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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猴迎春　福至康寧

臨近春節，預祝大家猴年新春大吉，身體健康。

回顧過去的一年，本分會舉辦了各式各樣的健康講座、太極課程、旅行
活動等等，得到會員的積極参與。我們舉辦的活動能得以順利進行，除了一
班義工團隊的努力，實在有賴大家和華人社區的支持，在此我們予以萬分
感謝。在新的一年，我們會不斷努力，為會員提供更多元化的活動和資訊。
一如以往，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今期的會員會訊，我們會為大家分別探討口腔護理和痛風症對糖尿病
的相連和重要性。在飲食方面，我們亦會為大家介紹近年在市面上經常接
觸到的全穀物食品，講解一下它們的種類和好處。

農曆新年期間，大家定必多了出外飲食及泡製各式美點招呼親友，實
行大快朵頤。美食當前，親友共聚一堂，大家謹記要堅守飲食原則，選擇合
適食品和份量，進行規律運動，這樣便能輕鬆愉快地過好年！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二零一六年一月刊二零一六年一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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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穀物 特質
��藜麥 (Quinoa) ��藜麥含有較白米高兩倍的蛋白質和高五倍的膳食纖維，因此常被人們稱為

一種「超級食物」。它同時也是一種無面筋(Gluten-free)的穀物，因此對於
不能吃面筋的人仕也很適宜。

��卡姆小麥 (Kamut) ��卡姆小麥在外形上接近長米，富含蛋白質和膳食纖維，吃起來有一種獨特
的堅果風味。

��全麥古斯米 (Whole-wheat couscous) ��全麥古斯米同樣富含蛋白質並且低脂，是最方便烹調的全穀物雜糧。

��苔麩 (Teff) ��苔麩看上去跟罌粟籽(Poppy seed)差不多大，它是穀物中含鈣最高，並且含
有抗性澱粉。抗性澱粉是一種新近發現的膳食纖維，有幫助控制血糖和
體重的功效。

曾幾何時，提起全穀物，你是不是第一個便想到糙
米飯呢？時至今日，如大麥仁(Barley)、碎麥粒(Bulgur)、
全麥古斯米(Whole-wheat couscous)、卡姆小麥(Kamut)、
藜麥(Quinoa)等全穀物在超市中越見普及。加拿大糖尿
病協會的糖尿病教育項目主管Joanne Lewis女士認為， 
我 們 在 計 劃 一 餐 時 總 側 重肉 食 類 主 菜 的 準備，但
是我 們 不應 該 讓 肉 食 成 為 餐 桌 上 唯一 的 明星。隨
著全穀雜糧的選擇日益增多，我們也有更多機會在
烹飪中運用全 穀 物，不但 為菜餚 增 添 新的風味，又

可增加營養，為健康加分。
全穀物雜糧中含有的膳食纖維對於絕大部分人

來說都是有益健康的。Lewis女士表示，在選擇一餐
中的澱粉質食物 時，著眼於營養豐富的全穀物，相
較於那些高鹽、加工的澱粉類食物，無疑是更好的選
擇。多倫多新寧醫院的認許糖尿病導師Jill Zweig女士
也認為，全穀物富含多種如維他命B群、鎂、鋅、鐵、
以及抗氧化劑等的營養素，而其高纖維的特性比加工
的澱粉類食物更有飽腹感。

雖然全穀物經常會被磨碎並添加到麵包、意麵、餅
乾等食品中，但最佳的吃法還是烹調和食用完整顆粒的
全穀物雜糧。據Zweig女士解釋，當全穀物被磨成麵粉，
我們的身體會輕易地將其中的澱粉質轉化為葡萄糖。
但若我們食用整粒的全穀雜糧，身體會用不同的方式將
之消化，可以得到許多益處，如增加胰島素反應、降低
二型糖尿病風險、控制體重、維持心血管健康、以及預
防慢性病。

全穀物雜糧雖好，但也不應該過量食用。專家建議
您維持正常的碳水化合物攝取量，或向註冊營養師查詢
適合自己的分量。此外，如果您有腎功能方面的問題或

需要控制嘌呤攝取量，您也應該首先向註冊營養師咨
詢適合您的全穀物攝取量。在日常烹飪中，糖尿病患
者可在煮好的全穀物食品中加一茶匙的低脂沙拉醬或
橄欖油和一些調味醋以豐富口感層次，慢慢適應全穀
物雜糧的口感和味道。您也可以採取以下3個小貼士
來製作美味健康的全穀物配菜：
1. 用全穀雜糧，如全麥古斯米(Whole-wheat couscous)

