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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糖」色變
正確認識糖尿病
（文源：webmd.com）

如

果您有糖尿病的風險，或者尿液
中的血糖過高，那麼您的醫生可
能會懷疑您患有糖尿病。
如果您的胰腺分泌很少或基本不分泌胰
島素（1型糖尿病），又或者如果身體
對胰島素沒有正常反應（2型糖尿病）
的話，那麼您的血糖水平就會很高。
從以下幾個測試開始篩查是否患有糖尿
病。多數情況下，您的醫生會對某項高
數值的測試結果重複檢查來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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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一種無法自己治療的嚴重疾
病。您的醫生會幫助您量身製定一個適
合您的治療計劃。同時會配合其他糖尿
病治療團隊的專業護理人員，包括腳科
醫生、營養師、眼科醫生和糖尿病專家
（內分泌專家）。
治療糖尿病需要密切關注您的血糖水
平，並結合藥物、運動和飲食。最大限
度地減少或避免快速變化的血糖水平的
「蹺蹺板效應」，可能需要快速改變藥
物劑量，尤其是胰島素。

檢查項目

結果顯示患有糖尿病

隨機血糖
（一天中任何時間，包括進餐後）

200 mg/dL或以上
並有糖尿病的症狀

FPG空腹血漿糖
（最少空腹8小時）

126 mg/dL 或以上

OGTT
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2小時血糖
（口服含75克葡萄糖溶液2小時後檢測血糖值）

200 mg/dL 或以上

A1C糖化血紅素
測度過去3個月之平均血糖控制情況的血液測試
（不需要空腹）

6.5%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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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飲食 對於患有糖尿病的人來說至關
重要，因此請與您的醫生或營養師一起
製定糖尿病食譜計劃。如果您患有1型糖
尿病，您的胰島素注射時間應取決於日
常的活動和飲食。什麼時候吃、吃多少
和吃什麼都同樣重要。通常，醫生會建
議每天吃三頓小餐和三到四份小吃，以
保持血液中糖和胰島素之間的平衡。
飲食中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的平
衡將有助於保持血糖水平。每種物質中
攝取多少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您的體
重和個人喜好。監測您攝入的碳水化合
物，瞭解您需要多少以及進食多少，這
是控制血糖的關鍵。如果您已經超重，
請保持低碳水化合物、低脂肪/低卡路里
的攝入。低於7％的飲食應該來自飽和脂
肪，您應該盡量避免食用反式脂肪。

運動 是糖尿病治療計劃的另一個關鍵因
素。對於任何一種類型的糖尿病，在開
始鍛煉計劃之前，請諮詢您的醫生。運
動可以改善身體對胰島素的吸收，並可
能降低血糖水平。為了防止您的血糖降
到危險的水平，請檢查您的血糖，並且
必要時在運動前半小時吃一點碳水化合
物零食。如果您開始感覺有點低血糖的
症狀，請停止鍛煉並及時攝入碳水化合
物的零食或飲料。等15分鐘後再檢查一
下，如果血糖仍然太低，就再吃一些。
運動可以幫助一些2型糖尿病患者降低
血糖水平，對於患糖尿病風險的人有
預防作用。對於任何一種類型的糖尿
病患者，運動可以降低心臟病發作或
中風的機率，並可以改善血液循環。
它也可以緩解壓力。需要減肥的2型
糖尿病患者可以通過適度的運動改善
身體狀況。大多數糖尿病患者每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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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的治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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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進行至少150分鐘的中等強度有氧運
動，如散步、健走等。通常建議每周
進行至少兩次的力量訓練。請與您的
醫生討論適合您的鍛煉類型。

亞裔糖尿病的現狀
在美國，每5個亞裔中就有1人會患上糖
尿病。雖然亞裔體重較輕，但他們比白
人罹患糖尿病的機率還高，從海外移居
美國的亞裔人群的糖尿病患病率高速增
長，這已成為現如今健康問題的極大挑
戰，同時，19%的亞裔正受糖尿病影響。
亞裔患2型糖尿病機率較高也是與他們的
基因及環境影響有關。
有趣的是，住在美國的華人比住在中國
本土的人患糖尿病的機率更高；同樣，
在美的日本人患病率也比在日本國內的
人高，這意味著環境是構成糖尿病的一
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美國日裔的
第二及第三代，糖尿病發生率仍高於白
人，這說明基因也是一項重要的因素。

