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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控糖好方法

運動飲食雙管齊下

都市人生活緊張繁忙，不論男女，均缺乏足夠的體能活動，導

掌握健康第一步
由規律運動開始
專題 3

致健康欠佳。根據世界衞生組織2014年的數據，以身體質量指數

糖尿病併發症：視網膜病變

(Body Mass Index，簡稱BMI) 的方法計算，在全球18 歲或以上的成年

活動花絮

人當中，有39% 的人是超重，13% 的人更出現過份肥胖的問題。要
解決超重和肥胖問題，可以從飲食和運動著手。
要維持健康和身形，減輕體重都是大家關心的議題。今期的

活動預告
•

食物的選擇來維持健康的體重。之後，我們會剖釋如何選擇體能活

•「營聚健康」系列講座

是最常見的併發症之一，今期我們亦會為大家講解相關的病變情
況和治療方法，並建議大家定期檢查眼睛的重要性。
夏季將至，正是大家外出參加各式活動的好季節，所以本分會
將於夏、秋期間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有靜態的營養飲食講座，亦有

6

7

•「醫生與你」健康講座

會員會訊，我們會先為大家講解衡量健康體重的方法，和如何透過
動，和教大家有規律持續運動的小貼士。此外，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4-5

8

秋季太極氣功班
之「五穀良食」

• 
Niagara-On-The-Lake、

英式古鎮、名牌直銷商場
一日遊

動態的太極氣功班，更少不了一年一度的戶外郊遊活動，希望一眾
會友不要錯過，多多支持。
楊靜秋 主席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
多倫多華人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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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減重
才健康？
作者：程丹曦 (安省註冊營養師)

無論您是甚麼年紀或性別，保持健康的體重對於
您的整體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以往的醫學研究發現，
保持健康的體重可以降低患上糖尿病、高血壓、心腦血
管疾病、骨關節炎和一些癌症的風險 。對於糖尿病患
1

者來說，不但可以使您的血糖、血壓、血脂控制更加理
想，也可以預防或控制如心臟病、中風等常見的糖尿病
併發症。

的健康腰圍標準應該進一步縮窄到男性健康腰圍少於
90厘米，女性健康腰圍少於80厘米2。

我需要減多少才合適？
目標體重。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的臨床指南指出：如果您

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衡量健康體重的方法是計算身
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簡稱BMI)。您可以用以下
公式來計算您的身體質量指數：
體重(公斤)
身高(米)x身高(米)

對於18-64歲之間的成年人，如果您的身體質量指
數 ≥ 25，說明您的體重超出標準範圍了。
另一個重要的指標是您的腰圍(Waist
Circumference，簡稱WC)。對於18-64歲之間的成年人，

2

於88厘米。針對不同族裔的區別，有些研究建議亞洲人

我們在進行減重計劃前，往往會為自己設立一個

什麼是健康的體重？

身體質量指數(BMI) =

男性的健康腰圍應少於102厘米，女性的健康腰圍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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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體重超標，那麼適當地減掉5%-10%的體重就可
以顯著改善您的血糖控制以及血脂、血壓等指標 3。減
重的速度不宜太快，以1個月減去1-2公斤為宜3。舉例說
明，如果您身高160厘米，現在的體重是70公斤，那麼根
據上文中身體質量指數的計算公式，您的身體質量指數
約為27.3，屬於超重(身體質量指數≥25)。如果您可以按
照1個月減去1-2公斤的速度，慢慢減去總共3.5-7公斤的
體重，就達到了上文所說的5%-10%的減重目標，這樣
的減重就足以為血糖控制和整體健康帶來改善了。這
麼一看，通過減重改善健康是不是沒有想象中的那樣
難以完成呢？當然，如果您認為現階段進行減重還是太

