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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溫故知新（下）
溫故知新，講過了一點歷史。「天使」與「坐館」，權充
說書人。

胰島素、血糖機、降糖藥、注射器、為對抗糖尿病付出過
的先行者… …

編輯其實有點像廚師。

還有「溫故知新」這標題。

可選的食材當然很多，但是日復夜的煮煮炒炒，菜式難免
重複。老饕吃悶了，自然求新鮮、想變化。

老實說，消渴茶館的編委最傷腦筋的，很多時是命題的時
候。玩「食字」遊戲？好像太過輕浮；一本正經的依書直
說？似乎又欠缺了一點點創意和幽默感。

溫故知新的幾篇文章，有點像西餐的雪葩——清爽、消一
消餘味。
當然，總有不喜歡雪葩的食客。不要焦急，精彩菜肴陸續
有來。

然而，決定這兩期邀稿的方向時，標題早已在編者心中。
「溫故知新」，是編者那些年參加過的小學校際常識問答
比賽！

讀這兩期文章，很多「那些年」重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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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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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及會員專欄
聯會鄭重聲明

義工園地

香港聯尿聯會近日得知有坊間聲稱其產品獲「糖尿聯會」
認可/推薦，本會特此鄭重聲明，本會與任何商業產品或
服務（包括中成藥產品）絕無關聯；對任何圖像、文字等
方式企圖誤導市民的宣傳或句語，本會將保留追究權利。

糖尿病人試紙資助計劃
「愛心組」副組長 黃惠香

而香港糖尿聯會網址只得一個，網域名稱為
www.diabetes-hk.org。敬請讀者小心核對網址，以免被
類似網址及其訊息誤導。

香港糖尿聯會今年已是第二年推行「糖尿病人試紙資助計
劃」。現時已得到四間機構贊助，以優惠價提供優質的血
糖機及試紙給合資格的糖尿病友，藉此鼓勵他們運用自我
監察血糖去控制病情。而這項推行工作已經納入了我們負
責辦工室的義工的常規工作範疇。為了要給予糖尿病友正
確的資訊，首先我們要接受培訓，參加血糖機的示範班，
了解各款機的用法及功能，同時也要清楚計劃內容及執行
工作的流程。在職員持續性的指導及工作表現評核合格
後，我們才能把這個計劃正確而有效率地推廣給病友。當
他們有需要時，我們會解釋各款機的功能、價格的比較，
以便病友能夠自行選購適合他們自己使用的血糖機。為了
使病友們清楚明白血糖機的操作，供應商也會為他們定時
提供示範班，使他們學會操作，用得安心。
雖然在計劃程序上須要我們花多些時間及耐心接觸病友，
了解和協助他們的實際需要，但若因此能幫助病友們注意
到測量血糖的重要性，從而積極地控制血糖，保持身體健
康，也達到糖尿聯會推行此計劃的目的，那麼我們所付出
的一點辛勞，又何足掛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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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及活動預告篇
形式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時間
地點
對象
費用
		
（月∕日）				
(港幣)
							
* 我可以遠離
10月12日
下午2時30分
糖尿病併發症嗎
?
(星期六)
至4時
				
糖尿健步行2013
		

11月10日
(星期日)

2014年1月19日
(星期日)

有興趣人士

全免

上午9時
大埔海濱公園
有興趣人士
籌款活動
至12時				

12月14日
下午2時30分
* 控制糖尿病 正視壓力與心理因素
(星期六)
至4時
				
香港糖尿聯會
健康長跑2014

醫院管理局
健康資訊天地閣樓
研討室(一)

上午8時
至11時

講者/
主禮嘉賓

馮麗明糖尿專科醫生

9月12日(星期四)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高永文醫生, BBS, JP

現已接受報名

侯維佳博士

11月14日(星期四)

/

請留意本會網頁

醫院管理局
有興趣人士
全免
健康資訊天地閣樓			
研討室(一)
上水雙魚河
16歲或以上人士
(彩園路)		

