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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患糖尿病的風險 

——給全家人的資訊

1300 136 588 ndss.com.au
全國糖尿病服務計劃 (NDSS)是澳大利亞政府的一項舉措，由澳大利亞糖尿病委員會管理。

Gestational Diabetes – Life after Gestational Diabetes – Chinese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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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孕期間患糖尿病稱妊娠糖尿病。

患有妊娠糖尿病意味著你可能有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基因。

許多人都有糖尿病基因，但診斷糖尿病的唯一方法是驗血。如果不加以控

制，高血液葡萄糖（血糖）水平會增加眼部、足部和腎臟等器官問題的風

險。  

知道有患2型糖尿病的較高風險，使你可以自我控制。研究表明，體重健

康、多做運動的女性可以延遲或避免患上2型糖尿病。健康飲食，每日步

行，也就是懷孕期間你學到的知識，可以幫助你預防或延遲患上2型糖尿

病，而且也會向孩子展示如何保持健康，避免糖尿病！

寶寶出生後…
妊娠荷爾蒙（造成葡萄糖

從血液到細胞中輸送延緩

的荷爾蒙）會在幾天內下

降，使胰島素更有效地將

血糖水平(BGLs)保持在健

康範圍。

請家庭醫生做口服葡萄

糖耐受測試(OGTT):

妊娠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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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檢查糖尿病狀况！

家庭醫生做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OGTT):

• 寶寶出生後兩到三個月

	 每100個女性中會有兩個在嬰兒出生後仍然有糖尿病，因此分娩後儘快進

行測試可以評估葡萄糖（糖）水平是否已恢復到正常範圍。

• 找家庭醫生做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

 如果你計劃再次懷孕。

下表顯示了何時要做複查，複查將根據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結果安排。

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結果 在多久之後做下一次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

糖尿病前期	 1年

無糖尿病，在更年期之前		 2年

無糖尿病，在更年期之後	 3年

糖尿病	 不需要做進一步的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	

	 你的醫生會安排你進行適當的教育與控	

	 制。	

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往往

感覺正常，很多年都沒有

明顯症狀。這是為什麼看

家庭醫生做糖尿病檢查如

此重要。這樣你就可以清

楚地知道是否患有2型糖

尿病，防止糖尿病問題出

現。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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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在任何年龄患上糖尿病（高血糖水平）。如果不加以治疗，高

于8mmol/L的血糖水平会造成器官损坏，如眼睛、肾脏、心脏以及双脚。 

如果你有患病风险（以及曾患过妊娠糖尿病的女性），定期检查糖尿病可

能会缩短接受治疗前血糖水平偏高的时间。 

如果你有患病風險（以及曾患過妊娠糖尿病的女性），定期檢查糖尿病可

能會縮短接受治療前血糖水平偏高的時間。

選擇：

就可以降低或延緩患 2型糖尿病的机率50%。

麼什麼糖尿病是個問題？

健康飲食1 適當運動2 保持健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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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早期診斷與控制對保持良好健康、計

劃將來懷孕很重要。”

 

請記住，即使檢查顯示你沒有糖尿病，也要提醒家庭醫生每兩年檢查一次*，

以避免未經診斷的糖尿病可能造成的問題。

*與子宮頸塗片檢查一起做

“媽媽，我想當一

名醫生，那樣我就

可以幫你控制肚子

裏的糖了！”

患有妊娠糖尿病媽媽的4歲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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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讓生活更健康

 過上健康生活

食物是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與家人和朋友共同進餐是生活中的美好時光！

以下是可以與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些小點子：

•	讓吃飯時間變得更有樂趣。與孩子分享健康的小食
•	每天吃最多3次小食，在主餐時縮减分量，以便可以吃些小食	

•	營養來源多樣化，選擇你喜歡的食物
•	炒菜時限制油量，儘量使用植物油，如橄欖油、菜籽油、葵花籽油、米糠油。	
避免使用椰子油或棕櫚油，因為其飽和脂肪含量過高

•	在吃飯時多吃蔬菜
•	减少米飯量，每餐不超過1平碗（250克）熟米飯，儘量選擇低升糖指數米飯或麵條	

(如印度香米、Doongara米、蕎麥面或米粉）

• 與朋友相約散步，然後停下來喝喝咖啡，吃些點心
• 在食品櫃和冰箱中放一些健康的小食
• 你不必為自己單獨做飯，健康食物對全家人都是適合的！

可以選擇的健康小食舉例包括：

煮熟的四季豆和胡蘿蔔

1小塊水果（如一個蘋果、橙子、桃子、梨或2個桔子或奇异果或

10粒葡萄）

250克酸奶（查看脂肪含量少于10克/100毫升）。	

如果需要的話選擇無乳糖酸奶	

一杯水果沙拉（包括蘋果、香蕉、莓果、葡萄、橙子、桃子、	

油桃、桔子或奇异果）

一片全麥麵包抹一湯匙花生醬或鰐梨
一杯低脂牛奶或無糖加鈣豆奶

乾果和無鹽堅果（一小把）

5個用清湯煮熟的餃子

一個煮熟的雞蛋（每周不超過6個，最好是水煮蛋或荷包蛋）

一小段玉米

健康飲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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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清單单

