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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型糖尿病藥物治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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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血糖控制可減少顯微血管病變與大血管病

變等糖尿病之長期併發症。飲食控制、運動、減輕體

重等生活形態的改善可經由減少胰島素抗阻性而達

到降低血糖的效果，預期可降低糖化血色素(HbA1c) 
1-2%(1)，與藥物的效果差不多，但大多數患者無法

維持長期效果 (因未能確實執行或持之以恆 )，最後

仍需使用藥物來控制血糖。Metformin與sulfonylurea
為最早使用的口服降血糖藥物。1 9 9 0年代發展出

快速促進胰島素分泌的glinide類藥物、延遲葡萄糖

吸收的糖苷酶抑制劑(α-glucosidase inhibitors)以及

thiazolidinedione(TZD)類的胰島素增敏劑(表1)。最近

幾年則另有3種不同作用機轉的降血糖藥物上市。胰島

素的臨床使用已超過80年，但仍是降低血糖最可靠、

最有效的藥物，近年也推出幾種效果較好、副作用較

少的胰島素類似物。

藥物種類 Metformin
Sulfonylurea類促進胰島

素分泌藥物

非sulfonylurea類促

進胰島素分泌藥物
糖苷酶抑制劑

胰島素增敏劑

thiazolidinedione

上市時間 1957 1946 1997 1995 1999

作用機轉 抑制肝臟製造葡萄糖 促進胰島素分泌
快速促進胰島素

分泌

延遲腸道吸收碳水

化合物

增加脂肪組織、肝臟、

骨骼肌之胰島素敏感性

HbA1c減低
之絕對數值

1-2% 1-2%
repaglinide:1-1.5%
nateglinide:0.5-1%

0.5-0.8% 0.5-1.4%

藥物與用法

metformin開始時每天一

次500 mg， 逐漸增加至

1000 mg 每天2次

glyburide 
每天一次5 mg，可增至

每天2次
gliclazide 
40-160 mg每天2次
glipizide
2.5-10 mg每天2次
glimepiride
每天一次1-4 mg

repaglinide
0.5-4 mg每餐前

15–30分鐘

nateglinide
60-120 mg每餐前

15–30分鐘

acarbose
開始時25 mg，逐

漸增至100 mg每
天3次

rosiglitazone
每天一次2–8 mg 
pioglitazone
每天一次15-45 mg

副作用
噁心、腹瀉、乳酸血症

(罕見)
血糖過低、體重增加

血糖過低、體重

增加
脹氣、腹瀉

水腫、體重增加、貧

血、鬱血性心臟衰竭

禁忌症

輕度腎功能異常，中度

至重度肝臟或心臟功

能異常

中度至重度肝功能異常，

在嚴重腎功能異常時要

調整劑量

嚴重肝腎功能異

常，repaglinide不可

與gemfibrozil合用

腸道激燥症候群，

嚴重肝腎功能異常

嚴重肝功能異常，鬱血

性心臟衰竭

其他優點

不會造成血糖過低，不

會造成體重增加，價格

便宜，使用經驗多，較

了解效用/副作用

使用經驗多，較了解效

用/副作用，價格便宜
用於飯後血糖過高

不會造成血糖過低

不會造成體重增加

無全身性作用

用於飯後血糖過高

不會造成血糖過低

每天服用一次

其他缺點 禁忌症較多
每天需用3次
價格較貴

每天需用3次
發生作用較慢價格較貴

rosiglitazone可能增加心

肌梗塞

表1 常用口服抗高血糖藥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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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市之降血糖藥物(5)

Glucagon-like peptide 1(GLP-1)類似物

腸降糖素(incretin)乃經口攝食後由小腸所製造分

泌之胜肽荷爾蒙，其中的70-80%為第一型類升醣素胜

肽(glucagon-like peptide 1, GLP-1)。進食後GLP-1的上

升在第2型糖尿病患者較正常人為低。GLP-1的作用主

要為(在血糖上升的情況下)促進胰島素之分泌，其他

作用包括增加胰島素敏感性、抑制升糖素(glucagon)分
泌、抑制食慾、降低胃排空速度；還可能促進胰臟ß細
胞生長、分化與再生。天然之GLP-1迅速被dipeptidyl 
peptidase IV (DPP-4)酵素分解破壞，無法使用於臨床

