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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所需的重要
脂肪酸：Omega-3
糖尿病是一種普遍的慢性疾病。當糖尿病控制不好，血糖長期
偏高及不穩定，便會導致併發症的出現。如果掉以輕心和處理不當，
就會種下日後出現嚴重併發症的禍根。食物和運動，兩者都是控制
糖尿病的關鍵環節。小心飲食，多做運動，就可以降低糖尿病併發症
的風險。
為了鼓勵大家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我們會在今期的《會員會
訊》介紹一些大家可以安在家中練習的坐姿伸展運動，透過圖文並荗
的講述，幫助大家改善體能，促進生活素質。另外，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經常接觸到包含奧米茄三脂肪酸 (Omega-3) 的食物和保健食品。
今期我們會為大家探討一下奧米茄三脂肪酸對糖尿病人的好處，並分
享如何選擇含有奧米茄三脂肪酸的食品。在其他食材方面，我們亦會
講解一下關於人造甜味劑和食用油的資訊，希望大家食得健康。
大地回春，鳥語花香，將是郊遊的好季節。大家不妨到郊外或公
園散步走走，吸收大自然的活力，使身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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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活得健康」
華語專題研討會（下）

節錄：張陳麗晶 (認許糖尿病導師)丶區嘉琳

第九屆「糖尿病患者活得健康」華語專題研討會於2014月8月16日假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圓滿結束，
讓華人社區不同年齡的人士對糖尿病有更多的認識。今期就讓我們繼續和大家重溫另一個講座的內容。

我有糖尿病，我怎樣幫助自己呢？ 講者：鄭玉欣醫生 (內分泌專科)
專家拆解

常見的憂慮
為什麼我要關注

糖尿病可以引發很多併發症，例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而影

我的糖尿病？

響視力、腎臟疾病、中風和心臟病、血液循環問題、神經系
統問題等等。糖尿病併發症是可以預防，關鍵取決於如何
有效預防。

我可以怎樣做來

要預防糖尿病所引發的併發症，關鍵在於好好控制血糖、

幫助我自己？

血壓和膽固醇，並適當利用保護心臟藥物。要有效控制血
糖，便要透過改變生活模式，選擇健康的生活。
大家可以參考以下一些建議，幫助改善生活：


飲食方面，要均衡和多元化，選擇高纖維、低鹽和低脂
的食物，並且定時和定量進食。少吃甜食。


適量運動（如每星期做150分鐘的帶氧運動）。

如體重過胖，尤其是腰腹，就需要減輕體重。

戒煙。

自我測試血糖。

如有需要服用糖尿病藥物，請按指示服用。

定時做二型糖尿病人的檢查，如眼睛檢查、足部護理、
血壓檢查（維持血壓指數低於130/80）、血脂檢驗（低
密度膽固醇指數少於 2.0 mmol/L）。


每3-6個月檢驗您的血紅素 (A1C)，目標應低於7%。

向您的醫生查詢一些保護心臟藥物（如血管緊張素

轉化酶抑制劑ACE-inhibitors、血管緊張素受體抑制劑
ARB、斯泰定Statins等）對您是否有幫助。

誰可以幫助我？

社區內的糖尿病教育中心 (Diabetes Education Centre) 有多
方面的專業人仕，如護士、營養師、藥劑師、足部治療師和
社會工作者等，他們能夠為您提供相關資訊，幫助您更有效
地認識、預防及控制糖尿病。您亦可瀏覽加拿大糖尿病協
會多倫多華人分會的網站(http://www.diabetes-chinese.ca)，
參閱更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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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所需的重要脂肪酸：

OMEGA-3

譯者：張霞

Omega-3被稱為「好脂肪」，它是一種多不飽和脂
肪酸，包括EPA(二十碳五烯酸)、DHA(二十二碳六烯酸)
及ALA(亞麻酸)。它是人類維持健康所需的重要脂肪
酸，因人體不能自行製造這些脂肪酸，所以必須從食物
獲取。含Omega-3的食物有兩類：深海魚類及植物性食
物。Omega-3可促進胎兒神經發育及提高兒童學習能
力、減少成人抑鬱或其它情緒障礙及心血管疾病發生，
和增強記憶力。

Omega-3 對糖尿病患者的益處
1型和2型糖尿病的成人患者常見高甘油三酯血症
和低HDL-膽固醇血症，增加其患心血管疾病風險，如心
臟病及中風。 Dr. Thomas Ransom （哈利法克斯伊利莎
白二世健康醫學中心內分泌學家、加拿大糖尿病學會國
立營養委員會成員）提出，Omega-3 可降低血液內甘油
三酯水平和升高HDL-膽固醇的水平，進而減輕血液斑
塊形成，最終減少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您如何選擇：進食深海魚類食物？
服用Omega-3 替代品？

