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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糖尿病及三高

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期刊

2 0 2 1年 3⽉  |  第四期 正視糖尿病 Prevent the Preventable

空腹⾎糖異常：空腹⾎糖值介乎5.6⾄6.9 mmol/L
糖耐量異常：⼝服葡萄糖耐量 (飲糖⽔) 測試兩⼩時後的⾎糖值
介乎7.8⾄11.0 mmol/L
糖化⾎紅素 (HbA1c) 介乎5.7⾄6.4%

什麼是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前期是指以下指數⾼於正常值，但是還未達到糖尿病診斷標

準的⽔平，是介乎正常和糖尿病之間的中間地帶。

及早發現糖尿病前期的重要

很多糖尿病⼈⼠或許不知道，當他們診斷有2型糖尿病時，可能已

經出現併發症，也錯過了⾼效益的早期治療期，糖尿病前期的重要

性已⽇漸受到醫護界重視。這時期的患者不單⾎糖值過⾼，還可能

糖尿病前期可以逆轉嗎? 
本⽂章由基琳健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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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為45歲或以上

過重或肥胖 (體重指標 (BMI) 為23 kg/m²

或以上)

有空腹⾎糖異常或⼝服葡萄糖耐量異常  

 紀錄

有⾼⾎壓紀錄

患有⼼⾎管疾病  (如冠⼼病、周邊⾎管疾

病及中⾵)

有⼼⾎管疾病的⾵險因素  (如⾼⾎脂、   

 ⾼密度膽固醇偏低、低密度膽固醇偏⾼、

吸煙及缺乏運動)

家族中有直系親屬患有糖尿病

曾患有妊娠糖尿病或多囊卵巢綜合症    

 (⼥性適⽤)

⻑期接受類固醇治療    

伴有其他都市隱疾，這些都是導致⼼腦⾎管疾

病的元兇。近期多個⼤型研究也發現許多⼼臟

病患者均處於糖尿病前期，反映冠狀動脈粥樣

硬化⽐糖尿病更早形成。因此，糖尿病前期標

誌著治療糖尿病及⼼腦⾎管疾病的⿈⾦時期，

以防病於未然。

由於⼤部份糖尿病⼈⼠可能完全沒有徵狀，因

此建議有以下糖尿病⾵險因素的⼈⼠，應及早

與您的家庭醫⽣商討，作出合適的檢查以及配

合預防糖尿病的⾏動。

糖尿病前期的逆轉

1. 定期檢查與及早治療
在糖尿病前期的階段，若沒有做相關的健康檢

查，⾎糖異常並不易察覺。要避免在不知不覺

間⾛向糖尿病，需要把握時機，定期接受糖尿

病檢測。若發現屬於糖尿病前期，並能及早進

⾏治療、定期⾃我監測⾎糖、建⽴健康⽣活習

慣，糖尿病前期便有機會逆轉。

糖尿病檢測及⾵險評估包括：

個⼈及家族病歷史、藥物史

體格檢查

(量度⾝⾼、體重、

腰圍、臀圍及⾎壓)

⾎液檢查

(空腹及2⼩時後⾎糖、

糖化⾎紅素、⾎全圖、

腎及肝功能、膽固醇等)

第2⾴

尿液檢查

(微蛋⽩測試)



2. 改善飲⻝與運動習慣
預防糖尿病的基本原則，可朝向改善飲⻝與運

動等兩⼤⽅向來進⾏。除了遵循均衡飲⻝的原

則外，建議將精製糖減少⾄不超過每⽇攝取的

熱量的10%。精製糖是經過化學提取淨化過程
的糖，並⾮⻝物本⾝的天然糖  (如⽩砂糖) 。

例如每⽇攝取的總熱量為1500 千卡，其中精
製糖的攝取量則不可超過150 千卡  (約38 克)

