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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愛注意常見問題愛注意常見問題愛注意常見問題愛注意

�營養品對身體很好，可以盡量吃?

�營養品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吃的嗎？

�營養品可以用來降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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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

�常見糖尿病產品特色1：提高油脂比例

�糖尿病最重要是血糖的控制，營養品成
分通常會降低醣類比例，為了滿足熱量，
會拉高蛋白質和油脂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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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

營養品種類營養品種類營養品種類營養品種類 醣類醣類醣類醣類 油脂油脂油脂油脂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糖尿病使用 40~50% 35~40% 20%

一般配方 55~60% 25~30% 15%

5

常見糖尿病產品特色常見糖尿病產品特色常見糖尿病產品特色常見糖尿病產品特色1：：：：提高油脂比例提高油脂比例提高油脂比例提高油脂比例

舉例:益葡寧香草、亞培葡勝納嚴選

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

�常見糖尿病產品特色2：添加『鉻』這
種元素

�『鉻』可以提高胰島素的敏感度，幫助
體內的醣類代謝，達到穩定血糖的效
果!!

�舉例：補體素鉻 100 糖尿病適用配方
（清甜）、立攝適穩優糖尿病適用配方
草莓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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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

�常見糖尿病產品特色3：低升糖指數

�低升糖指數表示血糖上升的速度慢，可
以更好的控制血糖!!

�升糖指數：和100公克葡萄糖相比，對
於血糖的影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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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糖尿病營養品特色

低升糖食物低升糖食物低升糖食物低升糖食物 中升糖食物中升糖食物中升糖食物中升糖食物 高升糖食物高升糖食物高升糖食物高升糖食物

1~55 56~69 70以上

蘋果、蔬菜、
新鮮肉類

芋頭、鳳梨
精緻麵包、

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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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低升糖食物還是要注意吃的量唷即使是低升糖食物還是要注意吃的量唷即使是低升糖食物還是要注意吃的量唷即使是低升糖食物還是要注意吃的量唷!!
舉例：桂格完膳營養素糖尿病適用配方、力
增糖尿病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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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

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12.1克克克克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10.3克克克克
醣類醣類醣類醣類29.2克克克克
熱量熱量熱量熱量256大卡大卡大卡大卡/250毫毫毫毫
升升升升

使用對象

注意醣類攝取者。
需額外補充鉻者。
需蛋白質或熱量營
養補充者。

代換分量

1瓶=
1.7份肉
2茶匙油脂
約2份主食(半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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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葡寧香草

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

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12.5克克克克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13.6克克克克
醣類醣類醣類醣類23.9克克克克
熱量熱量熱量熱量250大卡大卡大卡大卡/250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使用對象

注意醣類攝取者。
需額外補充鉻者。
需蛋白質或熱量營養
補充者。

代換分量

1瓶=
1.7份肉
2.7茶匙油脂
1.5份主食(約1/3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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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培葡勝納嚴選

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

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12克克克克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9克克克克
醣類醣類醣類醣類29克克克克
熱量熱量熱量熱量235大卡大卡大卡大卡/237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使用對象

營養不良之第二型糖
尿病患者
需額外補充鉻脂糖尿
病患者

代換分量

1瓶=
1.7份肉
約2茶匙油脂
約2份主食(半碗飯) 11

補體素鉻 100 糖尿病適用配方 （清甜）-含有鉻

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

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14.2克克克克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12.1克克克克
醣類醣類醣類醣類24.4克克克克
熱量熱量熱量熱量255大卡大卡大卡大卡/237毫毫毫毫
升升升升

使用對象
第一、二型糖尿病
患者
葡萄糖耐受異常者

代換分量

1瓶=
2份肉
約2.5茶匙油脂
約1.6份主食(1/3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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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攝適穩優糖尿病適用配方草莓口味-含有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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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

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11.3克克克克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9.4克克克克
醣類醣類醣類醣類32.7克克克克
熱量熱量熱量熱量250大卡大卡大卡大卡/250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使用對象
第一、二型糖尿病患
者

