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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的 話2

控糖新知
在這資訊發達的年代，糖尿病患者不難獲得最新的資訊；醫護人員也常碰到「進取」型的患者，滿懷希望地拿着剪報，詢

問某類新藥物或新治療法的成效。病患者有這心態其實很理所當然，試問誰不想永久脫離糖尿病的煎熬？相比起一些「消

極」型的患者，這種求知的態度就成為推動患者控糖的動力。對於新藥物或新治療法，病患者應以客觀和批判性的角度去

去解，除了它的療效之外，也要知道其副作用及適用於那類患者。更甚的是有些聲稱為新療法根本是沒有醫學實證的，醫

護人員是有責任解釋及糾正繆誤的。今期我們特別邀請了營養師及足病診療師為讀者分別介紹治糖的腸胃手術及糖尿足的

負壓治療法，分析它們適用於那些患者及其優點與缺點。儘管新療法大大改善糖尿病患者的病情及生活質素，傳統的治糖

理念如糖尿教育及授權；病患者的積極監察和改善生活模式；以至病患者與醫護人員保持良好溝通仍然是無可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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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尿聯會 - 第十三屆週年大會

2010至2012年度委員會已於2010年7月3日(星期六)下午假聯會演講廳投票選出，成員名單如下(排名按英文名順序排列)：

主席： 馬青雲醫生

副主席： 梁彥欣醫生   黃小雲女士

榮譽秘書： 李家輝醫生

榮譽司庫： 鍾振海醫生

委員會委員： 陳浩光先生 鄭馮亮琪女士 

 周榮新醫生 林小玲教授 

 李嘉碧女士 梁詩寧女士 

 馬道之醫生 蕭成忠醫生 

 唐俊業醫生 曾文和醫生 

 余思行女士 黃嘉慧女士 

 王幼立女士 楊鐸輝醫生 

 余則文醫生

上屆主席 ： 楊鐸輝醫生

國際糖尿病聯盟代表: 陳重娥教授 郭克倫教授

榮譽核數師： 廖建平會計師 

榮譽法律顧問： 霍兆全律師

義工園地

我當義工導師的感受 - 顏巧尔 義務導師

不知不覺當上糖尿聯會義工已有差不多一年時間了，當初

加入聯會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多了解糖尿病患者，運用自己

所學去幫助他們。可能我本身的職業是在護理學院當導

師，於是我被調配為義工們的導師。這對我來說確是一項

挑戰，作為義工，我還是一名新丁！更何況成為他們的導

師？而且他們並不是護士學生，而是有豐富人生經驗的成

年人呢！所以，我分享的只是我對糖尿病的專業知識。但

和他們相處後，縱使他們有些是糖尿病患者，有的不是，

而且每人做義工的故事各有不同，我卻由他們身上學懂了

那種樂於付出時間、耐心去幫助人，擁有積極人生的精

神，不知不覺也受到感染。而且，透過他們義工之間的對

話，發覺這群義工的質素很高呢！他們都明白幫人不是盲

目的，當中也需要一些理論作支持，懂得心得分享的技巧

呢！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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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及活動預告篇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講者/教練  接受報名日期 
  （月／日）    (港幣) /指導員 （日／月）
       /主禮嘉賓

*食物的升糖指數 10月9日  下午2時30分 香港糖尿聯會- 有興趣人士 全免 陳勁芝營養師 現已接受報名 
與血糖控制 (星期六) 至4時 演講室 

住家白切雞、 10月13日 下午2時30分 香港糖尿聯會- 聯會會員 10元正 (材料費)  蔡祝固師傅 現已接受報名 
勝瓜蒸蝦杯 (星期三) 至4時 廚藝室

糖尿健步行2010 11月14日 上午9時 大埔海濱公園 有興趣人士 籌款活動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現已接受報名 
  (星期日) 至12時    曾浩輝醫生 

健康長跑 2011 2011年 上午8時 大埔吐露港緩跑徑 16歲 100元正 / 請留意本會網頁  
  1月23日 至11時  或以上人士 
  (星期日)

形 式

營
養
工
作
坊

籌
款
活
動

長
跑
活
動

有興趣參加者，歡迎於以上活動前致電 2723 2087 香港糖尿聯會報名，或留口訊於電話留言信箱，待工作人員回覆。  
(^所有興趣班於開課前三個工作天截止接受報名，學員須於開課前支付所有學費，綜援人士學費劃一為港幣10元正)  
* 活動前將免費提供: 量度血糖 / 量度血壓 / 體重指標 / 腰臀圍比例 服務