，⽽⼀瓶500毫升樽裝檸檬茶所含的精製糖
(約65 克) 便已經嚴重超標了，所以要注意包

裝⻝品及飲品的精製糖含量。

此外，亦要減低飽和脂肪的攝取 (如豬油、⽜
⾁、肥⾁等) ，多選擇全穀類⻝物及多吃蔬菜

以增加攝取纖維及飽肚感。運動⽅⾯，建議保

持中等程度的運動量  (如快⾛、慢跑等) ，運

動時間須達到每週⾄少150分鐘。

 3. 體重與腰圍管理
超重或肥胖的定義為體重指標  (BMI) 達到23
kg/m²或以上，中央肥胖的定義為⼥性腰圍達
到80 cm或以上，男性腰圍達到90 cm或以
上。患上糖尿病的⾵險會隨著體重及腰圍的增

加⽽上升，這類⼈⼠可嘗試在營養師的評估及

指導下注重均衡飲⻝及熱量控制，並搭配⾜夠

的運動，增加逆轉糖尿病前期的機會。

 

體重指數 (BMI)             
定義 (亞洲⼈)

過輕                  < 18.5 kg/m²

正常                 18.5 - 22.9 kg/m²

過重                 23 - 24.9 kg/m²

肥胖                ≥ 25 kg/m²

資料來源：

1. 亞洲糖尿病基⾦會。(2018) 。及早識別糖尿病前期。檢⾃http://www.diabetesrisk.hk/am_i_pre_diabetes
2. ⾹港糖尿病聯會。(2012) 。預防糖尿病: 糖尿病前期。檢⾃http://www.diabetes-
hk.org/ch/page/%E9%A0%90%E9%98%B2%E7%B3%96%E5%B0%BF%E7%97%85%20-%20%E7%B3%96%E5%B0%BF%E7%97%85%E5%89%8D%E6%9C%9F 
3. ⻝物及衛⽣局。(2018) 。⾹港糖尿病參考概覽 - 成年糖尿病患者在基層醫療的護理【病友篇】檢⾃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ommon_health_problems/diabetes/files/c_diabetes_care_pati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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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ommon_health_problems/diabetes/files/c_diabetes_care_patient.pdf
https://www.elderly.gov.hk/tc_chi/common_health_problems/diabetes/files/c_diabetes_care_patient.pdf


息息相關的⽛周病與糖尿病
本⽂章由確進醫療提供

眾所周知糖分會影響我們的⼝腔健康、吃過

量甜⻝會引致蛀⽛。除此以外，⼤家⼜是否

知道糖尿病與⽛齦疾病兩者都有着相互影響

的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糖尿病和⽛周病之間存在着

雙向關係。研究指出糖尿病會使⽛齦疾病的

嚴重性及⾵險增加；⽽⽛周病則可能會增加

出現糖尿病及其併發症的⾵險，以及會使糖

尿病患者的⾎糖更加難以控制。

事實上，糖尿病患者患上⽛周病的⾵險較⾮

糖尿病患者⾼三倍；⽽⼆型糖尿病患者的⽛

齦疾病患病率，亦遠⾼於⾮糖尿病患者。

最新的數據顯⽰，糖尿病和⽛周病在⾹港屬

於⼗分流⾏的慢性疾病。據估計，每⼗位⾹

港市⺠中便有⼀位糖尿病患者或是患上糖尿

病的⾼⾵險⼈⼠；⽽⽛周病就是其中⼀種最

常⾒經細菌感染的⼝腔疾病，同時亦是成⼈

⽛⿒脫落的主要病因之⼀。因此，糖尿病和

⽛周病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a

1. 留意病徵的出現
在患上糖尿病或⽛齦疾病初期，是沒有明顯症

狀的。但隨著病情惡化，某些症狀會逐漸出

現。如患者出現經常⼝渴、容易疲倦、體重無

故下降等糖尿病初期病徵，建議應接受糖尿病

測試；⽛周病的患者，初期可能會發現⼝臭、

⽛齦紅腫或在刷⽛時出⾎。

2. 進⾏定期檢查
進⾏定期的⾝體檢查及⼝腔檢查⼗分重要，因

為檢查有助檢測糖尿病或⽛齦疾病的跡象。假

若你懷疑⾃⼰有可能患有糖尿病或⽛齦疾病，

緊記要告訢你的家庭醫⽣或⽛醫，醫⽣會根據

你的情況安排進⼀步的相關檢查。

3. 健康的⽣活習慣
無論是遺傳還是其他因素⽽導致的糖尿病或⽛

周病，若保持健康的⽣活習慣，如正確的刷⽛

⽅法、戒煙都有助於減低⽛周病的發病機會 ;
適量運動以及有均衡飲⻝和營養等，則可以減

低糖尿病的發病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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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資訊由 丁昭慧 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 及 

