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員筆記 

 



2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3 
 

第一章  認識長者 
雖然大部份長者並無嚴重殘障雖然大部份長者並無嚴重殘障雖然大部份長者並無嚴重殘障雖然大部份長者並無嚴重殘障，，，，但身體機能逐但身體機能逐但身體機能逐但身體機能逐

步退化及疾病帶來的功能障礙步退化及疾病帶來的功能障礙步退化及疾病帶來的功能障礙步退化及疾病帶來的功能障礙，，，，於長者來說的確較於長者來說的確較於長者來說的確較於長者來說的確較

為常見為常見為常見為常見。。。。以下是一些可能因素以下是一些可能因素以下是一些可能因素以下是一些可能因素：：：：    

� 循環系統疾病循環系統疾病循環系統疾病循環系統疾病，，，，如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如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如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如中風和缺血性心臟病((((冠心病冠心病冠心病冠心病))))        

� 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如抑鬱和老年痴呆症如抑鬱和老年痴呆症如抑鬱和老年痴呆症如抑鬱和老年痴呆症；；；；    

� 環境因素造成的跌環境因素造成的跌環境因素造成的跌環境因素造成的跌倒及受傷倒及受傷倒及受傷倒及受傷；；；；    

� 由於年長而引致的退化由於年長而引致的退化由於年長而引致的退化由於年長而引致的退化，，，，如聽覺及視覺障礙如聽覺及視覺障礙如聽覺及視覺障礙如聽覺及視覺障礙；；；；    

� 社會及經濟因素社會及經濟因素社會及經濟因素社會及經濟因素，，，，社交上的孤立疏離社交上的孤立疏離社交上的孤立疏離社交上的孤立疏離。。。。    

一些本地的研究指出一些本地的研究指出一些本地的研究指出一些本地的研究指出，，，，本港長者亦面對同類疾本港長者亦面對同類疾本港長者亦面對同類疾本港長者亦面對同類疾

病和健康問題病和健康問題病和健康問題病和健康問題。。。。中風中風中風中風、、、、老年痴呆症和骨折老年痴呆症和骨折老年痴呆症和骨折老年痴呆症和骨折，，，，是引致是引致是引致是引致

七十歲以上長者功能障礙的最重要因素七十歲以上長者功能障礙的最重要因素七十歲以上長者功能障礙的最重要因素七十歲以上長者功能障礙的最重要因素；；；；筋骨肌肉筋骨肌肉筋骨肌肉筋骨肌肉

毛病及所引發的痛症毛病及所引發的痛症毛病及所引發的痛症毛病及所引發的痛症，，，，亦減弱了長者日常生活活動亦減弱了長者日常生活活動亦減弱了長者日常生活活動亦減弱了長者日常生活活動

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而認知障礙而認知障礙而認知障礙而認知障礙、、、、功能喪失功能喪失功能喪失功能喪失、、、、弱視弱視弱視弱視、、、、中風中風中風中風、、、、柏柏柏柏

金遜症和骨折金遜症和骨折金遜症和骨折金遜症和骨折，，，，是導致長者入住院舍的重要健康因是導致長者入住院舍的重要健康因是導致長者入住院舍的重要健康因是導致長者入住院舍的重要健康因

素素素素。。。。此外此外此外此外，，，，本港長者亦較多出現認知障礙本港長者亦較多出現認知障礙本港長者亦較多出現認知障礙本港長者亦較多出現認知障礙，，，，自殺率自殺率自殺率自殺率

也較高也較高也較高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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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普查的健康普查的健康普查的健康普查的

正確觀念正確觀念正確觀念正確觀念    

推廣健康推廣健康推廣健康推廣健康    

生活的資訊生活的資訊生活的資訊生活的資訊    

正確使用正確使用正確使用正確使用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促進家居促進家居促進家居促進家居    

環境的安全環境的安全環境的安全環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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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感覺器官老化感覺器官老化感覺器官老化感覺器官老化     
視覺：人的視力在十幾歲時達到最高峰，40 歲後

