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飲食也沒有大節制。但在

管理貨物及要外勤，故體形並不

前因為視力模糊去配眼

近數年，體形漸漸消瘦下來，他

十九歲的陳先生，兩年

鏡，但視光師左驗右驗，都無法

以為自己工作辛勞，進食不定

三
為他找到適合度數。視光師建議

來，可能當時已經有了糖尿一陣

時，因而體重下降。現在回想起

「我見了眼科醫生後，發現

知道我有糖尿病。到底有了糖尿

糖，發現我血糖超標，這時我才

並不常見，之後醫生安排我驗血

有白內障；我這個年紀有白內障

道原來微絲血管爆破，需要進行

到景物，往急症室求醫後，才知

陳先生有天突然其中一隻眼看不

障，正等候進行換晶體手術時，

從視力變化而得知有白內

子，才會消瘦。

病幾多年？我完全沒有頭

激光治療，而白內障手術需要等

我不是近視、遠視或散光，而是

緒……」陳先生說。

▲

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

情況穩定後才進行。

地發展，早期沒有任何病徵，到

覆診期間，醫生為他驗尿，

事實上，糖尿病可以靜悄悄

有病徵時可能已患病十年八年。

的多年糖尿病除了引致眼

部併發症，亦影響腎臟功

能，出現腎衰竭。

對於在大半年間得

知有糖尿病、糖尿眼

及腎病，陳先生大受

打擊，一度意志低

沉，除了不斷出入

醫院覆診、治療

及服藥外，對於

醫生叮囑要控

制飲食，他完

全漠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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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見眼科醫生，檢查清楚。

糖尿病雖不是絕症，但漠視糖尿就很
大機會出現併發症，最後奪命的正正是併
發症。其實以樂觀、積極的心態面對糖尿
病，學習與糖尿病同行，生活仍然可以開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心快活。

發現尿液中有蛋白。陳先生

有沒有發現
身邊愈來愈多糖尿病
患者？除了年老一輩，今天
不乏四十餘歲甚至三十餘歲便有糖尿病的
朋友。

陳先生由於從事體力勞動工作，
曾尚賢醫生說，愈
來愈多年輕糖尿病
人，大家應及早提防
及關注，保持良好的
生活習慣和健康飲
食。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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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為他感到做任何事都無用，患病
已成事實。

家有患者 早十年驗血
像陳先生的情況可說頗為常
見，因併發症出現求診，才知道
患糖尿病。事實上，近年糖尿病
愈趨年輕化，患者在三十至四十
歲發現有糖尿病，面對漫漫長
路，心理上不知如何面對。
養和醫院家庭醫學及基層醫
療中心駐院醫生曾尚賢醫生說，
糖尿病是目前及未來社會大家需
要重視及面對的問題。
素超過十。

▲

為何愈來愈多年輕的糖尿病

運動有關。他見過一位二十八歲

港式麵包加紙包豆奶；午餐光顧

「他工時長，早七晚七，早餐是

他細心了解病人生活習慣：

男士因香港腳久醫未癒來求診，

茶餐廳的碟頭飯。香港打工仔很

人？曾醫生說與飲食習慣、缺乏

追查病歷下發現他有口渴病徵，

無奈，午膳選擇少，不容易找到
低糖低鹽高纖套餐，就算有卻售
價高；加上工作時間長，下班後
往往要繼續工作，就算心想運
動，但客觀環境令他力不從心。
所以要治療糖尿病，需顧及病人
的生活模式、經濟、工作因素
等。」
香港習染西方飲食文化，故
糖尿病患者愈來愈多；而糖尿病
的遺傳因素強，故上一輩有糖尿

28/4/2018 18: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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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好，
血糖控
要
只
，
界末日
不是世好。
病
尿
患糖 可以很安
然
生活仍

驗血後發現血糖超標，糖化血色

有了糖尿病只要學
懂飲食之道，仍然
可享口福之樂。

▲

MEDICAL & HEALTH

根據統計，香港
每十人有二至三人
有糖尿病。

一成人口確診糖尿病

香港有多少糖尿病患者？曾尚賢醫生引述「國際糖尿病聯盟」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資料說，二○一七香港在二十至七十
歲人口中11%有糖尿病，即大約七十餘萬人。未到糖尿病但血糖輕微超標或
責界的有16.4%，這兩項加起來便達27%，當中約六成多人未被診斷。估計
在二○三○年，香港會有九十萬糖尿病人口！

衞生署出版的香港糖尿病參考概覽，在基層護理二○一七修訂版中，百
分之二十患者在六十五歲以上，即六十五歲以下佔八成。

二○一五年衞生防護中心數字，因糖尿病死亡的，排十大致命原因第十
位，佔總死亡人數1.1%。糖尿病排第十並不代表它不嚴重，只是因為糖尿病
會引起併發症，病人大多因為這些併發症而死亡。

