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會訊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
2013年 • 3月刊

目錄
專題
P2-3

善用互聯網計劃健康飲食

糖尿新知
維他命D與糖尿病
P4
糖尿小貼士
如何以低脂淡奶改良食譜
P5
老糖信箱
P5-6 退休之道
滋味館
P7 薑蔥蒸三文魚

會務專欄
P8 • CDA多倫多分會職委名單
• 活動預告

To r o n t o C h i n e s e C h a p t e r

專
題

善用互聯網計劃健康飲食
作者：Julian Aitken 譯者：陳慧珊

在互聯網的時代，健康膳食計劃將能輕而易舉
地做到。
對於要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人，計劃三餐和捕捉最好
、最可靠的營養建議可以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對於患有
糖尿病的人，特別是對那些剛被診斷患有糖尿病，並迅
速需要資訊的人，它可以成為一個巨大的挑戰。
好消息是，在互聯網上豐富的資訊和幫助下，你不必是
一個電腦技術高手就可以找到可靠的營養建議。

eatrightontario.ca
此網站由加拿大營養師協會提供。你可以免費下載
一個根據加拿大食品指南而設計、為期一周的膳食
計劃，並依照你的性別、年齡和健康狀況等個人目
標作出調整。膳食計劃的類型包括健康體重、健康
的你、吃素食的方式、一或兩人輕鬆烹飪，以及預
防和管理糖尿病的膳食計劃。

以下匯集了一些互聯網在線工具和服務。它們會幫助你
計劃健康的飲食，教你更多關於健康生活與糖尿病的信
息，一切都是一個點擊即可。

菜單規劃列明一整個星期的早午晚餐、飲料和小吃
建議。你除了可以下載並打印你的菜單，還可以從
選項列表替換你喜歡的菜式。下載的內容包括可張
貼於冰箱的每週菜單、健康的飲食技巧、一張購物
清單，和那個星期所需要的全部食譜。

diabetes.ca

kraftcanada.com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的網站是你網上旅程一個自然的起
點。點擊「糖尿病與您」(“Diabetes and You”) 內的
「營養標籤」 (“Nutrition＂）選項，你會發現各式各樣
關於糖尿病患者如何健康生活的建議。這部分由討論基
本的營養指引作為開始，指導你如何控制膳食分配和計
劃，甚至給你一些有用的點子，教你如何於外出用餐時
作出明智的選擇等等。

加拿大卡夫網站上的糖尿病中心網頁（點擊「健康
生活」選項，然後用電腦鼠標滾到「糖尿病中心」
），提供包括糖尿病早午晚餐及飲料食譜，以及一
些廣泛的主題，例如：如何保持血糖的水平、夏季
和節日飲食的提示等等。

該協會更列舉「美味和健康餐點的十大提示」(“Top 10
Tips for Tasty and Healthy Meals”)。例如，建議你如
何裝備你的廚房為低脂肪餐飲作準備，如購置鋒利的刀
具來切除肉類脂肪，和購買不粘平底鍋和蒸籠，用來烹
調蔬菜 。

hc-sc.gc.ca/fn-an/food-guide-aliment/usingutiliser/plan-eng.php
也許加拿大衛生部的網站不是最輕易瀏覽的網站，但是
這個網頁提供很多有用和基本的健康飲食計劃建議。網
站上的快速鏈接，會引導你如何根據「加拿大食品指
南」制定每週膳食計劃，並提供購物提示，建議你如何
閱讀食物標籤，聰明地吃零食，和給你一些快捷和營養
豐富的餐點主意。雖然該些意見不是專為糖尿病患者而
設，但這網站卻是一個營養知識的好指南。

