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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驗出患有糖尿病時，霎時間雖然是很難接受，但能夠立刻面
對及處理是維持長期健康的重要關鍵。但是對於很多人，得知自己患有
某種病時，恐懼感卻令他們加以否認。
安娜從沒有想到它的來臨。縱使她以前曾患過兩次妊娠糖尿病，
但這個只有37歲、身形纖瘦而且活躍好動的多倫多女子，當被驗出患有
2型糖尿病時，她震驚得不能相信自己會有這個病。她憶述說：「在回家
的車上，我就不斷地哭，一直哭至晚飯後。我不知道如何去適應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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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想到以後每天我將會和注射針筒為伍，那簡直就是被判終身監
禁。」
和很多與她情况相同的人一樣，她感到非常沮喪，懼怕現時美好
的生活將離她而去。她憤怒為何這件事竟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整整半
年時間，她在悲傷中渡過。後來她覺得哭訴已經沒有用了，便開始為未
來作安排，努力面對及接受有這種病的事實。但對於其他人，他們會加
以否認，那份恐懼感令他們偽裝成自己不曾患上此病。這種駝鳥態度，
可以做成嚴重傷害。又有些人會自我安慰説：「這是小病而已」。這種對
病情加以忽略的態度，亦㑹帶來惡性後果。專家警告說，如果不及時治
療，那就「大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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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怕它,
勇敢面對糖尿病!

多年來專家們 都 相 信生活

此外，身體過重及久坐不動的生活不單令血糖

方式的確可以改變前期糖尿病

升高及胰島素分泌減少外，這種生活模式亦會減低對

( p r e d i a b e t e s ) 的 病 變 程 序，尤 其

糖尿病藥物的吸收。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好的生活方

是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雖有偏

式，服葯也沒有好的成效。

高先兆，但卻未達到令人加以警覺的

Dr. Yakubovich 亦贊同以上的說法。他指出，最

水平。現任安省咸美頓市麥馬士達大

新硏究提議用短期加重胰島素注射或加強口服葯物，

學 (McMaster University) 內分泌科的

可能對初期2型糖尿病患者有治療成效，但亦要配合

Dr. Natalia Yakubovich 指出，日常飲食

健康的生活方式。儘管有不少數據証明健康生活的重

和經常做運動，會延緩前期糖尿病進

要性，但 Dr. Yakubovich 估計只有不到一成的2型糖尿

展至2型糖尿病。當中約有百份之三十

病患者會立即改變生活方式。前線的醫務人員也感到

的案例，就是由前期糖尿病逆轉至接

疑惑，為什麼患病者不肯立刻改變生活模式。

近正常血糖水平（請參照附註：飲食

否認，確是當人們覺得無法處理生活中的挑戰

均衡、積極生活）。硏究指出，持之以

而作出的一種應對方法，一種不想面對而想逃避的

恒的運動及正常飲食習慣，對已經患

處理手法。對於2型糖尿病患者，因為恐懼有可怕的

有2型糖尿病患者亦一樣有幫助。任

後果，所以他們加以否認糖尿病的存在。

職於溫尼伯大學內分泌及新陳代謝科

在幫助病患者去區別和克服否認態度這件事

醫生Dr. Richard Rowe 亦強調一個健康

上，醫生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Dr. Rowe 認為

的生活模式，仍然是處理糖尿病的不

2型糖尿病患者，因為覺得身體上沒有特別的不適，

二之選。

而沒有加以重視，並認為自己只是患上「輕微的糖尿

事實上，從所有硏究得出的來數據亦顯示出，

病」，輕視醫生的勸告。更有些人則認為糖尿病只是

控制體重及適當運動對2型糖尿病人的確有正面及令

正常老化的過程，所以不加理會。其實這個想法是大

人驚喜的效果。Dr. Yakubovich 指出，那些超重的2型

錯特錯。

糖尿病患者，在接受短期醫療測試，經過生活方式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強的自我防禦機制，並相

改變和食物控制，結果發現他們的血糖及膽固醇水

信不好的事不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有時候要等到身

平均有下降，而且身體上的脂肪分佈更令人滿意。Dr.

