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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復始，萬丈更新。我謹祝大家身心康泰，萬事如意。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早前發表一項有關肝臟疾病的研究，指

出糖尿病是罹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高危一群。一般城市人隨著
生活質素的改善和社交應酬的增多，飲食攝取的脂肪過多，以致脂
肪肝的發病率正在不斷上升。在今期的《會員會訊》，郭詠觀醫生
會為您探討一下糖尿病和脂肪肝的關連。有營養的飲食，可有效減
低脂肪肝的威脅；今期我們亦會為大家講解維他命Ｃ的功效和食
物來源。

新一年的開始，我們將會舉辦多項活動，當中包括深受會友歡
迎的太極氣功班、「醫生與你」健康講座，以及新增的「營聚健康」
系列的互動講座，希望會友積極參加。

本分會成立至今，致力於華人社區內推廣糖尿病的教育和預
防工作，有賴穩定的資金來源作營運經費。誠昐您們的熱心參與
和樂善好施，支持我們的工作，讓我們能夠繼續為一眾會友提供多
元化的資訊和活動。如蒙捐獻，請參閱隨本期會訊附上的家庭捐款
表格。

再次感謝您們的支持！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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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與脂肪肝	
作者：�郭詠觀醫生�(多倫多華人分會顧問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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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脂肪肝 (Fatty liver) 是過多
脂肪積聚於肝細胞內。脂肪積聚於肝細胞
內是正常的，但若積聚的脂肪超過肝臟重
量的百份之五至十時，便是患上脂肪肝，並
可能導致嚴重的併發症。脂肪肝在大多數
的情況下是不會為肝臟帶來損害，但積聚
過多脂肪可引致肝炎而破壞肝細胞，嚴重
的可導致肝硬化，甚至肝衰竭。

脂肪肝可因過量喝酒而導致，稱為「
酒精性脂肪肝疾病」(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但越來越多的脂肪肝並不是因
為過量喝酒引起的，所以被稱為「非酒精
性脂肪肝疾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簡稱NAFLD)。非酒精性脂肪肝疾
病相當常見，而發病率在世界各地正不斷上
升；在美國及多個國家的發病率約為百分之
二十，但在亞洲地區發病的可能性就更高。

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可因為多種會損
壞肝臟的疾病引起，包括病毒性肝炎 (Viral 

hepatitis)、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血色病(Hemochromatosis)、甲狀
腺功能低下症 (Hypothyroidism) 等。不過，
發病率急劇上升的主要原因，與二型糖尿
病及肥胖症的增加有直接關係。近數十年

來，二型糖尿病及肥胖症在多個國家或地
區民眾中不斷增加，主要是生活趨向城市
化而引起飲食及運動習慣的改變。根 據
國際糖尿病聯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 e d e r a t i o n) 的資料顯示，全球約有四億 

(400 million)人患上糖尿病，當中約百分之
九十是患上二型糖尿病。此外，還有三億一
千多萬人患有糖尿前期，他們演變成糖尿
病的風險也較高。糖尿病和糖尿前期的患
者同時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的比率都
比其他人高，統計數字顯示百分之七十肥胖
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也同時患有脂肪肝。

醫學界相信二型糖尿病及非酒精性脂
肪肝疾病擁有共同的病因：身體組織對胰
島素的作用產生抗性 (Insulin resistance)，而
胰臟的細胞不能有效分泌足夠的胰島素抗
衡，因此導致身體內葡萄糖的新陳代謝出
現障礙，這個異常的狀況是因為基因及環
境因素互相影響。最重要的環境因素是過
量攝取熱量及運動量不足，兩者都會導致
肥胖，並且對胰島素產生抗性。越來越多數
據顯示，不單止糖尿病患者同時患上非酒
精性脂肪肝疾病的風險較高，非酒精性脂
肪肝疾病的患者也反過來會增加患上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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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風險，此外，同時患有糖尿病的非酒精
性脂肪肝疾病患者，演變成脂肪肝炎及肝硬化
的風險也相對較高。

