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題目 ：

我有糖尿病黃斑部水腫病變，該接受何種治療?
前言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包括視網膜內出血、滲出物、神經纖維瘤梗塞(棉絮狀斑點)、黃斑部水
腫。然而，糖尿病黃斑部水腫病變，常見於有10-15年糖尿病史病人身上；尤其，長期的血
糖控制不佳，會導致增加疾病發生的機會。
若您經醫師確診有『糖尿病黃斑部水腫病變』，常見治療方式分為抗新生血管藥物注
射、類固醇注射、雷射治療這三種；本表單將協助您瞭解糖尿病黃斑部水腫病變的病因及治
療的選擇，請跟著我們的步驟，一步步探索自己的需求及在意的事情；希望在整個診療的過程
中，能幫助您思考適合自己的選擇。

適用對象 / 適用狀況

糖尿病黃斑部水腫病變的患者，經醫師建議藥物注射治療或手術治療的病人。
疾病與健康議題簡介
糖尿病是已開發國家中常見的文明病，雖然不能痊癒卻是可以控制的。良好的血糖控制雖不
能完全避免視網膜病變的發生，但可延緩病程與減輕病變的厲害程度；糖尿病患者除了需要配合
內科醫師的定期檢查與診治，嚴格的控制血糖、血壓和血脂肪是很重要且必須的，可明顯的降低
長期視力喪失的機率，高血壓及腎臟病會使黃斑部水腫更加嚴重，因此這些內科疾病都應積極的
控制；除此之外，也需要眼科醫師幫忙診治眼睛，如「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可降低失明的機
率。
糖尿病造成失明率為一般人的 25 倍，常見原因為視網膜病變，常見原因是長期血糖控制不
良造成，主要合併症為黃斑部水腫；黃斑部位於視網膜的正中心，是視力最敏銳之處，也是對於
缺血最敏感的地區，常血流不順暢時，黃斑部容易水腫，感光的機能相對地降低，常造成視力減
退原因之一。
常見症狀為視力下降、物體扭曲、變大或變小等。視網膜中心的黃斑部，是感光細胞最集中
的地方，若血管滲漏或出血由擴張的微血管中滲漏出來，也可能是因視網膜色素上皮排水及屏障
功能受損導致水分沉積淤視網膜中，將會導致黃斑部水腫或缺氧而影響視力。

糖尿病患者檢查時機？
很多糖尿病病人往往只注意血糖的控制，而忽略身體其他狀況，其是眼睛，病人常常在眼睛
模糊或看不見時才來求診，此時眼底往往已是增殖性視網膜病變或是玻璃體出血，病人常常須要
接受手術才可回復部份視力，以下為建議的檢查時機：
1.第一型糖尿病：發病 5 年內，應做第一次視網膜檢查。
2.第二型糖尿病：初診斷時，即需散瞳檢查一次，之後每年追蹤ㄧ次。若視網膜病變有惡化之情
形，則須配合眼科醫師密切追蹤。
3.姙 娠 糖尿病：應立即接受接受散瞳檢查視網膜，此後需密集追蹤（至少 3 個月一次），持續
至產後ㄧ年。

醫療選項簡介
糖尿病黃斑部水腫病變的常見治療方式，可分為抗新生血管藥物注射、玻璃體類固醇注射、
雷射治療，如下敘述：

(1) 抗新生血管藥物注射治療：
糖尿病視網膜病變合併黃斑部水腫或黃斑部周圍水腫會影響病患的視力，作用機轉在於阻斷
引起眼球新生血管的血管內皮細胞成長因素。
臨床證實患者以玻璃體內注射抗新生血管藥物治療後，黃斑部的積液減少而黃斑部回復較正
常的外觀，視力也能獲得改善。
眼內注射抗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 (anti-VEGF)，可直接作用於不正常的新生血管，較不像
雷射或光動力療法(PDT)可能傷害到周邊正常組織，也較不會有過度的瘢痕形成，後遺症較少，
視力進步的機會較大。若沒有及時的治療，可能造成視力損失會進一步惡化並且無法回復。

(2) 玻璃體類固醇注射：
因黃斑部水腫造成視力下降、物體扭曲、變大或變小，且對類固醇類藥物無過敏反應史，無
類固醇誘發之青光眼病史，或其它類固醇絕對禁忌症之病患皆可接受治療。
一般是門診或開刀房充分消毒無菌狀態下施行，約五分鐘即可完成。術後休息一至二天即
可，一般術後三至五天內會有眼前懸浮混濁物增加情形(因注射藥物呈牛奶狀之故)，病患無須緊
張，數天後藥物會在眼內均勻分佈，飛蚊症感覺狀自然降低。

(3) 雷射治療：
主要是封閉出血點極不正常血管滲漏，使視網膜缺血狀態改善，抑制新生血管生長、預防眼
球內出血；它可治療黃斑部水腫，或使視網膜上不正常的新生血管萎縮，以減少玻璃體出血的機
會，雷射治療往往需要分成數次治療，且其主要目的在避免視網膜病變惡化，使視力維持穩定。