邊的朋友發生了心臟病或中風等事情，我們才肯承認

Rowe 亦同時指出， 在處理2型糖尿病時， 脂肪的分

不幸的事亦會降臨在自己身上。」Dr. Rowe 說道。也正

佈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腹部的脂肪和胰島素的抗

如英國歷史學家 C. Northcote Parkinson 曾經說過：「

性有著密切關係。這是一道簡單的方程式，體重增加

延緩是一種致命的否認方式。」所以，2型糖尿病患者

等同增加腹部脂肪，而這些脂肪㑹令胰臟減少胰島素

如能迅速採取行動，就可以減輕甚至阻止病情惡化。

的分泌。

糖尿病患者一般會面對很多心理障礙，除了不
肯面對自己的病情之外，就是坊間上不同的錯誤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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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均衡

積極生活

在發明處方藥物前，醫生就已建議
息。無孔不入的網上資訊把2型糖尿病描繪成可怕的危
險疾病；這些誤導性資訊根本與事實不符，令那些剛被
診斷有2型糖尿病的患者為之膽怯，就好像安娜當初得
知患病時過份憂慮一樣。所以能戰勝恐懼，就是患者的
首要挑戰。
接 著 下來，初 患者必須 抗 衡 一 連 串的 信息：血
糖水平、病情進展、飲食要求、體能活動目標及糖尿
病 所引起的併 發症等 等。現在我們 都 被 排山倒 海的
訊息所包圍，但患者所需要的，正是那些真正能夠幫
助 他們 的資訊。正如安娜所說：「你得到所有資料，
但你不知道如何使用。這是一個訉息超載的年代。」
Dr. Yakubovich 也同意她的觀點；他指出：「病人其實知
道什麼是應該做的，但卻不知道如何能達到要求。每個

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直到十幾年前，我
們才有確實的數據，証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的確能夠改善2型糖尿病的風險。
兩個權威性的硏究報告（芬蘭糖尿
病預防硏究和糖尿病預防計劃）指出，
初期糖尿病患者如能將體重減低百分之
五左右，那麼他們患上2型糖尿病的風險
就會減少超過一半；而那些使用口服糖
尿病葯物的初期病患者，他們會患上糖
尿病的風險降低率只有三分之一。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Diabetes Dialogue 2013年冬季期刊》

人的慣性生活都不容易改變，而且也沒有人指導病患者
應如何改變他們現時不正確的生活模式。」
在這裡，我們要大力推薦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它擁
有豐富的資源，當中包括該會的季刊＜與糖尿病對話＞，
和於該會網址 www.diabetes.ca 上所提供不同有關糖尿
病的教育資訊和工具 等等，都能幫助病人學習管理好自
己的糖尿病。安娜說如果她以前知道有這個協會，一定
會向它尋求協助，因為她相信協會所提供的資源會對她
有幫助。安娜也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學會調整自己的飲食
方式：一種滿足於新的現實而又擁有自己喜愛的生活。
她告訴我們：「如果我很想享受婚宴上的甜品，那我就減
少餐飲中米飯類和酒類等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安排出
一個適當而又均衡的飲食。最要緊的是我知道我需要什
麼、想要什麼，然後根據自己的要求作出相應的規劃。」
最後，安娜勉勵說道：「當初收到診斷報告時，我
真的被嚇呆了，心裡想著美好的生活將要完結了。但隨著
日子一日一日的過去，我學㑹如何均衡飲食及做適當的
運動。現在我不但有個平衡的生活，而且是一個有質素
的生活。」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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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養 生

壓力與糖尿病－自然療法可行嗎？
採訪：黎秀妍

甚麼是自然療法？

個別診斷及治療從整體體質著眼。
治療疾病並非只針對病徵 ，而結合病人整體身體狀況。
自然療法可單獨使用，或配合其他傳統治療模式混合使用，以達致
最佳效果。

由自然療法醫生執行；這類醫療人員有別於傳統家庭醫生，他們不
能開處方葯物。

自然療法醫學可信嗎？
自然療法醫生須先修讀學士課程，再唸四年自然療法醫學課程，
經考試合格後才獲認証。執業者經BDDT-N 組織規管。2013年起自然療
法醫生將正式納入醫療專業規管咨詢委員會 (HPRAC) 規管。

自然療法慣用之療程：

針灸、東方葯物
草本葯物 (Botanical medicine)
物理醫學 (Physical medicine)
臨床營養指導
提議保健品
生活方式輔導
甚麼是壓力？