吳先侢 ⽛周治療科專科醫⽣ 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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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體重，吃得有「營」

抗疫期間，⼤家的運動量較平⽇少，但卻同時

吃多了快餐、外賣、即⻝或叮叮⻝物，很多⼈

在這期間增磅不少。快餐和即⻝⻝物對於不下

廚的⼈，確是⼗分⽅便。但在我們抗疫同時，

應該如何吃得更有「營」？怎樣選擇外賣、即

⻝等⻝物，讓我們可以⼀邊享受美⻝，⼀邊控

制體重呢？

原則1）選擇菜式較健康的餐廳

選擇餐廳時，⾸先留意⻝物的選擇和主要烹調

⽅法，確保可以選擇較健康的菜式。

原則2）遵從

⼀般快餐、即⻝或叮叮⻝物調味料較多，很容

易跌⼊⾼鹽、⾼糖和⾼脂陷阱，同時蔬菜份量

亦較少。因此選擇⻝物時可先了解菜式的原材

料，記得要配上蔬菜，增加整體膳⻝纖維攝取

量。如有任何疑問，可先向餐廳員⼯查詢或查

看營養標纖。

原則3）控制⻝⽤份量

快餐、外賣的份量⼀般較多，點選菜式時，應

先估算適量的⻝⽤份量。若⻝物量太多，你可

與家⼈朋友⼀⿑分享⻝物；或在可⾏的情況

下，根據⻝物安全守則把份量太多的⻝物放⼊

雪櫃儲存，留待下⼀餐⻝⽤。另外，慢慢進⻝

亦有助增加飽腹感，避免過量進⻝。點選套餐

時，應考慮能否吃完整個套餐，或選擇單點⻝

物；盡量避免套餐的餐湯、飲品及甜品。餐廳

提供的餐湯鹽份較⾼，不宜經常飲⽤，可考慮

選擇沙律取代餐湯。

 
原則4）選擇瘦⾁及減少醬汁

多選擇瘦⾁，並盡量除去脂肪及⽪。醬汁的鹽

份、糖份和脂肪較⾼，撇掉過量的醬汁或要求

另上，並避免⽤醬汁拌飯。

原則5）減少進⻝甜品和有糖飲品

蛋糕、糖⽔等甜品的糖份和脂肪較⾼，會增加

熱量攝取。選擇甜點時，建議多選⽔果拼盤、

⾖腐花 (糖另上) 或鮮果涼粉，會較為健康。

飲品⽅⾯，建議選擇無糖飲品，例如：無糖鮮

檸檬茶或檸檬⽔，它們的糖份和熱量⼀般較

低。⾄於港⼈最愛的茶餐廳奶茶，通常添加了

較為⾼飽和脂肪的花奶，就算不額外加糖，亦

不宜常喝。

最後再次提提⼤家，⻑期攝取過量糖份、鹽份

和油份  (尤其是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不但
會導致增磅，同時亦會增加患上⼼⾎管疾病的

