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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Chek® Connect 
Diabetes Management App 羅氏控糖樂糖尿病管理

應用程式

效能

Accu-Chek Connect Diabetes Management App 羅氏控糖樂糖尿病管理應用程式（以下簡稱為應
用程式）旨在協助您：

從您的 Accu-Chek 血糖機傳輸資料。
將資料傳輸到您的 Accu-Chek Connect Online Diabetes Management System 羅氏控糖樂線上
糖尿病管理系統帳戶（網站帳戶），並可選擇性地與您的專業醫護人員或您的照護人員共
用該資料。
接收胰島素追加量建議。(此功能暫不開放在台灣使用）
執行結構性檢測（3 天血糖值概況或配對檢測）。
透過記錄背景資料，協助進行綜合的糖尿病管理。

按一下以下連結檢視相關部份： 
 
免責聲明 
連絡資訊 
應用程式基本設定 
-網站帳戶 
-配對血糖機 
-追加量建議 (此功能暫不開放在台灣使用）  
結構性檢測 
其他設定 
-醫療詳情 
-新增資料 
-資料報告 
-共用資料

免責聲明

本軟體的使用者應根據其臨床病史和症狀來判讀結果，並且不得在未經諮詢醫生或其他合格專
業醫護人員的情況下變更其治療。

未進行血糖檢測可能會延遲做出治療決策，導致嚴重的醫療狀況。如果您認為自己的身體狀況
與檢測到血糖值不相符，您可以重新檢測。請參考血糖機的說明使用適合的檢測方法。如果您
無法進行血糖檢測，請連絡您的專業醫護人員。

如果未備份資料而解除安裝此應用程式，將會導致您的所有歷史資料遺失。在更新應用程式或
升級行動裝置的作業系統前請一定要備份資料。

諮詢您的專業醫護人員關於使用多個時間段以及旅行到不同時區的情況下該如何操作。

此應用程式僅供單一使用者使用。請勿與任何其他使用者共用該應用程式。



作為 Accu-Chek Connect 羅氏控糖樂糖尿病管理應用程式的元件，Accu-Chek 追加量建議根據使
用者輸入的資料計算胰島素劑量或碳水化合物攝取量，有助於血糖管理。需要計算碳水化合物
的患者在使用之前，必須由醫師或專業醫護人員啟動追加量計算器，並提供針對個別患者特定
的目標血糖值、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的比率以及胰島素敏感度參數以編入軟體。獲指定餐食追
加量的患者（年滿 22歲）在使用之前，必須由醫師或專業醫護人員啟動追加量計算器，並提供
患者特定的目標血糖值、指定的餐食胰島素劑量以及胰島素敏感度參數以編入軟體。

在某些國家/地區，使用 Accu-Chek 追加量建議之前，醫師或專業醫護人員必須對其進行設定，
並提供患者特定的目標血糖值、胰島素敏感度、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的比率（只計算碳水化合
物追加量建議）參數以編入 Accu-Chek 追加量建議。  

聯絡資訊

應用程式基本設定

若要充分利用您的應用程式，需要設定幾項主要功能。這些功能包括：

網站帳戶
配對血糖機
追加量建議（此功能暫不開放在台灣使用）

若要對應用程式進行基本設定，您可以選擇首頁螢幕上的「設定」。

網站帳戶

Accu-Chek Connect Online 羅氏控糖樂線上網站帳戶的預設設定可從「網站帳戶」螢幕進行設
定。您可以使用網站帳戶檢視從您的行動裝置輸入的資料，以幫助您更好地管理糖尿病。

若要建立您的網站帳戶或更新設定：

1. 選擇功能表（ ）。
2. 選擇傳送至網站帳戶。
3. 若您已有 Accu-Chek Connect Online 羅氏控糖樂線上網站帳戶，請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
和密碼，然後繼續步驟六。

4. 若您沒有 Accu-Chek Connect Online 羅氏控糖樂線上網站帳戶，請選擇建立帳戶連結，
然後根據螢幕提示輸入您的帳戶資訊。

5. 輸入帳戶資訊後，您將收到一封確認電子郵件。在確認電子郵件中選擇行動連結，以
完成帳戶建立流程。您將在應用程式中自動登入您的網站帳戶。如果此流程被中斷，
且您沒有登入，您可以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並選擇登入。