代換分量

1瓶=
1.6份肉
約2茶匙油脂
約2份主食(半碗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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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格完膳營養素糖尿病適用配方（升糖指數44.2）

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糖尿病營養品介紹

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營養素比例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10克克克克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10.8克克克克
醣類醣類醣類醣類28.2克克克克
熱量熱量熱量熱量250大卡大卡大卡大卡/237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使用對象 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代換分量

1瓶=
約1.5份肉
約2茶匙油脂
約2份主食(半碗飯) 14

力增糖尿病配方（升糖指數43.5）

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思考是否有必要思考是否有必要思考是否有必要思考是否有必要

�營養品通常是當作『飲食替代品』，換
言之，即使是糖尿病病患，能夠均衡飲
食、規律運動的人是不需要特別購買的
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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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

�之二之二之二之二:衡量自身的狀況衡量自身的狀況衡量自身的狀況衡量自身的狀況

�例如:患有腎臟病病人要注意蛋白質含
量，還有是不是有缺乏鉻需要補充等等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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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

�之三之三之三之三:注意使用份量注意使用份量注意使用份量注意使用份量

�有些營養品會註明一天最多的使用量，
請好好按照說明使用，多吃是無法改善
病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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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營養品挑選、、、、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使用攻略

�之四之四之四之四:學會醣類代換學會醣類代換學會醣類代換學會醣類代換

�營養品都是具有熱量和醣類的，使用時
請將他們和三餐的主食作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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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需均衡攝取六大類食物，以
低升糖指數（GI）的飲食為主

�低升糖指數是升糖指數低於55以下的食
物，這類食物通常未經加工，例如：糙
米、蔬菜、薏仁等

�高升糖指數食物通常含大量的糖與精緻
澱粉，如蛋糕、吐司⋯等

19

六大類食物六大類食物六大類食物六大類食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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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糖尿病患者常遇到「不知道如何吃」
的情境，正確搭配低升糖指數糖尿病營
養品的飲食管理觀念

21

早餐吃不下或來不及吃時早餐吃不下或來不及吃時早餐吃不下或來不及吃時早餐吃不下或來不及吃時

�早上胃口不好或來不及吃早餐，又必須吃
藥時

�可先飲用糖尿病營養品來補充營養，打開
就能喝非常方便，若沒喝完還可先將蓋子
蓋上並冷藏

�如果你習慣吃早餐搭配一杯飲料，像是紅
茶、奶茶或咖啡，不如喝1罐糖尿病營養
品取代這些含糖飲料

�糖尿病營養品就像半份早餐，有低升糖指
數的醣類、蛋白質、膳食纖維等均衡營養，
可以當作正餐的一部分

22

外食族不知如何控制飲食外食族不知如何控制飲食外食族不知如何控制飲食外食族不知如何控制飲食？？？？

�如果你是工作忙碌的外食族，或是不知
道如何控制飲食

�可以把糖尿病營養品取代半份正餐

�忙碌時錯過一餐就隨便買份點心充飢，
現在可以考慮改喝一罐糖尿病營養品當
作中餐

�搭配1/2-2/3 份一般便當，或搭配一份
點心，做到定時定量的飲食原則

23

年長者體力虛弱怎麼吃年長者體力虛弱怎麼吃年長者體力虛弱怎麼吃年長者體力虛弱怎麼吃？？？？

�糖尿病年長者的保養之道

�首要注意的是均衡飲食，其次是飲食量
一定要足夠

�萬一年長者胃口不佳，可在家準備糖尿
病專用營養品打開就能立即喝，非常方
便

�在諮詢專業人員建議下，可以作為正餐
的一部分，或是在兩餐之間、睡前點心
飲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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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前或是沒時間吃飯時運動前或是沒時間吃飯時運動前或是沒時間吃飯時運動前或是沒時間吃飯時，，，，該怎麼該怎麼該怎麼該怎麼
辦辦辦辦？？？？

