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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得糖尿病？ 

全球得糖尿病的人越來越多，國際糖尿病協會 2009 年 10 月宣佈，全球已經有 2.85

億人罹患糖尿病，到了面臨失控的地步。 

美國《預防》雜誌登出一篇文章指出，是因為大部分人沒有學會在日常生活中控制血

糖。其實，只要做到以下 12 點，你的一生就絕不會得糖尿病： 

一、吃肉前喝兩勺醋：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研究發現，吃大魚大肉等高熱量食物前喝

兩勺醋，可大大降低血糖水準。如不習慣喝醋，最好飯前吃點放醋的涼拌菜。減輕

5％的體重：患糖尿病的危險就會降低 70％。 

二、每天走路 35 分鐘：芬蘭研究發現，走路可讓體內胰島素得到最大利用效果。每週

走路 4 小時，每天 35 分鐘，可使糖尿病危險降低 80％。 

三、多喝咖啡：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發現，每天 6 杯咖啡，糖尿病危險降低 29-54

％；每天 4-5 杯降低約 29％；但每天 1-3 杯則幾乎不起作用。 

四、多吃高纖維食物：買食物看清高纖維標誌。有高纖維標誌的食物，能確保其中至少

含有 5 克粗纖維可降低乳腺癌、糖尿病、高血壓及中風危險。 

五、一周吃速食不超過 2 次：美國研究發現，每週吃速食 2 次以上，身體器官對胰島素

的敏感性降低一倍。 

六、火腿香腸要少吃：每週吃 5 次以上火腿或香腸，糖尿病危險會增加 43％，罪魁禍首

是加工肉食中的添加劑。 

七、少吃肉多吃蔬菜。 

八、肉桂有助降血糖：德國科學家發現，肉桂有助於降血脂，進而防止糖尿病危險。肉

桂粉可撒在咖啡內，也可以和蜂蜜一起沖水喝。 

九、做事前 3 次深呼吸：長期壓力會導致血糖升高。專家建議，做任何事情前最好都先

做 3 次緩慢的深呼吸，以減小壓力。 

十、睡眠在 6—8 小時之間：不足 6 小時的人糖尿病危險增加一倍；而睡眠超過 8 小時

的人，糖尿病危險增加 3 倍。 

十一、不要獨居：獨居的人患糖尿病機率比其他人高 2.5 倍。專家建議，即使獨居也應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十二、45 歲後多關注血糖：血糖指數為 100—125 毫克/ml 的人，10 年內最易發生糖尿

病。專家建議 45 歲後、肥胖者、有糖尿病家族史以及高膽固醇和高血壓的人，應

多關注血糖。 

4 高 2 少吃到飽 外食族隱憂 

行政院主計處指出，「四高二少吃到飽」是外食族的最大公敵。四高是指高脂肪、高

熱量、高膽固醇和高鹽；二少是少鈣、少礦物質。 另外，餐廳和速食店常用「加量不

加價」的行銷手法，外食族很容易吃過量。  

主計處指出，工業國家的全部疾病負擔有三分之一是來自六大危險因子，壞膽固醇、

肥胖和蔬果攝取量不足是其中的三大因子，外食族家庭應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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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引用「外食機密（Restaurant Confidential）」一書，建議上班族最好從家裡帶便

