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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節　人月兩團圓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即將來到。中秋是中國人最重視的三大節慶
之一，月餅象徵團圓，家人共敍賞月，品嘗月餅，是必不可少的傳統習
俗。面對眼前各式各樣的應節食品，也是一般糖尿病高危一族最掙扎
的時候	–	「吃不吃好呢？」、「該吃多少份量才對呢？」

為了讓大家吃得安心，在今期的《會員會訊》，我們會為大家講
解一下選擇月餅時需要注意的事項，亦會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飲食小
貼士，讓大家在享受佳節的溫馨之餘，也不增加健康負擔。

隨著近年糖尿病患者的人數不斷增加，各類慢性併發症亦有所增
多。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足部因為血管和神經線出現病變，血液循
環受到障礙，令足部容易受到感染而出現潰爛的情況。足部問題是糖
尿病患者常有的慢性併發症之一，在今期的會訊中，我們會為大家講
解一下。除了足部護理，膝關節亦是最常見的關節毛病，今期我們繼續
為大家介紹六招輕鬆易做的護膝運動，幫助大家強化大腿肌肉，減低
膝蓋受傷的風險。

中秋佳節與家人共度歡樂時光之時，也要謹記控制飲食，定時定
量，並且注意自己血糖高低的變化，淺嚐輒止，不要超過自己的上限，
縱使美食當前，也一樣可以品嚐自如。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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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即將到來，月餅作為傳統中秋
點心，一直是大家餽贈親朋、與家人分享的時令首選。
近年來，隨著社會對飲食健康逐漸關注，高油脂、高糖分
的傳統月餅使得大家在品嘗美食之餘更多了幾分擔心。
而市面上各種「健康月餅」、「低糖/無糖月餅」也越來越
多。那麼，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控制血糖或血脂，今年
選擇和品嘗月餅時有哪些方面可以注意呢？

警惕標榜「無蔗糖」的月餅

坊間的「健康月餅」選擇眾多，作為消費者在選購時
一定要仔細區分，以免被商家宣傳誤導。例如，有些月餅
會標榜「無蔗糖」以吸引想要購買健康月餅的消費者。然
而，無蔗糖的月餅並不一定真正不含糖，商家可能添加了
其他種類的甜味劑，例如麥芽糖、果糖、葡萄糖等來代替
蔗糖。這些甜味劑和蔗糖一樣會引起血糖水平上升。因
此，在選購健康月餅時，不僅要看商家的宣傳標籤，更要閱
讀月餅的食品成分表，以免被「無蔗糖」這類標籤誤導。

過多食用添加糖醇的無糖月餅	
可能引起腸胃不適

一些無糖月餅會添加例如木糖醇、山梨糖醇或麥
芽糖醇等糖醇(sugar alcohols)代替糖來增加甜味。雖然
這些糖醇不會引起血糖上升，但是如果一次攝入超過10

克，可能會出現多氣、腹脹、腹瀉等副作用[1]，因此在食
用時也不宜過量。

無糖月餅也會引起血糖上升，	
品嘗時應注意適量

無糖月餅雖然不添加糖分，但是其餅皮中的麵粉、
餡料中的蓮蓉、豆沙、棗泥、以及水果被我們身體消化
吸收之後同樣會轉化成葡萄糖，引起血糖水平的上升。
因此，就像對待米飯、麵條或其他碳水化合物一樣，在
食用無糖月餅時也應注意控量。

低糖、無糖月餅不一定低脂、低膽固醇

雖然低糖、無糖月餅含糖少，但是脂肪、膽固醇的
含量並不一定低。在選購月餅時應盡量避免添加了氫化
油或豬油、牛油等動物性油脂的月餅，以減少反式脂肪
酸和飽和脂肪酸的攝入。添加了蛋黃的月餅膽固醇含量
比較高。例如，一粒鹹蛋黃含有約245毫克的膽固醇[2]。
如果您需要控制膽固醇，一次吃一整個蛋黃類月餅就會
使您超出每天200毫克的膳食膽固醇攝入限量[3]，因此
在食用時同樣應遵循適量原則。