難，那麼便制定計劃，一步步嘗試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使

起低血糖的降糖藥或注射胰島素的糖友，在制定減重計

自己不再增重，這也不失為一個好的開始。

劃時需要格外留意安全問題，以確保不會因為過度節食
或在未進食的情況下過度運動而引發低血糖。加拿大糖

想要減重需要怎麼吃？

尿病協會的臨床指南建議糖友們通過均衡營養的全面

時下流行的節食方法五花八門，有些著重低脂，另
一些則強調限制如米飯、麵條等碳水化合物。那麼，到
底怎樣吃才能達到理想的減重效果呢？2009年美國的
一項大型研究邀請了811位體重超標的成年男女，讓他
們分別攝入低脂、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高脂肪等4種
不同結構的飲食，同時進行每星期90分鐘中等強度的

健康飲食來進行減重，並確保每天攝入至少100克碳水
化合物（相當於2個拳頭大小的糙米飯 5），以防止身體
分解寶貴的蛋白質用作製造熱量3。此外，保證適量的碳
水化合物攝入也是預防低血糖的重要策略。

結語

體育鍛煉。這項研究跟進了參與者長達2年時間來觀察

體重管理和控制血糖一樣，是一項長期的工作，不

他們的體重變化。研究結果發現在總體攝入卡路里減少

可一蹴而就。做出健康和適合自己的改變來達到減重目

的前提下，無論哪種飲食結構都可以達到幾乎相同的

標，並將這個新的體重維持下去，只有做到這兩點，才

減重效果4。而真正對減重成效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減重

能給我們的健康帶來長遠的益處。通過這篇小文，我希

者對減重計劃的依從性 。換句話說，只要您選擇的飲

望能讓您對採用健康安全的減重方式來進行體重管理

4

食結構是您可以持之以

有更全面的認識。如果您

恆堅持下去的，那麼只

希望開始減重或有減重方

要在適當減少總體卡路

面的問題，您可以向註冊營

里攝入的情況下，您 就

養師 (Registered Dietitian)

可以成功減重。

咨詢，共同商討如何針 對
您的身體情 況，制定 最適

作為糖尿病患者，

合您的減重計劃。

尤其是正在服用可能引

過輕

健康

超重

痴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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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健康第一步
眾所週知，運動和健康兩者息息相關，
但很多都市人都忽略了它的重要性。規律的
運動對身體的益處甚多，不但有助減重和強
健骨骼，而且能改善血壓，甚至幫助降低患
上心臟疾病和其他癌症的風險。如果您是糖
尿病患者，運動更可以改善身體對胰島素的
敏感度，和有效控制血糖。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建議我們每星期應
該進行150分鐘的帶氧運動。運動能令您身
體的肌肉更有效消耗體內的糖份，但此狀
況通常只能維持1至2天，所以有規律地做運
動，對控制血糖和糖尿病的情況有著長遠
的幫助。
自覺竭力程度 (RPE)

4

0

無竭力感覺

1

很微弱

2

微弱

3

中度

4

稍吃力

5

吃力

6

相當吃力 (呼吸急速)

7

非常吃力 (呼吸極急速)

8

非常非常吃力 (喘氣)

9

極度吃力 (十分喘氣)

10

筋疲力竭 (上氣不接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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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運動適合我呢？
一般的帶氧運動如健步、踏單車、游水或球類運動如足球、
網球、羽毛球、高爾夫球等等，都能增強心肺和呼吸的功能。此
外，我們也可以透過日常生活上的各種活動來增加身體的活動
量，如步行梯級、園藝工作、剪草、於公園或商場步行遊逛等等。
運動 時，可以採用「自覺竭力程 度」(Rate of Perceived
E xer tion，簡稱 RPE) 的評分方法，來評估及控制合適自己的運動
強度(Intensity)。平時疏於體能活動的人，開始時不要操之過急，
要逐步遞增運動的強度和時間，不要強行鍛鍊。此外，運動前的
熱身(warm-up)和運動後的整理緩和 (cool-down) 亦同樣重要，可
做一些伸展運動或慢步行，讓身體慢慢調節和適應運動前後的狀
態，以減低運動受傷的機會。

