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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糖尿病基金會　同仝
Asia Diabetes Foundation wishes you all

恭賀新禧！　年快樂！
Happy Lunar New Year!

降低  (1) 糖化⾎紅素  (HbA1c，過去2 - 3個⽉⾎糖平均數 )     
 0.9 %、(2) 收縮壓 (上壓) 10 mmHg、和/或 (3) 低密度膽固
醇 1 mmol/L，均可降低2型糖尿病⼈⼠出現⼼臟病、中⾵和死
亡的⾵險達10 - 20%

2020年是⼀個令⼈難忘的⼀年，全球近8,970萬⼈受到新冠狀病毒

肺炎 (COVID-19) 影響，194萬⼈因⽽死亡。除了⽼年⼈外，肥胖症

和糖尿病⼈⼠正⾸當其衝。

於2020年世界糖尿病⽇  (11⽉14⽇)，來⾃全球  (包括⾹港) 44位專

家發表了《刺針  (The Lancet) 委員會糖尿病報告》，證實糖尿病

是能夠預防及治療的，並建議利⽤數據來改變糖尿病管理⽅案，挽

救患者的⽣命。報告總結了有效地管理糖尿病⼈⼠的多種⾵險因素

的好處。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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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這份報告中，專家特別強調令⼈

擔憂的2型糖尿病年輕化趨勢。在亞洲，每5
個成年糖尿病⼈中，就有 1⼈於40歲前被確
診。年輕2型糖尿病⼈⼠的病因複雜，包括遺
傳因素、妊娠糖尿病、兒童肥胖症、家庭和學

校教育、⽣活⽅式、社會因素、⼼理壓⼒等。

因此，我們需要針對年輕的2型糖尿病⼈⼠，
提供有效的專業指引和病⼈⾃強計劃，⿎勵⾃

我管理和及早治療。與此同時，配合持續教育

和社會⼼理⽀援，幫助年輕2型糖尿病⼈⼠維
持⾏為改變，從⽽預防他們於中年時期出現多

種殘疾，甚⾄喪失10年或以上的⽣命。

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醫護⼈員、醫療費⽤承

擔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制定策略，提⾼病⼈教

育、藥物和持續護理的普及度，以預防和控制

糖尿病。危機背後，總有⼀個解決⽅案。⾯對

疫情，我們持續做好⾃⼰本份，維持個⼈衛

⽣，保持社交距離，等待全球疫苗接種計劃的

普及。同樣，預防和控制糖尿病，我們研發有

效的預防和治療藥物，透過⾃我管理和⿑⼼協

⼒，我們能夠拯救更多的⽣命，但它的成功取

決於我們每⼀個⼈的參與。

最後，亞洲糖尿病基⾦會祝願所有讀者有⼀個

快樂、健康、充滿希望的2021年。   

第2⾴

減少多種⾵險因素，包括使⽤他汀類藥物

(Statins)，以及腎素  - ⾎管收縮素系統
抑制劑  (RAS inhibitors)，均可降低糖
尿病或其⾼⾵險⼈⼠發⽣⼼臟病、中⾵和

腎衰竭達20 - 40%

使⽤新藥鈉 -葡萄糖共轉運蛋⽩2抑制劑
(SGLT2 inhibitor)，和胰⾼⾎糖素如
肽 -1 受 體 激 動 劑 (GLP-1 receptor
agonist)，除了可以降低⾎糖外，更有助
降低⼼臟病、中⾵、腎衰竭及死亡率達

40%

利⽤數據配合以團隊制定的綜合護理計

劃，能有效降低2型糖尿病⼈⼠的⼼⾎管
疾病和死亡⾵險達20 - 60%

患病6年以下的2型糖尿病肥胖⼈⼠，若持
續減重15公⽄或以上，可緩解 2型糖尿病
的影響多達2年

改 善 ⽣ 活 ⽅ 式 和 使 ⽤ ⼆ 甲 雙 胍

(Metformin)，可預防或延遲葡萄糖耐
量 異 常 ⼈ ⼠ (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 IGT) 發⽣ 2型糖尿病達   
 30 - 50%

