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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 (International Diabet es

種形式的高血糖1 ，妊娠期間的高血糖(包含第一
型、第二型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若控制不佳，
對母親及胎兒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妊娠糖尿病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指懷孕期間
初次被診斷出糖尿病)婦女分娩後，血糖多半會
恢復正常，但相較於血糖正常的孕婦，會有較高
風險(1/3~2/3)於下次懷孕時再度出現妊娠糖尿病2 ，
發展為第二型糖尿病的風險也更高(relative risk
[RR] 7.43, 95% CI 4.79-11.51)3 ，甚至造成心血
管疾病 ； 美國預防服務工作小組 (U.S.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USPSTF)2013年針對隨機分派
研究的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指出4 ，透過
飲食控制、自我血糖監測、胰島素的使用，妊娠

本期要目

任何醫療人員發現懷疑因藥物
引起的不良反應時，請即通報
本院ADR小組。
糖尿病獲得良好控制下，可以有效降低子癎前
症(Preeclampsia)、出生體重超過4000g (RR 0.50,
95% CI 0.35-0.71; five trials)、肩難產(RR 0.42,
95% CI 0.23-0.77; three trials)，顯示出血糖控制
良好能有效降低母嬰風險。雖然尚缺乏有具顯
著意義的隨機對照研究可證實哪種營養處方最
適合用於妊娠糖尿病5 ，但美國糖尿病學會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DA)仍建議妊
娠糖尿病病人應接受醫療營養治療，並以達到
正常血糖濃度、避免酮症(ketosis)、能依據孕婦
身體質量指數提供能量，以求懷孕過程中適當
體重增加為目標6 ，因此，醫療營養治療儼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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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妊娠糖尿病的治療基石；而中等強度的運動
可以增加肌肉質量，改善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
性，進而改善空腹及餐後血糖，也成為控制妊
娠期間高血糖的策略之一，一旦生活型態的改
變無法使妊娠婦女的血糖達標，就必須使用藥
物來控制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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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血糖監測
一旦被診斷為妊娠糖尿病，應該衛教

有研究指出，使用連續式血糖監測儀

病人一天監測至少四次血糖，時機為每天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7 ，

早上空腹時及三餐第一口飯後一或兩個小

相較於自我血糖監測的妊娠糖尿病患者，

時，結果應該搭配飲食內容加以記錄，才

有兩倍人數需要接受胰島素治療，但有

能有助用於評估病人是否需要使用藥物治

較少子癲前症、剖腹產或巨嬰等狀況，

療妊娠糖尿病或評估所需胰島素劑量，直

但相關效益需要更多研究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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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血糖控制穩定後，才能減少監測頻率。

三、血糖控制目標與藥物治療時機
妊娠糖尿病婦女的血糖超過多少範圍

血糖≤120 mg/dL，當血糖高於控制目標

時使用胰島素治療才能利大於弊，目前仍

時，就應該考慮使用藥物治療；倘若在

有爭論，但美國糖尿病學會(ADA)與婦產

懷孕前就已經確診有糖尿病，血糖控制

科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目標可以更嚴格，餐前、睡前、夜間60–

and Gynecologists, ACOG)建議，GDM的

99 mg/dL，餐後100–129mg/dL，而A1C

血糖控制目標為:空腹血糖≤95 mg/dL、餐

可控制在<6.0%。

後一小時血糖≤140 mg/dL、餐後兩小時

四、藥物治療的選擇與考量
在妊娠期間，當透過醫療營養治療仍

管理局(the US Food and Drug

無法將血糖控制在上述範圍時，胰島素(及

Administration, FDA)並未核准任何口服

某些胰島素類似物)或某些口服降血糖藥是

降血糖藥用於妊娠期間的高血糖治療。

可以考慮的藥物選擇，不過美國食品藥物

五、胰島素
當透過醫療營養治療仍無法將血糖控

，但種類與維持劑量，應該視個別狀況

制在上述範圍時，胰島素為治療GDM的藥

調整，一般會由較單純的治療方案開始

物首選，但有研究指出，在使用胰島素前

，通常若病人主要為餐後高血糖，不管

，應先評估胎兒是否有高胰島素血症相關

體重，建議以早餐前30units胰島素(中效:

證據(如:超音波顯示在第三孕期早期，胎

速效胰島素=2:1)作為起始劑量，但若在

兒腹圍大於75百分位)，才能篩選出真正高

第三孕期前就確診為GDM，因為胰島素

風險需治療的族群，避免不必要的藥物治

阻抗性在第二孕期尚未達到最大值，故

療。胰島素的起始劑量為0.7~2units/kg/day

建議將上述劑量減半作為起始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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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晚餐後血糖仍高，則應考慮在晚餐前
額外給予速效胰島素；若空腹血糖上升，

胰島素用量。
在胰島素種類的挑選，建議以低抗

在晚餐前可再加上中效胰島素(與速效同時

原性的人類胰島素為主(例如:短效胰島素

)，或睡前使用中效胰島素來改善；為了控

human regular insulin，RI或human NPH)

