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
前的林女士精神抖擻，
面色紅潤，剛從澳門回

楊俊業醫生指出，人體有保護機制
維持血糖平穩。

年來進進出出醫院無數次。 大約

五 、六 年 前 ， 醫 生 安 排 林 女 士 接

受導管冷凍手術。然而術後檢查

發現副傳導路徑未完全凍死，醫

生於是再安排第二次手術，利用

消融技術，將副傳導路徑熱融，

這次終於成功。但術後覆診，就
發現有低血糖問題。

「醫生告訴我血糖低，亦嘗

試追查原因，但沒有結果，只叫

我注意。但我不知道其嚴重性，

在家經常感到頭暈，亦曾暈倒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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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點倦意也沒有。如果在一
年前，她未必敢獨自一人離家太
遠，因為她有機會忽然神智混
亂。為何會這樣？一切要從數年
前說起。
「我自從做了心臟手術，住
院二十日，出院後就一直血糖
低。」林女士說。
林女士是一位心臟病人，心
臟比正常人多出一條副傳

▲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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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路徑，引致心律
不齊，二十

當血糖過低時會出
現低血糖症，患者
會感暈眩、乏力，
甚至神志混亂。

檔

案

養和
醫

香港有很多糖尿病人，大約每十人便有一
名患者。糖尿病人血糖高會引發很多併發症，
然而血糖低亦會引起嚴重問題。有一類病人更
會間歇性血糖極低，嚴重的會昏迷甚至死亡。
然而這類低血糖症，未必與糖尿病有關。
五十五歲的林女士，過去數年一直有血糖
過低問題，追查多年，才知道病源在胰臟……
撰文：陳旭英 設計：楊存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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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佳
<8.0

>10.0
餐後2小時血糖值（mmol/L）

<8.0

<10.0

>12.0
<6.5

<7.5

>8

次，丈夫餵我吃糖

普通
4.0 - 6.0

或給我飲一包豆奶，很快
便回復精神，但有次就暈倒失去
意識，由家人召喚救護車送我入
院。」林女士說。

不知病因 非常灰心

▲

理想
空腹血糖值（mmol/L）
糖化血紅素（%）

由於多次暈倒，醫生一直未
能找出病因，林女士感到很灰
心。「那段日子身子很差，經常
暈，沒有精神，一頭白髮，臉容
蒼老，覺得自己無法治好，很想
放棄，幸好最後遇上楊醫生，他
說我的低血糖問題有法可治，叫
我不要灰心……」林女士說。
原來政府醫生轉介林女士見
內分泌專科，獲安排入院接受一
項七十二小時禁食檢測，確認問
題後，需要進一步接受特別的電
腦掃描檢驗，但由於排期需時，
故建議她自行到私家醫院接受影
像檢查。林女士其後在朋友建議
下到養和醫院見內分泌及糖尿科
專科醫生，經詳細了解病歷及分
析了之前在政府醫院進行的
七十二小時禁食檢測的結果後，
安排她接受使用特別同位素的正
電子掃描，終於找出病因。
養和醫院內分泌及糖尿科專
科楊俊業醫生說，林女士患的是

血糖控制指標

註：糖尿病人的血糖值低於3.9 mmol/L便屬低血糖症

低血糖症，
並不常見，所以大
眾認識較少。
「經常聽到血糖高，擔心患
糖尿病。事實現在香港約有十分
之一人有糖尿病，即大約七十萬
人。另一方面，有些病人會血糖
過低，但這些人不一定是糖尿病
人。」楊醫生說。