更多《刺針 (The Lancet) 委員會糖尿病報告》資料，請參考：www.thelancet.com/commissions/diabetes.

http://www.thelancet.com/commissions/diabetes


糖尿病患者同時

罹患抑鬱症⾵險

⽐⼀般⼈⾼⼀倍

糖尿病的⼼理社會因素與照料
本⽂章由基琳健康提供

除了藥物、飲⻝及運動治療，在糖尿病的治

療中，⼼理治療都是⼗分重要的。尤其對初

患者，當想到糖尿病是慢性疾病、無法根

治、終⽣伴隨、⼜需要⻑期藥物治療、飲⻝

及⽣活上調節，  並⾃我監察⾎糖時，往往增
加患者的精神壓⼒及經濟負擔，影響情緒變

化。糖尿病患者同時罹患抑鬱症⾵險⽐⼀般

⼈⾼⼀倍，以本港約70萬名糖尿病患者推
算，當中13萬⼈同時有抑鬱症。缺乏認識糖
尿病徵狀、併發症、低⾎糖等相關知識下，

患者⼀般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不安、疑惑、恐

懼等負⾯情緒。醫學証實，焦慮會引起⾝體

反應會分泌⼀些激素紊亂胰島素，如腎上腺

素、腎上腺⽪質素及胰⾼⾎糖素等，結果引

起⾎糖升⾼，從⽽加重了病情。

正向⼼理

個⼈的思想、情緒及⾏為是互相牽引，患者

對於糖尿病的看法及感受會直接影響其對糖

患    
    a

尿病的治療配合。例如悲觀患者會覺得此乃

「不治之症，永遠不會好」，不其然可能會放

棄治療，出現抗拒打針、⻝藥、暴飲暴⻝等對

抗⾏為，嚴重者可患上精神抑鬱。相反樂觀態

度及正⾯思想，有助提昇患者對控制⾎糖的能

⼒，甚致能影響⾝邊的同路⼈。

教育⼼理

雖然糖尿病在現今尚未有根治⽅法，但配合治

療，糖尿病⼈可有效地控制⾎糖，延緩或避免

併發症出現，以解除其精神壓⼒及調節⼼理失

衡狀態。透過學習有關糖尿病的知識及管理，

包括糖尿病管理課程、專題講座、互聯網、書

籍、個別教育及輔導，患者可透過不同渠道去

了解並積極配合治療。 

社會⼼理

社會對糖尿病的認知、接納及理解對於糖尿

病控制有很重要的影響。患者應持開放的態

度、主動與家⼈、朋友分享患病的⼼情與體

會，以帶來正⾯的⽀持及關懷，減少負⾯情

緒。當遇有疑問，患者可以主動向醫護⼈員

提出，以儘早吸收到正確的糖尿病知識，從

⽽減少對糖尿病產⽣焦慮、誤解及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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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儕⽀持