購物時把這個有用的指南帶上，讓你更輕鬆選擇低脂產品：

麵包與麥片 
低于5克脂肪/100克（如果主要是燕麥片，低于10克脂肪/100克）

低脂酸奶	

低于2克脂肪/100克

低脂酸奶 
低于2克脂肪/100克

低脂冰淇淋 
低于5克脂肪/100毫升

低脂奶酪 
低于20克脂肪/100克

全麥或多穀物餅乾、甜餅乾、蛋糕、小食粑和什錦燕麥粑、	

蛋黃醬、各種沙拉醬和調味汁、湯和方便食品

低于5克脂肪/100克

纖維 
儘量購買含有至少5克纖維/100克的麵包和麥片

儘量購買含有至少3克纖維/100克的餅乾和小食

鈉（鹽） 
儘量選擇含有低于450毫克鈉/100克的食物 (奶酪是低于800毫克/100克)，

例如用低鹽醬油替代普通醬油

向營養師諮詢更多有關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資訊	

(可以到本地社區健康中心詢問，或訪問澳大利亞	

糖尿病人聯合會網站找到你所在區域的營養師：	

www.daa.asn.au)。

小
貼
士

去超市時記得

帶上標簽閱讀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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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上健康生活

多做運動對你有多方面的好處！各種運動可以帶來許多巨大的樂趣，讓你感

覺良好，改善健康，而且也是非常好的放鬆方式，可以與朋友一同分享快樂

時光。以下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融入更多運動的一些小點子：

與孩子伴隨著他們最喜歡的音樂跳10分鐘舞 

把身體活動當作機會，而非浪費時間。

把所有的身體活動都當作改善健康的機會，而非浪費時間。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步行10分鐘  

每天盡可能做多種形式的運動。

養成走路或騎車的習慣，而非開車，或者儘量自己親自做而非使

用省人力的機器。 

與孩子在花園或公園裏玩10分鐘

在多數日子裏 (如果不能全部)進行總共至少30分鐘的體育鍛煉。

30分鐘（或更長時間）的運動可以在一天裏累加，每次可進行較

短的運動 (哪怕只有10至15分鐘)。多做運動可降低患糖尿病的機

率。 

采取措施讓生活更健康

2

10
+
10
+
10
=
30

 適當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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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免你和家人患糖尿病的同時，找到享受生活的健康平衡。

為孩子做出榜樣。健康飲食與適當運動要相結合。以下是一些讓你動起來的

小點子！

在家裏和花園裏與孩子玩捉迷藏；

做園藝；

帶孩子去公園或游樂場；

在公園裏踢球或扔球；

送孩子去游泳班，在孩子上課時你也游上幾圈；

與孩子玩Wii；

定期計劃家庭步行、徒步旅行或騎自行車车

全家都應多做運動的理由！ 
多做運動可以：

•	幫助預防心臟病、中風和高血壓；

•	降低患糖尿病的風險和某些癌症；

•	幫助增强并保持健康的骨胳、肌肉和關節，减少受傷風險；以及

•	促進心理健康。

多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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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上健康生活

堅持123，避免糖尿病…	

諮詢家庭醫生
每2年做一次糖尿病檢查，瞭解徵兆和症狀车

在懷下一個寶寶前

在下次懷孕前做糖尿病檢查

控制體重
恢復到健康體重範圍车	

       諮詢家庭醫生！
記得孩子出生後兩至三個月以及此後每兩年一次諮詢家庭醫生做糖尿病檢

查。*葡萄糖測試可能顯示幾個結果：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或在正常範圍。

“我在孩子出生後做了這個檢查，妊娠糖尿病已經沒有了”

妊娠糖尿病可能會在孩子出生後‘消失’。如果患過妊娠糖尿病，說明你可

能遺傳了糖尿病基因，因此建議定期檢查。

采取措施讓生活更健康

保持健康 3

1

1

2

3

將腰圍控制在

80厘米以下
小
貼
士

你很可能在孩

子長到十幾歲

之前患2型糖

尿病。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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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  
(稱為空腹血糖受損或糖耐量减低）

“我做了這個檢查，醫生告訴我有糖尿病前期” 

如果糖尿病檢查結果表明你是糖尿病前期，這意味著，你很快罹患2型糖尿病

的風險較高。結果车沒有在糖尿病範圍內，但却高出正常水平。糖尿病前期

的人可通過多做運動及健康的體重目標而逆轉血糖水平，使之恢復到正常範

圍。應該每12個月做一次血糖耐受測試，以觀察血糖水平是否在上升。

糖尿病

“孩子八周大時我又測了一次，血糖還是很高”