開始退化，最常見的是「老花眼」，對左右

兩方的事物反應能力較慢。亦會出現淚管

閉塞，令外溢淚水增加。 

聽覺：隨著年紀變大，內耳感受頻率的聽覺神經

逐漸萎縮、內耳細胞慢慢退化，30 歲後聽

力逐漸損失，但年紀愈大會有重聽、耳聾

的現象造成與人溝通的困擾，還可能形成

個體多疑與 

嗅覺：年紀愈大鼻腔內嗅覺細胞數量減少、嗅覺

靈敏度下降，平均每 20 年下降一半； 

味覺：因舌頭上味蕾的數目減少，到 70 歲味蕾

數目僅為 20 歲的六分之一； 

觸覺：最明顯的就是反應變差，特別是接近手指

或腳趾尖的部位。對各種感覺，如痛覺、

溫差感的敏感性下降，未能清楚感受天氣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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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心肺功能    
運動時較以前容易氣喘，一般的日常活動則無礙。 

 

 

 

 

 

二二二二))))    筋骨肌肉筋骨肌肉筋骨肌肉筋骨肌肉    
關節痛楚，尤其是過重者的膝關節。 

 

 

 

三三三三))))    記憶能力記憶能力記憶能力記憶能力    
記憶力和學習能力減弱。 

 

 

四四四四))))    排泄系統排泄系統排泄系統排泄系統    
較容易便秘，夜尿較以前頻密，甚至大小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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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健康飲食原則 

均衡飲食使身體正常運

作，有助抵抗疾病，讓你

時刻感到精力充沛並維

持理想體重。 

 

 

 

研究指出，如要達致理想體重，最有效及可

持續的方法便是： 

 
 

 

 

  

進行適量運動 保持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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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層 

 

 

 

((((一一一一)))) 五穀類五穀類五穀類五穀類     

五穀類食物主要包括飯、麵、餅乾和

通心粉等等。為身體打基礎的五穀類

食物，含豐富澱粉質，提供熱能和動

力。 

而全麥類食物含豐富纖維素，更有助

大便暢通及預防腸道疾病。 

 糖尿人士亦要小心白米的醣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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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 

 
 

 

 

((((二二二二)))) 蔬菜瓜果類蔬菜瓜果類蔬菜瓜果類蔬菜瓜果類         

各類蔬菜及生果包括綠色蔬菜、紅蘿蔔、

青瓜、蕃茄、水果等，含多種維生素、

礦物質及維他命A和C，能增強抵抗力。

同時，豐富纖維素，亦有助大便暢通並

減低患上腸道疾病的機會。 

 

 綠色蔬菜因有維他命 K， 

服食薄血丸的長者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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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 
 

 

 

 

 

 

 

((((三三三三)))) 肉類肉類肉類肉類、、、、蛋類蛋類蛋類蛋類     

各種肉類包括紅肉、白肉、魚肉等，與

蛋類食物均含豐富維他命 A、維他命 

D、鐵質和蛋白質，蛋白質能助長發

育，修補細胞及維持體內新陳代謝所

需。 

 黃豆類食物含有嘌呤，痛風人仕應注意 

 肉類有脂肪，不應煲太耐； 

 長者消化能力減弱，會較難消化及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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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 
 

 

 

 

 

 

 

((((四四四四)))) 奶奶奶奶品類及鈣類類及鈣類類及鈣類類及鈣類    

牛奶牛奶牛奶牛奶、、、、芝士芝士芝士芝士、、、、酸乳酪等酸乳酪等酸乳酪等酸乳酪等食物食物食物食物含豐富鈣含豐富鈣含豐富鈣含豐富鈣

質質質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 DDDD 及多種維生素及多種維生素及多種維生素及多種維生素

BBBB，，，，保持牙齒及骨骼健康保持牙齒及骨骼健康保持牙齒及骨骼健康保持牙齒及骨骼健康。。。。    

 應選低脂或脫脂 

 營養補充劑/營養粉-衹有體重過輕或需

要額外營養人士，最好由營養師推薦。 

 長者消化能力減弱，會較難消化及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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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頂層 
 

 

 

 

 

 

