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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健康迎新年

新年將至，預祝大家羊年新春大吉，身體健康。
在過去的一年，本會會務發展迅速，會員人數已超過二千三百人。一如
往年，本會舉辦了大型糖尿病專題研討會，分別以粵語和國語進行，參加人
數接近一千人。為了增加與會員的溝通和互動，本會不但將會員會訊的出版
由一年三期增加至一年四期，更舉辦了週年戶外旅行及多次《醫生與你》晚
宴及講座活動，每次均有餘百人參加。
本會自成立以來，致力推廣安省華人對糖尿病的認識和關注，各項活

科研新知 / 溫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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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無線和無痛的
血糖測試
• 蔬果選擇話你知
滋味館

6

• 冬菇燴小蓎菜

動均由志願人士參與籌劃，經費來源全賴大眾慷慨捐助，未有接受其他形

活動花絮

式的贊助。可是部份工序如印刷等，需依賴經費支持，隨著會員人數增加，

• 第九屆「糖尿病患者活得
健康」華語專題研討會

本會必須開拓財政資源以維持以上服務。
本人希望藉此機會向各位呼籲，希望大家熱心支持多倫多華人分會的
家庭募捐活動。閣下的定期捐款，有助本會的穩定及長遠發展，並確保糖
尿病患者及家人得到有關糖尿病的資訊。所有二十元或以上的捐款，可獲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簽發的退稅收據。請大家多多支持，共同攜手創造健康
及美好的明天。
春節期間，親朋好友相聚，難免吃喝一番。縱使美食當前，大家也要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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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會務專欄 / 活動預告
•

太極氣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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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緊來報名！

• 
想做義工？不如行動啦！
• 
有意見？話我知！

得適量節制，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朋友，要堅守健康的飲食原則，多吃蔬
果，維持運動習慣，過一個健康如意，喜氣洋洋的新年！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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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活得健康」
華語專題研討會（上）
節錄：張陳麗晶 (認許糖尿病導師)、區嘉琳

到達血糖目標—使用胰島素在2型糖尿病
講者：孔媛醫生（內分泌專科）
胰島素能夠幫助糖尿病患者達到血糖目標，但很多人對胰島素注
射存在憂慮。孔媛醫生對此逐一拆解。

常見的憂慮

專家拆解

怕打針之痛

害怕低血糖


注射筆的針頭屬微細型 (如 4mmx32G)，所以胰島素注射是接近無痛的。

胰島素可引起低血糖，但二型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風險比一型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風險低。大多


怕會依賴胰


開始使用胰島素並不是意味著你無法控制和將永遠需要胰島素。二型糖尿病是一種漸進性疾病，


島素

數二型患者都能夠識別低血糖的症狀，包括焦慮、手抖、出汗等。在血糖低時，只要吃一點糖、果
汁或葡萄糖片，便能迅速逆轉低血糖。最重要還是選擇合適的胰島素和調校適當的劑量，以減少
低血糖的風險。
正確的飲食和運動是非常重要的，而隨著時間，用藥的需求可能亦有所不同。

使用胰島素會 
這種擔憂的發生是由於很多人遲了開始使用胰島素，而在那時併發症已經發生。例如當糖尿病引

導致併發症

致腎病發生時，許多口服藥物都不能使用，在這情況下，胰島素可以安全使用。胰島素本身是不會
引起併發症的，但血糖控制不良便會引起併發症。

使用胰島素會 
胰島素療法令到體重增加的部分原因是因為血糖改善的結果，降低糖尿和基礎代謝率。使用胰島

導致體重增加
過多

素後，平均10年的體重增加約為 6.5 KG (0.65KG/年)。 透過正確的飲食習慣和運動來減輕體重，
配合抗高糖尿病藥物，便可進一步降低因使用胰島素而增加的體重。

防範於未然－糖尿前期
講者：郭詠觀醫生（多倫多華人分會顧問醫生）
「糖尿前期」是指身體對血糖的控制有障礙，血糖偏高，但仍未達到被診斷為糖
尿病的水平。加拿大糖尿病協會於2013 年4月推出的指引（見圖），根據協會的標準，
糖化血紅素在6.0 – 6.4，便屬於糖尿前期。

