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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是我們經常聽到的健康問題之一，它是一種隨著年齡
增長而出現的症狀，骨質下降，引致骨骼變得脆弱，很多人都在發生骨
折後才發現自己患上骨質疏鬆症。根據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的數字顯
示，全球平均每三秒就會有因為骨質疏鬆而引起的骨折病案，而年過
五十的人仕，每三個女性就有一個患上骨折，每五個男性就有一個。所
以，近年醫學界開始關注並研究糖尿病與骨質疏鬆兩者之間的關連。
今期的《會員會訊》，我們分會的顧問醫生郭詠觀醫生將會為大家講
解糖尿病和骨質疏鬆的關係。

很多人以為成年人才會患上糖尿病；縱然兒童或青少年糖尿病並
不普遍，但隨著近年來生活模式的轉變，年青人久坐少動，肥胖兒童
和青少年數量增加，令患上糖尿病的發病率也有上升的趨勢。有見及
此，我們今期也請來糖尿病教育工作者陳璟琼女仕為大家探討一下這
個議題。

此外，我們將於秋季舉辦多項活動及課程，讓一眾會友參加，希望
大家多多支持。各項活動得以順利籌辦，實有賴一班熱心義工的努力
和參與。如果您也想出一分力，協助我們的外展工作，推廣糖尿病的信
息，歡迎您加入華人分會的義工團隊，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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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
與

骨質疏鬆
作者：郭詠觀醫生(多倫多華人分會顧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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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不能分泌足夠胰島素，胰
島素除了能降低血糖外，也有保持骨骼強健的功
能。一型糖尿病多病發於正在骨骼迅速發育的兒
童和青少年，而這會導致偏低的「巔峰骨骼質量」
(peak bone mass)，令骨骼脆弱及容易骨折。一
型糖尿病患者通常都是體重偏低，這也是骨質疏
鬆其中一個高危的因素。此外，年長的一型糖尿病
患者也較普羅大眾更易跌倒、更易骨折，因為一型
糖尿病的併發症，包括視力障礙、神經系統毛病
及血糖過低等，都會增加跌倒
的風險。

二型糖尿病

至 於二 型 糖 尿病 與骨 質
疏鬆的關係就沒有這般直接。
很 多 時 候，縱 然 二 型 糖 尿 病
患者的骨質密度檢查 (bone 
mineral density test) 報告是正
常的，但他們骨折的風險卻比
普羅大眾高，多個因素可導致
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

��與一型糖尿病患者擁有相似
低骨量及容易跌倒的因素。

��二型糖尿病患者通常都是超重及較少定時做運
動，這都會影響骨骼的健康、人體平衡及活動的
能力，因而增加跌倒的風險。有研究顯示，超重
的人的骨架較弱，就算骨質密度檢查正常，但骨
折的風險卻較高。

��某些治療二型糖尿病藥物，例如噻唑烷二酮類 
(Thiazolidinediones，簡稱TZD) 等，會令骨骼變
得脆弱而導致較易骨折。藥物對骨骼的影響因
人而異，取決於患者開始服藥前的骨骼健康、服
用藥物的時間長短等因素，醫生會檢討不同因

素而評估藥物對患者骨骼的影響，患者若有疑
問，應向醫生及藥劑師查詢，不要自行停服醫生
處方的藥物、或減低劑量。

糖尿病患者的骨骼健康是受多個因素影響，
不一定與糖尿病有直接的關係，而治療糖尿病的
方法及血糖和其他指標受控制的程度都很重要
的。此外，其他因素包括骨質疏鬆家庭病史、性
別、年齡、已否收經、其他疾病、曾經或正在服用
的藥物等都會影響患上骨質疏鬆的風險；飲食營
養、運動及生活方式亦會影響骨骼的健康。所以，
糖尿病患者應與家庭醫生商討患上骨質疏鬆的風

