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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錦囊

糖尿病患者出現的問題
食物中的醣質經消化後會分解成葡

萄糖，在小腸被吸收進入循環系統，隨之

輸送到身體各器官，提供日常活動所需的

能量。如吸收的葡萄糖分量超出所需，身

體便會將葡萄糖轉化為肝糖原或脂肪來儲

存，供日後有需要時使用。這些過程都需

要體內的胰島素來調節。

糖尿病（diabetes mel l itus）患者由

於胰島素分泌不足或細胞對胰島素產生抗

拒，或兩者同時出現，導致血糖過高，進而

衍生出很多新陳代謝問題，長遠更會破壞

身體多個組織及器官。

糖尿病徵狀
部分糖尿病患者會出現多吃但體重

隨着港人生活與飲食習慣的轉變，與

及人口老化，近年患上糖尿病的人數不斷

上升，目前本港有多達70萬糖尿病患者，並

有年輕化趨勢，患者不乏二三十歲的年輕

人。衞生防護中心的資料顯示，在本港最常

見的致命疾病排名中，糖尿病名列第十，

2010年便有522人死於此病。眾所周知，

糖尿病患者若未能控制血糖水平，會漸漸

引起各種併發症而導致死亡，故實際因糖

尿病而死的人數相信較上述數字為高。

因此，患者及家人都應多瞭解糖尿

病藥物的正確服用方法及注意各要點，

將血糖維持在良好水平。

下降、多喝並且多尿或小便頻密、容易疲

倦及易受感染等徵狀。然而，由於部分患

者初期沒有徵狀，沒有適當地控制血糖，以

致血糖長期偏高，延誤至併發症出現後，才

驚覺患上糖尿病。併發症可分為急性和慢

性兩種，急性是指血糖過高或血糖過低的

現象；慢性主要是指血管和神經系統受到

損壞，令身體器官壞死而喪失功能，例如

失明、中風、心臟病、腎衰竭、足部潰瘍和

壞疽而需要截肢。

主要分一型及二型
糖尿病主要分為一型及二型兩大類，

二型糖尿病比一型糖尿病普遍，甚至可說

大部分糖尿病患者屬二型。

一型糖尿病的病因主要是胰臟β細

胞受自身免疫反應破壞，使胰島素分泌嚴

重不足。一型患者病情多傾向於急性發作，

突然間出現血糖過高，需接受胰島素治療，

並要檢驗有否糖尿病酮酸症中毒（diabetic 

ketoacidosis），以作出適當治療。

相對而言，二型糖尿病是由胰島素

抗拒（insulin resistance）及β細胞分泌胰

島素相對不足造成，確切成因未明，但患

病的機會跟遺傳及生活習慣（熱量攝入過

多、熱量消耗不足、肥胖等）等因素有關。

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會有高血糖或糖尿病

酮酸症中毒的徵狀，亦可能並不會察覺任

何典型的血糖過高徵狀，部分患者於量度

血糖時才被診斷出來。

注意糖尿病藥物的注意糖尿病藥物的
服用方法與禁忌服用方法與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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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診斷指標
傳統上，診斷糖尿病多以血漿中的

