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

贊助單位：美敦力醫療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課日期：110年10月17日（週日）

上課地點：線上課程 -ZOOM預錄

(請務必確認電腦設備及網路頻寬，並請注意個人資料，務必要有聯絡電話及e-mail，以利聯絡，謝謝 )
學分數：甲類4學分

敬提醒，請依照場地需求，配戴口罩。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講者

9:30-9:40 (10m) Opening 李奕德 主任

9:40-10:10 (30m)
Why we have to know CGM, and what is that- CGM overview 
and the latest guideline

杜業豐 醫師

10:10-10:40 (30m) What can CGM Report can tell us- The importance of TIR 丁瑋信 主任

10:40-10:50 (10m) Break （第一波簽到答題）

10:50-11:10 (40m) What can CGM help patient- Real world Case sharing 姜和均 主任

11:10-11:40 (30m) 裝機操作講解 邱雪華 衛教師 

11:40-11:50 (10m) Closing 王治元 理事長

11:50-12:00 (10m) 第二波簽到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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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脂鮮奶
12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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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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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了一種沒看CGM
就覺得全身不舒服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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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瑋信醫師
馬偕兒童醫院兒童內分泌科主任

台灣兒科醫學會內分泌委員會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流行病學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

What can CGM 
Report Te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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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HbA1c and Diabetic Complications

Self Monitoring of Blood Glucose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CGM)

Clinical Relevance of Time in Range

Ambulatory Glucose Profile (AG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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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型糖尿病致病機轉

遺傳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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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型糖尿病致病機轉

遺傳體質 環境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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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型糖尿病致病機轉

遺傳體質 環境誘發 T細胞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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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型糖尿病致病機轉

遺傳體質 環境誘發

破壞胰島細胞

T細胞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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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ss1995

1983年，他已67 歲，從
圖書館理員退休

1993年3月8日，
Theodore Ryder因心臟
衰竭在睡夢中過世，享
年7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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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ime Line of Insulin and Its Analo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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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Diabetes Complication and Control Trial (DCCT)

Retinopathy

Primary Prevention Secondary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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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etes Complication and Control Trial (DCCT)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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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y of Diabetes Interventions and 
Complications (EDI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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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y of Diabetes Interventions and 
Complications (Progression of Retinopathy)

13

Conventional

In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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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y of Diabetes Interventions and 
Complications (Impairment of GFR)

14

74



Diabetic Complicati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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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phropathy 醣化血色素
(HbA1c)

16

Retinopathy

Neu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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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控制的理想範圍

• 小兒科的血糖控制的理想範圍要因人而異。依年紀、辨識低血糖的
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嚴重低血糖事件或抽搐之病史而定。

• 總體目標是盡可能達最低的A1C值且無頻繁或嚴重的低血糖

Age 
(year)

Premeal blood
glucose (mg/dL)

bedtime blood
glucose (mg/dL)

HbA1c
(%)

≦6 100-180 110-200 ≦8.5

6-12 90-180 100-180 ≦8

13-19 90-130 90-150 ≦7.5

17Diabetes care. 2011;34, supple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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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控制的理想範圍

18Diabetes care. S180-199, 2014

Age group HbA1c (%)

Youth (<18 years) <7.5

Adults <7

Older adults

Healthy† <7.5

Complex/intermediate <8

Very complex/poor health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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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化血色素的限制

21

無法得知每日血糖的變化

無法即時處理高、低血糖

貧血

血紅素病變

鐵質缺乏

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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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onitoring 
Of Blood Glu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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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文字醫囑

Tresiba (綠)/Novorapid (橘)以下列劑量給予:

早餐前 0/5 

午餐前 0/6

晚餐前 0/6

睡前 13/0

一天七次驗血糖後, 

請依血糖值增加速效胰島素Novorapid(橘)劑量=(現在血糖值-100)/60

= 餐後兩小時算出的劑量請再打七五折

= 睡前與半夜三點算出的劑量請再打五折

= 算出的劑量以0.5單位計量,未足0.5捨棄

= 半夜三點算出劑量<=0.5,可不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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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BG and HbA1c 
in T1D Exchange clinic registry

13-26 Years

1-13 Years

26-50 Years
> 5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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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1c Variability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in T1D Adolescents

Virk et al.,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686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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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系統(CGM)

2989



連續血糖監測可以多告訴我們什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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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可以多告訴我們什麼

31

優點

CGM使用天數, 使用時間

平均血糖值
Glucose management indicator (GMI)

血糖值變異 (% CV): target ≤ 36%

TAR: % of reading and time > 250 mg/dL 

TAR: % of reading and time 180-250 mg/dL 

TIR: % of reading and time 70-180 mg/dL 

TBR: % of reading and time 54-69 mg/dL 

TBR: % of reading and time <54 mg/dL 
CV: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TAR: Time above range; TIR: Time in range; TBR: Time below range; 91



連續血糖監測可以多告訴我們什麼

32

優點

CGM使用天數,使用時間

平均血糖值
Glucose management indicator (GMI)

血糖值變異 (% CV): target ≤ 36%

TAR: % of reading and time > 250 mg/dL 

TAR: % of reading and time 180-250 mg/dL 

TIR: % of reading and time 70-180 mg/dL 

TBR: % of reading and time 54-69 mg/dL 

TBR: % of reading and time <54 mg/dL 
CV: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TAR: Time above range; TIR: Time in range; TBR: Time below range; 

缺點

增加焦慮

準確性的疑慮

過敏

價格昂貴

92



連續血糖監測可以多告訴我們什麼

33

優點

CGM使用天數,使用時間

平均血糖值
Glucose management indicator (GMI)