當，否則應該盡量選擇口味清淡的餐館；建議餐飲業者多開發健康、清爽的食物；也建

議消費者要求立法，規定大型連鎖餐飲店公布食品的營養成分。  

主計處指出，ＷＨＯ及工業國家鼓勵每天至少攝取五份蔬果，可供國人參考，美國和

英國有八成的人沒有達到該攝取標準。  

一份蔬菜，相當於一杯生的綠色蔬菜、半杯煮過的蔬菜或是半杯果菜汁；一份水果，

相當一個大小適中的水果，如一根香蕉、蘋果或奇異果，或是半杯切好的水果，或半杯

未加料果汁。  

台灣中央研究院八年完成 — 排毒最強的食物 

1. 地瓜地瓜地瓜地瓜：：：：所含的纖維質鬆軟易消化，可促進腸胃蠕動，有助排便。最棒的吃法是烤地

瓜，連皮一起烤，一起吃掉。 

2. 綠豆綠豆綠豆綠豆 ：：：：具清熱解毒，除濕利尿，消暑解渴功效，多喝綠豆湯有利排毒消腫。煮的時

間不宜過長，以免有機酸、維生素受到破壞而降低作用。 

3. 燕麥燕麥燕麥燕麥：：：：能滑順通便，促進糞便體積變大，水分增加，配合纖維促進腸胃蠕動發揮通

便排毒的作用。打成汁來喝，可加入頻果、葡萄乾，是不錯的選擇。 

4. 薏仁薏仁薏仁薏仁：：：：可促進體內血液循環，水分代謝，發揮利尿效果，有助於改善水腫型肥胖。

將薏仁煮熟後加少許的糖，是肌膚美白的天然保養品。 

5. 小米小米小米小米：：：：不含麩質，不會刺激腸道壁，容易被消化。小米粥很適合排毒，有清熱利尿

的效果，營養豐富，也有助美白。 

6. 糙米糙米糙米糙米 ：：：：具吸水、吸脂作用，能整腸利便，有助於排毒。每天早餐來一杯糙米豆將或

糙米粥，是不錯的排毒方法。 

7. 紅豆紅豆紅豆紅豆 ：：：：可增加腸胃蠕動，減少便秘，促進排尿。 在睡前將紅豆用電鍋墩煮浸泡一段

時間，隔天將無糖的紅豆水當水喝, 能有效促進排毒。 

8. 胡蘿蔔胡蘿蔔胡蘿蔔胡蘿蔔：：：：對改善便秘很有效，也富含 B- 胡蘿蔔素，可中和毒素 能清熱解毒，潤腸通

便。打成果汁+蜂蜜+檸檬汁等 飲用有利排毒。 

9. 山藥山藥山藥山藥：：：：可整頓消化系統，減少皮下脂肪沉積，避免肥胖而且增加免疫功能以生食最

好，將去皮山藥+ 鳳梨切小塊打汁，有健胃整腸之功能。 

10. 牛蒡牛蒡牛蒡牛蒡：：：：可促進血液循環、新陳代謝、調整腸胃功能。 所含的膳食纖維可以保有水分，

軟化糞便，有助排毒，消除便秘，將其作成牛蒡茶，隨時飲用，長期服用。 

11. 蘆筍蘆筍蘆筍蘆筍：：：：含多種營養素，其中的天門冬與鉀有利尿作用，有利排毒。蘆筍的筍尖富含

維生素 A ，料理時可將尖端為漏水面，能保存最多 營養素，滋味又好。 

12. 洋蔥洋蔥洋蔥洋蔥：能促進腸胃蠕動，加強消化能力，含有豐富的硫和蛋白質結合的情形最好，

對肝臟特別有益，有助於排毒。煮一鍋洋蔥蔬菜湯，加入花椰菜、胡蘿蔔、芹菜等

多種高纖蔬果能分解體內累積的毒素，有助排便。 

13. 蓮藕蓮藕蓮藕蓮藕：：：：有有有有利尿作用，能促進體內廢物快速排出，藉此淨化血液，將其榨成汁+ 蜂蜜

飲用，也可以小火 加溫+糖，趁熱時喝。 

14. 白蘿蔔白蘿蔔白蘿蔔白蘿蔔：：：：有很好的利尿效果，所含的纖維素也可促進排便，利於減肥。 如果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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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來排毒，則適合生食，打成汁或涼拌方式食用。 

15. 山茼蒿山茼蒿山茼蒿山茼蒿：：：：含豐富的維生素 A ，可維護肝臟，有助體內毒素排出。將山茼蒿和柳丁、

蕃茄、胡蘿蔔、柚子、蘋果、綜合堅果等蔬果一起打成精力湯飲用，是很不錯的選

擇。 

16. 地瓜葉地瓜葉地瓜葉地瓜葉：：：：質地柔細，不苦澀，容易有飽足感，有能促進胃腸蠕動，預防便秘。將地

瓜葉洗淨青燙+大蒜 + 少許鹽油拌勻就是一道美味餐。 

17. 蘿蔔葉蘿蔔葉蘿蔔葉蘿蔔葉：：：：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和纖維質，有促進食慾、活潑腸道的作用，也能改善便