烹
飪
示
範

1. 微細尿蛋白

2. 免擴張瞳底照相

3. 量度血壓

4. 體重指標

5. 腳部檢查

6. 個別糖尿教育及輔導 

7. 驗血 (糖化血紅素) ------- 附加檢查 (費用:HK$100)

病友會員只需把填妥的《檢查服務預約申請表格》以傳真 

(號碼：2723 2207) / 電郵 (info@diabetes-hk.org) / 郵寄

至本會，本會職員收到資料後，會致電聯絡人安排預約事

宜。

《檢查服務預約申請表》可於本會網頁下載 

(此表格亦附夾於本期會訊內)

註：所有由醫生轉介的病友個案，報告將直接寄回轉介之

醫生，以便跟進。

＊此服務承蒙抬轎比賽慈善基金慷慨贊助

病友會員優惠 - 糖尿病併發症檢查服務

無論是剛剛或是已患上糖尿病多年之人士，都應每年作全

面性的糖尿病評估，減低出現併發症的機會。

由即日開始，香港糖尿聯會病友會員無需醫生轉介，亦可

以會員優惠接受糖尿病併發症檢查。檢查項目如下:

詳情請瀏覽聯會網址：www.diabetes-hk.org     名額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基本檢查 
(費用:HK$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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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病人組織交流團

賽諾菲安萬特於6月14至18日在上海舉辦了一次4日3夜的

「香港病人組織交流團」。本港獲邀參與交流的非牟利團

體及病人組織包括：香港糖尿聯會、聖雅各福群會、關心

您的心、香港乳癌基金會、病人互助組織聯盟、香港家連

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及仁愛堂，交流團人數合共15人，當

中聯會共派2名職員出席。

是次活動主要是與上海健康教育機關互相交流及學習。隨

團者亦被安排參觀當地的醫院及世界博覽會，大開眼界，

獲益良多。本會藉著今次的參與，不但認識了國內的健康

教育及醫療機構，亦對於隨團的非牟利團體/病友組織加

深了解，有助彼此間的合作和聯繫。在此衷心感激賽諾菲

安萬特各職員的悉心安排，並多謝該公司舉辦是次有意義

的活動。

聯會代表出席「2010滬港健康協會交流研討會」

挪亞方舟一日遊 

聯會於4月24日舉行了挪亞方舟一日遊的活動，到訪這

個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創新多媒體教育館，透過是次活

動，相信參加者對關愛、和諧、正面價值觀、使命感及

愛護大自然這些概念，會有更深入的體會。

聯會感謝高盛公司連續第4年贊助是次活動的所有費用，

並提供職員組成義工團隊協助，使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在一眾高盛公司的義工 (穿深藍色T恤者) 協助下，各參加者均享受了
一個愉快的週末。

 



7

義工感謝大會2009

為答謝義工們在過去一年來熱心支持聯會活動，聯會於

2010年5月8日 (星期六) 下午舉行了一個義工感謝大會，

藉此勉勵義工繼續服務社群。

承蒙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再次贊助當日膳食費用，義工

們得以享用美食；會中除了回顧過去一年義工所作貢獻

外，亦展望了2010年聯會活動。聯會主席楊鐸輝醫生更

抽空前來代表聯會多謝各義工，並分別向各義工及義工訓

練課程合格學員派發感謝狀及合格證書。而會中加插了遊

戲環節，各人在歡樂聲中渡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

近60名義工出席了一年一度的義工感謝大會，圖中為各義工參與「有口難言」與
「詞語接龍」的片段。

主席楊鐸輝醫生(後排中穿淺灰色西裝)與各義工一同來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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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及活動剪影

為了讓更多病友及糖尿病關注人士認識、控制及預防糖尿

病，聯會舉辦了不同形式的活動，下面是一些活動的片段： 

公開講座

活動名稱：治療糖尿新趨勢 營養標籤聰明睇 (糖尿篇)