空腹血糖或耐糖測試不正常的人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風險都比正常人高。正常人
平均每年演變為糖尿病的風險為千份之七(0.7%)。單是空腹血糖或耐糖測試不正常的
人平均每年演變為糖尿病的風險是百份之五至十(5-10%)。但若空腹血糖和耐糖測試
都不正常，他們患上糖尿病的風險更是倍升。若空腹血糖在6.1-6.9，而糖化血紅素在
6.0-6.4，估計在5年內會演變成二型糖尿病的風險是100%。不是每一位都一定會演
變為糖尿病，部份糖尿前期患者會恢復正常的血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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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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邀得專業的醫護人士透過講座向大眾講解有關預防和控制糖尿病等等的資訊。我們
會一連兩期與大家重溫一些講座的內容。
治療糖尿前期的首要步驟是採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中最重要的是定時運動和進食低卡路里的飲食。將
體重減低百份之五至十(5-10%)，足以大大改善健康和
生活質素。多種藥物也能降低由糖尿前期演變成為糖
尿病的比率，如「二甲雙胍」(Metformin) 和「阿卡波糖」
(Acarbose)。大家亦不可對糖尿前期掉以輕心，因為糖尿
病的併發症可於糖尿前期的階段早已形成。糖尿前期的

必要的增高，但過少亦會引致低血糖。所以適

人患上冠心病和中風的風險比正常人高，所以必須特別

量、「高質量」碳水化合物的攝取不光是人體必需

留意，預防導致冠心病和中風的高危因素，需要控制血

的能量，更重要是它能夠幫助有效地控制血糖。

壓和血脂、不要抽煙和定時做運動等。

讓我歡喜讓我憂－
淺談碳水化合物的選擇
講者：呂璟、許梁美珊（註册營養師、認證糖尿病諮詢師）
要好好治療與控制糖尿病，適當的飲食和營養是
重要的一環。正如開動汽車需要汽油作為燃料一樣，人
也需要自己的「燃料」，而碳水化合物正是供給人體最
重要的「燃料」。碳水化合物包括糖（單糖）、澱粉（分
白色和全麥）以及纖維素三大類。而很多日常的食物都

問：那麼，我們要怎樣合理選擇碳水化合物？
答：參照《加拿大飲食指南》計劃健康飲食，每餐應
該進食兩種不同種類的蔬菜和含有蛋白質的食物
(如肉類及代替品)，控制澱粉類食物的份量，再
配以水果、奶類及代替品。在「高質量」碳水化
合物方面，可選擇升糖指數值 (Glycemic Index/GI)
低的食物(見下表)。至於適量的碳水化合物，可
參照簡易份量指南，用雙手可以幫助估計合適的
份量。

含有碳水化合物，例如五穀雜糧、水果、牛奶、酸奶及豆
漿、澱粉類蔬菜（如土豆、玉米、豌豆、南瓜）和甜點。
問：糖及澱粉會令血糖上升，那麼糖尿病病人應該不
吃或者少吃碳水化合物嗎？
答：碳水化合物是人體必需的營養素。和其他人一樣，
我們不光要吃，還要吃的「對」，吃的「好」。過
量或者不健康的碳水化合物的攝取會引起血糖不

類別

食物例子 (低 GI 值）

雙手量度方法

蔬菜

綠葉蔬菜，如西蘭花、菠菜、紅/青椒等等

不超過您雙手可以盛起的份量

五穀及澱粉類

全麥麵條/意大利麵、糙米、10 0%石磨全 不超過您拳頭大小的份量
麥/多穀麵包、全穀麥或燕麥

肉類及替代品

瘦肉、家禽、魚、扁豆、豆腐

面積大小不超過掌心﹐厚度不超過小指

水果

用水果取代果汁 (可減慢升糖速度)

以含15克碳水化合物為一份，每天2-4份

奶類及替代品

低脂牛奶、原味低脂酸乳酪

250毫升 (牛奶)、 ¾杯 (175毫升) (乳酪)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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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健康迎新年					
農曆新年將至，大家總會預備很多賀年食品與至
愛親朋應節一番，迎接新一年的到來。過年期間聚餐
多，未有好好節制飲食，大魚大肉，零食不離口，都會容
易影響病情。根據統計顯示，農曆新年是糖尿病病人的
發病高風期。
過年食品種類繁多，但常見的都含大量脂肪、糖和
熱量；傳統的油器糕點美味可口，但總離不開以煎炸為
主，對糖尿病病人更是不宜。可是，過年是開心日子，美