含糖量作依歸，只要符合以下其中一項，便

可視作患上糖尿病：

1. 患者已出現多項前文所述的糖尿

病徵狀，隨意抽取血液化驗（不需空腹），

血漿葡萄糖 11.1 mmol/L。

2. 在禁食最少8小時後，患者的空

腹血糖 7.0 mmol/L；

3. 口 服 葡 萄 糖 耐 受 試 驗（o r a l 

glucose tolerance test，簡稱OGTT）中，2

小時後血漿葡萄糖 11.1 mmol/L；或

4. 根據近期世界衞生組織（WHO）

出版的糖尿病研究報告所指，糖化血紅素

（又譯作糖化血紅蛋白，簡稱HbA1c）

6.5 %，亦可視作已患上糖尿病。

如患者沒有糖尿病病徵，並在接受

上述第2、3或4點的測試呈陽性，應改天重

複測試以作核實。

監察血糖及糖化血紅素
一般糖尿病患者的最理想的空腹血

糖目標值為3.9至7.2 mmol/L，餐後血糖目

標值為低於10.0 mmol/L為佳。

血液內的糖分會與紅血球內的血紅

素慢慢結合成糖化血紅素（HbA1c），而

隨着血糖下降，兩者又可分離，由於結合

及分離的過程緩慢，加上HbA1c不會像

血糖般受抽血前短時間內飲食的情況影

響而波動，所以可更有效反映三個月內的

磺基尿素類及雙胍類藥物是較傳

統的口服糖尿藥。

平均血糖水平。據英國前瞻性糖尿病研究

（UKPDS 35）指出，糖化血紅素升高，

便會增加微小血管併發症、心肌梗塞和

中風的機會。HbA1c應控制在7.0%或以

下。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須按醫生指示，

採用家用血糖機檢查血糖，並作出妥善記

錄，在每次覆診時讓醫生查看。日常血糖

記錄配合覆診時抽血檢查HbA1c的測試結

果，能讓醫生瞭解患者的日常飲食、運動

及藥物是否能有效控制血糖。

控制血糖水平
為了有效控制糖尿病病情，患者必須

接受適當的藥物治療，配合健康飲食及運

動，控制體重及血糖水平。在可能的情況

下，治療應以達到理想或正常血糖水平為

目標，但同時亦要避免血糖過低。如驗血

結果反映病人血糖控制欠佳，必須與醫護

人員再仔細研究其生活及服藥習慣，作出

適當調整來改善病情。

傳統口服藥物治療
較 傳 統 的 糖 尿 病 口 服 藥 物

有 磺基尿素類（s u l p h o n y l u r e a s）、

格 列 奈 類（m e g l i t i n i d e s）、雙 胍 類

（biguan ides）、α-葡萄糖苷酶抑制劑

（α-glucosidase inhibitor）及格列酮類

（thiazolidinediones）。有些患者只需使用

一種藥物，但有些病情較嚴重的患者則可

能需要使用多於一種藥物來控制血糖。

胰島素注射治療
另 一 種 較 傳 統 的 藥 物 為 胰 島 素

（insulin），由於胰島素是蛋白質，會被消

化系統分解，所以不能以口服形式服用，而

需要皮下注射。注射工具有兩種，一種為

筆芯裝，患者需把盛載胰島素的小瓶放在

可重複使用的筆狀注射器內，每次套上新

的針咀後注射；另一種工具為針筒，每次

注射前，需要從藥瓶中抽取適當分量的胰

島素後注射。未開蓋的胰島素一般應儲存

在雪櫃內，以延長儲存期；已開蓋的胰島

胰島素類藥物需配合注射

工具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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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糖尿病藥物簡介

分類 名稱 服用方法 作用機理
禁忌 
[1]

常見副作用 有以下狀況的病人須慎用糖尿藥

磺基尿素類 
(Sulphonylureas)

格列齊特 (Gliclazide) 進餐時口服。

刺激正常運作的胰臟β細胞分泌胰島素以控制血糖。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對磺基尿素類藥物或
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一型糖尿病、糖尿病酮
酸症中毒等。

低血糖症、腸胃不適、暈眩、頭
痛、緊張等。

低血糖症、肝或腎功能不全、虛弱及體力下降或營養不良的病
人、年長病人、生理負擔增加的情況（包括發燒、創傷、感染和
外科手術）等。

格列吡嗪 (Glipizide)
餐前30分鐘口服，以早餐前

為佳。

格列本脲 
(Glibenclamide 或 glyburide)

早餐時或第一正餐時口服。

格列美脲 (Glimepiride) 早餐時或第一正餐時口服。

格列奈類 
(Meglitinides)

那格列奈 (Nateglinide) 餐前30分鐘內口服。
刺激正常運作的胰臟β細胞分泌胰島素，以控制餐後
血糖。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糖尿病酮酸症中毒、
對格列奈類藥物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一型
糖尿病。