來愈嚴重。」楊醫生說。

低血糖初期徵狀是心跳加

一直未能進食，血糖會愈來愈

速、手震、冒汗、非常肚餓，如
血糖過低，又稱為低血糖症

精神混亂、胡亂說話或無法言

低，就會影響中樞神經，頭暈、

），最常見是糖
（ Hypoglycemia
尿病人正用控制血糖藥，例如胰

語；如再嚴重下去，病人會抽

楊醫生說，在追查病徵時，

筋、昏迷休克，最後會死亡。
另一類間歇性血糖過低的

為何會有低血糖症？楊醫生

發現林女士間歇在家突然神志混

「最常見是在

說首先了解血糖如何控制：「人

病人，沒有服用降血糖藥或注

餐前出現低血糖問

體保護機制維持血糖水平約在

亂，不認得家人，初時家人都十

題，例如病人早上

射胰島素，病人會經常覺肚

起牀時，整晚沒有

，因為大腦需要葡萄糖
4-8mmol/L
才能運作，我們在進食後消化，

分擔心，其後經調查才發現是血

進食，或午餐、晚

食物中的葡萄糖被人體吸收，血

餓、手震、心跳過快，要進食後

餐前有上述情況。

糖會上升，身體會分泌胰島素來

糖過低。

如病人出現手震、

當血糖低時，人體有荷爾蒙

控制血糖令其下降。

才能改善。

血糖低，這類屬常見。

島素或舊式血糖藥，有機會引致

手震心跳 神志混亂

▲圖為正電子掃描顯示胰島素瘤。

心跳過快但未能盡
快進食，徵狀會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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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人血糖控制水平
當血糖低於
3.9 mmol/L，
便屬低血糖
症。
低血糖症病人需要空腹
七十二小時後抽血檢驗，
追查血液中是否有荷爾蒙
失衡。
▲

作為保護機制令血糖上升，這些

分泌腫瘤
Neuroendocrine

不足；另一類是肝臟完全沒有醣

荷爾蒙包括升糖素、生長激素、
皮 質 醇 腎/ 上 腺 素 等 。 有 些 人 因 長
時間工作而未有時間進食，當血
儲備，例如癌細胞走到肝臟，肝

腦下垂體功能是否正常；第二是

在病人血糖極低時，即在二點五

度至三度以下時抽血檢驗，看胰
島素水平。

特別掃描 找出元兇

低血糖檢查與一般病人於早

上驗空腹血糖程序不同，病人需

要入院接受這項檢查。楊醫生解

釋，為了捕捉病人血糖最低時

機，病人需要住院，持續多個小

時不能進食，最長要餓七十二小

時。但通常有問題的病人在持續

沒有進食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

血糖便會下降至二點五度至三度

以下的低水平；如一直都未達低

血糖水平，病人需繼續捱餓，期

間只能飲用不含熱量的液體，例
如水、清茶。

如七十二小時後血糖仍未夠

低，會請病人步行一段時間消耗

熱量，直至達到低血糖水平為
止。

傳統糖尿病口服藥物會持續刺激胰臟分
▲
泌胰島素，如不定時飲食，有機會引致血
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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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壓力荷爾蒙不
tumor
足，例如腦下垂體或腎上腺分泌