運動/活動例子
慢步、瑜伽、伸展運動、高爾夫球
整理園藝、掃塵、洗衣

急步行、游水、跳舞
上落梯級、剪草

跑步、踏單車、球類運動、健身

*註
 ：因各人身體狀況有別，在進行劇烈
運動前，請先向您的家庭醫生查詢。

由規律運動開始

譯者：區嘉琳

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先請教醫生或專業人仕的
意見，按個人的健康狀況和需要，選擇適合自己
和感興趣的運動，那就更加安全。如運動期間或
之後感到任何不適，應立即停止運動，並向醫護
人員尋求協助。

持之而恆

恆之有效

萬事起頭難，要緊守每天做運動或會令您感到


因難或者氣餒。您可以嘗試為自己度身設定一
個運動計劃，每天安排不同的活動，增加趣味
性。

將運動當成睡眠和食物一樣，使它成為您日常

生活優先要做的一部份。

運動需要持之而恆，盡量安排於每天同一個時

段運動，將它成為您每天日程內的一個事項。

輕度至中度的運動量對一般患有糖尿病的人仕


都是安全的，不要因為擔心病情而卻步。如有疑
問，可先向您的醫生查詢。

運動時，呼吸與心跳率會自然地慢慢增加。初

期，您或會感到肌肉酸軟，這都是正常的。只要

圖片來源 :
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健康跑步指南」小冊子

您能持續、有規律地運動，體能便會慢慢強化起
來。
編寫運動日誌，記下每次運動的日期、運動形式

或項目、持續的時間和成果，亦可記錄體重、血

壓和心跳率等，以了解持續運動後的身體變化

原文擇譯自:
1

作參考。
夏天即將到來，陽光充沛，正是做運動的好
時機。夏天日光紫外線強烈，如果在戶外運動，要
避開陽光的直射，並做好防曬保護皮膚。運動容
易大量流汗，運動前後也要記得補充水份啊！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網頁之文章 –「為何我們要在八月活躍起來」。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iabetes.ca/publications-newsletters/
diabetes-current-newsletter/diabetes-current-archive/diabetes-currentaugust-2015/healthy-living/why-you-need-to-get-active-this-august)

2

3

 拿大糖尿病協會之單張 –「好好計劃規律的體能活動」
加
(Planning for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ies)。
 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普及健體運動之「健康跑步指南」
香
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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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網膜病變  
譯者：李少芳
不論是一型或二型糖尿病患者，因為長期血糖偏

高而損傷血管內皮細胞，對眼睛內的視網膜造成影響。
這就是糖尿視網膜病變 (Diabetic Retinopathy)，俗稱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階段：
1 非增殖性視網膜病變 (non-proliferative retinopathy)
視網膜腫脹，血液滲漏，開始對視覺造成損害的

「糖尿上眼」。根據研究指出，幾乎所有一型糖尿病患

階段。

者在發病後15至20年後都會受到視網膜病變影響；其
中兩至三成的患者更有失明之虞。而超過六成的二型

2 殖性視網膜病變 (proliferative retinopathy)

糖尿病患者會有不同程度的視網膜病變。如果患者血

因嚴重出血而開始出現視力模糊的階段，甚至會導

糖控制得不好，則病變有機會提早出現。因此糖尿病患

致突然失眀；這是由於新生血管向眼球的玻璃體凝

者應該定期檢查眼底。除了高血糖外，基因遺傳、高血

膠結構內出血，如同眼內的黑色雲霧，阻礙視覺。

壓、高血脂及腎功能不健全等，都是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的已知危險因素。
健康視網膜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治療方法包括：
激光光凝治療 (Pan-retinal Photo Coagulation, PRP)


這種治療方式可幫助增殖性視網膜病變患者避免進
一步的血管增生，降低玻璃體出血和視網膜剝離的
危險性。

玻璃體切除手術


(Vitrectomy)