低血糖症、腸胃不適、上呼吸道感
染等。

腎上腺或腦下垂體功能不足、年長病人、肝或腎功能不全、虛
弱及體力不足或營養不良、由感染、發燒、創傷或外科手術引
致的生理負擔等。

瑞格列奈 (Repaglinide) 餐前15至30分鐘內口服。

雙胍類 
(Biguanides)

甲福明 (Metformin)
藥丸：進餐時口服。

緩釋藥丸：晚餐時口服，整粒

吞服，不可咬碎。

以多種藥理控制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基礎血糖及餐後
血糖：減低肝臟的葡萄糖製造、減少腸道的葡萄糖吸
收、改善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以增加周邊肌肉的
葡萄糖攝入及運用。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對甲福明或其產品的
任何成分過敏、接受含碘顯影劑靜脈注射、腎功
能不全、急性或慢性的酸血症（包括糖尿病酮酸
症中毒）。

維他命B12缺乏症、腹瀉、胃腸氣
脹、消化不良、吸收障礙綜合症、
噁心、嘔吐、無力、頭痛等。

飲酒過量、長者、肝病、缺氧狀態、脫水、於放射診斷程序接受
含碘顯影劑靜脈注射、敗血症、外科手術等。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劑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阿卡波糖 (Acarbose) 與進餐時第一口食物同服。

阿卡波糖抑制胰臟的α澱粉酶(a l pha-amy lase)
及腸道中的α葡萄糖苷水解酶(a lpha-g lucos ide 
hydrolases)，繼而抑制這些酶將小腸中的澱粉水解至
寡醣；及將寡糖、三醣及雙醣水解至葡萄糖和其他單
醣的作用。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肝硬化、結腸潰瘍、
因增加胃腸氣而會惡化的病況、糖尿病酮酸症
中毒、影響吸收或消化的消化道疾病、對阿卡波
糖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炎性腸病、腸道梗
阻、或可誘發腸道梗阻的情況。

腹痛、腹瀉、胃腸氣脹等。
與磺基尿素類藥物同用，有機會引致低血糖症；服用此藥期間
如有低血糖症，必須使用口服葡萄糖（右旋糖）治療，不可使
用蔗糖。

噻唑烷二酮類 (又稱格列酮類)
(Thiazolidinedione)

吡格列酮 (Pioglitazone) 是否與餐同服均可。
吡格列酮依賴胰島素發揮其藥理。它藉着增加身體
周邊組織及肝臟的胰島素敏感度，來增加葡萄糖移
除及減少肝臟的葡萄糖產量。

有以下 狀 況 人 士不 宜使 用：紐 約 心 臟 協 會
(NYHA)第三級及第四級的心臟衰竭、對吡格列
酮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

水腫、體重上升、貧血、骨折、肌
肉疼痛、頭痛、咽喉炎、鼻竇炎、
上呼吸道感染等。

充血性心臟衰竭、有病徵的心臟衰竭、監察水腫、糖尿病酮酸
症中毒、增加女性病人骨折的風險、體液瀦留、肝衰竭、低血
糖症、黃斑水腫、無排卵的停經前女士。

二肽基肽酶-4-抑制劑

(Dipeptidyl Peptidase IV 
(DPP-IV) Inhibitor)

西格列汀 (Sitagliptin)、
維格列汀 (Vildagliptin) 及
沙格列汀 (Saxagliptin)

是否與餐同服均可。

抑制腸降糖素（incretin）的降解，促進胰高血糖素
樣肽-1（glucagon-l ike peptide-1，簡稱GLP-1）及
葡萄糖依賴性促胰島素多肽（glucose-dependent 
insulinotropic polypeptide，簡稱GIP）的功能，從而增
加胰島素的釋放及降低高血糖素（glucagon）在血液
中的濃度。