((((五五五五)))) 油類及調味料類油類及調味料類油類及調味料類油類及調味料類        

金字塔的最頂層表示脂肪金字塔的最頂層表示脂肪金字塔的最頂層表示脂肪金字塔的最頂層表示脂肪、、、、油油油油、、、、鹽及糖鹽及糖鹽及糖鹽及糖

類等調味料應吃最少類等調味料應吃最少類等調味料應吃最少類等調味料應吃最少。。。。油和糖油和糖油和糖油和糖雖可雖可雖可雖可提供提供提供提供

熱能熱能熱能熱能，，，，但但但但多食可引致肥胖多食可引致肥胖多食可引致肥胖多食可引致肥胖、、、、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高高高

膽固醇膽固醇膽固醇膽固醇、、、、心臟病心臟病心臟病心臟病、、、、中風等中風等中風等中風等。。。。    

鹽鹽鹽鹽可可可可維持體內水份平衡維持體內水份平衡維持體內水份平衡維持體內水份平衡，，，，但但但但多食可導致多食可導致多食可導致多食可導致

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高血壓。。。。    

 調味可落其他如蔥、薑等天然材料

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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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需要的食物分量舉例 

 

 

 

 

 

 

 

怎樣容易量度食物的份量？ 

� 大家可以利用手指和手掌的面積 

� 簡單量度食物的分量和每天不同食物

組別所需攝取的分量 

  

※   1 碗五穀類食物=1 碗飯或粉或麵、2 碗粥/麥皮、2 塊方包 

※※ 1 份蛋白質食物=1 安士(熟秤)瘦肉或魚(1 安士肉大小約

等於一只麻雀牌)、2 隻蛋、1 杯低脂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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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士肉安士肉安士肉安士肉    1 個水果個水果個水果個水果 

1 碗五穀食物碗五穀食物碗五穀食物碗五穀食物  1 茶匙油茶匙油茶匙油茶匙油 

1 碗五穀食碗五穀食碗五穀食碗五穀食   1 個水果個水果個水果個水果 

3 安士熟肉或魚安士熟肉或魚安士熟肉或魚安士熟肉或魚 

多多菜多多菜多多菜多多菜     1 茶匙油茶匙油茶匙油茶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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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響心臟健康的

飲食要訣 
要訣要訣要訣要訣(1(1(1(1) ) ) ) 應減少進食含高飽和脂肪的食物應減少進食含高飽和脂肪的食物應減少進食含高飽和脂肪的食物應減少進食含高飽和脂肪的食物        

脂肪是高熱量的來源(每克脂肪可提供 9 千卡熱量

)，它有助吸收脂溶性維他命(即維他命 A、 D、 E

及 K)。 
膳食中的脂肪可提供我們身體不能製造的必需脂

肪酸。脂肪可促進正常生長和發育，若進食適量的

脂肪則可有助維持健康。 
不過，攝取過量脂肪則與一些嚴重的健康問題有關

，如增加患上心臟病、肥胖症及某類癌症的風險。 

要訣要訣要訣要訣((((2222) ) ) ) 減少進食含反式脂肪的食物減少進食含反式脂肪的食物減少進食含反式脂肪的食物減少進食含反式脂肪的食物    
反式脂肪的特質與飽和脂肪相若，由於人體無法處

理這種人造油脂，令其堆積於體內，增加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即是「壞」膽固醇)。 

另外，又會減少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即是「好」膽

固醇)，因而增加患上冠心病的風險。同時，反式脂

肪酸會令好膽固醇不能發揮其「清道夫」的作用，

增加血管硬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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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式脂肪主要來自以氫化植物油為材料或用氫化植

物油烹調的煎炸和烘培食品。 

牛和羊的奶和脂肪及其製品(例如全脂牛奶及牛油)

含有小量天然的反式脂肪。  

有可能以氫化植物油製造的食物包括 ：  

人造牛油 、 起酥油 、餅乾、脆片、曲奇餅、炸薯

條、蛋糕、沙律醬、 餡餅 及 植脂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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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訣要訣要訣要訣((((3333)))) 減少進食含高膽固醇的食物減少進食含高膽固醇的食物減少進食含高膽固醇的食物減少進食含高膽固醇的食物    