來代替白米或意麵。
2. 給全穀雜糧調味時減少用鹽，多使用香草、蔬菜、和

炒香過的洋蔥和大蒜添味。
3. 在烹調全穀雜糧時多用低鹽雞湯或蔬菜湯，減少油

脂的使用量。
《 原文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Diabetes Dialogue 2014年秋季期刊》

譯者 / 資料補充：程丹曦 (安省註冊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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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譯者：李少芳

資料來源：
Ontario Dental Association. Brochure “Your dentist sees more 

than just your teeth”. 

Retrieved from http://www.youroralhealth.ca/component/

docman/doc_download/38-diabetes-brochure?Itemid=19

糖尿病與
口腔健康

有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顯示口腔健康和整體健康
之間有很重要的關連。每個人都有責任令自己保持健康
的體質。研究指出，牙齦疾病和糖尿病會相互影響。例
如，牙齦病會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指數而導致相關
的併發症；長時間的高血糖會令眼睛、腎臟、神經和血
管提早退化。研究亦顯示糖尿病患者患上口腔感染及牙
周病的風險比一般人高。不過患者也不用太擔心，只要
妥善治理牙齦疾病，糖尿病的情況也會得到改善。

最常見與糖尿病有關的口腔疾病

��蛀牙
��牙齦疾病
��口乾

自我管理

糖尿病人應該時常和你的牙醫或其他醫療團隊保
持聯繫，讓他們幫助你。你必須讓他們知道你的狀況：
��你是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的控制程度
��服用胰島素的份量
��服用藥物歷史及其間身體狀況
��正在服用的處方或非處方藥物（包括自然醫學）

你知道嗎？

��有些人在牙齒檢查時發覺原來牙周（牙齦和牙骨）狀
況急劇下降，經醫生診斷後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高血糖指數會降低身體機能對抗病毒的能力，糖尿病
患者口腔內更易受各類細菌、病毒或真菌感染。
��口中唾液如果含有較濃的葡萄糖份，那就會助長牙石
增加。這也是導致牙齦疾病的成因。
��嚴重牙周病患者可能會令血糖度數加深，令患者停留
在高血糖時間增長。
��有效的口腔護理可以減少牙齦發炎，並有助糖尿病患
者控制血糖水平。
��糖尿病患者若能處理好牙周病及保持良好的口腔護
理(例如定期牙齒檢查)，需要使用胰島素的情況也會
減少。
��為了幫助牙齒和牙齦對抗口腔疾病和保持身體健康，
口腔衛生應包括：每天刷牙兩至三次及使用牙線一
次、使用含氟牙膏、減少進食甜點，和定期檢查牙齒。

��真菌感染
��口部病變
��受到感染而持久不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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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尿酸 (uric acid) 水平過高會導致痛風症(gout)

，尿酸沉澱在關節內，引起急性關節發炎，最常
病發於大腳趾，但也會影響腳跟、足踝、
膝、手腕和肘等關節，通常都是病發得
很急，伴以紅、腫、熱、痛等發炎症狀，
而痛的程度很厲害，只有婦女於生孩
子時的產痛才可匹比。長期尿酸過
高也會導致慢性關節炎，影響關節的
外觀和功能。經常大魚大肉和喜好杯
中之物的人較多患上痛風症，以前，僅
是有錢人才可經常有此享受，普羅大眾
只能在大時大節才有機會吃會導致尿酸高
的食物，所以，痛風症也叫「帝皇之病」或「富貴
病」。現代人生活水平平均都改善了，所以不同社會階
層的人都會患上痛風症。

二型糖尿病的病因是血液內糖份的水平過高，現
代化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不健康的飲食和不運動，是導
致糖尿病不斷上升的主要因素。加拿大的情況亦並不
樂觀，由1998 年至2005 年，在七年間糖尿病人的人數
由一百萬增加至一百八十萬，在七年間飆升了百份之七
十，情況令人擔憂。估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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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數亦急劇上升，升幅更佔不同族
裔的首位。