活動日期：23/5/2010  11/7/1010

內分泌科專科醫生王一明、營養師余思行小姐在講座中分別為

我們詳盡  講解有關治療糖尿新趨勢和精確閱讀包裝食品的營養

標籤的重要事項。

運動學堂講座

活動名稱：糖尿體重控制 認識運動治療

活動日期：22/5/2010 10/7/1010

潘世顯教練、阮伯仁教練分對糖尿病人進行運動時提出了一系

列的注意事項，讓病友可透過運動達至體重控制及提高胰島素

的敏感度。

廚藝班 

活動名稱：香草欖油焗魚柳、 饅頭、花卷、 素扎蹄 

 泰汁炒南瓜素雞 銀絲卷

活動日期：14/4/2010  11/5/1010 5/7/1010

蔡祝固師傅及許綺賢營養師分別介紹數款製造簡易及可口的健

康美食，令人印象難忘呢！

在此，謹代表聯會感謝以上義務講師從百忙之中，抽出寶

貴時間為我們主持以上活動。

糖尿飲食工作坊 

活動名稱：糖尿換算你要知 乜脂物脂大起底 糖尿外出飲食

活動日期： 10/4/2010 26/6/1010 7/8/1010

三位營養師，李鎧而女士、李奕嫻女士、潘仕寶女士為我們講

解了有關糖尿病飲食的最新資訊，使我們獲益良多。 

捐款名單 

香港糖尿聯會衷心感謝下列善長和機構的慷慨捐助。

我們亦謹向那些無名捐款者致表謝意。

Diabetes Hongkong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ollowing 
donors sincerely for their generous support.

Our thanks also go to all those who have made anony-
mous donations.

Mr. AU Hau Woon
Mr. AU Kung Pok, Anthony
Mr. Stanley AU Ping Lun
Mr. CHAN Kit Lam
Ms. CHAN Sau Kuen
Mr. CHAN Woon Shing
Mr. CHAN Yiu Kwan
Mr. CHAN Yiu Kwan
Ms. CHEUNG Kam Lan
Ms. CHEUNG Yuen Hoi
Ms. CHOW Shing Sze
Ms. CHUI Kit She
Ms. FUNG Shuk Yee
Mr. HO Cheuk Ming
Ms. HO Yin Fun
Mr. HUNG Ping Chuan
Mr. KAM Wing Kwong
Ms. KWOK Shun Chun
Ms. LAM Sau Kuk
Ms. LAM Suet Fun
Ms. LAU May Tong
Mr. LEE Lok
Ms. LEE Miu Fun
Mr. LEUNG Kin Che
Ms. LI So Mui, Florence

Ms. Lina LI Chee Lan
Ms. LO Wing Chun
Ms. MA Lok Yin
Ms. MA Lok Yin
Mr. MOK Chun Pong
Mr. MOK Wai Tung
Mr. NAM Kai Yung
Mr. NG Shu Fan
Ms. PUN Lai Ming
Ms. SUN Wai Chun
Ms. TAM Kai Fung
Ms. TAN Shaw Ming, Paulina
Ms. Christina TSANG Wai Wan
Mr. TSE Tak Tai
Mr. TSUI Ki Chun
Mr. WONG Albert
Ms. YEUNG Wai Mei
Ms. YIM Wanna
Mrs. YU Lai Yung
Ms. YUEN Catherine
Ms. YUEN Wai Ling, Ada
Mr. YUM Wing Wah
譚鍚勳
杜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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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參加『糖尿病看圖對話』活動後感

陳鼐光

曾經有人說，糖尿病與肺病是相對的，因為兩病是富裕
與貧窮社會的產物。

今日，肺結核病已能受控了，基本上可以醫治；但相反
糖尿病仍是未能根治之病症，且患者數目與日俱增，而
且趨向年輕化，實在使人擔憂。這是因為現今社會經濟
富裕，市民生活豐足，營養過剩，且缺乏運動，以致脂
肪積聚，日久引發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個很有歷史的病，以往罹患此病者，往往不
明白病情，診治醫生大多不會向病人詳細講解其病况，
祗囑咐患者定時食藥、戒口、甚至自打胰島素針、定期
覆診等，病人亦只是維維諾諾，對自己的病况一知半
解，甚至誤解，自鎖在迷霧中，社會上又沒有其他機構
宣傳教育。

其實現在病患者對糖尿病的認識與控制病情的技巧，比
以前進步得多了；診治醫生大都很樂意答覆病情的查
詢，提出建議，又會安排營養師為病人建立適合的健康
飲食習慣，定期檢查病况，血糖測試等；社會上又有很
多志願機構作宣傳教育，

例如在本年4月10日，香港糖尿聯會及香港糖尿科護士
協會合辦了一個名為 『糖尿病看圖對話』的活動；本人

假如有一天

學仁

現今醫學進步，確為病患者帶來無限佳音：例如先後有
微創手術、丸形膠囊內視鏡等。但在糖尿病方面，除了
藥物推陳出新外，其它暫沒有多大的進展。假如有一
天，醫療科技如有這樣的新突破那就好了。