新近研究還證實Omega-3 對2型糖尿病自身亦可能

素食者、對魚類過敏者及難耐魚腥味者宜選擇

存在預防或治療功效。 Dr. André Marette（魁北克拉瓦

服用Omega-3替代品；植物性食物如藻類亦含EPA及

爾大學營養學及功能性食物研究所主任、內科學教授）

DHA。食用Omega-3替代品每日的劑量不宜超過3克。魚

在加拿大糖尿病協會資助的研究中，發現Omega-3可減

油可增加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及內外出血的可能。而食

輕2型糖尿病小鼠實驗品的胰島素抵抗，而胰島素抵抗

用魚類則沒有上述副作用，而且魚類（如鱈魚、鯖魚、三

正是2型糖尿病發生的重要機制。同時他亦指出，多吃

文魚）含蛋白質，可預防胰島素抵抗。因此，食用魚類比

深海魚類可降低2型糖尿病的發生。

服用Omega-3替代品更好。

Omega-3 的來源
DHA及EPA
ALA

鯡魚、鯖魚、三文魚、沙丁魚、鱒魚、白色長鰭金槍魚、海藻
菜籽油、亞麻籽油、胡桃、大豆及黃豆、野鼠尾草籽、線麻籽、深綠葉蔬菜、亞麻薺油

《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Diabetes Dialogue 2014年秋季期刊》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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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運動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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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律的運動、飲食、藥物是糖尿病治療的三大要

在這裡特別為糖尿病友們提供一個既安全而又簡

素。根據醫學研究指出，將近3%的糖尿病患者缺乏任

易的坐姿伸展運動供大家在家練習。我們只要坐著讓

何運動。而運動可以提高體內對胰島素的敏感度，使

全身有規律的作伸展運動達到 20 或 30 分鐘，也同樣

糖尿病患者有效提升血糖控制能力，減少胰島素依賴

有肌力、有氧等效果。只要糖尿病友們用心確實做，就

程度。

能在無形中改善自己的體能，達到運動的好處。

為什麽無法規律地運動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運動

的好處多多，但是由於工作太忙、上班太累、身體上的不
適…種種的因素，以致無法運動。

1. 呼吸運動
1. 腰骨要直，背部不能靠著椅背。
2. 雙手自然放在腿上，手掌放鬆。
3. 慢慢用鼻吸時，用力將肩膊向後收緊。
4. 呼吸時將胸廓盡量伸展開來呼氣。重覆
呼吸10-20次。

2. 坐姿伸展運動
盡量坐直，左右搖擺時不能太快，
每次需停約5秒再向另一邊擺動，
重覆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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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腳部肌肉運動
雙手交叉雙臂，收緊
腹部肌肉，吸氣時
將雙腳緩慢抬高至腹
部，停2-3秒再放下

3. 肩膀運動

雙腳，重覆5-10次。

雙手放在肩上緩慢地順時鐘旋轉。
左右各做5 次，再逆時鐘做。

5. 伸展鼠蹊部肌肉

6. 伸展大腿及小腿肌肉

1. 盡量將大腿打開，用雙手肘輕輕頂

先將左腳盡量伸直，左手輕按左膝上

著大腿內側。
2. 將上半身慢慢向前伸展，頭不要向
下垂，維持姿勢約20-30 秒，重覆2

方肌肉處，右手拉著腳尖。切記不要
太用力拉！左右腳伸展維持約20-30
秒,重覆2次即可。

至3次。
3. 切記，不能強力頂開大腿！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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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新 知

人造甜味劑增加
患糖尿病的風險？

資料收集／譯者：陳慧珊

最近一項在以色列進行的研究，在醫學雜誌「自
然 」( N a t u r e) 發 表，說 明 食 用 人 造 甜 味 劑 或 代 糖
(artificial sweeteners)，特別是糖精 (saccharin)，會令體
內幫助消化營養物質的腸道細菌產生改變。這些變化
可能會降低人體處理糖的能力，導致動物和人類葡萄
糖不耐症的風險。葡萄糖不耐症是2型糖尿病的早期
預警信號。
此項研究進行多個實驗，其中一個測試了7位健康
的成年人在食用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最高可接受水
平（相當於一天120毫克）的糖精一個星期後的效果。
其中4位在進行六天後便發現葡萄糖耐量變差。相比
其餘3人，他們體內的腸道細菌產生差異。這項研究僅
處於早期階段，我們不能肯定地說人造甜味劑是否促
使糖尿病的形成，並需要更大規模的研究才能作出相
關結論。

溫馨提示

《 原文摘譯自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網頁於2014年9 月18日刊出的
文章 》

健康用油有助控制血糖
					

資料收集／譯者：程丹曦

據加拿大環球郵報報道，一項研究發現以低升糖指數和含健康油脂
的食物為主的膳食方式有助改善血糖控制。研究中指出，食用含菜籽油的
全麥麵包的糖尿病患者，他們的血糖水平有了顯著的下降。另一組只食用
全麥麵包的患者，血糖水平和血管通暢度也有改善。這項試驗再次證明了
健康飲食可有效控制糖尿病。
食物的升糖指數代表進食該食物後血糖上升的幅度。高升糖指數的
食物（例如白米飯）會在食用後使血糖迅速升高。至於低升糖指數的食物
(例如全麥麵包)，因為它所含的膳食纖維較多，令血糖上升緩慢。選吃低升
糖指數的食物有助於控制血糖水平和膽固醇水平。
加拿大食品指南建議成人每日膳食應包括30至45毫升不飽和脂肪。
不飽和脂肪如菜籽油、橄欖油和豆油等菜油都是健康的油脂選擇。醫生常
常推薦我們食用橄欖油，其實菜籽油含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和Omega-3，
也是一種非常健康的油脂選擇。
《原文摘譯自2014年7 月1日出版的環球郵報和加拿大食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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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味館

