重

的不良影響必須與飲食限制造成的困難和貧困

相平衡。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些困苦可能是太

高的代價，但對於某些有強烈動機想要逃脫第

二型糖尿病的人來說，新的理解可提供明確的

方向。醫師們需要接受的是，對於45%的糖尿
病人，一年的減重是可行的。糖尿病緩解臨床

實驗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病人有興趣使用門診

減重計劃，故醫師應該告知每一位第二型糖尿

病人，用飲食減重方式可達到糖尿病緩解的目

標。以上研究持續進行當中，故後續結果會陸

續出爐，提供醫界參考。希望台灣醫界也會出

現像Taylor教授一般的人企圖通過門診減重來逆
轉第二型糖尿病的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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