資料搜集：區嘉琳

過年時節，大家總會邊說笑邊吃瓜子。瓜子雖屬果仁

類，糖分低，但脂肪含量高，有些瓜子（黑瓜子及白瓜
子）還會加上調味炒烘，不宜多吃。
賀年糖果和瓜子以外，大家也可嘗試一些未經加工和

調味的果仁（如開心果、南瓜子、新鮮合桃、花生等）
以作代替，但也要注意份量。
傳統賀年菜式通常多肉少菜，所以要注意多選吃蔬菜

水果。不妨跟隨中國傳統習俗，在春節期間吃多些齋

食當前著實無法抗拒。但只要小心選擇，稍為調整一下

菜。想吃得更健康，可用蒸、煮、燉、浸等方法烹調，

烹調方法，仍是可享用應節食品。

並減少用鹽、糖、蠔油、南乳等含大量脂肪及鹽份的

賀年健康飲食小貼士
應節的糕點多以糯米粉或粘米粉製成，有些糖份較高


（如年糕、馬蹄糕），有些脂肪較高（如加入臘味的蘿
蔔糕或芋頭糕）。糖尿病病人不宜吃太多高糖高脂的
食物，但淺嚼一塊或半塊作為小吃，配以適量的瓜菜
一起進食，也未嘗不可。

吃這些糕點時，用隔水蒸的方法來取代油膩的煎法，


以減低攝取油份。如想吃得香口一點，可在蒸熟後放
在多士焗爐烘一烘。蒸煮芋頭糕或蘿蔔糕，選擇多些
蘿蔔芋頭少些臘味，更為理想。進食時避免添加醬料
及調味品（如辣椒油、XO醬等）。

近年市場上推出很多以低糖的糕點作招徠，此類糕點

雖然在製作過程加入較少的糖份，但由於糯米粉本
身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數值都高，所以糖尿病病人在選
購時也要多加注意。
一般賀年的油炸食品（如油角、笑口棗、煎堆等）和糖

果（如糖蓮子、糖冬瓜等）均屬高脂肪、高糖、高膽固

醇之類，只要吃一、兩隻，所含的糖份和熱量已相當
高，容易致肥，影響血糖，所以糖尿病病人只宜淺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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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料。
堅守少油、少鹽、少糖的健康飲食原則，過一個健康
又有口福的快樂新年！

科研新知/溫馨提示
糖尿病無線和無痛的血糖測試
譯者：陳慧珊

過去每小時、每天、每周甚至幾個月內的血糖趨勢，
更可以實時監測血糖水平，幫助患者平衡每天所需
的藥物、運動水平和食物攝取量。它不單是一部無
線、無痛的血糖監測器，它更可以計算糖化血紅蛋白
(HbA1C)數據。血紅蛋白數據是過去三個月內的血糖
值。醫生可使用這個數據來預測糖尿病拼發症(如眼

Abbott醫療設備公司剛剛在歐洲發佈了其最新的
血糖監測器FreeStyle Libre System。它是一部不用傳統
式手指取血、無需刺針、無需血滴測試的血糖監測器。
FreeStyle Libre System使用一個硬幣般大小的傳
感器 (sensor)，通過一個微型針頭和小膠貼固定在手臂
上，每次持續佩戴兩週。它更配備一個手持式掃描儀
(scanner)用來掃描傳感器，可以隔著你的衣服進行掃
描，在一秒內顯示血糖的測量結果。它甚至可以隔著你
的衣服掃描傳感器。
由於該技 術 是數碼化，傳 感器可連續測量血 糖

睛、心臟、腎臟和神經疾病等)，和了解病人的血糖
控制或用於調節胰島素或糖尿病藥物的所需劑量。到
目前為止，要知道糖化血紅蛋白的唯一途徑，是去醫
學化驗室驗血，然後等看化驗報告。有了此血糖監測
器，患者便可以在家中得知自己的血紅蛋白數據，甚
至通過電子郵件將數據發送到醫生手上。
FreeStyle Libre System血糖監測器暫未於加拿大出
售。糖尿病患者在選用血糖水平監測器時，必須徵詢家
庭醫生的專業意見，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儀器。
《 原文摘譯自2014年10 月9日出版的環球郵報》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患者可查看他們