秘。 將蘿蔔葉打成汁 + 少許蜂蜜一起食用，常喝可排毒和保健。 

18. 川七川七川七川七：：：：葉片含有降血糖成分，能治療習慣性便秘，減少身體負擔。把川七、蕃茄、

苜蓿芽、黃甜椒、奇異果加上綜合堅果、少許的百香果汁或蘋果醋，打成汁飲用。 

19. 優格優格優格優格：：：：含大量豐富的乳酸菌，可改善便秘，穩定腸胃。原本積存在腸道的毒素也會

因乳酸菌的作用而容易排出。最好早餐空腹前吃，增加飽足感，減少早餐的攝食量。 

20. 醋醋醋醋 ：：：：有利於人體的新陳代謝，可排出體內的酸性物質而消除疲勞 還有利尿通便的效

果。每天早晚用過餐後，各喝一次稀釋過的醋，適量飲用，有助健康。 

遠離退化性關節 

根據統計，全台灣年逾 50 歲的中老年人，每 2 人就有 1 人罹患不等程度的退化性關

節炎，一走路就痛，不少人因而整天待在家裡，一動也不敢動，導致症狀惡化速度加快，

最後真的走不了。 

高雄醫學大學骨科副教授陳勝凱指出，這是個錯誤的觀念，每個人都會老化，關節也

是一樣，使用到某種程度後，就會因磨耗而退化。一旦出現這種又名骨關節炎的退化性

關節炎時，患者必須要有正確認知，才不會讓症狀急遽惡化下去。 

陳勝凱表示，正常人骨頭與骨頭接觸的地方，就是關節軟骨，正常的軟骨組織光亮平

滑，但隨著年紀增長，軟骨過度磨耗，軟骨碎片掉入關節腔內並在關節腔內刺激關節囊，

製造過多的關節液，引發紅腫熱痛，久而久之就會出現退化性關節炎。從 X 光片看 來，

正常的關節軟骨面平滑光亮，一旦關節磨損，就會出現凹陷。 

有些病情嚴重者，軟骨磨損的附近甚至會有骨刺增生情形。不管怎樣，關節炎通常會

以下列症狀表現： 

疼痛、關節變形、腫脹、晨起感覺僵硬、下床運動後症狀稍稍緩解、關節活動時會

有聲音。 

就疼痛這項而言，如果是 O 型腿的人，身體重量大都落在關節內側，這個部位較易出

現磨損及疼痛。相反的，X 型腿的關節疼痛幾乎都出現在外側，且腳愈歪，變形愈厲害，

也就愈痛，少有例外。 

「運動增強軟骨海棉作用」陳勝凱說，軟骨就像一塊吸滿水分的海棉，當我們走路時，

腳往下踩那一刻，身體重量往下壓，軟骨裡面的關節滑液就會被擠出；腳往上提，來自

身體的重量消失，關節滑液又回吸到軟骨裡面，形成一個動態平衡。就在關節滑液進進

出出之際，營養成分才能進入軟骨組織裡面，維持軟骨的健康。問題是，大多數退化性

關節炎患者一來怕痛，二來也擔心運動會增加關節的磨損，不敢走動，整天就坐著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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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骨缺乏關節滑液帶來營養成分的滋潤，時間一久當然出現更大的問題。 

為此，陳勝凱提醒民眾若出現上述症狀時，就應特別留意「不要有不運動，以防磨損

關節」的錯誤觀念。他強調，適度的運動可增強軟骨的海棉作用，藉著不斷流進流出關

節滑液，既可帶給軟骨營養，保持濕潤，關節周圍的肌腱也會增強，減少軟骨磨損的機

率。 

在所有運動中，陳勝凱認為『走路』是中老年人最佳的選擇，如果覺得自己的平衡感

還不錯，騎自行車、跳舞、游泳等有氧運動，也不妨試試看。但他強調，這些運動應融

入日常生活中，不要一曝十寒，而應隨時為之，但若正處於關節疼痛之際，就不要勉強

去運動，以免症狀更加惡化。此時，不妨以「三隻腳」來替代兩隻腳，拄著枴杖來分擔

身體重量，讓軟骨及關節獲得更充分的休息。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骨科主任蕭國川也認為每天至少應走路半小時，屬節律性

運動的走路是退化性關節炎患者的最佳選擇，每天至少走個半小時，如果持續走 1、2

個小時以上，也沒有不舒服的感覺，當然可以繼續走下去。 

陳勝凱建議這些患者也要多曬太陽，多曬陽光可防止骨質流失，因為陽光可將維生素

D 活化為 D3，增加鈣質吸收，有效防止骨質流失，延緩退化性關節炎的出現。 

補鈣不能全靠喝牛奶 

面對層出不窮的補鈣產品，人們十分困惑，不是說平時吃的東西中有很多都含有鈣質

嗎？難道還不夠？難道真的要吃一些補鈣藥品，才能補足人對鈣質的需求嗎？事實確是

如此。 

人體大多數的系統功能都與鈣有關，鈣代謝平衡對於維持生命和健康起到至關重要的

作用。不過，鈣雖然是人體內含量較多的元素，約達 1200 克，但它也是最容易缺乏的

元素之一。 

世界衛生組織制定了每日攝入鈣質的劑量標準。根據這一標準，每日鈣攝入量為：青

少年為 1200 毫克；成年人為 800 毫克；懷孕和授乳婦女為 1500 毫克。但事實上有 50

％以上攝入不足，尤其兒童、青少年每天膳食中鈣的攝入量僅占推薦量的 40％，青少年

每天平均鈣攝入量只有 500 毫克；成年人只有約 400 毫克；懷孕和授乳婦女不足 700 毫

克。（台灣衛生署於 2002 年 10 月 15 日把每日營養攝取量提高，鈣的每日需要量為 1000

毫克） 

如果人們在膳食中得不到足夠的鈣，就會引起一系列病理變化和臨床表現，導致骨質

疏鬆、骨折、骨質軟化、佝樓病等；對嬰幼兒和孕婦更是後患無窮。 

日常生活中含鈣較多的食物有牛奶、乳酪、豆製品、海帶、紫菜、蝦皮、芝麻醬、魚

粉、貝類食物等。但是，我們每天從食物中並不能完全得到所需要的鈣質，尤其是素食

者。雖然多喝牛奶可以補足人對鈣的攝入，但是亞洲人普遍存在對牛奶耐受差的特點，

即牛奶喝得稍多，就容易發生腹瀉及胃腸不適等症狀。可見，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人