180元正(120元正提前報名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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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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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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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場講座均設幸運大抽獎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公籌長
開 款 跑 接受報名日期
講 活 活 （日∕月）
座動動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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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及會員專欄
第十六屆周年大會

講座及活動剪影

第十六屆週年大會已於2013年7月6日（星期六）下午假
聯會演講廳舉行。是日通過再度委任現屆委員會成員為
2013至2014年委員，並同時任命新委員林婉虹女士。故
此，2013至2014年度委員會成員名單如下（排名按英文名
順序排列）：

為了讓更多病友及關注糖尿病人士認識、控制及預防糖尿
病，聯會舉辦了以下的活動，下面是一些活動的片段：

主席

： 梁彥欣醫生

副主席

： 李家輝醫生

榮譽秘書

： 周榮新醫生

活動名稱：健康減肥法及痛風的飲食治療

榮譽司庫

： 鍾振海醫生

活動日期：27/7/2013

委員會委員 ： 鄭馮亮琪女士
		 關綺媚女士
		 林婉虹女士
		 馬道之醫生
		 蕭成忠醫生
		 曾文和醫生
		 王幼立女士
		 楊鐸輝醫生
上屆主席

： 馬青雲醫生

榮譽核數師

： 廖建平會計師

榮譽法律顧問 ： 霍兆全律師

伍志強先生

馮麗明醫生
林小玲教授
居嘉敏女士
馬青雲醫生
唐俊業醫生
余思行女士
胡裕初醫生

李奕嫻營養師以個案分析都市人的飲食習慣，從而讓出席者學
習透過健康飲食達致減肥效果。此外，她亦講解哪些食物對痛
風症病人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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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U Chun Yee Jenny
SIU Shing Chow Tommy
SIU Shing Chung
SIU Shing Man
SUEN Suk Tak Peter
TANG Chuen
WON Edmond
WONG Hon Chun Benny
YEUNG Ho Man
YIP Denny
YUEN Shek Hung Kester
丁國權
余國生
李志強
李強
李銳基
林國
殷焯林
殷焯強
殷焯華
馬文駒
馬佩儒
馬瑞雄
陳浩然
陳耀偉
簡國成
永大疋頭公司

會務及會員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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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人試紙資助計劃
(血糖監察系統資料參考表)
自我監察血糖（俗稱‘篤’手指）是糖尿病管理的主要元素，有效利用自我監察血糖對糖尿病教育和治療都有莫大的幫
助。實證顯示，適切地自我監察血糖的方法有以下果效： (1)改善血糖的控制和調節 (2)加強糖尿病的教育及了解 (3)成為
血糖度數評估工具 (4)加強治療效用 (5)加強患者的個人自信以促進行為的改變 。
為了鼓勵糖尿病患者利用自我監察血糖去管理病情，本會於2012年2月份起推出為期3年的「糖尿病人試紙資助計劃」，在
醫護人員鼎力支持下，計劃反應良好，本會深表感謝 !
為方便讀者更容易就本計劃內各血糖監察系統作參考，以配合個人所需，現本會將各系統內的部份產品資料列於下表：
記憶 / 數據

系統操作特性
調

1 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

FreeStyle

自動 0.3

測
量
範
圍
度
數
︵

mmol/L

		

最 測
傳
近 試
送
碼
測 日
數
試 期
據
紀 及
至
錄 時
電
︵ 間
腦
個
︶
血糖監察									
︶
系統									

供應商

所
需
血
量
︵
微
升
︶

1.1

顯 按
示
結 鈕
果
︵
秒
︶

4

有 400

有

血糖機
參考相片

可以		

系統產品

製造地方

內容		

貯存溫度

操作溫度

範圍 (°C)

範圍 (°C)

血糖機

中國

-20 至 60

Abbott Diabetes Care Freedom Lite			

至							

血糖試紙

愛爾蘭

4 至 30

					

27.8							

採血針

日本

/

2 艾康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On-call Redi 人手 1

1.1 10

血糖機		

有 100 沒有 不可以		

Acon Laboratories, Inc.				

