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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好時機

春天將至，告別寒冷，天氣漸漸回暖。趁著百花盛開的春天，很多朋友
都開始計劃出外走走，進行戶外活動。運動是預防和治療糖尿病的重要基
石，我們很高興找來一位會友，於今期的會訊中，分享她參加太極氣功班的

滋味館 / 溫馨提示
•

蔬菜炒蛋白

一些心聲。為開拓更多元化的活動，本分會於今年春季將首次開辦治療瑜

會友心聲

伽班，為一眾會友提供多一個鍛錬體魄的好機會。

•

農曆五月端午節，正是粽香四溢之時。今期的會員會訊，我們會為大家

會務專欄 / 活動預告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同時又不影響血糖和健康。此外，大家會經常聽到高溫烹調肉類會導致癌

•

糖尿病協會於年初發表的一項建議，透過向含糖飲品徵稅，使公眾選擇更

7

太極氣功班

講解選購粽子應注意的地方，和提供一些小貼士，教大家如何享用美食的
症，箇中原因，我們會為大家剖釋一下。此外，我們亦會為大家報導加拿大

6

8

治療瑜伽班

• 
世界衛生日

健康的食品，減低國民患上糖尿病的風險。
冬春交替，乍暖還寒。大家在外出活動時，記得衣著要合適，注意防寒
保暖，以免出汗著涼。運動量亦要有合適安排，循序漸進，由易到難，不要
操之過急，否則得不償失啊！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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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度端午
「粽」在均衡

作者：程丹曦 (安省註冊營養師)

端午佳節，粽葉飄香。在端午節來臨之際，粽子是

吃太多也會影響血糖。因此，如果需要控制膽固醇或血

許多家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節日美食。粽子雖然美

糖，在購買或自己製作粽子時最好選用比較健康的餡

味，但它對血糖的影響或多或少會讓人煩惱。那麼，如

料，摒棄高糖高鹽的蘸料。

果您需要控制血糖，在選擇和食用粽子上有哪些需要
注意的地方呢？

食用粽子以適量為宜
傳統的粽子多由糯米製成。糯米屬於精白米，缺少

均衡搭配 健康用餐 —
端午節飲食小貼士：
在選購粽子時，盡可能選擇以五穀製成的粽子。在餡


料選擇上，較健康的餡料有瘦肉、魚肉、花生、雜豆和

膳食纖維。根據以往研究顯示，糯米的升糖指數高達
981，屬於和白麵包、白米飯一類的高升糖指數食品，在
食用後會引起較大幅度的血糖上升。此外，糯米的飽腹

各種蔬菜如筍丁、蘿蔔丁等。
適量食用粽子。根據粽子大小，以一次吃半個到一


個粽子為宜。同時應按比例減少其他澱粉質食物，如

感往往來得比較遲；也就是說，在剛吃完糯米時通常不
會覺得很飽，一般要過將近半個小時才會出現飽腹感。
因此，許多人在吃糯米時往往會一不留神吃得太多，以

米、麵、土豆、玉米等。
如果在正餐品嘗粽子，可搭配一份涼拌或白灼蔬菜，


既清新爽口，又可以保證膳食均衡。在飲品選擇上，

致血糖控制不理想。在食用糯米製作的粽子時，適量
進食最為重要，應與家人朋友分享，不宜吃得太多。根
據粽子大小，一般以一次吃半個到一個粽子為宜。如果

可搭配無糖飲品如清茶一起品嚐。
如果您在端午節有喝雄黃酒的習俗，請注意不要空腹


飲酒，應搭配澱粉質食物一同進食，以降低飲酒後出

吃了粽子，請注意按比例減少其他主食，維持一餐碳水
化合物攝入總量不變。在吃粽子時切勿狼吞虎嚥，細
嚼慢咽，享用每一口，這樣才能在適量範圍內獲得最大

現低血糖的風險。
端午節在餐飲之餘，不妨與家人朋友一起外出郊遊散


步，欣賞如龍舟比賽等應節項目，在歡樂喜慶中同時

程度的身心滿足。根據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的建議，如果
您需要控制血糖，應該較少選擇高升糖指數的食物 2。
在平日飲食中多選擇低升糖指數的食品，在節日裡適量