藥貼胰島素替代針刺肚皮。

手挾血糖指數閱讀器替代「篤」手指。

外塗藥用皮膚膏來穩定血糖。

口水化驗糖尿DNA基因，A1C（糖化血紅素）或血糖
值等。

手機拍下食物相片後，馬上分析到營養成份，熱量和
醣質等，總計及記錄每天進食內容。

網上視像覆診，速遞藥物及到會抽血服務。

口服胰島素。

遐想畢竟是遐想，要它一一實現仿似遙不可及，但仍願
盼望日以繼夜勤奮工作的醫療科學家們，終有一天能為
我們糖尿病患者帶來生活上一點方便就好了。

有緣得以參加此項活動中之兩個小組講座：「與糖尿病同
行」及「健康飲食和運動」。參加者從活動中認識了：「
糖尿病患者不應為罹患此病而氣餒，應積極面對，認識該
病的特質與病况，與診治醫生及營養師配合使用各種治療
方法及食物療法。患者尤其要注意飲食的配合，嚴守三少
一多的食物原則: 少鹽、少糖、少油及多纖維；加上每天
都做些帶氧運動，當可預防或推遲糖尿病拼發症的出現，
勿使病情加深；這樣的生活當可與一般正常人無異。」

與傳统的教育模式(如今舉辦的講座、工作坊等)相比，今
次的『糖尿病看圖對話』活動，在設計上，著重互動，藉
着導師們的誘導，透過一些學習工具，以遊戲形式及學員
間的交流分享控病經驗歷程，不但能增強患者對糖尿病的
認知，最重要是使參加者明白：只要好好的控制飲食、監
察血糖、定時服藥、運動等各方面，實行積極去面對糖尿
病，也可享受快樂人生。本人藉著今次的機會，多謝主辦
機構。盼望日後可以繼續舉辦相同的教育活動，使更多病
友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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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胃手術對減肥面面觀 

營養師 邱燕萍 

現今社會，肥胖的問題日益嚴重，肥胖會引致很多健康問

題如高血壓、高血脂、睡眠窒息症、心臟病、退化性關節

炎、糖尿病等等。

肥胖的定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亞太區），肥胖的定義用體重指

標BMI來評估，當體重指標超過37時，稱為「病態性肥

胖」。
體重（公斤）

體重指標 =

高度（米）X 高度（米）

利用胃手術達致減肥效果（簡稱減重手術）是針對病態肥

胖的一種治療。在香港常見的減重手術有三種：(一)、腹

腔鏡束胃帶手術。(二)、腹腔鏡縮胃手術。(三)、腹腔鏡

胃繞道手術，各種手術各有不同的風險，營養影響及效

果。

腹腔鏡束胃帶是減重手術中安全性最高的。胃帶是一種由

矽膠製成的帶子，帶子內有一圈可充水，調節內徑大小，

帶子由微創腔鏡置入病人胃的上部，做成小胃囊，限制了

進食的份量，從而達到減重的效果。減重的速度相比其他

減重手術較慢。

腹腔鏡縮胃手術是利用腹腔鏡把胃部的大彎垂直切割，剩

下的胃部就如衣袖形的管狀，故此手術又名「袖狀胃切

除」，由於胃的體積縮小了，高度限制進食的量；此外胃

部切取同時亦減少了刺激胃口的荷爾蒙分泌，令進食慾望

減低，雙管齊下，病人減重效果比束胃帶好。

胃袋
Gastric pouch

束胃帶
Gastric band

膽管
Common bile duct

腹下貯存器
Subcutaneous 
reservoir 

胃
Stomach

膽管
Common bile duct

腹腔鏡束胃帶手術
Laparoscopic adjustable gastric banding

圖(一)：

腹腔鏡縮胃手術
Sleeve gastrectomy

圖(二)：

腹腔鏡胃繞道手術首先將胃部分成大小兩部份，縮小的胃

繞過150-200厘米的小腸再接合。胃部縮小，減小食量；

此外，小腸吸收營養部份縮短，影響食物的吸收。此減重

手術的減重速度快，但相對風險較高。

圖（一）至（三）

節錄自：新英倫醫學雜誌 2007    Volume 356 (21): P2176-2183

胃袋
Gastric pouch

膽管
Common bile duct

膽胰肢體
Biliopancreatic limb

ROUX 肢體
Roux limt

共用腸道
Common Channel

腹腔鏡胃繞道手術
Roux-en-Y gastric bypass

圖(三)：



11

減重手術後的飲食

減重手術後，病人一定要配合適當飲食，包括食物的質類

及種類。一般減重手術首一至二星期都以流質食物為主，

例如蛋白質飲料、無添加糖的果汁、清湯等。第二階段可

以開始進食煮爛（糊狀）的食物，然後慢慢回復正常質類

的食物。質類轉變的進度視乎病人的情況而定，一般都可

於一個月後回復正常質類飲食。食物的種類以高蛋白為

首，配合適當的醣質、脂肪、水果和蔬菜。熱量控制之

餘，有足夠蛋白質。除此之外，建議病人每天服食多種維

他命和礦物質，尤其是縮胃和胃繞道的手術。手術過後，

病人要培養小吃多餐、細嚼慢嚥、食料和進餐分開等飲食

原則。

 