脂肪肝本身是不會引起病癥的，所以患者經
過多年也可能沒有感覺有任何不適。糖尿病患者
若沒有肝病的跡象，那便不需就有沒有同時患上
脂肪肝而進行例行檢查。不論你是否同時患上
糖尿病，預防及醫治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最有
效的方法，就是維持適中的體重。對於已患上非
酒精性脂肪肝疾病而又肥胖或超重的患者，防
止脂肪肝惡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減肥，採取健
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均衡和低熱量的飲食、定時
運動)，目標是減去現有體重的百分之七至十，而
減肥的速度是每星期最多減去一公斤。減肥不
要操之過急，否則反而會令肝病惡化。

飲食方面，應盡量減少飲用會增加患上非
酒精性脂肪肝疾病風險的汽水及其他高糖的飲
品、和會令脂肪肝惡化的含酒精飲品。若健康的
飲食及定時運動都未能達到減肥的目標，可考慮
在醫生及藥劑師的指導下服用醫生處方的減肥
藥物或施行減肥手術 (Bariatric surgery)。現今醫
治糖尿病及膽固醇和血脂過高的藥物可能有預
防及治療脂肪肝的作用，但還需要更多具質素的
研究證實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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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為，一日一個橙或是早上一杯橙汁就是
攝取維他命Ｃ的唯一途徑；事實上，日常很多的食物和
飲品都含有身體所需的豐富營養。維他命C又稱抗壞血
酸，是一種天然而具抗氧化性質的有機化合物；它不僅
能促進身體吸收植物內的鐵質（如豆類），亦有防癌的
作用。雖然現今因為缺乏維他命Ｃ又患上壞血病的情
況並不普遍，但吸收足夠的維他命Ｃ對糖尿病人仕尤其
重要。維他命C乃水溶性維他命，未能於人體內儲存，
所以必需透過飲食每日吸收。

加 拿大 糖 尿 病 協會健 康 飲 食 及營 養 計劃主任 

Joanne Lewis 女士指出，血液中含大量的維他命Ｃ，與糖
尿病風險較低有直接關連。但她同時指出，血液中維他
命Ｃ的濃度應該多來自日常進食含抗氧化物質的蔬菜
和水果，而非透過大量服用維他命Ｃ補充劑或其他營

養補充品。她警惕大家過量服用維他命等補充品，會增
加對健康的風險，當中更有針對女性糖尿病人仕的研
究顯示，過量服用維他命補充品會增加因心血管疾病而
導致死亡的可能性。

那麼，何謂「抗氧化」呢？試想想你切開一個蘋
果，當果肉接觸到空氣，它會慢慢變成褐色，這就是「氧
化」。我們身體內的自由基 (Free radicals) 會令體內的細
胞氧化而造成損害，維他命Ｃ內的抗氧化物質便能發揮
抗衡及保護作用，所以糖尿病人仕需要大量攝取維他命
Ｃ來減低損害。

大眾一般認為，只有水果才含有豐富維他命Ｃ。其
實，一些低碳水化合物的蔬菜亦含有大量維他命Ｃ，而
且多吃也不會引致血糖水平升高，一舉兩得。

原文作者：Rosie Schwartz, RD����譯者：區嘉琳

認識	
維他命Ｃ

常見的高維他命Ｃ食物

水果

柑橘類 (Citrus)： 例如：橙 (Orange)、檸檬 (Lemon)、青檸 (Lime)

草莓類 (Strawberries):
例如：士多啤梨 (Strawberry)
功效：不但含豐富維他命Ｃ，而且對心臟有益，有預防癌症的功效。

奇異果類 (Kiwis):
例如：奇異果 (Kiwis)
功效：除了維他命Ｃ，奇異果含豐富的鉀 (Potassium)，對維持健康的血壓水平有幫助。

甜瓜類 (Melons):
例如：蜜瓜/香瓜 (Honeydew)、哈密  瓜 (Cantaloupe)
功效：含有不同色素 (如β-胡蘿蔔素)，對視力健康有幫助。

蔬菜

燈籠椒類 (Peppers)： 例如：各色甜椒 (紅、青、黃、橙) (Sweet Peppers)

菜花類 (Brassica):
例如：西蘭花 (Broccoli)、椰菜花 (Cauliflower)、羽衣甘藍 (Kale)、卷心菜/白菜 (Cabbage)
功效：因為維他命Ｃ屬水溶性，如果用熱水煮熟，蔬菜中的維他命便會流失於水內，可考
慮以蒸、炒或焗等方式烹調，以保存營養。

