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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拥有健康的体重很重要？

超重会提高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例如心脏疾病、 
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和某些癌症。

在新加坡，越来越多人因为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不活跃的生活方式而
变得超重。2017年的新加坡全民健康调查 (National Population Health 
Survey) 显示，年龄在于18至69岁之间的新加坡居民当中，有大约30%
的人超重，而将近10%的人则属于肥胖。

什么是健康的体重？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健康的体重。最简单的方法就
是体重指数 (BMI)- 它能根据您的身高计算出您的理想体
重。每个人的体重指数都不同，这取决于我们体内的脂
肪，肌肉，骨骼和水的份量。

您可以用以下的方法来计算您的体重指数:

计算出您的体重指数后，请对照以下亚洲人的体重指数分类来推断您的
健康风险：

*注意：对于拥有较多肌肉组织和较少脂肪的运动员和健身员来说，较高的体重指数是可以
被接受的。体重指数并不适用于孕妇。

BMI =
体重 (kg)

身高 (m) x 身高 (m)

体重指数 kg/m2               健康风险

< 18.5 较容易患有营养缺乏症和骨质疏松症

18.5 – 22.9 低风险 (健康的范围)

23.0 – 27.4 中等风险

27.5 和以上 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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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体重指数是23kg/m2或以上，您患上健康问题的风险将会更高。 

如何维持健康的体重？

影响体重的主要因素是:

• 我们所摄取的能量（来自于我们吃的食物和喝的饮料中的卡路里） 

• 我们从日常活动和运动中所消耗的能量

如果我们所摄取的能量比消耗的能量多，我们的体重就会增加。若我们
要减轻体重，我们必须减少从食物和饮料中所摄取的卡路里或消耗更多
的能量。 

日期: �������������������

体重: �������������������kg

体重指数: �������������� kg/m2

健康风险:     低       中等      高

 身高: ���������������������m

摄取的能量多过消耗的能量 
  增加体重

摄取的能量少过消耗的能量  

 减轻体重

摄取的能量 = 消耗的能量  
   维持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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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体重的方法也很重要。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轻体重而过
度地节食， 然而，这会给身体带来压力并且很难去继续这
个减重方法。很多人在试过这种减重方法后，开始吃的更
多并造成体重增加更多！

最有效减轻体重的方法是结合长期的健康饮食以及定时运
动。在设定的时间内逐渐地减轻体重，而不是急速和大幅
度地减轻体重。做一些您可以维持的小改变，而不是那些
难以达到或有可能会让您放弃的目标。

如何通过饮食减轻体重？

首先，设定一个减轻体重的目标。实际的
目标是在6到12个月内减轻5到10%的体
重。尽量避免在一个星期内减轻超过1公斤
的体重，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健康。

若要在一个星期内减轻半公斤至1公斤的体
重, 您必须从每天的饮食中减少摄取500至
1000卡路里。

设定一个实际的目标

您可咨询NUP的营养师为您定制健康的饮食计划。

目前的体重:  ������� kg

希望能达到的体重目标:  ���������� kg 在 ������� 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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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均衡的饮食
我们所摄入的卡路里数量与类别都一样重要。一块
巧克力的热量可能与一杯牛奶的热量相同，但其营
养成份却截然不同！

我们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中摄取能量。每一种能量来源都含有
不同的能量。

能量来源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脂肪 酒精

每克的卡路里 4 4 9 7

我们需要摄取不同食物类别的营养以维持身体的健康和正常运作。根据 
“我的健康餐盘”的概念来帮助您吃得健康和均衡。健康均衡的饮食能帮
助您较容易保持健康的体重。

全谷类食物 
¼盘

肉类及其它
¼盘

蔬菜 
½盘

水果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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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轻松达到健康体重的贴士

定时饮食 

坚持常规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可以防止您过度饥饿
或感觉太过饱。这会减少您在下一餐会暴饮暴食的
可能性，或避免餐后迅速感到饥饿。若您在下一餐
前开始感到肚子饿，您可以吃一些健康的点心，例
如一片水果。 

定时进餐也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尽量不要选择含
有糖份的食物或饮料，因为它会导致血糖水平快速
飙升。

减少食物的份量

最简单的控制饮食方法是减少
食物份量。

在用餐时，当您感觉到不再饥
饿时， 您就可以停止进食，而
不是吃到非常饱。在用餐时，
慢慢咀嚼您的食物，并不时地停
顿下来留意您是否还饥饿 。另外一个建议是在用餐前半
小时喝些白开水。这有助于避免饥饿感，进而减少您平时
吃的食量。

您也可以使用较小的盘子用餐，这样可以帮助您控制食物
的份量。食物看起来也相对的多！

(相同分量的食物在较小的盘子看起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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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脂肪

有些人从饮食中摄取的脂肪可能比身体所需要的更多。您可以使用以下
的方法来帮助您减少脂肪的摄取量： 

• 去除家禽的皮，选择瘦肉。

• 少吃加工肉， 如培根、热狗和午餐肉。它们含有高 
 脂肪和盐份。

• 没有奶油酱的沙拉最健康！用橄榄油，意大利醋或  
 柠檬汁来代替蛋黄酱和千岛酱。

• 吃土司时，涂上一层薄薄的无反式脂肪的植物油 
 来代替牛油。

• 选择低脂肪的乳制品， 如低脂肪牛奶， 
 奶酪和酸奶。

• 即使坚果含有‘好’的脂肪，但是它们的脂肪  
 含量也很高。限制您吃的份量，每天不超过  
 一小把的坚果。

您也可减少烹饪时所使用的脂肪：

• 尝试烤或蒸食物，而不是油炸。 如果您无法抗拒油   
 炸食品，限制每星期只吃一次。

• 椰浆含有高脂肪。在准备咖喱或酱汁时，用低脂牛  
 奶或酸奶来代替椰浆。

• 用较健康的油。它们带有“较健康选择”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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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糖’说不