膽固醇是脂肪的一種膽固醇是脂肪的一種膽固醇是脂肪的一種膽固醇是脂肪的一種，，，，是是是是構成細胞壁構成細胞壁構成細胞壁構成細胞壁、、、、膽汁及各種荷膽汁及各種荷膽汁及各種荷膽汁及各種荷

爾蒙的主要成分爾蒙的主要成分爾蒙的主要成分爾蒙的主要成分。。。。人體人體人體人體內內內內大部分的膽固醇是由肝臟製大部分的膽固醇是由肝臟製大部分的膽固醇是由肝臟製大部分的膽固醇是由肝臟製

造造造造，，，，我們也可從動物性食物攝取膽固醇我們也可從動物性食物攝取膽固醇我們也可從動物性食物攝取膽固醇我們也可從動物性食物攝取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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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血液中血液中血液中，，，，過多的膽固醇會危害過多的膽固醇會危害過多的膽固醇會危害過多的膽固醇會危害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過剩的膽固醇會形成斑過剩的膽固醇會形成斑過剩的膽固醇會形成斑過剩的膽固醇會形成斑

塊塊塊塊，，，，積聚於血管內壁積聚於血管內壁積聚於血管內壁積聚於血管內壁。。。。久而久久而久久而久久而久

之之之之，，，，積聚的脂肪斑塊會引致血積聚的脂肪斑塊會引致血積聚的脂肪斑塊會引致血積聚的脂肪斑塊會引致血

管硬化管硬化管硬化管硬化、、、、狹窄或造成堵塞狹窄或造成堵塞狹窄或造成堵塞狹窄或造成堵塞，，，，最最最最

終可導致終可導致終可導致終可導致    冠心病冠心病冠心病冠心病、、、、中風及其中風及其中風及其中風及其

他血管疾病他血管疾病他血管疾病他血管疾病。。。。    

對不同人口作出調查的研究發對不同人口作出調查的研究發對不同人口作出調查的研究發對不同人口作出調查的研究發

現現現現，，，，血膽固醇較高的群組比血血膽固醇較高的群組比血血膽固醇較高的群組比血血膽固醇較高的群組比血

膽固醇較低的群組較多患動脈膽固醇較低的群組較多患動脈膽固醇較低的群組較多患動脈膽固醇較低的群組較多患動脈

粥樣硬化和冠心病粥樣硬化和冠心病粥樣硬化和冠心病粥樣硬化和冠心病。。。。    

膽固醇不溶於水膽固醇不溶於水膽固醇不溶於水膽固醇不溶於水，，，，必須與蛋白必須與蛋白必須與蛋白必須與蛋白

質結合質結合質結合質結合，，，，成為脂成為脂成為脂成為脂蛋白後才可被蛋白後才可被蛋白後才可被蛋白後才可被

血液血液血液血液    輸送到身體各部份輸送到身體各部份輸送到身體各部份輸送到身體各部份。。。。    

脂蛋白脂蛋白脂蛋白脂蛋白大致分為大致分為大致分為大致分為：：：：    

高密度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好膽固醇好膽固醇好膽固醇好膽固醇))))及及及及    

低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壞膽固醇壞膽固醇壞膽固醇壞膽固醇))))    

此兩類此兩類此兩類此兩類外外外外，，，，加上加上加上加上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

((((另一種脂肪另一種脂肪另一種脂肪另一種脂肪))))，，，，是計算總血膽是計算總血膽是計算總血膽是計算總血膽

固醇水平的主要血脂固醇水平的主要血脂固醇水平的主要血脂固醇水平的主要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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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主要主要主要血脂的類別血脂的類別血脂的類別血脂的類別】】】】    

 