不少人同時患有尿酸過高與
二型糖尿病，皆因他們擁有共
同的身體特徵及狀況，而導致
二型糖尿病和尿酸過高的高危
因素相同，而當中最明顯的是

超重及肥胖。有越來越多具質素
的科學研究發現，二型糖尿病和

尿酸過高不單擁有相同的致病病因，
尿酸過多更能增加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風

險，而降低血液內尿酸的水平能減低二型糖尿病
的發病率。一直以來，醫學界都認為尿酸過高只會導致
痛風症及腎結石和腎病，但已有不少研究報告認為尿酸
過高也會增加患上血壓高、中風、冠心病和糖尿病的風
險。

專家建議採取以下的健康生活方式，能降低血液
內的尿酸水平，從而減低可能導致的血壓高、中風、冠
心病和糖尿病的風險：

糖尿病
與高尿酸的關連	作者：郭詠觀醫生(多倫多華人分會顧問醫生)

減肥 「現代人正在用餐叉或筷子自挖墳墓」，欲預防痛風症、二型糖尿病及一切相關的疾病，應留
意個人的體重指標 (Body Mass Index，簡稱BMI) 及腰圍。

定時運動
定時運動能協助控制體重及降低血壓，兩者都能降低血液內的尿酸水平，而運動亦能改善二
型糖尿病人胰島素抗性 (insulin resistance) 的程度，現時的建議是每週最少五天、而每天作三十
分鐘中等程度的運動。

減少喝酒 喝酒能引發痛風症，而啤酒的影響最大；暴飲更是導致痛風症的高危因素之一。
避免高糖含量的飲品 尤其是加入大量果糖糖漿 (high-fructose corn syrup,簡稱HFCS) 的汽水。

減少進食嘌呤(purine)
含量高的食物

尤其是動物的內臟、甲殼類及貝殼類食物、紅肉、濃湯等。不過，應留意的不是「該不該吃」，
而是「適量進食」。此外，研究顯示，痛風症患者吃了高嘌呤含量的植物並不會增加痛風症的發
病率，所以痛風症患者可安心適量進食就算是高嘌呤含量的植物，包括豆類及蘑菇類食品。

適量進食奶類食品 研究亦顯示，奶類食品不會增加尿酸的水平，而低脂奶類食品亦能減低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風
險，所以患者也應適量進食低脂奶類食品。

溫 馨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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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館

南瓜蕃茄燴皇子菇
材料﹕(4	份)

南瓜 100 克
食油 2茶匙
薑，切絲 1⁄ 2 茶匙
細蕃茄，切小件 2 個
皇子菇，切片 3 隻
蕃茄汁 2 1⁄ 2 湯匙
糖 1茶匙
生抽 1⁄ 2  茶匙
白胡椒粉 1⁄ 8  茶匙
酒 1湯匙

做法：

1. 南瓜去皮去核，切小件。
2. 用油爆香薑絲。加入南瓜、蕃茄煮片刻。
3. 加入蕃茄汁、糖、生抽、酒和白胡椒粉煮半小時。加入

皇子菇再煮5分鐘，水乾時加水，直至南瓜軟身即可。 《摘自「糖尿病之飲食智慧」》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50 總脂肪 2.5克
碳水化合物 7克 飽和脂肪 0 克
纖維 1克 鈉 (鹽) 170 毫克
蛋白質 1克 膽固醇 0 毫克

溫 馨 提 示

缺乏睡眠可增加患
心臟疾病和糖尿病風險				譯者：陳慧珊

來自韓國的一項研究顯示，一晚睡眠少於6小時的人擁有患上糖尿病、心臟
疾病和中風的風險因素 (risk factors) 相當高，當中包括高血糖、高膽固醇、高血
壓、腰腹積聚多餘脂肪等。這些風險因素的組合，被統稱為「新陳代謝綜合症」
(metabolic syndrome)。新陳代謝綜合症可導致各種慢性，以致危及生命的疾病。

南韓延世大學的一個醫學團隊對2600名成人進行了兩年多的研究，跟進他們
的生活方式和睡眠習慣。研究發現睡眠少於六個小時的參與者，比起得到六至八
小時充足睡眠的參與者更容易患上新陳代謝綜合症，其機率高達41%。此外，睡眠
不足的人，容易患有高血糖、高膽固醇，以及擁有多餘腹部脂肪等，比起一般人高
出30%，而患上高血壓的風險更比一般人高出56%。