在健康这方面，糖份并不是‘甜蜜’的一回事。它含有高卡路里，但并不含
营养成份。要注意高糖份的食物也可以含有高脂肪。以下一些简单的方法
能帮助您减少糖的摄入量：

• 在点饮料时，要求少糖或少糖浆。 选择白开水最佳！ 
 因为它没有糖份和热量。 

• 三合一饮料往往含高糖份。尽量不要喝三合一饮料或 
 选择低糖的种类。

• 有些饮料含有大量的天然糖份，例如果汁。选择水果 
 而不是果汁，因为果汁比一份水果含有更多的卡路里。 

• 如果想吃甜点，偶尔吃就好，并且与家人和朋友分享！

多吃纤维！

纤维可以保持您的消化系统健康，也可以使
您拥有更长时间的饱足感。吃高纤维食物有
助于减少所摄取的食物份量。高纤维食物包
括水果和蔬菜、 豆类、全麦面包和全谷物、
糙米饭。

以下是一些可以在您的饮食里添加纤维的方法：

• 在每餐选择一份额外的蔬菜而不是肉。

• 选择吃新鲜水果，而不是喝果汁。

• 在汤，面条，意大利面或三明治中加入蔬菜。

• 将豆类加入沙拉，炖菜和米饭中。

• 购买全谷物或含有燕麦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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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酒精

酒精饮品不仅含有高热量，而且它也
可能引起其它健康问题例如肝疾病。
最好不要喝酒。但是，如果您得喝酒，
适量就好。

限制您喝的酒量： 

• 男士一天二份酒精饮品 

• 女士一天一份酒精饮品

如何通过运动减轻体重？
第二个，并同样重要的减重方法是体力活动。
为了保持您的体重在健康范围内，将一些体力
活动融入您的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

体力活动有很多健康益处。它不仅可以帮助您有效的控制体
重，还可以降低患有慢性疾病的风险例如心脏疾病、糖尿病
和中风。它也能增加肌肉质量，减少体内脂肪并有助于建立
和维持健康的骨骼，这很重要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活跃起来吧！

建议每星期做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达到这目标的其中一个方法
是每星期运动五天，每一天30分钟。如果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
像似太多，您不需要一次过在30分钟內完成。您可以分成一天做3次，每
次做10分钟。

什么是一份酒精饮品？
 一罐啤酒 （330 毫升） 

 (5% 酒精)

 半杯红或白酒 (100毫升)  
 (15% 酒精)

 一小杯烈酒 (30毫升)  
 (40% 酒精)



References: 
Appropriate body-mass index for Asian popu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bmi_asia_strategies.pdf

在开始任何运动之前或如果您有任何身体状况，最好先咨询您的医生。

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包括: 
• 快步走或步行 • 跳舞  
• 跑步 • 有氧运动
• 游泳 • 骑脚踏车

然而，体力活动并不代表一定要去健身房。即
使您忙于工作或照顾家庭，您也可以在日常生
活中加入体力活动。例如：

• 做家务也可以燃烧热量！吸尘、洗衣、烹饪  
 - 它们都消耗能量。

• 尽您所能多走路。把车停得远一些或在目的  
 地的前一个巴士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到目的地。

• 垂直攀登是很好的锻炼。选择走楼梯，而不搭 
 电梯。

如果饮食和运动都没有效果，该怎么办?
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应该可以帮助您达到健康的体重。然而，当您
试过控制饮食和运动都没有效果，您可以考虑营养代餐。

营养代餐是一种可替代平日一餐或两餐的营养饮料。它可以帮助您减轻
体重，因为它含有较低卡路里，并且可以为您提供您所需的营养。

但是，营养代餐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您应该只服用它几个月，
直到您准备好吃回正餐。您可以向您的营养师咨询如何控制您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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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膳食计划
早餐 上午茶 午餐

�� 片全麦面包 �� 片全麦面包 �� 碗饭/面类或
�� 碗粥或
�� 片“多西”(thosai)/ 

印度烧饼 (chapati)

�� 中匙燕麦 �� 全麦饼干 �� 手掌心般大小的鱼/瘦肉/ 
家禽类(去皮)

�� 碗粥 �� 份水果 �� 蛋

�� 碗饭/面类 咖啡/茶/��� 杯低脂牛奶/豆奶 �� 份豆腐

�� 片“多西”(thosai)/印度
米糕 (idli)/ 印度烧饼               
(chapati)

�� 杯蔬菜 

�� 全麦饼干 �� 份水果

咖啡/茶/��� 杯低脂牛奶/豆奶

下午茶 晚餐 夜宵

�� 片全麦面包 �� 碗饭/面类或
�� 碗粥或
�� 片“多西”(thosai)/ 

印度烧饼 (chapati)

�� 片面包

�� 全麦饼干 �� 手掌心般大小的鱼/瘦肉/ 
家禽类(去皮)

�� 全麦饼干

�� 份水果 �� 蛋 咖啡/茶/��� 杯低脂牛奶/豆奶

咖啡/茶/��� 杯低脂牛奶/豆奶 �� 份豆腐

�� 杯蔬菜 

�� 份水果

注:
碗 = 一个饭碗 
玻璃杯/杯 = 250毫升
中匙 = 10毫升

营养师: �������������������

日期: �������������������

其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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