健康中秋飲食小貼士：

��在品嘗月餅時可以與家人、朋友、或同事分享一個月
餅，每次以食1⁄4至1⁄2個月餅為宜。品嘗月餅時可以搭配
無糖飲品例如清茶一起品味。
��當在正餐食用月餅時，應減少其他主食的分量。菜色
上也可以採用少油的烹調方法，例如將家宴中的紅燒
魚換為清蒸魚。
��在品嘗蛋黃類月餅時，應注意減少其他高膽固醇的食
物，例如貝類、雞蛋、內臟類食物。
��享受美食之餘不要忘記堅持鍛煉，適當的體能鍛煉可
以幫助消耗由食物產生的熱量。
��向認許糖尿病導師或註冊營養師學習如何針對您的身
體情況來選擇和食用月餅。

健康食月餅	歡樂度中秋
作者：程丹曦	(安省註冊營養師)

資料來源：
[1] CDA. 2015. Sugars and Sweeteners.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abetes.ca/diabetes-and-you/healthy-living-resources/
diet-nutrition/sugar-sweeteners

[2]	台灣食品藥品消費者知識服務網食品營養成分數據庫.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consumer.fda.gov.tw/Food/ 
TFND.aspx?nodeID=178

[3] Anderson, Todd J., et al. “2012 update of the Canadian 
Cardiovascular Society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yslipidemia for the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adult.” Canadi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29.2 (2013): 151-167.

2     newsletter@diabetes-chinese.ca



知「足」常樂	
淺談糖尿病足
譯者：李少芳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併發症之一。它是一種因為足部
神經線出現病變和血液循環不良而令足部容易受到感
染，造成組織壞死，情況嚴重的更可能有截肢的需要。
所以對糖尿病患者來說，做好糖尿病足的預防措施是十
分重要。

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狀

糖尿病患者需要注意足部的衛生和健康，每天做一
些簡單的足部檢查，留意一下自己足部的形態和雙腳皮
膚的色澤和質地，看看自己是否有一些可以引致糖尿病
足的徵狀	(見下表)。

初期的糖尿病足可透過自我保健和積極的藥物調
理，以達到控制糖尿病足發生潰瘍的情況。

預防糖尿病足情況變壞的一些方法：

��每年做四次糖尿病檢查，並要求醫生或醫療人員檢查雙
足，而每年最少做一次足部神經損傷及血液循環測試。
��每天檢查自己雙腳，看看足部可有任何變形或損傷。如
果發現有不妥，立即去見你的醫生或醫療團隊。
��無論天氣有多熱，一定要穿襪子及鞋子保護雙腳，避
免赤腳行走。
��當發現足部有紅腫的情況，請立刻見你的醫生。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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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狀 有可能出現的問題

足部（如腳趾）皮膚變
得蒼白	

血液循環欠佳。

足部皮膚（如受壓力
部位）發紅

足部受到感染。

腳部垂下時皮膚泛紅 足部受到感染或出現周邊動
脈血管疾病		(PAD – 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足部出現腫脹 足部皮膚受到損傷或感染。

足部出現水泡 所穿的鞋不合適，以致鞋襪與
皮膚磨擦和足部受壓，形成水
泡。

足部出現厚繭 腳底受到壓力而長出足繭，壓
迫皮膚組織，進而出現足部潰
瘍的情況。

足部皮膚乾燥及爆裂 皮膚乾裂容易受到感染。

足部或腳趾出現畸
形、浮腫或腫塊

足部可能受到外來創傷而令到
腳形出現變化，但因為受到周
邊神經病變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的影響，雙腳對痛
楚的感覺變得遲鈍，所以未為
察覺。