將多餘的膽固醇從動脈壁運回肝臟將多餘的膽固醇從動脈壁運回肝臟將多餘的膽固醇從動脈壁運回肝臟將多餘的膽固醇從動脈壁運回肝臟

進行降解和清除進行降解和清除進行降解和清除進行降解和清除，，，，從而將血管堵塞從而將血管堵塞從而將血管堵塞從而將血管堵塞

減至最低減至最低減至最低減至最低，，，，維持動脈暢通維持動脈暢通維持動脈暢通維持動脈暢通。。。。        

患上冠心病的患上冠心病的患上冠心病的患上冠心病的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將膽固醇運往動脈內壁積聚將膽固醇運往動脈內壁積聚將膽固醇運往動脈內壁積聚將膽固醇運往動脈內壁積聚，，，，堵塞堵塞堵塞堵塞

動脈動脈動脈動脈。。。。    
患上心血管病的患上心血管病的患上心血管病的患上心血管病的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水平過高會堵塞動脈水平過高會堵塞動脈水平過高會堵塞動脈水平過高會堵塞動脈，，，，阻礙阻礙阻礙阻礙高密度高密度高密度高密度

脂蛋白膽固醇的脂蛋白膽固醇的脂蛋白膽固醇的脂蛋白膽固醇的正常運作正常運作正常運作正常運作    
患上心血管病的患上心血管病的患上心血管病的患上心血管病的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        
血液中的膽固醇

類別    

理想水平（mmol/L）    

總膽固醇    低於低於低於低於 5.25.25.25.2 

低密度膽固醇    

(壞膽固醇)    

低於低於低於低於 3.43.43.43.4 
((((如患有心腦管病變最好低於如患有心腦管病變最好低於如患有心腦管病變最好低於如患有心腦管病變最好低於 2.62.62.62.6)))) 

高密度膽固醇    

(好膽固醇)    

高於高於高於高於 1.01.01.01.0 

三脂甘油脂    低於低於低於低於 1.71.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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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證據顯示有證據顯示有證據顯示有證據顯示，，，，以患上心血管系統疾病的風險而言以患上心血管系統疾病的風險而言以患上心血管系統疾病的風險而言以患上心血管系統疾病的風險而言，，，，

攝入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比攝入膳食膽固醇更為重攝入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比攝入膳食膽固醇更為重攝入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比攝入膳食膽固醇更為重攝入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比攝入膳食膽固醇更為重

要要要要。。。。特別是有些研究結果指出特別是有些研究結果指出特別是有些研究結果指出特別是有些研究結果指出，，，，增加攝入飽和脂肪增加攝入飽和脂肪增加攝入飽和脂肪增加攝入飽和脂肪

或會令人體製造更多膽固醇或會令人體製造更多膽固醇或會令人體製造更多膽固醇或會令人體製造更多膽固醇。。。。    

因此單憑減少攝入膳食膽固醇未必有助降低血膽固因此單憑減少攝入膳食膽固醇未必有助降低血膽固因此單憑減少攝入膳食膽固醇未必有助降低血膽固因此單憑減少攝入膳食膽固醇未必有助降低血膽固

醇水平醇水平醇水平醇水平。。。。為心臟健康着想為心臟健康着想為心臟健康着想為心臟健康着想，，，，除了膳食膽固醇外除了膳食膽固醇外除了膳食膽固醇外除了膳食膽固醇外，，，，我我我我

們更應留意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的攝入量們更應留意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的攝入量們更應留意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的攝入量們更應留意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的攝入量。。。。        
    

要訣要訣要訣要訣(4)(4)(4)(4)    減少進食含高鈉減少進食含高鈉減少進食含高鈉減少進食含高鈉（（（（鹽鹽鹽鹽））））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的食物    
攝取過量鹽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及胃癌的風險攝取過量鹽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及胃癌的風險攝取過量鹽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及胃癌的風險攝取過量鹽份會增加患上高血壓及胃癌的風險，，，，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應應應應用營養標籤選擇鹽份較低的食物用營養標籤選擇鹽份較低的食物用營養標籤選擇鹽份較低的食物用營養標籤選擇鹽份較低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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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訣要訣要訣要訣((((5555))))    減少進食含高糖分的食物及飲品減少進食含高糖分的食物及飲品減少進食含高糖分的食物及飲品減少進食含高糖分的食物及飲品    
糖分是熱量的來源糖分是熱量的來源糖分是熱量的來源糖分是熱量的來源，，，，過量進食及加上運動量不足過量進食及加上運動量不足過量進食及加上運動量不足過量進食及加上運動量不足，，，，容容容容

