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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開始行動 - 向慢性疾病說不

來跟我一齊做吧



這本小冊子會為大家解釋何謂慢性疾病及如何能減少
患病風險等。

昆士蘭民族社羣委員會 (ECCQ) 是一個非弁利非政府的慈善機
構。它致力為在昆士蘭省的各個多元文化社團服務，反映各多元文
化社團的需要和為維護各族群的利益。ECCQ慢性疾病小組會提供
一切適合各族群和已被翻譯成各國語言的資訊；通過親身面對面
接觸; 電話聯絡或網上平台方式，提供教育及支援服務，為各族群
的人提高預防及自我管理慢性疾病的能力。

特別嗚謝 Dr Simon Chen (Eight Miles Plains Doctors Clinic) 和 
Dr Reggie Bape (Brown Plains Family Practice) 為本小冊子提
供意見和校對。

如需要更多資訊，歡迎致電 07 38449166 或瀏覽網頁  
www.eccq.com.au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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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慢性疾病？

慢性疾病是一種長期的疾病。它會在開始時慢慢的發生，亦會以緩慢的速度
去發展。形成慢性疾病的因素有很多，而且這些因素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遺傳基因（有糖尿病家族遺傳的人會增加患前期糖尿病和糖尿
病的風險）

生活習性（吸煙；缺乏運動；缺乏營養的飲食；壓力等）

環境因素（空氣污染；重金屬；各種影響內分泌的化學物質等）

身體狀況（血壓；膽固醇；身體對糖分敏感程度；免疫系統狀況
等）

主要的慢性疾病有心血管疾病（如：心臟病和中風）；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
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慢性腎病和糖尿病。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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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四千一百萬人死於心臟病；中風；癌症；
慢性呼吸道疾病；糖尿病；或情緒病。這佔了全球
70%的死亡數字。（世界衛生組織報告，2020）

澳洲在2015年裡，每10個人裡面，就有9個人是
死於慢性疾病相關情況。（澳洲統計局，2017） 90%

誰是慢性疾病的高危人士？

所有年齡層和在不同地方出生的人
都會有機會患上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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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預防慢性疾病？

1. 選擇健康的食物和飲品 

•• 對於任何年齡人士，均衡進食各種水
果、蔬菜、全殼物、瘦肉及低脂的奶類制
品都是極為重要的。(澳洲膳食指引)

•• 煮食時盡量使用小量的油和鹽

•• 減少進食快餐

•• 一天喝8杯水 (2公升)

•• 對於肥胖人仕，減重5%-7%能有效預防
或延緩二型糖尿病。（刺針糖尿病及內分
泌學2015期刊）

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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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做運動

•• 以成年人來說，一周內做最少5天，
每次30分鐘「中強度」的運動 (如急步
走；打理花園；或踏單車) 。 (澳洲運
動及靜止活動指導方針) 

•• 做任何活動也比不做好。可以嘗試
跳舞、游泳、瑜伽、武術、尊巴舞蹈、
太極、走路、跑步、羽毛球、足球或
其他你享受的活動。

3. 停止吸煙

•• 即使你是長期吸煙人士，戒煙能
幫你降低患上嚴重疾病的風險，
如心臟病、癌症、二型糖尿病、肺
病和預防早逝。（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2020）

•• 立刻踏出第一步，打Quitline熱線 
137848或TIS熱線131450。如你不
能說英語，你可以要求翻譯員來幫
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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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避免飲用過量酒精

•• 長時間過量飲酒會導致高血壓、各
類型的癌症、心臟病、中風和肝臟疾
病。（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

•• 每天不喝多於2個標准杯的酒精 (建
議不要每天連續喝) 能有效降低患病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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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充足睡眠

•• 缺乏睡眠會誘發及導致糖尿病、心
臟病、癡肥和抑鬱症難以控制。（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20）

•• 一個成年人每天最少需要睡眠7
個小時及有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時
間。

•• 以下是幫助睡眠的小建議：

◦◦ 聆聽讓人放鬆的輕音樂

◦◦ 閱讀書籍

◦◦ 冥想及深呼吸

◦◦ 找一張讓你覺得舒服的床，枕頭
和床墊

◦◦ 減少午後攝取咖啡因

◦◦ 減少接觸電視、手提電話、平板
電腦及其他電子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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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減輕壓力

•• 壓力能增加患糖尿病風險，
特別是肥胖人士。原因是生
理和心理壓力會影響體內胰
島素的供求。(Salleh M. R., 
2008)

•• 慢性疾病會導致動脈粥樣硬
化。尤其是經常進食高脂食物
和身體長期處於靜止狀態的人
士。(Salleh M. R., 2008)

•• 有些活動能幫助你減輕壓力，例
如運動 (散步，游泳等)、與朋友
和家人聯系、閱讀心愛書籍、冥想、當義工或跟
醫學專家聯系。

我做得到，
你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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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了解你的家族患病歷史

•• 如你的家族成員曾經患有慢性疾
病，如癌症、心臟病、糖尿病或骨質
疏鬆症，你將會有更大機會患有
這些疾病。（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2020）

•• 與你的家庭醫生或健康顧問分享
你的家族患病歷史，這樣能有效幫
助你預防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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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定期身體檢查

•• 定期找醫生檢查血壓，血糖，膽固醇指數和進行預防性身體檢驗 (如癌病檢
測、前期糖尿病或糖尿病檢測等) 能有效預防和及早發現各種慢性疾病。

•• 參加預防慢性疾病計劃，如『健康由我做主』。這個健康計劃是由昆士蘭健康
聯盟提供給居住在昆士蘭省的合資格人士。如果你希望參加這計劃，歡迎聯
絡 ECCQ慢性疾病小組，它們能提供屬於你的語言或簡易英文版本的計劃。只
需要通過簡單的健康評估，所有合資格人士能參與持續性的慢性疾病小組工
作坊，最終達至降低患上慢性疾病風險的目的。

很好，一齊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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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聲明：本小冊子是由澳洲昆士蘭民族社羣委員會 (ECCQ) 慢性疾病小組所編寫和出版，只作為資料檔案之
用。我們會盡一切能力去確保當中的資料是準確無誤和最新的資訊。然而這並不代表此小冊子能代替任何
醫學建議。當你有需要時，請你咨詢你的醫生或營養學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