蔬果選擇話你知      譯者：程丹曦
哪些水果蔬菜適合糖尿病人食用？雖然個人需求
不同，但是有一些通用的原則可以供大家參考：
1. 大部分糖尿病人都可以盡情享用蔬菜。在規劃每餐
份量時，您可以使用碟量法(plate method)來度量蔬
菜、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的份量。
2. 綠葉菜和其他蔬菜，如蘑菇、甜菜、胡蘿蔔，都含豐
富營養且不會引起血糖急劇上升。您可以多食用以
上蔬菜，少選擇含碳水化合物較高的蔬菜，如青豆、
南瓜。
3. 多吃含可溶性纖維的蔬菜，可以減緩食物消化並降
低血糖浮動的幅度。
4. 以蒸法烹調蔬菜，不但方便快捷，也可以最大程度
鎖住營養。
5. 水果所含碳水化合物較高，因此食用時需要注意份
量。
6. 多吃新鮮水果，少吃罐裝水果或乾果。如果您想一

7. 紅薯升糖指數較低，因此是相對馬鈴薯來說更健康
的選擇。
8. 色彩鮮艷的蔬果，例如胡蘿蔔、燈籠椒、橙子，都含
抗氧化物質。多吃這些蔬果可以預防心臟病和一些
眼疾。
9. 豆類（如鷹嘴豆、黃豆）所含碳水化合物較多，因此
食用須適量。
10. 盡量選擇新鮮或冷凍蔬菜。罐裝蔬菜含鹽量較高，
因此在食用前宜沖洗以去除多餘鹽分。
《原文摘譯自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網頁之每月資訊》

次多吃一些水果，可以選擇含糖較少的水果，如草
莓。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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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糖尿病患者活得健康」華語專題研討會     編採：陳筱苓
當知道患上糖尿病或處於糖尿病前期 時，很多人都
難以接受，也為可能發生的種種併發症憂慮。事實上糖尿
病雖然難以根治，但只要自我管理得宜 ，仍可如常人般生
活，一樣愜意自在。
如何管理糖尿病，當中有一籃子的學問，看醫生時未
必有足夠時間查詢。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
每年舉辦的華語專題研討會提供了絕佳機會，一眾糖尿病
專家— —醫生、營養師及人體運動學師齊齊分享專業知
識，參加者可問個痛快，盡解心中疑問。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在現場設立資訊站，
提供各樣資料，圖為國語義工向參加者解答問題。

第九屆「糖尿病患者活得健康」華語專題研討會，於
2014年8月16日舉行，講座分國粵語兩場，分別由八位專家
主講及示範，提供全面的糖尿病資訊，共吸引接近一千人

冬菇燴小蓎菜

滋
味
館

炆冬菇汁料：

材料：
冬菇，浸軟

50克
(約15隻）

低鹽雞湯

½杯

小蓎菜，洗淨，
切開邊

浸冬菇的水

1杯

6杯

蠔油

½湯匙

食油

3 茶匙

獻(芡)汁料：

薑

2片

蔥

1條

冬菇調味：
生抽

½茶匙

糖

1 茶匙

生粉

2 茶匙

酒

水

1 茶匙

2 湯匙

食油

1 茶匙

做法：
1. 冬菇隔去水份，放入冬菇調味拌勻。浸冬菇的水留用。
2. 鑊（鍋）內放1 茶匙食油爆香薑及蔥，加入炆冬菇汁料煮滾。放入冬菇，待再煮滾後改用慢火炆
30分鐘或至冬菇軟身。取起薑及蔥不要。
3. 在另一個鍋內用清水及油1茶匙灼熟小蓎菜，大約5 分鐘。瀝乾水份排放在碟上。
4. 在碗中將獻（芡）汁料拌勻，加入炆好冬菇的鑊（鍋）內埋獻（勾芡），淋上小蓎菜上。
營養分析 (1份)：
卡路里

120

鈉（鹽）

總脂肪

5克

碳水化合物

飽和脂肪

0克

纖維

3克

蛋白質

3克

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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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亳克