糖尿病的醫務警報功能手環
是個不
錯的選擇。這會使其他人知道您的情
況，以防您有嚴重低血糖症發作時自
己卻不知道，或是您在發生事故時需
要緊急醫療護理。正確認識到自己患
有糖尿病很重要，因為低血糖發作時
很有可能被誤認為是醉酒，病人通常
無法照顧自己。如果沒有得到及時治
療，低血糖可能會導致昏迷或癲癇發
作。而且，由於您的身體在生病或受
傷時承受的壓力增加，因此需要由醫
務人員檢查您的血糖水平。請務必保
護好牙齒和牙齦，糖尿病會使牙齦疾
病惡化。

紐約華裔社區
糖尿病HbA1C數據

病人數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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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C < 5.7 A1C=5.7-6.4

A1C > 6.4

數量 占比

占比

（BioReference Lab 2016）

（2019年美國糖尿病協會會議提供）

關於糖尿病的數字
美國每年使用在照顧糖尿病前期及
糖尿病病者的成本為3270億美元。
在美國，有多於14.3%的人患有
糖尿病，38.0%被診斷為糖尿病前
期，至少有36.4%的人未被診斷。
在患有糖尿病的個案中，有50.9%
並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在紐約的亞裔成年人中，50.3%的
患有糖尿病或是糖尿病前期。

數量

占比

數量

占比

所有年齡 13,214 100 3,179

24

6,957

53

3,079

23

小於17歲

71

56

28

2

1

18至64歲 7,691 100 2,475 32

3,983

52

1,233

16

大於64歲 5,324 100

2,917

55

1,844

35

199 100

141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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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與糖尿病息息相關
當某些引起疾病的細菌，病毒
或寄生蟲污染食物時，它們會
引起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
病，通常被稱為食物中毒。
（文源：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美

國的食物供應是全球最安全的，
但它仍會成為所有人的感染源。
•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數據，
每年有4800萬人患病，128,000人住院
治療，3,000人死於食源性感染和疾
病。這些人中有許多是兒童、老年人或
免疫系統較弱，無法正常對抗感染的。
由於食源性疾病可能是嚴重的，甚至是
致命的，因此安全的食物處理方法對於
幫助降低食物中毒的風險非常重要。
食品安全
美國有很多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會影
響身體的各種器官和系統，導致它們無
法正常運作，並使您更容易受到感染。
例如：
• 您的免疫系統在正常運作時，可以
很容易抵禦有害細菌和其他導致感
染的病原體。對於糖尿病，您的免
疫系統可能無法識別有害細菌或其
他病原體。身體對外來入侵的自然

•

•

•

抵禦會延遲，這使得患有糖尿病的
人感染疾病的風險增加。
當您的胃腸功能正常時，您可以正
常消化代謝您食用的食物和飲料。
但是患有糖尿病可能會損害產生胃
酸的細胞和幫助胃和腸道將食物移
動到整個腸道的神經。所以，您所
食用的食物和飲料可能會長時間留
存在胃裡，從而使有害細菌和其他
病原體生長。
此外，用於清潔身體的腎臟可能無
法正常運作，並會存留有害細菌、
毒素和其他病原體。
患糖尿病的後果是，它可能使您更
容易發生感染。例如那些可能由引
起食物中毒的致病細菌和其他病原
體導致的感染。如果您發生食物中
毒時，會很容易患病住院，嚴重時
甚至會死亡。
為避免感染食源性疾病，在處理、
準備和食用食物時請務必注意安全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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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食源性疾病的主要病原體

相關食品/來源

食源性疾病

• 未經處理或污染的水

彎曲桿菌 • 未經巴氏滅菌（未加工）的牛奶
• 未加工或未煮熟的肉類、家禽或貝類

（附表一）

症狀和潛在影響
• 發燒、頭痛和肌肉疼痛，然後腹瀉（有時是血性）、
腹痛和噁心。症狀在進食後2至5天出現，可持續2至
10天。可能會擴散到血液中並導致嚴重感染或死亡。
• 水樣腹瀉、脫水、體重減輕、胃痙攣或疼痛、

• 食用受污染的水（包括游泳池或湖泊）
發燒、噁心和嘔吐，也可能存在呼吸道症狀。
隱孢子蟲 • 食用未經烹煮或污染的食物
• 症狀在感染後7至10天開始，可持續2至14天。
• 將污染的物體放入口中
在免疫系統較弱的包括糖尿病的患者中，
• 土壤、食物、水和受污染的表面
症狀可能會消退並在數周至數月內恢復。