鍛煉身體。
向認許糖尿病導師或註冊營養師學習如何針對您的

具體身體情況選擇和食用粽子等傳統端午節食品。

食用高升糖指數的食品，這樣才能長期、可持續性的控
制血糖。

警惕高油高糖餡料、蘸料
現在市場上粽子口味選擇眾多。傳統的鹹粽子通
常由鹹蛋黃、豬油、五花肉等餡料製成；而甜粽子有豆
沙、蜜棗等口味。這些傳統餡料，如鹹蛋黃、豬油、豆
沙、五花肉都含有較多的飽和脂肪、鈉、或膽固醇，如
果過度食用，對心腦血管健康都有不良的影響。而豆
沙、蜜棗、以及常見的花生粉、白糖等蘸料含糖較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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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Sydney University’s Glycemic Index Research Service. International
Glycemic Index Database. http://glycemicindex.com/
2.

 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 2016. Glycemic Index.
C
http://www.diabetes.ca/diabetes-and-you/healthy-living-resources/
diet-nutrition/the-glycemi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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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含糖飲品徵稅

   減低患糖尿病風險

譯者：區嘉琳

若果徵收新的稅項能減低您中風、心臟病發、腎衰歇、折
肢、失明或早逝的種種風險，您會支持嗎？
吸取過多的卡路里，是導致肥胖超重的原因，而身體過
胖同時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風險。市面上一般的含糖飲品，不
論是無糖汽水、體育或補充能量飲料、水果味凍飲或甜味的
冰茶咖啡飲品，它們都是令卡路里超標的元兇。數據指出一
杯含糖飲品，其糖份就等如十茶匙的糖。而新近研究亦同時
顯示，不管體重多少，如果您每天攝取的卡路里是透過慣常
每天飲用一杯或以上這些含高糖份的飲品，那麼您患上糖尿
病的風險機率便增加20%。
近年亦有很多的研究顯示對含糖飲品徵收稅項能有效減
低這類飲品的消費和食用，在墨西哥、法國、芬蘭和匈牙利就
有成功的例子。墨西哥於2014 年開始對含糖飲品徵收百分之
十 (10%) 的稅款，短短一年間，這類飲品的食用量便減少了百
分之六 (6%)。
有見及此，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於今年一月發出新聞稿，
提倡政府引入相關徵稅，藉此希望幫助減低國民患上糖尿病
的機會。二型糖尿病是本國的健康危機之一，平均每三分鐘便
有一宗新的患病個案，而本國有大約三百四十萬名國民患上
糖尿病，是十二年前患病人數的兩倍。糖尿病的影響不僅會
令患者的壽命減少五至十五年，它亦是誘發多種嚴重疾病如
中風 (30%) 、心臟病 (40%) 及腎病 (50%) 的主要因素。
在本國，政府透過徵稅令公眾減少選擇對健康有害的食
物和產品亦有成功先例。早在二十多年前，政府便開始對煙
草產品徵收稅款，並在香煙包裝上印上警示的圖片字句和教
育公眾深入認識吸煙所帶來的禍害。時至今日，數據亦顯示
患上肺癌的人數已大幅下降。
單一 的 稅 項當然 不能完全解決目前加 拿大國民 患 上
糖 尿 病 的 狀 況，但 透 過 徵 稅，再 配合 教 育 推 廣 和 透 明度
更高的食品營養標籤等行動，有助提高公眾預防糖尿病的意
識，減少食用含高糖份的飲品和食物，作出精明健康的選擇。
原文擇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於2016 年 1 月 19 日發表的新聞稿－「對含糖飲品徵稅」。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abetes.ca/newsroom/search-news/taxing-evidence-on-sugary-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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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溫烹煮的肉會 致癌
作者：郭詠觀醫生(多倫多華人分會顧問醫生)

動物的肉（包括紅肉、魚肉和家禽的

制進食加工的紅肉（即是使用醃製、煙熏、

肉）所含的鐵質是較容易被人體吸收的「

鹽醃、防腐劑等方法保存的肉類，包括火

原血紅素鐵質」(Heme iron)，而植物性食

腿、煙肉、香腸、熱狗等）。

品（如豆類）所含的鐵質則屬不容易被人
體吸收的「非原血紅素鐵質」(Non-heme
iron)。此外，維他命B12不能可靠地從植
物 的食 物中攝 取，所以完全不吃任 何動
物性食物的素食 者，容易患上缺鐵性貧
血和因缺乏維他命B12而引起的「巨細胞
性貧血」(Macrocytic anemia)。