易導致肥胖易導致肥胖易導致肥胖易導致肥胖，，，，增加患上冠心病的機會增加患上冠心病的機會增加患上冠心病的機會增加患上冠心病的機會。。。。為了避免體重為了避免體重為了避免體重為了避免體重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宜減少進食或飲用加入大量糖分的食物及飲宜減少進食或飲用加入大量糖分的食物及飲宜減少進食或飲用加入大量糖分的食物及飲宜減少進食或飲用加入大量糖分的食物及飲

品品品品，，，，如蛋糕如蛋糕如蛋糕如蛋糕、、、、紙包飲品紙包飲品紙包飲品紙包飲品、、、、汽水等汽水等汽水等汽水等。。。。    

食物糖量參考：食物糖量參考：食物糖量參考：食物糖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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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體質量指數 

肥胖指人體內積存過量脂肪，增加了患上相關疾病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甚至死亡的風險。透過計算

「身體質量指標」Body Mass Index（BMI），我們便可

藉此客觀數據，衡量肥胖程度。令人憂慮的是，即使體

重指標還未達到很高水平，脂肪積聚已開始影響健康。 

有研究顯示，屬於肥胖長者，身體質量指標(BMI)超

過二十五的話，即使本身身體狀況良好，沒有慢性疾病，

其死亡風險也較體重正常的人高出五成四。肥胖人士患

上疾病的風險到底有多大？比常人可高於2至3倍容易

患上的疾病包括： 

- 冠心病 

- 高血壓 (可導致心臟病、中風等) 

- 骨關節炎 

- 高尿酸血症 

- 痛風症 

香港肥胖醫學會調查發現香港肥胖醫學會的調查

發現八成受訪肥人至少有一種慢性疾病，50 歲或以上肥

人更平均患 2.3 種慢性病，如高血壓及糖尿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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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唔覺得肥胖係健康問題，以為係高矮肥瘦的

問題，其實肥胖係一種病，係都市病之源，又同中風、

冠心病、癌症有關，係身體計時炸彈，唔會即時引爆，

但早醫可減低風險。」減肥無捷徑，必須靠勤做運動及

飲食習慣著手，如多散步及行樓梯等。 

亞洲成年人的 BMI 分類與患上嚴重疾病風險的對照表* 

分類 ＢＭＩ 

（公斤／米²） 

患上嚴重疾病 

風險 

過輕 < 18．5 低 

(體重過輕對健康   

有其他影響） 

正常 18.5 - 22.9 普通 

過

重 

邊緣 23 - 24.9  增加 

肥胖（中度） 25 - 29.9 中度 

肥胖（嚴重） > 30 高度 

* 參考資料： WHO/IASO/IOTF. The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redefining obesity and its treatment. Health Communi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2000. 

正常脂肪比例： 

• 男性：<25% 

• 女性：<30% 

腰圍尺吋相等於或超出以下水平，你將被界定為中央

肥胖。 

- 男性：90 厘米以上 （約 36 吋） 

- 女性：80 厘米以上 （約 32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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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血糖值的標準 
糖尿病是一種代謝失調的慢性疾病。我們進食碳水化合物

(包括糖分、澱粉質等)時，經消化後會變成葡萄糖，由小腸

吸收進入血液循環系統，成為血糖。胰臟會分泌胰島素，協

助血糖進入細胞以供運用。 

當身體胰島素分泌不足或人體無法利用所產生的胰島素時，

血糖便會上升。血糖過高可引致脂肪及蛋白質代謝紊亂，長

遠而言，更會引起多個身體系統及器官破壞，包括：心血

管、視網膜、神經、腎臟等。 
 

    

正常血糖水平正常血糖水平正常血糖水平正常血糖水平 

(Normal Glucose Regulation ) 

