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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通識

香港常見的死因如心臟病、中風和腎衰竭等，皆和糖尿病有密切關係。

港人患有糖尿病(1995年普查數據) 
HK adults had diabetes in 1995 
(Diabetic Medicine, 2000) 

50%
50%

9.8%

患者在出現併發症以後才被確診
Newly diagnosed people with diabetes already suffers from diabetic complications
(UKPDS) 

全球每10人就有1人患有糖尿病。
1 in 10 adults have diabetes worldwide (537 million)

Common causes of death in Hong Kong, such as heart disease, stroke and kidney failur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diabe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HKSAR)

糖尿病患者因病徵不明顯而未被診斷 (即所謂隱形糖尿病)
Adults with diabetes are undiagnosed as many of them are asymptomatic
(IDF Diabetes Atlas, 8th edition, 2017)

IDF Atlas 10th edition





診斷糖尿病後治療管理：目標為本

美國糖尿協會一般包括藥物（二甲雙胍）及改善生活習慣

美國內分泌協會無嚴重疾病或低血糖風險之人士：
糖化血紅素目標 ≤6.5% 

http://www.diabetes-hk.org/



個人化管理

美國糖尿協會

低血糖風險

糖尿病年期

壽命

嚴重疾病

心血管病

病人意願

資源/支援



個人化管理：糖化血紅素目標

酮酸中毒症
高血糖高滲壓狀態

http://www.diabetes-hk.org/



目標為本：減低糖尿病併發症風險

1Fong DS,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26 (Suppl. 1):S99–S102. 2Molitch ME,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26 (Suppl. 1):S94–S98. 
3Kannel WB, et al. Am Heart J 1990;120:672–676. 4Gray RP & Yudkin JS. In Textbook of Diabetes 1997.

5Mayfield JA,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26 (Suppl. 1):S78–S79. 

糖尿眼
導致失明的主要原因1

糖尿腎
導致末期腎衰竭的主要原因2

需要接受透析治療(洗腎)的新患
者有一半患有糖尿腎

糖尿心
增加冠心病機會達2-4倍

中風
增加中風機會兩倍3

糖尿病神經病變
引發糖尿病足
為導致非外傷性截肢的主要原因5

周邊動脈阻塞
引發糖尿病足 導致截肢

Diabetic retinopathy
Leading cause of blindness
in working-age adults1

Diabetic Nephropathy
Leading cause of end-stage renal 
disease2

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
Leading cause of amputation

Stroke
2-fold increase in stroke3

Coronary heart disease
2-4 fold increase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iabetic neuropathy
Leading cause of non-traumatic lower 
extremity amputations5



Sharma SK et al. Diabetes Metab Syndr Obes 2016
Stratton IM et al. BMJ 2000

UKPDS: UK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

目標為本：糖化血紅素每下降1%

2型糖尿病長期研究結果

中風

心臟病發

微血管病變
(糖尿腎病/眼病/神經線病變)

心衰竭
白內障

折肢/週邊血管病





2型糖尿病人血糖上升原因

增加肝糖製造

升糖素增加

減少腸促胰素

增加脂肪分解

胰島素減少

減少肌肉
血糖運用

增加腎臟吸收糖分中樞功能失調

高血糖



不同藥物針對2型糖尿病人血糖上升各種原因

van Baar MJB et al. Diabetes 2018 



雙胍類 (Biguanide)
Metformin (甲福明)
作用：抑制肝臟釋放過量糖份，增加對胰島素的敏感性
好處：藥物歷史悠久、血糖低機會微、無需自費
副作用：
1）用藥起初有腸道不適，如嘔心、反胃、腹瀉等

方法：建議餐時或餐後服用；長效型甲福明
2）維他命B12缺乏症
3）乳酸中毒 (非常罕見)

http://www.diabetes-hk.org/



磺胺尿素劑 (Sulphonylurea)
Gliclazide (Diamicron; Diamicron MR) / Glimepiride (Amaryl)/ 
Glipizide (Minidiab)
作用：增加胰臟 beta 細胞分泌胰島素
好處：藥物歷史悠久、有效降低血糖水平、無需自費
副作用：
1）低血糖
2）體重上升

http://www.diabetes-hk.org/



格列奈類 (Meglitinide) 