上，因此最近發展出GLP-1類似物(商品名Exenatide)，
具GLP-1的作用但可對抗DPP-4的分解，半衰期較長。

此藥於2005年在美國上市，用於治療糖尿病可降低

HbA1c 0.8-0.9%，主要可降低飯後高血糖。它不會造

成血糖過低，且可減輕體重(6個月減輕2-3 kg)。主要

副作用為噁心、嘔吐、無食慾、過早有飽足感等腸胃

副作用。Exenatide需經由皮下注射，每日兩次(5 ug 
BID)，可與metformin、sulfonylurea或TZD合併使用。

Dipeptidyl peptidase-4抑制劑

要增強第一型類升醣素胜肽的作用亦可經由抑制

DPP-4，減少內生性GLP-1被分解破壞，延長GLP-1
的作用時間。Sitagl ipt in為2007年上市之DPP-4抑
制劑，主要作用為降低飯後高血糖，可降低HbA1c 
0.5-0.8%。其特殊好處為可口服、副作用少、不會使

體重增加、造成血糖過低的機率很小。Sitagliptin價格

昂貴、效果不如metformin、sulfonylurea等傳統口服

降血糖藥物，通常做為第二線藥物。Sitagliptin可與

metformin或TZD合併使用，在腎功能不良患者應減低

使用劑量。

Amylin類似物

Amylin乃胰臟β細胞所分泌的荷爾蒙，可減低胃

排空速率、抑制升糖素製造。Pramlintide則為合成之

amylin類似物，於2005年在美國上市，做為胰島素的

輔助治療。Pramlintide必需在飯前注射，由於它無法

與胰島素混在一起注射，因此患者每天需多打2-3針。

Pramlintide主要作用為降低飯後血糖，可降低 HbA1c 
0.6%。使用6個月後可減輕體重1-1.5 kg。主要副作用

為噁心、嘔吐、無食慾等腸胃症狀，也可能發生血糖

過低。

胰島素類似物  

Regular胰島素與NPH胰島素為傳統之短效與中長

效胰島素，最近則有經由DNA重組技術所製造出來的

胰島素類似物(insulin analogs) (表2)，將胰島素之胺

基酸稍做改變從而改變藥物動力學。Lispro胰島素與

aspart胰島素為速效之胰島素類似物，可取代regular
胰島素之作用，用於減低進食所引起的血糖升高。

Regular胰島素需在飯前30分鐘使用，lispro胰島素與

aspart胰島素則在進食之前立即給與，使用較方便、順

從性較好，由於其發生作用較快，對飯後血糖控制效

果比regular胰島素好；又由於其尖峰作用時間短，發

生血糖過低的機率較小。

Glargine胰島素為長效之胰島素類似物，可維持

24小時之基礎濃度，每天打一次即可，作用曲線較平

穩而沒有高峰，使用glargine胰島素者空腹與飯後血

糖控制與NPH胰島素無差別，但較不會發生血糖過低
(7)。Glargine胰島素不可與其他胰島素混在一起注射。

Glargine胰島素可在一天當中的任何時間注射，但每天

注射的時間要固定。Detemir胰島素則為另一新發展出

來的長效胰島素類似物。

文獻出處 類別
起始作用
時間

尖峰作用
時間

作用持續
時間 

Regular insulin 短效 30-60 min 2-3 hr 5-8 hr

Insulin lispro 速效 5-15 min 30-90 min < 5 hr

Insulin aspart 速效 5-15 min 30-90 min < 5 hr

NPH insulin 中效 2-4 hr 4-10 hr 10-16 hr

Lente insulin 中效 1-2.5 hr 6-12 hr 18-24 hr

Insulin glargine 長效 2-4 hr 無尖峰 20-24 hr

Insulin detemir 長效 3-8 hr 無尖峰 5.7-23.2 hr

Mixture of 
regular insulin 
(30%) + NPH 
(70%)

