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養成份
每	90克食用份量(2	片)

份量	
	%	每天建議攝取量的百分比

卡路里 170

脂肪 2.7克 
4	%

	 飽和脂肪	0.5克	
5 %

 反式脂肪	0克

膽固醇	0毫克

鈉	200	毫克 
8	%

碳水化合物	36	克 
13	%

 纖维素	6克 
24	%

 糖	3克

	 糖醇	0克

蛋白质	8克

維生素A	 1	%	 鈣质	 2%

維生素C	 0	%	 鐵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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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糖尿病	由您開始

糖尿病是我們常見的都市病，但初期病癥並不明顯，萬一處理不
善便很容易引起多種慢性疾病和併發症。預防永遠勝於治療，大部份
的二型糖尿病是可以預防的；只要多注意飲食習慣，配以適量運動，
便能邁向健康生活，遠離糖尿病。

今期的《會員會訊》，我們將探討前期糖尿病的風險因素和病
癥，並教你如何踏出健康第一步，調整生活習慣來預防糖尿病。此外，
我們亦會講解尿液中含糖份的成因和胰臟所分泌出來的荷爾蒙在身
體內把血糖轉化的過程。為了幫助消費者選購合適而健康的食物，政
府首次提出規例，要求製造商更改食物標籤，列明食物的總糖量，大
家不妨留意相關報導。

秋冬將至，不同的節日也隨之到來。今期我們為大家介紹冬季節
慶的熱門主菜烤牛肉和精美小點曲奇餅，大家不要錯過。另外，冬天
氣候寒冷乾燥，皮膚亦容易乾燥脫皮，所以在今期「溫馨提示」中，為
大家送上幾個冬季護膚小貼士，為肌膚提供更好的保護，抵禦乾燥嚴
寒的天氣。

節慶假日期間，總離不開吃喝玩樂。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和高危一
族，在與家人好友相聚的同時，也不要忘記注意飲食，規律運動，一
起渡過健康快樂的節日。一家一心，就是力量！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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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種慢性疾病，大約9成的糖尿病患均屬
於二型。二型糖尿病是指患者體內未能製造足夠的胰島
素，或是胰島素未能發揮作用。胰島素是身體用來控制
血液內葡萄糖（簡稱血糖）水平的一種荷爾蒙，幫助將
食物化為能量。

前期糖尿病是指血糖略高，但仍未達到至二型糖
尿病的水平。雖然不是每個前期糖尿病的人仕都會患
上二型糖尿病，但是患上的人亦為數不少。

很多人患有前期糖尿病而不自知。假如你有高血
壓、高膽固醇、高血脂，或是身體積聚過多脂肪（尤其
是腰部），你更需要多加注意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和有關
病癥，並及早進行測試。胰島素的分泌與效能會隨著年
齡的增長而降低，所以年紀越大，風險越高。有見及此，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建議年屆40歲的人仕，進行一次空
腹血糖測試，往後最少每三年再重複檢測，有助及早診
斷。

若你發現患有前期糖尿病，也不用過份擔心。如果
你願意積極控制你的血糖，配合簡單的生活改變，吃得
健康，多做運動，便能預防二型糖尿病的發生。

前期糖尿病高危族

糖尿病的成因至今仍未能完全確定，而以下的一些危
險因素會增加患病的機會：
��年齡40	歲或以上；
��有直系親屬患有糖尿病（如父母、兄弟姊妹）；

��屬於高危族群，如亞洲裔、南亞裔、非洲裔或原住民；
��患有高血壓或高血脂；
��血管有問題，影響血液流通；
��患有心臟疾病；
��每星期運動少於150分鐘	；
��患有併發症的癥狀，如眼睛、神經或腎病；
��體重過胖，尤其是腰腹；
��曾經生育4公斤（9磅）或以上的嬰兒；
��懷孕期間曾患上糖尿病（即妊娠糖尿病）；
��患有睡眠窒息症；
��曾經使用糖皮質激素等類固醇葯物；
��有多囊性卵巢症、黑色棘皮症或精神分裂症。

糖尿病的警號

二型糖尿病的病癥並不明顯，所以若你發現身體出現
以下情況，需多加留意：
��不尋常的口渴或口乾感覺；
��尿頻；
��體重出現突然的變化（上升或下降）；
��極度疲倦或缺乏精力；
��視力模糊；
��經常性或復發性感染疾病；
��傷口癒合進展緩慢；
��手腳感到麻痺或刺痛；
��男性出現不舉或難以保持勃起狀態。