�糖尿病友應該要有規律的運動

�在運動前或者沒時間吃飯時，考慮使用
糖尿病專用營養品當作運動前點心

�以亞培葡勝納菁選即飲配方為例，喝一
罐相當於一個均衡小便當有肉、有菜，
而且醣類份數只有1/3 碗飯，熱量約
186 大卡

�是方便攜帶的低升糖指數糖尿病專用營
養品 25

如何選擇糖尿病營養品如何選擇糖尿病營養品如何選擇糖尿病營養品如何選擇糖尿病營養品？？？？

�糖尿病營養品不是補品，應該要用正確的
方式來使用幫助管理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在“固定每日總熱量攝取”的
前提下，若遇上正餐吃不好、身體瘦弱或
體力差之情況，可以把營養品當作點心補
充

�若是需要控制飲食攝取量者，可以將糖尿
病營養品作為餐點的一部分，比如取代早
餐的飲料

�在特殊情況下使用，例如：生病吃不下、
出外旅遊、三餐不正常、不方便準備食物
等 26

建議病友可以選擇建議病友可以選擇建議病友可以選擇建議病友可以選擇

�☑糖尿病專用營養品
☑低升糖指數
☑大廠牌，例如：藥廠研發或有醫學臨
床實證
☑專業醫療人員建議使用

27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有些的確具有人體實驗的功效，但是實
驗樣本數不足-

�有功效但不用特意買有功效但不用特意買有功效但不用特意買有功效但不用特意買!!!!!!!!!!!!!!!!
�((((因為也很貴因為也很貴因為也很貴因為也很貴~)~)~)~)

28



2020/10/16

8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 蜂王乳（Royal Jelly）
� 是蜜蜂分泌的一種白色或淡黃色的乳脂物質，女王
蜂在幼體和成年階段唯一的食物

� 成分:
� 67%水
� 16%糖
� 12.5%蛋白質和氨基酸
� 5%脂肪組成的乳狀物質
� 1.5%礦物鹽（主要是銅、鋅、鐵、鈣、錳、鉀和鈉）
� 少量的類黃酮、多酚和維生素（生物素、葉酸、肌
醇、菸鹼酸、泛酸、核黃素、硫胺素、維生素E）

29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蜂王乳（Royal Jelly）

�已知功效:

30

降膽固醇降膽固醇降膽固醇降膽固醇

� 隨機、安慰劑對照研究（為期3個月，對象為40名輕
度高膽固醇血症患者）指出，口服蜂王乳能明顯降
低血清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和低密度脂
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 三酸甘油脂（triglyceride）和高密度脂蛋白膽固
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沒
有顯著改變

�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蜂王乳對於調節膽固醇或許有正面幫助蜂王乳對於調節膽固醇或許有正面幫助蜂王乳對於調節膽固醇或許有正面幫助蜂王乳對於調節膽固醇或許有正面幫助，，，，但但但但
受限於小樣本數受限於小樣本數受限於小樣本數受限於小樣本數，，，，仍需更多研究加以佐證仍需更多研究加以佐證仍需更多研究加以佐證仍需更多研究加以佐證

� Hypocholesterolemic efficacy of royal jelly in healthy mild 
hypercholesterolemic adults Pharm Biol. 2017; 55(1): 497–502. 31

降低空腹血糖及糖化血色素降低空腹血糖及糖化血色素降低空腹血糖及糖化血色素降低空腹血糖及糖化血色素

�隨機安慰劑對照雙盲試驗（為期6個月，
對象為61位健康成年人）指出，相較於
未食用的對象，食用蜂王乳（日劑量100
毫升）能促進心智健康（以SF-36量表衡
量），改善紅血球數量（red blood 
cell counts）、血比容（hematocrit）
、空腹血糖、脫氫表雄酮（DHEA-S）、
睾酮（testosterone）數值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攝取蜂王乳有助改善紅血球生成攝取蜂王乳有助改善紅血球生成攝取蜂王乳有助改善紅血球生成攝取蜂王乳有助改善紅血球生成，，，，
葡萄糖耐受性和心智健康葡萄糖耐受性和心智健康葡萄糖耐受性和心智健康葡萄糖耐受性和心智健康，，，，對健康促進對健康促進對健康促進對健康促進
可能有潛在幫助可能有潛在幫助可能有潛在幫助可能有潛在幫助