產氣莢
膜梭菌

• 由於食物長時間放置在室溫下而導致的
• 肉類、肉類產品、家禽產品和肉汁

• 在約16小時內出現水樣腹瀉和腹部絞痛。通常
突然爆發，持續12至24小時。在老年人中，
症狀可持續1至2週。
• 嚴重的並發症甚至會造成死亡。
• 發燒、發冷、頭痛、腰酸、胃部不適、腹痛和腹瀉。

可能需要2個月才能生病。
• 可以在冰箱溫度下緩慢生長
•
胃腸道症狀可能在幾小時或2至3天內出現，並且可
• 未適當加熱的熱狗、午餐肉、冷盤等
能在攝入後2至6週出現疾病，持續時間不一定。
以及其他熟食風味的肉類和家禽
李斯特菌
• 有風險的人（包括患有糖尿病的人和其他免疫系統
• 未經巴氏殺菌的牛奶和用其製成的奶酪
較弱的人）可能會在以後患上更嚴重的疾病，甚至
會引發死亡。
• 煙熏海鮮和沙拉製成的各類沙拉
•
可能導致懷孕問題，包括流產、胎兒死亡或新生兒
• 生蔬菜
嚴重或死亡。

• 通常伴有嚴重血性的腹瀉、腹部痙攣和嘔吐。基本

• 未煮熟的牛肉，特別是漢堡包
不會有發燒的現象。
大腸桿菌 • 未經巴氏殺菌的牛奶和果汁，如蘋果酒 • 在食用污染的食物後1至9天開始並持續約2至9天。
• 某些人群，特別是年輕的群體，可能會發生溶血性
O157：H7 • 受污染的生水果和蔬菜以及水
尿毒綜合徵（HUS），可能導致急性腎功能衰竭，
• 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並可導致永久性腎臟損害甚至死亡。

• 貝類和受糞便污染的食品或水

諾如病毒 • 受感染的食品工人觸摸過即食食品，
如沙拉、三明治、冰、餅乾、水果
• 未加工或未煮熟的雞蛋，家禽和肉類
沙門氏菌 • 未經巴氏殺菌的牛奶或奶酪
• 奶酪和海鮮
• 新鮮水果和蔬菜

弓形蟲

• 玩貓、清潔貓砂盆或接觸任何貓糞
污染過的物品後
• 生肉或未煮熟的肉

創傷弧菌 • 生的或未煮熟的海鮮（魚或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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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心、嘔吐和胃痛的症狀通常在24至48小時開始，
接觸後12小時內發生，症狀通常持續12至60小時。
• 腹瀉在成人中更為普遍，在兒童中嘔吐更為普遍。
• 胃痛、腹瀉、噁心、發冷、發燒或頭痛通常在進
食後6至72小時出現，可能會持續4至7天。
• 對於免疫系統較弱的人，如糖尿病患者，感染可
能更嚴重，並導致嚴重的並發症，甚至死亡。
• 那些免疫系統較弱的人，包括糖尿病患者，可能
會患上更嚴重的疾病。
• 可能導致懷孕問題，包括流產和先天性缺陷。
• 腹瀉、胃痛和嘔吐在4小時至數天內持續2至8天。
可能導致血液感染。對於免疫系統弱的人可能會
導致死亡，包括患有糖尿病、癌症或肝病的人。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一般來說，最有可能含有有害細菌或
病毒的食物分為兩類：
• 未煮熟的新鮮水果和蔬菜
• 某些動物食品，如未經巴氏殺菌的
（未加工的）牛奶；用生乳製成的
軟奶酪；未加工或未煮熟的雞蛋、
生肉、生禽、生魚、生貝類及其果
汁；在熟食店內現場準備的午餐肉
和熟食沙拉（無添加防腐劑）。

這些食物實際上可能帶來的風險取決
於食物的來源及加工、儲存和製作方
式。
遵循食品安全的四個基本步驟：乾
淨、分裝、烹熟和冷藏。以便安全地
選擇和準備您喜歡的食物。如果您有
關於選擇食物的疑問，請諮詢您的醫
生。