空腹空腹空腹空腹: <5.6 mmol/L 

空腹血糖異常空腹血糖異常空腹血糖異常空腹血糖異常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  

空腹空腹空腹空腹: ≥≥≥≥ 5.6 至至至至 <<<< 7 mmol/L；；；； 

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 <7.8 mmol/L 

血糖耐量異常血糖耐量異常血糖耐量異常血糖耐量異常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  

空腹空腹空腹空腹: <7 mmol/L ；；；； 

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 ≥≥≥≥7.8 至至至至< 11.1 mmol/L 

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糖尿病 

(Diabetes)  

空腹空腹空腹空腹: ≥≥≥≥7 mmol/L；；；；或或或或 

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餐後兩小時: ≥≥≥≥11.1mmol/L 

 

糖尿病患者與正常人血糖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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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如何選擇食物？ 
碳水化合物 

是人體較佳的能量來源。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
碳水化合物應佔能量攝入量的 55% 至 75% 。穀類和
高澱粉蔬菜（如馬鈴薯和芋頭）含豐富澱粉，為我們
提供大量能量。 

膳食纖維 

可簡單區分為可溶性纖維和不可溶性纖維兩大類。膳
食纖維一向公認為可促進人體健康，有助預防癌症和
心臟病等多種慢性疾病。 

 

部分粥、粉、麵和飯的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纖維比較： 
 食品類別 

(每 100 克) 
碳水化合物

(克) 
膳食纖維 

(克) 

粥粥粥粥    
米粥(已熟)  10 0.1 

燕麥片(已熟；沒有添加鹽) 10 1.7 

粉粉粉粉 
全蛋意粉(已熟；沒有添加鹽) 27 1.9 

全麥意粉(以不含鹽的水煮熟) 23 5.3 

麵麵麵麵 
即食麵 62 0.7 

全蛋麵(乾；沒有添加調味品)  71 3.3 

飯飯飯飯 
白米(長粒；未煮及沒有添加調味品) 80 1.3 

糙米(長粒；未煮) 77 3.5 

 

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 ���� 

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 ���� 

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 ���� 

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醒目之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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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醣質食物交換法 

不少糖尿病患者為免血糖過高，飲食諸多限制，其

實若掌握食物的醣質量，即碳水化合物分量，利用

「醣質食物交換法」選擇不同食物，加上按醫生指

示，即使「高危食物」如糖水或芝士蛋糕等亦可如

常進食。 

「醣質」是指食物中能影響血糖水平的物質，包括

五穀類的澱粉質、水果的果糖、奶類的乳糖和甜食

的糖分。 

在進食含醣質的食物時，長者可以如「以物

易物」般將相約醣質含量的食物作換算。例如在正

餐時，可以選擇以同樣含五份醣質的一平碗米粉或

兩碗半粥，來代替一平碗白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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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表

水果類：

1 個細橙個細橙個細橙個細橙 10粒細提子 

1 個細蘋果個細蘋果個細蘋果個細蘋果 1片菠蘿 

半個中蘋果半個中蘋果半個中蘋果半個中蘋果 1隻皇帝蕉 

半個中梨半個中梨半個中梨半個中梨 1/4個細木瓜 

半隻半隻半隻半隻香蕉香蕉香蕉香蕉 1/3個中芒果 

8 粒士多啤梨粒士多啤梨粒士多啤梨粒士多啤梨 1/4個細火龍果 

1 個奇異果個奇異果個奇異果個奇異果 2粒西梅 

6 粒車厘子粒車厘子粒車厘子粒車厘子  

五穀類：

一平碗米粉一平碗米粉一平碗米粉一平碗米粉 5 滿湯匙飯滿湯匙飯滿湯匙飯滿湯匙飯 

兩碗半粥水兩碗半粥水兩碗半粥水兩碗半粥水 2 片片片片(大大大大)麵包麵包麵包麵包 

1 又又又又 2/3 碗通粉碗通粉碗通粉碗通粉 3 片片片片(小小小小)麵包麵包麵包麵包 

5 隻鷄蛋般大的薯仔隻鷄蛋般大的薯仔隻鷄蛋般大的薯仔隻鷄蛋般大的薯仔 3 包梳打餅包梳打餅包梳打餅包梳打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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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表

奶類：1     ==== 

1 杯脫脂/低脂奶 （240毫升） 

3-4 平湯匙脫脂奶粉/低脂奶粉 

 