糖尿病患者極需要⽣活上的持續⽀援，朋儕

⽀持更是患者⾃我管理中⾮常重要的⼀環。

研究發現，朋儕⽀持有助糖尿病患者在⽇常

⽣活中落實⾃我管理、提供社會和情感⽅⾯

的⽀援、⿎勵患者適時尋求專業⼈員和社區

資源的協助，以及提供多樣化和持續性的⽀

持，如飲⻝控制、運動⽅式、⾎糖管理、⾃

我照顧及藥物使⽤等，對病⼈健康⼤有幫

助。此外，糖尿病患者多參與社交活動，可

以增加機會跟其他病友分享控制糖尿病的經

驗。在同路⼈的影響下，有助配合治療並建

⽴樂觀思想。

糖尿病⼼理治療對於患者治療糖尿病有重要的

義意。患者擁有積極⼈⽣觀，可保持良好⼼理

狀況；及早糖尿教育及輔導，能減少患者負⾯

情緒。家⼈及親友的⽀持，有助提昇患者對治

療糖尿病的信⼼。聽懂、聽對，並傳達讓患者

知道醫療⼈員同理患者，以及患者本⾝也學習

具有覺察性的內在對話；感受到他的需要與情

感有⼈重視與瞭解也是⾮常重要的。透過種種

⼼理治療，可有效提⾼患者控制糖尿病的⾃理

能⼒，⾃願配合治療，提⾼⽣活質數，最終能

獲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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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愈趨年輕化 , ⽽糖尿病患者往往在飲⻝
上都有很多謬誤。  註冊營養師⿈兆章指出以
下三個糖尿病患者常⾒的謬誤: 

1. 糖尿藥物 = 「解藥」, 飲⻝上不⽤控制? 

    糖尿病除了靠藥物控制外, 更要配合適量運
動 , 同時要有良好的飲⻝習慣 , 多管⿑下 , 才可
以全⾯有效控制⾎糖。

2. 完全不吃碳⽔化合物, ⾎糖就不會上升?

    碳⽔化合物是我們⾝體的主要能量來源, 攝
取不⾜會讓我們覺得很疲倦 , 專注⼒下降 , 甚
⾄影響⽇常⽣活。糖尿病患者其實應攝取低

升糖的碳⽔化合物和合適的份量。 

3. 清淡的粥或即⻝⿆⽪作早餐, 健康⼜能控制
    ⾎糖?

    粥或⿆⽪含豐富碳⽔化合物, 的確可以提供
⾝體所需能量 , 但粥和即⻝⿆⽪同屬⾼升糖指
數⻝物 , 容易被⾝體快速吸收 , 令⾎糖急升。
糖尿病患者可以選擇粟⽶、通粉等低升糖指

數⻝物 , 配上適當蛋⽩質，如雞蛋、吞拿⿂ ,
再配上飲品，如低糖⾼鈣⾖漿或選擇⽅便⼜

幫助控制⾎糖的糖尿病⼈⼠專屬營養品 , 簡稱
糖尿奶，都有助控制⾎糖。

 

營養師建議 , 糖尿病患者可以挑選有信譽和營
養組合符合權威機構組織 (例如：美國糖尿病
協會) 建議, 並符合受法例監管的低糖標準 (即
每 100毫升含不多於5克糖 ) 及提供複合醣組
合 , 屬於低糖、低升糖指數的營養品做早餐 ,
或者成為早餐的⼀部分 , 能幫助控糖同時亦滿
⾜糖尿病⼈嚐甜的慾望 , 更有助延⻑飽肚感。
每個⼈的病情和飲⻝需要都不⼀樣 , 飲⽤任何
營養品前, 建議先諮詢醫⽣和營養師的意⾒。

資料來源：亞洲糖尿病基⾦會 正視糖尿病網站
(www.diabetesrisk.hk)

營養師拆解三⼤飲⻝謬誤  

低升糖飲⻝有助控制⾎糖
⿈兆章先⽣

註冊營養師

GI是量度各類含碳⽔化合物的⻝物
在進⻝之後對⾝體⾎糖的影響。低

升糖⻝物內的碳⽔化合物會相對⾼

升糖⻝物消化及吸收得較緩慢，令

⾎糖升幅相對較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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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糖指數 (GI)

低升糖
指數

中升糖
指數

高升糖
指數

http://www.diabetesrisk.hk/


碳⽔化合物會令⾎糖⽔平上升，如何改變飲⻝

習慣來控制碳⽔化合物的攝取量？

糖尿病患者在進⻝含有醣質  (碳⽔化合物) 的
⻝物後，⾎糖的⽔平會上升，所以需注意每餐

的醣質攝取量，作出適當交換。

例如：建議早餐可進⻝3份醣質的話，就要在
表格選取三項，合共3份。

⼥性每餐約需40 - 60克碳⽔化合物
男性每餐約需50 - 80克碳⽔化合物
餐與餐之間或睡前可能需要10 - 20克碳⽔化合物

每⽇碳⽔化合物進⻝量應佔每⽇總熱量的⼤約⼀半。

碳⽔化合物攝取量

 