6. 選擇是否想使用您的行動網路或僅在連結至 Wi-Fi 網路時將照片從應用程式傳送至您
的網站帳戶。

配對血糖機



要檢視所有相容的裝置，請前往 Google Play Store 或 iTunes App Store。

透過 Bluetooth®（藍牙）無線技術配對您的血糖機，可將血糖值從血糖機傳輸到您的行動裝
置。根據預設設定，來自血糖機的資訊將會自動傳輸至應用程式。此應用程式還將自動設定您
血糖機的時間。

配對您的血糖機：

1. 選擇功能表（ ）。
2. 選擇「設定」。
3. 選擇「配對血糖機」。
4. 選擇將配對的血糖機類型（多按鈕，單按鈕或Accu-Chek Guide Me）
5. 按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使血糖機進入配對模式。
6. 在應用程式上選擇「下一步」。
7. 選擇血糖機識別符（可能是「Accu-Chek」或者「血糖機」加序號，根據您的血糖機型
號）。

8. 輸入血糖機的 PIN 碼，並選擇「完成」/「確定」。
9. 檢視配對確認螢幕。

從血糖機傳輸資料

若要從您的血糖機傳輸檢測值，血糖機必須在距離行動裝置 2 公尺的範圍內。正常情況下的傳
輸時間大概為10秒。在您的血糖機上啟用「自動傳送」後，自動傳輸將開始。

若要自動傳輸血糖檢測值：

1. 開啟行動裝置並放在距離您的血糖機 2 公尺範圍內，然後進行血糖檢測。
2. 透過選擇「標記」或「新增標記」（根據您的血糖機型號），為血糖檢測值指定一個
事件，再選擇您想指定的事件，然後選擇「確定」傳送檢測值。

3. 如果您不想指定一個事件，按向後箭頭按鍵，檢測值將被傳送。

備註：在單按鈕或Accu-Chek Guide Me血糖機上，「新增標記」不可用。在單按鈕血糖機上，
檢測值會立即傳輸。

若要手動傳輸血糖檢測值（多按鈕血糖機）：

1. 開啟行動裝置並放在距離您的血糖機 2 公尺範圍內，然後進行血糖檢測。

2. 選擇功能表圖示（ ）。
3. 選擇「從儀器下載」。
4. 請確保血糖機處於資料傳輸模式（選擇「我的記錄」、「資料傳輸」、「無線」）。

若要手動傳輸血糖檢測值（單按鈕或Accu-Chek Guide Me血糖機）：

1. 按一下血糖機一側的按鈕（不要長按）。
2. 螢幕啟動後，血糖機將會傳輸資料。

Accu-Chek 追加量建議設定（此功能暫不開放在台灣使用）



追加量建議根據目前時間、您的血糖濃度、您吃入的東西和其他事件來計算胰島素劑量。若要
使用追加量建議，您將需要從專業醫護人員處獲得設定參數和訓練。當您完成了追加量建議的
基本設定後，透過選擇「設定」功能表中的「胰島素追加量建議」，您可以更新這些設定和其
他設定。

指定的餐食量

點選「餐食」以變更每次指定的餐食量所用的胰島素劑量。此選項僅在您使用指定的餐食量時
可用。

若需新增新時間段：

1. 選擇「時間段、目標範圍、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的比率和胰島素敏感度」。
2. 選擇 + 按鍵以開啟一個新時間段，更新開始時間，然後選擇「設定」。
3. 根據需要更新「目標範圍」、「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的比率」和「胰島素敏感度」，
然後選擇「儲存」。 

備註：胰島素與碳水化合物的比率僅在您進行碳水化合物計算時顯示。

餐後血糖升高 
餐後血糖升高即指餐食期間或餐後被視為在特定範圍內所允許的血糖濃度增加，即使已進行了
追加輸注。

若要更新餐後血糖升高設定：

1. 請選擇「餐後血糖升高和點心/小吃份量」，或如果使用「指定的餐食量」，請選擇
「指定的餐食量和餐後血糖升高」。

2. 選擇「餐後血糖升高」的文字輸入部份，並更新餐後您血糖的正常增加量。
3. 選擇「點心/小吃份量」的文字輸入部份，以更新將觸發餐後血糖升高的碳水化合物
量。
備註：點心/小吃份量僅在您進行碳水化合物計算時顯示。