血糖值變異 (% CV): target ≤ 36%

TAR: % of reading and time > 250 mg/dL 

TAR: % of reading and time 180-250 mg/dL 

TIR: % of reading and time 70-180 mg/dL 

TBR: % of reading and time 54-69 mg/dL 

TBR: % of reading and time <54 mg/dL 
CV: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TAR: Time above range; TIR: Time in range; TBR: Time below range; 

缺點

增加焦慮

準確性的疑慮

過敏

價格昂貴

93



TIR and HbA1c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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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 Highly Associated with HbA1c 

Vigersky R, Diabetes Technol Ther, 2019
HbA1c, %

T
I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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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HbA1c for Given TI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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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d HbA1c for Given TIR Level

10% increased in TIR
0.5% decreased in A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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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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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et al., Diabetes care, 2019

DCCT: TIR and Retin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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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 et al., Diabetes care, 2019

DCCT: TIR and Microalbumin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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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et al., Diabetes care, 2018

TIR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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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 to Reduce HbA1c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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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HbA1c, ≧25 yrs

Beck et al., N Engl J Med, 200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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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HbA1c, 15-24 yrs

Beck et al., N Engl J Med, 200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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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ulative Distribution of HbA1c, 8-14 yrs

Beck et al., N Engl J Med, 200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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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yrs

15-24 yrs

8-14 yrs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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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HbA1c by Sensor Use

Beck et al., Diabetes care, 2009107



CGM in the Real World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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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     vs. non-CGM Users

Desalvo et al., Pediatr Diabetes, 2018109



Insulin Regimen & CGM 

Desalvo et al., Pediatr Diabetes, 201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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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 Based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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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 Based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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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 Based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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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 Based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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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
CGM

Current data

Glucose excursion

Motivated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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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系統(CGM)使用心得

“從4歲起上幼兒園, 我們開始安裝 CGM(連續血糖監測), 可
以看到即時的血糖曲線, 可以在低血糖前提前處理, 幾乎

可以全面攔截低血糖, 老師照顧輕鬆, 爸媽上
班也放心.長期觀察血糖變化, 讓我們更快抓到血糖

控制的訣竅, 孩子生活更自在,飲食更多元,糖化血

色素也持續進步並維持在理想範圍內, 對孩子的健康有莫
大的幫助”

By緣投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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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系統(CGM)使用心得

1.父母可以遠端監控，老師協助照顧也輕鬆

2.避免低血糖發生，幾乎都能提前攔截到

3.血糖曲線幫助完整了解血糖變化，避免盲點。較容易找
問題。(如：晨起血糖高，到底是整夜都高，還是低血糖反彈)

4.了解食物對血糖的影響，如高GI食物、或是油脂多食物
造成後高

5.一天僅需測1-2次指血，不須額外購買血糖試紙

病友回饋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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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 Based Targets

124



義大大昌醫院

新陳代謝科

姜和均主任

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連續血糖監測判讀經驗分享

1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125



Case Presentation

✓ Type 1 diabetes男生

✓ 從premixed轉換到basal bolus過程

✓ 從iPro2到Guardian Connect

2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126



第一次裝機前背景(2018)

• 28 y/o男性，17歲確診T1DM，於兒科追蹤

• 身高：175m，體重：66.4kgw(↑)，BMI：21.7

• 運動：偶爾籃球。

• 職業：自營商店收銀員

• 處方: Novomix (30/70): 早50~60單位，晚40單位

• 過去幾次糖化血色素8.2%、8.0%、7.4%

• 輕微非增生型視網膜病變

• 轉介至成人新陳代謝科就診，並且安排裝機(iPro2)

• 患者自覺問題: (1)睡眠較淺 (2)空腹血糖不好下降

(3) 不希望更換胰島素

3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127



4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2

128



夜間血糖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5

✓ 半夜低血糖
✓ 半夜血糖下墜
✓ 入夜後血糖上升 (睡前進食)

✓ 半夜基礎劑量過多

129



三餐曲線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6

1. 餐前血糖呈現下墜
2. 餐前血糖落差較大
3. 餐後高血糖
4. 餐後低血糖

5.胰島素與餐點份量不對等和
代償性的進食習慣

1 2

3

4

5

130



iPro2醫師建議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7

• 當患者認識血糖曲線，因此同意更改為標準的注射方式

• 設定基礎胰島素和餐前胰島素劑量

• 根據患者狀態，請營養師設定建議熱量和營養素份量

• 決定胰島素敏感度(ISF)，和C/I ratio

• 確實執行修正劑量，並給予上限劑量

131



第二次裝機-iPro2(2019)

• 29y/o 男性，175m，體重：64kgw(↓)，BMI：20.8

• 更改為novorapid 15 u tid ac + toujeo 24 u qd後3個月

8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
2

3

1. 低血糖時間變少了 2. 平均血糖變高了 3. 晨間的高血糖變得十分明顯(黎明現象)

(血糖曲線開始出現一致性的變化)
132



9

09:14

304

11:47

147

1813

204

22:58

233

18:29
烤鴨飯
白飯1碗
1塊香腸
木耳絲炒金針菇
青菜
芹菜

熱 量：600.5大卡

醣 類：67.5公克

蛋白質：25.3公克

脂 肪：25公克

12:00
肉燥飯 1又1/4碗
滷蛋1顆
油豆腐1塊
小雞排70g
青花菜2朵
龍鬚菜1碗

熱 量：865.8大卡

醣 類：85.5公克

蛋白質：38.7公克

脂 肪：41公克

9:25
鮪魚蛋土司

熱 量：395.3大卡

醣 類：45公克

蛋白質：16.4公克

脂 肪：16.7公克

21:30
蘋果1顆

熱 量：120大卡

醣 類：30公克

蛋白質：0公克

脂 肪：0公克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

2
3

1. 減少基礎量後，黎明現象明顯
2. 脂肪攝取太多，延遲性高血糖
3. 速效胰島素估算問題
4. 額外進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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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0

22:57

233
11:50

220

18:47

6209:01

92

18:55
白飯 1.5-2碗
荷包蛋 x 1
小丸子3顆
蟹肉棒 2個
魚板2個
蛤蜊5個
蚵仔5顆
龍鬚菜1碗

熱 量：1025.8 大卡

醣 類：142公克

蛋白質：42.01 公克

脂 肪：32.2 公克

11:55
火雞肉飯便當
白飯1碗
鴨血
白菜滷
蘿蔔

熱 量：588 大卡

醣 類：72.4 公克

蛋白質：30 公克

脂 肪：22.7公克

9:05
素食肉鬆麵包 x1
牛角麵包1個
薏仁山藥芝麻黃豆漿
500c.c.