營養知識介紹的部分，包含了如何計算碳水化合
物、血糖指數和聰明吃零食等不同的主題。您還可
以登記加入卡夫「糖尿病患者的生活」的免費計
劃，定期收到更新的通訊和食譜。

mealplanningmadeeasy.ca
「輕鬆的膳食計劃」是一個由兒童關懷協會和安大
略省蛋農民協會合作編制的指南，供免費下載。該
指南雖然是為兒童專門設計的，但它包含了很多我
們都可以受用的健康飲食建議，並提供了一份清
單，詳細列出每天所需的食物（如新鮮水果和蔬
菜）和應該較少食用的食物（如奶昔和冰凍酸奶）
。指南亦提供適合不同季節的每週菜單樣本，提示
如何規劃自己的菜單、買菜和健康食譜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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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ingwell.com

soscuisine.com

雜誌「吃得好」(“Eating
Well＂）的網站提供
了一個全面的糖尿病飲食網頁（點擊「飲食與健
康」選項，再選擇「糖尿病」）。在這裡，你可
以找到一個易於使用的糖尿病膳食計劃。該計劃
為期28天，可依照三種不同的熱量水平（1200
卡路里、1500卡路里和1800卡路里）作出不同
的制定。只需點擊鏈接，你會被定向到你喜歡的
食譜。

每週從$1.99 起
SOS Cuisine 是以魁北克省為總部的網站。當你在這付費
膳食計劃服務的網站登記成為用戶，你將每週透過電郵收
到一個專為二型糖尿病患者不斷更新的膳食計劃。你可以
從三個不同的膳食計劃中作出選擇。每個膳食計劃都涵蓋
了每天1500至2100卡路里的攝取熱量，並符合加拿大
糖尿病協會、加拿大衛生部和魁北克糖尿病協會的營養準
則。

該網站還包括為一型或二型糖尿病患者飲食計劃
而設的指引、糖尿病的常見問題（FAQ）、糖尿
病患者的生活提示（tips）和一些有益的建議，如
辦公桌零食和打破喜歡吃甜食習慣的方法等等。

SOS Cuisine 的每週通訊，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到你的郵
箱，通知你膳食計劃已準備好，並可以到該公司的網站下
載。你可下載菜單所需要的食譜、一個購物清單列表和一
項行動計劃。而食譜和購物清單列表，會因應你選擇的人
數和份量作出相對調整。這些都可為你節省在廚房裡的時
間。

eaTracker.ca
eaTracker
是另一種互動式的網絡工具，可以
幫助用戶根據他們的飲食和活動的選擇來分析
食譜，計劃膳食和建立健康飲食和體力活動的目
標。用戶還可以發布圖片和引用名句，以保持他
們的積極性，甚至可以報名登記跟隨註冊營養
師，進行輔導以實踐其健康飲食和體重的目標。

canolainfo.org
多年來，消費者都被建議要限制飲食中的脂肪含
量，以減少肥胖、二型糖尿病和心臟疾病的風
險。最近，科學家們已經意識到，選擇合適類型
的脂肪也很重要。芥花籽油（canola oil）含低飽
和脂肪，被視為健康飲食一個不錯的選擇。
在這網站，你會發現其他有關營養的資訊和提
示，以及糖尿病食譜。這些糖尿病食譜亦可於加
拿大糖尿病協會提供免費下載的2012年健康生
活日曆（www.diabetes.ca/calendar）內找到。
除了以上免費提供糖尿病資訊的網站，下面亦有
一些提供付費膳食計劃服務的網站以供參考：

SOS Cuisine 還有一個特別服務。當你訂閱時，你可登記
你居住的省份和你喜歡在哪個超級市場購物。當SOS發送
你每星期的膳食計劃，食譜不僅是基於你居住省份的時令
來設計，更會根據您選擇的超級市場所提供的優惠作出配
合。