預混型 30-60 min 雙重作用 10-16 hr

30% insulin 
aspart + 70% 
insulin aspart 
protamine

預混型 5-15 min 雙重作用 10-16 hr

表2. 人類胰島素與胰島素類似物的種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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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長效或長效胰島素的目的在於提供基礎胰

島素，經由調節由肝臟所釋出的葡萄糖來控制空腹血

糖以及飯前血糖。短效或速效之胰島素則於進食前使

用，目的在應付飯後的血糖升高；治療急性出現的血

糖過高亦應使用短效或速效胰島素。有藥廠推出預

混型的胰島素，例如mixtard 70/30 便含70%的NPH胰

島素與30%的regular胰島素，可同時提供長效與短效

胰島素，可減少多次抽取胰島素的麻煩，使用上也較

方便。目前亦有由胰島素類似物所組成的預混型胰島

素。使用預混型胰島素者必需維持每天固定的進食與

活動。

吸入式胰島素

胰島素因需要注射，使很多患者抗拒使用，因此

製藥公司嘗試找出其他使用胰島素的方式。研究顯示

胰島素可經由口服、經皮吸收、鼻噴劑、直腸給藥而

被吸收，但大部分都在吸收過程中流失(因此需使用比

注射高10-20倍的劑量)，治療失敗的機率高；因而尚

未能應用於臨床上。唯一經證實可行的為吸入式胰島

素。

吸入式胰島素經由吸入器將人類胰島素粉末吸入

肺部，經由肺泡進入微血管。吸入式胰島素發生作用

時間與皮下注射速效胰島素類似物(例如lispro胰島素)
相當，但比皮下注射之短效regular胰島素快，降低糖

化血色素的效果以及發生血糖過低的機率與皮下注射

短效regular胰島素相同，體重增加的情況亦與皮下注

射胰島素相同。吸入式胰島素於飯前10分鐘以內使

用，對抗進食引起的血糖上升。吸入式胰島素用於第1
型糖尿病可取代飯前使用之短效注射胰島素；亦可用

於第2型糖尿病以延緩需要使用注射胰島素的時機。使

用後肺功能可能稍微降低，故不可用於肺病患者，使

用前應做肺功能檢查。

第一個吸入式胰島素乃輝瑞公司2006年在美國上

市之Exubera。但因使用不方便、價格昂貴、保險不給

付，輝瑞公司基於商業上的考量(不賺錢)，在2007年
11月停止上市。最近幾個藥廠發展的吸入型胰島素開

發都已終止，可能與肺癌的安全性考量有關。

治療藥物之選擇

選擇降血糖藥物需考慮降血糖效果、減少其他長

期併發症(顯微血管病變、大血管病變)之效果、安全

性、患者耐受性與價格。由於目前尚無明確證據顯示

某類藥物(或藥物組合)比其他藥物更能有效減少長期

併發症，各藥物減少長期併發症的效果主要仍以其降

低血糖的能力而定。

最近新上市的pramlintide、exenatide、depeptidyl 
peptidase IV抑制劑降血糖的作用機轉與傳統藥物不

同，可提供更多治療上的選擇，但它們降血糖的效果

不比傳統口服藥物好，且臨床使用經驗較少、價格昂

貴，不建議做為優先選擇。Nateglinide與糖苷酶抑制

劑亦因效果較差、價格較貴而不建議做為優先選擇。

Sulfonylurea類藥物、metformin、TZD類藥物主

要改善空腹與飯前血糖(基礎血糖值)。近來有研究顯

示飯後血糖過高與大血管併發症有關，若要降低飯後

血糖，可於飯前使用糖苷酶抑制劑、nateglinidine、
repaglinide、sitagliptin、短效或速效胰島素。

較晚上市的TZD類藥物的降血糖效果不會比較老

的、較便宜的metformin、sulfonylurea類藥物更好，

這些藥物大概都可將糖化血色素的數值降低1-2%。

Metformin不會造成體重增加，對較胖的患者是較好

的選擇。為避免腸胃道副作用，metformin需逐漸增

加劑量，需數週才能看到最大效果；因此HbA1c較高

者(>8%)，可選擇較快能見到效果的sulfonylurea類藥

物。雖然有些證據顯示TZD類藥物可能可避免動脈硬

化、減緩β細胞功能的惡化(8)，但由於價格較貴且有水

腫、體重增加等副作用，目前通常不建議做為單一藥

物治療的優先選擇。

近來有研究指出使用rosiglitazone(屬TZD藥物)者
發生心肌梗塞機率增加30-40%(9,10)。但Lago 的統合

分析未發現使用rosiglitazone或pioglitazone會增加心

臟血管死亡率(11)。Home 的初步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rosiglitazone不會造成心肌梗塞明顯增加，但鬱血性