熱 量：894.2大卡

醣 類：110.7公克

蛋白質：32.7公克

脂 肪：35.6公克

2~3小時1

2

1. 半夜曲線仍降，基礎劑量仍須減量
2. 早午餐間隔太近，需考慮殘餘速效劑量
3. 早餐醣類多又油，血糖易飆高
4. 火鍋料食物蘊含驚人的熱量和醣類，導致劑量低估

3

4

熱量(大卡)蛋白質 脂肪 醣類
魚板 :92 9.3g 0.2g 13.3g
蟹味棒:115 9.3g   0.3g 19.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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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胰島素的作用時間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1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baseline-corrected serum insulin in 24 pati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after single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insulin aspart (•) and insulin lispro 

(○) immediately before a standardized meal (time 0).

Plank J diabetes care 2002 Nov;25 (11): 2053-7

餐與餐間隔<4小時，必須考慮減少次
一餐的速效胰島素劑量評估

135



iPro2醫師回饋

1. 稍微減少基礎劑量，配合運動和減少油脂攝取改善黎明現象

2. 強化營養管理，營養素辨認，訓練份量估計，執行修正劑量

3. 考慮到早午餐接近，午餐份量宜固定，速效胰島素下修劑量

4. 繼續鼓勵患者，認同目標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2

營 養 素

日 期

營養師

建議量
7/4

(1餐)

略估
7/5 7/6 7/7 7/8 7/9 7/10

熱 量 (大卡 ) 623 2576.6 1977.7 2533.6 2374.5 2840.5 2627.5 2068

蛋白質 (公克 ) 17 119.6 80.4 104.7 97.3 112.4 110.4 87

脂 肪 (公克 ) 15 97.2 82.7 90.5 112.5 131.4 122.1 80

醣 類 (公克 ) 105 305.9 228 325 243.3 302 271.7 250

1

1 相較先前平均熱量已少了300~500大卡/天

136



第三次裝機-GC(2020)

• 裝機前 HbA1c 6.8%，BW 59.5 kg(↓), BMI: 19.4

• Novorapid 14/7/19, Toujeo 19 u qd, ISF: 30, C/I: 7.5

• 裝機目的:運用即時血糖進行回饋，不再精算營養素

• 為減少患者詳細記錄的負擔和增加印象(免秤重)，以拍照取代，
以利患者和衛教師回溯狀況

13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雲端飲食紀錄)

137



14

1. GMI: 7.04%

2. Total daily dose: 60u

3. TIR: 62%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

2

3

GMI=3.31 + ( 0.02392 x Avg SG )

138



15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 半夜血糖斜率穩定，但有幾天入睡時血糖偏高
2. 黎明現象仍存在，對比一年前已有改善
3. 三餐後低血糖現象

時間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00

1 2

3

(一年前)

139



指導GC趨勢箭頭運用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6

↑ 

Premeal > 4hrs since last bolus: consider 

increasing total dose of bolus insulin (calculated 

bolus + correction) by 10 or 20%.

↓

Premeal > 4hrs since last bolus: consider 

decreasing total dose of bolus insulin (calculated 

bolus + correction) by 10 or 20%.

趨勢箭頭的運用:

(Trend arrow)

140



GC的7天血糖總覽
17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早餐: 13~15u 中餐: 6~8u晚餐: 18~20u長效: 19u 運動

141



18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時間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00

1

1. 前幾天的運動，導致清晨的黎明現象變得比較不明顯
2. 下午額外的水果進食，導致晚餐前的血糖偏高
3. 驗證晚餐劑量包含修正劑量和營養劑量共20單位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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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9

1

2

3

燒肉套餐

1. 晚上的燒肉套餐為高油脂高蛋白質，少碳水化合物，因此胰島素注射後立刻低血糖
2. 燒肉套餐影響驚人，隔天整天高血糖
3. 患者自發性增加運動頻率改善高血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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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患者回饋

• 藉由GC的即時性回饋，認識了黎明現象的變化

• 依賴早餐前的血糖數值來調整長效劑量並不準確

• 吃完燒肉大餐隔天一整天都非常高

• 發現午餐的速效劑量過多時，曲線會下探至低血糖，因此午
餐需要下修劑量

• 有時候極端值或血糖轉變時不準 (其他患者也有這樣的體驗)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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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醫師回饋

• 繼續運用GC作為飲食回饋的訓練

• 驗證黎明現象的改善的方式

• 解釋早午餐距離過近對胰島素的影響

• 繼續加強碳水化合物估計能力

• 裝機位置的選擇建議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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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裝機-GC(2021)
22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1

2

3

本次裝機目的作為訓練回饋
GMI:7.06%

Standard deviation: 69➔60

(血糖表現更一致)

Total daily dose: 54.7單位
(體重5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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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target of T1DM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

本年度本患者之日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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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運用CGM進行介入前後比較

Before

• 頻繁低血糖

• 低血糖不自覺

• 根據白天空腹血糖值自行
增加胰島素

• 體重上升

• 黎明現象

• 憑藉感覺調整劑量

After

• 低血糖頻率下降

• 低血糖不自覺改善

• 不隨意更改長效胰島素

• 體重下降

• 黎明現象逐漸改善(藉由運
動，飲食)