機會。緊記選擇較健康的餐飲，盡可能減少吃

外賣和即⻝⻝物，還要記得保持適量運動呀！

抗疫飲⻝之5⼤健康原則
陸蕙華  
註冊營養師

「三低⼀⾼」「三低⼀⾼」「三低⼀⾼」



避免選擇⾼脂或加⼯/精制的碳⽔
化合物

「三低⼀⾼」實⽤⼩貼⼟

嚴選碳⽔化合物：

適量低脂蛋⽩質：

別忘記蔬菜：

多以少油烹調：

認清飲⻝的謬誤

選擇較⾼膳⻝纖維和營養素的全穀

物和⾮油炸根莖類的⻝物

選擇瘦⾁、去⽪家禽、海鮮、乾⾖

和⾮油炸⾖品等⻝物
避免選擇半肥瘦⾁碎和加⼯⾁類

多選擇上湯或⽔煮蔬菜

要求沙律的醬汁另上，⾃⾏控制醬汁⻝⽤份量

正餐配上蔬菜可增加整體膳⻝纖維攝取量，有助維持⼼

臟和腸胃健康之餘，可以增加飽腹感，有利控制體重

多以蒸、灼、上湯、烤、清燉烹調

菜式
避免添加過量的糖、油或醬汁

很多⼈認為煲湯後的湯渣沒有營養，可以拋棄不吃⽽只喝湯

        其實⼤部分營養是保留在湯渣裏，⽽不是湯。因此建議喝湯時，應同時⻝⽤湯渣以獲取更多
的營養。但是，對於糖尿病⼈⼠，在進⻝含有碳⽔化合物的湯渣 (例如：⾺鈴薯、紅蘿蔔、南⽠、
栗⼦、乾⾖等) 時要⼩⼼，因為這些湯渣可能會影響⾎糖⽔平。如果進⻝含碳⽔化合物的湯渣時，
應運⽤碳⽔化合物換算⽅法去減少飯量。 資料來源：亞洲糖尿病基⾦會 正視糖尿病網站

(www.diabetesris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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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代餐縱使聲稱屬低升糖配⽅，但整體營

養組合未必適合糖尿病患者所需。  註冊營養
師⿈兆章表⽰，這些瘦⾝代餐的臨床研究對

象，亦未必是糖尿病⼈⼠ , 所以選擇營養品時
要多加留意。  反⽽⼀些糖尿病⼈的專屬營養
品，含獨特複合醣組合，可以延⻑消化時間 ,
緩慢吸收 , 幫助控制⾎糖⽔平。   營養組合亦
符合美國糖尿病協會對各種營養素，如脂

肪、蛋⽩質等的建議, 營養均衡⼜適量。 

⼤部份低升糖的瘦⾝代餐，有機會只能提供

極低熱量，每⽇⻝⾜3餐的話，全⽇⼤約只攝
取少於800卡路⾥。  極低卡路⾥的飲⻝其實
只適合⾝⾼體重指標 (BMI) ⾼於27的癡肥⼈
⼠及有特別需要的⼈⼠。  另外，亦需要由專
業醫護⼈員指導，才可進⻝這類產品。

 

另外，部分減肥瘦⾝代餐的鈉含量相當⾼，約

為糖尿奶的3倍，會增加患⼼⾎管疾病的⾵險
和增加對腎臟的負荷，尤其不適合糖尿病患

者。 

營養師建議糖尿病患者應進⾏適量運動，飲⻝

上也要健康和均衡。早午晚三餐應各佔全⽇卡

路⾥的三成，餘下⼀成可作為⼩⻝。 以1500
卡路⾥膳⻝為例 , 早餐即可攝取450卡路⾥，
⼀杯糖尿奶約為200卡路⾥，亦即可配搭適量
的全⿆麵包、原⽚燕⿆、烚蛋等健康⻝材。

謹記要聽從醫⽣或營養師建議 , 運動和飲⻝雙
管⿑下，有需要時選擇適合糖尿病患者飲⽤的

營養品。 

 

⻑期進⾏極低卡路

⾥飲⻝會導致便

秘、肚瀉、營養不

良，甚⾄會增加患

膽⽯的⾵險。

減肥瘦⾝代餐⾮為糖尿病患者⽽設 
糖尿病患者專屬營養品有助控制⾎糖⽔平
⿈兆章先⽣

註冊營養師

認清飲⻝的謬誤

           有⼈認為糖尿病⼈⼠餐後不應進⻝⽔果

                  每天進⻝不超過2份⽔果及定時定量進⻝，⾎糖⽔平是可以控制的。如果擔⼼進⻝⽔果
                  會對⾎糖有影響，我們建議你於進⻝⽔果後檢測⾎糖。