壓力是一種身體、化學或情緒因素導致的緊張，使身體平穩狀態失
衡，嚴重者可引致其他疾病。

人體機能先天性會對抗壓力。
腎上腺及賀爾蒙會加以調節，其中包含三個階段：
(1) 警戒期：Fight (對抗)，Flight (走為上著)，Freeze (呆著不懂反應)
(2) 抵禦期：失眠、體重增加、焦燥、性慾下降、既倦且亢奮 (Tired
but wired)。
(3) 倦極放棄期：疲倦、抑鬱、抵抗力下降、運動後體力復原減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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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菜科類食物：指椰菜、西蘭花、椰菜花、小椰菜

管理壓力
如以上徵兆明顯，應約見醫生或考慮自然療法醫生。
壓力如未加控制，可加劇成焦慮症、抑鬱症、癡肥、
慣性失眠及其他心血管疾病。患者更容易疲倦、缺乏
動力、精神難以集中及記憶力減退。焦慮更會導致心
絞病或頭痛。

(brussel sprouts)、kale、collard greens 等。每天應

吃一杯（煮熟份量），最宜輕煮，不宜生吃（尤其有
甲狀腺毛病人士）。該科食物有極高維生素B（抵
抗壓力維生素）。

戒除咖啡，少吃精製澱粉類食品。
減壓呼吸：4-2-7
呼吸鬆弛法

自然療法對付壓力

保健品：維生素D3 及B12
草本：聖約翰草 (St. John’s Wort)、

尤適用於迅速減壓（例如交通擠塞或突發焦
慮情況）：

西番蓮 (Passion Flower)

4：深呼吸入空氣4 秒
2：閉氣2 秒
7：緩緩地以7 秒呼出
想像一件稱心的事情
重複以上程序最少3 次

生活方式：瑜珈、打坐冥想
食療：多吃含維生素C、B5、B6、鋅、
鉀的食物；少吃精製及加工食物，
有助腎上腺對抗壓力。

減壓食療：

少吃人造甜味添加劑(artificial sweetener)：代糖需

算得上安全，實為化學品用作刺激味蕾以感覺甜
味。代糖（同等份量）的甜味約為食糖600 倍。以
之代替食糖雖然不增加體重，但甜味感覺經長期
訓練，吃下一個蘋果便覺淡而無味，久而久之，會
更加嗜甜。所以逐步減甜方為上策。

多喝綠茶抹茶：日式抹茶粉含豐富氨基酸(Amino

Acid) 能將精神放鬆，有平穩情緒作用。因綠茶有

總結
一般來說，依賴傳統葯物治理壓力的成效只針對病
徵。根治的方法依然應以減壓著手。如有糖尿病，更
應避免因壓力而暴飲暴食，以控制病情。最後，礙於
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在服用任何草本葯物之前，應
先咨詢家庭醫生、藥劑師或相關醫護人仕的專業意
見，方可食用。

咖啡因，建議可用之取代咖啡，以一茶匙抹茶粉
放入一杯開水同飲。

多吃嘉種子(Chia seeds)：每天食用2 湯匙，有黑色
或白色兩種，功效一樣。可於Bulk Barn 買到。它含
豐富纖維、蛋白質、Omega

3、鈣質及鉀質，可用

於穩定血糖。因其吸收水份能力高，可令飽肚感
更持久，屬低升糖指數天然食品。食用方法：在西
湯、乳酪或早餐麥片中隨意放入一茶匙便可。

註： 本篇資料撮要自2012年11月糖尿病關注月
(Diabetes Awareness Month) 其中一個講座，
主講題目為“Stress & Diabetes: Management with
Naturopathic Medicine”(英語)；講者為：Dr. Angela Lee,
BSc, ND 及 Dr. Crystal Chanderbhan, BA, ND.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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焗紅糙米火腿三色椒

滋
味
館

紅米及糙米飯不但能提供身體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更可以增加膳食纖維。同時，比起白
米飯來說，紅米及糙米更能有效地控制血糖水平。至於三色椒方面，它們含豐富維他命C，
因此能有效地增強身體的抵抗力。

預備時間：
材料

1小時15分鐘

(可製作6人份量)：

三色椒

400克 (共3個)

紅米加糙米

3/4杯

水

2杯

火腿粒

100 克

蕃茜，切碎

3 湯匙

洋蔥，切細粒

1 湯匙

蒜茸

1 湯匙

白菌

100 克

低脂芝士

100 克

胡椒粉

少許

做法：
1.