• 量化觀念調整劑量(營養份
量，修正劑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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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連續血糖監測技巧運用

• 帶領患者認識自身血糖曲線，確認目標和爭取認同

• 運用professional CGM (iPro)進行詳細的營養分析和建議

• 評估患者對於高低血糖的場合和反應

• 重新估計患者的胰島素劑量，包含ISF，C/I

• 運用rt-CGM (GC)對自身控糖效果的驗證

• 帶領患者認識胰島素作用效果

• 指導趨勢箭頭用途

• 其他注意: 血糖數值可能有延遲(5~7分)和落差(校正次數)。

• 裝機黏貼部位的過敏反應和脫落問題

• 團隊照護以將裝機效益最大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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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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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 
CONNECT
CGM SYSTEM

•林口長庚新陳代謝科

• 邱雪華衛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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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專 業 型
(Professional)
回溯型

即時型 ( Real-time)
(Personal)

顯示方式 非即時 即時顯示

準確度 最準確 準確度可接受

指尖血糖校準 3-4次 2-4次

配戴時間 6天 完整一周

配戴部位 皮下 皮下

裝置人員 醫療機構 使用者

使用病患的教
育

不需要僅需記錄飲食
測血糖

病患需要記錄飲食於手機且全面教
育

連續血糖監測系統的比較(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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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 connect – system 
overview

1. Smart CGM predicts future high and low sensor glucose events up to 60 minutes in advance and provides access to additional algorithms and insights that can inform users of      clinically relevant glucose patterns
2. Cohen O, et al. Avoidance of Glucose Excursions by the Guardian™ Connect CGM system – real world data.  Poster present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 Treatments for Diabetes Conference; 2018  February 14-18, Vienna, Austria. 3. Users 
from outside of the U.S., using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e Guardian™ Connect App. 4.  Low episode is defined as ≤70mg/dL,        high episode as ≥180mg/dL  based on sensor glucose.
5. With threshold and predictive alerts within the 30 minute period before or after blood sugar goes below 70 mg/dL. Guardian™ Sensor 3 data from Summary of Safety and Efficacy data. 

透過藍芽傳輸至手
機上Guardian
Connect APP 顯示
血糖數據

感應器可使用七
個24小時

在低血糖偵測準
度可達98.5%

目前市場上第一且唯一可以預測未來
10到60分鐘血糖走勢,並發出警報

降低患者發生低血糖或高血糖風險

個人化設定所需要的血糖警報區間

自動將血糖資訊傳輸至Carelink雲端
並可設定將資訊分享給最多五位照護
者,當發生警報時可以傳簡訊給照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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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dian™ Sensor  3 Overview
• Next generation CGM system with improved performance through EIS 

diagnostics and longer life up to 7 days wear

Single, distributed 
working electrode

Selective UV Gox for 
improved startup and 
improved EIS diagnostics

Intelligent diagnostics chip 
(ASIC) to automatically monitor 
sensor health with EIS

One-Press Serter

Oval Tape

Guardian™ Link 3

Guardian™ Sensor 3

Guardian™ 
Connect app

Tel-D 
communication

 UV: Ultra Violet

 EIS: Electro-impedance spectroscopy

 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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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時放身邊充電

裝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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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檢測簡介

紀錄儀每5分鐘紀錄血糖水平一次，一天紀錄288個數據。

監測血糖範圍-40mg/dl至400mg/dl

紀錄儀

皮膚

血管

血糖感應器
量度細胞間質
液血糖水平

軟管

感應器

間質液

細胞

血糖
血糖儀量度
血液内的血糖
水平（作爲校
正需要）

Can we change to 監測
instead of 檢測?

Can we change to 監測儀
instead of 紀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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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G
=探針的輸入電流铂电极

2 e-

葡萄糖

葡萄糖酸

葡萄糖 + O2 
H2 O2 + 葡萄糖酸

H2 O2 2H+  + O2 + 2e-
0.6 V

•通過葡萄糖感應器，連續自動間測皮下組織間液的葡萄糖濃度

•組織間液的葡萄糖(G2) 總是與血糖 (G1)相關

•葡萄糖越高，電流信號越强，反之，葡萄糖越低，電流信號越弱。

連續血糖監測的原理

葡萄糖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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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測針初始化

•葡萄糖氧化酶探測針必需在電流使用前接觸
組織間液進行浸潤

•監測主機發出較高伏特電流到探測針加速浸
潤的過程，此過程稱之為初始化(2小時)，以
使其在皮下組織層中穩定的開始採集血糖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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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 1 | 啟動Guardian™ Connect System 

• 2 | 植入Guardian™ Sensor 3  

• 3 | 個人化的高/低血糖域值和警示設定

• 4 | 使用Guardian™ Connect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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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啟動Guardian™ Conne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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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系統五步驟

1
• 下載app Guardian Connect 

2
• 登入/建立 Care Link 帳號 CareLink.minimed.com 網站

3
• 配對傳輸器(小貝殼)關鍵和植入感應器

4
• 設定高/低血糖域值和邀請照護者(可選擇最多五位)

5
• 第一次校準 初始化(2小時)

Important: 
(貝殼)已充飽電
(裝前拔出再重充)

Important: 
第一次校準會發生在啟動
系統後的2小時

第二次校準則會發生在下
一個6小時內

第三次在下
一個12小時內
(小撇步: 睡前校正
以免校準提醒會發生在睡
眠時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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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手機型號
https://www.medtronicdiabetes.com/customer-support/guardian-connect-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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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app及開啟藍芽

• 下載App，請遵循下面步驟 : 

1. 打開 App Store

2. 搜尋”Guardian™ Connect”