心衰竭增加2倍(12)。目前rosiglitazone 與心肌梗塞的關

連性尚不是很確定，但使用上仍應注意。Dormandy( 
2005)與 Lincoff(2007)等人的研究發現使用pioglitazone
者，發生心肌梗塞的機率反而會下降(13,14)。兩個TZD
藥都會增加女性發生骨折的機率，多發生於上下肢的

遠端，與骨鬆症所引起者不同(15)。

若一個患者治療前的HbA1c >9%，則單一藥物

不太可能將HbA1c降至<7%的目標值，此時要考慮使

用合併藥物治療。此外，第2型糖尿病原本就會隨著

時間而惡化，有的在剛開始時以單一藥物便可控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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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可能要再加上第二種或第三種

藥物才能將HbA1c控制在7%的目標值以內。合併使

用稍低劑量的兩種藥物的效果比使用最大劑量的單一

藥物的效果好(16,17)，因此若單一藥物未能達到治療

目標，可考慮儘早加另一種藥物。選擇合併使用的

藥物應是作用機轉不同的藥物，這樣才會有加成效

果。Metformin、糖苷酶抑制劑可與其他口服藥物或

胰島素合用不會有問題。Sulfonylurea類藥物不可與

repaglinide、nateglinide合併使用。TZD與胰島素合用

可造成體重增加或水腫，此時可能要減低TZD劑量或

停用。TZD與metformin都可增加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

性，但作用的器官不同，合併使用時可有中等程度的

加成效果，可將 A1C再降低0.3-0.8%，且可減少TZD
藥物所造成的體重增加。

建議之治療流程

雖然可供選擇的降血糖藥物很多，但因缺乏良好

的研究直接比較不同藥物(或藥物組合)的治療效果，

目前仍不確定最好的治療方式，醫師在選擇藥物時常

會有困擾。圖1為美國糖尿病學會與歐洲糖尿病研究學

會根據共識所提出的治療流程(1)。此治療共識之重點

包括(1)在不造成血糖過低的情況下，盡可能將血糖控

制於正常範圍內或盡量接近正常範圍(HbA1c<6%)，
(2)在診斷糖尿病時，便開始進行生活調整，並開始使

用metformin，(3)若未達成血糖目標值(HbA1c>7%)，
盡快加上其他藥物或換新的治療，(4)口服藥物若未能

達到目標，應盡早使用胰島素。

第一階段(生活形態改善與metformin): 一個患者經

診斷為糖尿病後，應建議減重與增加活動量等生活形

態的改變，且在其後的治療過程中都要鼓勵生活形態

的改善。由於大多數患者無法單靠生活形態達到或維

持血糖控制的目標，故在診斷糖尿病後便應同時開始

metformin治療。選擇metformin乃因其降血糖效果不

錯、不會造成體重增加或血糖過低、發生副作用的機

率低、患者接受性好、價格便宜。應在1-2月的時間內

逐漸增加metformin劑量，至能控制血糖為止。若患者

持續出現高血糖症狀，應提早加入其他降血糖藥物。

第二階段(加上第二種藥物): 若飲食與運動等生活

形態的改變與最大劑量之metformin經使用2-3月後未

能將HbA1c控制至7%以下時，應加入其他藥物治療。

此時可選擇基礎胰島素(每天注射一次NPH或glargine

胰島素，以後者為優先選擇)、sulfonylurea藥物或TZD
藥物。選擇何者較好尚未有共識，sulfonylurea的好處

為價格便宜，但可能發生血糖過低；TZD藥物的好處

為不會發生血糖過低，但價格較貴；有鬱血性心臟衰

竭或可能發生心臟衰竭的患者不可使用TZD類藥物。

若HbA1c >8.5%或有高血糖症狀，以注射胰島素的效

果最好，但注射胰島素可能造成血糖過低或體重增

加。使用第二種藥物時，可視狀況逐漸增加劑量，直

到能將血糖控制於目標值內為止。

第三階段 (進一步的調整 ) :  若生活形態改變、

圖1 第2型糖尿病之治療建議。

診斷為糖尿病

飲食控制與運動 + 
metformin

加上基礎胰素
－效果最好

HbA1c>7%

加上sulfonylurea
－花費較低

加上TZD
－不會引起血糖過低

HbA1c>7% HbA1c>7%

metformin+sulfonylurea 
或 TZD+基礎胰島素

metformin+
sulfonylurea +TZD

加強胰島素治療 metformin+
sulfonylurea +TZD
加上基礎胰島素

加強胰島素治療+metformin
+/- T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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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formin與第二種藥物未能將血糖控制下來，則應開

始使用胰島素或加強胰島素治療。若HbA1c不是太高

(<8.0%)可考慮加上第三種口服降血糖藥物，但這種治

療效果較差、花費較高。若使用三種口服藥物或基礎

胰島素仍無法將HbA1c控制於7%以下，則應使用加強

胰島素治療 – 除給與基礎胰島素外，再加上控制飯後

血糖的短效或速效胰島素，以解決飯後血糖過高的問

題。注射胰島素患者仍可持續使用口服降血糖藥物，

胰島素與metformin或胰島素與TZD合併使用可促進其

降血糖的效果，可減少所需的胰島素劑量(18)。若開始

飯前注射短效或速效胰島素，應停用或逐漸減少刺激

胰島素分泌的藥物(sulfonylurea或glinide)，這些藥物與

胰島素合併使用不會產生協同作用。

使用胰島素可有幾種不同的方式(19)：

(1)每天於睡前注射一次的基礎胰島素(NPH或glargine
、detemir胰島素，開始時每天給10 U 或0.2 U/kg)，
之後視空腹血糖值每隔3天增加2U，調整劑量至達