您目前比較想要選擇的方式是：
抗新生血管藥物注射治療
玻璃體類固醇注射
雷射治療
我暫時無法做決定
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選項的比較
選項說明

抗新生血管藥物注射治療

類固醇注射

(Lucentis 或 Eylea)

(Ozurdex )

雷射

麻醉方式

局部

局部

局部

手術時間

門診治療，不須開刀，於

門診治療，不須開刀，

門診治療，不須住院、

門診充分消毒於無菌狀態

於門診充分消毒於無菌

不需開刀、沒有傷口。

下執行，以玻璃體內注射

狀態下執行，約五分鐘

每次治療前需先點眼藥

抗新生血管藥物治療，約

即可完成。術後休息一

水放大瞳孔，1小時後進

五分鐘即可。

至二天即可

行治療。

一個月注射一次，約打

治療時間約需30分鐘

3~5次。

，每週治療一次，通常
一眼約做3次。

比較常見

1. 發生眼內感染的機率

的手術合
併症及風

1. 發生眼壓過高導致青

<1%

光眼的機率約 24%。

2. 發生玻璃體出血的機率

險

藥物治療後，長期回

<5%

率<1%
2. 發生視網膜不正常血

診追蹤，大約<1%的

發生中風或心肌梗塞的風

人，須再度接受治

險之機率，大約1000個人

療。

之中，有1個人會發生。

1. 發生玻璃體出血的機

管增生的機率<1%
3. 不是根治性的手術，
但是可以延緩視力惡

2. 多次注射類固醇後，

化的速度。

會增加發生白內障的
機率，追蹤 1-3 年期
間，大約有 60%的人
需手術治療。
疼痛感

無

無

無

術後傷口

沒有傷口

沒有傷口

沒有傷口

術後恢復

術後依醫師建議，並期返

術後依醫師建議，並期

術後依醫師建議，並期

期、居家

診追蹤；可執行日常生活

返診追蹤；可執行日常

返診追蹤；可執行日常

生活作息

活動。

生活活動。

生活活動。

在有條件之下，健保給付

在有條件之下，健保給

健保給付

8針的治療費用，申請藥

付5針的治療費用，申請

品文件，送健保局審查時

藥品文件，送健保局審

間約1個月；依使用的藥

查時間約1個月；自費一

品不同，自費一針約6千

針約5萬元

的影響
費用

至數萬元
生活注意

治療後，仍須依醫師建

治療後，仍須依醫師建

治療後，仍須依醫師建

事項

議，穩定控制血糖；以

議，穩定控制血糖；以

議，穩定控制血糖；以

及，定期返診追蹤配合內

及，定期返診追蹤配合

及，定期返診追蹤配合

科用藥，以減緩視力退化

內科用藥，以減緩視力

內科用藥，以減緩視力

程度。

退化程度。

退化程度。

步驟二、上述各項方案之優缺點，您最關心的項目為何？
請圈選下列考量項目，0分代表對您完全不在意，5分代表對您非常在意

考量項目
我擔心治療後視力恢復的
狀況不佳
我擔心醫療費的負擔
我擔心多次返診造成家人
的困擾
我擔心曾家中風或心肌梗
塞的風險
我擔心玻璃體出血
我擔心手術後感染

完全

非常

在意程度

不在意

在意

備註：如果您非常在意這件
事，建議您可以考慮選擇的方
案

0

1

2

3

4

5

抗心生血管藥物注射

0

1

2

3

4

5

雷射

0

1

2

3

4

5

雷射

0

1

2

3

4

5

類固醇注射、雷射

0

1

2

3

4

5

類固醇注射

0

1

2

3

4

5

嚴格控制血糖、避免惡化

我擔心治療效果太慢
我擔心併發症:例如青光
眼、白內障

0

1

2

3

4

5

0

1

2

3

4

5

抗心生血管藥物注射、
類固醇注射
抗心生血管藥物注射、
雷射

其他：_____________

步驟三、您對前術提供的醫療選項的認知有多少？
1. 類固醇治療，只需注射一針就完成治療。

□對

2. 類固醇注射有健保給付 5 針。

□對 □不對 □不確定

3. 糖尿病患者要定期做視力檢查。

□對

4. 雷射手術需自費 5 萬元。

□對 □不對 □不確定

步驟四、您決定選擇哪一個方案？ □ 方案 _____________

□不對 □不確定
□不對 □不確定

□ 暫無法做決定

1. 支持系統
是否需要其他人提供相關支持或幫助？

(如：家人、朋友、醫療人員…等)

□ 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是否需要提供您選擇該方案的相關資源？(如：金錢、社工或政府協助等)
□ 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是否需要再提供其他參考資料，以協助您做決定？
□ 是，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2. 若您暫無法做決定，哪些是影響您做決定的因素？

病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員(Coach)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時間：__________時_____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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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更新日期：2018 年 5 月 30 日。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列印及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