Repaglinide / Nateglinide
作用：增加胰臟 beta 細胞分泌胰島素
特點：短效、需自費
副作用：
1）低血糖

http://www.diabetes-hk.org/



噻唑烷二酮 (Thiazolidinedione)
Pioglitazone (吡格列酮)
作用：增加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
好處：
血糖低機會微、特別適合用於有强大胰島素抗阻病人
(代謝症候群、脂肪肝)
副作用：
1）水腫、體重上升 (不適用於患有心臟衰竭之病人)

http://www.diabetes-hk.org/



葡萄糖甘酶抑制劑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Acarbose
作用：
抑制澱粉質、蔗糖和麥芽糖在小腸的分解，使
葡萄糖的吸收減慢
副作用：
1) 胃腸氣脹、腹瀉

http://www.diabetes-hk.org/



二肽基肽IV-抑制劑 (DPP-4 inhibitor)
Alogliptin / Linagliptin / Saxagliptin / Sitagliptin / Vildagliptin

作用：減低腸降糖素的分解、增加胰島素分泌和抑制升糖素
好處：血糖低機會微，可用於腎衰竭患者
副作用：
1) 腸胃不適、類似流感的症狀
2) 關節痛
3) 或增加急性胰臟炎的風險 (不適用於曾患有胰臟炎之病人)
4) 類天疱瘡

http://www.diabetes-hk.org/



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抑制劑 "排糖藥"
(SGLT2-inhibitor)

Canagliflozin / Dapagliflozin / Empagliflozin / Ertugliflozin

作用：抑制腎小球過濾的葡萄糖被再吸收回體內
好處：血糖低機會微，有助減低體重和血壓，減少心臟衰竭和腎衰竭

部分可減低主要心臟血管疾病及死亡風險
副作用：
1)  增加生殖泌尿道感染風險
2）脫水或低血壓（特別是老年人或同時併用利尿劑人士）
3）糖尿病酮酸中毒

http://www.diabetes-hk.org/



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抑制劑 "排糖藥"
(SGLT2-inhibitor)

注意事項：
當遇到需要接受限水治療時，如：手術、患上急性或嚴重
疾病等；或因病引致食慾不佳、肚瀉等情況，此藥必須暫
停使用，直至飲食回復常後才恢復使用。其間應密切監察
血糖

一般建議手術前3-4天開始停止服用，至術後情況穩定並
飲食回復常後才恢復使用



胰島素(Insulin)

作用：幫助血糖進入身體細胞，使血糖維持在正常
水平
好處：最有效降低血糖水平，適合所有糖尿病病人
副作用：
1)  低血糖
2）體重上升

http://www.diabetes-hk.org/



GLP-1受體促效劑 (GLP-1 Receptor Agonist)

Liraglutide / Lixisenatide (每天注射一次)
Dulaglutide / Exenatide Weekly / Semaglutide (每週注射一次)

作用：仿造人體腸道賀爾蒙GLP-1的作用，提升胰島素分泌，抑制升糖素
好處：有助減低體重，血糖低機會微

部分可減低主要心臟血管疾病及死亡風險
副作用：
1)  用藥起初有腸道不適，如嘔心、反胃、腹瀉等
2）或增加急性胰臟炎的風險 (不適用於曾患有胰臟炎之病人)

http://www.diabetes-hk.org/







ADA Guidelines 2022

1.甲福明
（一線藥物）加
改善生活習慣

2.心血管病
心衰竭
慢性腎病

（特定建議藥物)

其他考慮因素 血糖低風險減重 費用





監測血糖
▪ 糖化血紅素 (HbA1c)
測試過去２-３個月平均血糖值

▪ 自我監察血糖
1. 了解血糖與食物量、運動和
藥物之間的關係

2. 作出生活、飲食及降血糖藥
劑量的調校

3. 確定各種治療計劃，以改善
血糖的控制



糖尿病自我監測

驗尿糖 血糖機檢測 (篤手指)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



檢測血糖的時間
▪血液內的葡萄糖濃度會不
時變化
▪於不同的時間檢測血糖，
更有助了解血糖控制情況
。時間通常是在早、午、
晚的餐前以及睡前
▪按個別情況而決定監測血
糖的時間、次數及頻率