至							

					

33.3							

												
3

i-SENS

CareSens N 自動 0.5

1.1

5

有 250

有

可以		

血糖試紙

15 至 40		

採血針		

/

/

血糖機		

					

33.3							

採血針		

4

1.1

血糖機

自動 1

5 沒有 1

沒有 不可以		

5 至 45

15 至 30

至							

OneTouch

15 至 30

/

中國
質控/品管液		

					

强生(香港)有限公司

-20 至 45

4 至 40

血糖試紙

韓國

1 至 30
1 至 30

10 至 40

/

/

中國

低於 30

10 至 44

低於 30 （理想: 20 至 25）

J&J LifeScan (medical) SelectSimple			

至							

血糖試紙

英國

					

33.3							

採血針

日本

/

/

** 以上資料為本計劃截至2013年8月31日貨品批次內的資料 / 規格，最新資料請見本會網站（www.diabetes-hk.org）。
有關產品優惠價 / 贈品 / 申請程序及表格，請瀏覽本會網站（www.diabetes-hk.org）。
如有疑問，可致電糖尿病人試紙資助計劃熱線2761 1010查詢。

病友心聲
高血糖的真相
瓊
雖然我現年只是48歲，但糖尿病齡已有28年之久。當日在
朋友的建議下進行一次不經意的血糖測試，竟証實患上糖
尿病，自此與糖尿病結下不解之緣。
我一直在醫院的內科門診跟進糖尿病，但病情並沒有好
轉，服藥的份量不斷增加，結果由口服藥轉了注射胰島
素，但情況仍沒有改善。 自問我已盡力在飲食上配合，只
是我比較沉靜，不愛做運動。 每次覆診醫生必然說控制欠
佳，並強調要飲食控制。 心裡真不是味兒，明明已經遵從
醫生的指示用藥及控制飲食，減少出外進食，很多時候甚
至有低血糖情況，但情況仍毫無改善。 每次覆診醫生均說
糖化血紅素 (HbA1C)過高，不斷增加胰島素份量，感覺大
家都筋疲力盡，但自己一直都不明箇中原因。
及後轉介見糖尿科護士，建議一同探究血糖高的原因及時
段，她建議我每星期連續三天進行血糖測試，而每天六次
的測試時間，包括餐前及餐後的血糖。結果在一個月的測
試，發現自己的問題不在正常的三餐，而是在忙碌工作的
時段，我會購買不同飲品如雞骨草涼茶，使我的血糖由
3.5度飈升至23度。我在不斷測試的過程，慢慢改變自己
的習慣，找出適合的飲品。現在不但血糖平穩，而胰島素
的份量更是以往的三分之一。心裡如釋重負，多年來的謎
團打開，心情平伏不少。雖然長期的高血糖影響我的腎功
能轉差，但我以平常心面對，相信加上適當的運動，我的
身體一定會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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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糖」天 使
自我血糖監察
糖尿科專科護士 莫碧虹
現時病人想自行監察血糖已經方便不少，血糖機體積細
小，用血量極少，數秒時間便能知道血糖讀數。採血針亦
是以人為本，不單痛楚減少而且携帶方便。但以前的病友
又如何監測糖尿病呢？
既然稱為糖尿病，當然由驗尿做起：
1. 先將藥水（Benedict’s reagent）加入尿液
中然後燃燒，跟據試管顏色的改變而決定
尿液是否含糖。

這款最早期的血糖測試機，體積具大，當然不能帶到任何
地方，驗血糖只能留在家中。
步驟：
1. 調較血糖機及血糖試紙的條碼
2. 滴血在試紙上再計算時間
3. 用棉花抹去試紙上面的血液
4. 待乾，再放入血糖機內
5. 靜候結果

第二代的血糖機又如何?