減重原理 

手術時間（分鐘）

住院日數

平均減去BMI

病患選擇 

 

病患配合 

 

優點 

缺點

腹腔鏡 

束胃帶手術

減少食量 

60-90

2-3日

約10kg/m2

食量大，能配合減低食量。願意

接受手術及永久放置束胃帶。 

維持小份量固體食物，避免高熱

量流質，需運動，須覆診調節

束帶。

可還原，可調節束帶控制食量，

風險低。

減重速度較慢，5-10%患者將來

可能需要把束胃帶取出。

腹腔鏡 

縮胃手術

減少食量和 

減低食慾的荷爾蒙

60-90

4-6日

約12kg/m2

食量大，但較難控制口慾的病

人。願意接受手術及可能的併

發症。

保持均衡飲食，避免高熱量流

質，需運動，建議定時覆診。 

減重成效高及顯著，不用放置外

來物。

不可還原，手術風險較高。

腹腔鏡 

胃繞道手術

減少食量和 

減少營養吸收

120-180

7-9日

約15kg/m2

食量大，有減重意願，「甜食愛

好者」，或有糖尿病，願意接受

手術及可能的併發症。

保持均衡飲食，須每日服用維生

素。其中以鐵及鈣的補充最重

要，需運動。建議定期覆診。

減重成效高及顯著，治療第二型

糖尿病非常有效。

不可還原，手術風險高。必須每

日補充維生素，鈣及鐵。

資籵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皇醫院外科部綜合體重控制門診

在選擇減重手術時，要跟醫生了解清楚手術風險和自己要

遵守飲食和運動建議，因為無論那一種減重手術，都要配

合適當的飲食和增加運動量，才會達致減重及減低體重回

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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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負壓治療法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足病診療師　陳家倫

大家知道糖尿病其中一種重要的併發症是「糖尿病足」，

往往因下肢潰瘍，引致細菌感染，最後因保住性命而需截

肢。現在全球大約每三十秒便有一入因糖尿病需接受截肢

手術。

糖尿病在許多不同的方式下影響正常的傷口癒合。低胰島

素會影響蛋白質的降解及合成，高血糖會影響膠原合成，

血管生成等問題；而糖尿病所引致的併發症如週邊血管病

變造成組織缺血缺氧，周圍神經病變和足部畸形等也增加

了足部創傷的風險。這一齊亦使足部傷口難以痊愈，導致

長期潰瘍。

現在冶療糖尿病足部潰瘍國際上已有一套系統性的治療方

案，隨著科技的進步，不斷有很多新的藥物、敷料、器

具、技術等速進傷口愈合。今次給大家介紹一種嶄新的技

術 - 傷口負壓療法 (Negative Pressure Wound Therapy)，

也被稱為局部負壓。

傷口負壓療法早已在歐美醫學界用作促進皮膚上的急性或

慢性傷口的癒合。大約三年前，部份公立醫院足病診療部

也把這種技術引進香港，用於治療足部潰瘍。

傷口負壓療法是利用特製的器具在傷口提供局部真空負壓

環境。傷口經特別處理後，蓋上紗布或泡沫填充物，用特

設的敷料密封，然後連接主機。一般患者首次使用時需維

持48-72小時的冶療，並保持創面乾爽。取決於傷口的類

型或不同的治療和臨床目標，通常會把師放壓力調節到約

125mmHg，連續或間歇性地進行局部真空負壓。然後約

每三天更換及檢查創面，需要時可作清創手術後才繼續負

壓療法。

傷口負壓療法的主要優點是能減少傷口滲出液濃度，增加

創面引流、降低水腫、增加局部血流量，在負壓拉伸和變

形下誘發生化反應，增加肉芽組織及上皮細胞增生，促進

傷口癒合。此外除糖尿病足部潰瘍外，這療法亦適用於壓

力性、下肢靜脈功能不全性的潰瘍或手術後傷口等。

 一般傷口負壓療法臨床上不適用於正接受抗凝血治療的

病人、傷口位置靠近血管、未經治療的骨髓炎、創口有器

官、血管或神經暴露或惡性腫瘤傷口等。 

在2008英國的University of York為英國的NHS(相似於香

港的醫管局)作的一份報告提意傷口負壓療法比一般的傷

口治療更有效及更合乎經濟效益，但因傷口負壓療法的臨

床研究仍不多，相信仍要有一段時間醫學介才有足夠証據

作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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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與連續血糖監測

