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
並非不治之症

前期求醫能根治

眾所周知，糖尿病是全

球第四大殺手，每年逾三百

萬人因而死亡。與非糖尿病

人比較，糖尿病病人患心血

管疾病的風險會高出2-4倍，

約80%的糖尿病病人是死於

血管疾病的。可是，近年卻

有愈來愈多研究結果印證了

治療早期糖尿病能降低患二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糖尿及內分泌科陳諾醫

生亦指出：「大部分人都認

為糖尿病是不治之症，但其

實只要能及早發現前期糖尿

病，繼而服藥治療及改善飲

食生活習慣，糖尿病還是有

機會根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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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的「高血糖與心血管

疾病關係研究」顯示，本

港現在約有十分之一人口為糖尿病

患者，其中超過四分之一病者為六

十五歲以上人士。而世界衛生組織

更估計，2025年香港患者人數將多

達一百二十萬人，數字實在令人震

驚。研究更發現，若糖尿病人繼續

不注重健康問題，將有很大機會演

變為糖尿病高風險人士，逾半數更

會在5年內出現併發症病徵甚至死

亡。

何謂前期糖尿病？

糖尿病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

由於胰臟的胰島素分泌不足引致，

稱為一型糖尿病，多與免疫系統出

現病變有關；另一種則是胰島素的

效用減退引致，稱為二型糖尿病。

那麼，糖尿病前期又是甚麼

呢？簡單來說，它是一個中間人，

介乎於糖尿病與正常血糖之間的血

糖偏高狀態。

糖尿病的診斷標準為餐前血糖

值7mmo l / L或以上、餐後2小時

11.1mmol/L或以上；正常人的血糖

值為餐前少於5.6mmol/L、餐後2小

時少於7.8mmol/L。而介乎於兩者

之間的糖尿病前期則為餐前血糖值

少於7mmol/L及餐後2小時血糖介於

7.8至11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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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可分為三大類：

  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前期是指患者出現空腹

血糖異常（IFG）及/或葡萄糖耐量

異常（IGT）的情況，他們的血糖

值雖未達診斷為糖尿病的標準，但

卻高於正常。

  一型糖尿病

主要原因與免疫系統因素有

關，病因是製造胰島素的細胞受到

破壞，因此不能製造胰島素提供身

體所需。

  二型糖尿病

病因是身體對胰島素產生抗拒

性，使胰島素不能發揮功效，原因

與遺傳、不良飲食習慣、肥胖及缺

乏運動因素有關。二型較一型難察

覺，大多數病者患病初期並沒有明

顯病徵，病發入院的情況已經十分

嚴重，多出現急性併發症，如失

明、腎衰竭、中風和心血管病等。

雖然二型糖尿病的病徵並不

明顯，但若發現身體出現以下情

況，就要多加小心了。

多尿或小便頻密

經常口渴

體重突然下降

傷口難復原

容易疲倦

皮膚痕癢

異常疲倦，無論休息多久也沒法
回復精神

眼睛疲累，看不清楚東西

你知話

糖尿病警號

肥胖可算是二型糖尿病患者

的最大敵人。在二型患者中，一

般都較為肥胖，尤其是內臟型肥

胖，即身體重要器官外面有過多

脂肪包圍着。原來愈肥的人對胰

島素的需求愈高，並容易引致胰

島素功能減退。早期可能只會引

致胰島素高於正常，但漸漸會令

胰島素開始疲倦，令胰島素分泌

不足以應付身體實際所需，因此

容易引致糖尿病。

你知話

脂肪殺手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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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有四分之一的糖尿病

