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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疾病是不會遺傳的 
 
 
 
大多數疾病，輕的如感冒、胃病、頭痛； 

重的如腎病、糖尿病，甚或良惡性腫瘤都
是不遺傳的 – 認識它們，改變飲食習慣，
培養正常作息的規律生活，就可以作出預
防和控制了！  



糖尿病 
 
現時全港約有七十多萬人患有糖尿病， 

即每十個當中便有一人是病患者，主要原因是跟港人的不良飲

食習慣、肥胖及缺乏運動有莫大關係。 
 
糖尿病是遺傳因素和環境因數長期共同作用導致的一種慢性、

全身性、代謝性、內分泌失調的代謝疾病，其主要成因是身體

胰島素分泌不足，和/或體內對胰島素產生抗拒而導致血糖過

高，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會經尿液排出，故得「糖尿病」之名。 



I 型糖尿病（胰島素依賴型） 
 

I 型糖尿病患者的體內產生胰島素抗體，令胰臟的 β-細胞被破壞，

引致胰島素的分泌功能嚴重缺乏和衰竭而引致糖尿病， 

患者是絕對需要胰島素的治療來控制血糖。 

 

I 型糖尿多發生在兒童和青少年，發病比較急，佔香港糖尿病患者少

於 3%，成因一般相信與遺傳及免疫系統有關。 



II 型糖尿病（非胰島素依賴型） 
 

II 型糖尿病患者的成因主要是身體器官對胰島素產生阻抗性， 

令胰島素效力相應減少，而胰島素分泌的功能亦會續漸減退而引

致糖尿病，患者除了口服糖尿藥外亦可能需要胰島素來控制血糖。 

 

II 型糖尿多發生在 40 歲以上人士，發病比較緩及隱蔽，成因與

遺傳、不良飲食習慣、肥胖及缺乏運動因素有關。這類型的香港

糖尿病患者佔 97% 以上並數字顯示近年有年輕化趨勢。 



糖尿病症狀 多吃 

體重下降 

多尿 

多喝 

容易疲倦 



糖尿病飲食 
 
1) 食物中的醣類（碳水化合物）消化後轉成糖再靠胰島素運

送供給身體各器官使用，以穩定血糖水平。若發現血糖到

達「前期」數值便應控制糖份以防胰臟工作過量。 
 碳水化合物分類：糖、澱粉質、纖維質、糖醇 
2) 要注意五穀、水果、奶類、豆類或高澱粉質蔬菜類等的攝

入量。 

3) 纖維素會延長身體吸收碳水化合物的時間，並減低對胰島
素的需求，如蔬菜、瓜類、或菇類等，不妨多吃。 

4) 糖尿病患者宜「少食多餐」，過度進食使血糖飆升更快。 
5) 選食「低升糖指數（GI）」的食物 / 膳食組合。 



血糖生成指數 GI 
 

血糖生成指數代表某種食物的生理學參數，能夠較確切地衡量食物

引起人體餐後血糖反應的一項有效指標。 

一般來說 GI 越低的食物對血糖升高反應越少。對所有人而言，保持

一個穩定血糖濃渡、沒有大的波動是最理想的狀態。 

血糖生成指數 ＜55 ＝低 GI 食物 / 膳食 

  55~75 ＝中 GI 食物 / 膳食 

  ＞ 75 ＝高 GI 食物 / 膳食 



主食篇 
應多選低 GI、慎選中 GI、少選高 GI 

食物名稱 低 食物名稱 中 食物名稱 高 

  Wheat Pasta Shapes (全麥意粉) 54   Basmati Rice (印度米) 58   Glutinous Rice (糯米) 86 

  Meat Ravioli (方形肉餡意大利雲吞) 39   Couscous (北非小米 – 麥類) 61   Short Grain White Rice (珍珠米) 83 

  Spaghetti (意大利粉) 32   Cornmeal (粗磨玉米粉) 68   Tapioca (西米) 70 

  Tortellini (圓形意大利雲吞) 50   Taco Shells (墨西哥玉米脆薄餅) 68   French Fries (炸薯條) 75 

  Egg Fettuccini (全蛋闊麵) 32   Chinese Rice Vermicelli (米粉) 58   Instant Mashed Potatoes (即食薯蓉粉) 80 