糖尿科資深護師   王家緻

在糖尿科的工作，每天要面對不同的糖尿病人，與他們一

起分析血糖的高低及變化，若能夠配合有效的血糖監測新

科技，便可以更加了解病人血糖狀況，從而協助控制血糖

的水平。

自我監測血糖的重要性

人體的血糖值每天都有連續不斷的起伏變化，透過自我監

測血糖，可以幫助病人及醫護人員了解藥物、運動及飲食

對血糖水平的影響，從而配合治療，例如：糖尿病藥物的

調較和食物份量的編配，以達至理想的血糖控制，減低併

發症的風險。

然 而 有 些 糖 尿 病 人 即 使 糖 化 血 紅 素 ( H b A 1 c ) 水

平 於 目 標 範 圍 內 ， 病 人 仍 可 能 出 現 血 糖 波 動 

(Glycaemic variability)。(圖1)

連續血糖監測

面對血糖起伏的問題，病人除了可作更頻密的「篤手指」

驗血糖外，亦可考慮使用連續血糖監測系统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 (CGMS) 作持續的血糖監測。

CGMS可監測皮下組織間液中的葡萄糖含量，每5分鐘監

測1次血糖的波幅，一天可以監測288次的血糖值，並儲

存訊息於監測儀。醫護人員和病人能更具體地了解生活作

息如睡眠、進餐、運動及服藥等，對血糖水平的影響。隨

着科技進步，監測系统將發展至由連續3天至長達7天的血

糖監測，而監測儀亦變得更輕巧。(圖2)

 連續血糖 「篤手指」驗血糖  運動 胰島素 進餐

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data Fingerstick tests Exercise Insulin Meal

TIME OF DAY

3:00AM 6:00AM 9:00AM 12:00PM 3:00PM 6:00PM 9:00PM 12: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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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糖尿病人可考慮使用連續血糖監測系?

曾出現明顯血糖波動問題的病人

夜間低血糖及餐後高血糖的問題

糖化血紅素測試結果與紀錄日誌結果並不一致的病人

糖化血紅素未能「達標」的病人

患有糖尿病的兒童及孕婦

病人的配合及血糖報告分析

醫護人員或專業人員把感應器軟管植入病人皮下，然後連

接上監測儀。糖尿病人繼續日常活動，配合血糖機的使

用，「篤手指」驗血糖，並且把血糖、飲食、活動及藥物

細節記錄下來。完成監測後，血糖機的「篤手指」報告和

CGMS的數據被上載到電腦，取得評估報告後與醫護人員

作分析，作出治療的跟進。(圖3)

圖片來源：美敦力國際有限公司

糖尿病看圖對話

糖尿科資深護師  關綺媚

學習變得多有趣

糖尿病教育是管理糖尿病重要的一環，相信我們都曾經在

不同的渠道參與糖尿病教育講座。傳統的課堂學習模式都

是單向性的，鮮有互相討論的機會，但今天向大家介紹的

『糖尿病看圖對話』卻一反傳統，整節課程的內容與流

程，均是依據各參與者的興趣與需要而進行，相信參加者

更容易吸收課程的重點。

何謂『糖尿病看圖對話』？

糖尿病看圖對話為一種教育工具，由國際糖尿病聯盟、美

國禮來公司及健康互動公司合作推出。每個教育主題由一

幅長１米及寬１.５米的圖畫所組成，講者與學員可根據

圖畫的指示來探討糖尿病管理在不同範疇中所遇到的問

題。

『糖尿病看圖對話』有那方面的主題？

現在已推出使用的主題包括：

1. 與糖尿病同行 – 討論內容包括甚麼是糖尿病，分享自

我照顧糖尿病時的感受與誤解，從而一同找出管理糖

尿病更佳的竅門。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
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Senaor Date (mg/dL)
Mon Sep 28 Tue Sep 29 Wed Sep 30 Thu Oct 1 Fri Oct 2 Sat Oct 3 Sun Oct 4 Average

0

41

100

200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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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人適合參加『糖尿病看圖對話』？

除了糖尿病患者外，其伴侶、家人及朋友均可以一同參

加。但每組的人數不能太多，通常是三至十人為一組，否

則不能做到讓每人都有分享的機會。在參與期間，大家應

該保持心境輕鬆，盡量分享問題與經驗，當然亦要留心聆

聽別人的說話與心得，這樣學習才能事半功倍。

以上圖片來㷧自

http://www.lillychina.com/responsibility/diabetes_teach.cfm

3. 健康飲食和運動 – 讓學員認識飲食、運動與糖尿病控

制的關係，並討論在飲食或運動調節中所遇到的問題

和挑戰，從而一起找出協調的方法。

4. 和胰島素同在 – 除了讓學員了解胰島素治療的基本常

識，例如胰島素的類型、藥效和注射方法外，還會討

論低血糖症的治療與預防。

2. 甚麼是糖尿病？ - 更深層次地探討糖尿病的病理，讓學

員更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體內發生的病變過程，及血糖

控制不良所引致的一些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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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通　填字遊戲

