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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2014年已經到來了，我很高興可以在這裡跟各位會員見面。由2014年
開始，我們的《會員會訊》將會增加出版次數，由過往一年三次加至一年四
次(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刊)，同時亦會加強內容，希望更有效地發揚本會
的宗旨，組織會員互動去防治糖尿病，並藉此增加公眾對糖尿病的認識和
瞭解，使受糖尿病影響的朋友能積極面對人生。
每年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節日來慶祝新一年的來臨，例如新曆和農
曆新年、二月的情人節和家庭日、三月的聖彼得節(St. Patrick’s Day)，慶祝的
方式大都離不開良朋相聚及伴以美酒佳餚。因此，這一期的《會員會訊》將
盡量提供合適的資料，可以令對糖尿病關注的朋友，在快樂地慶祝節日之
餘亦同時享受健康美食。例如，碳水化合物和糖尿病息息相關，我們將會
告訴大家實用的方法去選擇食物和計算碳水化合物份量，還有當選擇含酒
精飲料時需要注意時項。
在此，我謹祝大家2014年新年快樂，並再跟大家拜個早年，希望大家
馬年，龍馬精神，身體健康!
楊靜秋﹑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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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的基本計算法
譯者: 李少芳

碳水化合物總值

選擇食物的訣要

硏究指出，我們 每日所 進食的碳水化合 物 的 總
值是最影響身體血糖控制。換句話說，如果今晚晚餐
的碳水化合 物是意粉，明天的碳水化合 物是牛奶麪
包；而這兩餐的碳水化合物總值是差不多相同，那就
不會影響身體胰島素的需求,

亦能達到血糖的控制。

當然，你一定要懂得如何計算每樣食物中碳水化合物
的數量，才能夠知道這兩餐的碳水化合物總值是否相
同的。
如果你目前是跟著 Beyond the Basics (BTB)† 這本

當然，變數是無窮的，全是取決於你想吃什麼。當
你選擇食物時，也要顧及以下幾點：


碳水化合物(CHO)數量需要做一些計算。

你和註冊營養師一起做一個適合自己的膳食計劃。

每餐的碳水化合物最好是在5克以內，尤其是那些需
要注射胰島素的糖尿病患者，就更加要小心計算。


健康的一餐是包括大量的蔬菜和生菓及小量脂肪。

當讀取標籤時，要將碳水化合物總和數量減去纖維

數量。（纖維是一種碳水化合物，但它不影響血糖水

膳食指南，那你就很容易知道每餐所進食碳水化合物

平，而在BTB餐規劃指南中所列出的碳水化合物數量

的數量。不然的話，你最好和註冊營養師商討一下，找

是已經減去纖維數量的)

出適合自己需要的碳水化合物數量食譜。營養師除了
提供營養建議外，更可給你更多適合你的膳食訊息。
碳水化合物計算在初期運用時可能會覺得困難，
但 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掌握後倒不覺得是怎麼一
回事。
現在我們 試用意粉 晚餐這例子，假如 晚餐食物


細閱標籤和食譜，它們會列出你喜愛食品所含的碳水
化合物數量。


定期監察和紀錄血糖度數，看看自己進食的碳水化合
物是否需要改進。


和營養師一起探討最新的碳水化合物計算方式；當某
餐吃稍多碳水化合物時，是否需要注射更多胰島素。

如下：


2 份穀物澱粉類（1份是15克）=30克碳水化合物(CHO)

1 份生菓 =15 克(CHO)

1 份奶纇 =15 克(CHO)

(因為脂肪及肉類不含碳水化合物，所以不計算在內)
這晚餐CHO分量的總值是60克
如果你決定晚餐只有穀物澱粉類，那麼你就可以
有60克CHO（2 杯熟意粉）
當然你亦可以有其他選擇，如果你想飯後有甜品，
那甜品標名有31克CHO, 那麼你的晚餐只可進食29克
CHO。即是大約1 杯熟意粉。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網頁www.diabete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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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飲食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
事，但能夠掌握碳水化合物計算的技術，就更能享受健
康的飲食生活。
†