��發現腳部有水泡或含膿瘡時，應當用暖水沖洗；抹乾
後，用紗布遮蓋，然後趕快前往就醫。
��如腳部有雞眼（腳趾有厚硬塊）、老繭（腳底有厚皮）、
腳甲向內生長，都應尋求醫護幫助。
��糖尿病患者所穿的鞋子是要特別訂製的。

足部問題是糖尿病患者的最大困擾，亦可引起各
種嚴重的併發症。如果您想要得到更多足部護理的知
識，可以參考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有關足部護理的網頁	
(http://www.diabetes.ca/footcare)。

你知道嗎？

��有85%的糖尿病截肢者皆因為足部潰瘍而需要
做截肢手術，但其實過半數截肢者如果能夠穿
著適當的鞋及得到更好的足部謢理，就可以避
免被截肢。
��加拿大糖尿病人如果在一年內見過家庭醫生或
醫療團隊三次或以上，他們需要被截肢的機會
會減低三份之一。
��糖尿病人入院的主因大多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足
部感染。
��在2008年，加拿大有621,000位糖尿病人有神經
功能損傷。

www.diabetes-chinese.c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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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診療過程中，經常被問到「日常可
以做哪些動作來保養膝關節？」。由於詢
問率很高，所以特別整理幾個常用的姿
勢，以簡單生動的圖片搭配順口溜，提供
給大家。

這幾個運動，難度不高。即使對於年
紀大的長者來說也不會太難，而且不用特
殊的場地，在家裡躺著、坐著、站著，甚
至在看電視、看書、或聊天都可以做到！

能屈能伸	
六招護膝運動
作者：	鄭心依	(另類療法治療師、	

國際認可瑜伽治療師、專業講師)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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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胰島素	

可預防糖尿病嗎?
譯者：陳慧珊

注射胰島素 (insulin) 一直是拯救生命的糖尿病治療
方法。現在，科學家們正在測試一個引人入勝的問題：我
們可以採用口服胰島素預防糖尿病嗎？

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國立衛生研究院 (N at io n a l 

Institute of Health)，其國際研究人員正試圖確定以胰島
素製成的藥丸是否可以防止或延緩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美國和其他八個國家(包括加拿大) 的醫院亦有
參與相關研究，並積極進行臨床試驗人仕的招聘。報名
參加者必須先做一個血液測試，以證明他們患上1型糖尿
病的機會相當高，才可參與試驗。該項研究預計在2017

年完成。

1型糖尿病通
常在童年時被診
斷，如果胰島素藥
丸的預防研究結
果成功，會對1型
糖尿病高危患者
影響深遠。

基因被認為
是增加患上1型糖尿病的風險因素之一，而其他因素如病
毒和其它感染亦可能引發各種疾病，導致體內的免疫系
統失調，攻擊製造胰島素的細胞。研究人員認為，將胰
島素以口服用，身體就會如消化吸收食物般，把口服的
胰島素吸收，產生免疫反應，誘導病人體內失調的免疫
系統不再攻擊製造胰島素的細胞。

如想知道更多有關這個試驗的信息，請參閱網頁	
http://www.diabetestrialnet.org/OralInsulin。

五種讓你意想不到的高鹽食物
譯者：張霞

糖尿病患者也許認為糖、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是直接影響健康的食物，不過他們當中
60%的人亦同時患有高血壓，因此控制鹽分攝取極為重要。加拿大衛生部建議成人每天的鹽
攝取量為1500至2300毫克，但一般加拿大成年人平均每天的攝取量卻高達3400毫克。以下
為大家列舉出五種含鹽量高的食物及相應的低鹽替代物，以供參考。

食物徵狀 含鹽量 建議

1. 火雞釀製餡料 半杯火雞餡料含鹽
400毫克

選用低鹽肉湯自製餡料，避免額外加鹽；
或使用加拿大糖尿病學會推薦的餡料食譜
(http://www.diabetes.ca/diabetes-and-you/
recipes/roast-turkey-with-savoury-dressing)。