3. 找到 Guardian™ Connect App

4. 下載 App

5. 當打開 App 時, 一開始會呈現藍色螢幕(
如右圖所示)

Guardian 

Guardian™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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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Guardian™ Connect app(簡體中文)

• I. 遵循Guardian™ Connect App 的步驟，完成全部的設定，包括: 

1. 同意使用者合約

2. 確認藍芽功能開啟

3. 登入/建立 CareLink™ 帳號

4. 啟動裝載指示，點選「下一步」並依序完成每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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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使用設定帳號CareLink.minimed.com 網站

• III. 第一次使用app, 需要輸入個人帳號和密碼登入 CareLink™ 系統:

 設定和使用app 必須要有CareLink™ Personal 帳號

(沒有登入CareLink™系統無法繼續後續步驟)

 如果使用者已經有帳號和密碼，即可直接登入系統

 如果使用者沒有帳號和密碼，則必須建立帳號:病歷號碼

 從 app 畫面點選連結，設定帳號

 從 CareLink.minimed.com 網站，設定帳號

 帳號設定至少4個字元，密碼至少8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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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帳號和密碼 點選「登入」
出現「成功登入」的

畫面

登入 CareLink™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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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器配對(貝殼互相干擾搜尋)

• 開始後續指示操作步驟，先從傳輸器配對開始:

把傳輸器從充
電器上移出

確認傳輸器已
充飽電

搜尋要配對的
傳輸器

確認傳輸器的
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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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器配對和選擇CARB單位

點選「配對」
出現配對成功
的畫面

選擇碳水化物
的單位

點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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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treatment agreement

• 配對傳輸器後，螢幕會出現treatment agreement，內容為用戶不能只參考app
呈現的感應器血糖值來當作治療或劑量依據:

閱讀treatment 
agreement

點選「同意」

Important: 用戶必須要同時確認指血和
感應器的血糖數值才決定如何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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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連結感應器

• 一旦用戶同意treatment agreement，則開始啟動感應器: 

接受過適當訓
練後，就可自
行植入感應器

掠過

植入感應器並
且接上傳輸器
先不植入senser 搜尋感應器 警示提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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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sensor 時機

• Section 2:

植入和校準guardian™ sensor 3

自動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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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her your supplies

Inserting the sensor

Guardian™ Sensor 3

Fully charged transmitter

2 pieces of oval tape

One-press serter

Optional: Liquid adhesive Alcohol w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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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肥皂清潔雙手 •選擇植入部位

•直立式放置減少下墜
疼痛感

洗手和選擇植入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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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包裝 •手指握住基座，避免
硬針分離

取出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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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入輔助器

•拇指請不要觸碰兩旁
按鈕

•輔助器的底部平放在
硬桌上，並聽到卡嗒
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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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輔助器

•以兩支手指頭穩定
感應器基座底部塑
膠片，另一隻手慢
慢將輔助器垂直往
上拉

植入感應器

•同時按壓後再放開兩
個按鈕的突起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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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5秒鐘

•將輔助器垂直取出

移除針頭保護罩

•垂直地將硬針拉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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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黏性條片

•取出兩片黏性條片 •將黏性條片順壓在皮
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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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出黏性條片

•拉出黏性條片，平放
在皮膚上

撕下兩側離型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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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傳輸器
(貝殼扣上後先注意貝殼電量有多少，再貼貼布)

•接上傳輸器，等待1
分鐘綠燈閃爍6

•將黏性條片覆蓋並黏
貼在傳輸器尾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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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oJI_qoAXV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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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3:

個人高/低血糖域值和
警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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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聲響設定

Note: When headphones are in the headphone jack, the alerts will 

go through the headphones. Keep that in mind if  not using the 

headphones while they are connected to  the phone.

Audio Override

警示聲響如何運作?

App 設定 手機裝置音量 App 警示聲響

開啟警示聲響
Audio Override 

手機聲響功能開啟
手機聲響功能關閉(靜音
或震動)

睡眠模式開啟

最大聲響

關閉警示聲響
Audio Override 

手機聲響功能開啟
手機聲響功能關閉(靜音
或震動)

睡眠模式開啟

跟手機裝置設定音量一樣
靜音 (和震動如果開啟震動模式)

靜音或震動

警示聲響設定二部曲

1. 首先，可以設定手機裝置的聲響音量
2. 接著，選擇打開或關閉app的警示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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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聲響設定

• 用戶可以依循下列步驟設定: 

• 小提醒: 不論手機裝置設定如何，用戶都可以設定不同的警示聲響。當用戶第
一次使用app，所有警示設定將更改你的手機裝置設定。如果你不想更改手機
裝置設定，你可以從app上設定。

在聲響設定畫面，

選擇「聲響」

選擇警示聲響開啟

或關閉

如果選擇開啟，可

選擇開啟或關閉不

同的警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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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域值設定(第一次裝機不設)

在警示設定畫面

上，選擇高血糖

警示

選擇何時啟動高

血糖警示

設定高血糖提

前警示和提前

警示時間

設定高血糖域

值和高血糖警

示

在植入感應器後，用戶就可以立即設定感應器警訊。用戶可以按照下
面指示設定高血糖警訊: 
小提醒: 當用戶開始設定感應器警示時，此功能才會「開啟」，用戶可以設定全天或兩個
區間的不同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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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糖域值設定(55mg/dl)

在警示設定畫

面上，選擇低

血糖警示

選擇何時啟動

低血糖警示

設定低血糖域

值和低血糖警

示

設定低血糖提

前警示和提前

警示時間

用戶可以按照下列指示設定低血糖警示: 
小提醒: 當用戶開始設定感應器警示時，此功能才會「開啟」，用戶可以設定全天或兩個區間的不同
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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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波動速度警示設定

• 用戶可以按照下面指示設定血糖波動速度警示: 