《轉載自「預防二型糖尿病指南」》

節錄：區嘉琳、張陳麗晶

你是前期糖尿病的高危一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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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言起行		

逆轉糖尿病
前期糖尿病不一定會進展成二型糖尿病。研究顯

示，當你患有前期糖尿病時，你可透過日常生活習慣的
調整，作出輕微而積極的改變，再配合運動和適當飲
食，便能控制病情，延緩或逆轉二型糖尿病的出現。

為健康作出改變	即時行動

從今天起踏出健康第一步，可參考以下基本步驟：
��了解自己是否屬於糖尿病的高風險人士。
��吃得健康，選擇合適的食物、進食時間，和每餐進食
適量的份量。
��多做運動，每星期最少做150分鐘的運動，幫助降低
血糖、維持理想體重和提升體能水平。
��從健康的飲食和生活方式，達到適合自己健康的體重。
��記錄你的進度，寫下所有進食的食物及運動量，有助
您達成目標。

保持活躍的竅門

��訂立切實可行的目標。
��適量運動，由低做起。由每日運動10分鐘，逐漸增加
到每星期最少做150分鐘中等（如步行、跳舞）至高等
（如疾步行、游泳）強度的帶氧運動。同時，每星期
兩天做一些強化肌肉的運動（如舉重）。
��善用每一個讓身體活動的機會，盡量使用樓梯及步
行走路。
��相約朋友去散步或做運動，結伴同行可助你持之以恆。
��享受運動箇中的樂趣，並可選擇不同類型的運動，以
免感到枯燥乏味。

定下目標	實踐計劃

改變慣常的生活模式和飲食習慣並非一朝一夕的
事，要堅守原則，並持之以恆，不斷嘗試，便能達成目
標。選擇你自己認為可行性高的目標和合適的目標數
目，設計一個簡單圖表去記錄你的目標和每天努力的成
果，有助你了解自己健康的進度，激勵自己繼續努力。
不妨參考以下舉例，為自己定出一個可行的計劃。

飲食習慣目標

選擇少些： 選擇多些：

��白麵包、白米飯、白
麵粉
��有糖汽水、果汁、雞
尾酒或高糖份飲品
��高脂沙律醬或奶類
製品
��豬油、酥油、牛油或
氫化人造牛油
��油炸食品
��高鈉、高鹽、高脂和
預先包裝的肉類

��全穀麵包、糙米或全麥麵粉
��白開水或無糖飲品
��蔬菜和水果、瘦肉、去皮的
家禽及魚
��肉類代替品，如豆腐和豆類
��低脂沙律醬或奶類製品
��多用清蒸、烤或焗的烹調
方法
��適量使用芥花籽或葵花	
籽油、橄欖油、粟米油、	
大豆油

運動習慣目標

��每日做15分鐘伸展運動。
��每星期最少做150分鐘帶氧運動。
��多利用小休時間去散步。
��選擇步行去工作、上學或處理日常雜務。
��如乘搭巴士，可提前一個或兩個車站下車。
��如駕車，將車停泊在停車場較遠的位置。
��盡量選擇以樓梯代替升降機或扶手電梯。
��嘗試自己喜愛的運動，或到鄰近的社區康樂或體育中
心查詢適合你的體育活動。

簡單的日程表：記錄你努力的成果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步行15分鐘 X X X X X

上下樓梯 X X X

今天少喝一
次有糖飲品 X X X X

專
題
	2

《轉載自「預防二型糖尿病指南」》

	節錄：區嘉琳、張陳麗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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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糖尿病」是尿液中有糖，主要是葡萄
糖(glucose)。正常的尿液是沒有糖的，因為腎臟能將所
有從血液中過濾進尿液內的葡萄糖吸收回血液內。尿
液有糖差不多肯定是因為血液的糖份水平過高，只是
在極罕見的情況下，才因腎臟的內在毛病而不能有效把
進入尿液內的葡萄糖吸收回血液之內，就算血糖水平
正常，尿液亦有葡萄糖，稱為「腎性糖尿」。由於尿液有
糖，增加了尿液的滲透壓，吸引水份，導致尿液排量增
多，形成「多尿症」(polyuria)。由於身體失去水份會導致
缺水，令患者感覺口渴。