資料來源：亞洲糖尿病基⾦會 正視糖尿病網站
(www.diabetesris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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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包裝⻝物上有不少資料。如懂得閱讀標

籤上的資料，可以幫助不少進⾏飲⻝治療的

病⼈作出更合適的飲⻝⽅案，但營養標籤該

如何解讀呢？

⾸先可留意成份/配料表：在成份表上是按成
份的含量由多⾄少列出。建議要選含有脂

肪、糖、鹽的成份於較後次序的⻝物。從⻝

物成份表的⾸三個成份排位，便可略知⻝物

的⼤約營養價值。另外，先看看成份表中有

沒有以下字眼，這些成份當中原來暗藏健康

危機。

棕櫚油 (Palm oil)
這種油屬⾼飽和脂肪的油類，⻑期⻝⽤可能

會增加患上⼼⾎管病的⾵險，但某些⻝物⽣

產商可能不直接寫「棕櫚

油」，⽽是寫植物油，所

以消費者要⼩⼼選擇，特

別是餅乾、薯⽚、即⻝麵

內常⽤棕櫚油。

起酥油(Shortening) /
氫化油 (Hydrogenated oil)
這些油當中含有反式脂肪，增加壞膽固醇含

量，從⽽增加患上⼼臟病的⾵險。所以即使

在1+7營養標⽰當中所顯⽰是「0」，並不代
表是絕對沒有這種成份，如果100克⻝物中的
反式脂肪含量少於0.3克就可以標為「0」。

 

⽐較不同品牌的⻝物，就⽤100克/100毫
升作單位

想知道⾃⼰所吃的份量有多少營養成份，

就看⻝⽤份量然後作計算

⼩⿆粉

即是普通麵粉，但很多⼈⾒

到「⿆」就以為是⾼纖的

成分，事實上特別⾼纖的是

全⿆粉。

在了解材料表後，應該到細閱1+7營養標⽰的
部分了。

步驟

留意營養標籤上使⽤的是每次⻝⽤份量/100
克以作計算。

例如：⼀盒以250毫升的紙包飲品以每次⻝⽤
份量100毫升標⽰。如您想知道飲⽤整盒飲品
後攝取了多少營養素，就要把營養標⽰表格內

的數字全部乘以2.5 (即2.5倍)。

如果同時有「每次⻝⽤份量」⼜有「每 100
克/100毫升」

解讀營養標籤
本⽂章由AXA安盛提供

第8⾴



步驟

閱讀1+7 的營養資料

營養標籤1+7是代表甚麼呢？

能量的單位以千卡 (kcal) 或 千焦 (kJ) 標⽰，⽽把千焦除以4.2
就可換算為千卡。

＃如果⻝物當中含有營養聲稱是涉及1+ 7以外的營養素，那麼
就要標⽰出該營養素的含量。

備註：健康資訊由基琳健康提供

 

奶類產品：鈣質 (如有列出) 及糖份 (特別

是乳酪)

早餐穀物：糖份及纖維 (如有列出)

罐頭：鈉質

低脂不⼀定低糖或熱量較少，例如某些餅

乾/低脂朱古⼒奶

低脂不⼀定低鈉，例如：⽕腿、⽕雞⽚

較低脂不⼀定是低脂，只是⽐原本配⽅脂

肪較少

Light 不⼀定是低脂

加鈣也不⼀定⾼鈣

步驟

按⻝物種類留意當中的主要值得關注營養素

例如：

 