  Buckwheat (蕎麥) 51   Baked Potatoes (焗薯) 60 

  Pearled Barley (薏米) 22   Wild Rice (野米) 57 

  Yam (山藥) 35 

  Sweet Potatoes (蕃薯) 48 



食物名稱 低 食物名稱 中 食物名稱 高 

  Taro (芋頭) 48   Beetroot (紅菜頭) 64   Pumkin (南瓜) 75 

  Boiled Carrots (烚紅蘿蔔) 41 

  Eggplant  (茄子) 15 

  Broccoli (西蘭花) 10 

  Cauliflower (椰菜花) 15 

  Cabbage (椰菜) 10 

  Mushrooms (蘑菇) 10 

  Tomatoes (蕃茄) 15 

  Chillies (辣椒) 10 

  Lettuce (生菜) 10 

  Green Beans (四季豆) 15 

  Red Peppers (紅椒) 10 

  Onions (洋蔥) 10 

蔬菜篇 
蔬菜多是低 GI 食物，對血糖影響小，建議多吃。 



食物名稱 低 食物名稱 中 食物名稱 高 

  Plums (布冧) 24   Mango (芒果) 60   Watermelon (西瓜) 80 

  Grapefruit (西柚) 25   Sultanas (青葡萄乾) 56   Dates (棗) 103 

  Apples (蘋果) 34   Bananas (香蕉) 58 

  Pears (梨) 41   Raisins (提子乾) 64 

  Grapes (提子) 43   Papaya (木瓜) 60 

  Kiwi Fruit (奇異果) 47   Figs (無花果) 61 

  Oranges (橙) 40   Pineapple (菠蘿) 66 

  Strawberries (士多啤梨) 40 

  Prunes (西梅) 29 

水果篇 
 
水果含碳水化合物較低且屬果糖類， 

選擇時可選擇低 GI 值的水果為佳。 



碳水化合物 
 

所有營養素中，只有醣類能供給神經系統和紅血球作為能量；而心臟、

大腦和肺也相當大程度依賴醣類來提供能量使用。 

所以，就算真的患上糖尿病，每日應進食 不少於 130g（520kcal）的碳

水化合物以提供葡萄糖作腦部及肌肉的能量。 

 

碳水化合物 



每份食物都相等於 10g 碳水化合物 

主食 食量 水果類 食量 蔬菜 / 豆類 食量 乳類 / 一般飲品 食量 

飯 1/5 碗 蘋果 / 梨 / 橙 1/2 個 薯 / 芋頭 1 雞蛋大小 低 / 脫脂奶 240ml 

粥 1/2 碗 香蕉 1/2 隻 紅蘿蔔 / 蓮藕 1 雞蛋大小 低糖豆漿 240ml 

米粉 1/5 碗 提子 8~10 粒 粟米 1/3 條 全 / 低脂淡奶 90ml 

通心粉 1/3 碗 紅 / 綠豆 熟 2 湯匙 純味乳酪 150ml 

麥包 1/2 塊 青 / 黑豆 熟 4 湯匙 鈣思寶豆奶 190ml 

麥皮 乾 2 湯匙 粉絲 濕 1/2 碗 寶磺力 150ml 

梳打餅 2 塊 

* 碗量 300ml 



花點心思，重質不重量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food+decoration&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048Nt5YE6qejmM&tbnid=vMRQDW7QS5fIjM:&ved=&url=http://www.lushome.com/snake-shaped-food-fun-design-ideas-lunar-new-year-celebration/94529&ei=TdBnUcrOMKquiQfrx4DoDg&psig=AFQjCNHzGJ5CNyB5WIUfR1V2DPkkLGGVtA&ust=1365844430175676


混合膳食 
 

混合膳食比單一的糧谷類食物的 GI 低。 

中、高 GI 的食物與低 GI 的食物混合可以制作中 GI 食譜。 

食物名稱 GI 值 

  米飯 83 高 

  米飯 + 魚 37 低 

  米飯 + 芹菜 + 豬肉 57.1 中 

  米飯 + 蒜苗 57.9 中 

  米飯 + 蒜苗 + 雞蛋 68 中 

  米飯 + 豬肉 73.3 中偏高 



血壓 
 
人因心臟跳動而推動血液運行全身， 

心臟將血液泵進血管時， 

血管壁所受到壓力稱為「血壓」。 
 
心臟收縮時加諸血管壁的壓力為「收縮壓」（上壓）； 

心臟放鬆時血管壁承受的壓力為「舒張壓」（下壓）。 

高血壓是指人體在休息、放鬆的狀態下上壓高於 140，下壓高於 90。 



高血壓 
 
資料所得，全球以億計人士患有高血壓，香港則有接近 50%長者

及 20~30%中年人士患有高血壓。高血壓是以體循環動脈壓增高

為主要表現的臨床綜合症，分原發性和繼發性 2 類。 
 
95 % 以上的高血壓患者，無法明確的找出血壓升高的原因，稱之

為原發性高血壓，反之，能確定原因（如疾病）的高血壓稱之為

繼發性高血壓，其中腎臟疾病而引發的佔 70%。 



高血壓烹調注意點 
 

  多採用低脂烹調法， 

     如蒸、灼、煎（用易潔鑊）、烤等 

  肉類先去皮才煮 

  菜餚加入水果烹調以達到減少用糖的目的 

  減少豉油、蠔油、麵豉、腐乳、茄醬、味精、雞精等 

  多採用天然香味高的食材，如香菇、青椒、芹菜等 

  多採用天然香料，如蔥、蒜、洋蔥、芫茜、胡椒、檸汁、 

     陳皮、花椒、八角、九層塔等 

  以酸托鹽，如檸檬、醋、蕃茄、菠蘿、蘋果 



油脂 

燒鵝 

燒腩仔 

梅菜扣肉 

金錢雞 

炸蛋球 

蛋 

蛋撻 

炸物 

肉類 



膳食脂肪 
 

膳食脂肪主要分動物性脂肪和植物性脂肪 2 大類。 

 

