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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管理二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您知道您的ABCDEs嗎？

請與您的家庭醫生討論您的健康目標，

以及如何實現和長期保持這些目標。

A1C*

建議目標：7.0%或以下（適用於大多數糖尿病人）

我的目標 

*時常測量血糖水平。孕婦和12嵗或以下兒童的A1C目標則不同。

Blood Pressure（血壓）

建議目標：低於130/80毫米汞柱

我的目標 

Cholesterol（膽固醇）建議目標：

低密度脂蛋白(LDL)：2.0毫摩爾/升或更低

總膽固醇與高密度脂蛋白(HDL)的比率：低於4

我的目標 

保護心臟的藥物：控制血壓藥物（血管張力素轉 

換酶抑制劑/ACE inhibitors，或血管張力素受器 

阻斷劑/ARBs），降膽固醇藥（他汀類藥物 

Statins）或ASA（阿斯匹靈Aspirin）。即使您 

的血壓或膽固醇已經達到目標值，這些藥物仍然 

可以保護您的心臟。

運動/飲食：規律的體能活動，包括健康飲食、 

讓體重達到健康狀態，並保持下去。

停止吸煙，懂得釋放壓力。

什麽是二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爲了利用來自食物的能量，您的身體需要胰島素。二型糖尿病是指 

您的胰腺沒有產生足夠的胰島素，或者您的身體沒有適當利用它 

所產生的胰島素。如果您患有二型糖尿病，葡萄糖會在您的體血液内

聚集，而不是當作能量來被消化。

獲得您需要的支持

您可能很難接受您或您的家人患有二型糖尿病。感到害怕、震驚、 

不知所措、甚至惱怒，這些都是正常的。請與其他糖尿病患者 

交談；積極和務實的態度可以幫助您管理您的病情。

此外，您的糖尿病理療團隊可以解答如何管理您的糖尿病的 

所有問題。您的團隊可能包括一位醫生（您的家庭醫生或一位 

糖尿病專科醫生）和糖尿病指導員（護士和營養師）以及一位：

·藥劑師

·社工

·心理醫生

·足部護理專家

·内分泌專家

·眼科護理專家

記住：您是醫療團隊中的最重要成員。

好消息

把您的血糖水平（您血液内糖的含量）

保持在您的家庭醫生所設定的目標

之内，您就有健康和長壽的生活。

您可以做許多事情來保持健康和

管理您的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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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 管理二型糖尿病

記住，降低血糖和血壓-

哪怕是很少 - 將幫助您

變得更健康和保持健康。

可以做的事情！

血糖

您和您的醫療團隊應該制定您的血糖水平目標。您需要認識到，您可能需要在 

您的生活方式改變（膳食計劃和增加運動量）中添加藥片和/或胰島素，以便實現 

您的血糖目標。了解一下血糖儀，用它來幫助跟蹤您的血糖水平。有關更多 

資訊，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管理血糖水平」(“Managing Blood Glucose Levels”) 

説明書，並且觀看“Managing Your Blood Glucose”錄像。

運動

運動有助於控制血糖水平，減輕體重，並且有助於減壓。每個星期至少做150 

分鐘（即每星期5天，每天30分鐘）中等至激烈的帶氧運動。您可能需要從少量的 

運動開始，像每天5到10分鐘的輕快散步。另外，每星期應該做3次抗阻力 

運動（例如舉重訓練）。如果您剛剛開始，請先向您的家庭醫生諮詢。有關更多 

資訊，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運動」(“Physical Activity”)説明書，並且觀看 

“Managing Your Fitness”錄像。

健康飲食

吃什麽、何時吃和吃多少，所有這些都對調控血糖水平起著重要的作用。遵守 

一個平衡的膳食計劃。請您的家庭醫生給您推薦一位註冊營養師，了解健康 

飲食，並且遵守Eating Well with Canada’s Food Guide的建議。有關更多資訊， 

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健康飲食須知」(“Healthy Eating: The Basics”)説明書， 

並且觀看“Managing Your Nutrition”錄像。

體重管理

保持健康的體重對管理二型糖尿病特別重要。這樣做會幫助您控制血糖、 

血壓和血脂水平。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保持健康體重」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説明書，並且觀看“Managing Your Weight” 

錄像。

藥物

在某些情況下，二型糖尿病可以通過運動和健康飲食來管理。然而，醫生通常 

會開口服藥和/或胰島素 – 請根據您的家庭醫生的建議來服用。有關更多資訊， 

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使用胰島素」(“Using Insulin”)説明書，並且觀看 