對列汀類藥物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人士不
宜使用。

低血糖症、腸胃不適、上呼吸道
感染等、暈眩、頭痛、上呼吸道感
染等。

急性胰臟炎、與磺基尿素類藥物同用、肝或腎功能受損、懷孕
或授乳婦女等。

胰高血糖素樣肽-1受體激動劑

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 receptor agonist)

艾塞那肽 (Exenatide)
早餐及晚餐前60分鐘內於

大腿、腹部或上臂作皮下注

射。不可於餐後注射。

艾塞那肽是一種腸降糖素模擬物，模擬腸降糖素促
進葡萄糖依賴性之胰島素分泌及其他抗高血糖的
作用。

對艾塞那肽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
腹瀉、消化不良、噁心、嘔吐、對
艾塞那肽產生抗體、暈眩、緊張、
頭痛等。

晚期腎病、腎臟透析、中度或嚴重腎病、血糖控制變差或不受
控制、嚴重的腸胃疾病、同時使用磺基尿素類藥物及/或其他
會加強葡萄糖依賴性促胰島素分泌的藥物、低血量、嚴重過敏
反應、急性胰臟炎（包括可致命及不會致命的出血性或壞死性
胰臟炎）、腎臟中毒和腎臟移植病人。

胰島素 
(Insulin)

胰島素 (Insulin) 視乎胰島素種類而定。

胰島素刺激碳水化合物的代謝，促進葡萄糖轉移至心
肌、骨骼肌和脂肪組織，及被轉化為糖原。此外，它
能刺激脂肪合成和抑制脂肪分解，同時亦可促進蛋
白質的合成。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低血糖症時、對胰島
素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

注射部位反應、低血糖症、脂肪再
生不良等。

嚴重或有生命危險的過敏反應、同時使用口服糖尿藥、降低血
鉀的藥或對血鉀水平敏感的藥、糖尿神經疾病、肝功能不全、
食物、運動或注射部位改變、疾病、生理負擔、情緒波動、嚴
謹的血糖控制、靜脈注射胰島素、腎功能不全等。

註 列出資料目的是讓消費者對藥物的藥理及副作用有更多理解，消費者如欲使用藥物，應向醫護人員查詢，並遵照藥物說明書或醫護人員指示服用。
上表中，除胰島素外，其餘全屬處方藥物。如果藥物屬處方藥物，必須經醫生診治後才處方。

[1] 紐約心臟協會（NYHA）第三級心臟衰竭是指病人進行日常輕微活動也會呼吸困難、心悸、胸悶或心絞痛，休息時會緩解，因而身體活動明顯受限制；
而第四級情況則是患者進行任何身體活動都會不舒服，甚至休息時也會出現不適症狀。

健康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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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糖尿病藥物簡介

分類 名稱 服用方法 作用機理
禁忌 
[1]

常見副作用 有以下狀況的病人須慎用糖尿藥

磺基尿素類 
(Sulphonylureas)

格列齊特 (Gliclazide) 進餐時口服。

刺激正常運作的胰臟β細胞分泌胰島素以控制血糖。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對磺基尿素類藥物或
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一型糖尿病、糖尿病酮
酸症中毒等。

低血糖症、腸胃不適、暈眩、頭
痛、緊張等。

低血糖症、肝或腎功能不全、虛弱及體力下降或營養不良的病
人、年長病人、生理負擔增加的情況（包括發燒、創傷、感染和
外科手術）等。

格列吡嗪 (Glipizide)
餐前30分鐘口服，以早餐前

為佳。

格列本脲 
(Glibenclamide 或 glyburide)

早餐時或第一正餐時口服。

格列美脲 (Glimepiride) 早餐時或第一正餐時口服。

格列奈類 
(Meglitinides)

那格列奈 (Nateglinide) 餐前30分鐘內口服。
刺激正常運作的胰臟β細胞分泌胰島素，以控制餐後
血糖。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糖尿病酮酸症中毒、
對格列奈類藥物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一型
糖尿病。