制午餐後高血糖，有時須在午餐前加上速

，以減少胰島素抗體的產生及穿過胎盤

效胰島素，因此一天須施打四次胰島素，

，至於速效胰島素胰島素類似物中lispro

分娩後，胰島素的需求量會迅速下降至懷

與aspart，也與人類胰島素一樣具低抗原

孕前，應嚴密監測血糖並調整。

性，並且經研究證實極少穿過胎盤，無

研究指出，一天施打四次胰島素的治

造成畸胎相關證據，在懷孕期間也能安

療方案，相較於一天兩次，雖然在巨嬰發

心使用。在長效胰島素部分，胰島素類

生率沒有顯著影響，但能改善血糖控制並

似物glargine缺乏用於孕婦之臨床研究，

改善生產前後的不良後果8 。此外，在使用

懷孕分級為C級，不建議使用，但胰島素

胰島素治療期間，建議病人一天測四到六

類似物detemir則有一多中心研究支持其

次血糖(理想為空腹、午晚餐前及餐後一或

有效性與安全性，故FDA將其懷孕分級

兩小時各測一次)，以便依量測結果調整

改為B，可在懷孕期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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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口服降血糖藥
雖然有系統性文獻回顧指出，懷孕期

血糖控制達標。研究指出臍帶血中

間使用口服藥metformin及glyburide(即

glyburide的濃度為母體靜脈血中濃度的

glibenclamide)與胰島素效果相仿9 ，美國糖

70%，但是否會因此增加胎兒的風險仍缺

尿病學會(ADA)10 與婦產科醫學會(ACOG)

乏長期安全性資料，在使用此藥物於孕婦

在最新指引中也認可metformin及glyburide

時，應充分告知此未知性。另外，此系統

使用於懷孕期間，並有研究支持其效果及

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也提到，

對母胎之短期安全性11 ，然而指引中也提

metformin用於GDM相較於使用胰島素，

到這兩種口服藥可能會通過胎盤，且缺乏

有較少的妊娠期間體重增加及新生兒低血

長期安全性資料，FDA也未核准口服藥物

糖比率(pooled risk ratio 0.78, 95% CI 0.60-

用於GDM。2015年的一篇系統性文獻回顧

1.01)，但缺點是有較短的妊娠週數

及統合分析(15個研究，2509位受試者)結

(pooled mean difference -0.16 weeks, 95%

果指出，相較於使用胰島素治療，使用

CI -0.30 to -0.02 weeks)及未足月生產的風

glyburide於GDM有較高的巨嬰風險

險(RR 1.50, 95% CI 1.04-2.16)。metformin

(relative risk [RR] 2.62, 95% CI 1.35-5.08)、

也會通過胎盤，在臍動脈中的濃度是母體

較高的新生兒低血糖風險(RR 2.04, 95% CI

靜脈血中濃度的兩倍，這是否對胎兒造成

1.30-3.20) 12 ；而相較於glyburide，使用

影響目前亦缺乏長期安全性資料，在使用

metformin則較少巨嬰、出生體重相對較低

此藥物於孕婦時，應充分告知此未知性13

，且懷孕期間的體重增加也較少，但有較

。其他口服降血糖藥是否通過胎盤造成影

高比率(1/3~1/2)需要加上胰島素才能使

響，則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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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Biguanides
Insulin

藥品名稱
Metformin
Rapid acting
analogs: aspart
Short-acting:
human regular

Sulfonylurea
Meglitinide
Thiazolidinedione(TZD)
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 agonist
Alpha-glucosidase
inhibitor
Dipeptidyl peptidase-4
(DPP-4) inhibitor

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2 (SGLT2)
inhibitor

FDA懷孕分級
B
B

是否通過胎盤
YES
Unknown

B

YES

IntermediateUnknown
acting: human
NPH
Basal insulin analogs
Glargine
C
Detemir
B

NO

Glimepiride
Glibenclamide
(Glyburide)
Repaglinide
Pioglitazone
liraglutide

C
C

Unknown
Unknown

C
C
C/X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Acarbose

B

Unknown

Linagliptin,
saxagliptin,
sitagliptin,

B

YES

Vildagliptin
Dapagliflozin

Unknown
C

Unknown
Unknown

表一、降血糖藥物的FDA懷孕分級及通過胎盤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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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Unknown

資料來源:Micromedex

七、結論
妊娠期間的高血糖，積極的醫療營養

產生及穿過胎盤，而成為首選藥物，但若

治療、中等強度的運動及自我血糖監測是

婦女因某些因素無法使用胰島素，則口服

必要的，70%~85% GDM婦女可以透過生

降血糖藥metformin及glyburide是可以考

活型態的改變讓血糖控制達標，但當透過

慮的藥物選擇，但因為這兩種藥物都可能

醫療營養治療仍無法將血糖控制達標時，

通過胎盤，是否對胎兒造成影響目前仍缺

人類胰島素(例如:短效胰島素human

乏長期安全性資料，因此，在使用此藥物

regular insulin，RI或human NPH)及速效胰

於孕婦前，充分的衛教與溝通，仍是不可

島素胰島素類似物中lispro與aspart，因為

或缺的。

為低抗原性胰島素可以減少胰島素抗體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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