有見及此，我們應密切關注，確保作息要定時，睡眠要充足。

《原文摘譯自多倫多環球郵報網頁於2015年10月23日發佈的文章》

www.diabetes-chinese.ca      5



活 動 絮花

暢遊藍山渡假村
編採：程丹曦

本分會於2015年8月成功舉辦了年度戶外旅行，
帶領著106名會友暢遊了安省著名的藍山渡假村。

活動當天風和日麗，我們迎著晨曦驅車北行。
在前往藍山的旅途中，我們邀請了註冊營養師Susan 

Yang女士和Hinson Ho先生在車上就糖尿病健康飲食
為大家做了精彩的講解，不但分發了多種健康飲食
資料給大家，如「糖尿病飲食指南」、「升糖指數」、
「外出就餐要訣」等等，並且與大家進行了遊戲和有
獎問答環節。現場氣氛熱烈，眾人開心參與之餘亦
獲益良多。

各位會友在享用了自助午餐後，便乘車前往藍
山渡假村。到達目的地後，大部分會友搭乘纜車來
到藍山山頂，伴著徐徐清風與藍天白雲，在萬里晴
空下盡情飽覽了喬治亞灣的美景。之後大家前往了
安省著名的華莎加海灘，並在名牌直銷商場 (Tanger 

Outlets) 開懷購物。黃昏時分大家均帶著依依不拾的
心情踏上歸家之途，結束一天充實而歡樂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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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與你」
健康講座
編採：程丹曦

本分會於2015年11月5日在士嘉堡金輝自
助餐廳成功舉行了2015年秋季的「醫生與你」
講座。

該次講座我們邀請了西乃山醫院的眼科
專科手術醫生周敬賢醫生主講「糖尿病導致
的眼疾病」。講座中，周醫生介紹了糖尿病視
網膜病變的三種主要形式，包括黃斑水腫、眼
內出血、和視網膜脫落，以及糖尿病視網膜
病變的檢查和治療方法。周醫生呼籲每一位
糖尿病友不論患病年期長短，都應該每年作
詳細的眼科檢查，並在出現視力模糊等徵狀
時及早診斷和接受治療，切勿諱疾忌醫。

本次講座和晚宴吸引了80多位會員的積
極參與。現場反應熱烈，各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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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量　請您參與

多倫多華人分會為非牟利機構，營運經費全賴大
眾的慷慨捐助。你的樂善好施和熱心參與，將有助我
們持續運作，在社區內繼續各種糖尿病教育和預防的
推廣工作。如蒙捐獻，請參閱隨本期會訊附上的家庭捐
款表格。多謝支持！

您是否高危一族？

根據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最新數字，平均每33個患
有糖尿病的加拿大人當中，便有1個是患上而不自知
的。而患有糖尿病的人仕比一般人因為心血管疾病而
需要入院求診的機率更高出3 倍。有關數據更指出，到
了2025 年，估計有480萬加拿大人會患上糖尿病。

為了提高大眾對糖尿病風險的意識，有效減低患
上前期或二型糖尿病的機會，本協會鼓勵大家完成由
加拿大公共衞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開發
的加拿大糖尿病風險評估問卷(Canadian Diabetes Risk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 CANRISK)，透過一系列有關
年齡、體重、身高、種族及家族病歷等問題，幫助醫生
診斷哪些人較有機會患上二型糖尿病，及早提供合適

的治療方案、飲食和運動的意見，以防患於未然。風險
評估問卷除了英文版外，亦翻譯成多種語言，而中文譯
本可於本華人分會網頁下載。

英文： http://guidelines.diabetes.ca/CDACPG_resources/

CANRISK_eng.pdf

中文： http://diabetes-chinese.ca/zh/health/documents/

Canrisk.pdf

全國營養月

每年三月為全國營養月 (National Nutrition Month)

，今年主題是「享受正確飲食的好處」(Savor the Flavor 

of Eating Right)。加拿大營養師協會會組織各種活動，鼓
勵加拿大人審視他們的飲食習慣，教育他們怎樣更好
地選擇食物，從而改善健康。如想得到有關營養飲食的
資訊，歡迎瀏覽本分會的網頁，或向你的註冊營養師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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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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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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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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錫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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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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