⼩⼼標籤陷阱

（不要只信營養聲稱，要細讀營養標籤）

體重管理⼈⼠ 留意熱量、脂肪及糖份

⾼⾎壓患者

留意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及鈉質⼼⾎管病患者

糖尿病患者 留意碳⽔化合物、糖份及脂肪

腎病患者 留意蛋⽩質及鈉質

各⼈需按⾃⼰⾝體狀況

留意不同的營養素含量

留意鈉質及脂肪

＊ 請向註冊營養師查詢您每⽇所需熱量及營養素的建議攝取量

低脂 (Low Fat) 每100克固體⻝物含 ≤ 3克總脂

肪；或每100毫升液體⻝物含

≤1.5克總脂肪

低糖 (Low sugar)

每100克∕毫升⻝物含 ≤ 120毫克鈉低鈉 (Low sodium)

⾼鈣 (High calcium) 每100克固體⻝物含 ≥ 240毫
克鈣；或 每100毫升液體⻝物

含 ≥ 120毫克鈣

⾼纖維 (High fiber) 每100克固體⻝物含 ≥ 6克纖

維；或 每100毫升液體⻝物含

≥ 3克纖維

營養含量聲稱

每100克/毫升⻝物含 ≤ 5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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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18-25        26-35       36-45      46-55      56-65       66-75      76或以上 

性別*：            男             ⼥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資料收集

亞洲糖尿病基⾦會可能使⽤你的個⼈資料作聯絡、通訊、收集意⾒、服務申請、發送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期刊、或活

動推廣等⽤途 (當中包括或不包括其他機構或公司的信息資料或參與)。除獲本會授權的⼈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他⼈
⼠。根據個⼈資料 (私隱) 條例，閣下有權向本會查閱及更改你的個⼈資料。如會員希望查閱和更改個⼈資料，須以書
⾯向本會提出。

聲明

      本⼈聲明此申請表所載⼀切資料，依本⼈所知均屬正確，並無遺漏。本會有權決定是否接納申請⽽⽏須提供理由。
      本⼈已閱讀、明⽩及同意上列之「個⼈資料收集」聲明。

      本⼈不希望收到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期刊或活動推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
成為會員將定期以電郵形式收到我們的期刊及不同的資訊，包括聯盟活動及

教育課程的最新消息，並享有會員優惠及優先報名的機會。成為聯盟的會

員，請填寫以下資料並以下列⽅法遞交⾄亞洲糖尿病基⾦會：

(1) 傳真 (852) 2647 6624；或  (2) 郵寄沙⽥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佳⼯業⼤
廈4樓K室；或  (3) 電郵enquiry@adf.org.hk ；或  (4) 掃瞄QR碼  (糖尿及
三⾼健康聯盟網站www.diabetesrisk.hk/register) 直接填寫申請表。

網上申請表

diabetesrisk.hk/register

*必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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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成為會員

索取免費試飲

及買⼀送⼀

⾸次購買優惠券

 

在⾃我管理的過程中，量度⾎糖成為糖友⽣活中重要的

部分。經過⻑年累⽉反復量度⾎糖的過程中很容易會變

得枯燥。基琳健康為了⿎勵⼤家養成⾃我監測⾎糖的習

慣及回饋⼤家的努⼒，現凡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 ,
可以專屬價HK$ 300購買「控糖FUN」個⼈化糖尿管
理套裝，包括：Gochek2⾎糖機、採⾎筆、採⾎針
(100⽀)、⾎糖試紙  (100張)。享⽤MyGem App健康
管理平台及更有機會免費換取⾎糖試紙。僅在優惠期有

限，⽴即⾏動。

優惠碼：GVC202007

糖尿及三⾼健康聯盟

會員優惠

「控糖FUN」個⼈化糖尿管理套裝
優惠及積分換領活動

請掃瞄以下⼆維碼作登記及查看詳細的積分換領細則及條款，

或致電基琳健康客戶服務中⼼ (852) 2809 2893以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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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A安盛為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提供尊享
優惠，現凡登記成為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