先把紅米及糙米放入水中浸1小時，再去水備用。

2. 三色椒先洗淨去核，再一開為二，備用。
3. 預熱焗爐攝氏180 度。
4. 燒紅鍋，炒香洋蔥及蒜茸，加入紅米和糙米炒至全熟，大約十五分鐘。最後加入火腿粒
和白菌，將一半低脂芝士、蕃茜攪入，灑點胡椒粉調味，熄火。
5. 把第 4 步的材料釀入三色椒內，在椒面灑上適量的低脂芝士，放入焗爐 20分鐘即成，
上碟。

營養分析

(每食用份量計)

熱量

42.5 千焦耳

總脂肪

2.1 克

卡路里

178.7 千卡路里

飽和脂肪

0.5 克

蛋白質
纖維

11.5 克

膽固醇

2.5 克

《資料來源：GI 電子報－2009 年12月刊登之「本月低 GI 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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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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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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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本年四月的「醫生與你」講座於萬錦市舉行，出

七月份舉辦的講座於密西沙加市舉行，由吳憲

席會員有近百人，由譚耀榮腎科專科醫生主講「糖尿

威耳鼻喉、頭頸外科及睡眠專科醫生主講『睡眠健康

病導致的腎臟疾病」。講座中譚醫生解釋高血糖、高

與糖尿病』。出席會員越八十人。講座中吳醫生講解睡

血壓及高蛋白飲食均會導致腎功能減退，嚴重者甚

眠窒息症 患者在睡眠中出現暫停呼吸的現象, 如次數

至會導致腎衰竭。極嚴重的腎功能衰退則要靠洗腎

頻密會導致身體缺氧。常見症狀包括打鼻鼾，長期疲

或移植才能維持生命。譚醫生指出一旦診斷有微量

倦不堪，白天 (或起床不久後) 精神不振，夜間清醒次

蛋白尿，一定要接受腎科醫生的治療，並必須定期覆

數頻繁，頻尿及血壓或血糖無法有效控制。睡眠窒息

診以跟進病情。要預防糖尿病導致的腎病，便需要

症與糖尿病有著密切關係，長期睡眠窒息症病患會影

注意飲食以及控制血糖、血壓及血脂，並且戒煙及

響胰島素分泌 及減弱胰島素的阻抗度 (敏感度) 。據

多做運動。

調查三成睡眠窒息症患者亦患有二型糖尿病。而療程
選擇包括呼吸正壓器，手術，牙箍及體重管理。

▲ 多倫多華人分會會長楊靜秋頒發嘉許狀予譚醫生(上)
各會員靜心細聽譚醫生的講座(下)

▲ 吳醫生細心向各位會員解說(上及下)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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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義工！
為增加公眾對糖尿病的認識和了解，本會誠

活動預告

意招募熱心人仕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協助本會

多項活動快將舉行。詳情請參閱附上之宣傳單張。

的工作，包括文書、聯絡、策劃和支援推廣及教育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華人專線 416-410-1912，
我們會盡快回覆您。

活動。
有意者需年滿16歲或以上，無需經驗。適合
學生、在職人仕、家庭主婦或退人仕。閣下如有
興趣，請到本會的招募網頁http://www.diabeteschinese.ca/volunteer或致電416-410-1912 登記，我

CDA 多倫多華人分會職委名單
職委名單

們會盡快與您聯絡！

聯絡我們

主席

楊靜秋

多倫多華人分會

秘書

張婉華

電話：416-410-1912

財政

張婉華

電郵：mail@diabetes-chinese.ca

委員

黃錫輝，梁玉敏，黎秀妍，陳廣源，
張陳麗晶，朱鄭肇儀，張婉華

項目／小組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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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會訊

黃錫輝，朱鄭肇儀，張婉華，

原作者或媒體的觀點，不能取代醫生的診斷及治

顧利平，陳美因

療。本通訊已盡可能做到信息來源可靠，但不對

區嘉琳，黎秀妍，張穗玲，

此作任何擔保。對於引用本通訊文章的部份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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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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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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正道 – 家庭醫生

如慷慨樂助，支票請抬頭Canadian Diabetes

吳新權 – 內分泌專科醫生

Association Toronto Chinese Chapter.

membership@diabetes-chinese.ca

Design: Alan Siu

會員招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