2. 後來改將尿液滴在藥丸（Clinitest tablet）
上，同樣要對比顏色來確定含糖量。
3. 直至使用現時間的驗尿試紙（eg. Diastix,
multistix）出現，驗尿方法再無改變。

但是驗尿未能即時反映血糖，加上準確性存疑，血糖測試
便應運而生。你又可知自我血糖監察在香港的發展歷程，
最早期的血糖測試機的樣子又是怎樣呢?
光學感應技術(photometry) – 血糖機的感應器透過試紙的
測試區顏色的改變而提供血糖值。

體積顯然已經較少，時間可能較短，但步驟仍然複雜，與
早期的血糖機相若。

第三代不用抹血的血糖機在九十年代中開始在香港面世，
不同公司丶不同型號相繼湧現，血糖值測試範圍由 1.1 –
27.8 mmol/L不等。

1974年血糖機款色 – 血糖值測試範圍由3.9-19.4 mmol/L
其中曾在香港出現過不用抹血的血糖機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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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化學感應技術 (Electrochemistry) – 利用對葡萄糖特別
敏感的酵素與血糖機相通的電流相通，透過氧化還原反應
而計算血糖值。
第四代的血糖測試紙，採用毛細管採血的感應器，吸入血
液樣本在於驗血紙內容，不再將血液樣本放在驗血紙的測
試區上，血糖值測試範圍由 0.6 – 33.3 mmol/L 不等。
好處：
1. 減少血液沾污血糖機而影響測試血糖的準確性
2. 減少血液交互感染的機會
3. 用血量減少
4. 測試時間縮短
5. 發展不需使用條碼技術

血糖資料管理軟件
現時各大公司的血糖機均配有個人資料管理軟件，病友可
以將血糖紀錄下載到電腦，便可以知道血糖的趨勢及不同
時間的變化，加上藥物丶運動及食物的資料，病友更能明
白影響血糖的因素。當然，這些資料亦有助醫生調節藥物
和糖尿科護士教導病友如何治理糖尿病。另外，血糖機亦
有一些特別功能紀錄餐前及餐後血糖，使用胰島素的單位
和澱粉質的份量，有助病人即時紀錄，使血糖資料管理軟
件更見成效，而對使用胰島素泵的病友有更大的幫助。
未來發展
自我血糖測試紀錄亦可以及在家中透過互聯網或手機上載
至糖尿科中心，這樣能加強病友與醫護人員溝通，目的能
及時得到支援，能更有效在日常生活中處理糖尿病。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香港市面上售買使用電化學感應技術的血糖機款式包羅
萬有
自我監測血糖的拍擋 ﹣採血筆
採血筆亦跟隨血糖機進步，除了部份一次性即棄採血針
外，其他的採血筆及採血針均會可以根據個別人士的手指
皮膚厚度而調較深度，大大減少痛感，但記緊學習正確的
使用方法才可見效。現時有些採血針內藏筆內方便使用，
唯體積較大。

香港市面上其中一些常見採血針∕筆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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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糖」天 使
注射胰島素器具的演變
糖尿科專科護士 梁逸思
還記得最初當糖尿科護士的時候，有位糖尿病人告訴我，
她以往是用玻璃針筒作注射胰島素，而且還要每天磨針
咀，那時聽起來真的覺得，原來以前要注射胰島素是要承
受很大的痛楚及帶來生活上很多的不便。
胰島素注射器
但隨著科技的革新，胰島素注射器也日益進步。早期的玻
璃針筒已變成胰島素專用塑膠針筒(圖一)，現時還備有0.3
、0.5 及1毫升單位的容量，但傳統的自行抽藥注射，對於
糖尿病患者的生活還是會造成不便。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圖一： 胰島素專用針筒

在1985年，胰島素注射方式演進至可攜式筆針(圖二)，讓
病患者能夠隨身攜帶，就算一天要注射多次也相對方便，
它的外型也像一支原子筆，只是筆尖變成針頭，墨水變成
筆蕊裝的胰島素，而且筆蕊裝的容量也由初期的1.5 毫升
(150 單位)增加至現時的3毫升(300 單位)， 在注射時，每
一次只要裝上一個新的針頭，轉動筆末端調較制來設定劑
量，然後將針插入皮下脂肪注射便可完成，使用方便。還
有即棄型胰島素注射筆的調藥器在1988年開始推出市場
使用，那是一種預充3毫升胰島素的注射筆(圖三)，無需
更換筆蕊，用完後便可棄置。

