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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飲食降低失智和慢性疾病風險

MIND健腦飲食是Mediterranean-DASH Diet 
Intervention for Neurodegenerative Delay的簡
稱.  MIND是兩種健康飲食的結合,  分別是地中
海(Mediterranean)和得舒(DASH)飲食。 其功能
是防止或延緩大腦衰退。早期研究顯示，遵循這
種飲食可干預神經退行性延遲,  降低53％罹患老
年癡呆症的風險.
MIND健腦飲食包括10組食物：綠葉蔬菜，其他
種蔬菜，堅果，漿果，豆類，全穀類，魚，家禽，橄
欖油和葡萄酒。





增進心理/精神健康的食物

歐米咖-3 脂肪酸
碳水化合物- 血清素(Serotonin)

鎂
葉酸
鋅

维生素B-12 
膽鹼(Choline)





增加記憶力的食物

地中海飲食有助於保持大腦功能, 如那認知功能，記
憶和警覺力。

蔬菜 - 特別是十字花科的人，包括西蘭花，捲心菜
和深色綠葉可能有助於提高記憶力。

漿果 - 尤其是深色的，如黑莓，藍莓和櫻桃 -含豐富
的花青素和類黃同抗氧化劑, 可促進記憶功能。新鮮
或冷凍一樣好 。

ω-3脂肪酸,  其中DHA是大腦中最豐富的脂肪酸，促
進大腦更有效地運作。

核桃 - 對心臟健康有積極的影響，核桃還可以改善
工作記憶。

這些食物不僅是對大腦有好處，亦有利心臟健康。



DASH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原本是針對降低高血壓的飲食策略。但最近發現 採納
DASH（得舒） 飲食其實對預防或治療其它的慢性疾病也具
很好的功效；像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骨質疏鬆、
腦力衰退和一些癌症等。

DASH飲食的特色是強調多攝取蔬果、無脂或低脂乳製品及
全穀類。以上的食物含豐富的纖維素、鉀、鈣、鎂和茄紅
素、beta-胡蘿蔔素和異黃酮(isoflavones)等抗氧化物，均是
降低血壓和其它疾病的重要元素。



調味品及食品的鈉質份量

種類 份量 鈉量(毫克)
鹽 一茶匙 2325
味精 一茶匙 687
雞精 一茶匙 900
醬油 一茶匙 920           
豆板醬 一茶匙 390
魚露 一茶匙 363
蠔油 一茶匙 170
蘇打粉 一茶匙 1200
罐頭雞湯 八盎司 763                               
飯/麵/麥片 八盎司 1
麵包 一片 138

泡麵 一包 1696



牛奶 八盎司 125
優挌 八盎司 170
火腿 三盎司 1098
魚 三盎司 80

豬肉/牛肉/雞肉 三盎司 50
水果 一個 1
菠菜 一杯(八盎司量杯)         90         
綠花耶菜 一杯(八盎司量杯)         15
紅蘿蔔 一杯(八盎司量杯)         51
芹菜 一杯(八盎司量杯)       132

每天進食不宜超過1500毫克鈉量

海鹽並不比一般食鹽含得鹽份少。建議在烹飪時少加鹽，不
妨以蔥薑，洋蔥、咖哩、香料、檸檬、香醋、胡椒、薄荷等天然調
味料取代



增進認知力的食物

一、類黄酮(抗氧化劑)，促進血液流通，減少早期記憶力衰退
漿果類
可可粉(cocoa) 
茶葉
紅酒(含白黎蘆醇 - resveratrol)

二、薑黄(Turmeric)含薑黄素(curcumin)，抗發炎、抗斑塊在
大腦形成。抗憂鬱、维護大腦和心血管健康

芥末
咖哩

三、维生素B6，B12，D。

















我的餐碟



我的餐碟飲是根據2011年一月份公佈的「2010美國人的飲食
指南」內容而製定，其主旨包括：

•用膳時，餐碟的一半鋪滿蔬果。
•購物須參閱食品標籤，選擇含鹽份(sodium)和飽合脂肪
(saturated fat)最低的加工類食品。
•勿買含反式脂肪(trans fat)的食物。
•改喝無脂或低脂牛奶
•多喝水，以取代其它含糖飲料。
•多吃全穀(whole grain)食物, 至少佔總攝取量的一半
•享受食物，但最好少吃一點。











為了健康，須買有機蔬果嗎？

有機蔬果的特色是不含農藥(殺蟲劑) ，但價格遠較一般蔬果(非
有機) 為貴。環境工作組(The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按照
美國環保局和食品藥物管理局的研究報告，列舉了有關2016 年

前12名附含農藥最多的蔬果。建議這些最好買有機，其分別是:
草莓、蘋果、油桃、桃子、芹菜、葡萄、櫻桃、菠菜、蕃茄、
甜椒(sweet bell pepper) 、櫻桃蕃茄、黃瓜。

以下的15種蔬果含較少含殺蟲劑，故不須特別買有機：
鱷梨、玉米、鳳梨、包心菜、芒果、甜豆、洋蔥、蘆筍、奇異
果、茄子、木瓜、甜瓜(honeydrew)、葡萄柚、哈蜜瓜、白花椰
菜。



吃魚 好處多

含豐富的DHA和EPA omega-3 脂肪酸；具健腦、健心、延緩年
長引起的聽力退化現象.