低血糖症、腸胃不適、上呼吸道感
染等。

腎上腺或腦下垂體功能不足、年長病人、肝或腎功能不全、虛
弱及體力不足或營養不良、由感染、發燒、創傷或外科手術引
致的生理負擔等。

瑞格列奈 (Repaglinide) 餐前15至30分鐘內口服。

雙胍類 
(Biguanides)

甲福明 (Metformin)
藥丸：進餐時口服。

緩釋藥丸：晚餐時口服，整粒

吞服，不可咬碎。

以多種藥理控制二型糖尿病患者的基礎血糖及餐後
血糖：減低肝臟的葡萄糖製造、減少腸道的葡萄糖吸
收、改善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度以增加周邊肌肉的
葡萄糖攝入及運用。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對甲福明或其產品的
任何成分過敏、接受含碘顯影劑靜脈注射、腎功
能不全、急性或慢性的酸血症（包括糖尿病酮酸
症中毒）。

維他命B12缺乏症、腹瀉、胃腸氣
脹、消化不良、吸收障礙綜合症、
噁心、嘔吐、無力、頭痛等。

飲酒過量、長者、肝病、缺氧狀態、脫水、於放射診斷程序接受
含碘顯影劑靜脈注射、敗血症、外科手術等。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劑

(α-glucosidase inhibitor)
阿卡波糖 (Acarbose) 與進餐時第一口食物同服。

阿卡波糖抑制胰臟的α澱粉酶(a l pha-amy lase)
及腸道中的α葡萄糖苷水解酶(a lpha-g lucos ide 
hydrolases)，繼而抑制這些酶將小腸中的澱粉水解至
寡醣；及將寡糖、三醣及雙醣水解至葡萄糖和其他單
醣的作用。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肝硬化、結腸潰瘍、
因增加胃腸氣而會惡化的病況、糖尿病酮酸症
中毒、影響吸收或消化的消化道疾病、對阿卡波
糖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炎性腸病、腸道梗
阻、或可誘發腸道梗阻的情況。

腹痛、腹瀉、胃腸氣脹等。
與磺基尿素類藥物同用，有機會引致低血糖症；服用此藥期間
如有低血糖症，必須使用口服葡萄糖（右旋糖）治療，不可使
用蔗糖。

噻唑烷二酮類 (又稱格列酮類)
(Thiazolidinedione)

吡格列酮 (Pioglitazone) 是否與餐同服均可。
吡格列酮依賴胰島素發揮其藥理。它藉着增加身體
周邊組織及肝臟的胰島素敏感度，來增加葡萄糖移
除及減少肝臟的葡萄糖產量。

有以下 狀 況 人 士不 宜使 用：紐 約 心 臟 協 會
(NYHA)第三級及第四級的心臟衰竭、對吡格列
酮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

水腫、體重上升、貧血、骨折、肌
肉疼痛、頭痛、咽喉炎、鼻竇炎、
上呼吸道感染等。

充血性心臟衰竭、有病徵的心臟衰竭、監察水腫、糖尿病酮酸
症中毒、增加女性病人骨折的風險、體液瀦留、肝衰竭、低血
糖症、黃斑水腫、無排卵的停經前女士。

二肽基肽酶-4-抑制劑

(Dipeptidyl Peptidase IV 
(DPP-IV) Inhibitor)

西格列汀 (Sitagliptin)、
維格列汀 (Vildagliptin) 及
沙格列汀 (Saxagliptin)

是否與餐同服均可。

抑制腸降糖素（incretin）的降解，促進胰高血糖素
樣肽-1（glucagon-l ike peptide-1，簡稱GLP-1）及
葡萄糖依賴性促胰島素多肽（glucose-dependent 
insulinotropic polypeptide，簡稱GIP）的功能，從而增
加胰島素的釋放及降低高血糖素（glucagon）在血液
中的濃度。

對列汀類藥物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人士不
宜使用。

低血糖症、腸胃不適、上呼吸道
感染等、暈眩、頭痛、上呼吸道感
染等。

急性胰臟炎、與磺基尿素類藥物同用、肝或腎功能受損、懷孕
或授乳婦女等。

胰高血糖素樣肽-1受體激動劑

Glucagon-like peptide-1 
(GLP-1) receptor agonist)