人體可將食物中結構複雜的碳水化合 物	
(carbohydrates)	 消化成為結構簡單的葡萄糖，成為身體
能量的主要來源。血液內的葡萄糖被從胰臟內的胰小
島所分泌的兩種荷爾蒙（「昇糖素」(glucagon)	 和「胰島
素」(insulin) 保持在平衡水平內。進餐後，由於血液的葡
萄糖水平升高，身體便分泌出胰島素，使細胞吸取葡萄
糖作為新陳代謝的養份，轉化為身體所需的其他份子
並儲藏起來，供日後所需。胰島素是身體的主要控制樞
紐，將過多的葡萄糖轉化為「醣原」(又稱「肝醣」)，儲
藏在肝臟和肌肉內。當血糖水平下降時，身體便減少分
泌胰島素，同時增加分泌昇糖素，將儲藏在肝臟的醣原
還原成葡萄糖。糖尿病是因為身體不能分泌足夠的胰
島素、胰島素的內在缺陷、或細胞對胰島素產生抗性，
未能對胰島素作出正常的反應，導致血糖水平升高和其
他新陳代謝的毛病。

糖尿病是不受地域及年齡的限制。於1985年，全球
有約三千萬人被診斷患上糖尿病；到了2000年，這個數
字已上升至一億五千萬。及至2025，估計更會超過三億
八千萬。加拿大的情況亦並不樂觀；於1998年，有超過
一百萬名糖尿病人，佔加拿大全國人口百份之4.8。但在
2005年，病人數目已達一百八十萬，是全國人口百份之
5.5。在七年間颷升了百份之七十，情況令人擔憂。估計
到了2016年，全國患上糖尿病的人數將達二百四十萬。

加拿大原住民和來自南亞移民的糖尿病發病率非常高，
但華人患上糖尿病的人數亦逐漸上升。

雖然病癥有時並不明顯，但糖尿病是嚴重的疾病，
有極可怕的併發症。在加拿大，糖尿病是導致盲眼、腎
衰竭和非創傷性截肢手術的首要病因。糖尿病人患上
心臟與血管疾病	(包括冠心病和中風等現今加拿大的頭
號殺手)	 的風險是沒有糖尿病的人的二至四倍。糖尿病
患者多數兼有其他慢性疾病和併發症，超過百份之十的
病人更同時患有三個或更多其他慢性疾病，而四份之一
的糖尿病人更被診斷患上抑鬱症。糖尿病人與沒有患
上糖尿病的人比較，有多三至五倍機會求醫、多四倍機
會住醫院或護理院、及多七倍機會需要家居護理，大大
影響健康、生活質素和對家人的負累。

糖尿病雖然可怕，但卻可以預防及治療。現代化的
生活方式（包括不健康的飲食和缺乏運動），是導致糖
尿病不斷上升的主要因素。於2005年發表的統計顯示，
三份之二的加拿大成年人和差不多三份之一年齡在十二
至十七歲之間的年青人是過肥的。只要每天運動三十分
鐘及減肥	 (將體重減去百份之五至七)	就能把患上糖尿
病的風險降低百份之五十八；對超過六十歲的人來說，
更能將風險降低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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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有糖，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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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食品包裝標籤	增加「總糖含量」成分表						譯者：李少芳

渥太華首次提出，要求製造商要在食物包裝上要列出加入的糖份總含量
及消費者每日所需的糖份攝取量。這項措施是希望幫助消費者更加了解到自己
每天所進食的糖份是否超標。因為糖攝取量是跟肥胖、心臟病和蛀牙都有關
連的。

那麽我們每天可以進食多少糖份呢？世界衛生組織説最好是每日卡路里
攝取量的百分之五；渥太華提議每日攝糖總量是100克。一般人每日只要有6茶
匙糖就足夠了。

衛生部長	 Rona Ambrose	 在文件中發出聲明：今年年初，政府曾諮詢家長
及消費者關於改進食物標籤的方式。修改後的食物標籤將會更加淺白，人們更
容易理解。例如，家長都想知道孩子進食的麥片中添加糖份共有多少。所以不
管是糖漿還是紅糖，以後都會合併列明。

新的食品標籤能幫助加拿大人選擇適合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食物。在新規
例下，健康風險（膽固醇、鈉、脂肪）相關的營養素要擺在表格的最上方。維
他命A和維他命C含量不再需要列名，因為沒有證據顯示國民欠缺這兩種維他
命。而加拿大人最缺乏的維他命D和鉀的含量要加入表中。因為缺乏這兩種維
生素，患慢性疾病的風險較高。