聰明吃魚：宜選擇鮭魚、鯖魚、沙丁魚、鱒魚等富含omega-3 
脂肪酸的魚類. 每星期至少吃兩份(一份相當3-4 盎司)，應少
吃炸魚.

不愛吃魚可補充魚油，每日約攝取300-500毫克的
DHA 和 EPA omega-3 脂肪酸.





相當一杯牛奶含鈣300毫克的食物

硬(firm)豆腐8盎司
加鈣豆奶1杯8盎司
起士1½ 盎司
沙丁魚2盎司
杏仁1杯
熟的綠花椰菜2又 1/4杯
熟的乾豆1½ 杯
熟的白菜2杯



傷腦壞習慣
- 缺少睡眠

- 花太多的時間獨處

- 吃太多垃圾食品

-爆耳機

- 少運動

- 還在吸菸

- 吃得過飽

- 在黑暗中處太久



糖尿病與認知力

高血糖易增加罹患癌症和減低認知力的機率:
(根據美國糖尿病協會的報導)
肝癌、乳癌、直腸癌、胰臟癌、膀胱癌

起因：肥胖、少運動、飲食不當、吸菸

導至：產生胰島素抗阻性、高血糖、發炎、罹癌

提醒：糖尿症患者須保持血糖正常，按時作體檢和預肪罹癌
測試



膽固醇和阿滋海默症(Alzheimer)

過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和過低的高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HDL)都和大腦中的澱粉體斑塊沈澱有關，是
罹患阿滋海默症的徵兆。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JAMA Neurology.

此外，研究指出高血壓不控制，也會增加罹病風險。



緩解壓力
太多壓力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免疫功能受損和心
理疾病的風險。又身體釋放高水平的皮質醇
(cortisol), 一種壓力荷爾蒙,  它和中老年人短期
記憶喪失有關。 舒壓方法如下：

攝取均衡膳食

經常鍛煉

得到充足的休息

休息一下，如果你感到有壓力，就要休息一下

和好友傾訴你的壓力

避免毒品和過量酒精



Greta Cheng/RD 2008



Humor, Laughter and Health

幽默，開朗和健康

“ A good laugh and a long sleep are 
the two best cures for anything”

－Irish Proverb



笑：增進免疫系統

↑身體天然噬菌能力

↑T-cells 對抗腫瘤反應

↑唾液中免疫血紅素動力，防禦呼吸道感染疾

病

笑是最好的良藥

Live, Love and Laugh



破除食物迷思

 海鹽比一般精鹽含鈉(鹽)少，多用些無妨

 橄欖油不耐高温，故只可涼拌，並不適於炒
菜

 凡註明天然(natural) 的食品，通常營養價值
較高，有益健康

 吃素較易減肥

 使用微波爐, 增加罹癌風險



改變錯誤的飲食觀念

不能盲目忌口，以免造成營養不良，導至體力衰弱。

斷食療法使病情惡化

一般食尚飲食無科學根據

藥物或保健品無法代替食物

食品價格和營養不能劃上等號

過份強調飲食清淡或偏食，會造成營養不良



社交活動
體能鍛鍊
教育
飲食
睡眠

成功老化的因素



增進記憶力的七大方法

1.保持精神活躍
2.参與社交

3.生活處事有條理
4.集中注意力

5.吃得健康
6.從事規律體力活動

7.治療慢性疾病



吃出健康的八項提示

1. 多吃蔬菜
2. 適量吃肉不過量
3. 每天吃早餐
4. 每星期吃魚至少兩次
5. 選用健康烹飪油
6. 2/3食物攝取來自植物
7. 吃低脂乳製品
8. 以水果取代甜食



参考資料

華人社區健康資源中心 www.cchrchealth.org
美國營養與飲食學協會 www.eatright.org
美國精神/心理疾病聯盟 www.nami.org
美國心臟學會 www.heart.org
美國健康協會 www.nih.gov
美國亞裔喬斯林糖尿病創始會 www.aadi.joslin.org
美國癌症協會 www.cancer.org

http://www.cchrchealth.org/
http://www.eatright.org/
http://www.nami.org/
http://www.heart.org/
http://www.nih.gov/
http://www.aadi.joslin.org/
http://www.cancer.org/


謝謝！



聯絡方式:                             

RDadv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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