成目標(空腹血糖<110 mg/dL)為止，若其間發生空

腹血糖<60 mg/dL，則將胰島素減2U。這種胰島素

的用法的好處為簡單、有效、病人接受性良好，且

體重增加不會太多。

(2)在每天最大一餐時(通常是晚餐)注射預混型胰島

素。開始時於晚餐前打10U，每隔 2天增加2U，至

達成空腹血糖<110 mg/dL為止。

(3)早餐與晚餐前注射預混型胰島素。若上述每日注射

一次預混型胰島素未能控制血糖，則加上第二劑預

混型胰島素，開始時於早餐前給6U，若晚餐前血糖

>110 mg/dL，則每隔2天增加早餐前預混型胰島素

2U。

(4)加強胰島素治療：中效或長效之基礎胰島素(NPH、

detemir或glargine胰島素)加上每餐前之速效或短效

胰島素。此法最合乎生理變化、效果最好，但每天

需要多次注射。通常中效胰島素或detemir可分兩次

在早餐前與睡前注射；長效胰島素(glargine)則於睡

前注射一次即可。

特殊狀況

嚴重血糖過高(空腹血糖>250 mg/dL、隨機血糖

>300 mg/dL、HbA1C>10%或有酮尿症)或有多尿、多

喝、體重下降等典型糖尿病症狀者，應使用胰島素治

療。這類患者使用胰島素一段時間將血糖嚴格控制

後，葡萄糖毒性的現象可望改善，β細胞功能可能恢

復；在血糖控制良好之後，可改回口服藥物。糖尿病

患者合併有急性疾病(例如心肌梗塞、感染、手術前

後)時也要使用胰島素。

結 語

治療糖尿病的主要目標在避免急性或長期的併發

症，要達到此目標最重要的做法為將血糖控制到接近

正常。要降低血糖最基本的仍是飲食、運動等生活形

態的改變，但多數患者仍需降血糖藥物治療。近年有

很多新的口服降血糖藥物上市，雖然它們有些個別好

處，但降血糖的效果不見的比傳統藥物更好。目前

的觀點認為若單一藥物未能達成血糖目標值(HbA1c 
<7%)，應盡快加上其他藥物或換新的治療；若口服

藥物未能達到目標，應盡早使用胰島素。與傳統的

regular與NPH胰島素比起來，新發明的胰島素類似物

的好處為血糖控制更好、發生血糖過低機率減少。圖1
之標準化治療流程可應用於大多數的病患，但有時仍

應依個別狀況而改變處置方式。

參考文獻

1.Nathan DM, Buse JB, Davidson MB, et al.: Management of 
hyperglycemia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 consensus algorithm 
for the init i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rapy. Diabetologia 
2008;51:8-11.

2.Fowler MJ: Diabetes treatment, part 2: Oral agents for glycemic 
management. Clin Diabetes 2007;25:131-134.

3.Cheng AY, Fantus IG: Oral antihyperglycemic therapy for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an Med Assoc J 2005;172:213-226.

4.Inzucchi SE: Oral antihyperglycemic therapy for type 2 diabetes. 
JAMA 2002;287:360-372.

5.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in 
diabetes – 2008. Diabetes Care 2008;31: S12-S54.

6.AACE Diabetes Mellitus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Task Forc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 medical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practi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diabetes 
mellitus. Endocr Pract 2007;13(S1):3-69. 

7.Riddle MC, Rosenstock J, Gerich J: On behalf of the Insulin Glargine 
4002 Study Investigators: The Treat-to-Target Trial. Randomized 

470

2008,  Vol.51,  No.1126



學 術TAIWAN MEDICAL JOURNAL

addition of glargine or human NPH insulin to oral therapy of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 Diabetes Care 2003;26:3080-3086.

8.Bell DS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hat is the optimal treatment 
regimen? Am J Med 2004;116:23S-29S.