mealeasy.com
每月$7.95美元
這個美國網站可以讓你選擇兩個不同的膳食計劃，範圍包
括糖尿病、素食主義者、無麩質、心臟健康和均衡飲食。
如果你想適應不同家庭成員的健康需求，這是非常方便。
一經註冊，你只需要進入網站，依照網站的建議來計劃來
週每一天的午餐和晚餐。成功註冊後，你亦可下載一個
有關計劃早餐主意的電子圖書。購物清單會依照超市內不
同的部門編排，而你亦可以將購物清單發送到你的智能手
機。
這個網站可讓你指定不同國家美食的食譜（如希臘、印
度、泰國和法國等），也可調整你要避免的食品及食品類
型（如貝類、乳製品、辛辣的食物等）和每餐的熱量範
圍。食譜份量可根據客戶的人數調整，甚至幫助你在特別
場合烹飪時建議餐酒的配對。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Diabetes Dialogue 2012 年春季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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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D與糖尿病
作者：Rosie Schwartz 譯者：張穗玲
缺乏“日晒維生素”可能與糖尿病風險有關
很多年以來，維生素僅僅被認為是用來與鈣一起構
造和維持強壯骨骼的營養素。它的主要功能是幫助
鈣吸收。但最新科學發現顯示這種維生素的複雜
性。維生素D是現今一個很熱門的研究因為很多研
究評估它在各種疾病中所擔當的角色，包括糖尿
病、心臟病、癌症、自主免疫性疾病（例如多發性
硬化症和風濕性關節炎）和過敏。
在這大部分時間都是白色的北部，加拿大人維生素
D的狀況日益令人關注。被稱為日晒維生素的維生
素D是由於裸露的皮膚經紫外線照射而產生的。大
約９０％－９５％我們所需的維生素D來自陽光。
但是從九月到六月，強烈的太陽照射在加拿大失去
了作用。加上安全的防晒措施和使用防晒霜，這兩
者都阻擋了我們獲取維生素D的能力並導致我們在
被認為有著充足陽光的加拿大出現維生素D缺乏。
某些人群，例如皮膚偏黑的人和老年人是維生素缺
乏D的高危人群，因為他們的皮膚即使暴露在陽光
下也不能產生維生素D。超重和肥胖的人儲存了大
部分的維生素D在他們的脂肪組織裡（脂溶性維生
素）而導致缺乏足夠的營養素來對抗疾病。

與糖尿病的關係
研究人員已經開始了糖尿病與維生素D缺乏的關係
研究。這兩種情況都存在同樣的風險因素，包括肥
胖與老年化。同樣地，維生素D和血糖都有隨季節
波動的趨勢：在冬天維生素D水平偏低時，血糖水
平通常偏高。
臨床內分泌與代謝雜誌發表了一個來自得克薩斯州
大學達拉斯西南醫療中心的研究。該研究發現低維
生素D在肥胖的兒童中非常普遍，並且與二型糖尿
病的風險因素有關。一個在波士頓塔夫茨新英格蘭
醫療中心的三年研究報告表明維生素D水平高的人
發展成糖尿病的可能性比較小。研究人員推測維生
素D在提高胰島素的敏感性和分泌中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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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理論已經被多倫多西乃山醫院屬下西乃山糖尿
病中心的拉維．雷拉凱倫醫生及他的同事研究所証
實。在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所資助的一個研究項目
中，雷拉凱倫醫生正在研究維生素D的角色是否決定
孕婦患妊娠糖尿病以及是否會在產後幾年發展成為
二型糖尿病。假如維生素D不足與妊娠糖尿病以及年
輕婦女患二型糖尿病有關，那麼便有可能通過提高
維生素D的水平來預防上述情況發生。
雷拉凱倫醫生指出在動物實驗裡維生素D缺乏的小兔
子在給予維生素D，他們胰島素分泌減弱的情況可以
被逆轉。但是，他警告說，「這類研究還不是最終
的結果。我們還不能決定是否維生素D的水平低會導
致２型糖尿病。我們還需要通過維生素D與對照組臨
床試驗來証實。」
在我們還等待定論時，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建議年齡
超過５０歲，尤其是那些不能通過有效的日晒來產
生維生素D的人，每天需要服用４００國際單位的維
生素D補充劑。

D－美味可口但難以找到
如果你認為你是一個健康飲食者並因此能夠進食大
量的維生素D，你應該再想一想。要從食物中獲取足
夠的維生素D是非常困難的。強化牛奶、帶脂肪的魚
類例如三文魚和鯖魚，以及雞蛋黃是維生素D的來
源。試想１個３盎士份量的三文魚僅提供低於５０
０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一杯強化牛奶僅提供１００
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
然而一個茶匙的鱈魚肝油卻提供一天所需維生素D的
份量，要知道魚肝油維生素A的含量很高， 大劑量
攝取會導致骨質疏鬆。過量的維生素A對孕婦是一種
顧慮因為與出生缺陷有關。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Diabetes Dialogue 2012
年秋季期刊》