� Effect of royal jelly ingestion for six months on healthy volunteers 
Nutr J. 2012; 11: 7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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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葡萄糖耐受性改善葡萄糖耐受性改善葡萄糖耐受性改善葡萄糖耐受性

�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Meta-Analysis，
包含5則隨機對照試驗，共335位參與者）指
出，口服蜂王乳雖然能降低空腹血糖
（Fasting Plasma Glucose）及糖化血色素
（HbA1c），但幅度未達統計顯著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口服蜂王乳對於血糖控制沒有明顯幫口服蜂王乳對於血糖控制沒有明顯幫口服蜂王乳對於血糖控制沒有明顯幫口服蜂王乳對於血糖控制沒有明顯幫
助助助助，，，，但受限於所含研究的方法學問題及潛在但受限於所含研究的方法學問題及潛在但受限於所含研究的方法學問題及潛在但受限於所含研究的方法學問題及潛在
干擾因子干擾因子干擾因子干擾因子，，，，仍需更多研究確認其臨床效益仍需更多研究確認其臨床效益仍需更多研究確認其臨床效益仍需更多研究確認其臨床效益

� Royal jelly does not improve markers of glycem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Complement Ther Med. 
2019 Jun;44:235-241. 

33

蜂王乳怎麼吃蜂王乳怎麼吃蜂王乳怎麼吃蜂王乳怎麼吃？？？？何時吃最好何時吃最好何時吃最好何時吃最好？？？？

�使用方法:建議劑量為每天1~5克，最好
在早上起床後、空腹時服用

34

蜂王乳有副作用蜂王乳有副作用蜂王乳有副作用蜂王乳有副作用((((禁忌禁忌禁忌禁忌))))嗎嗎嗎嗎？？？？

�對大多數人來說，適量口服蜂王乳是安
全的，但有部分副作用或不良反應曾被
報導，多數與對蜜蜂相關製品過敏有關，
包括氣喘、接觸性皮炎、腸胃不適、全
身性過敏反應等，嚴重甚至可能導致休
克死亡

35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蜂蜜

�採集過後的花蜜經過蜜蜂體內酵素轉換
產生的物質

�成分:碳水化合物（占97%）、微量的維
生素、礦物質、蛋白質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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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蜂蜜

�已知功效:

37

降膽固醇降膽固醇降膽固醇降膽固醇、、、、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

�對照研究（包含55位體重過重者）發現，
攝取蜂蜜（連續30天，每日70 g），有
降血脂效果（相較於食用蔗糖的控制
組），包括總膽固醇(降3%)、低密度膽
固醇(降5.8%)、三酸甘油酯(降11%)

� Natural honey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effects on blood glucose, 
cholesterol, triacylglycerole, CRP, and body weight compared with sucrose
ScientificWorldJournal. 2008 Apr 20;8:463-9. 

38

改善短期記憶改善短期記憶改善短期記憶改善短期記憶

�一則研究中（為期16周，針對102位更
年期婦女）發現，服用蜂蜜（每日20克）
有助改善受試者的短期記憶（相較於使
用雌激素的組別）

� Improvement in immediate memory after 16 weeks of tualang honey (Agro 
Mas) supplement 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 Menopause. 2011 
Nov;18(11):1219-24. 

39

緩解幼兒咳嗽緩解幼兒咳嗽緩解幼兒咳嗽緩解幼兒咳嗽

�系統性文獻回顧及統合分析（meta-
analysis，包含14則與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相關的隨機對照試驗）指出，與常規
護理相比，蜂蜜改善了綜合症狀評分、
咳嗽頻率和咳嗽嚴重程度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針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針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針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針對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蜂蜜能蜂蜜能蜂蜜能蜂蜜能
帶來正面幫助帶來正面幫助帶來正面幫助帶來正面幫助，，，，特別是兒童的咳嗽頻率特別是兒童的咳嗽頻率特別是兒童的咳嗽頻率特別是兒童的咳嗽頻率
和咳嗽嚴重程度和咳嗽嚴重程度和咳嗽嚴重程度和咳嗽嚴重程度

� Effectiveness of honey for symptomatic relief in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J Evid Based Med. 
2020 Aug 18;bmjebm-2020-111336. 