9.Nissen SE, Wolski K: Ef fect of rosiglitazone on the risk of 
myocardial infraction and death from cardiovascular causes. N 
Engl J Med 2007;356:2457-2471.

10 . S i n g h  S ,  L o ke  Y K ,  F u r b e r g  C D :  L o n g - t e r m  r i s k  o f 
cardiovascular events with rosiglitazone: a meta-analysis. JAMA 
2007;298;1189-1195.

11.Lago RM, Singh PP, Nesto RW: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nd 
cardiovascular death in patients with prediabetes and type 2 
diabetes given thiazolidinedione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Lancet 2007;370:1129-1136.

12.Home PD, Pocock SJ, Beck-Nielsen H: for the RECORD Study 
Group: Rosiglitazone evaluated for cardiovascular outcome – an 
interim analysis. N Engl J Med 2007;357:28-38.

13.Dormandy JA, Charbonnel B, Eckland DJA, et al.: PROactive 
Investigators: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macr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n the PROactive (PROspective 
pioglitAzone Clinical Trial in macrovascular Ev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05;366: 1279-1289.

14.Lincoff AM, Wolski K, Nicholls SJ, et al.: Pioglitazone an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trials. JAMA 2007;298:1180-1188.

15.Schwartz AV, Sellmeyer DE, Vittinghoff E, et al.: Thiazolidinedione 
use and bone loss in older diabetic adults.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6;91:3349-3354.

16.Garber AJ, Larsen J, Schneider SH, et al.: Glyburide/Metformin 
Initial Therapy Study Group: Simultaneous glyburide/metformin 
therapy is superior to component monotherapy as an initial 
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for type 2 diabetes. Diabetes Obes 
Metab 2002;4:201-208.  

17.Horton ES, Foley JE, Shen SG, et al.: Efficacy and tolerability 
of ini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nateglinide and metformin in 
treatment-naïve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Curr Med Res 
Opin 2004;20:883–889.

18.Yki-Jarvinen H: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insulin and oral agents: 
Optimizing gylcemic control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Diabetes Metab Res Rev 2002;18:S77-S81.

19.Hirsch IB, Bergenstal RM, Parkin CG, et al.: A real-world 
approach to insulin therapy in primary care practice. Clin 
Diabetes 2005;23:78-86.

471

272008,  Vol.51,  No.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