艾塞那肽 (Exenatide)
早餐及晚餐前60分鐘內於

大腿、腹部或上臂作皮下注

射。不可於餐後注射。

艾塞那肽是一種腸降糖素模擬物，模擬腸降糖素促
進葡萄糖依賴性之胰島素分泌及其他抗高血糖的
作用。

對艾塞那肽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
腹瀉、消化不良、噁心、嘔吐、對
艾塞那肽產生抗體、暈眩、緊張、
頭痛等。

晚期腎病、腎臟透析、中度或嚴重腎病、血糖控制變差或不受
控制、嚴重的腸胃疾病、同時使用磺基尿素類藥物及/或其他
會加強葡萄糖依賴性促胰島素分泌的藥物、低血量、嚴重過敏
反應、急性胰臟炎（包括可致命及不會致命的出血性或壞死性
胰臟炎）、腎臟中毒和腎臟移植病人。

胰島素 
(Insulin)

胰島素 (Insulin) 視乎胰島素種類而定。

胰島素刺激碳水化合物的代謝，促進葡萄糖轉移至心
肌、骨骼肌和脂肪組織，及被轉化為糖原。此外，它
能刺激脂肪合成和抑制脂肪分解，同時亦可促進蛋
白質的合成。

有以下狀況人士不宜使用：低血糖症時、對胰島
素或其產品的任何成分過敏。

注射部位反應、低血糖症、脂肪再
生不良等。

嚴重或有生命危險的過敏反應、同時使用口服糖尿藥、降低血
鉀的藥或對血鉀水平敏感的藥、糖尿神經疾病、肝功能不全、
食物、運動或注射部位改變、疾病、生理負擔、情緒波動、嚴
謹的血糖控制、靜脈注射胰島素、腎功能不全等。

註 列出資料目的是讓消費者對藥物的藥理及副作用有更多理解，消費者如欲使用藥物，應向醫護人員查詢，並遵照藥物說明書或醫護人員指示服用。
上表中，除胰島素外，其餘全屬處方藥物。如果藥物屬處方藥物，必須經醫生診治後才處方。

[1] 紐約心臟協會（NYHA）第三級心臟衰竭是指病人進行日常輕微活動也會呼吸困難、心悸、胸悶或心絞痛，休息時會緩解，因而身體活動明顯受限制；
而第四級情況則是患者進行任何身體活動都會不舒服，甚至休息時也會出現不適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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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波糖
吡格列酮