40



2020/10/16

11

蜂蜜有什麼副作用蜂蜜有什麼副作用蜂蜜有什麼副作用蜂蜜有什麼副作用？？？？

�是安全的天然食物，適量食用並不會造
成副作用

�但曾對花粉、與蜜蜂相關製品過敏者請
避免使用，可能誘發過敏，常見過敏反
應有：刺痛感、呼吸急促、皮膚紅腫、
聲音改變、哮喘等

41

蜂蜜使用禁忌蜂蜜使用禁忌蜂蜜使用禁忌蜂蜜使用禁忌

�因蜂蜜含有糖分，會影響血糖，因此糖
尿病患者、服用血糖調節藥物或相關降
糖保健食品者請謹慎食用

�可能具有抗凝血效果，因此凝血功能障
礙或服用抗凝血劑者請謹慎服用

42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芝麻明EX
�內含豐富的芝麻素
�芝麻素為植化素之一，屬於木酚素

(lignans)一類

�成份:芝麻素、玄米多酚、維生素E 、甘油、
米糠油

�使用方法:建議每日攝取量為三顆，勿過
量攝取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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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芝麻明EX

�已知功效:

45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研究證實，芝麻素與醣類及脂質代謝相關
� Lignans of sesame: Purification methods, biological activities and 

biosynthesis – A review Bioorganic Chemistry Volume 50, October 2013, 
Pages 1-10

�它具有降血壓、調控血脂肪、抗發炎及清除
自由基的能力

� Effect of Sesamin Supplementation on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in 
Women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Nutrition Volume 35, 2016 - Issue 4

� Antihypertensive Effects of Sesamin in Humans  Journal of Nutritional 
Science and Vitaminology 2009 Feb;55(1):87-91

�芝麻素是一種對健康有所助益的天然成份
�但各種植化素、多酚類物質、水溶性纖維也
都有相同效果

�多吃蔬菜水果、以全穀類取代精緻澱粉，也
都可以達到類似的效果 46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 改善睡眠

� 研究指出有減低疲勞，睡眠提升的功效

� 但以問卷方式做研究較不客觀

� 相關研究篇數不足

� 一瓶保健食品要價不斐

� 若吃天然的芝麻也可達到類似效果

� 可每天吃一茶匙天然芝麻
� Sesame Lignans and Vitamin E Supplementation Improve Subjective Statuses and Anti-

Oxidative Capacity in Healthy Humans With Feelings of Daily Fatigue  Glob J Health Sci. 
2015 Nov; 7(6): 1–10.

� 50位停經後婦女每晚吃一茶匙的芝麻，同樣發現在
一個月後睡眠有明顯改善

� Effect of Use of Sesame Seeds On Management Of Selective Symptoms Among Women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WebmedCentral NURSING 2016;7(9):WMC005179. 47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雞精v.s.滴雞精

�雞雞雞雞精精精精是將原料雞以高溫高壓隔水蒸煮後，
經離心力去除油脂及膽固醇，濃縮並過
濾去除雜質，經標準化處理後填充包裝

�滴滴滴滴雞精雞精雞精雞精是將原料雞高溫蒸煮後滴滴滴滴出雞汁，
再使用離心機或靜置分層去除油脂及膽
固醇，過濾去除雜質後即填充包裝

�成分:胺基酸、核苷酸、胜肽及水
48



2020/10/16

13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熱量熱量熱量熱量 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蛋白質

雞精雞精雞精雞精(每每每每100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32 7.94

滴雞精滴雞精滴雞精滴雞精(每每每每100毫升毫升毫升毫升) 32 7.93

49

雞精v.s.滴雞精

每100毫升成分: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雞精v.s.滴雞精

�蛋白質量和一兩肉差不多!