吃紅肉會減壽嗎？

4

致癌的物質
此外，使用高溫烹煮肉類（如油炸或
燒烤）會形成致癌的物質，包括多環胺類
(Heterocyclic amines，簡稱HCAs) 和多環芳
香烴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
稱PAHs)。當使用高溫烹煮肉類時，肉內的
氨基酸(Amino acids) 與糖和肌酸 (Creatine)
會產生化學作用，形成多環胺類；而使用

不過，多吃紅肉會減壽。著名美國哈

其他方法烹煮的食物所產生的多環胺類含

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Harvard School of

量卻是微不足道。再者，當肉類被明火燒

Public Health) 於2012年3月11日在著名的

烤時，肉汁和脂肪滴下火中，形成火焰；這

醫學雜誌「內科檔案」(Archives of Internal

些火焰含多環芳香烴，並黏在被烤肉類的

Medicine) 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每天進食一

表層。被燒焦的食物，甚至香煙和汽車廢

份沒有加工的紅肉（大約一副紙牌的大小）

氣，都含多環芳香烴；而多環芳香烴也可在

，增加早逝的風險為百份之十三(13%)；每

其他食物製造過程中形成，如煙熏等。

天進食一份加工的紅肉（例如一隻熱狗或

多環胺類和多環芳香烴的形成，與肉

兩片煙肉），增加早逝的風險為百份之二十

的類種、烹煮方法和煮熟的程度（如生、半

(20%)。所以，該研究團隊建議減低進食紅

生熟、熟、熟透）都有直接的關係。不過，

肉至每天半份或兩至三天一份，及儘量限

無論是什麼肉，若用高溫烹煮，或是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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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太長，都會產生較多的多環胺類；被
煙熏或燒焦的肉類則含較多的多環芳香
烴。至於其他含蛋白質的食物（包括牛奶、
雞蛋、豆腐、動物內臟等)，就算煮過，它們
的多環胺類含量都是很低。

患上癌症的風險
在動物身上進行的研究發現，被餵食
多環胺類的老鼠會在乳房、大腸、肝臟、皮
膚、肺、前列腺等器官長出腫瘤，而被餵食
多環芳香烴的老鼠則會長出血癌、肺癌和
腸胃癌等。不過，研究中老鼠被餵食多環
胺類和多環芳香烴的劑量很高，是人類從
正常飲食所吸收的幾千倍。另外，多個在
人體進行的流行病學研究發現，愛吃煮得
熟透、油炸和燒烤肉類的人較多患上大腸
癌、胰臟癌和前列腺癌等，而美國南加州大
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和加州
預防癌病研究所(Cancer Prevention Institute
of California)於2012年8月聯合發表的研究

專家建議
為了避免攝 取過量可致癌的多環 胺
類和多環芳香 烴，美國國家癌 病研究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的專家建議：
儘量避免把肉類直接接觸明火或熱的金

屬架，和減低烹煮的時間，尤其是高溫烹
煮。
可先用微波爐將肉類烹煮一段時間才用

高溫煮熟，這樣會減少肉類接觸高溫的
時間。
烹煮時經常將食物翻轉可減少多環胺類

的形成。

將燒焦的肉刮去，和不要用從肉滴下的

肉汁作調味料。

用橄欖油、檸檬汁和蒜茸醃過的雞肉能


將多環胺類的含量減少百份之九十(90%)
。同樣，用啤酒或紅酒醃超過六個小時
的牛肉能將多環胺類的含量減少百份之
九十 (90%)。

報告亦證實經常吃高溫烹煮的肉，無論是

不過，專家認為，減低因進食紅肉和

牛肉、雞肉或魚肉，都會增加患上前列腺癌

加工肉類帶來患上癌病風險的最好方法是

的風險，其比率高達百份之四十 (40%)。

儘量少食，但不是完全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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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炒蛋白

滋
味
館

材料﹕(6 份)
乾冬菇

30 克 (約10隻)

紅椒，切粒

1杯

芥蘭

4杯

蛋白

8個

食油

2 湯匙

調味料：
鹽

1

糖

1

酒

1 茶匙

生粉 (太白粉)