控制碳⽔化合物攝取量
本⽂章由AXA安盛提供

每日碳水化合物攝取量

資料來源：亞洲糖尿病基⾦會 正視糖尿病網站 (www.diabetesris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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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碗⽩飯  (中號碗 )

約有50克碳⽔化合

物，含量約等於  2

塊半麵包或  1 碗麵

(熟、不計⽔份)。因個別⼈⼠年齡、⾝⾼體重、性別、健康狀況、活動量不同，所需碳⽔化合物亦

不同，請諮詢醫⽣或營養師意⾒。

五穀類/⾼澱粉質蔬果
(每份⻝物含15克碳⽔化合物)

⽩/紅/糙⽶飯 (熱) 1.5 滿湯匙

爛飯/潮州粥 1/2 碗

1/2 碗意粉/通粉/蕎⿆麵 (熟，不連湯)

⽶粉/河粉/上海麵/烏冬 (熟，不連湯) 1/3 碗

蛋麵 (細) 1/2 碗

粉絲 (煮熟) 3/4 碗

粥/熟⿆⽪ 3/4 碗

乾⿆⽪ 3 平湯匙

⼘⼘⽶/粟⽶⽚ ⼩半碗

全⿆維 All bran 4.5 平湯匙

維他⿆ Weetabix 1.5 件

低脂消化餅 1.5 ⽚

克⼒架/梳打餅 3 ⽚

⾼纖⿆餅 3 ⽚

瑪利餅 (細) 4.5 ⽚

⽩/⿆⽅包 (1磅8⽚去薄邊) ⼤半⽚

http://www.diabetesrisk.hk/


備註 : 健康資訊由基琳健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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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紅⾖/綠⾖/⿊⾖/眉⾖/

⾺⾖/乾蓮⼦/⻘⾖/茄汁⾖)

6 平湯匙

蓮藕/沙葛 3 隻雞蛋體積

薏⽶ 1.5 平湯匙

藜⿆ (熟) ⼩半碗

五穀類/⾼澱粉質蔬果
(每份⻝物含15克碳⽔化合物)

⽩/⿆⽅包 (細⽚去邊) 1.5 ⽚

豬仔包/提⼦包 1/2 個

饅頭/蒜包 (中) 3/4 個

薯仔/蕃薯/芋頭 (熟) 1.5 隻雞蛋體積

薯蓉 1/2 碗

蓮藕/沙葛 3 隻雞蛋體積

栗⼦ (⼤) 3 粒

紅/⻘/⽩蘿蔔 3 隻雞蛋體積

粟⽶粒 4.5 平湯匙

粟⽶ (中) 1/2 條

⾺蹄 (⼤) 6 粒

蔬果類
(每份: 1碗新鮮蔬菜/ 1/2碗烹煮的蔬菜)

未經烹煮的葉菜 (例如：⽣菜、紫椰菜) 1 碗

烹煮的蔬菜、芽菜、⽠類、⾖類或菇菌

(例如：菜⼼、芥蘭、菠菜、⽩菜、⾖芽、

茄⼦、紅蘿蔔、荷蘭⾖、⾦菇)

半碗

3/4 杯

(180 毫升)

無添加糖的新鮮蔬菜汁

(例如：新鮮番茄汁)

⽔果

⼩型⽔果 (例如：布冧、奇異果) 2個

中型⽔果 (例如：橙、蘋果) 1 個

半個⼤型⽔果 (例如：⾹蕉、西柚、楊桃)

⽔果塊 (例如：西⽠、皺⽪⽠、蜜⽠) 半碗

顆粒狀的⽔果

(例如：提⼦、荔枝、⾞厘⼦、⼠多啤梨)

半碗

無添加糖或鹽的果乾

(例如：提⼦乾、西梅乾)