�早晨空腹時喝較早晨空腹時喝較早晨空腹時喝較早晨空腹時喝較佳佳佳佳，，，，因單純喝滴雞精才
不會跟其他食物混在一起，增加吸收

50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腎臟病和痛風的患者不適合喝滴雞精、雞精
和雞湯

�因腎臟病人需限制蛋白質攝取量，且高湯裡
溶出的磷和鉀無法被腎臟代謝時，就會累積
在身體

�痛風發作時，吃太多普林食物則會使尿酸代
謝異常

51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枸杞

�常見的中藥材，也可以當作食物

�性味:味甘、性平，有補精血、益肝腎、
明目功用

�營養素:30克的枸杞熱量大概60大卡、
醣類15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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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枸杞

�亦含有胺基酸、胡蘿蔔素、牛磺酸、維
生素B、維生素C及鈣、磷、鐵等

�胡蘿蔔素經作用轉換成維生素A->保
護眼睛、防止視力退化

�使用方法:常用量5~10克，蒸熟嚼食

53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 酵素
� 也稱作『酶』，是體內協助分解、消化食物的蛋
白質

� 酵素酵素酵素酵素、、、、酵母酵母酵母酵母、、、、益生菌大比拚益生菌大比拚益生菌大比拚益生菌大比拚::::
� 酵母是微生物、常用作食品發酵
� 酵素是蛋白質、協助食物分解消化(上游)
� 益生菌會用來打擊壞菌、協助吸收(下游)
� 酵素和益生菌的差別在哪呢？首先把消化道簡單
分成「「「「上游上游上游上游」」」」及及及及「「「「下游下游下游下游」」」」，上游主要負責「分解、
消化」，這時候就需要酵素；而下游主要則是
「吸收、排出」，這時就需要益生菌了。酵素與
益生菌都對消化道有幫助，但作用方式不同。酵
素的重點是分解、消化食物，益生菌則是協助吸
收與排出，依照菌種不同，益生菌還有多樣性的
功能。

54

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市售常見產品介紹

�酵素

�成分:每份4公克，熱量15大卡，醣類
3.4公克

�使用方法:餐後食用，可直接食用或搭
配溫開水

�酵素和維持體態沒有關係!

55

56

問題愛解惑問題愛解惑問題愛解惑問題愛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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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時間複習時間複習時間複習時間!!

57

Q:營養品對身體很好營養品對身體很好營養品對身體很好營養品對身體很好，，，，可以盡量吃可以盡量吃可以盡量吃可以盡量吃?

A: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營養品多吃會造成熱量和醣類攝營養品多吃會造成熱量和醣類攝營養品多吃會造成熱量和醣類攝營養品多吃會造成熱量和醣類攝
取過多取過多取過多取過多，，，，還是要遵照建議使用量唷還是要遵照建議使用量唷還是要遵照建議使用量唷還是要遵照建議使用量唷~

複習時間複習時間複習時間複習時間!!

需要補充營養品需要補充營養品需要補充營養品需要補充營養品
的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患者

1.經口攝食不足者經口攝食不足者經口攝食不足者經口攝食不足者
2.胃口不佳者胃口不佳者胃口不佳者胃口不佳者
3.無法自主備餐者無法自主備餐者無法自主備餐者無法自主備餐者
4.牙齒狀態不佳者牙齒狀態不佳者牙齒狀態不佳者牙齒狀態不佳者 58

Q:營養品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吃的嗎營養品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吃的嗎營養品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吃的嗎營養品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吃的嗎????

A: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複習時間複習時間複習時間複習時間!!

59

Q:營養品可以用來降血糖營養品可以用來降血糖營養品可以用來降血糖營養品可以用來降血糖?

A: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營養品是可以當作飲食來源營養品是可以當作飲食來源營養品是可以當作飲食來源營養品是可以當作飲食來源，，，，但是降血但是降血但是降血但是降血
糖還是只有我們的胰島素糖還是只有我們的胰島素糖還是只有我們的胰島素糖還是只有我們的胰島素、、、、藥物和運動可以唷藥物和運動可以唷藥物和運動可以唷藥物和運動可以唷~

60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不論是營養品或是市售產品，都只能
算是我們的『食物來源』

�最好控制糖尿病的方法，仍然是規律
運動、飲食控制、正確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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