4. 選擇「完成」。

胰島素詳情

「胰島素詳情」包含胰島素追加量名稱/類型、「最大追加量」、「偏移時間」、「顯效時間」
以及「胰島素增量」。

若要更新「胰島素詳情」：

1. 選擇「胰島素詳情」。
2. 選擇「最大追加量」的文字輸入部份，根據需要使用應用程式的鍵盤輸入所需最大
值，然後選擇「完成」。

3. 選擇「偏移時間」的文字輸入部份，輸入您定義的胰島素開始降低血糖濃度前的時
間，然後選擇「設定」。

4. 選擇「顯效時間」的文字輸入部份，輸入從開始輸注追加量直到預計您的血糖濃度回
到目標濃度的一段時間，然後選擇「設定」。

5. 選擇適當的胰島素增量。
6. 選擇「速效或短效胰島素」下拉式選項，並選擇適當的胰島素。
7. 選擇「儲存」。



備註：在輸注大劑量胰島素前，您應向您的專業醫護人員尋求建議。

運動

運動包括可在您的追加量建議中使用的預設及自訂運動項目。

若要更新「運動」：

1. 選擇「運動」。
2. 選擇您想要更新運動的文字輸入部份，更改影響您所需胰島素量的運動百分比，然後
選擇「設定」。

3. 重複該步驟，直到您更新完您想要變更的所有運動。
4. 更新完所有運動後，選擇「儲存」。

若要新增新運動：

1. 選擇「+ 新增運動」。
2. 選擇「名稱」的文字輸入部份，輸入運動名稱，然後選擇「完成」。
3. 根據情況選擇「增加 (+)」或「降低 (-)」。
4. 更新影響您胰島素需要量的運動百分比。
5. 輸入所有資訊後，選擇「設定」。

健康事件

「健康事件」包括可在您的追加量建議中使用的預設及自訂健康事件

若要更新「健康事件」：

1. 選擇「健康事件」。
2. 選擇您想要編輯的健康事件，更新影響您胰島素需要量的健康事件百分比，然後選擇
「設定」。

若要新增新的「健康事件」：

1. 選擇「+ 新增健康事件」
2. 輸入健康事件的名稱，並選擇「完成」/「設定」。
3. 更新影響您需要胰島素量的健康事件百分比，然後選擇「設定」。
4. 選擇「儲存」。

Accu-Chek追加量建議使用（此功能暫不開放在台灣使用）

備註：初次使用或重新安裝應用程式後初次使用，由於缺少胰島素歷史資料，現行的胰島素有
可能不精確。

請確定您記錄的所有追加量胰島素均附有時間和日期。這包含追加量建議以外的胰島素。需要
填寫胰島素資訊以確保追加量建議的準確性。

檢測血糖並且傳輸資料後，您應在首頁螢幕檢視新數值。此讀數具醫學上有效的追加量建議的
時間為最長 15 分鐘（計時器顯示剩餘時間）。

1. 選擇「追加量建議」按鍵。



2. 選擇性新增適合您追加量建議的碳水化合物及其他資訊，然後選擇「下一步」。
3. 即會顯示您的胰島素建議。輸入您將實際注射的追加量胰島素劑量。
4. 選擇「儲存」以確認。

備註：此應用程式將不會提供 HI 讀數的追加量建議。如果您收到了 HI 讀數，請考慮重新檢查
血糖、血酮和胰島素，並諮詢您的專業醫護人員。

如果您的血糖低於低血糖臨界值（可以在血糖設定下修改預設設定），則將不提供追加量建
議。相反的，您將收到攝取可快速作用的碳水化合物的建議，單就碳水化合物計算而言，是指
攝取經過計算的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以便將您的血糖升高到目標範圍內。

即會顯示您的「攝取碳水化合物」建議。
輸入您將攝取的碳水化合物量。
選擇「儲存」以確認。

備註：「指定的餐食量追加量建議」使用者只會收到攝取速效碳水化合物的靜態訊息。若要輸
入速效碳水化合物，請轉到「新增」螢幕並在「餐食」區輸入該資訊。

備註：若讀數為 LO，此應用程式將不會提供建議。如果您收到 LO 讀數，重新檢測血糖。連絡
您的專業醫護人員。

備註：如果您的應用程式不能使用（例如行動裝置的電池耗盡），請諮詢您的專業醫護人員關
於如何獲得追加胰島素建議。

結構性檢測

3 天血糖值概況 
3 天血糖值概況提供一個簡便的方式來記錄和追蹤您三天內的餐前、餐後及睡前血糖檢測值，
並提供餐食和活動如何影響您血糖的檢視。一天（24 小時內）需要完成七個血糖輸入項目的至
少五個項目。可以跳過一天或兩天；如需完成 3 天血糖值概況，則必須五天中有三天完成了檢
測。

若要開始新的 3 天血糖值概況：

1. 選擇功能表。
2. 選擇結構性檢測。
3. 選擇「安排新檢測」並根據需要更新「餐食」和「睡前」資訊
4. 選擇「選擇開始日期」，設定開始日期，然後選擇「完成」。
5. 如果您想要更新提醒設定或變更您的 3 天血糖值概況目標範圍，選擇「更多設定」。