如何以低脂淡奶改良食譜
要吃得健康，有時難免要將心愛的食譜加以改良。改良食譜的時候，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是減少飲
食中脂肪及油的份量（以及改善它們的質素）。這意味着當你希望把食譜改良為對心臟有益的話，
美味的材料如奶油、黃油、煙肉、起司（奶酪）及巧克力（這些食材於現今廚師的食譜中都被大量
運用）就需要留在貨架上而不是你的購物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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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不代表你要犧牲食物的美味。減少奶油用量不等於你會錯過奶油醬或奶油製的甜點。為甚麼？
因為不論鹹甜的食譜，低脂淡奶是一種很好的奶油及全脂牛奶代替品。故此它有時候被稱為「煮食
用奶」。而它也可以用於湯、醬汁及蛋奶凍中。
低脂淡奶是透過加熱牛奶以蒸發約 60% 的水份來製成的。過程中不會破壞牛奶的營養價值－它仍
然含有豐富的鈣質（每份約含每天建議攝取量的 30%）。
讓我們看一看利用淡奶類產品將可以減少多少飽和脂肪：
• 低脂淡奶的脂肪比奶油少 95%。為健康着想的話，它將比奶油更適用於意大利麵的醬汁，以及
於高奶油用量的食譜如乳酪蛋糕食譜中。
• 椰子味低脂淡奶的飽和脂肪含量平均比普通的椰奶（這包括市面有售的所有椰奶，包括低脂椰
奶）少 92%。而它可以於喇唦及東南亞咖哩食譜中被用來代替椰奶。
於煮食中運用淡奶的秘訣：
• 避免把淡奶煮沸，因為它會凝結，故此最好於最後的步驟才加入淡奶並煮至剛熱透就好
• 如要把淡奶攪打至稠的話，可以事前把淡奶置於冰箱中一晚
• 如果你的食譜用不完一整罐淡奶的話也不打緊。開啟後它可以於冰箱保存 2 – 3 天。
《資料來源: GI 電子報中文版》

退休之道
(北約克陳先生來信)
問: 本人退休六個多月， 體重已增加五磅， 亦開始有糖尿病初期的徵狀。你可否提供我一些關於健
康退休的資料?
答: 這是一條極好的問題，退休是人生必經的路程，但是大多數人未必知道怎樣行這段路，我相信
有很多會員都要面對同你一樣的挑戰。市面上雖然有很多關於「健康生活」 (healthy living) 的著
作，但專為退休人仕寫的則較少，主要原因是各人生活方式差異甚大，達至共通的定律並不簡單，
所以特別編寫以下的「退休之道」，供大家參考，希望各會員可以退休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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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職變為退休是一項重大轉變，由一星期五天朝九
晚五上班的一族轉為休業的一族，突然其來的空餘時
間是很難可以立即適應。退休的好處有很多，但其短
處亦不少，若要達到健康退休生活，首先要認識其
短處 (如下)，才可找尋到解決的方法，「退休之道」的核心
是繼續「保持活躍」（stay active）及「保持忙碌」（keep
busy）。
1.
太多空閒時間
2.
生活規律消失
3.
壓力降低
4.
動腦思考量減少
5.
睡眠及起床不定時
6.
飲食不定時
7.
食雜糧增加
8.
社交活動減少
9.
運動量減少

4.

「退休之道」的秘訣是要把短處化解為有利自己的長處，方
法有很多，以下提議可供大家參考：

6.

1.

太多空閒時間

「退休」有另一個定義是「每天都是週末」，因為無需返
工，所以一星期七天都是假期。習慣上班的人要消耗每天廿
四小時空閒時間真是一件不易的事，最易犯的錯誤是把整天
的時間浪費在電視或電腦上，閉關自守及浪費時間，消閒的
方法是多做一些以下有意義的活動：
- 義工
- 社區中心或耆老中心舉辨的活動及興趣班
- 培養一門自己有興趣的工藝
- 每天晨運
- 整理園林

2.

生活規律消失

因為不用上班，所以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都何以，形成生活
缺乏規律，對健康無益。要退休生活有規律，最好的方法是
設計一個像學生時代的工作時間表（time table），把決定要
做的活動 (1 如上) ，平均分配於五個週日內，模仿任職時朝
九晚五的形式，而週末及週日則是保留同家人溝通專用。

3.