• 小提醒:當用戶開始設定血糖波動速度警示時，此功能才會「開啟」。

在警示設定畫面

上，選擇血糖波

動速度警示

選擇血糖波動

速度警示功能

是否開啟

設定血糖上升速

度警示

設定血糖下降

速度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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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功能 (snooze)設定(可不設)

• 用戶可以按照下面指示設定血糖波動速度警示: 

• 小提醒:當用戶開始設定延遲功能時，此功能才會「開啟」。

從警示設定畫面上

，選擇「時間延遲

」

選擇哪個警示啟動

延遲功能

設定不同警示的延

遲時間

Important: 如果在設定的延遲時間內
情況已被解決，警示將不會再次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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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提醒設定

• 用戶可以按照下面指示設定校準提醒: 

• 小提醒:當用戶開始設定校準提醒時，此功能才會「開啟」。

從警示設定畫面上

，選擇校準提醒

選擇「打開」或「

關閉」校準提醒功

能

設定提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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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4:

使用Guardian™ Connect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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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畫面

系統主選單

感應器血糖數值
最近一次偵測血糖數值

的時間

事件標記:
運動和胰島素劑量會顯示在血

糖趨勢線圖的上方

血糖數值和校準血糖標記會顯

示在血糖趨勢線圖上

食物和其他的標記會顯示在血

糖趨勢線圖下方

高血糖域值 (if set)

低血糖域值 (if set)

下一次校準剩餘時間

血糖波動箭頭

感應器血糖趨勢線圖

校準或血糖數值

不同時間區段畫面

不同時間區段 事件紀錄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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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過去的事件標記

• 用戶可以在主畫面點選事件標記查看過去輸入的事件:

胰島素:

單位

類型

其他:

完整記錄

血糖:

血糖值

校準 (如果有關)

運動:

強度

餐食:

克數 或 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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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紀錄事件

事件紀錄選單

 運動
 胰島素
 血糖或碳水化合物
 餐時
 其他 (紀錄用戶心情或其他應該被記錄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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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狀態

系統狀態

感應器狀態:

剩餘天數
傳輸器電量
連接狀態

各項功能:

日誌

設警報

下載及更改登錄

探頭設置(貝殼號碼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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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狀態 (日誌)

• 在日誌列表中, 用戶可以查看下列細節:

 所有細節

 警示

 事件

• 用戶也可以點選任何一個日誌查

• 看細節

• 用戶可以刪除所有事件紀錄，除

• 了校準紀錄
範例: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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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5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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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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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S 報告下載

200



網址：
https://carelink.minime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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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輸入原本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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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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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下載-PDF

1.選擇時間

2.勾選報告種類

3.產出報告

可設定常
用報告種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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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需要每日報告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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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下載-Law data(excel)

上方點選日期後
，點選產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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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血糖圖(平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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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高品質的GC圖譜
 衛教人員有足夠訓練

 病人有強烈配合度

 可以連續配戴5-7天

 可配合一天2-4次精準檢測指尖血糖(飯前及睡前且需同一
台血糖機)

 飲食、運動、藥物、血糖值時間內容詳細記錄

 裝機期間避免X光、CT、MRI等檢查

 維持平常生活作息不要刻意改變

 探測針植入部位8公分內禁止皮下胰島素注射及5公分內禁
止胰島素幫浦注射

 穿脫衣物小心勿扯掉或遺失

 若皮膚有過敏現象即拔出探測針

 拔針後保持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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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臨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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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裝機前

1耗電(電力要夠)20 % -50%
2時間設定24小制
3關掉手機自動更新功能
4手機英文改簡體中文(載軟體前)
5手機定時省電裝置須關閉
6裝機時其他貝殼須遠離以免干擾
搜尋
7手機不要載太多APP
8初始化時APP不能滑掉關閉
(裝機期間藍芽不能關)
9貝殼扣上後先注意貝殼電量有多
少，再貼貼布
10不要戴耳機(警訊會耳機出來應
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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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突然斷線
1當裝置中發生手機
自動更新韌體
2藍芽與貝殼分開6
公尺
3須拆下貝殼放於座
充再 new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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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出現問題處理方式(初始化)
1手機未離身(還沒第一次校準前
藍芽不能關閉)
2有些手機連wifi也有可能會中斷
藍芽功能
3重新扣上貝殼
4如果再不行就換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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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出現問題處理方式
1如過剛裝數據低與血糖機不符可
觀察
2如果數據一直沒往上升可能是探頭
問題
3此時要如處理低血糖則以血糖機為
主
4第一天數據偏低隨著正常時間校準
即可恢復正常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214



裝機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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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配對不支援
刪除舊的貝殼序號
，重新配對
(藍芽處貝殼號碼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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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機器突然斷線沒連線(等60分)
1確認手機未離身(沒校準會斷線
但手機與貝殼的連線不會有問題)
2用不到的藍芽功能先關
3網路不穩或沒有網路
4貝殼比較敏感
(機與貝殼配對不穩定須換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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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校準注意事項
1波動大會與血糖機數值有誤差
2波動大或有上下箭頭時不建議校準
3需同一台血糖機校準
4空腹血糖平穩時校準，不要輸入太
多筆血糖值校準(不要>4次探頭會以
為有問題)
5當下校準不被接受時等30-60分之
後，可能當機就先滑掉關閉
6測血糖輸入後等15-20分(等機器接
受數據校準)再打胰島素及吃飯
6至少裝滿4天才有臨床判讀意義
7血糖波動大，連續兩次校準不接受
則會出現change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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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出現問題處理方式
1探頭脫落(會一直斷線或一直出現
低血糖)
2貝殼手機開太多APP而當機
3如果還有血糖數字出現則觀察會自
動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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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為何6小時就需校準
1當機器為了維持準確度判定
或有誤差時就會提早要求校準
2因探頭在體內被組織液肌肉
擠壓有時候會影響偵測
3當下起伏大時會提早提醒校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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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注意事項