備註：預設情況下，3 天血糖值概況目標範圍與用於其他報告的目標範圍相同。如果您變更為
兩個目標範圍，那麼它們僅用於 3 天血糖值概況報告。

若要使用 3 天血糖值概況，請遵照以下說明：

根據提醒進行血糖檢測。
「餐前」檢測時間可以在預定餐食時間前後 2 小時之間。「餐後」檢測時間可以在實
際的「餐前」檢測時間之後 1 到 3 小時之間。 
 



  
 
新增血糖、餐食和其他資料。
檢視「首頁」螢幕和「報告」中的血糖趨勢。

若要停止 3 天血糖值概況，請遵照以下說明：

3 天血糖值概況將於最後一個完成日開始後的 24 小時結束。若要提前停用，輕觸並按住使用中
的 3 天血糖值概況。

備註：如果正在執行 3 天血糖值概況且您已登入到網站帳戶，所有資料僅在每個完成日結束時
（24 小時或第二天開始時）自動傳送。

配對檢測 
配對檢測是一個簡單的工具，可幫助您檢視在某一事件前後您的血糖變化。您可以連續使用配
對檢測 7 天，重點觀察您日常生活的某一部份如何影響您的血糖濃度。例如：

某一特定食物或飲料如何影響您的血糖濃度？
某一特定類型的運動如何影響您的血糖濃度？

若要開始配對檢測，請遵照以下說明：

1. 選擇功能表。
2. 選擇結構性檢測。
3. 選擇配對檢測標籤。
4. 選擇「開始新檢測」。
5. 選擇「配對檢測」。
6. 選擇您想要檢測的事件，然後選擇「設定」。

若要使用配對檢測，請遵照以下說明：

在某一事件前後進行血糖檢測。
「餐前」檢測時間可以在預定時間前後 2 小時之間。「餐後」檢測時間可以在實際的「餐
前」檢測時間之後 1 到 3 小時之間。 



 

新增血糖、餐食和事件資訊。
血糖變化將顯示在「首頁」螢幕和「報告」中。

若要停止配對檢測，請遵照以下說明：

配對檢測將於最後一項配對檢測後的 24 小時結束。若要提前結束，選擇並按住使用中的配對檢
測。

備註：如果正在執行配對檢測且您已登入到網站帳戶，所有資料僅在每個完成的配對檢測結束
時（24 小時或下一個配對檢測開始時）自動傳送。 

其他設定

提醒 
提醒是用於提醒您執行特定工作（如吃藥或輸注一定劑量的胰島素）的提示音和振動。有另外
的選擇框可啟用提醒並且使之循環工作。

測量單位 
您的應用程式使用的測量單位預設為您所在地點的適當設定，但該設定可以自訂。您可以為以
下各項選擇自訂測量單位：

血糖檢測單位*
卡路里單位
碳水化合物單位*
體重單位
血壓單位

*備註：追加量建議開啟時，不可變更血糖和碳水化合物單位。

餐食時間 
應用程式中儲存的餐食時間顯示您平常用餐的時間。這些時間作為配對檢測和 3 天血糖值概況
檢測的預設時間。

變更資料順序 
可自訂出現在「新增」螢幕上的體能程度、運動、胰島素和健康事件等詳細資訊的順序，使您
最常用的事件位於清單的頂部。您設定的順序也將會用於日記和「首頁」螢幕顯示的資料（血
糖和下兩個已選定項目將以標準檢視顯示）。



備註：如果啟用了追加量建議，血糖和胰島素將會一直顯示。也會一直顯示「指定的餐食量」
或碳水化合物，具體視使用的「追加量建議」類型而定。

個人資訊 
需要您的名字、姓氏和出生日期以便共用您的趨勢、3 天血糖值概況和配對檢測報告。

註冊 
在應用程式上註冊您的血糖機，您可隨時掌握重要的保固資訊，獲取更新與支援。

醫療詳情

血糖設定 
「血糖目標範圍」和「低血糖」設定用於確定您的資料如何呈現在報告和「首頁」螢幕中。例
如，綠色表示在目標範圍內，藍色表示高於您的低血糖臨界值，紅色表示低於您的低血糖臨界
值。如果您的目標範圍最低值與您的低血糖臨界值之間有差異，則顯示黃色。