險，及盡早採取適當措施維持
骨骼健康，醫生會按實際情況
安排患者做骨質密度的檢查，
確定患者是否患上骨質疏鬆，
並評估骨折的風險。

現今有多種 具高 療 效 而
少副作用的藥物可供醫生按患
者的實際情況選用，所以患上
骨質疏鬆或有較高跌倒風險的
糖尿病患者應依照醫生的指示
服用醫治骨質疏鬆的藥物、預
防骨折。與醫生合作妥善控制

糖尿病也可減低患上骨質疏鬆的風險；適當的膳
食、藥物 (包括口服藥物及胰島素注射) 等都能保
持骨骼的健康，及減少跌倒及骨折的情況出現。若
曾多次跌倒，醫護人員會指導患者可行的方法，減
低在家居及其他環境跌倒的風險；在病情許可的
情況下，經常運動能增加人體的協調、平衡、肌肉
的柔韌度和力度等，減低跌倒的風險；同時，保持
適中的體重也是很重要的。和沒有患上糖尿病的
人一樣，糖尿病患者也要增強骨骼的健康，所以，
要確保攝取足夠的鈣質和維他命D，不要抽煙，只
喝適量的酒，並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活躍。

骨質疏 鬆是骨 骼變
得脆弱，增加骨折的
風險，就算輕輕的碰
撞 或 跌倒 也會 導致
骨折，糖尿病患者較
普羅 大 眾更 大機會
患有骨質疏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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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診斷患上糖尿病會對家庭產生重大的影
響，引起一系列的情緒反應：震驚、恐懼、悲傷、憤怒，混
亂和不確定性。作為家長，會有很多事情要立即學習，面
對很多問題。希望這些資料有助您面對一些問題。如果
您的孩子被診斷為2型糖尿病，我們建議您從頭開始。

兒童及青少年糖尿病有哪些風險？

全球糖尿病的發生率不斷上升，研究顯示，兒童及
青少年患上此病的危險越來越高。 二型糖尿病是一種
慢性疾病，隨著時間的推移，糖尿病可損害心臟、血管、
眼睛、腎臟和神經，導致慢性病和早亡。

二型糖尿病是胰腺不能產生足夠的胰島素，或身體
不能正確使用胰島素。結果，糖（亦即葡萄糖）積聚在血
液中而不能轉化用作能量。近來，在世界某些地區二型
糖尿病已經成為兒童糖尿病的主要類型。全球性增多的
兒童肥胖症和缺乏身體鍛煉，是普遍認為的關鍵誘因，
有時也是由遺傳易感性造成。1

二型糖尿病的症狀包括：口渴、頻繁排尿、模糊的
視野、反覆感染、疲勞。然而，許多患上二型糖尿病的兒
童沒有任何症狀，只有在篩選與超重相關的其他健康風
險時才被診斷。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建議，有較高風險患
上二型糖尿病的兒童應每兩年一次，由醫生進行空腹血
糖檢查。2

如何跟您的孩子解釋糖尿病是困難的。在和孩子
交流時，需要了解以下幾點3：
• 誠實而開放：說實話，鼓勵孩子提問，保持公開的

對話。
• 使用符合孩子及青少年年齡的語言。
• 一定要告訴孩子：「這不是您的錯！」 年幼的孩子特

別需要聽到的是他們沒有做任何使他們得到糖尿病的
事情，患上糖尿病不是因為做錯了事情。

• 解釋疾病，積極應對：告訴您的孩子，糖尿病雖不會
消失，但是可以控制。他們可以正常生活，完成學業，
建立自己的家庭，實現夢想。

兒童及青少年	

2型糖尿病健康生活
作者：陳璟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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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世界衛生組織, 兒童患糖尿病有哪些風險？在線問答, http://www.who.int/features/qa/65/zh/, April 2016.
2    Diabetes Canada, Children & Type 2 Diabetes,  

https://www.diabetes.ca/diabetes-and-you/kids-teens-diabetes/children-type-2-diabetes.
3   Joslin Diabetes Center, Information on Diabetes i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http://www.joslin.org/info/childhood-diabetes.html.
4   Diabetes Canada, Children & Type 2 Diabetes,  

https://www.diabetes.ca/diabetes-and-you/kids-teens-diabetes/children-type-2-diabetes.