糖尿科資深護師　蘇德宜

這填字遊戲考考智慧之餘，亦為大家送上各方面新資訊，

祝大家路路暢運通，出發啦！

直

1 香港動植物公園位於中區花園道，因園址在1841至

1842年曾用作總督官邸，故此，不少人又稱此公園為

什麼？

2 此活動由一香港著名慈善機構舉辦。這機構用一紅色

寶塔作為會標，呼籲市民每人付出一點力量，聚沙成

塔，集腋成裘，為本港有需要人士帶來幸福和希望。

3 此物質在孕婦及胎兒身體裏出現，有着無窮的生命

力，可發展成無限的可能。現科學家及醫學界用它研

究出多方面的用途，有助治療很多疾病。

4 現正在上海舉行的國際盛事。下屆會於2012年5月

12日於韓國麗水市舉行，主題為海洋與海岸生活。

5 亞洲有90-95%糖尿病患者的糖尿類型。

6 位於西貢區的專上學府，1991年創校，現任校長為陳

繁昌先生。

7 此課題送愈來愈受僱主及僱員的關注，一個健康工作

間不但可保障員工的個人健康，改善工作環境，更可

提高生產力及產競爭力。

     提示-- http://www.oshc.org.hk

8 HbA1c的中文名稱，能反映身體過去2-3個月的血糖水

平，糖尿病患者的理想值為7%或以下。依據美國糖尿

協會的參考值如下：

9 恭賀人進步、事業更上一層樓。

10 本期消渴茶館文章中，足部治療師介紹的治理傷口新

療法。

11 懷孕時出現的高血糖病症名稱。

橫 (左起)

A 孫中山先生革命時的口號。

B 形容人盡心盡力、正在專心一意地做事。

C 李國寶先生為香港立法會中哪一個功能界別的代表？

D 位於沙田區占地22公頃，可提拱現代化辦公室、尖端

科技實驗室及生產配套，結集各行業研究人員及企業

家的地方。

E 懷孕時出現血壓升高，尿蛋白及全身性的水腫，是一

個嚴重而且危險的病症。

F 代謝綜合症(metabolic syndrome)的症狀包括中央肥胖

及三高 (即高血脂、高血糖及什麼?)。代謝綜合症可增

加患上心臟病，中風及糖尿病風險，大家應多作運動

及健康飲食作出預防。

G 形容治理好致病的問題及根源。

H 帶有甜的味度，但不含碳水化合物成份，多為低卡路

里食材。

I 身體出現一徵狀是慢性腎臟疾病的最早期病徵。

J 此地方位於中國吉林省東南部一高海拔地區，那裏景

色秀麗，為國家5A級風景區。此地亦著名出產一名貴

藥材。

K 自回歸中國後，香港的法律建基於此。

HbA1c Estimated Average Glucose (eAG) 

 大約平均血糖值

6.5% 7.8 mmol/l

7% 8.6 mmol/l

7.5% 9.4 mmol/l

8% 10.1 mmol/l

8.5% 10.9 mmol/l

9% 11.8 mmol/l

9.5% 12.6 mmol/l

10% 13.4 mmol/l

答案在19頁



17

郊遊樂 – 健步行 

貓頭鷹

茶館經常與會員友好分享治糖及控糖心得，特別是日常生

活中的3大注意事項：

(1) 藥物治療並監察血糖水平(即俗稱『篤』手指，以紀錄

血糖水平)；

(2) 健康飲食(定時定量，小食多餐，多攝取高纖維食物，

少吃高糖/高脂/高鹽食品);

(3) 定時適量運動 (長期保持理想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於23或以下)