《原文摘譯自2014年7月14日出版的環球郵報》

社區資訊/溫馨提示	

五招修護冬日乾燥肌膚				譯者：程丹曦

因為血糖水平的波動，糖尿病患者在冬日常有肌膚乾
燥的困擾。此外，糖尿病對神經的損傷會減少汗液分
泌，使肌膚難以保持柔軟濕潤。針對肌膚乾燥的問
題，我們為您列出了5條冬日護膚的小貼士：

1. 進行常規的血糖自我監測，將血糖控制在飯前4-7毫
摩爾/升	(4-7 mmol/L)、飯後兩小時5-10毫摩爾/升		
(5-10 mmol/L)	的目標範圍內。當血糖水平過高，體內
的水分會開始流失，導致腿部、足部和肘部的肌膚變
得乾燥。乾燥的肌膚一旦裂開，就可能招致細菌入侵
而造成感染。因為糖尿病會降低手部和足部的血流
量和神經感應，糖尿病患者可能更難及時察覺到這
些部位的皮膚問題。

2. 您可以嘗試在臥室內放置一個放濕器，並在睡覺前
將它開動。放濕器使室內空氣更加濕潤，您可能在數
日之內就察覺到肌膚狀態的改善。

3. 減少日常洗浴的次數，並縮短每次洗浴的時間。洗浴
時，使用溫水而不是熱水；過熱的水溫會帶走皮膚表
面有保濕功效的油性物質。

4. 洗浴完畢，可在臉部和身體塗抹潤膚乳。如果您的肌
膚是敏感性質或易生粉刺，可以選擇一款無味、無
油、無致痘性	(scent-free, oil-free, non-comedogenic)	
的潤膚乳。

5. 選擇全棉質地的睡衣、內衣和其他衣服。人造纖維的
衣物不利於肌膚保持透氣。

Why manage my diabetes?
Diabetes is a lifelong condition. It has many facets, and it requires  
careful attention to all parts of your body. It means more than just  
taking your pills or insulin on time and then ignoring your health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Having diabetes means that you have to make adjustments to your 
lifestyle. Taking charge of your diabetes requires dedication. You have to 
focus on areas such as nutrition, physical activity, medication, an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Good control of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can prevent complications like heart disease, stroke, kidney 
disease, blindness, amputation, and erectile dysfunction (impotence). 

By preventing these complications and controlling blood glucose, you can 
improve your quality of life. To achieve well-being, you and your family 
will need to make many decisions throughout the day. These decisions 
include:

• What to eat

• When to eat

• When to take medications or insulin

• How and when to check blood glucose and blood pressure

• What to do when you experience high or low blood sugars

• How to take care of your feet 

• How to include physical activity as part of your lifestyle

• How to manage your diabetes when you are sick

• How to manage your diabetes when you are travelling

《原文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網頁之每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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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牛肉配野菌汁				
材料:	(16人份量，每份４安士[90克])﹕

烤牛肉	(外側牛臀肉/Outside round beef) 2.5磅
新鮮磨碎	
黑胡椒粉 1½-2茶匙 中筋 (All- 

purpose)	麵粉 2½湯匙

混合野生蘑菇	 1安士 低鈉牛肉湯	 2	杯
水	 1杯 芥花籽油	 1	湯匙
青蔥，切碎	 2湯匙 大蒜，切碎	 2瓣
黑胡椒粒，粗碎 1	湯匙 Dijon芥末 1湯匙
白蘭地酒 2 湯匙 	
做法﹕

1. 預熱焗爐至275 °F	(140°C)。將芥花籽油輕輕噴
在9x9吋	(22x22厘米)	的金屬烤盤上，備用。	

2. 將烤牛肉抹乾，用黑胡椒粉將烤牛肉抹勻。然後
放在準備好的烤盤上，並放入預熱的焗爐內烤
1¼-1¾小時或直到肉心溫度達到140 °F (60°C)。
從焗爐中取出烤牛肉，並用錫紙輕輕覆蓋。	

3. 在烹飪過程的最後30分鐘準備醬汁。用一個中
等大的平底鍋把牛肉湯和水煮滾。滾後再將蘑
菇完全浸於湯裡，蓋好並置於室溫下30分鐘浸
軟。濾乾蘑菇，保留牛肉湯，再將蘑菇粗切。	