1 湯匙

無添加糖的純果汁

(例如：鮮橙汁連果⾁)

3/4 杯



頸後膿瘡 糖尿病徵兆?
本⽂章由確進醫療提供

接觸不少病友，他們確診糖尿病時，其空腹

⾎糖值及糖化⾎紅素值極⾼。這代表他們患

有糖尿病已有⼀段時間，只是平常病徵不明

顯，不被察覺，沒有接受治療。其實，透過

⾝體的輕微轉變，多細⼼，總有⼀些「蛛絲

⾺跡」讓我們找得到。

有位男⼠，約60歲。有天發覺後頸無故⽣了
「暗瘡」，他塗抹消炎藥膏了事。數天後，

那粒瘡不但沒有消失，更不斷的發⼤。⼀星

期後，發炎位置更腫脹如乒乓球般⼤。由於

濃瘡位於頸後，卧睡時痛楚難忍，甚⾄肩膀

也痛起來。他決定到家庭醫⽣求診。醫⽣刺

穿濃瘡，將部份的濃液放⾛，瘡縮細了。可

以想像，乒乓球般⼤的瘡，內裡的液體⾃然

不少。往⽇幾天，濃液不斷流出，更沾濕上

⾐，情況尷尬。幸好，傷⼝復合良好，也沒

出現發炎情況。

三個⽉後，該男⼠因經常⼝渴、容易疲倦及

視⼒模糊⽽求醫  (這全是糖尿病症狀 !)，空腹
⾎糖值竟⾼達 20mmol/L (正常⽔平應在     
 紅素
 

5.6mmol/L)，被確診糖尿病。由於他的糖化
⾎紅素也⾼達 11% (正常⼈是5.1 - 6.4%)，屬
危險⽔平，糖尿專科醫⽣建議先注射胰島素⼀

段短時間，⽬的是將⾎糖控制同時⼜有機會讓

胰臟休息及減輕負擔。現在，這病⼈可靠⼝服

降⾎糖藥幫助及飲⻝調整來控制⾎糖；由於是

病發初期，暫未有出現糖尿病引起的併發症。

以上只是⼀個病例，不是每位糖尿病⼈也⻑出

濃瘡。這男⼠雖然有作⾝體檢查，報告指出體

重超標、⾼⾎壓及空腹⾎糖度數介乎糖尿病邊

緣，他個⼈認為只要不再吃糖就得脫離糖尿危

機。事實並⾮如此，因為這是⾝體給我們的警

號。為能更檢測糖尿病，他們應考慮進⾏⼝服

葡萄糖耐量測試，俗稱「飲糖⽔」檢查。它是

世界衛⽣組織建議的糖尿病診斷標準，能更有

檢測糖尿病及前期糖尿病，盡早處理病情能降

低⾼⾎糖對⾎管的破壞以及患上冠⼼病、中⾵

等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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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bite.adf.org.hk

中⽂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18-25        26-35       36-45      46-55      56-65       66-75      76或以上 

性別*：            男             ⼥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資料收集

亞洲糖尿病基⾦會可能使⽤你的個⼈資料作聯絡、通訊、收集意⾒、服務申請、發送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期刊、或活

動推廣等⽤途 (當中包括或不包括其他機構或公司的信息資料或參與)。除獲本會授權的⼈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他⼈
⼠。根據個⼈資料 (私隱) 條例，閣下有權向本會查閱及更改你的個⼈資料。如會員希望查閱和更改個⼈資料，須以書
⾯向本會提出。

聲明

      本⼈聲明此申請表所載⼀切資料，依本⼈所知均屬正確，並無遺漏。本會有權決定是否接納申請⽽⽏須提供理由。
      本⼈已閱讀、明⽩及同意上列之「個⼈資料收集」聲明。

      本⼈不希望收到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期刊或活動推廣。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年飲食小貼士