血糖控制指標
mmol/L 理想 普通 欠佳

空腹
血糖值
(mmol/L)

4-6 少於8 大於10

餐後2小時血糖
值
(mmol/L)

少於8 少於10 大於12

值參考資料：香港糖尿聯會糖尿病聲明2005

**醫護人員亦會因應個別病人的不同情況設定血糖控制指標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CGMS)

葡萄糖值範圍 : ~2.2 – 22.2 / 2.2-27.8 mmol/L

• 葡萄糖感應器的幼軟管植入皮下
組織

• 測量皮下組織液內葡萄糖數值
• 透過藍芽技術傳送到智能手機、
智能手錶或接收器反映葡萄糖水
平及變化趨勢

• 雲端上載報告作共享、遙距監測
• 安裝7-14日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 ▪ 安裝位置跟廠商設定
▪ 觀察皮膚反應
▪ 防水功能可沖涼、游水



• 糖化血紅素 (HbA1c)目標不符合預期
• 沒有意識的低血糖
• 血糖變化過大、夜間低血糖、餐後高血糖高

甚麼情況下特別有幫助?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

目標葡萄糖數值



糖化血紅素與篤手指報告不符

http://www.diabetes-hk.org/



Monnier L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
Wysham C et al. Postgrad Med 2020

Postprandial
餐後血糖

空肚及餐前血糖
對高血糖
之影響

隨著糖化血紅素 (HbA1C) 步向理想水平



•飲食時間份量
•運動時間和量
•藥物劑量
•低血糖徵狀
•校對血糖





Wei W et al. Diabetes Obes Metab 2017
Alexopoulos AS et al. Metabolism 2019

不同藥物針對2型糖尿病人血糖上升各種原因

增加肝糖製造

升糖素增加

減少腸促胰素

增加脂肪分解

胰島素減少

減少肌肉
血糖運用

增加腎臟吸收糖分中樞功能失調

高血糖



病人角度：每次醫生都加藥，腎功能就越來越差!

醫生角度：
血糖和血壓控制唔好 → 腎功能就會越來越差

醫生加藥 → 盡快改善血糖和血壓
→ 減慢腎功能惡化





答案：其實沒有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in Diabetes 2022

慢性腎病

腎小球過濾率
(GFR)

尿蛋白水平



病人角度：醫生話腎功能轉差要停藥!



Pugliese G et al. J Nephrol 2020

部分糖尿藥需因應腎功能調整劑量

磺胺尿素劑

甲福明
吡格列酮

腎小球過濾率



Pugliese G et al. J Nephrol 2020

部分糖尿藥需因應腎功能調整劑量

DPP-4-抑制劑

腎小球過濾率

GLP-1受體促效劑



生活習慣

藥物

血壓管理

優化血糖和膽固醇

特定藥物

防止腎功能下降方針
目標為本治療方法

<140/90
理想 <130/80



Fioretto P  and Pontremoli R Nat Rev Nephro 2022
Adamson C and Jhund PS Eur Heart J 2022

腎小球過濾率
下降





Monnier L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
Wysham C et al. Postgrad Med 2020

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

空腹血糖

餐後血糖

胰島素抗阻

胰島素分泌

糖尿病年期



Breakfast Lunch Dinner早餐 午餐 晚餐



Breakfast Lunch Dinner早餐 午餐 晚餐



Breakfast Lunch Dinner早餐 午餐 晚餐



Breakfast Lunch Dinner早餐 午餐 晚餐





Breakfast Lunch Dinner早餐 午餐 晚餐

三短一長
三清一濁

靈活有彈性





A1c: 
糖化血紅素

BP:
血壓

Cholesterol:
膽固醇



壞膽固醇 (LDL-C)目標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in Diabetes 2022
ESC Guidelines 2019

年輕1型糖尿病者
沒有其他心血管高危因素的2型糖尿病者

有其他心血管高危因素的糖尿病者



降壞膽固醇藥

Adhyaru BB et al. Nat Rev Cardiol 2018

好處 壞處

減低心血管病
風險

16-27%
肝衰竭

嚴重肌肉問題





學習與糖尿病同行



多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包括心血管病高危因素

Cheung N et al. Lancet 2010

「糖心易測」流動應用程式 已經面世！

HK CRISPS Health Risk Engines APP OUT NOW!