4. 在大炒鍋裡，將芥花菜籽油加熱到中至高溫。把
青蔥炒1-2分鐘，再加入蒜、胡椒粒、芥末和切碎
的蘑菇煮1分鐘。	後加入白蘭地酒，再煮1分鐘。
再加入麵粉，煮1分鐘。最後攪拌入牛肉湯。待
煮滾後改用低火煮8-10分鐘或直至醬汁變稠。	

5. 將烤牛肉置於砧板上切成薄片。澆上醬汁即可
享用。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160 鈉(鹽) 45毫克
總脂肪 6克 碳水化合物 3克
飽和脂肪 2克 纖維 0克
膽固醇 75毫克 蛋白質 20克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150 鈉(鹽) 55毫克
總脂肪 8克 碳水化合物 17克
飽和脂肪 1.5克 纖維 2克
膽固醇 15毫克 蛋白質 3克

燕麥曲奇餅(28塊)
材料

全麥麵粉 1½	杯
蘇打粉	(Baking soda) 1 茶匙
無鹽非氫化植物牛油，溶化 1 杯
Splenda 代糖 1 杯
大雞蛋 2 隻
水 1⁄3  杯
雲尼拿香油 ½	杯
葡萄乾 1 杯
麥片 3 杯
做法﹕

1. 焗爐加熱至350°F。
2. 在一個碗中，將植物牛油及Splenda	代糖	
攪拌。

3. 將全麥麵粉及蘇打粉一同篩勻，備用。
4. 在另一個碗中把雞蛋、水及雲尼拿香油	
拌勻。

5. 輪流把第3項及第4項分數次慢慢倒入第	
2項中拌勻。

6. 放入麥片及葡萄乾拌勻成為粉團。
7. 將焗爐紙放在焗盤上，用湯匙把粉團平均
分成28份，然後把每個小粉團用湯匙壓扁。
放入焗爐焗大約10-12分鐘或至金黃色。取
出來放在架上，待涼即可。

《原文摘譯自網站http://canolainfo.org》

《原文摘譯自「糖尿病之飲食智慧」》

譯	
者	
：	
張	
穗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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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醫師親自示範有助放	
鬆臀部的動作，相當靈活。

鄭醫師的講解生動有趣，在場會友均自發地跟隨鄭醫師
一起練習伸展運動。

多倫多華人分會活動策劃組義
工頒發感謝狀予李醫生。

部分會友與身
穿古時服飾工
作人員於古村
內留影。

活 動 絮花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繼二零一二年秋季於密西沙加市爲本會擔任「醫生與
你」的講者，李志雄牙醫再次於今年春季在萬錦市主
講「囗腔健康、牙週病與糖尿病。講座中，李醫生講
解口腔基本常識及衛生、牙齒疾病與糖尿病的關係	
(包括牙齦炎及牙周炎、齲齒(蛀牙)、唾液腺和味道功
能障礙、口腔念珠菌病等)，並探討預防的對策。參加
者於醫生答問時段反應熱烈，各人獲益良多。

緊接春季活動的成功，我們於八月在萬錦市舉行講
座，並再次邀請鄭心依整骨治療師及註冊中醫師擔任講

者，主題為「吾痛吾理」。鄭醫師通過理論和運動來講
解如何改善一些常見的大小痛症，並解釋不良的坐立姿
勢會使身體局部地區出現肌肉不平衡情況，因而導致關
節受壓，出現受傷、疼痛或勞損的情況。鄭醫師更即場
示範正確的站姿及坐姿，和數項簡單的伸展運動，有助
減輕肩背酸痛和鍛練盆骨側的肌肉。鄭醫師更叮囑大家
做運動時必須循序漸進及持之以恆；而長者更需要留意
本身的體力及精神情况。是晚出席會員眾多，各人對鄭
醫師生動的講解反應熱烈，相當投入。

米蘭市一日遊

感謝衆會友的支持，本會於今夏再次成功舉辦週年戶
外旅行，帶領一百一十名會友暢遊安省中部米蘭市	
(Midland)。是次活動我們邀請了資深註冊營養師鍾許
嘉馨女士在車上透過遊戲和答問與大家分享健康生活
及飲食之道，並為大家示範一些手部伸展動作。