有些女性在懷孕前即患有糖尿病，却完全不知曉她們的血糖水平偏高。孩子

出生後進行口服葡萄糖耐受測試可以診斷你是否患有糖尿病。如果你確實有

糖尿病，一定要見醫生，幫助控制血糖水平，避免糖尿病相關問題出現。

家族史…

此時最好能與親屬（父母、祖父母、姑媽姨媽、叔叔舅舅）討論糖尿病。問

問他們是否最近做過糖尿病檢查，如果沒有，建議他們去看醫生做個檢查。

問問朋友願不願意與你一同散步、一同去游泳或健身來保持健康！

通過遵循一些健康生活步驟可以降

低你（和孩子）患2型糖尿病的風

險，例如被診斷患有妊娠糖尿病時

推薦給你的那些措施。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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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徵兆

注意糖尿病的一些徵兆和症状，例如： 

• 頻繁去廁所	(小便)；

• 經常感到口渴；以及

• 感到疲備

諮詢家庭醫生！
對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早期診斷與控制對良好健康很重要，特別是你計劃

將來懷孕。 

曾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有50%的風險會在今後一生中的某個時間患上2型

糖尿病。

“哇，我很幸運不在這50%會患糖尿病的人之中…”

很遺憾，生活并非總像你想的那樣。記得每兩個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中就

有一個會罹患2型糖尿病。選擇避免患上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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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懷下一個孩子前

先做一下糖尿病檢查！

如果檢查表明你有糖尿病，你可以開始適當控制高血糖水平，以免影響到寶

寶。儘量將血糖水平保持在4–7mmol/L，然後再懷孕。在孕期最好也能保持

這個水平，幫助减少胎兒在發育中出現問題。血糖過高可能造成的一些問題

包括器官畸形、呼吸問題、腹部肥胖甚至死亡。	

如果檢查顯示，你有糖尿病前期或糖尿病，你一定要去見糖尿病教育專家或

糖尿病專科醫生，然後再試圖懷孕。懷孕前及在孕期要與醫務人員一起努力

控制糖尿病。	

需要與糖尿病護理小組討論的一些事情有：

• 葉酸：在懷孕前至少3個月開始服用。

• 血液葡萄糖測試：諮詢計劃懷孕時要達到的建議血糖水平（4–7mmol/L之

間)。醫生或糖尿病教育專家可能會與你商量開始使用胰島素來幫助控制血

糖水平。

       

我想要再生個孩子

2

在下次懷孕時提早或之

前做口服葡萄糖耐受測

試，檢查糖尿病。保持

血糖處于健康範圍有助

于降低胎兒患高血糖并

發症的機率。

小
貼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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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體重 
根據要降低體重的多少，你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健康體重。要記住，

如果你超重，任何减重都是好的。减輕6公斤或以上將大大降低患2型糖尿病

的風險。

設定現實的目標，尋求專業幫助，都有助于你成功控制血糖！請與營養師預

約，獲得你和家人的健康飲食建議或减重資訊。

采用腰圍作狀指導，努力保持/達到健康體重範圍。

腰圍指引（厘米）

18歲以上男女身高體重表

 

 
 

為達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罹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將體育鍛煉與健康飲

食相結合會達到最佳效果。 

爭取保持健康體重

3

 健康  超重  肥胖

男性 94 94-101.9 ≥102

女性 80 80-87.9 ≥88

30
40

140厘米 55” 150厘米 59” 160厘米 63” 170厘米 67”

身高——赤腳脚

kg

180厘米 71” 190厘米 75”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體重過輕

健康體
重

超重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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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網站

在以下網站可以查找到更多有關如何延遲糖尿病的資訊：

全國糖尿病服務計劃 (NDSS)
www.ndss.com.au

澳大利亞糖尿病委員會 
www.diabetesaustralia.com.au

澳大拉西亞妊娠糖尿病協會 (ADiPS)
www.adips.org

體育鍛煉  

在你所在州/領地網站上搜索“體育鍛煉”

澳大利亞膳食指引

http://www.nhmrc.gov.au/guidelines/publications/n55



本小冊子旨在幫助曾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及其家人和朋友瞭解糖尿病如何影響到你

和家人。采取措施讓生活更健康，降低你和孩子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 

本小冊子是由“妊娠糖尿病之後的生活工作組”代表澳大利亞糖尿病協會和澳大拉西

亞妊娠糖尿病協會協調製作的，撥款來自全國糖尿病服務計劃 (NDSS)。

全國糖尿病服務計劃是澳大利亞政府的一項舉措，由澳大利亞糖尿病委員會進行管

理。全國糖尿病服務計劃以優惠價格提供糖尿病相關產品，并向糖尿病患者提供一些

資訊與支持服務。注冊是免費的，而且所有被診斷患有糖尿病的澳大利亞人都可以注

冊。請訪問www.ndss.com.au或致電1300 136 588。2009年首次發行。請致電澳大利亞

政府翻譯服務處(TIS National) 131 450 安排電話傳譯。

“工作組” 在此向在資源發展階段參與討論組的女性、伴侶和嬰兒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謝，同時感謝幫助協調這些討論組的員工和希拉裏、胡沙娜和詹尼特。

“當我得知患有妊娠糖尿病時，我很擔心我的寶寶會有

問題。順利度過孕期真是讓我松了一口氣。現在醫生告

訴我，我應該小心不要再患上糖尿病。”

10個月大的山姆的媽媽珍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