鹽高膽固醇食物，要他們獨自吃

少不免有酒精類飲品及高糖分高

心理上，要病人接受自己患

糖尿病人餐的確有難度，他們亦

瘦，又可以放肆地吃，更是好事。

「如家族有糖尿病患者，成
糖尿病去接受治療，對病人來說

病，下一輩要及早防範。

員應提早十年就要驗血。例如父
往往是一個很大的心理關口。有

所以家庭醫生不是只教病人

甚麼併發症。

不會管糖尿病十年八年後會出現

親五十歲發現患糖尿病，兒女們

以無糖汽水代替高糖分汽
▲
水，有助減少糖分攝取。

始服藥便要服一世，而一旦開始

服藥或打針控制，而是要了解他

去改變，有甚麼無法改變，接受

服藥像確認了自己是糖尿病人的

些病人抗拒服藥，他們覺得一開

在四十歲就應開始驗血糖。」曾
醫生說。
病人如何發現有糖尿病？曾

而在社交上，曾醫生指不少

甚麼類型藥物，口服或是注射

們生活、飲食習慣，有沒有動機

或朋輩有糖尿病人，他們又發現
病人都是四十五十歲事業仍搏殺

身份。

自己有口渴、小便有泡等病徵而

中的人，經常要到外地公幹，在

▲

糖尿病人容易有末梢神經病變，
應定期檢查。

像於三十餘歲懷孕時有妊

血糖。

糖計劃，幫助他們有效率地控制

醫生需要為病人度身訂造控制血

於每位病人的情況都不同，所以

自己獨立操作驗血糖程序嗎？由

手指驗血糖會感到困難嗎？能夠

射，還是要自己學習注射？對篤

射胰島素，家中有人可以幫忙注

晚服還是只肯服一顆；如需要注

式。如選擇口服的，接受每天早

聯想到自己可能患病，求醫後發

港亦多應酬，多飯局，在宴會中
另一類是因為其他疾病求

醫，醫生在追查時發現患病，例
如前述的香港腳病人，又例如女
士陰道炎久醫不癒，或經常復
發，就有機會是由糖尿病造成。

度身訂造控糖計劃
發現糖尿病，便應好好治
療。然而曾醫生發現要讓病人明
白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性，願意用
藥及改變生活習慣來達到控制成
效，實行起來困難重重。
曾醫生說，控制糖尿牽涉生
理、心理及社交因素。從生理上
來說，由於早期糖尿可以沒有任
何病徵，患者在沒有不適下，自
然欠缺動機去改善生活習慣。更
有些病人覺得自己毋須減肥便消

糖尿上眼是常見糖尿
病併發症，應定期做
眼底及視力檢查。

現。

醫生說，很多時是因為家族成員

糖尿眼患者或需要接受激光
▲
治療。

檔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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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糖尿，生育後血糖回復正常，
最近驗身時發現血糖超標的郭女
士，醫生了解到她控制病情意願
強烈，故在服藥以外，教導她從
飲食和運動着手控制病情。

意志堅決 不容有失
「昔日我很喜歡吃甜品，雪
糕、朱古力是我的好朋友，每天
更要飲一杯多忌廉多泡沫的凍咖
啡，但現在統統要減！高糖分的
食物會減，米飯粉麵等碳水化合

食物。

物都要減。最近我學懂何謂升糖
指數，會選擇低

會吃適量，最多當天不吃飯，以
換取配額吃一杯雪糕！」郭女士
說。
而習慣運動的她，每天飯後
會去跑步，這一點難不到她。經
過半年的努力，她的糖化血色素
回復到六點五以下，不過仍然要
服藥。

▲

張伯伯本來用傳
統血糖機，篤到手
指頭傷痕累累。
這部新式
血糖機，膠貼
上有小針頭。

▲每天記錄血糖變化，覆診時交醫
生了解。

至於我最愛的雪糕，間中都

G
I

椎關節都退化，無法運動，故近
年血糖控制不算太好。

對於張伯要經常篤手指驗血

糖，每次都要受痛楚，十隻手指

頭都被採血針頭弄得傷痕累累，

女兒覺得很心痛，最近發現市面

上有一種貼在手臂上的血糖機，

可以監察血糖水平，故買來給父

親使用，減輕父親採血時產生的
痛楚。

「新式血糖機是一片膠貼，

膠貼上有一口針，將它貼在手臂

皮膚，針刺入皮膚中便可以

升，經常徘徊在八點五以上。她

作壓力大，她發現自己血糖飊

然而最近因為工作量多，工

食物，有利血糖平穩。」張小姐

糖升得慢，這些便是低升糖指數

變化，讓他知道甚麼食物會令血

器可以讓父親知道進食後的血糖

二十四時監察血糖走勢。這小儀

希望忙完手上工作後，腎上腺素

說。

而她經常留意及搜尋有關控

制糖尿病資訊，例如低卡路里的

羅漢果可以作為甜味劑，一些低

升糖指數的高營養奶亦可幫助保

位受惠者。他在十多年前已確診

活，八十六歲的張伯伯是其中一

現在她可以隨時在手機上看到父

機，針刺在皮膚中但沒有痛楚。

她慶幸父親很喜歡這部血糖

持血糖平穩。

糖尿病，這些年來需要定期篤手

血糖，原來不太難。」張小姐

親的血糖變化，非常放心。「控
點，早已習慣了低糖低脂低鹽飲

說。

指驗血糖。平日飲食由太太打

以幫助病人更有效控制及便利生

愈見改良的藥物及用品，可

科技產品 助控血糖

下。

下降，血糖也能回復到六點五以

▲恒常運動及注意
飲食，是控制血糖
的最佳方法。

食。不過年邁的他，膝關節和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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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貼貼在手臂上，針頭會
刺入皮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