政 府 資 助 的 糖 尿 病 教 育 中 心 (Diabetes Education

Centres)及健康專業人仕可提供這本飲食指南
Beyond the Basics: Meal Planning for Healthy Eating,
Diabete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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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飲酒與糖尿病
的五項需知
譯者：張穗玲

長周末燒烤或者在渡假屋飲酒放鬆是很普遍的消
遣方式。但是對糖尿病來說，這存在一些嚴重的風險

「幾年前，當我們做糖尿病教育時，通常把啤酒算

作碳水化合物的選擇並且用來代替麵包。但現在我們

因素。作為營養師兼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教育部經理的

不再用啤酒代替食物或用食物代替啤酒。」她說。

討論有關飲酒與糖尿病的一些事實與提示。無論你是

酒和低濃度啤酒是最佳的選擇。但是啤酒裡的碳水化

喬安娜 ∙ 劉易斯(Joanne Lewis)在「糖尿病現狀」通訊中

計算卡路裡或者是選擇恰當的飲料，以下五方面是每個
糖尿病人需要知道的：

1. 酒精本身不會引起血糖升高
盡管這個觀念往往被人們誤解，劉易斯說酒精本
身並不會引起血糖升高。通常是酷來酒(coolers)、利口
酒(liqueurs)和蘇打飲品(soda)裡添加的成份引起血糖
升高。

劉易斯強調從卡路裡的角度來說,低碳水化合物啤
合物往往被忽略了。

4. 不要把酒留到一次喝完
糖尿病協會 2013 臨床實踐指南建議限制酒精的用
量，女士每周不超過10份標准飲品，男士每周不超過12
至13份標准飲品（１份標准飲品相當於10克酒精，341毫
升含5%酒精的啤酒，43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143毫
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但是對那些把一個星期的酒

「很多人都誤解酒精會升高血糖，因此他們就只

留到周末喝完的年輕人來說是很危險的，劉易斯說。

「但是如果他們使用胰島素或其它口服降糖藥，

血糖的風險是很高的。低血糖很可能會發生在第二天

飲酒而不吃別的食物。」

這時他們 就會出現低血 糖的現象。這是因為酒精影
響了肝臟的正常工作。肝臟忙於對酒精進行解毒而不
能產生並釋放糖份到血液中以維持血糖的穩定性。」
她說。

2. 明智地選擇你的飲品
你可能很想嘗試濃郁的瑪格麗塔(Margarita)或者
含糖的蘇打混合飲品，但事實上這些飲品都會升高你
的血糖水平。劉易斯解釋說，如果你一定要飲用, 就選
用干酒類 (包括梅鹿特Merlot、馬爾貝克Malbec、蘇維濃
Sauvignon Blanc、黑皮諾皮諾Pinot Grigio)、啤酒或者純
烈酒。

3. 啤酒及碳水化合物的復雜性
碳水化合物對血糖的影響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劉易斯說, 專家們不再象計算食物那樣計算酒精的碳水
化合物，你也不需要計算。

「對於普通的啤酒，我們不會把它的碳水化合物

計算在內。由於酒精對肝臟影響所致的低血糖抵消掉

「患一型糖尿病的年輕人在朋友的派隊裡發生低

而你卻沒有別的朋友在身邊留意到你發生低血糖。因
此，過量飲酒是很危險的。」

「低血糖可能會在12至14小時後發生。其中一個

建議可幫助防止低血糖發生是回家後在睡前進食。你

可以設置個鬧鐘，在幾個小時醒來後再測試你的血糖，
然後再決定是否需要進食。」 她說。

5. 帶上糖尿病用品及你的朋友
長周末去渡假屋，露營或旅行時，你需要做好一切
准備。

「任何時候都要隨身帶上對付低血糖的東西，如

普通的汽水，糖果或葡萄糖片。」她說。

若有別的旅行，可以帶上不喝酒的朋友（或者少量
飲酒的朋友）這樣可以幫助監控你的健康状况並留意
到你是否發生低血糖。酒精往往會影響你的意識而讓
你意識不到低血糖的發生。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網頁www.diabetes.ca》

了啤酒裡碳水化合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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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併發症﹕腎病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醫學顧問
郭詠觀醫生 (Dr. Jason Kwok)