當日迎著晨曦驅車北行，首先途經Cookstown名牌
特賣商場作短暫停留，然後再到巴利市 (Barrie) 內的中
式自助餐館享用午膳。餐後再啟程到喬治亞灣	(Georgian

Bay)畔的米蘭市，最後抵達曉倫區的「蘇聖瑪莉麗古
村」(Sainte-Marie among the Hurons)，探索這個國家級的
歷史遺跡。到達會場後，我們首先觀看一齣介紹古村早
於十七世紀時建立的電影。播畢後，後幕隨即升起，於

原址重新興建的古村就活現眼前。我們由身穿古時服
飾的傳教士及工作人員帶領参觀整個古村，並親身體
驗當時的經濟活動，將古時的生活演得栩栩如生。隨
後我們再參觀離古村不遠的博物館和一座建築別具特
色的天主教教堂(Martyrs’ Shrine), 認識原居民的發展和
歷史。

黃昏時分大家均帶著愉快的心情踏上歸家之途，結
束一天充實而歡樂的旅程！

百多名會友及義工於「蘇聖瑪麗古村」
前大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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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	多倫多華人分會

電話：416-410-1912
郵寄地址: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Toronto Chinese Chapter 
PO Box 42071,  2851 John Street, 
Markham, ON L3R 5R7

聯絡電郵：mail@diabetes-chinese.ca
編輯部電郵:	newsletter@diabetes-chinese.ca
網址：http://www.diabetes-chinese.ca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為非牟利機構。《會員會訊》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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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	多倫多華人分會

職	

委	

名	

單	

主席 楊靜秋
副主席 黎國威
秘書/財政 張婉華
委員 區嘉琳、陳廣源、陳慧珊、張陳麗晶、張婉華

朱鄭肇儀、梁玉敏、黃錫輝、張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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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務專欄/下期預告

一家一心	就是力量

第九屆「糖尿病患者活得健康」華語專題研討會於八
月十六日假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舉行，吸引了不少
關注糖尿病健康的各界人仕參加。與會者積極參與，
反應熱烈。欲知更多有關研討會的報導，請留意下期
的《會員會訊》或本分會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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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招募	突破二千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自成立以來，致力
推廣安省華人對糖尿病的關注和了解，並通過會員招
募，令會員能以互動方式來認識及防治糖尿病，使患
者和家人能積極面對人生，	健康生活。

經過多年的會員招募及社會人仕支持，本分會會員
人數於本年初已超越二千人。為此，本分會特別邀請第
二千名會員李永昌先生親臨本分會於本年五月廿八日所
舉行之「醫生與你」晚宴及講座，共同慶祝此里程碑。

如欲多加認識糖尿病和相關的健康資訊，歡迎您
成為本分會的會員，參加各項活動和健康講座，並定
期收取會訊，會費全免。你亦可以瀏覽本分會的網站	
http://www.diabetes-chinese.ca。

世界糖尿病日　World Diabetes Day

亦將十一月定為全國糖尿病關注月，希望國民透過健
康生活模式，持續關注及預防糖尿病。

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最新估計，全球現約有3.82

億人患上糖尿病，並預計到了2035年，有關人數更會颷
升至5.92億，而另外存著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高風險人
仕，亦數以億計。有見及此，由2014-2016年度，國際糖
尿病聯盟將教育主題定為「健康生活與糖尿病」，而本
年度將著力提倡健康飲食對預防二型糖尿病和避免相
關併發症的重要性。

第二千名會員李永昌先生(左二)與本分會委員梁玉敏(左一)、張陳麗晶
(右二)及黃錫輝(右一)	合照。

項	

目	

／	

小	

組	

幹	

事

會員招募 黃錫輝、張婉華、顧利平、陳美因　馮世豪
會員會訊 區嘉琳、張穗玲、陳慧珊、李少芳、程丹曦、張陳麗晶
活動策劃 梁玉敏、唐梓燕、盧談嬡賢、簫應源
網頁設計 陳慧珊、林鑒泉、張穗玲、張陳麗晶、程丹曦、陳志楊
贊助商招募 陳廣源
教育小組 張陳麗晶
義工統籌 朱鄭肇儀

世界糖尿病日

世界衞生組織和國際糖尿病聯
盟，自1991年起將每年11月14

日定為「世界糖尿病日」，目
的是喚醒全球對糖尿病的警覺
和關注。而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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