動物性脂肪 – 主要含「飽和脂肪」 

植物性脂肪 – 主要含「不飽和脂肪」 



動物性脂肪 
 

肉、魚肝油、骨髓、蛋黃… 



植物性脂肪 
 
大豆、花生、油菜籽、核桃仁… 



膽固醇 
 

膽固醇是一種 像脂肪的化合物，是構成細胞膜的重要

組成成分。膽固醇 

約 80% 由肝臟所製造 

約 20% 由食物攝取 
 
膽固醇需與脂蛋白結合才能運送到身體各部分。運送膽固

醇的脂蛋白有兩種： 

低密度脂蛋白 (LDL) 
 ↓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C) 

高密度脂蛋白 (HDL) 
 ↓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HDL-C) 

Χ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內含有大量膽固醇，可滲入動脈血管

壁中，進而被氧化，引發一連串的動脈血管壁發炎反應，

開啟動脈粥狀硬化過程，引起大型、中型動脈粥狀硬化，

引發各種心血管疾病，因此低密度膽固醇堪稱是一種

「壞」膽固醇。 



HDL-C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會將多餘的膽固醇運送回肝臟，將之

排除，可以維護血管健康，對心臟血管有保護作用，降低

心血管疾病之風險，因此是一種「好」的膽固醇。  



怎樣控制膽固醇濃度？ 
 
降低膽固醇的濃度，可以減少脂肪沉積在血管壁上，同時

也可降低心臟病突發的危險。 
 
資料顯示，高膽固醇的成年人， 

膽固醇濃度 ↓ 1% 

冠心病危險 ↓ 2% 
 
保持 適當的飲食、控制體重、適當運動 都可以幫助降低

膽固醇濃度。 



痛風 
 
痛風是一種因嘌呤代謝障礙，使尿酸累積而引起的疾病。嘌呤是體內一種

含氮物質，可來自於身體自行合成，經由肝臟代謝形成尿酸，代謝後經由

腎臟排出體外。 

痛風初期，發作多見於下肢，當發作情況加劇時會出現急性痛風，部位出

現紅、腫、熱、劇烈疼痛（炎症症狀），一般多在子夜發作，可使人從睡

眠中驚醒。這種炎症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尿酸在人體血液中濃度過高，在軟

組織和關節膜形成 

針狀結晶而造成痛苦。一般發作部位為大拇趾關節、 

踝關節和膝關節等。女性一般在 50 歲之前不會發生痛風， 

因為雌激素可以抑制尿酸的形成； 

但在更年期後雌激素下建便會增加發作比率。 

痛風可發生於任何年齡階段，但以中年以上居多，多有家族史。酗酒、飲

食過多、疲勞等均可誘發痛風。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c/Fluorescent_uric_acid.JPG


痛風臨床特點 
 

體內尿酸產生過多或腎臟排泄尿酸減少，引起血中尿酸升高，形

成高尿酸血症以及反覆發作的有痛風性慢 / 急性關節炎、關節畸

形等。 

痛風常累及腎臟而引起慢性腎炎和尿酸性腎結石。 



低嘌呤食物 
  
 
每 100克食物含少於 25mg 的嘌呤 

1. 主食類：大米、小米、糯米 

            大麥、小麥、馬鈴薯等 

2. 奶類：鮮奶、乳酪 

3. 蛋類：雞蛋、皮蛋 

4. 蔬菜類： 白菜、莧菜、芹菜、韭菜、韭黃、蕃茄、茄子、 

   冬瓜、絲瓜、南瓜、苦瓜、蘿蔔、青椒、洋蔥、蒜、 

   木耳 

5. 水果類：蘋果、香蕉、橙、檸檬、西瓜、木瓜 

6. 其它：杏仁、核桃、薏苡仁、海蜇、海藻 



中嘌呤食物 
  
 

每 100克食物含 25~150mg 的嘌呤 

1. 豆類：豆腐、豆腐乾、豆漿、綠豆、紅豆 

2. 肉類：雞肉、鴨肉、豬肉、牛肉 

3. 水產類：草魚、鯉魚、鱸魚、蟹、鮑魚 

4. 蔬菜類：菠菜、四季豆、海帶、金針、銀耳、蘑菇 

5. 其它：花生、腰果、芝麻、栗子、蓮子 



高嘌呤食物 
  
 