列汀類藥物
艾塞那肽

健康錦囊

香港營養師協會指出，民間流傳一些聲稱有助控制血糖的茶療方法，例如

苦瓜茶及番石榴茶，暫時未有足夠的隨機對照研究支持，所以營養師一般不會建

議使用。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劉農虞醫師表示，苦瓜茶和番石榴茶對血糖有一點干

預作用，但飲用前須注意體質，苦瓜性偏「涼」，較宜「熱底」的人，體質偏寒者

（例如經常腹瀉），便不宜服用；相對而言，番石榴

屬「溫」性，較宜氣虛、「寒底」（例如怕冷）的人

服用，因此，消費者如欲嘗試這些茶療，應先

諮詢中醫意見。

以茶療控制血糖？

血糖維持於理想範圍。烹調宜清淡，即少

鹽、少糖、少油。

在選擇食物類別方面，食物所含的醣

質（碳水化合物）如澱粉質、果糖和乳糖均

會影響血糖的水平，因此必須適量地分配

於每日的飲食中，以維持血糖的穩定。減少

進食含高脂肪的食物，尤其是含高飽和脂

肪、高反式脂肪及高膽固醇的食物，多吃高

纖維素的食物如全穀麥類、綠葉蔬菜等。

而從進食分量的角度看，可把食物分

為三類：

1)	 熱量及醣質含量甚低，對血糖影

響輕微的食物，可以隨意進食：

飲品例子有清水、清茶、不加糖的咖

啡、鮮檸檬茶或檸檬水；食物例子則有綠葉

蔬菜、瓜類（如冬瓜、節瓜）、菇菌類（如冬

菇、雪耳）、調味品如醋、胡椒粉、薑、葱、

蒜頭、辣椒，花椒、八角及各種香草等。

2)	 由註冊營養師按個人需要編定

以適量進食的食物：

五穀類：飯、粥、粉、麵、麵包、餅

乾；根莖類蔬菜：薯仔、蓮藕、芋頭、葛、蕃

薯、紅蘿蔔；乾豆類：紅豆、綠豆、眉豆；水

果及純果汁（由於果汁纖維素成分甚低，

但果糖含量卻較高，進食全個水果有益得

多）；奶類：脫脂奶、低脂奶、低脂芝士、低

脂乳酪；肉、魚、蛋及乾豆類：瘦豬肉、瘦牛

適當的飲食
香港營養師協會指出，糖尿病患者應

以「均衡飲食，定時定量」為大原則來適量

攝取各類營養素。簡單而言，均衡飲食是

指每天按「健康飲食金字塔」的建議，適量

地進食五穀類、蔬菜、水果、肉、魚、蛋及

乾豆類和奶類，以攝取各類營養素。應多

選擇全穀麥類、蔬菜及水果；肉、魚、蛋及

乾豆類和奶類要選擇瘦肉、去皮、去脂肪

的家禽及脫脂奶或低脂奶類。定時定量地

進食是要避免過饑或過飽，以維持血糖的

穩定。若在一餐中進食大量的食物，會導

致血糖大幅上升，而進食太少則會令血糖

過低，影響健康。採取「少吃多餐」亦有助

素則應放於室溫，並應注意有效日期。雖

說是傳統藥物，但其生產技術已經由以往

從動物胰臟提取胰島素，改變成以DNA重

組技術（recombinant DNA）進行生物合成

生產。因應其由注射至發揮藥效的時間和

持久力，胰島素藥物可粗略分為長效、中

效和短效，由醫護人員瞭解患者的生活習

慣後建議選用，又或在適當時混合使用。

較新型的藥物
二 肽 基 肽 酶 - 4 - 抑 制 劑「列 汀」

（gliptin）〔例如西格列汀（sitagl iptin）、

維格 列汀（v i l d a g l i p t i n）及沙格 列汀

（saxagliptin）〕和胰高血糖素樣肽-1受體

激動劑艾塞那肽（exenatide）及利拉糖肽

（liraglutide）都是近年出現的新藥，兩者

的原理與腸降糖素（incretin）有關。人體

的天然降血糖工作除了依靠胰島素外，還

需要有腸降糖素，例如胰高血糖素樣肽-1

（GLP-1）。腸降糖素在進食時分泌，在血

糖升高時促使胰臟分泌胰島素，抑制胰

臟分泌高血糖素（glucagon）及促使肝臟

減少製造葡萄糖，以幫助身體維持血糖水

平。但是人體的小腸亦會分泌一種名為二

肽基肽酶（DPP-IV）的酵素，令腸降糖素

快速分解。列汀抑制DPP-IV，使腸降糖素

能發揮功能；艾塞那肽則模擬腸降糖素來

促進胰島素分泌。

較新型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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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輕鬆的活動開始做起，循序漸進加強運