270毫克
18克

碳水化合物

1

肉類及替代品

0

脂肪

0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2014年秋季的講座於萬錦市舉行，由馮偉麟精神
醫學及睡眠醫學專科醫生主講「心理及睡眠健康與糖
尿病防治」。講座中，馮醫生講解壓力和精神疾病與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存有直接的關係 ， 例如 :
參加。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主席楊靜秋，
在當日開幕致詞中指出：「華裔人士患上2型糖尿病風
險較高，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舉辦的華語專題研討會，
讓參加者能加深對糖尿病的認識。」
研討會現場氣氛熱烈，並得到兩位著名電視、電台
節目主持人康翠瑩和雨薇的大力支持，和一眾講者及現
場人仕互相交流。與會者踴躍發問，積極參與，醫生們
詳細作答，釐清各種糖尿病謬誤，讓華人社區獲得正確
資訊。根據當日大會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九成的參加
者認為是次專題研討會辦得相當成功，提供了寶貴資
訊，增加華人社區對糖尿病的認識和瞭解，使病患者能
積極面對人生。

1. 大部份成人糖尿病患者中在病發前會存有壓力;
2. 抑鬱症及二型糖尿病會互相增加病患的風險；
3. 一些精神藥物可能提高血糖或增加患有二型糖尿
病的風險;
4. 壓力激素會使胰臟難以釋放胰島素，也可能造成胰
島素抗性；以及
5. 壓力會通過擾亂糖尿病的常規護理，間接影響血
糖水平。治療抑鬱症可使用藥物、電療法及心理治
療。馮醫生亦講解常見的睡眠問題，包括失眠、睡
眠窒息症、多動腿綜合症、週期性肢體抽動障礙，
以及其處理策略。糖尿病患者控制壓力的方法包
括：自我放鬆、經常性運動和參加壓力管理課程。
馮醫生還介紹了以下多個外國的相關網站，讓大家
瀏覽參考：
http://www.ucep.org.hk/master_of_mood/
http://www.ucep.org.hk/cognition/sad_depression.htm
http://www.ucep.org.hk/cognition/anxiety.htm
http://www3.ha.org.hk/cph/imh/mhi/article_01_05.asp
http://yoursleep.aasmnet.org/

圖為與會者踴躍參加專題講座。

多倫多華人分會主席楊靜秋頒發感謝狀予馮醫生(中)。

多倫多華人分會委員與當日主持康翠瑩 (右二)、雨薇
(右三)、主講嘉賓及工作人員合照。

是晚出席會友衆多，各人用心聆聽，
獲益良多。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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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專欄 / 活動預告
太極氣功班

趕緊來報名！

有意見？話我知！

多倫多華人分會將於三月份舉辦為期十三週的太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多倫多華人分會致力推廣安省

極氣功班，歡迎會員報名參加。有關詳情，請參閱隨會

華人對糖尿病的關注和了解。每年我們多倫多華人分

訊附上之單張，或致電華人分會專線 416-410-1912 查

會都會舉辦一連串的外展活動，例如多個不同專題的

詢。名額有限，請報從速名！

健康講座、糖尿病健康生活的華語專題研討會、會員一
日遊等等，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與會員及關心糖尿病的

想做義工？不如行動啦！

朋友多加溝通，將如何預防和處理糖尿病的資訊與大
眾分享。

為增加公眾對糖尿病

在新的一年，我們希望將大家感興趣的健康資訊

的認識和了解，本會誠意招

和內容，加入在我們所舉行的活動和出版的會員會訊

募熱心人仕加入我們 的義

當中。如果您有任何有關糖尿病和健康方面的意見、食

工團隊，協助本會的工作，

譜、活動或個人故事和心得，想與我們和大眾分享，歡

包括文書、聯絡、策劃和支

迎大家透過郵寄、電話或電郵向我們提供。一於你聽我

援推廣及教育活動。
有意者需年滿16 歲或以上，無需經驗。適合學生、

講，齊齊關心！

在職人仕、家庭主婦或退休人仕。閣下如有興趣，請到
本會的招募網頁http://diabetes-chinese.ca/zh/recruit/ 或
致電華人分會專線 416-410-1912登記，我們會盡快與
您聯絡！
期望您成為我們義工團隊的一份子！

職

主席

楊靜秋

委

秘書/財政

張婉華

名

委員

區嘉琳、陳廣源、陳慧珊、張陳麗晶、張婉華
朱鄭肇儀、黎國威、梁玉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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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招募

黃錫輝、張婉華、顧利平、陳美因、馮世豪

目

會員會訊

區嘉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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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網頁設計

陳慧珊、林鑒泉、張陳麗晶、程丹曦、陳志楊

組

贊助商招募

陳廣源

幹

教育小組

張陳麗晶

事

義工統籌

朱鄭肇儀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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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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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