定期做糖尿病併發症篩查

Cheung N et al. Lancet 2010



保持正向思維．放鬆自己．參與病人護助組織

Cheung N et al. Lancet 2010



多謝各位
Thank you!



醫研薈萃 2022網上公開講座

甲亢多面睇 : 成因，併發症及治療
李俊康醫生

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今天會為大家分享:

甲亢的定義, 徵狀及成因

格雷夫斯病簡介與治療分析

格雷夫斯病的併發症

甲亢與懷孕須知



點樣為之甲亢?



甲亢的定義

甲狀腺素

甲狀腺製造及分泌
過多甲狀腺素

甲狀腺發炎導致貯存
的甲狀腺素流入體內

甲狀腺功能亢進症



點知自己
患上甲亢?



甲亢的徵狀
心悸 手震

體重下降食慾增強

怕熱, 易冒汗

腹瀉



甲亢的徵狀
精神緊張 脾氣暴躁 失眠

經期紊亂, 不育前頸腫脹 (大頸泡)



甲亢有咩成因?



甲亢的成因

格雷夫斯病
(Graves’ disease)

75%

其他原因包括:
毒性甲狀腺結節
懷孕初期短暫甲亢
腦下垂體腫瘤
甲狀腺炎



格雷夫斯病?
講多啲嚟
聽下先



愛爾蘭醫生

於 1835 年首次發表
有關格雷夫斯病的描述

心跳過快
大頸泡
眼突

Dr Robert James Graves (1796-1853)



格雷夫斯病屬
自身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系統失調 產生不正常抗體
刺激甲狀腺

甲狀腺増生

甲狀腺素過盛



高危一族

20% 80%
• 女性患者為主

• 發病年齡大多介乎 20-40 歲

• 部份病人可能同時患有
其他自身免疫系統疾病

• 家族歷史常有相關
甲狀腺自身免疫系統疾病



如何診斷格雷夫斯病 ?

問症
身體檢查

驗血檢查
(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抗體)

一般無須進行甲狀腺掃瞄
(超聲波 / 核子醫學)



一旦患上
格雷夫斯病, 
應該點醫好呢?



藥物: 第一線治療

甲狀腺素過盛

• Carbimazole / methimazole ;
• Propylthiouracil (PTU)

• 有效抑制甲狀腺素的製造
• 緩和免疫系統失調
• 療程一般維持 12 至 18 個月



甲亢藥物副作用 (1)

過敏反應 (3-6%)
• 在服藥後一個月內發生
• 痕癢紅疹

 抗敏感藥
 轉換甲亢藥物



甲亢藥物副作用 (2)

 大多在服藥後三個月內發生
 如服藥其間出現上述不適, 應立即求醫驗血
 甲亢須盡快接受根治性治療

粒細胞缺乏症 (0.1-0.3%) 肝功能受損 / 肝衰竭 (0.02-0.2%)

• 白血球急降
• 導致嚴重細菌感染
• 發燒, 喉嚨痛

• 黃疸
• 右上腹痛
• 食慾不振
• 疲倦



藥物治療的缺點

病發年齡 

吸煙

甲狀腺眼病

甲亢活躍度高

完成標準療程後停藥, 
復發機會為 40-50%

復發的風險因素包括:

• 甲狀腺素
• 甲狀腺抗體

• 甲狀腺腫脹程度



除咗食藥之外,
仲有冇其他
治療方案呢?



甲亢根治性治療

放射性碘治療

全甲狀腺切除手術



放射性碘治療
一次性口服藥水或藥丸, 
內含低劑量輻射

I

I
經腸胃吸收後

會集中於甲狀腺, 
導致甲狀腺細胞衰退

根治格雷夫斯病的成功率約為 70-80%
往後須長期服用甲狀腺素補充藥



放射性碘治療 – 副作用

• 短暫口乾, 味覺轉變, 或頸部腫痛

• 誘發或加劇甲狀腺眼病
風險因素包括: 吸煙, 本身已有甲狀腺眼病, 甲亢病情活
躍, 沒有及時處理放射性碘治療後甲減

短期口服類固醇程可有效為高危病人減低風險

• 對男女的生殖能力沒有長遠影響



放射性碘治療與癌症關係

最新研究數據顯示:

無論是整體或個別癌症, 
放射性碘治療並沒有增加患癌風險

 放射性碘治療
或會稍稍提高因患癌而引致死亡的風險,   
但醫學界對此結論仍存著極大爭議

Gronich N et al. Thyroid. 2020;30(2):243-50.