炒豆腐  譯者：張穗玲
材料：(６份)    

燒烤三文魚扒

醬汁
低鈉醬油

1 湯匙 (15毫升)

米醋

如果你想享受一份快速美味的食物，焗三文魚將

1 湯匙 (15毫升)

芥花籽油

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以下介紹的燒烤三文魚

2茶匙 (10毫升)

青檸汁

扒，可以熱食或凍吃，每一次煮多些，第二天拿

1 湯匙 (45毫升)

蜂蜜
洋蔥粉

出來吃也同樣美味。

1 大勺 (15毫升)
1茶匙 (5毫升)

材料：(四人份量)

低脂蛋黃醬

煸炒材料
硬豆腐

2 磅 (500克)

芥花籽油

2 個 (切成楔形)

大紅圓椒

1 個(去籽，切成2.5厘米的方形)

迷你白菜

4棵 (梗和葉分開)

新鮮姜茸

1 湯匙 (15毫升)

大蒜
香菇

1 湯匙 (15毫升)

Dijon 芥茉
蜜糖

1 湯匙 (15毫升)

小洋蔥

譯者：李少芳

2茶匙 (10毫升)
1 湯匙 (15毫升)

低鹽生抽

1 湯匙 (15毫升)

三文魚扒

4 塊 (每塊約4-6 oz./100-150克)

芝麻 (已炒)

1 湯匙 (15毫升)

做法：

2 個 (切碎)
2 杯 (500毫升)

1. 將焗爐預熱至華氏425度/ 攝氏230度。
2. 把蛋黃醬及芥茉於小碗中攪拌。再加入蜜糖及

做法：

1. 在碗裡，將醬油、醋、芥花籽油、檸檬汁、蜂蜜和洋蔥粉
拌勻。加入豆腐，腌制15分鐘（留下醬汁備用）。
2. 在鍋裡，將芥花籽油加熱至中-高溫。將豆腐每面各煎約
2分鐘或呈金黃色，待用。
3. 在同一鍋裡，炒洋蔥約3 - 5分鐘或變金黃色。加入圓椒、
白菜梗、姜和蒜，煮3分鐘。後再加入蘑菇同煮2分鐘。最

醬油一齊攪勻。
3. 放置三文魚扒於大烤盤中，肉面向上。
4. 將攪勻的醬料(2)均勻地塗在魚肉上。
5. 放入已經預熱焗爐中焗15-20分鐘，或直至魚肉
完全熟透。
6. 取出後灑下芝麻及享用。

後加入白菜葉、醬汁和豆腐再煮2分鐘，即可食用。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190

總脂肪

8克

碳水化合物

25克

飽和脂肪

1克

纖維

3克

鈉 (鹽)

70毫克

蛋白質

9克

膽固醇

0毫克

糖

6克

鉀

408毫克

《摘譯自canolainfo.org加拿大糖尿病協會2014年健康生活日歷》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230

總脂肪

10克

碳水化合物

5克

飽和脂肪

1克

纖維

0克

鈉 (鹽)

285毫克

蛋白質

28克

《摘 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Diabetes Dialogue 2014年秋季期刊》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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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專欄
活動預告

世界衛生日
世界衛生組織將每年的

捐款鳴謝

你的食品是否安全?

在過去一年，多倫多
華人分會得到華人社區的
關注和支持，您們的捐款

體，會引致食源性疾病。糖尿

位 的 慷 慨 善 款 致 以衷心

病所引致的併發症，會影響

感謝，讓我們可以繼續努

其他器官如胃腸道、腎臟等

力，履行本會的使命。

的功能，令免疫能力下降而
未能有效抵抗或過濾有害病

活動預告

菌和其他可引起感染的病原

多倫多華人分會將於

體。所以為了健康，大家要多

五月份舉行「醫生與你」

从农场到餐桌,
保证食品安全

晚宴及講座，歡迎會員或
親 友 報 名 參 加。有 關 詳
情，請參閱隨會訊附上之
線416-410-1912 查詢。

了解食品安全的常識，掌握
基本的食物安全處理和烹飪
方法。

2015年世界卫生日

#safefood | www.who.int /whd / food-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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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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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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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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或致電華人分會專

小

的主題為食品安全。不安全
化學物質，通過飲食進入人

及肯定。本分會謹此對各

項

會每年選定一個主題。今年
的食物含有害細菌、病毒、或

是對本會工作的一種鼓勵

單

四月七日定為世界衛生日，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