糖尿病和腎病
的關係
腎病是糖尿病人可能
患上的併發症，後果可能
很嚴重，經年累月的高血
糖 和 高血壓 會 損 壞腎臟
的功能，嚴重的可能導致
腎衰竭，約有三份之一患
上糖尿病超過十五年的病
人會患上腎病，妥善控制
糖尿病和定 期 檢 查能預
防、至少可以延緩、腎功
能的衰退。
腎臟 的功能是 過濾
血液，將血液內的廢物從尿液中排出體外，腎臟也會調
節體內的水份和鹽份，所以，對血壓的控制是很重要的。
糖尿病是導致腎病的主要病因，長期血糖過高會破
壞腎臟的微細血管，減弱腎臟過濾血液的功能，令到蛋白
質滲進尿液內，初期，只有微量的蛋白質從尿液中排出，
稱為「微量蛋白尿」(microalbuminuria)，當腎病惡化，越

來越多蛋白質從尿液排出，形成「蛋白尿」(proteinuria)，
若得不到適當的治療，會惡化成為腎衰竭，需要洗腎、甚
至換腎。
糖尿病也可破壞神經線，減弱病人的感覺，縱使膀
胱脹滿，病人卻沒有感覺，脹滿的膀胱反向(retrograde)
增加對輸尿管和腎臟的壓力，因而損壞腎臟，此外，尿液長
時間儲藏在膀胱內會增加患上尿道炎和膀胱炎的風險。

糖尿病患者應對賢病的方法
大部份患有早期腎病的人都是沒有病癥的，所以，
糖尿病人應定時檢查，儘早察覺是不是患上腎病，最簡
單而有效的方法是檢查尿液有沒有微量蛋白質，一型糖

尿病患者應於被確診的五年後每一年都要接受尿液微量
蛋白質檢查，而二型糖尿病患者應於確診時及以後每一
年都要接受尿液微量蛋白質檢查，此外，醫生會於每

一年都為病人驗血，查看腎功能指數，包括血液內「肌

酐」(creatinine) 和 「腎小球濾過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簡稱GFR) 的水平。

腎病的形成和惡化都與高血糖、高血壓和抽煙有直
接的關係，預防及延緩腎病的最好方法包括﹕
1. 不抽煙或戒煙﹔

2. 保持血糖在目標範圍內﹕
「糖化血紅素」 (Hgb A1C 量

度過去三至四個月平均血糖水平) 不高 於7.0% (0.07)

，應每三個月量度一次﹔
3. 保持血壓在目標範圍內﹕不高於130/80，應於每次覆
診時都要量度﹔

4. 按照醫生指示服藥﹕醫生可能會處方「血管緊張素轉

化酶抑制劑」(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簡稱ACEI)或「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簡稱 ARB) 的藥物，這兩類都屬降血壓

藥，亦有保護腎臟的作用，有 「一箭雙雕」的效果，所

以，為醫生樂意使用﹔不過，就算患者血壓並不高，但
若尿液含微量蛋白質，醫生也會處方這兩類藥物，用
作保護腎臟。
5. 保持膽固醇在目標範圍內，應每一年量度一次，視乎實
際情況，可能需要量度得較頻密﹕

(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簡稱LDL-C，俗稱「壞膽固醇」) ﹕少
於2.0度，和

(2) 「膽固醇總數與好膽固醇比例」(TC/HDL-C Ratio):
少於4.0度 (TC = Total cholesterol 膽固醇總數;

HDL-C =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稱『好膽固醇」)。

6. 健康的飲食﹕減少進食鹽份和蛋白質含量高的食物。
7. 避免服用會損害腎臟的藥物，包括成藥、草藥和不需
要醫生處方的西藥等。
8. 定時適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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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計劃將迫使餐館
張貼卡路里含量
譯者：陳慧珊