每100克食物含150~1000mg 的嘌呤 

1. 豆類 / 蔬菜類：黃豆、紫菜、香菇、蘆筍 

2. 肉類：內臟 

3. 水產類：沙丁魚、鯖魚、蠔、淡菜、草蝦、蝦米 

4. 其它：啤酒 



性別 理想體脂肪率 肥料 

30 歲以下 30 歲以上 

男性 14~20% 17~23%  ＞25% 

女性  17~24% 20~27% ＞30% 

胖的定義 
 
世界衛生組織對肥胖的判斷標準為： 

「成年女性的體脂率若超過 30%，成年男性超過 25% 以上者， 

稱為肥胖」。 
  
理想的體脂肪率範圍  

  



運動與減肥 
 
運動做得對才可真正減肥！ 

  不是所有的運動對減重（消脂）的效果都很明顯。 

  有氧運動是公認最有效的減肥消脂方法，如慢跑、 

     踏單車、跳舞等。 

  慢跑 10 分鐘比快跑 1 分鐘所消耗的能量高， 

     後者講求的是爆炸力。 

  每次需持續 30 分鐘以上（理想是 30~60 分鐘）， 

     每星期最少 3 次才能達到消脂目的。 

  要配合無氧運動塑型才可以美形，如啞鈴、仰臥起坐等。 

  此外也要禁酒，酒的熱量很高，並會刺激食慾。 

    （每 1g 酒精可以提供 7kcal 熱量） 



營養補充品 
 

人工合成的保健品好，還是純天然提煉的保健品好， 

其實真的很難一概而論，真的各有長短： 

純天然的保健品因為取自天然食材，對肝膽負擔較少，代謝也較易，

然而效果也會因劑量與萃取的天然原料來源而不同而有分別，價錢

也相對較貴。 

而人工合成的保健品運用科學方法合成，價格相對較廉宜，品質也

較穩定。 



補鈣 
 
1. 不要聽信宣傳 – 補鈣產品鈣的吸收率 

 一般只有 30% 左右，所謂的高吸收率略有誇大之嫌。 

2. 要選對鈣產品 – 市面的補鈣產品大致品質沒太大分別，然而不

同的鈣補充品則適合不同人群，例如： 

 碳酸鈣含淨鈣量高，吸收率高，但胃酸缺乏者不太適用； 

 磷酸鈣含磷高，慢性腎功能不全者不宜選用。 

3. 天然食物中蝦皮含鈣量高，25g 蝦皮就含有500mg 的鈣，建議

用蝦皮做菜作為補鈣的其一選擇。 



烹調小技巧 
 
汆燙 
給蔬菜「定色」 ，將蔬菜放在沸水中汆燙 1~2 分鐘，接著放入
冰水中快速冷卻（預作的一種方法，蔬菜吃時要再快速加熱） 。 
 
清蒸 
清蒸蔬菜花的時間不會比水煮長， 
但卻能保留更多營養成分和原汁原味。 
先將水煮沸，將蔬菜攤開排放在蒸架上，高出沸水 2.5cm 左右。 



烹調小技巧 
 
湯過咸 
可放入一個去皮對開的薯仔，沸煮 20 分鐘，可幫助吸收一些
鹽分，上菜前拿掉即可。 
 
 
炒 
炒是用大火將食物在最短時間內煮熟，動作要快，防上水份流
失，蔬菜特別適合用這方法，秘訣是要將水份瀝乾，到炒一半
時才加調味料，既能保存營養又好吃。 



簡易零食 
 
蒜香薯蓉：蒜頭、馬鈴薯、牛奶、鹽、黑椒（隨意） 
【蒜頭去衣搗成蒜茸，馬鈴薯隔水蒸熟後搗成泥， 
    將牛奶與薯泥混合拌勻、加入蒜茸、鹽和黑椒調味即成】 
＊直接使用蒜鹽亦可，但抗菌和增強抵抗力效果會大幅減低 
 
自製果醬：車厘子、檸檬、白糖 
【檸檬搾汁備用，車厘子洗淨去核放入鍋內小火慢煮， 
將浮面的車厘子皮或餘核拿掉，加入白糖小火再煮 
10~15 分鐘，最後加入入檸檬汁繼續熬煮至稠狀即成】 



簡易零食 
 
蜜糖杞子：杞子、蜜糖 

【杞子以廚房紙抺淨，將少量加入玻璃瓶，徐徐倒入適量蜜糖，

再重覆加入杞子、蜜糖至滿，連續 7 天每天打開檢查看看是否

需要添加蜜糖，之後密封 1 個月即成 】 

＊喉乾肝火燥熱者暫不宜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