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注意！前方甜食区！》（6-49） 

组员：林倚弘（1A315，组长）、林泓铭（1A316）、李俊慷（1A311）、许

瑞锴（1A307) 

 

一、研究目的与价值 

研究目的： 

通过这个专题作业： 

● 学习如何培养健康的生活 

● 学习什么是糖尿病 

研究价值： 

● 制作网站让年轻人更加了解糖尿病，并且避免糖尿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 让年轻人知道我们每天吃的食物是否健康 

 

二、文献研究 

● 2017年的国庆日，李显龙总理表示：“糖尿病是身体不舒服的一个很大

的原因。我国是世界糖尿病第二名了，仅次于美国，而九个新加坡人

中有一个会在他的生命中患上糖尿病。” 



● 《知名专家细说糖尿病》这本书说明：“目前全球有2亿多患者遭受着

糖尿病的侵袭，其中40～59岁的中老年人占46%，而糖尿病患人群又有

向年轻人肆虐蔓延的趋势。”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发现很多中学生每天摄取超过一天的健

康糖分摄取量。因此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网站来让他们知道健康的

重要。 

● 网上资料 

○ 我们参考了新加坡保健促进局（HPB）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网站，找出新加坡人常吃的食物的营养价值，每日健康卡路

里和糖分摄取量等等资料。 

● 阅读书本 

○ 我们参考了《著名专家细说糖尿病》、《Managing Type 2 

Diabetes for Dummies》和《What to Eat When: A Strategic Plan to 

Improve Your Health & Life Through Food》。这些书让我们更加



了解糖尿病，也了解如何从饮食，睡眠和运动方面来避免患上糖

尿病。 

研究框架： 

我们研究了糖尿病发生的原因和治疗方法等资料、新加坡人常吃的食物的营

养价值、以及新加坡人常吃的甜食的糖分量。细节如下。 

● 糖尿病： 

○ 发生的原因 

i. 基因遗传 

ii. 摄取过多甜食 

iii. 缺乏运动 

○ 治疗方法 

i. 多运动 

ii. 少吃甜食  

iii. 减肥 

iv. 咨询医生，寻求治疗 

○ 如何避免患上糖尿病 

i. 定期做健康检查（每六个月做一次检查） 

ii.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参考我们设立的网站的甜食区、食

物营养价值等资料来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iii. 时常做运动 

● 75分钟的剧烈运动，或150分钟的中度运动 

● 每周至少做2次的力量运动 

○ 睡眠、血糖、食物怎么影响糖尿病 

i. 睡眠能改变你的食量和血糖，更重要的是，足够的睡眠可

以改善你的精神 

ii. 高血糖和过度摄取糖分能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 新加坡人常吃的食物的营养价值 

○ 我们根据新加坡保健促进局（HPB）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找出新加坡人喜欢吃的食物的营养价值。我们把这些资料呈现

在我们的网站上，以方便人们参考。 

● 甜食区 

○ 我们也收集了新加坡年轻人喜欢吃的食物的糖分量。我们把这些

资料呈现在我们的网站上，以方便人们参考。 

 

 

 

 

 



 

四、分析与讨论 

调查显示，新加坡的年轻人喜欢喝甜饮料。如下图所示，大约43%的中学生

每周喝超过2瓶的甜饮料。这是很不健康的。因此，我们决定设立一个网站

给年轻人参考。 

 

 

五、作品 

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站：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tangniaobing

。网站上说明了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展示与糖尿病有关的资料。网站上也有显

示新加坡人常吃的食物的营养价值，和新加坡年轻人喜欢吃的食物的糖分量

，以方便人们参考。网站上有： 

●  糖尿病的介绍 

● 专家提供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tangniaobing


● 新加坡人常吃的食物的营养价值 

● 甜食区 

○ 我们找出新加坡年轻人喜欢吃的食物的糖分，并把这些资料收集

起来。我们用一颗星代表一茶匙的糖分。例如：牛奶（✸）和爆

米花（✸✸✸）等。我们把这些甜食分成几个等级：少许糖分、

中等糖分和高度糖分。这样，年轻人可以分辨哪种食物可以多吃

，哪种食物要少吃。 

 

六、总结 

俗语说：“健康就是财富”。在新加坡，糖尿病是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如果没

有从小教育和培养良好的饮食、睡眠和运动的习惯，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

重。它会影响到家庭和社会。人们会因为家人患有糖尿病或某些健康问题而

离开了人世感到伤心。社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如果更多人患上糖尿病，政

府必须投资更多的金钱买仪器来治疗糖尿病患者。因此，我们应该从小就做

起，培养良好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附录一、个人反思 

林倚弘：这是我第一次做专题作业，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作为组长，我

不但要做自己的一份工作，也要分配工作，并带领一组同学做专题作业，并

确保同学们把工作做好。一开始，我们做的进度不是很快，而且很少坐下来

一起讨论。过了开题报告，我发现我们比其他组慢了一些，就把这件事告诉

了组员们。渐渐地，我们开始每个星期坐下来一起讨论，我们做的研究也越

来越快了。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这不仅能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

也让我学习怎么和同学之间相处。 

 

林泓铭：我认为目前的专题作业做得相当好，目标和任务对我们很清楚，但

是我们的效率比较慢，无法完成全部所计划的任务。因此，我认为应该把我

们的效率提高，那就可以更佳完成我们的任务，并且完成更多任务。我也认

为我们四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希望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好习惯，改掉我们

的坏习惯，而对我们做得不足的地方做出改进。 

 

李俊慷：这次的专题作业对我来说是个很不同，但非常有意义的经历。主要

目的和以前所做过的专题作业有所不同，是为了提高青年人对糖尿病的意识

以及呼吁人们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我做过的比较专业，目标明确的。这



次的经历让我更深地了解了糖尿病，也让我更加清楚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例

如：当一些组员功课很忙，没时间做专题作业时，我们会互相帮助。虽然有

些时候，我们会意见不合，但我们不会因此争吵伤感情。我学会了如何理性

的应付各种困难的情况，如在我功课繁忙，无法抽出时间帮忙时，会合理的

安排时间。但我这次效率并不高，想赶牛一样，匆匆忙忙的完成，还缺少了

主动的心态。我希望以后能够主动的把工作完成，并且投入兴趣，才能够把

份内的工作做好，好好的利用及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掌握学到更多的知识！ 

 

许瑞锴：对我而言，这是第一次做专题作业。我发现我们在上网找资料时，

很难找到可靠的网站来用作资料。因此，我们少上网找资料，多去图书馆借

书找资料，因为书本里的资料是可靠的。我从转题作业中学到了怎么避免糖

尿病发生，而自己也养成了一些避免糖尿病发生的习惯。我认为我们可以做

一个比较好的网站。这个转题作业一定会帮助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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