據多倫多星報報導，安省衛生部部長德布馬修斯(Deb Matthews)在
早前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安省計劃於這冬季立法要求大型連鎖餐廳在菜
單和菜單牌上張貼食物的卡路理含量和相關營養的資料。此舉可令家
長和兒童更容易作健康的選擇，從而解決兒童肥胖問題。
關於哪些營養資料和其他立法細節，政府將與食品行業和保健行
業磋商。馬修斯補充，政府也開始對兒童推銷不健康的食物和飲料這問
題進行咨詢。
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公共衛生研究顯示，菜單標籤有助消費者作
出更健康的選擇。心臟及中風基金會理事馬克荷蘭 (Mark Holland)讚成
馬修斯的公告，稱這將賦予忙碌的安省省民機會，在選擇眾多的食物時
能作出明智的選擇。荷蘭補充，肥胖症患率在過去30年上升3倍，這項立
法不單只可以大大改善省民的健康，從而可以節省大量花於治療有關疾
病的醫療費用。
備註: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指出，約80%至9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
有超重或肥胖的問題，因此，健康的飲食習慣和小心控制體重是可以有
助處理糖尿病。

溫馨提示
1. 胃與腦溝通需時
當真正吃飽以後，我們的胃通常需要大約20分鐘去

通知我們的腦。如要避免過飽, 在進食其間可以與親友

閒談或分段進食，這樣可以給足夠時間讓我們的胃與腦

溝通，當你感覺到飽肚的時候，就不要再進食。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Facebook》

2. 彩色健康
選擇疏果時，不單止要新鮮合時，更加要色彩繽
紛。一般來說，越鮮艷的疏果就越有營養，例如鮮紅色
的紅椒和深綠色的椰菜花。你的至愛疏果是什麽呢﹖
不防來信或電郵我們，與其他會友分享。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Facebook》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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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豆火雞

玉子豆腐蒸蝦

聖誕節和元旦吃剩的火雞做什麼好呢﹖ 這個白

每年的一月和二月，我們都有很多節日慶祝，

豆火雞是個好建議！

與親友聚餐必定是少不了。慶祝聚餐不一定要
大魚大肉，清淡的菜式也很適合，不防考慮做

材料 (12人份量 - 每人1杯)：

一個玉子豆腐蒸蝦來款待親友。

2湯匙菜籽油

25毫升

2 ⁄ 3杯切碎的洋蔥

650毫升

2

4瓣大蒜 (剁碎)
1

⁄3 杯去籽切碎的辣椒花椒

75毫升

6杯無脂，少鈉的雞湯

1.5公升

3罐（每個 15盎司）大北豆 (great north beans)
(排水和沖洗)
2杯切丁，熟火雞胸肉

500毫升

1 1⁄ 2 杯冷凍甜玉米粒

375毫升

2茶匙孜然 (ground cumin)

中蝦

20隻

蔥，切碎

2茶匙 (約2條)

玉子豆腐

340克(約1條)，切件 (20塊)

芫茜

隨意

醃料:
白胡椒粉

½茶匙

生粉

1湯匙

10毫升

麻油

2茶匙

1茶匙安喬辣椒 (ancho chile pepper)

5毫升

1 1⁄2 茶匙新鮮檸檬汁

生抽

1茶匙

7毫升

2茶匙剁碎的新鮮香菜(cilantro)

10毫升

做法：
1. 在一個大的荷蘭烤箱，熱菜籽油(中高熱)。加
入洋蔥和大蒜，炒5分鐘。加入辣椒和辣椒炒，
直到洋蔥變軟。
2. 加雞湯，豆類，火雞和玉米。煮滾。
3. 減熱度中等偏低。加入孜然和安喬辣椒。小火
煮35分鐘。
4. 拌入檸檬汁煨5分鐘。
5. 食用前立即拌入香菜。即成。

卡路里

245 鈉

總脂肪

3克 碳水化合物

飽和脂肪
膽固醇

250毫克
29克

0.3克 纖維

9克

43亳克 蛋白質

26克

換算份量：
碳水化合物 1½
肉類及替代品 3

做法：
1. 蝦洗淨，抺乾，除殼，取出蝦腸。
2. 將蝦用醃料醃15分鐘，加入蔥碎。
3. 玉子豆腐放於蒸碟內，將蝦放在玉子豆腐上，
倒入剩餘的醃料，蒸8 至10分鐘或至蝦肉熟
透，用芫茜伴碟。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120 鈉