拆機前注意事項
1須先上傳以避免
資料流失(如機器
昨天自動上傳如果
今拆機前沒先手動
上傳會漏掉此段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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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s of CGM report

•判讀首先要區分有無低血糖

•若有低血糖則再依其發生的時段分為是否為夜
間或餐前

•最後才看高血糖

•必要時佐以time in range 及 glucose variation 做
結論

•重疊圖有規則，可直接判斷問題

•使用時段圖強化判斷依據

•問題了解後仍需每天圖才能做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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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Guardian Connect報告是用於可在選定的報告期間快速地評估整體血糖。

統計資料表顯示您選定的兩個時
段,監測期間血糖的變化。這些統
計數據顯示感應器配戴天數，平
均感應器血糖值, GMI, 變異係數和
高低血糖警報次數，平均的BG和
每天校準次數

TIR (Time in range) 意指監測區間血糖介於
目標範圍 (70-180 mg/dl) 時間占比。 統計表說明了胰島素攝取量和碳水化合

物攝取量的不同

可選定兩組日期監測區間，比較治療前後照
護成效與改變

血糖百分比曲線圖是根據您的
Guardian Connect裝置所記錄的血
糖數據,藍色曲線是您在A日期監
測區間的治療結果

低血糖發生時間長與每日低血糖發生次數 高血糖發生時間長與每日高血糖發生次數

查看Guardian Connect APP中所有
警報設置的設定

Notes 為與醫生討論時可印出報告
作紀錄的地方

TAR

TIR

TBR

平均感應器血糖值(SG)感應器血糖值判讀區間25-75%

感應器血糖值判讀區間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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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低血糖與高血糖型態

以低血糖或高血糖發生的時間,持續多久,及發生次數來記錄,呈現其低血糖型態或高血糖型態

• 低血糖形態會以發生時間以
及發生次數來記錄呈現,每
次低血糖須持續超過30分鐘
才會被記錄為一次

• 僅顯示最需被注意的三個區
段

• 高血糖形態會以發生時間以
及發生次數來記錄呈現,每
次高血糖須持續超過30分鐘
才會被記錄為一次

• 僅顯示最需被注意的三個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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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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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TIME IN RANGE

Time In Range ( TIR)指監測區間血糖介於目標範圍 (70-180 mg/dl) 時間占比

*對於1型和2型糖尿病，良好的TIR百分比是70％

1Battelino, T., Danne, T., Bergenstal, R. M., et al.. Clinical targets for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data interpretation: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ime in range. Diabetes Care, 2019;42:1593-1603.

TBR TIR TAR

 TBR = 低於目標血糖範圍的時間(<70mg/dl)

 TIR  = 目標血糖範圍內的時間(70-180 mg/dl)

 TAR = 超出目標血糖範圍的時間(>18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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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圖表

1Battelino, T., Danne, T., Bergenstal, R. M., et al.. Clinical targets for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data interpretation: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ime in range. Diabetes Care, 2019;42:1593-1603.

1

2

3
4

5

6
7

Sensor Wear 以百分比顯示一周內感應器配戴的天數和小時數

Average SG + SD 是所有感應器血糖值的平均值

Glucose Management Indicator (GMI) 依據監測期間所有血糖數據根據實驗公式推算的A1C數值. 至少須配戴14天才可推算出此數據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CV) 類似於標準偏差（SD）用來評估血糖變異性。如果％CV為36％或更高，則發生低血糖的風險更高

Low/ High SG Alarms 每天低血糖和高血糖的警報次數

•Average blood glucose 平均指尖血糖值

•BG/Calibration 指尖血糖校準次數,每天至少保持2次校準以繼續CGM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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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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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I
• 2018年，美國糖尿病界將過
往連續血糖監控的eA1C（
estimating A1C，估算醣化血
色素值）重新命名為GMI（
Glucose Management 
Indicator，血糖管理指標）
。。

•計算公式

• GMI（%） = 3.31 + 
0.02392 * 平均血糖值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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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胰島素 & 餐食統計圖表

• Total Daily Dose (TDD) 計算有輸入至Guardian™ Connect 
app內一日所施打胰島素劑量總和

- 以速效或短效胰島素的形式輸入將列入Bolus胰島素
中。

- 以長效胰島素的形式輸入將列入基礎胰島素中

- 未註明胰島素種類,仍會計算在TDD中，但不適用於
Bolus或基礎胰島素計算。

- Meal and Carbs entered  記錄您每天吃幾餐以及每天碳水
化合物的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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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設定 & 注意事項

• Settings 可以依循Guardian™ Connect 操作手冊在
Guardian™ Connect app 上設定客製化的警報條件,此處會
依據設定顯示警報狀況

• Notes 您和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可以於此處作筆記，紀
錄說明或建議，擬定下次回診前的改善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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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劑量嚮導

連續血糖監測系統的新報告

餐食資訊是來自連續血糖監測應用程式, 用來確認您
在用餐時間的血糖管理

早餐期間

午餐期間

晚餐期間

半夜期間

早餐劑量數

早餐攝取碳水化合物的平均

早餐的平均劑量單位

餐前感應器血糖值

餐後2小時平均感應器血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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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s of CGM report

•判讀首先要區分有無低血糖

•若有低血糖則再依其發生的時段分為是否為夜
間或餐前

•最後才看高血糖

•必要時佐以time in range 及 glucose variation 做
結論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237



結構化病歷報告呈現-1

Interpretation:

1 .Hypoglycemia: yes

2. Hyperglycemia: yes

3. Days of recording: 7  days

4. Interruptions:  no

5. Excursion:   moderate

Conclusion:

1. Nocturnal hypoglycemia

2. Postprandial  hypoglycemia at  breakfast and 

lunch

3. Unawareness of hypoglycemia 

4. No exercise related hypoglyc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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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化病歷報告呈現-2

Suggestion:

1. Decrease basal insulin 

2. Decrease bolus dose before breakfast and lunch

3. Increase  snack after  dinner

4. Education for CHO to insulin ratio at  breakfast and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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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化報告結果

營養評估:早餐碳水化合物少 ;  蛋白質少; 脂質可
午餐碳水化合物多 ;  蛋白質可; 脂質多
晚餐碳水化合物可 ;  蛋白質可; 脂質多

衛教評估 :

血糖值 : 夜間 低 原因食物
低血糖反彈: 有
黎明現象 無
劑量調整:  早,午餐減量
教育C/I醣類比率
調整ISF敏感係數及教導正確追加方法
教導正確低血糖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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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趨勢判斷應用在血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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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頭趨勢判斷應用在血糖管理

餐後4 小時內避免以箭頭符號追加胰島素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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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扎手測血糖這是糖尿病自主管理的最大阻礙
，CGM持續動態地監測血糖變化，無須每
日刺痛手指，減輕管理的負擔

•降低A1C

•降低血糖變異性

•減少低血糖發生提升生活品質

•增加低血糖的信心(感覺安全)

•患者父母極高的滿意度

•被錯誤的警報打擾(警訊往上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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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Guardian Connect報告是用於可在選定的報告期間快速地評估整體血糖。

統計資料表顯示您選定的兩個時
段,監測期間血糖的變化。這些統
計數據顯示感應器配戴天數，平
均感應器血糖值, GMI, 變異係數和
高低血糖警報次數，平均的BG和
每天校準次數

TIR (Time in range) 意指監測區間血糖介於
目標範圍 (70-180 mg/dl) 時間占比。 統計表說明了胰島素攝取量和碳水化合

物攝取量的不同

可選定兩組日期監測區間，比較治療前後照
護成效與改變

血糖百分比曲線圖是根據您的
Guardian Connect裝置所記錄的血
糖數據,藍色曲線是您在A日期監
測區間的治療結果

低血糖發生時間長與每日低血糖發生次數 高血糖發生時間長與每日高血糖發生次數

查看Guardian Connect APP中所有
警報設置的設定

Notes 為與醫生討論時可印出報告
作紀錄的地方

TAR

TIR

TBR

平均感應器血糖值(SG)感應器血糖值判讀區間25-75%

感應器血糖值判讀區間0-90%

連續血糖監測訓練課程245



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低血糖與高血糖型態

以低血糖或高血糖發生的時間,持續多久,及發生次數來記錄,呈現其低血糖型態或高血糖型態

• 低血糖形態會以發生時間以
及發生次數來記錄呈現,每
次低血糖須持續超過30分鐘
才會被記錄為一次

• 僅顯示最需被注意的三個區
段

• 高血糖形態會以發生時間以
及發生次數來記錄呈現,每
次高血糖須持續超過30分鐘
才會被記錄為一次

• 僅顯示最需被注意的三個區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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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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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TIME IN RANGE

Time In Range ( TIR)指監測區間血糖介於目標範圍 (70-180 mg/dl) 時間占比

*對於1型和2型糖尿病，良好的TIR百分比是70％

1Battelino, T., Danne, T., Bergenstal, R. M., et al.. Clinical targets for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data interpretation: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ime in range. Diabetes Care, 2019;42:1593-1603.

TBR TIR TAR

 TBR = 低於目標血糖範圍的時間(<70mg/dl)

 TIR  = 目標血糖範圍內的時間(70-180 mg/dl)

 TAR = 超出目標血糖範圍的時間(>180 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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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圖表

1Battelino, T., Danne, T., Bergenstal, R. M., et al.. Clinical targets for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data interpretation: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time in range. Diabetes Care, 2019;42:1593-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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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Wear 以百分比顯示一周內感應器配戴的天數和小時數

Average SG + SD 是所有感應器血糖值的平均值

Glucose Management Indicator (GMI) 依據監測期間所有血糖數據根據實驗公式推算的A1C數值. 至少須配戴14天才可推算出此數據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 CV) 類似於標準偏差（SD）用來評估血糖變異性。如果％CV為36％或更高，則發生低血糖的風險更高

Low/ High SG Alarms 每天低血糖和高血糖的警報次數

•Average blood glucose 平均指尖血糖值

•BG/Calibration 指尖血糖校準次數,每天至少保持2次校準以繼續CGM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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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胰島素 & 餐食統計圖表

• Total Daily Dose (TDD) 計算有輸入至Guardian™ Connect 
app內一日所施打胰島素劑量總和

- 以速效或短效胰島素的形式輸入將列入Bolus胰島素
中。

- 以長效胰島素的形式輸入將列入基礎胰島素中

- 未註明胰島素種類,仍會計算在TDD中，但不適用於
Bolus或基礎胰島素計算。

- Meal and Carbs entered  記錄您每天吃幾餐以及每天碳水
化合物的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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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血糖監測報告評估與趨勢

設定 & 注意事項

• Settings 可以依循Guardian™ Connect 操作手冊在
Guardian™ Connect app 上設定客製化的警報條件,此處會
依據設定顯示警報狀況

• Notes 您和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可以於此處作筆記，紀
錄說明或建議，擬定下次回診前的改善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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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劑量嚮導

連續血糖監測系統的新報告

餐食資訊是來自連續血糖監測應用程式, 用來確認您
在用餐時間的血糖管理

早餐期間

午餐期間

晚餐期間

半夜期間

早餐劑量數

早餐攝取碳水化合物的平均

早餐的平均劑量單位

餐前感應器血糖值

餐後2小時平均感應器血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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