“Medication”錄像。

生活方式管理

壓力會影響您的血糖水平。學會處理日常壓力可能會幫助您更好地控制病情。

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Managing Your Stress”錄像

戒煙

吸煙和糖尿病是一種危險組合。如果您想認真戒煙，您的家庭醫生或醫療團隊 

可以提供幫助。堅持戒煙。爲了您的健康，這樣做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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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血壓

高血壓可能導致眼睛疾病、心臟病、中風和腎病。您可能需要改變您的 

飲食和運動習慣和/或服藥，把血壓保持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

膽固醇

血液中的高膽固醇和其它脂肪會導致心臟病和中風。您可能需要改變 

飲食和運動習慣和/或服藥，以便把您的血脂保持在健康水平。有關 

更多資訊，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管理您的膽固醇」(“Managing Your 

Cholesterol”)説明書，並且觀看“Blood Pressure and Cholesterol”錄像。

眼睛疾病

您需要約見眼科專家，他將為您擴張瞳孔並檢查眼病的徵兆。 

您的固定家庭醫生無法在他或她的診所進行此項特別檢查。 

請您的家庭醫生為您介紹一位眼科護理專家。

足部護理

每次看病時脫掉鞋子和襪子（即使您的 

家庭醫生或醫療團隊忘了問您）。腳趾 

甲内長、足部傷口和疼痛可能會導致 

嚴重感染。學習適當的足部護理。 

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閲本套資料中的 

「足部護理」(“Foot Care”)説明書， 

並且觀看“Managing Your Feet”錄像。

抑鬱和焦慮

這些是糖尿病患者的普遍感覺，並且可能給您的糖尿病病情控制來 

帶負面影響。如果您感到您可能有抑鬱或焦慮症，請與您的家庭醫生或 

醫療團隊討論。

腎病

越早發現腎病徵兆就越好。爲了發現腎病的早期徵兆，您必須定期驗尿。 

您的家庭醫生可能會給您開藥，以便延遲病情對您的腎臟造成更多的損害。

神經損害

如果您的手和腳一直感覺麻木或者「針刺」，請告訴您的家庭醫生或 

醫療團隊。

勃起困難

勃起困難或難以維持是男性糖尿病患者中很常見的問題。不要害羞， 

請與您的家庭醫生或醫療團隊討論。

二型糖尿病是一種漸進性的 

終生疾病；隨著時間的推移， 

把血糖水平保持在您的目標 

範圍内可能會更困難。您的 

醫療團隊可以通過調整您的 

飲食計劃、運動量和藥物來 

給您幫助。

血糖監測很重要。與您的家庭醫生

一起定期審查您的血糖監測記錄。

把血糖儀的結果與實驗室的驗血 

結果進行比較，每年至少一次， 

以便確保血糖儀的檢測結果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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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健康 – 管理二型糖尿病

了解糖尿病管理的最新知識

成爲一名知情患者：通過詢問正確的問題來保持健康。與您的家庭醫生討論糖尿病基本護理的重要檢查。 

與資料中的説明比較，您可能需要更頻繁地做某些檢查。取決於您的健康狀況，每個人的目標血糖和血壓水平 

可能會有所不同。

何時？ 哪些檢查？

診斷中 ·腎檢查：在實驗室驗尿

·眼睛檢查：由眼科專家通過放大瞳孔來檢查

·神經損害檢察：使用一根10克的單絲或128赫茲的音叉

·膽固醇和其它血脂檢查：驗血

大約每三個月 ·A1C血液檢查*（目標：大多數糖尿病患者為6.5%）

·血壓（目標：低於130/80毫米汞柱）

·審查家中血糖監控記錄

*如果治療已經開始，更頻繁。

每12個月 ·腎臟檢查

·每年至少做一次足部檢查，如果腳趾甲向内生長或 
有任何不愈合的傷口或疼痛，立即檢查

·根據結果來檢查測量儀

·膽固醇和其它血脂檢查

每1至2年 ·每1至2年由眼科專家做一次眼睛檢查（如果沒有出現眼睛疾病）， 

如果出現眼睛疾病，檢查要更加頻繁。

定期/週期性 ·有關勃起方面的問題

·有關抑鬱和/或焦慮的問題

·有關健康飲食和運動的問題

Content taken from the Canadian Diabetes 
Association’s consumer fact sheet, 
Staying Healthy and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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