總脂肪

7克 碳水化合物

飽和脂肪
膽固醇

營養分析 (1份)：

6

材料 (4人份量)：

membership@diabetes-chinese.ca

3克

1.5克 纖維

0克

190亳克 蛋白質

12克

換算份量：
碳水化合物 0
肉類及替代品 1.5
脂肪 0.5
《摘自「糖尿病飲食智慧」》

《摘 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網頁www.diabetes.ca》

210毫克

活

動

花

絮

所有會友及義工於慕斯科卡碼頭大合照，陣容鼎盛，氣氛非常熱鬧。

在去年的十月和十一月，我們都舉行了一些有益
身心的活動，戶外戶內兼有，與會友共聚聯誼之餘，更
邀請了保健專業人仕出席，與會友分享有關處理糖尿
病有關的知識。

Muskoka 秋季賞楓一日遊
我們會於去年十月舉辦週年戶外旅行，帶領110
名會友暢遊安省北部有「千湖之鄉」暱稱的百年度假
勝地- -慕斯科卡(Muskoka)湖區。是日天朗氣清，沿
途風景如畫，途經慕斯科卡區各大、小鎮，一路秋水
長天，在深秋楓紅時際，遨遊其中，可謂真正目不暇
給，色彩繽紛。本會亦安排兩名營養師隨團出發, 於
車上 進行有關 糖尿病 的問答 遊 戲 及 解 答相 關的問
題，大家於輕鬆的氣氛中溫故知新。行程亦於格雷
文赫斯特城(Gravenhurst)短留, 到訪對中國內戰時
極有貢獻的白裘恩醫生(Dr.N.Bethune)之故居; 及於
慕斯科卡碼頭歇息。中午於附近的雷斯布里奇小鎮
(Bracebridge) 內的中餐館享用午膳; 及後於該小鎮中
心散步。下午再往前多塞特(Dorset)展望台多賞楓景。
黃昏時分大家懷著歡樂的心情踏上歸家之途，結束一
天充實而愉快的旅程！

部分會友於白裘恩醫生故居前留念。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十 一 月 的「 醫 生 與
你」講座於萬錦市舉行，
出席會員有近百人，由鄭
心 依 整 骨 治 療 師及 註冊
中醫師主講「糖尿病與運
動」。講座中鄭醫師講解
健康觀念、運動與疾病的
關係。 健康的定義包括身
體(生理)、精神(心理)及

多倫多華人分會會長楊靜秋
(左)頒發嘉許狀予鄭醫師。

社會（社交）健康三方面。經常的自我健康檢視及管
理是預防疾病的重要一環，而運動就是預防疾病與促
進健康的良方。定期做運動可以降低患上慢性病的可
能、幫助維持骨骼、肌肉及關節的健康、幫助長者變
得更強健及減少因移動而跌倒的機會及提升心理上安
寧的感覺。但疾病患者進行運動時應注意該運動對本
身疾病的益處與副作用及本身的體力及精神。鄭醫師
更即場示範數項簡單而有效的伸展運動，並提醒大家
做運動必須循序漸進及持之以行。參加者對運動的認
識和重要性提高，各人獲益良多。

鄭醫師的講解生動有趣，她一呼百應，在場的會友都
自發地跟隨鄭醫師一起練習伸展運動。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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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華人分會義工
跟據加拿大糖尿病協會資料
指出，加拿大有超過2百萬人患有
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病徵，所以
協會是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
色，去教育公眾有關糖尿病的知
識。而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得以成功
運作，有賴一群熱心的義工協助。
所以，每年加拿大糖尿病協會都會

大 家 好 ！ 我 是 張 婉 華 ， 我 是 2009年 加
入多倫多華人分會義工團。我的工作包
括招募會員、行政秘書和財務管理。
我很幸運結識了一班非常熱心和專業
義工團隊，我學了很多寶貴的知識。
在2013年，我獲得加拿大糖尿病協會頒
發了「全年傑出區域義工」獎(Regional
Volunteers of the Year) ，我真的感覺到我
在華人社區作出了貢獻，我會努力讓多
些華人注重健康和糖尿病知識。