壓力降低

受薪時的壓力，一到退休就完全消失，像膽固醇一樣，壓力
亦分為好與壞兩種，過量壓力是「苦楚」（distress)，對健
康不良， 所以消失是一件好事。適量壓力是「良性壓力」
（eustress），對健康有益，可以激發及鼓勵自己，所以退
休後亦不能缺少，才可增加活力，使生活更有意義。每個人
都可以建立良性壓力，例如：“每天早上一定要晨運半小
時” 已是一種良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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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腦思考量減少

退休後用腦的機會一定比退休前少，如在這方
面不下苦功的話，很快便加速腦退化，所以退
休人仕一定要保持活躍，做義工，參加社區活
動及興趣班，閱讀，Sudoku，猜謎遊戲 （puzzle），玩橋牌或麻雀牌都是有助動腦思考的活
動。

5.

睡眠及起床不定時

這個現象是因為生活規律失調而引起，要保持
身體健康，一定要定時起床及睡眠，起床的時
間最好是日出，因為這是做晨運的最佳時間，
睡眠的時間則可以晚一點，約十至十一點都可
以，因為年長人仕需要休息的鐘數是比青年人
少，最重要的是熟睡及有固定的睡眠及起床時
間習慣。

飲食不定時

這個現象亦是因為生活規律失調而引起，退休
後生活太寫意，導致隨時隨地都可以進餐，引
致腸胃不適及健康不良。改進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固定一日四餐(早、午、晚、宵夜) 的時間便
可。

7.

食雜糧增加

退休寫意及無聊的生活會導致多食雜糧，而多
吃雜糧對健康是有害無益，少吃為佳，改進的
方法很簡單，多參加活動及少購買雜糧便可。

8.

社交活動減少

退休最易犯的錯誤是孤立自己，減少或終止與
外界的接觸，如不改變的話很快便演變成「退
化」。每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定要保持適
當的外界接觸（socialize），退休人仕因為失去
了日間工作的人際關係，更加要在這方面多做
點工夫，例如多做上文講及的活動（如義工，
社區中心活動及興趣班），保持和朋友、舊同
事及同學聯絡或聚會。

9.

運動量減少

退休是很容易令到一個人懶惰因而忽略做運
動，只要記著以下幾點:- 運動「能醫百病」
- 每星期要做夠一百五十分鐘

薑蔥蒸三文魚 (3份)
材料：
三文魚柳
鹽
薑茸
蔥，切絲
蒜蓉
生抽
食油

250 克 (9 安士)
少許
1 茶匙
1條
1 茶匙
1½ 茶匙
1 湯匙

做法：
1.
2.
3.
4.

三文魚柳去鱗。用紙抹乾，抹上鹽。
放三文魚於深碟內，灑上薑茸、蔥和蒜蓉。
三文魚隔水蒸7 分鐘或至熟透。
在三文魚上淋上生抽及熟油即可。

營養分析 (1 份)
卡路里
總脂肪
碳水化合物
飽和脂肪
纖維
鈉 (鹽)
蛋白質
膽固醇

170 卡路里
10 克
1克
1克
0克
240 毫克
17 克
45 毫克

換算份量
碳水化合物
肉類及代替品
脂肪

0
2
1

《轉載自多倫多南河谷社區健康中心編撰之刊物
「糖尿病之飲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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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 多倫多分會職委名單
職委名單
主席
副主席
秘書
財政
委員

楊靜秋
(空缺待補)
張婉華
張婉華
張陳麗晶，梁玉敏，黃錫輝，黎秀妍，陳廣源，朱鄭肇儀，
張婉華

項目／小組幹事
會員招募
會員會訊
活動策劃
網頁設計
贊助商招募
教育小組
義工統籌
顧問醫生

黃錫輝，朱鄭肇儀，張婉華，顧利平
區嘉琳，黎秀妍，張穗玲，陳慧珊，陳迪迦
梁玉敏，唐梓燕，盧談嬡賢
林鑒泉，錢子樺
陳廣源
張陳麗晶
朱鄭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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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我們
多倫多華人分會

電話：416-410-1912
電郵：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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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出版三次，免費寄贈或電郵
予各會員。2013年度會費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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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部電郵： newsletter@diabetes-chinese.ca
如慷慨樂助，支票請抬頭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Toronto Chinese Chapter.

活動預告
多項活動快將舉行。詳情請參閱附上之宣傳單張。如有任何查詢， 請致電華人專線 416-41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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