圖二：胰島素注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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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無針注射器

圖三：預充胰島素筆

還有一種連續輸注胰島素的醫療器械裝置 – 胰島素泵(圖
四)，它是一種可替代每日多次注射，並可持續提供糖尿
病患者所需胰島素的一種輕巧易攜的儀器。插入皮下的幼
小導管可以放在不同的注射部位，而且使用三日後才需要
更換；幼小導管利用透明的軟管與胰島素泵連接，在24
小時為病患者不斷提供所需的胰島素。而每餐進食前病患
者可調節胰島素泵的按鈕注射所需份量，不但增加飲食上
的彈性，更減少皮下注射的次數，胰島素泵還可以繫於皮
帶、衣服口袋，或特別設計的配件上。唯胰島素泵及其配
件的價格比較昂貴，而且需24小時配戴，所以在香港的使
用率比較低。

還有介紹一種現時最細小的胰島素注射器 – 日劑量注射
器(daily dose)(圖六)，它的體積很小，長度比半支胰島素
針筒還要短，容易收藏及攜帶，可減少於公共地方或戶外
環境注射胰島素時所引起的尷尬。

圖六：日劑量注射器

注射針頭
面對針頭插入皮下的心理恐懼，往往是糖尿病患者不願意
接受胰島素治療的主要障礙之一。但在過往二十多年當
中，注射針頭無論在粗幼度及長度上也產生了很大的演
變。由1985年時出現的粗幼度 27G x長度16 毫米(mm)至
現時的32G x 4 mm，已可大大降低注射時所產生的疼痛
及恐懼感。

圖四：胰島素泵

另外，近期又再討論一種無針注射器(圖五)，利用壓力將
胰島素分子打散，讓藥液更有效地被皮下組織吸收，這種
無針注射器，無疑對打針存有很大恐懼感的病人來說是
一個恩物，不過注射時若壓力沒有調節好，或沒有緊貼皮
膚，可能造成皮下瘀血，而且售價遠較針筒或胰島素筆
貴，全套大約需要五千多元。

注射筆用針頭

現代科技的進步，使胰島素注射器不斷改良及創新，令其
操作更容易、劑量更準確、攜帶更方便，針頭現在變得又
短又細，對打針的恐懼感及疼痛感應可大幅度降低，展望
將來有更革新的治療糖尿病方法，讓糖尿病患者可擺脫胰
島素注射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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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糖」天 使
香港糖尿病教育的蛻變
糖尿科專科護士 簡靜兒
在1983年以前糖尿病教育不
但局限於住院病人，並只教導
一些注射胰島素方法的生存技
巧。教育內容零碎而且沒有跟
進服務。只有〝聰明〞的病人
才能學懂監察及照顧自己的糖
尿病。

直至1983年，有兩間政府醫院在病室門外的一角，委派
兩位護士在部分指定時間專注糖尿病護理，開始提供連續
性糖尿病教育服務，跟進病患者出院後的情況。而這位專
責護士亦與不同專業職系的醫療人員合作，向糖尿病患者
提供全面服務，為現時的跨團隊服務奠下基石。
1988年是糖尿病教育發展的轉捩
點，當年的醫務署（Medical Service
Department）聯同香港內分泌學會
(Hong Kong Society of Endocrinology,
Metabolism & Reproduction) 補送4位
全職護士往澳洲的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 接受糖尿病護理的培訓。