胰島素 
為便於資料輸入，您可以在此應用程式中設定三種不同的預設胰島素類型。胰島素類型可以設
定為：

胰島素 1：追加量（速效型或短效型）胰島素。
胰島素 2：基礎（長效型）胰島素。
胰島素 3：其他胰島素或前兩類胰島素之一。

備註：啟動「追加量建議」時，「胰島素 3」選項會被刪除。

新增資料

您的每日血糖檢測值、體能程度、運動和其他詳情可手動輸入到應用程式中。

1. 選擇首頁螢幕上的「+ 新增」。
2. 輸入血糖檢測資料、體能程度、事件標籤、餐食量、碳水化合物、胰島素、備註和其
他詳情，然後選擇「儲存」。

新增照片 
可將照片作為視覺提醒新增到您的資料項目，為您的日記輸入提供背景資訊。

若要新增照片：

1. 滾動到「新增輸入」螢幕的底部。
2. 從您的行動裝置的圖庫中選擇一張照片或使用相機拍照。

備註：每個日記輸入最多允許使用 6 張照片。

保護您的資料 
為保護您的個人資訊，您行動裝置上的資料儲存在加密檔案中。您應該一直使用強密碼來保護
對您行動裝置的存取。

傳輸資料可能會使用您行動裝置上的未加密電子郵件、文字和/或軟體，資料將透過不受
Roche（羅氏）公司控制的網路進行傳輸。如果使用者選擇透過這些方式傳輸資料，Roche（羅
氏）公司對此類別傳輸的安全性或可靠性概不負責。



資料報告

趨勢報告 
趨勢報告使用日記資料顯示您的血糖趨勢。

若要顯示趨勢報告：

1. 選擇功能表。
2. 選擇「趨勢」。
3. 設定趨勢報告的期間。
4. 選擇您想要如何顯示資料。
5. 若要共用資料，選擇「共用」。透過使用「共用」功能，您可傳送（電子郵件/簡
訊）、列印或儲存「趨勢報告」的 PDF 版本。

日記 
日記輸入按時間和日期順序自動儲存，最新的記錄最先顯示。

若要編輯日記輸入：

1. 選擇首頁螢幕上的「日記」。
2. 選擇您想要編輯的日記輸入，然後選擇「編輯」。
3. 完成編輯後，選擇「完成」、「儲存」和「關閉」。

共用資料

此應用程式允許使用簡訊或者 Accu-Chek Connect Online 羅氏控糖樂線上網站帳戶共用資訊。

若要透過簡訊共用血糖記錄：

1. 選擇「設定」。
2. 選擇「血糖簡訊文字」。
3. 選擇「透過簡訊共用記錄的血糖值」和/或「包括姓名和出生日期」。
4. 手動或從您的聯絡資訊中新增收件者。

將資料傳送至您的 Accu-Chek Connect Online 羅氏控糖樂線上網站帳戶 
您登入後資料將自動傳送，如果您已離線一段時間，您可以透過以下方式確保資料已傳送。

若要傳送資料：

1. 選擇功能表（ ）。
2. 選擇「傳送至網站帳戶」。

備註：如果正在執行結構性檢測，所有資料僅在每個完成日（或每項配對檢測）結束時傳送。

資料備份 
透過備份您可以將資料的電子郵件副本傳送至您所選的電子郵件信箱。

1. 選擇「設定」。
2. 選擇「資料共用」。
3. 選擇「備份」。
4. 選擇「備份電子郵件」。



5. 輸入收件者的電子郵件信箱。
6. 選擇「傳送」。

若要將資料還原到您的行動裝置：

1. 使用「資料備份」，將資料的副本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至您的電子郵件帳號。
2. 開啟您的行動裝置上的備份電子郵件，然後開啟應用程式隨附的備份檔案以匯入資
料。

3. 如果您在結構性檢測期間備份資料，檢測資料將被儲存，但備份檔案中的結構性檢測
將處於非使用狀態，並且無法從備份處重新啟用。

符號說明

查閱使用說明書時可能會遇到以下符號，此處說明了它們的含義。

羅氏糖尿病照護部門/客戶服務部 
台灣 
製造廠名稱：Roche Diabetes Care, Inc. 
製造廠地址：9115 Hague Road,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50, USA. 
藥商名稱：台灣羅氏醫療診斷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藥商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2號10樓 
免付費專線：0800-060-333 
www.accu-chek.com.tw 
許可證字號：衛部醫器輸字第029305號



 

 

符號說明 

查閱使用手冊時可能會遇到以下符號，此處說明了它們的含義。  

 

 

製造廠 

 
本產品符合歐盟診斷用醫療裝置指令

93/42/EEC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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