而事實上很多會員朋友是明白恆常運動是燃燒脂肪，控制

體重及避免過度肥胖的最有效方法，但是，似乎很多朋友

的反應總是：知易行難、工作繁重未能抽空去運動、末能

相約合適朋友去打球‧‧‧‧‧‧呀！終於道出 『自己

的』心魔了。試想想，您越是日復日、月復月、年復年地

找藉口而不去實行『第一步』的話，何來會成功呢？！

當然如能夠進行帶氧運動 (包括活動前後的熱身及冷卻運

動) 是最理想的。例如：行山、遠足、緩步跑。不過，如

果實在付不起時間的話，那麼就去『偷』時間吧！簡單的

『偷』時間方法是步行、上樓梯，相信每日也可以輕易進

行吧。

其實並非只是劇烈運動才能帶來裨益。例如：步行、上樓

梯等。如果您真的能夠維持到每天20-30分的運動習慣的

話，已能夠促進健康及減低患上部份慢性疾病的風險，因

為運動可以消耗熱量，促進血液循環，並增強我們的心肺

功能及抵抗力，從而減低血壓高、血脂高及壞膽固醇的風

險，亦可透過提高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改善血糖水

平。

除了連續進行半小時運動外，也可將30分鐘運動時間分成

3節上班、午膳、下班三節，每節進行10分鐘。早上離開

家門上班或上街時，提前1-2個站下車，爭取步行機會，又

或減少用電梯多行幾層樓梯級，午膳、下班或晚飯後，與

家人去散步吧。閒時運動於家務及娛樂中，週末假期時多

選擇户外活動，不要『坐定定』了。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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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為嚮應『國際糖尿病聯盟』11月14日的『世界糖尿病

日』，香港糖尿聯會將於本年11月14日(星期日)舉行一年

一度的大型籌款活動『糖尿健步行』，步行地點是大埔海

濱公園，有關詳情，請參閱附夾之活動單張。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
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至於沿線大埔海濱公園及其周邊的好去處，例如：大尾督

家樂徑、船灣淡水湖，敬請翻閱本會訊第40期21頁。

參考相關網頁資料：

衞生署 中央健康教育組 健康地帶 (運動與營養) 

http://www.cheu.gov.hk/b5/info/exercise.htm

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 (運動處方‧保健良方) 

http://exerciserx.cheu.gov.hk/

國際糖尿病聯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 

http://www.idf.org

世界糖尿病日World Diabetes Day 

http://www.worlddiabetesday.org/



 



您也可為別人帶來一個笑臉 

本會為一註冊非牟利機構，宗旨是為糖尿病患者服務，促進不同人仕對糖尿病的認識和關注，以期

改善糖尿病的預防和治理。糖尿病是香港十分普遍的慢性疾病，近年，香港糖尿病患者的數目更有

持續上升及年輕化的趨勢。我們衷心期望閣下慷慨解囊，好讓我們能為病患者提供更多、更完善的

服務，同時在預防糖尿病方面作出貢獻。

 本人／機構樂意每月定期捐助以下款項 
 I/Our company would like to support Diabetes Hongkong by making a regular donation of
  HK$100  HK$500  HK$1,000 HK$

 本人／機構樂意一次過捐助以下款項 

 I/Our company would like to support Diabetes Hongkong by making a one-off donation of
  HK$100  HK$500  HK$1,000 HK$

 本人／機構樂意樂捐助以下款項為印刷＜消渴茶館＞之用： 

 I/Our company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newsletter by a donation of 
  HK$50  HK$100  HK$200 HK$

捐款方法 Donation Methods

 每月自動轉賬 Monthly donation by autopay (本會將另寄自動轉賬授權表格予閣下填寫。 

 Diabetes Hongkong will send you an autopay authorization form to fill in.)

 劃線支票 Crossed cheque (抬頭：香港糖尿聯會 payable to : Diabetes Hongkong) 支票號碼 Cheque No :

 直接存款到香港糖尿聯會恆生銀行戶口（號碼：291-6-329861），並寄回存款入數紙正本至本會。 

 Direct transfer to Hang Seng Bank account no.: 291-6-329861 and send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bank-in slip to us.

個人資料 Personal Information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in BLOCK LETTERS please)

姓 Surname :（先生Mr/太太Mrs/小姐Miss）  名 Name :

地址 Address :

電子郵址 E-mail :

電話 Telephone (日間Daytime) :   傳真 Fax :

捐款者編號 Donor No. (曾捐款者適用 if  applicable) :

地址 : 香港德輔道中244-252號東協商業大廈18樓1802室   Add. : Unit 1802, 18/F., Tung Hip Commercial Bldg., 244-252 Des Voeux Rd C, HK.

電話 Tel. : 2723 2087 傳真 Fax. : 2723 2207 網址 Website : www.diabetes-hk.org 電子郵件 E-mail : info@diabetes-hk.org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得資料會供行政運作之用，並為通知閣下有關本會的活動消息，不會傳交第三者。若資料需要更改，請與本會聯絡。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s recorded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s and so we may also keep you 
informed of our activities. It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to a third party. If you require details of data information maintained, please contact us.
此表格可於以下網頁下載。This donation form could be downloaded at http://www.diabetes.hk.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