4位糖尿科護士全力拓展香港糖尿病教育服務
醫院內的
糖尿病教育

培訓本地的
糖尿科護士

中文版的糖尿病
教育資料

社區的糖尿病
教育推廣

個別輔導

1990年代中至2000年，糖尿病教育發展到
全港十六間醫院，服務更趨全面及多元化

糖尿病護士
診所個別輔導

小組教育

病人支援小組
以往教育形式以單向傳遞為主流

電話支援

糖尿病併發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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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
糖尿病教育在醫院內的糖尿科中心發展日益全面及成熟，
至2008年糖尿病併發症檢查及教育服務已推廣至全港不
同地區的政府門診，因應病人的情況提供基本及時的教
導，糖尿病教育可以更遍及。更重要的是隨著糖尿病護理
的專業化演變，引入以病人為中心實証為本的自我糖尿病
管理的教育理念，並將理念設計為糖尿病人自我管理的自
強課程。

糖尿科護士的角色不再只是教育者，而是從病人的角度，
開放討論平台，一同探討面對生活困難的可行方案，使病
人願意分享，由病人訂立自己的目標，並激發病人內存的
主動性，使病人能掌握面對糖尿病的生活技巧。
2009年引入以遊戲形式的教育工具看圖對話，不但增加
教育的趣味性，亦能提升病人的分享 意慾 及自行探討解決
方法。

當然，隨著科技及資訊的發達，要得到糖尿病的資訊不會
困難，可是要照顧糖尿病真是知易行難。而糖尿科護士主
要是運用同理心，與病人攜手將正確的資訊融入實際生
活，在身心社靈各方面向病人提供支援，使病患者能正面
積極的與糖尿病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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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糖」天 使
順應潮流 – 與病人同行
認可營養師 李奕嫻
在這40年間，營養師對糖尿病人的膳食輔導方法變化很
大。在70、80年代開始，營養師管理病人膳食製作，亦
提供輔導給病人。在1980年代，糖尿病人的轉介多了，
一夥營養師們會參考海外的營養書籍及一些期刊內的論文
實證理論，再轉化成香港的慣用飲食份量及技巧，教授
給病人。由於當時多數病人不太認識營養學，所以飲食輔
導以簡單易明的方法為主，即教導病人“應增加及減少進
食”的食物項目。此時II型糖尿病人多以一班課堂形式教
授，而餐單多以1200、1500、1800卡路里為主。I型糖尿
病人則多個別會見，內容必有10克醣質交換法、定時定量
等。我個人認為當時的餐單編制比較刻板，靈活性較低，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輔導亦較單向。雖然大多數病人會乖巧地接受營養師的指
導，但我估計有些病人會因餐單未能切合生活模式和習慣
而感到難以實行。
在90年代起，社會比以前富裕，香港人出外飲食也多了，
有些長者更是每天在茶樓飲早茶，再飲下午茶，飲食中的
脂肪量大大提高。因應大眾飲食習慣的轉變，營養師在此
時的教材也漸漸走向多元化。我們開始辦“實踐式”的
糖尿課程，例如有提供午餐的糖尿班、有教病人及家屬的
低脂低糖烹飪班和在超市漫遊的食物營養標籤班等。與此
同時，營養師亦增加了和醫生及糖尿專科護士互通訊息和
討論個案，也有定期分享最新的糖尿醫療發展資訊。為了
讓病人可靈活地選擇不同的食物及迎合病人不同的生活模
式，此時的餐單編排比較個人化，更會配合不同藥物及運
動習慣。10克醣質交換法、運動與營養、湯水、出外進
食等亦納入每月的糖尿班必授議題。由於每逢大時大節也
是飲食控制的高難度時刻，營養師也會細心地教導節日飲
食。以往有營養部為I型糖尿病小朋友辦聖誕派對，教導
家長和小朋友怎樣選擇食物共渡佳節。
踏入2000年，市面多了各式自助餐及放題，很多人吃得
太膩太大份了。在這時多了超重病人，病人應診時除了要
量度身高和體重，可能還要量度腰圍和脂肪比率。而亦因
為科技突飛猛進，病人在互聯網上可瀏覽各種有關健康的
資料，應診時多了提問昇糖指數、運動營養、＇神奇＇減
肥餐單和營養補充劑等問題。除此之外，他們也會問許多
營養之外的糖尿病問題，營養師們都會為病人諮詢各位醫
療人員然後代為解答。對於不良網站發放的錯誤資料及推
銷不良產品，我們亦要撥亂反正。至於飲食輔導方面，現
在多了和病人講心，亦要了解他們的處境。作為營養師，
我們偶然都會去吃自助餐，所以我們也不可只責備病人沒
有嚴格遵守指引，而是要幫助他們解決飲食上所遇到的
困難。
現時我與同事時常留意最新的食品、飲食潮流。用活生生
的例子、最貼市的生活模式輔導病人。近年有些營養師在
探討一種新的輔導模式 ”Conversation Map”， 在與病
人對話中，引導病人對糖尿有正確認識及行為。
體重控制對健康實在十分重要，很多科學實證顯示保持理
想體重，如超重則減重7%，對糖尿病人的各生理指數有
莫大益處。所以我與同事現正籌備一些低卡路里的食品資
料和餐單，希望可幫助病人吃得清淡之餘又多點樂趣。就
讓我們一起為健康努力吧!