Kitahara CM et al. JAMA Intern Med. 2019.
Kitahara CM et al. JAMA Netw Open. 2020;3(7):e209660.
Taylor PN et al. Clin Endocrinol (Oxf). 2020;92(3):266-7.



全甲狀腺切除手術

• 成功率達 100%
• 手術後須長期服用甲狀腺素補充藥
• 可同時處理大頸泡壓迫鄰近組織及外觀問題

• 手術風險:
 聲沙 (聲帶神經線受損)
 低血鈣 (副甲狀腺受損)



新式甲狀腺切除技術

https://consultqd.clevelandclinic.org/robotic-thyroidectomy-moves-scars-out-of-sight/

傳統手術



如果
格雷夫斯病復發,               
應該點醫好呢?

藥物治療?

全甲狀腺
切除手術?

放射性碘?



• 一般而言,                                                                        
大部份病人都適合再度接受藥物治療

• 視乎個別情況, 可以考慮將療程拉長

• 若果病人已經歷多次復發, 而病人反對或不
適宜進行根治性治療, 更應積極考慮長遠用
藥控制病情, 停止用藥-停藥-復發的循環



長遠用藥 – 成效與安全性

53%復發

15%復發

用藥1.5-2年

用藥5-10年

302名新確診格雷夫斯病的患者
隨機分為以下兩組, 評估停藥後4年內復發機會

Azizi F et al. Increased Remission Rates After Long-Term Methimazol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Graves' Disease: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Thyroid. 2019;29(9):1192-200.

用藥3個月後
並沒有出現
嚴重副作用



醫生及患者須要考慮的因素 藥物 放射性碘 手術

藥物出現嚴重副作用 / 兩種藥物都有過敏反應   
甲亢引致併發症 (如心臟問題)   
藥物經反覆調較後病情仍然不穩定   
甲亢復發, 放射性碘/手術不適宜或病人反對   
甲亢復發, 病人同意且適宜接受放射性碘/手術   
輕微甲狀腺眼病   (±並用類固醇) 
活躍且嚴重甲狀腺眼病   

病人渴望短期內懷孕  (轉用PTU)  

短期內處理大頸泡壓迫鄰近組織及外觀問題   



醫生話我有甲亢, 
但係我好似都冇
咩唔舒服,                     

可唔可以唔理佢?



心房顫動
心臟衰竭

冠心病, 中風

甲狀腺風暴

甲亢後果可以好嚴重…

骨質疏鬆
骨折

不育
流產

長遠增加死亡風險



我聽講話
甲亢病人會眼突, 
又關隻眼咩事呢?



甲狀腺眼病
刺激甲狀腺的抗體
同時攻擊眼球

約 40-50% 格雷夫斯病患者會
併發不同程度的甲狀腺眼病



• 眼乾眼澀
• 眼球發炎 (眼瞼水腫，紅根，疼痛）
• 眼瞼退縮 / 重影 / 眼突
• 眼壓高
• 視力受損（角膜受損或視覺神經受壓迫）

 如有懷疑, 須盡快接受內分泌科及眼科專科醫生評估
 穩定甲亢 / 戒煙 / 眼藥水 / 硒 (selenium)
 若病情活躍 / 嚴重: 藥物治療 (如高劑量類固醇) 或眼球電療
 待病情緩和後: 矯形手術處理眼瞼退縮，重影或眼突等問題



患有甲亢, 
正在服藥嘅女士,
有咩要特別留意呢?