通過這項治療，玻璃體出血或混濁的病人約有七至
八成機會可改善視力；而對於視網膜脫落的病人，
則約有六成機會視力可得到改善。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有下列三種情況：
狀況
1 黃斑水腫

解釋
黃斑部位於視網膜正中心，是視
力最敏銳之處。黃斑部如果水
腫，感光機能也相對變弱。

2 眼內出血

新生血管破裂造成眼內出血，又
稱為玻璃體出血。光線通過瞳孔
後被混濁的玻璃體阻攔，視力會
急劇下降。

3 視網膜脫落

眼球內反覆出血會導致疤痕化，
使視網膜變形，甚至造成視網膜
脫落。

所有糖尿病人（包括一型和二型）都屬患上視網膜
病變的高危一族，一型糖尿病人須於確診後的五年接
受眼睛檢查，二型糖尿病人則在確診時便要接受眼睛
檢查。至於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跟進則視乎視網膜病變
的嚴重性。就算沒有或只有輕微視網膜病變的病人也
須要每一至兩年作定期檢查。
研究亦證實正常的血糖水平能減低患上眼疾的風
險。防止眼疾惡化，糖尿病人應控制好血糖、血脂和血
壓。定期的眼睛檢查也可減低眼疾的併發症和後遺症，
同時亦能提高醫治的療效。
原文擇譯自:
1

加拿大糖尿病協會網頁之文章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

2

多倫多西乃山醫院眼科專科周敬賢醫生主講的「糖尿病視網
膜病變」講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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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與你」
健康講座
編採：程丹曦
本分會於5月5日在士嘉堡金輝自助餐廳成功舉行
了2016年春季的「醫生與你」講座。
是次講座我們邀請了新寧醫院的風濕關節科醫生
蔡永謙醫生主講「糖尿病患者常見的關節疾病」。講座
中，蔡醫生介紹了糖尿病患者常見的關節疾病，包括
肌腱炎、肩周炎、骨性關節炎及痛風等。蔡醫生隨後介
紹了怎樣通過改變生活方式、藥物、非藥物、和手術減
輕症狀並維持關節功能，並呼籲大家當心選擇未經證
實的療法。
當晚的講座和 晚宴吸引了90多位會員的積極參
與。現場反應熱烈，各人獲益良多。

www.diabetes-chines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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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預 告
秋季太極氣功班
本分會過去開辦的太極氣功課程，得到會
員踴躍參與，我們於今年秋季再接再勵，舉辦
太極氣功班，教授太極氣功十八式及由中國國
家體育協會創編的二十四式簡易太極拳。我們
十分榮幸再次邀請到本分會的顧問郭詠觀醫生
擔任導師。希望您們繼續支持，不要錯過這個

Niagara-On-The-Lake、英式古鎮、
名牌直銷商場一日遊
一如往年，本分會將於今年九月舉行一年一度的戶外一
日遊。今年我們將與大家暢遊尼亞加拉湖濱地區和附近的英
式小鎮，並前往花旗蔘示範農場和名牌直銷商場參觀和購
物。有關行程資料及報名詳情，請參閱隨會訊附上之章程。

鍛煉身體的好機會。

「 營聚健康」系列講座
之「五穀良食」
對一眾 糖友而言，健 康飲食的習慣和 選
擇，是有效控糖的重要關鍵。有見及此，本分會
於今年夏季首次舉辦「營聚健康」系列講座，由
註冊營養師為大家講解五穀雜糧這種於坊間經
常聽到的養生食物，並同時邀請了名廚於現場
即席示範烹調五穀美食，供大家品嘗。講座名
額有限，有興趣參加的朋友，請從速報名。
圖片來源 : www.visitniagaracana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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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嘉琳、陳廣源、陳慧珊、陳擅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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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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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珊、林鑒泉、陳志楊、雷靄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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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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