糖尿病將孩子們帶入到一個新的現實，通常會
使他們感到與朋友不同。對於許多孩子來說，他們的
學校或社區中，都沒有其他糖尿病患者或者沒有人公
開承認患有糖尿病。青少年時期尤其敏感，對自身形
象和同伴關係的關注，使改變習慣變得非常困難。和
朋友一起出遊，開派對，吃薄餅，有時比管理糖尿病
更重要。家長的焦慮同樣也會影響孩子的心理，讓他
們倍感壓力，甚至朝著相反方向而為，例如停藥、吸
煙或者飲酒。

您可以做很多工作，幫助孩子管理自己

的二型糖尿

家長不需感到內疚或者虧欠孩子，也不能成為
「糖尿病警察」。最有效的做法是與孩子一起學習
糖尿病知識，與孩子的糖尿病醫護團隊交流自我管
理計劃，成為您孩子學習與該疾病一起生活的最重
要伙伴。例如，鼓勵多參加體育活動並提前做好準
備，備齊清水和零食；在網上訂購個人緊急醫療資訊
(Medical Alert)的貼紙或臨時紋身；不當著其他朋友
的面前談論口服藥物或胰島素治療。

成人可以是家庭裡的好榜樣 (role model)， 通過
與孩子一同吃健康食品，一起鍛煉身體，為您的孩子
樹立榜樣。大家不妨嘗試這些生活方式的變化4：
• 喝清水而不是含糖飲料（可樂、果汁、冰茶、奶昔）。
• 提供健康的小吃選擇，如新鮮水果和蔬菜。
• 多做運動，盡可能步行或騎自行車。孩子應該每天 

鍛煉60分鐘，例如跑步、踢足球、騎自行車、游泳、 
跳舞。

• 切換到低脂奶製品，如1％或脫脂牛奶。
• 將屏幕時間（電視機和電腦等）減少到每天不超過

2小時。
• 參考加拿大食物指南和加拿大兒童與青少年體育活

動指南。

兒童和青少年二型糖尿病的診斷，給家庭和孩子
帶來了煩惱和困難，也帶來了健康生活的概念和全新
的技能。讓孩子們學習如何測試他們的血糖水平、識
別高血糖或低血糖、飲食基本要素等。在與二型糖尿
病共同生活時，相信孩子會越來越獨立，不要讓糖尿
病定義我們。我們將共同探索、分享、學習和笑，因為
我們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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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愛吃，也很愛烹飪，所以閒來我總喜歡遊走中西
超級市場尋找各式食材。多年前，家中小女初長成，化身 
「冒牌」營養師，常拿著我買回家的食物指指點點。從那
時開始，我便特別注意食物標籤上的營養資料，但是對於
要怎樣選擇才算健康和正確，卻感到十分困難。

今年初，我參加了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
會舉辦的「營聚健康」系列－「識買識食」的講座。當日，
我們一眾參加者在超級市埸內，從水菓部開始，跟隨駐場
的「正牌」註冊營養師梁繞琦女仕，一邊走，一邊聽她細
心講解各類食物的營養知識。例如，紅椒比其他顏色椒更
有益、教大家如何用眼睛的闊度來量度進食香蕉的適當分
量、椰菜花打碎成小粒代替米飯的好處等等。大家就好像

小學生般用心聽著營養師耐心分析包裝上的各種數字，
並拿著紙筆趕快寫下筆記，再用手提電話拍下產品作為紀
錄。活動完畢後，大家手上除了筆記，還有一大堆「有營」
食物呢！

做了廿多年的煮婦，一向奉行「少鹽、少糖、少油」之
道，便認為飲食夠健康了。但經過這次的活動，就明白到
食物纖維量也相當重要。整個學習購物團既有趣又生活
化，只可惜時間太短，未能在市場內來個全面看。衷心感謝
華人分會努力推廣健康的重要，並期待分會繼去年的營養
烹飪班和這次的營養購物團，能夠再安排類似的健康教育
活動，讓大家有機會看多些、學多些，會友們互相研究和
分享養生之道！