並購買由AXA安盛承保的指定醫療及危疾保障
或⼈壽及儲蓄基本計劃，即可享有⼀次性      
 AX

⽴即透過以下網站留下您的聯絡資料，AXA安
盛理財顧問將會與您聯絡，讓您了解更多！

新客戶⾸次到確進醫療約⾒糖尿及內分泌專科醫⽣，

可即⽇安排簡單快速糖化⾎紅素  (HbA1c) 測試，不
另收費 (價值$290)。

糖化⾎紅素是⾝體在最近三個⽉的平均⾎糖指數。測

試結果能讓醫⽣團隊了解病⼈的糖尿病受控情況，進

⼀步調整控糖⽅法及制定⽬標。

確進醫療

網址：  http://www.qualigenics.com 
電話：（中環）(852) 3607 7800  
          （旺⻆）(852) 2868 6020

400港元電⼦保費現⾦券！

citybite.adf.org.hk

75公斤

27分鐘

➜

40分鐘

➜50公斤

熱量：

相等於

235kcal
1碗白飯

想知道
更多食物的卡路里

？

https://www.axa.com.hk/zh/diabetes-and-3-highs-alliance-enewsletter 

*詳情請參閱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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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此熱量
緩步跑需要…

(約116g)

飲食小貼士

4粒燒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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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雅培於1888以 People's Drug Store為名的⼩藥廠形式營運，實⾏「以
⼈們健康為本」，全線產品系列從營養品和診斷產品到醫療器械和醫藥治療⽅

案，貫穿各個年齡段，滿⾜從嬰幼兒到⽼年⼈的重要健康需求。透過逾 130年
研究經驗加上無數臨床實證，雅培不斷推出及改進優質配⽅，照顧世界各地不

同年齡的健康需要。

AXA安盛為AXA安盛集團之成員，憑藉其超卓的產品及服務，現時於⾹港及澳
⾨的客戶⼈數已超過130萬。AXA安盛集團不單是全球最⼤財產險商，在⾹港
及澳⾨，我們是其中⼀家最⼤的醫療保險供應商。

基琳健康是⾹港⾸間結合⽣物及資訊科技去預防及管理糖尿病的公司。我們擁

有超過20多年研究有關亞洲糖尿病⼈的⼤數據，並致⼒於推⾏糖尿病⾵險評估
及健康管理計劃，為我們的社區提供完善的健康管理⽅案。

美國默沙東藥廠有限公司 (MSD) 作為全球最⼤⽣物製藥公司之⼀ ，在過去超
過⼀個世紀以來，本著「病⼈為本」的理念出發，⼀直致⼒於疫苗與藥品研發

上，為全球帶來不同的疫苗與藥品以應對各種不同的疾病挑戰。

確進醫療採⽤「綜合專科疾病管理」的醫學理念，有來⾃不同專業的醫護團

隊，為受糖尿病、⼼⾎管疾病以及併發症困擾的⻑期病患者提供⼀站式的醫療

服務。為了促進病⼈的健康和防⽌病情惡化，確進醫療為慢性病患者提供價錢

合理的護理服務，包括⾵險評估，調週⽣活模式，處理情緒問題，以及藥物治

療等。

亞洲糖尿病基⾦會 (ADF) 是⾹港中⽂⼤學基⾦會管轄的⼀間註冊慈善團體，
旨在發起和推⾏各項醫學、科學和學術研究，收集現有的臨床醫學證據，並將

其轉化為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病的預防和控制策略。致⼒推廣⾏之有效的慢性病

管理計劃，加強慢性病⻑期管理的可持續性、實惠價值和普及程度。

電話：(852) 2637 6624            傳真：(852) 2647 6624
網⾴：www.adf.org.hk            電郵：enquiry@adf.org.hk

糖尿病、⾼⾎壓和⾼⾎脂症是⾹港三⼤疾病，加上肥胖，

導致了⾹港⼈的4種嚴重疾病，包括⼼臟病、中⾵、腎病
和癌症。隨著糖尿病和「三⾼」的⼈⼝增加，以致對社會

和⾦錢上負擔⽇漸加重，「糖尿及三⾼健康聯盟」致⼒提

⾼公眾對糖尿病和「三⾼」的認識，從⽽維持健康和預防

疾病。

關於糖尿及三⾼健康聯盟

成員及贊助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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