1

胡椒粉

1

⁄ 2 茶匙
⁄ 2 茶匙
⁄ 2 湯匙
⁄ 8 茶匙

獻(芡) 汁料：
生粉

1 湯匙

水

3-4湯匙

做法：
1. 浸軟冬菇，瀝乾水份後切絲。
2. 芥蘭用滾水灼 (燙) 熟，隔去水份備用。
3. 打散蛋白，拌入調味料。
4. 下油燒熱易潔鑊 (不粘煱)。加紅椒略爆，再加入蛋白炒至半熟。加入冬菇，
炒至蛋白全熟。
5. 在另一個碗中拌勻獻 (芡) 汁料，加入蛋白及紅椒中埋獻 (勾芡)。
6. 放在已灼 (燙) 熟的芥蘭上即可。
營養錦囊：
蛋白含豐富蛋白質，但不含脂肪或膽固醇。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110

總脂肪

5克

碳水化合物

9克

飽和脂肪

0克

纖維

3克

鈉 (鹽)

280 毫克

蛋白質

7克

膽固醇

0 毫克

《摘自「糖尿病之飲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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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友 心 聲

太極氣功班  投稿：李曼麗
朋友們覺得奇怪，以我的急燥性格，竟然去報學太

接觸太極，便遇上義務執教的好老師郭詠觀醫生。很佩

極班，而且連續學至現在第四期了。我報學是出於好奇

服郭醫生在每課的一個半小時內，不但「口不停、手腳不

心，見到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士，都很努力學習太極，而且

停」，並且保持笑容，耐心詳細地講解，令我們一班同學

對此運動讚口不絕。偶然有新聞報導太極高手撃退或擒

都可以輕鬆、無壓力地學習。現在已是第四期了，我仍然

拿賊人，我想那麼慢動作，怎能對付壞人呢？要認識這運

很用心繼續上課。雖然是學懂了，但發覺在每課中，還有

動，當然要親身嘗試，亦為了想學習一種可以做到老的運

很多地方需要改善。太極這運動，真是易學難精啊！

動，所以報名去了！
多謝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舉辦各項非
牟利的活動，致力推廣健康的重要。我亦很幸運，初次

再次感謝分會和郭醫生。通過四期的太極班，不但
訓練了我的耐性，還有我的腳痛也消失了，得到意想不到
的額外收獲！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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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預 告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本分會將於5 月份舉行「醫生與

世界衛生日

你」健康講座，是次主題為「糖尿病
患者常見的關節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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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瑜伽班
運動是預防及治療糖尿病的重
要一環，而瑜伽是一項身心兼備的運
動，動作溫和，能有效鍛鍊體能。為
鼓勵大家多做運動，本分會首次開辦
治療瑜伽班，並邀請了鄭心依醫師擔
任導師。課程將於5月開始，有關詳情
及報名方法，請參閱隨會訊附上之單

每年4月7日為世界衛生日 (World Health Day)。
今年世界衛生組織（簡稱「世衛」）將主題定為「糖
尿病」。根據世衛的數據，在2012年全球共約有150
萬人直接死於這一慢性疾病，並預測到了2030年，
糖尿病將成為第七項主要死亡原因。世衛相信，大
部份的糖尿病是可以預防；只要在生活方式作出調
整，從事有規律的體力活動，注意飲食健康，便可
以降低糖尿病的風險。就算患上了糖尿病，透過適
當的自我管理教育，加以控制病情，亦可以防止相
關併發症的出現。若您想得到更多有關糖尿病的資
訊，或參加相關的健康講座及活動，歡迎您瀏覽本
分會的網頁(http://www.diabetes-chinese.ca)，或成為
本分會會員，定期收到本會的會訊及活動單張。

張。截止報名日期為4月28日，名額有
限，欲報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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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靜秋

委

秘書/財政

張婉華

名

委員

區嘉琳、陳廣源、陳慧珊、陳擅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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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招募/
社區外展

黃錫輝、何惠玲、顧利平、馮世豪

／

會員會訊

區嘉琳、陳慧珊、程丹曦、李少芳

小

活動策劃

陳擅勤、梁詠琴、何惠玲、張子嫻、楊淇

組

網頁設計

陳慧珊、林鑒泉、陳志楊、雷靄霖

幹

贊助商招募

陳廣源

事

教育小組

張陳麗晶

義工統籌

朱鄭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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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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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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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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