消渴隨筆
“聰明”胰島素 Smart Insulin

糖尿小錦囊

想象一下：每週只需注射一次，吸收後會因應體內血糖水
平而釋放適當份量的“聰明”胰島素，相信是很多依賴胰
島素糖尿病人的夢想。最近，美國北卡羅萊大學研究人員
用納米技術創造了一個智慧系統，每週一次注射到老鼠體
內，系統中的粒子能檢測血糖水平並釋放相應份量胰島素
以控制血糖水平。雖然離開於病人臨床應用階段尚有很大
段距離，此發明亦為全球糖尿病患者帶來一大喜訊。

良好的飲食習慣是糖尿病友的生活寶鑑，但實踐的時候，
怎樣才能使血糖更穩定？
1. 選用細小的器皿盛載食物
2. 開始時加入小量含粗纖維的米在日常的米飯中，然後再
慢慢增加份量
3. 增加每口食物的咀嚼次數
4. 減慢進食的速度
你會發覺容易增加飽肚感，而血糖上升的幅度降低。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所有藥物均須由醫生處方，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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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渴隨筆
郊遊樂
元洲仔公園 小櫻
假日有什麼好去處？各大商場、逛街、看戲？厭悶了這些
人煙稠密的地方，不妨於鬧市中尋找小綠洲呼吸一下新鮮
空氣，筆者此次帶大家暢遊的小綠洲是位於大埔的元洲仔
公園。
元洲仔公園位於新界大埔元洲仔完善路海旁，原為大埔河
口附近的一個圓形小海島，故稱圓洲仔，後來寫成了「元
洲仔」。80年代因發展大埔新市鎮，元洲仔遂被填海融合
為大埔陸地，90年代初正式建成元洲仔公園。

元洲仔公園前臨吐露港，境色怡人；毗鄰有小碼頭(圖1)
及大王爺廟(圖2)；對岸更有大埔海濱公園，環境寧靜優
美，非常適合一家大小前來遊玩。筆者沿著公園一直走，
發現有多項設施供遊人休憩，如健身徑(圖3)、木桶水池
(圖4)、休憩涼亭(圖5)，以及海濱長廊(圖6)等，沿途更可
盡覽吐露港景色(圖7)。而公園外圍更是沙田至大埔單車
徑(圖8)，是熱愛踏單車人士首選路徑。
對於筆者這般繁忙的都市人，閒時尋找一下小綠洲，吸收
大自然氣息，實乃舒暢！期望下次再與大家分享香港其他
特色景點。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圖6)
交通資料：

(圖7)

(圖8)

元洲仔公園為本年度糖尿健步行之新路線，有興趣可一起參與！
(有關健步行之詳情請參閱附刊之單張)

九巴

71K, 72, 265S, 271,
271P, 307, 307P

新界綠色小巴

26, 28K

於廣福邨下車後，沿大埔公路 –
元洲仔段向宏福苑方向行5-10分鐘

御用佐膳
香蘭雪芳蛋糕 (12件)