參考資料： 
原文取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2016年秋季期刊 Diabetes Dialogue (www.diabetes.ca/dialogue)，
並獲授權轉載、翻印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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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馨 提 示

在加國，患上糖尿病及前期糖尿病的人仕數以百萬計。為了更有效預防和
管理糖尿病，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內的專家小組於2013年重新修訂該會的臨床診
療指引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簡稱CPG)，為醫護人員和病者提供最新的數
據及資料。

為了令更多本地的華人明白指引的內容，多倫多聖米高醫院心臟內科、多
倫多大學內科副教授周志明醫生統籌了中文資料的編製，為指引的重點資訊
提供中文版本，題材涵蓋糖尿病的測試和診斷、保健、護理及自我管理教育等
等。如果您想得到更詳細的資料，請瀏覽《臨床診療指引 – 中文資源》的網頁
http://guidelines.diabetes.ca/chinese。

416569-16

2013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Quick Reference Guide

guidelines.diabetes.ca
diabetes.ca | 1-800-BANTING (226-8464)

Copyright © 2016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Updated November 2016)

「營聚健康」系列講座之「五穀良食」–	後感		投稿：林婉芳

早在兩個月前，我一位好朋友打電話給我，問我有
没有興趣參加一個由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
會舉辦的「營聚健康」講座。我告訴這位朋友，我已參
加很多由主流社會舉辦的講座，他説今次參與的活動，
與主流舉辦不同，是介紹與我們中國人的五榖。 心想
終於可以參加一個關於我們中國人主要食糧的講座。 

終於等到8月13日，這天剛巧遇著天氣不佳，下着
大雨，我曾想過放棄前來，因為我家住在西面的伊桃碧
谷市，要乘搭地鐵再轉巴士才可到達會場，但在我的堅
持下，終於準時到達，否則便錯過今次學習的機會。多

得大會安排註册營養師為我們詳細講解各種榖類食材
以及其營養價值，同時亦安排著名廚師烹飪示範，為我
們做出美味佳餚，還可以即場試食製成品，真是回味無
窮，「無得輸」！

我回家後立刻重溫所學，連家中的嘴刁少爺都嚷
著好味，特別是健康的無糖曲奇，最為欣賞。所以如果
下次再有同樣的講座，我一定會參加，更鼓勵各位參
加，與大家一同學習、一同開心！ 在此再次多謝大會安
排這一次的活動。

會友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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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絮花

Niagara-On-The-Lake、英式
古鎮、名牌直銷商場一日遊	
編採：程丹曦

本分會於去年9月10日成功舉辦了年度戶外旅行，帶領會
友們暢遊了安省尼亞加拉瀑布旁著名的湖濱小鎮Niagara-on-

the-lake。活動當日的早晨雖下著細雨，但眾人皆興致高昂。
在前往小鎮的巴士中，我們邀請了認許糖尿病教育導師

陳璟琼女士就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為大家做了精彩的講演。陳
女士給大家分發了由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出版的糖尿病自我管
理刊物《縱有糖尿病仍可活得健康》，並與大家進行了遊戲和
有獎競答。現場氣氛熱烈，眾人在開心參與之餘亦獲益良多。

在到達Niagara-on-the-Lake之後，各位會友或隨性漫步，
盡情領略小鎮的歷史建築；或在安大略湖畔遠眺，欣賞迷人的
湖光山色。遊覽完小鎮之後，我們前往了附近的葡萄酒廠和花
旗蔘示範農場參觀。會友們盡情選購，每個人都帶著紀念品滿
載而歸。黃昏時分大家帶著依依不拾的心情踏上歸家之途，結
束一天充實而歡樂的旅程。如果您也想參加我們今年的戶外
旅行，請留意日後我們分會的活動單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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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與你」
健康講座