前期患者有機會於三至五年後轉變

為糖尿病病人。雖然不少糖尿病患

者都曾經歷糖尿病前期，但由於定

期接受檢驗的人不多，再加上糖尿

病二期初時並沒有明顯的病徵，當

證實時往往已是後期，病情較為

嚴重。因此，陳醫生建議大家若懷

疑自己患有糖尿病，可進行「口服

葡萄糖耐量測試」，過程是先測定

空腹血糖值，然後再服下75克葡

萄糖，2小時後再抽血檢驗餐後

血糖，這種檢查可以較準確檢測血

糖水平。

及早檢驗 接受治療

如果經測檢後，真的證實患上

糖尿病前期，其實也不用過份擔

心，因現時已有核准針對前期血糖

不正常的藥物，可以有效控制血糖

水平，減低潛在發展患心血管疾病

的風險。陳醫生更強調:「積極預

防可以控制糖尿病前期發展或減慢

演變成糖尿病，亦唯有這階段才有

機會令血糖值回復正常水平。」

暫時而言，阿卡波糖是效用不

俗的前期糖尿病藥物，同時可用於

治療二型糖尿病。阿卡波糖是一種

a-葡萄糖甘酶抑制劑，它可透過抑

制在小腸中的a-葡萄糖甘酶，以阻

止碳水化合物分解成單醣，從而減

慢碳水化合物的消化，並延長小腸

吸收葡萄糖的時間，以改善餐後高

血糖症及降低糖化血色素，減低前

期糖尿病患者患上糖尿病的風險。

西式飲食 罪魁禍首

近年，糖尿病又被大眾稱為

「文明疾病」，意指我們的生活愈

方便、飲食愈豐富就愈有機會患上

糖尿病。基於工作繁忙及社會文

明，平日能夠做運動的機會真的少

之又少，再加上西式飲食文化的入

侵，多油、多鹽、多甜的飲食習慣

已經根深柢固。衛生防護中心於零

四年至零五年共訪問了一千二百名

市民，年齡介乎十五至八十四歲，

發現當中有百分之七點五的人患有

前期糖尿病。中心更指出，如患者

無法改善其飲食模式及增加運動，

大部分患者將於未來十年發展為糖

尿病。

所以，要把前期糖尿病病情逆

轉，大家一定要注意均衡飲食，多

進食高纖維、低熱量及低脂肪食

物，如每天最少要吃五份蔬果、適

量的穀類食物、瘦肉及奶類食品；

運動亦十分重要，每天至少要進行

三十分鐘的中度劇烈體能運動，藉

以控制體重。如果能持之以恆的

話，由前期糖尿病演變成糖尿病的

風險便可減低五至六成。

糖尿病引致的慢性併發症

若然在糖尿病前期沒有努力控

制病情的話，當正式演變為糖尿病

時，就有機會為身體帶來一連串的

慢性疾病。首先，我們要知道糖尿

病是一種胰島素不足而引致的疾

病。若人體缺乏胰島素，葡萄糖便

不能被細胞吸收，令血液中的血糖

含量上升。當超過腎臟新陳代謝負

擔時，葡萄糖便會隨尿液排出體

外，這樣體內的葡萄糖成份便會不

足，脂肪、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的

代謝便會出現異常現象。同時可產

生許多慢性併發症，影響心臟血

管、眼睛、腎臟、心臟，甚至因缺

乏養分而令手腳組織壞死，整體的

免疫力亦會降低。

血糖過高導致血管閉

塞，視網膜細胞因缺血而

自我生出一些易爆的小血

管。小血管爆裂會導致視

網膜收縮及剝落，引致失

明。若能及早發現，可以

激光消除小血管，避免失

明。

眼：

下肢血管硬化，影響

足部血液循環，對痛楚的

敏銳性大減，增加受傷的

機會。同時，因血液難以

運行至足部，容易出現潰

瘍及壞死，最終導致截

肢。

腳：

糖尿病會造成腦充血

和栓塞，造成中風或半身

癱瘓。

腦：

目前需要洗腎的人中

約有30%是糖尿病患者。

血糖長期過高，會破壞腎

細胞，引致腎衰竭。

腎：

心臟病、心衰竭患者

中約有三分之一人患有糖

尿病。

心：

糖尿病引發的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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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譜二重奏