香草入饡 --- 香蘭葉

材料(A)
蛋黃

英國註冊營養師 許綺賢編
自幼便接觸不少娘惹食物，而香蘭葉是常用的材料，以
往香蘭葉並不普遍，都是由親友從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帶
回來。
自孩童時候便被媽媽的廚藝寵壞了。她的手本kaya(椰子
醬）、家鄉的特產海南雞飯、椰絲椰糖糯米糍、娘惹咖喱
及各式各樣的甜品、糕點，數之不盡，製作以上美點都缺
少不了香蘭葉。
最溫馨的回憶是每當媽媽做kaya時她會將3、4塊香蘭葉
打結，放入蛋漿內，而爸爸則將一個堅固的椰子有技巧地
破開，用他自製的椰絲刨刨絲，然後放入布袋，再擠壓出
香濃的椰汁加給媽媽入蛋漿內，然後隔水邊煮邊攪拌，整
個過程差不多要一小時，而我們也出一點力協助攪拌。
很慶幸現在竟然可以用自行種植的香蘭葉！

3只
糖
20克
香蘭汁
50毫升
(香蘭葉4塊加水50毫升用攪拌機攪碎後隔渣便成)
油
35毫升
麵粉
80克
材料(B)
蛋白
糖

3只
30克

做法
1. 預熱焗爐180度攝氏15分鐘。
2. 準備直徑20cm雪芳蛋糕焗盆。
3. 由材料A開始：糖與蛋黃攪均至淡黃色，加入香蘭汁及
油，混合後再拌入麵粉，拌至光滑。

種植香蘭葉
香蘭葉又稱七葉蘭（Pandanus amaryllifolius）為露兜樹
屬的熱帶植物，亦名斑蘭葉
（pandan）、香蘭葉、香林
投、碧血樹，為東南亞料理與
糕點常用材料。野生七葉蘭較
為稀少，其多半為栽培作物。

4. 材料B：蛋白打至起泡，加入15克糖，打至杰，再加入
餘下的糖，打至企身。
5. 分次拌入A成份內拌至混合，倒進焗盆，放入預熱爐，
焗大概20至25分鐘便成。
6. 取出，立刻倒轉蛋糕焗盆，待冷卻，便可取出。

每年最茂盛的時候是夏天，其獨特的香味有點像香芋。當
種植强壯時根部會繁殖分支成多棵植物。要有充份陽光，
適當澆水便有充份的收成。

烹調小錦囊
1. 蛋白要打至剛企身，過份攪拌會令蛋糕太乾。

香蘭葉的用途
1. 泡茶 ：只需放入水中煲片刻然後用來泡茶
2. 煲飯 ：將葉打結放入米及水一同煲
3. 煎薄餅 ：將香蘭葉汁用以開粉䊢
4. 做餃子 ：將香蘭葉汁用以開麵團
以上製成品都加添了一陣
陣的香蘭味，非常可口。

營養成份
每件含82千卡，9.3克
碳水化合物，2.2克蛋白
質，3.9克脂肪，52毫克
膽固醇，7.6毫克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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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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靈 PPS（商戶編號︰6020），須輸入您的聯絡電話作為聯絡之用， 並填妥以下表格寄回本會
（ 需先成為 「繳費靈」登記用戶，然後登入 「繳費靈」網址︰www.ppshk.com或致電18013登記賬單及 致電18033捐款。
詳情請致電 90000 222 328 查詢 ）
於便利店以現金捐款（每次捐款額為HK$20 - HK$5,000）
（ 可於任何OK便利店、VanGO 便利店、華潤萬家生活超市、華潤萬家便利超市出示下列條碼 ）

999943100272320877

性別︰(男 ∕女) 「繳費靈」賬單號碼︰

(即登記時輸入的聯絡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地址 : 香港德輔道中244-252號東協商業大廈18樓18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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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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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