大家好!我是多倫多華人分會的義工
陳慧珊，自2010年開始加入義工團隊，
參與工作有會員會訊編輯團隊及社區
活動推廣。
當我在多倫多一家醫院工作，遇到了很
多的糖尿病患者，他們沒有很多自己的
文化和語言資源。因此，我決定在自己
的社區成為義工，我選擇了加拿大糖尿
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這些志願者都
非常專注和專業，會員們的熱情和參與
讓我獲得很多啟發與鼓舞。

舉行周年頒獎典禮，去表揚表現
傑出的義工。在2013年，華人分會
糖尿病協會的表揚，這三位熱心的
華人義工分別是陳慧珊、張婉華和
朱鄭肇儀。
華人分會不斷擴展，服務社
區，正需要熱心人仕參 與義務工
作。如想感受當義工的喜悅和滿足
感，請與我們聯絡。只要年滿16歲
或以上，無需經驗，都可以加入我
們的義工團隊。請到本會招募網
頁http://www.diabetes-chinese.ca/
volunteer或致電416-410-1912登
記，我們會盡快與您聯絡。

大 家 好！我 是 多 倫 多 華 人 分 會 的 義 工 朱
太，自2009年開始加入義工團隊，主要工
作是推廣活動、招募會員、薵劃會訊刊物
和招募義工。
當初我對糖尿病的認識甚少，有賴會長、
委員會及一群資深義工的帶領。他們認真
的工作態度，熱心的努力，使我的工作因
此順利完成。眼見會員參加節目後開心的
情景，實在體會做義工的樂趣。
在2013年，更獲得加拿大糖尿病協會頒
發了「全年傑出區域義工」獎(Regional
Volunteers of the Year)以作鼓勵， 我覺得
這獎應屬於所有的義工及所有會員，我充
心的多謝您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

CDA 多倫多華人分會職委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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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委
名
單

主席

楊靜秋

秘書/財政

張婉華

委員

黃錫輝，梁玉敏，黎國威，陳廣源，
張陳麗晶，朱鄭肇儀，張婉華

項
目
／
小
組
幹
事

會員招募

黃錫輝，朱鄭肇儀，張婉華，顧利平，陳美因

會員會訊

區嘉琳，鄧慕賢，張穗玲，陳慧珊，李少芳

活動策劃

梁玉敏，唐梓燕，盧談嬡賢

網頁設計

林鑒泉，錢子樺

贊助商招募 陳廣源
教育小組

張陳麗晶

義工統籌

朱鄭肇儀

顧問醫生

郭詠觀 – 家庭醫生
鄭玉欣 – 內分泌專科醫生
汪正道 – 家庭醫生
吳新權 – 內分泌專科醫生

membership@diabetes-chinese.ca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華人分會會長楊靜
秋(左四)與大多市及安省西區區域董事
Kerry Bruder ((右一)，及其他華人分會義工
合照，包括鄧慕賢(左一)、張婉華(左二)、
合照，包括鄧慕賢
朱鄭肇儀(左三)、梁玉敏(右三)及陳慧
珊(右二)。

聯絡我們
多倫多華人分會
電話：416-410-1912
聯絡電郵：mail@diabetes-chinese.ca
編輯部電郵: newsletter@diabetes-chinese.ca
網址：http://www.diabetes-chinese.ca
《會員會訊》由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
作資料整理及編輯，一年出版四次，免費寄贈或電
郵予各會員。2014年度會費全免。
如慷慨樂助，支票請抬頭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Toronto Chinese Chapter.
免責聲明：本通訊內資料僅供參考之用，只代表原作者或媒體的觀
點，不能取代醫生的診斷及治療。本通訊已盡可能做到信息來源可
靠，但不對此作任何擔保。對於引用本通訊文章的部份或全部內容
所導致的損失，概不負責。文章內提及的產品或療程並未經加拿大
糖尿病協會及其分會推介，建議使用前先向合資格醫務人員查詢。
版權聲明：本通訊轉載文章版權屬原作者或媒體所有，編輯部已盡
可能註明來源及作者以示對著作版權的尊重。因本通訊屬非牟利性
質，無能力提供稿酬，希望能得到有關作者或媒體的諒解。若不同
意摘錄，請以電郵通知。

Design: Alan Siu

更有三位義工朋友，接受了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