陳諾醫生建議「糖尿病前期」

患者或糖尿病高危人士應該加以調

節飲食及做適量運動，可以減低演

變成糖尿病的機會。早前，著名私

房菜館總廚余健志Jacky Yu及專業

註冊營養師胡凱恩共同創作了2款

專為糖尿病前期患者而設的健康菜

式，將美味、健康帶給「糖尿病前

期」患者。

這道菜採用了日本的桃太郎溫室蕃茄，再加上天

然的蜂蜜，屬零膽固醇食物。專業註冊營養師胡凱恩

補充：「糖尿病前期人士，每日不應從糖份吸收多於

總卡路里攝取量的一成，過份吸收糖份會增加血糖含

量，所以這個以天然糖製成的菜式，是真正的健康之

選。」

18 19February A 2009 February A 2009

蜂蜜蕃茄凍
五色雜菜餅混入了五色食物如椰菜、紅燈籠椒、雲

耳等，纖維素及維他命A均十分豐富，分別對控制血糖

及體重都十分有幫助。另外，營養師胡小姐補充，這道

菜只以少量油及鹽烹調而成，十分適合糖尿病前期人士

食用。

做法：

材料全部洗淨，蔬菜切幼絲，

蝦仁開邊切開，魷魚去衣切

絲，備用。

全部材料置於大盆中，加入麵

粉及調味料，慢慢倒入雞湯，

邊倒邊搞拌，直至完全將所有

材料搞勻成一粉漿。

鍋燒熱油，倒入適合自己大小

的粉漿，兩面煎至金黃白脆即

成。

貼士：

若粉漿未能預算在當天內吃

完，那麼蝦及魷魚便建議在臨

煎前才放入粉漿，因為生的海

鮮容易變壞，不宜久存，臨煎

前放入會較為安全。

建議使用易潔鑊來煎，因為可

使用少量油便可煎至理想效

果，比較健康。

預計每個雜菜餅用一茶匙油

煎。

香煎五色雜菜餅

材料：

椰菜 約450克

紅燈籠椒 約120克

中國南瓜 約200克

雲耳 約30克（先洗淨用水泡軟）

蘿蔔 約30克

蝦仁 約150克

中型魷魚 1隻（約300克）

麵粉 500g

脫脂清雞湯 550ml

調味：

鹽、胡椒粉 各少許

材料：

日本桃太郎溫室蕃茄 約660克

蜂蜜 約5茶匙

魚膠片 10片（約20克）

水 800毫升

泰國小青檸 2個

1.

1.

2.

3.

1.

2.

3.

2.

3.

4.

1.

2.

做法：

魚膠片先用冰水泡軟，榨乾
水份，加800毫升水煮溶，
加入蜂蜜調至自己喜愛的甜
度。倒入一平碟內，待冷卻
後，用保鮮紙包好，放入雪
櫃冷凍凝固成啫喱狀。

蕃茄於底部呈十字形𠝹開少
許，煲滾水，下蕃茄略灼數
秒至十字界口微微爆開，取
出泡入冰水，從十字形界口
撕去外皮。

用錫紙盛着蕃茄，淋上適量
蜂蜜，再用錫紙包好。預熱
焗爐約250度，放入蕃茄，
焗約30分鐘至蕃茄變軟身，
取出待冷卻後，放入雪櫃冷
藏至冰凍。

進食時將蜂蜜啫喱不規則切
碎，置入盛器內，再放上蕃
茄，灑上適量青檸汁伴吃。

貼士：

選用日本桃太郎溫室蕃茄，
因其味道特別爽甜多汁，生
吃 時 沒 有 一 般 蕃 茄 的 菜 腥
味。

蕃 茄 浸 泡 熱 水 後 放 入 冰 水
內 ， 可 令 蕃 茄 表 皮 立 即 收
縮，容易剝掉。

專業註冊營養師胡凱恩

陳諾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