中式點心：1

2 粒蝦餃粒蝦餃粒蝦餃粒蝦餃 2/3 件煎蘿蔔糕件煎蘿蔔糕件煎蘿蔔糕件煎蘿蔔糕** 

4 粒燒賣粒燒賣粒燒賣粒燒賣** 半 個鷄包仔 

1 份素菜粉果份素菜粉果份素菜粉果份素菜粉果 3/4 條鮮蝦條鮮蝦條鮮蝦條鮮蝦腸粉腸粉腸粉腸粉 

**此類點心脂肪含量頗高此類點心脂肪含量頗高此類點心脂肪含量頗高此類點心脂肪含量頗高 

肉類：1

1 兩兩兩兩肉肉肉肉 1 片火腿片火腿片火腿片火腿 

4 片肉片片肉片片肉片片肉片 1件鯇魚 

1 隻鷄蛋隻鷄蛋隻鷄蛋隻鷄蛋 4隻蝦 

2 隻蛋白隻蛋白隻蛋白隻蛋白 1/3磚豆腐 

1/3 條紅衫魚條紅衫魚條紅衫魚條紅衫魚 4粒帶子 

1 杯無糖豆漿杯無糖豆漿杯無糖豆漿杯無糖豆漿/奶奶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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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一個量度食物在進食後使血糖上升的幅

度的指標，這個指標是跟葡萄糖或白面

包來作對比。 

升糖指數的數值高 

= 那食物會使血糖上升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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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如何計算如何計算如何計算 GIGIGIGI？？？？    

升糖指數(GI)是指 50 克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與

50 克葡萄糖 2小時在體內血糖反應水平的百

分值。 

 
升糖指數    葡萄糖指數    

低    < 55< 55< 55< 55 

中等    56 56 56 56 ----69696969 

高    > 70> 70>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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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低升糖食物 
• 有助改善膽固醇水平 

• 減低心臟病的風險 

• 有助穩定進食後的血糖水平 

• 幫助維持飽肚感，從而減少進食 

• 有助體重管理 

高升糖指數食物有用嗎？ 
對於血糖過低人士，應快速回升血糖至安全水平，並

立即進食高升糖指數食物。 

(例如：果汁/汽水 1/3杯 或 方糖/糖果 1-2粒) 

但高 GI 食物亦會令血糖快速回落，所以要再配合一些

低 GI 食物。 

(例如：麵包 1-2片或餅乾 4塊或飯/粉麵 1小碗) 

升糖指數與醣質交換法 
不要混淆"兩者"，低升糖指數食物，也要注意進食分

量。不要誤會升糖指數低就可以食多些低升糖指數食

物含醣質，多吃一樣會影響血糖及體重。 

高脂肪食物，因脂肪較多，需要較長時間消化，所以

升糖指數較低，但不代表可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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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飲食[宜]： 

採用健康的煮食方法 

� 採用低油量的烹調方法，包括蒸、煮、炆、

焗、烚等或用易潔鑊及微波爐煮食。  

易消化和營養高的食物 

� 遇有咀嚼困難的長者，宜選用較軟身的食物

材料，並將食物煮軟及切成小塊。 

� 參照健康飲食金字塔的建議來購買食物分量

，並多選擇不同種類的食物，讓我們攝取足

夠的營養。 

多喝流質 

� 每天至少要飲用 6－8杯或 1.5 至 2 公升水

份，以幫助排便。特別是增加進食含非水溶

性纖維食物、大量出汗、排尿或運動後，水

份的攝取更相對要增加。 

適量運動 

� 適量運動有助強身健體，長者應多多參與，

尤其生活於香港物質豐饒的城市，長者因為

長年飲食習慣失調，往往會患上高血壓、糖

尿病、骨質疏鬆等長期積累的毛病，而多做

運動既可改善以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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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護長者關護長者關護長者關護長者協會協會協會協會((((總辦事處總辦事處總辦事處總辦事處))))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 63 至 65 號鴻運工廠大廈 5 樓 A 室 

電話：3586 9306 

傳真：3585 0837 

電郵：info@ccaf.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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