75公斤

25分鐘

➜

38分鐘

➜50公斤

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
成為會員將定期以電郵形式收到我們的期刊及不同的資訊，包括聯盟活動及

教育課程的最新消息，並享有會員優惠及優先報名的機會。成為聯盟的會

員，請填寫以下資料並以下列⽅法遞交⾄亞洲糖尿病基⾦會：

(1) 傳真 (852) 2647 6624；或  (2) 郵寄沙⽥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佳⼯業⼤
廈4樓K室；或  (3) 電郵enquiry@adf.org.hk ；或  (4) 掃瞄QR碼  (糖尿及
三⾼健康聯盟網站www.diabetesrisk.hk/register) 直接填寫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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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申請表

diabetesrisk.hk/register

*必須填寫

熱量：

相等於

蘿蔔糕

消耗此熱量
緩步跑需要…

(約168g)
2件

想知道
更多食物的卡路里

？

218kcal
1碗白飯

http://citybite.adf.org.hk/
http://citybite.adf.org.hk/
https://apps.apple.com/hk/app/citybite/id148703994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df.google.citybite
http://citybite.adf.org.hk/
http://www.diabetesrisk.hk/register
http://www.diabetesrisk.hk/register
http://www.diabetesrisk.hk/register


⽴即成為會員

索取免費試飲

及買⼀送⼀

⾸次購買優惠券

 

在⾃我管理的過程中，量度⾎糖成為糖友⽣活中重要的

部分。經過⻑年累⽉反復量度⾎糖的過程中很容易會變

得枯燥。基琳健康為了⿎勵⼤家養成⾃我監測⾎糖的習

慣及回饋⼤家的努⼒，現凡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 ,
可以專屬價HK$ 300購買「控糖FUN」個⼈化糖尿管
理套裝，包括：Gochek2⾎糖機、採⾎筆、採⾎針
(100⽀)、⾎糖試紙  (100張)。享⽤MyGem App健康
管理平台及更有機會免費換取⾎糖試紙。僅在優惠期有

限，⽴即⾏動。

優惠碼：GVC202007

糖尿及三⾼健康聯盟

會員優惠

「控糖FUN」個⼈化糖尿管理套裝
優惠及積分換領活動

請掃瞄以下⼆維碼作登記及查看詳細的積分換領細則及條款，

或致電基琳健康客戶服務中⼼ (852) 2809 2893以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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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abbott/
https://www.abbottnutrition.com.hk/glucerna/trial.php
https://www.abbottnutrition.com.hk/glucerna/trial.php
https://www.abbottnutrition.com.hk/glucerna/trial.php
https://www.gemvcare.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P8czMcwgqO2bf9kvhEj12CIuaFVSMnhGg6utJNZGpYvtXaQ/viewform


citybite.adf.org.hk

AXA安盛為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提供尊享
優惠，現凡登記成為糖尿及三⾼健康聯盟會員

並購買由AXA安盛承保的指定醫療及危疾保障
或⼈壽及儲蓄基本計劃，即可享有⼀次性      
 AX

⽴即透過以下網站留下您的聯絡資料，AXA安
盛理財顧問將會與您聯絡，讓您了解更多！

https://www.axa.com.hk/zh/diabetes-and-3-highs-alliance-enewsletter 

*詳情請參閱條款及細則

新客戶⾸次到確進醫療約⾒糖尿及內分泌專科醫⽣，

可即⽇安排簡單快速糖化⾎紅素  (HbA1c) 測試，不
另收費 (價值$290)。

糖化⾎紅素是⾝體在最近三個⽉的平均⾎糖指數。測

試結果能讓醫⽣團隊了解病⼈的糖尿病受控情況，進

⼀步調整控糖⽅法及制定⽬標。

確進醫療

網址：  http://www.qualigenics.com 
電話：（中環）(852) 3607 7800  
          （旺⻆）(852) 2868 6020

追蹤你的飲⻝
習慣

追蹤你的飲⻝
習慣

追蹤你的飲⻝
習慣

                                                提供健康
飲⻝建議提供健康飲⻝

建議
提供健康飲⻝

建議

   ⽴即下載!