糖開始低，到達三點幾，身體會

肝功能極差；亦有一些遺傳性疾

的正常組織都被癌細胞佔據，致

再下降；同時壓力荷爾蒙會發揮
病，常見是兒童患者肝臟無法釋

暫時停止分泌胰島素，令血糖不

效用，使到儲存在肝臟或肌肉的
放肝糖。」
血糖過低可以是急症，病人

醣會釋出，令血糖上升，供身體
使用。」
可以休克致死，故需要提高警

糖患者可能在街上暈倒，或駕車

覺。楊醫生補充說，輕微的低血

既然身體有保護機制，為何

時暈倒；當血糖極低時患者會抽

捱餓七十二小時
有人會患低血糖症？楊俊業醫生

較少出現令血糖過低的副作用。」

筋、缺氧、休克。

▲圖為內窺鏡超聲波掃描下
的胰島素瘤。

他亦提醒糖尿病人不要以為有藥物控制便放肆
飲食，一定要戒口控制飲食。
不是通過刺激胰臟達至降血糖目的，故現時藥物都

說，有數種情況會令血糖過低：

良，在病人血糖高時才刺激胰臟。另外有一些藥物

如病人出現上述情況而求

糖尿病人為免血糖過低，應少吃多餐；運動前
要驗血糖，如血糖值低就先進食少量食物。」
長期沒有進食，就有機會血糖過低。現時藥物改

「第一，有些人胰島素分泌過

血糖高低都不斷刺激胰臟分泌胰島素，故如果病人

診，需要進行多項檢查追查原

舊式糖尿藥物，有機會引致糖尿病人出現低血

多，通常是胰臟有腫瘤（神經內

因。第一是檢查壓力荷爾蒙

楊醫生亦提醒注射胰島素病人，注射前必須先
驗血糖；服降血糖藥的，即使調校好藥物後亦建議
定期驗血糖。
糖。楊俊業醫生解釋：「傳統降血糖藥是無論患者

29/12/2018 20: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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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質 醇 、) 甲 狀 腺 分
(
泌有否不足，

▲需要注射胰島素的糖尿病人，如沒有依時
進食，就有機會血糖過低。

案
檔

養和
療

醫

MEDICAL & HEALTH

同時，例如低血糖時抽血檢查壓

胰島素作用的荷爾蒙失衡造成；

糖低是否胰島素問題，或有類似

及尿液樣本化驗，便能了解到血

「在這刻低血糖時抽取血液

女士進行胰臟腫瘤切除手術，康

楊醫生轉介內分泌外科醫生為林

腦掃描終發現病源：胰臟腫瘤！

後來由楊醫生診治，安排了正電

統解像度不足，未能發現腫瘤，

素分泌過多，但醫院影像掃描系

▲

力荷爾蒙，如皮質醇水平，如上

復出院後，血糖回復正常，沒有

有沒有其他原因引致胰島素

升不足夠，便要從皮質醇過低這

如發現是胰島素過高問題，

分泌失常，例如胰臟炎？楊醫生

再出現間歇精神混亂情況。

會再進行檢查看是否有分泌過多

說，有些人胰臟細胞增生，或患

生說。

乾，作不時之需。」楊醫

人要隨身攜帶糖果或餅

況出現，故醫生會提醒病

進食，就會有血糖過低情

量，病人正常注射但遲了

分泌，一向都是同一劑

射中，靠藥物刺激胰島素

況是糖尿病人正服藥或注

「最常見的低血糖情

尿沒有關係。

而這類低血糖症與一型糖

身上，介乎四十至六十歲之間。

低血糖症較多發生在中年人

低血糖症。

胰島素分泌過低致血糖高，不是

蒙引致血糖低。相反胰臟炎會令

會分泌一些具胰島素功能的荷爾

胰島素的腫瘤。由於胰臟位置深

進行腹腔鏡手術切除。

大部分胰島素瘤都在胰臟，可以

要進行外科手術。楊醫生說，絕

其他癌症，例如肝癌，腫瘤細胞

方向進一步檢查。

糖尿病人宜定期記錄血糖變化，血糖過高或過低都能
及早發現。

入兼腫瘤通常體積細小，需要進
行特別檢查才能看得清楚，例如
電腦掃描、注射特別同位素的正
電子掃描，或用內視鏡超聲波。
若然掃描也找不出腫瘤位置，有
時會需要進行血管造影檢查，在
胰臟不同血管抽血進行化驗胰島
素水平。」楊醫生說。
除上述原因外，亦會檢查病
人有否服用令血糖下降的藥物。

質醇、甲狀腺分泌等，確定病因

如果是荷爾蒙問題，會驗皮

尿病，但亦有機會誤服降血糖

後，需要服用適當的補充荷爾蒙

楊醫生指出，病人說自己沒有糖

藥，例如長者院舍職員派錯藥，

藥物。

切除腫瘤 血糖正常

可能誤取家人的血糖藥，數年前
亦曾發生醫生誤將降血糖藥當胃
藥處方給病人，故追查病因時需

年，在政府醫院接受七十二時空

林女士的低血糖問題持續多
如果病人因為有腫瘤引致血

腹至血糖低抽血化驗，證實胰島

要排除這可能性。

糖過低，要根治低血糖症，就需

29/12/2018 20:13:16

G801_ADW_NEW.indd 4

2019 01 02

69

糖尿病人應定時進
食適量食物，保持
血糖平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