2. 堅果 1安士鹽焗堅果含鹽
200毫克

選擇非鹽焗堅果，或加入低鹽的香草或香料
調較口味。

3.  椒鹽脆餅乾和
其它零食混合物

10小塊椒鹽脆餅乾含
鹽800毫克

選擇低鹽脆餅乾或原味爆米花，並添加低鹽
香料和橄欖油一起食用。

4. 罐裝濃湯 1杯罐裝濃湯含鹽	
700毫克

選擇低鹽罐裝濃湯；亦可選用低鹽肉湯，加
入香草或香料自製濃湯。

5. 醃肉 4片醃肉含鹽700毫克 選用麵包夾豌豆鹹肉片。
《原文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網頁內的文章》

溫馨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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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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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鈉 (鹽) 200 毫克

《原文摘譯自多倫多《CTV	News	》網頁於2015年7月3日發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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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絮花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編採：程丹曦

本分會於7月20日在密西沙加市文華餐廳成功舉行了
2015年夏季的「醫生與你」講座。是次講座由本分會顧問醫
生郭詠觀家庭醫生主講「糖尿病併發症」。講座中，郭醫生
介紹了各類糖尿病併發症，例如心腦血管疾病、視力衰退、
糖尿病足、皮膚病、腸胃病，以及它們的預防和治療方法。
郭醫生建議每一位糖尿病人定期檢查身體各項指標，以便
及早發現並控制各類糖尿病併發症。是次講座和晚宴吸引
了近50位會員的積極參與。現場反應熱烈，各人獲益良多。

滋味館

肉碎蒸滑蛋
材料﹕

瘦碎雞肉	 70克(2 1⁄ 2安士)
大雞蛋	 3 隻
低鹽雞湯	 1 杯
蔥，切粒 1⁄ 4杯
醃料﹕	生油	1	茶匙，生粉	1⁄ 4茶匙，食油	1⁄ 2 	茶匙

做法：

1. 在碗中將醃料拌勻。雞肉用醃料醃10	分鐘。
2. 雞蛋打散。將雞湯加熱，然後把熱雞湯慢慢倒入
雞蛋中，邊倒邊打。

3. 把蛋液過篩隔去氣泡倒進深碟內，用慢火隔水蒸
4分鐘。

4. 揭開蓋，讓蒸氣散發，立即再蓋上鍋蓋再蒸4分
鐘，重覆這步驟直至雞蛋蒸熟。

5. 放雞肉在易潔鑊	(不沾鍋)	內炒香至熟透，下蔥炒
勻。盛起放在蛋面上便可。

《摘自「糖尿病之飲食智慧」》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120 鈉(鹽) 150毫克
總脂肪 8克 碳水化合物 2克
飽和脂肪 1.5克 纖維 0克
膽固醇 140毫克 蛋白質 9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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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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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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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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	

小	

組	

幹	

事

會員招募	/	
社區外展 黃錫輝、何惠玲、顧利平、陳美因、馮世豪、何肇軒

會員會訊 區嘉琳、陳慧珊、程丹曦、李少芳、張霞、張陳麗晶
活動策劃 陳擅勤、唐梓燕、盧談嬡賢、簫應源、屈富義、楊淇
網頁設計 陳慧珊、林鑒泉、雷靄霖、張陳麗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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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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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今年初，本分會開辦了多
次太極氣功的課程，反應良好。
有見及此，我們將於2016年初再
次開辦冬季太極氣功班，並再次
邀請到本分會的顧問醫生郭詠
觀醫生繼續執教。有關課程的介
紹、上課時間和地點，請考閱隨
會訊附上的單張。

為鼓勵大家培養運動的習
慣，有興趣的初學者亦可考慮以
一半的費用	(即	$25)	先上頭5 節
課，若覺得適合並有意繼續完成
整個課程，只需要繳交費用餘額
便可。課程名額有限，請從速報
名吧！

本分會將於11月份再次舉行「醫生與你」健
康講座，歡迎會員或親友報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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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季

氣
功
班

「醫生與你」
		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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