400港元電⼦保費現⾦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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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xa.com.hk/
http://citybite.adf.org.hk/
http://citybite.adf.org.hk/
https://apps.apple.com/hk/app/citybite/id148703994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df.google.citybite
http://citybite.adf.org.hk/
http://www.qualigenics.com/
https://www.axa.com.hk/zh/diabetes-and-3-highs-alliance-enewsletter
https://www.axa.com.hk/zh/diabetes-and-3-highs-alliance-enewsletter
http://www.qualigenics.com/


美國雅培於1888以 People's Drug Store為名的⼩藥廠形式營運，實⾏「以
⼈們健康為本」，全線產品系列從營養品和診斷產品到醫療器械和醫藥治療⽅

案，貫穿各個年齡段，滿⾜從嬰幼兒到⽼年⼈的重要健康需求。透過逾 130年
研究經驗加上無數臨床實證，雅培不斷推出及改進優質配⽅，照顧世界各地不

同年齡的健康需要。

AXA安盛為AXA安盛集團之成員，憑藉其超卓的產品及服務，現時於⾹港及澳
⾨的客戶⼈數已超過130萬。AXA安盛集團不單是全球最⼤財產險商，在⾹港
及澳⾨，我們是其中⼀家最⼤的醫療保險供應商。

基琳健康是⾹港⾸間結合⽣物及資訊科技去預防及管理糖尿病的公司。我們擁

有超過20多年研究有關亞洲糖尿病⼈的⼤數據，並致⼒於推⾏糖尿病⾵險評估
及健康管理計劃，為我們的社區提供完善的健康管理⽅案。

美國默沙東藥廠有限公司 (MSD) 作為全球最⼤⽣物製藥公司之⼀ ，在過去超
過⼀個世紀以來，本著「病⼈為本」的理念出發，⼀直致⼒於疫苗與藥品研發

上，為全球帶來不同的疫苗與藥品以應對各種不同的疾病挑戰。

確進醫療採⽤「綜合專科疾病管理」的醫學理念，有來⾃不同專業的醫護團

隊，為受糖尿病、⼼⾎管疾病以及併發症困擾的⻑期病患者提供⼀站式的醫療

服務。為了促進病⼈的健康和防⽌病情惡化，確進醫療為慢性病患者提供價錢

合理的護理服務，包括⾵險評估，調週⽣活模式，處理情緒問題，以及藥物治

療等。

亞洲糖尿病基⾦會 (ADF) 是⾹港中⽂⼤學基⾦會管轄的⼀間註冊慈善團體，
旨在發起和推⾏各項醫學、科學和學術研究，收集現有的臨床醫學證據，並將

其轉化為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病的預防和控制策略。致⼒推廣⾏之有效的慢性病

管理計劃，加強慢性病⻑期管理的可持續性、實惠價值和普及程度。

電話：(852) 2637 6624            傳真：(852) 2647 6624
網⾴：www.adf.org.hk            電郵：enquiry@adf.org.hk

糖尿病、⾼⾎壓和⾼⾎脂症是⾹港三⼤疾病，加上肥胖，

導致了⾹港⼈的4種嚴重疾病，包括⼼臟病、中⾵、腎病
和癌症。隨著糖尿病和「三⾼」的⼈⼝增加，以致對社會

和⾦錢上負擔⽇漸加重，「糖尿及三⾼健康聯盟」致⼒提

⾼公眾對糖尿病和「三⾼」的認識，從⽽維持健康和預防

疾病。

關於糖尿及三⾼健康聯盟

成員及贊助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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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df.org.hk/
https://www.hk.abbott/
http://www.adf.org.hk/
http://www.adf.org.hk/
https://www.axa.com.hk/
http://www.qualigenics.com/
https://www.msd.com.hk/en/home/
https://www.gemvcare.com/
http://www.diabetesrisk.hk/alli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