補鈣不能光靠喝牛奶，需要借助補鈣產品，但面對眾多的補鈣產品，消費者應如何選擇

呢？ 

第一、要選擇安全的鈣源。鈣源的品質關係到對鈣的吸收等一系列問題。 



台灣全我身心靈健康中心電子報    (07)3982626 呂應鐘教授主編 2010/12 

========================================================= 

 

 

- 5 - 

第二是補鈣產品要能夠被人體充分吸收，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選擇好的鈣劑。市面上

最常用的補鈣劑為碳酸鈣，其吸收率約為 25-30％，以此類鈣作為補鈣劑的話，是收不

到理想效果的。比較好的是植物性鈣如葡萄糖酸鈣、檸檬酸鈣、L－蘇糖酸鈣（一種維

生素 C 的後續產品）等，吸收率可以達 50%以上。 

壓力下的飲食智慧                  取材自 2000/06/23 聯合報 

 在承受壓力期間，要避免吃得太多或攝取高脂肪的食物，譬如熱狗、起司漢堡、炸薯

條或洋芋片；相反地，你要吃少一點，而且是吃含有多量複合性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譬

如新鮮的蔬菜、水果與穀類，它們不僅有助於能量的維持，同時也都是些典型含有重要

營養的食物，不會把你撐得太飽。 

 在預期的壓力到來之前，或壓力高漲之後的這些時間裡，你要限制咖啡因的攝取量，

且勿攝取鹽分，尤其是患有高血壓的人更要謹守此則。雖然酒精對長期壓力來說，可能

是極具誘因的療方，仁如果用酒精來取代健康的飲食，一個人身體中的必需營養將會耗

盡，並且加速死亡。 

 長期承受壓力的人，可能會面臨營養不良與心臟血管疾病高罹患率的威脅，因為壓力

反應會使積存於循環系統中的脂肪量增加，血液中膽固醇的指數會上升；當你在考慮到

產生血液凝塊的血小板數目增加以及血壓升高時，你就能理解為什麼壓力會與窒息心臟

病的高罹患率有關了。雖然免疫系統是人體對抗感染及疾病的保護者，但壓力卻會使它

的功能減弱，例如，在承受壓力之後的那一段時間，你會變得更容易感冒。 

 如果你生活中的壓力無可避免，那麼必須要吃營養的早餐，一頓包含蛋白質、碳水化

合物以及少許脂肪的早餐，有助於平衡你的血糖指數，並使你的身體擁有更充分的準

備，以應付即將到來的挑戰。 

我們要瞭解壓力對身體的作用。在壓力下，人體會自動做些生理上的調整，比如說，

腎上腺會分泌「壓力荷爾蒙」─腎上腺素，使人在精神上更警覺，同時也會加快心跳，

緊張肌肉，提高身體的新陳代謝率，使人體進入對抗壓力的備戰狀態。但是，這樣的生

理改變會使身體消耗較多能量，血中的葡萄糖很容易下降；若是壓力持續，就會有身體

疲勞、不易專心，甚至情緒低落等現象發生。 

 因此，維持血糖穩定是對抗壓力的首要挑戰，因而有「吃點巧克力，保持好心情」

的說法，但是巧克力中含有很多脂質，在一般狀況下會累積在人體中，因此為了對抗壓

力而多吃巧克力，可能會讓自己變得更胖。所以，處於壓力狀態下，吃一點全穀類麵包，

如全麥土司、包穀饅頭等，除了含有豐富的醣質，還有幫助消化的纖維質，是天然且更

具營養價值的選擇。或是喝具有鎮靜作用的飲料，如人參茶、青草茶等。 

明智地選擇食物有助於緩衝壓力的影響，因為營養不僅能影響身體處理壓力的成績，

它們也能決定身體復原的速度。已知壓力會對身體帶來的影響之一是：會使得某些養分

如維他命 C、維他命 B 群、鎂與鋅的需求量增加，這些增加的需求就必須有攝取營養補

充品的需要。 

額外補充維生素 C、B 群、鈣等可以舒緩壓力、降低感冒率，增進睡眠，這也是壓力

大的現代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營養補充要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