編採：陳璟琼

本分會於去年11月6日假密西沙加文華自助餐廳成
功舉行了2016年秋季的《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是次講座題為《糖心風暴》，並邀請了聖米高醫院
心臟內科、多倫多大學內科副教授周志明醫生為我們主
講。講座中，周志明醫生以專業、通俗又幽默的方式介紹
了糖尿病及其緊密相關的心臟及血管疾病，如高血壓、
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及中風等等。周醫生講解了這些
疾病的發生、治療、預防及自我管理的方法，並強調怎樣
透過改變生活方式、藥物、自我監測血糖及血壓來降低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周醫生進一步與大家分享了關於糖尿病及心血管疾
病的網絡資源，其中包括了周醫生主持開發的「加拿大
糖尿病協會臨床指南」中文資料，以供大家參考。

是次講座及晚宴，吸引了40多位會員的積極參與，
現場反應熱烈，與會者均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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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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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預 告	

「營聚健康」系列之「識買識食」

美食當前，色香味美，但背後隱藏著多少健康危
機？為了滿足消費者追求方便及快捷的生活方式，各
式加工食品應運而生。面對精美的包裝和複雜的成份
列表，如何選購才好？就讓專業營養師帶你在超級市
場內現場學習選擇健康食物的方法吧。是次活動名
額有限，想成為一個識買又識食的健康消費者，請盡
快報名啊！截止報名日期為2017年2月20日。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本分會將於4月份舉行「醫生與你」健康
講座，是次主題為「糖尿病患者常見的皮膚
疾病」，將會和大家探討糖尿病和一般皮膚
疾病的關係，歡迎會員及親友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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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誠邀您與您的朋友一起
來參與春季舉辦的太極氣功班。太極拳的招式易學易懂。無論您是
糖尿病患者與否，太極拳都是一項有益身心、強身健體的鍛煉。是
次春季太極氣功班將由本分會的顧問醫生 - 郭詠觀醫生 - 擔任太極
導師。郭醫生同時是一名認證太極拳導師。他可以在工作之餘付
出時間義務為本會教授太極班，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希
望您不要錯過這個鍛煉身體的良機。

注意事項：

•  本課程只限18歲以上的會員報名。如果您為非會員但有興趣參加本課程，請填寫會員
   申請表，並隨太極班報名表一併寄回本分會。

•  請確保於上課1小時前進食，並攜帶足夠的水和零食。

•  請於上課前10分鐘到達場館，並穿著舒適的運動衣著和鞋履。
   請務必攜帶可以更換的室內鞋。

•  請於報名表中留下您的聯繫方式，以便我們通知您任何因天氣原因造成的課程變更。

報名詳情：

查詢有關資料，請致電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 (電話: 416-410-1912)。

■ 報名支票台頭請寫上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 Toronto Chinese Chapter
■ 報名表格連同支票須於2017年3月22日前寄回本會 :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 Toronto Chinese Chapter 
P O Box # 42071 
2851 John Street, Markham, Ontario L3R 5R7

■ 每位參加者必須於報名表格上簽妥「免責聲明」，並附上聯繫方式。

■ 本會將於2017年3月29日前以電話聯絡閣下以通知作實。一經確定，恕不退款。 
     如閣下於此日期前尚未收到通知，請即與 本會聯絡。

■ 如欲申請成為會員，請登入本會網站 www.diabetes-chinese.ca下載會員申請表格，  
     填妥後並連同太極班表格及支票一併寄回本會辦理。

課程安排：2017年4月5日至6月28日。每週三晚上7:30-9:00上課，共13節課。

•  本班將教授太極氣功十八式及由中國國家體育協會創編的二十四式簡易太極拳，
無論您是初學者，還是具有一定基礎而想獲得新的啟發，我們都歡迎您參與！

•  授課語言：廣東話

截止報名日期：：2017年3月22日，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課程費用：每位 $45

課程地點：105 Gibson Centre 

             105 Gibson Drive, Markham L3R 3K7（近TTC 53E和 68路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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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會於今年春季再次開辦
太極氣功班，並再次邀得本分會
的顧問醫生 – 郭詠觀醫生 – 擔
任導師。太極氣功動作均勻、柔
和、舒適，適合各類人士學習。課
程將於2017年4月開始，有關詳情
及報名方法，請參閱隨會訊附上
之單張。截止報名日期為2017年3 

月 22 日，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8     newsletter@diabetes-chinese.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