甲亢女士須知

無懷孕計劃
 若有性生活, 必須避孕
 Carbimazole / methimazole 有嚴重畸胎風險

正準備或
計劃懷孕

 盡快告知醫生
 待病情穩定, 可以用較少份量的甲亢藥物時才計劃懷孕
 將原本 carbimazole / methimazole 轉為 PTU
 放射性碘治療後, 須避孕至少半年
 甲狀腺手術後, 須確定甲狀腺素水平理想
** 兩款甲亢藥物均有機會導致畸胎 (2-3%)                                           
** Carbimazole/methimazole 引起的問題遠比 PTU 嚴重
** 甲亢控制不理想, 亦會增加懷孕及母子健康風險



甲亢女士須知

已確定懷孕

 第一時間通知醫生
 立刻轉介內分泌科專科醫生跟進
 將原本 carbimazole / methimazole 轉為 PTU
 病情一般在懷孕其間會轉為不活躍,  

大部份孕婦都可暫時停藥
 產後甲狀腺功能會變得不穩定, 

女士仍須定時覆診



對付甲亢好簡單

早求醫, 早治療

定時覆診驗血, 切勿擅自停藥

問清楚邊種治療最適合自己

若果有眼部不適, 記得話俾醫生知

女士要留意甲亢同懷孕嘅關係


	HKUPublicLecture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診斷糖尿病後治療管理：目標為本
	個人化管理
	個人化管理：糖化血紅素目標
	目標為本：減低糖尿病併發症風險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2型糖尿病人血糖上升原因
	不同藥物針對2型糖尿病人血糖上升各種原因
	雙胍類 (Biguanide)
	磺胺尿素劑 (Sulphonylurea)
	格列奈類 (Meglitinide)  
	噻唑烷二酮  (Thiazolidinedione)
	葡萄糖甘酶抑制劑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二肽基肽IV-抑制劑 (DPP-4 inhibitor)
	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抑制劑 "排糖藥"(SGLT2-inhibitor)
	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抑制劑 "排糖藥"(SGLT2-inhibitor)
	胰島素(Insulin)
	GLP-1受體促效劑 (GLP-1 Receptor Agonist)
	Slide Number 22
	Slide Number 23
	Slide Number 24
	Slide Number 25
	監測血糖
	糖尿病自我監測
	檢測血糖的時間
	血糖控制指標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CGMS)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
	連續性葡萄糖監察系統
	糖化血紅素與篤手指報告不符
	隨著糖化血紅素 (HbA1C) 步向理想水平
	Slide Number 36
	Slide Number 37
	不同藥物針對2型糖尿病人血糖上升各種原因
	病人角度：每次醫生都加藥，腎功能就越來越差!
	Slide Number 40
	答案：其實沒有
	慢性腎病
	病人角度：醫生話腎功能轉差要停藥!
	部分糖尿藥需因應腎功能調整劑量
	部分糖尿藥需因應腎功能調整劑量
	防止腎功能下降方針
	Slide Number 47
	Slide Number 48
	Slide Number 49
	Slide Number 50
	Slide Number 51
	Slide Number 52
	Slide Number 53
	Slide Number 54
	Slide Number 55
	Slide Number 56
	Slide Number 57
	壞膽固醇 (LDL-C)目標
	降壞膽固醇藥
	Slide Number 60
	學習與糖尿病同行
	多了解自己身體狀況包括心血管病高危因素
	定期做糖尿病併發症篩查
	保持正向思維．放鬆自己．參與病人護助組織
	Slide Number 65

	醫研薈萃 - 甲亢多面睇
	Slide Number 1
	今天會為大家分享:
	Slide Number 3
	甲亢的定義
	Slide Number 5
	甲亢的徵狀
	甲亢的徵狀
	Slide Number 8
	甲亢的成因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格雷夫斯病屬                            自身免疫系統疾病
	高危一族
	如何診斷格雷夫斯病 ?
	Slide Number 15
	藥物: 第一線治療
	甲亢藥物副作用 (1)
	甲亢藥物副作用 (2)
	藥物治療的缺點
	Slide Number 20
	甲亢根治性治療
	放射性碘治療
	放射性碘治療 – 副作用
	放射性碘治療與癌症關係
	全甲狀腺切除手術
	新式甲狀腺切除技術
	Slide Number 27
	Slide Number 28
	長遠用藥 – 成效與安全性
	Slide Number 30
	Slide Number 31
	甲亢後果可以好嚴重…
	Slide Number 33
	甲狀腺眼病
	Slide Number 35
	Slide Number 36
	甲亢女士須知 
	甲亢女士須知
	對付甲亢好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