動的時間和強度。已患上糖尿病併發症的

患者，選擇運動更應小心，例如糖尿病性

末梢神經病變患者便應好好保護腳部，避

免赤腳做運動。

出現低血糖怎麼辦？
若血糖值過低，患者會感到飢餓、軟

弱無力，可能出現心跳加速、手震、冒汗、

面色蒼白等徵狀，嚴重者更可能昏厥甚至

死亡。出現低血糖的原因包括沒有胃口下

進食過少、不正確服食或注射藥物、運動

量與飲食量不配合等。

患者應按照醫護人員建議的分量，

定時定量進食正餐和使用藥物，切勿胡亂

自行調校分量。運動前應已預先進食，當

中應包含適量的醣質，運動時隨身帶備含

醣質的食物和飲品（例如糖果、餅乾及果

汁等），如情況許可，可在運動前和運動中

途休息時檢查血糖，避免在血糖接近低水

平時仍勉強做運動。如曾出現低血糖的情

況，應清楚記錄，在下次覆診時告知醫生，

以便在有需要時調整藥物分量。

資料來源：本文部分資料由香港醫院

藥劑師學會藥物教育資源中心提供

肉、魚肉及其他海產（如蝦肉、蟹肉）、家禽

（去皮、去脂肪）及不經油炸的乾豆和豆類

製品。

3)	 含高糖/高鹽/高脂肪，容易增加

體重、冠心病及中風的機會，故需減少進

食的食物：

各類糖類：白砂糖、黃糖、冰糖、果

糖、蜜糖；糖果、朱古力；高糖分飲品：所有

普通汽水、盒裝/樽裝甜飲、三合一飲品、煉

奶；甜餅乾、甜麵包及糕點：夾心餅、曲奇

餅、菠蘿包、雞尾包、椰絲包、蛋撻；罐頭食

物：午餐肉、回鍋肉、腸仔、忌廉湯；高鹽分

配料：鹹菜、梅菜、鹹魚、腐乳；肥肉、雞皮、

豬腳、雞翼、內臟、魚頭、魚腩、排骨、臘味。

每人偶爾都會轉換食物，相同種類的

食物可以互相交換，有助穩定進食醣質及

熱量，維持血糖水平及增加飲食的變化，例

如以下各種食物都約含50克醣質：

1平中碗飯 = 5滿湯匙飯 = 米粉1平

碗 = 粥/麥皮2碗半 = 方包3至5片（視乎

大小）

購買預先包裝食物時，可留意營養

標籤的資料幫助換算。

湯水方面，可隨意選用的材料有低

醣質瓜菜（如白菜、冬瓜、節瓜）和菌類

（如冬菇、雪耳），而魚肉、瘦肉、家禽（去

皮、去脂肪）及海味類（如瑤柱、響螺等）

可適量選用，但含高醣質的蔬菜、乾豆、

生果及藥材則應減少選用。如進食高醣

質湯渣（粉葛、蓮藕、紅蘿蔔、薯仔、粟米

等），湯渣應計算在餐單的醣質分量內，

這類湯水每次不宜飲用多於1碗。宜多選

滾湯類，較短的烹調時間能減少維他命流

失，保持湯水的營養價值，而各種湯水也

要注意隔油。

選用健康煮食方法	
1. 採用低脂肪的煮食方法包括白

灼、蒸、炆、燉、焗和少油快炒。避免採用

煎、炸和多油炒等高脂肪的烹調方法。選

擇煮食油時，宜選擇植物油如花生油、芥

花籽油等，避免採用動物脂肪如豬油和牛

油。 

2. 烹調肉類或家禽時，先將肥膏和

皮層去掉，以減低脂肪的攝取。 

3. 多選用天然調味料如薑、葱、蒜

頭、胡椒粉、果皮等。避免選用大量含糖分

的調味料如砂糖、海鮮醬、茄汁等。 

4. 生粉含高醣質，所以烹調時應減

少用作打獻。

適量的運動
運動除了能即時消耗血糖和熱量，減

少脂肪積聚外，還能增加身體對胰島素的

反應，這點對二型糖尿病患者尤為重要，

因運動能改善他們身體胰島素抗拒的情

況。有些糖尿病患者在減肥後，可以諮詢

醫護人員意見來調整服藥量。

由於每個患者的病況

各有不同，加上部分

患者可能一向少

做運動，因此

應諮 詢醫 護 人

員和教練的意見，

如選用高醣質的材料煲湯，

進食這些湯料後，應將其醣

質分量計算在餐單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