常見食品：高/低致病風險（見附表二）

食物種類
肉類和家禽

高風險

低風險

生的或未煮熟的肉類或家禽

煮熟的肉類或家禽

海鮮

• 任何未經加工或未煮熟的魚、貝類或含有
生或熟的海鮮食物，如生魚片等。
• 部分煮熟的海鮮，如螃蟹。

• 以前煮熟的海鮮加熱至165°F
• 魚類和海鮮罐頭
• 海鮮煮至145°F

牛奶

未經巴氏殺菌的（未加工的）牛奶

巴氏殺菌牛奶

雞蛋

含有生/低溫的食品，例如：
• 自製凱撒沙拉醬
• 自製生餅乾麵團
• 自製蛋酒

在家：
• 使用巴氏殺菌雞蛋/雞蛋產品
準備食用生食或生雞蛋的食物
外出就餐：
• 詢問是否使用過巴氏殺菌蛋

豆芽

生芽（苜蓿、豆、orany其他芽）

煮熟的豆芽

蔬菜

• 貝類和受糞污染的食品或水
• 受感染食品工人觸摸的即食食品；
如沙拉、三明治、冰、餅乾、水果

經過清洗的新鮮蔬菜，包括生菜

芝士

由未經高溫消毒的牛奶製成的軟奶酪

• 硬奶酪 • 加工奶酪 • 奶油奶酪
• 莫扎里拉奶酪 • 軟奶酪

熱狗

熱狗、熟食肉類和未經重新加熱的肉類

熱狗、午餐肉和熟食肉類再加熱至165°F

肉醬

未經巴氏殺菌的冷藏肉類或肉醬

罐裝肉醬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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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源性病原體都是很隱密不易被發
現的，有些看起來完全沒問題的
食物可能就會含有可致病的細菌、病
毒或寄生蟲。千萬不要通過品嚐食物
來確定它是否安全。

食品安全的四個基本步驟
1. 清潔：
細菌可以在整個廚房中傳播，沾染
到菜板、器具、檯面和食物。
• 在處理食物之前和之後以及使用浴
室、更換尿布或處理寵物之後，用
肥皂水洗手至少20秒。
• 在準備生肉、家禽和海鮮產品之間
用熱水清洗砧板、餐具和檯面，以
及準備任何其他不會烹飪的食物。
• 用廚房紙清理廚具表面。如果使用
抹布，則應經常用熱水清洗。
• 沖洗水果和蔬菜，在流動的自來水
下搓洗水果和蔬菜。
• 罐頭食品打開前請記得清潔蓋子。
2. 分裝：
當細菌從一種食品擴散到另一種食
品時發生交叉污染。這在處理生
肉、家禽、海鮮和雞蛋時尤為常
見。關鍵是要將這些食物遠離即食
食品。
• 在您的超市購物車、購物袋和冰箱
中將生肉、家禽、海鮮和雞蛋與其
他食物分開。
• 切勿將熟食放在之前裝有生肉、家
禽、海鮮或雞蛋的未洗過的盤中。
• 不要再次使用生食中使用過的未煮
熟的醃汁。
• 考慮將砧板分開使用，一塊僅用於
生食，另一塊僅用於即食食物，如
麵包、新鮮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熟
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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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烹飪：
使用食物溫度計測量熟食的幾個不
同位置的內部溫度以確保肉類、家
禽、海鮮或蛋製品烹飪到安全的最
低內部溫度。
• 蒸煮海鮮至145°F。煮蝦、龍蝦和
螃蟹，直到它們變紅，果肉呈珍珠
狀。不要吃沒有開殼的貝類。
• 煮雞蛋要到蛋黃和蛋白都變硬。
• 將所有生牛肉、羊肉、豬肉和排骨
等煮至145°F，關火靜置3分鐘。
• 再加熱時，將醬汁、湯和肉汁煮
沸。將其他剩餘物加熱到165°F。
• 再加熱熱狗、午餐肉和其他熟食時
的溫度煮至165°F。
• 在微波爐中烹飪時，將食物均勻攪
拌並蓋上蓋子。在達到USDA-FDA建
議的安全溫度時就可以了。
4. 冷藏：
低溫會減緩有害細菌的生長。保持
冰箱溫度恆定在40°F或以下是降
低食物中毒風險的有效方法之一。
• 在烹飪或購買後2小時內冷藏或冷
凍肉類、家禽、蛋類、海鮮和其
他易腐食品。如果室外溫度高於
90°F，請在1小時內冷藏。
• 切勿在室溫下解凍食物。在冰箱、
冷水或微波爐中解凍食物是安全
的。如果用冷水或微波爐解凍食
物，應立即煮熟。
• 將多量的食物進行分裝，以便在冰
箱中更快地冷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