「營聚健康」系列講座之	

「識買識食」–後感
投稿：李曼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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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會於4月11日在北約克金光餐廳成功舉行了2017年春季的《醫
生與你》健康講座。

是次講座，我們邀請了皮膚專科Lynde Institute for Dermatology
的章婷欣醫生，為大家主講《糖尿病患者常見的皮膚疾病》。講座中，章
醫生以深入淺出，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了糖尿病及相關的皮膚疾病（如
黑棘皮病、黄瘤、白癜風、瘙癢及濕疹性皮炎、銀屑病、細菌和真菌感
染，及糖尿病足病等等），並講解這些疾病的發生由來、治療、預防及自
我管理的方法，以降低糖尿病足病的風險。

章醫生進一步與大家討論了關於糖尿病及皮膚疾病對身體和生活
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糖尿病和皮膚疾病的相互關係。

是次講座及晚宴，吸引了80多位會員的積極參與，現場反應熱烈，
與會者均受益良多。

「醫生與你」	

健康講座
編採：陳璟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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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專欄

衣物斷捨離	捐贈獻愛心

春夏交替，又到了換季、換衣服的時候了。如果大家剛好有舊衣
物，不能穿卻又猶豫要不要棄掉，不妨為它們找個新家，一起來「斷、
捨、離」吧！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自1985年起，積極於全國發起衣物募捐計
劃，並呼籲大家將舊衣物、舊鞋子、布織品、廚具、餐具、小型家庭電
器或電子產品、文具、玩具等物品捐出。所有收益將撥捐協會作糖尿
病研究和公眾教育用途。

協會在大多倫多地區分別設有兩個收集中心，並設置多個收集
箱。此外，協會亦提供免費派員到家中提取服務。如欲查詢有關收集
物品的類別、收集箱的地點，或安排專人提取服務，請致電全國電話
熱線1-800-505-5525 (英語) 或瀏覽專為衣物募捐活動而設的網頁
https://www.diabetes.ca/how-you-can-help/declutter。

收集地點：

大多倫多地區北約克市： 
2300 Sheppard Ave. West, North York | (416) 855-9642

約克區新市： 
16600 Bayview Avenue, Unit 6, Newmarket | (289) 841-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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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出版四次，免費寄贈或電郵予各會員。2017年度會費全免。

如慷慨樂助，支票請抬頭 Diabetes Canada -  Toronto Chinese Chapter.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	多倫多華人分會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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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楊靜秋
副主席 陳擅勤
秘書/財政 張婉華
委員 區嘉琳、陳廣源、陳慧珊、陳擅勤、 

張陳麗晶、張婉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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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責聲明：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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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會已盡可能做到信息來源可靠，但不對此作任何擔
保。對於引用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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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會推介，建議使用前先向合
資格醫務人員查詢。 
版權聲明：本會訊所轉載文章的版權屬原作者或媒體所有，本分會已盡可能註
明來源及作者以示對著作版權的尊重。若不同意摘錄，請以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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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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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錫輝、何惠玲、顧利平、馮世豪

會員會訊 區嘉琳、陳璟琼、陳慧珊、李少芳
活動策劃 陳擅勤、梁詠琴、何惠玲、張子嫻、楊淇
網頁設計 陳慧珊、林鑒泉、陳志楊、雷靄霖
贊助商招募 陳廣源
義工統籌 朱鄭肇儀
教育小組 張陳麗晶

活動預告	
本分會將於今年秋季舉辨太極氣功

班和多項講座，並邀請了本分會的顧問醫
生和註冊營養師擔任導師和講者。有關詳
情請參閱隨會訊附上之單張，或致電華人
分會專線416-410-1912查詢。名額有限，
請快來報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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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iabetes.ca/how-you-can-help/declutter

	_G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