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10/ 2018

總幹事隨筆

社康

之聲

全面禁止電子煙

「中醫專科中心」
   正式投入服務

預防乳癌要及時

中醫助你無懼濕疹

P4

社康新動態

健康與你

中醫專區

今期專題

P3

P6

P8

社康

之聲

莫素鳳

早 前 公 布 的 行 政 長 官 施 政 報 告 ， 提 出 岀

要銳意加強以地區為本的基層醫療健康

服務，設立地區康健中心，提供健康推

廣、健康評估、慢性疾病管理及社區復

康等服務，連繫地區醫護人員組成服務

網絡，加強地區服務及設施的協調，以

便在社區層面照顧市民的健康需要。隨

著人口老化，香港必須扭轉過去多年來

以治療為主的醫療服務，以減輕公營醫

療的壓力，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下稱「社康」）歡迎上述加強基層醫

療服務的政策措施。

社康自1972年成立至今，一直秉承「全

人健康」及「社區為本」的宗旨，於轄

下八間社區健康中心為市民提供一站式

及多元化之預防醫療及護理服務，包括

家庭醫學、中醫、牙醫、社區營養、臨

床心理及輔導、醫療診斷、物理治療及

職業治療等服務，從而實踐「健康生活

化，生活健康化」的理念。見到政府在

醫社合作、公私營協作及地區為本的原則

下，大力發展基層醫療服務，我們期盼日

後市民能更有效管理自身的健康，享受美

好生活。

另一項值得欣慰的政策，是政府落實全面

禁止電子煙及其他新型吸煙產品，以回應

醫學界、教育界、家長及不少市民對立法

規管這類產品的憂慮。社康一向致力推廣

戒煙及支持禁電子煙，在有關法例實施之

前，大家不妨先閱讀內文，多點了解這類

產品對健康的影響。

隨著秋意漸濃，社康已於十月初開始提供

流感疫苗注射服務。為了提高季節性流感

疫苗的接種率，衞生署除於2018/19學年

為小學生提供免費到校接種服務及提高「

疫苗資助計劃」資助額外，亦擴大合資格

群組至50至64歲人士。

有調查指出，九成受訪家長擔心子女感染

流感，但四成人從未為子女安排接種疫

苗，當中六成因為擔心疫苗出現副作用。

根據衞生署的統計數字，由2018年1月1

日至10月18日，小童因流感而出現嚴重

併發症個案有26宗，當中21人沒接種疫

苗，3宗因而死亡，死亡率達12％；而成

人則錄得681宗個案，其中493人沒接種

疫苗，441人死亡，死亡率達65％，當中

主要為長者及長期病患者。接種疫苗始終

是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症的有效方

法，亦可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

個案。在此呼籲大家，積極考慮接種流感

疫苗，特別是為有較高風險患上嚴重流感

的長者及孩童安排接種。如有任何查詢，

歡迎致電各社區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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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欲查閱／更新機構或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收取

《社康之聲》及本機構的活動／服務資訊，可以書面形

式傳真至2348 9130或電郵到ccpr@ucn.org.hk通知本機

構的企業傳訊及公關部。請提供機構／閣下的名稱及聯

絡電話以便跟進。

:地址  將軍澳坑口寶寧里2號九龍東聯網行政樓１樓

總辦事處

賽馬會和樂社區健康中心

白普理廣田社區健康中心

秀茂坪社區健康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
佐敦健康中心

富亨社區健康中心

廣福社區健康中心

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

聯合那打素彩頤健康中心

病理化驗部

那打素中醫服務暨
香港中文大學
中醫臨床教研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
中醫專科中心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鯉魚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

倡健學校計劃

社區復康服務部

2717 1989

2344 3444

2340 3022

2348 2209

2770 8365

2664 6231

2638 3846

3156 9000

2230 0200

2717 2311

2663 0004

2114 0881

2651 0919

2349 2299

2349 3212

2349 3212

2114 1016

將軍澳坑口寶寧里2號
九龍東聯網行政樓１樓

九龍觀塘協和街和樂邨
居安樓26-33號地下

九龍藍田廣田邨
廣田商場203室

九龍觀塘秀茂坪邨
秀茂坪商場3樓313室

九龍佐敦道23號
新寶廣場13樓（全層）

新界大埔富亨邨
 鄰里社區中心4樓

新界大埔廣福邨
 廣仁樓地下19號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
社區綜合服務大樓1樓103室

九龍牛頭角彩霞道55號
彩頤居1樓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醫療中心2樓

新界大埔全安路11號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
醫院�J座員工中心地下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醫療中心3樓

新界大埔廣福邨
廣崇樓地下B103-104室

九龍油塘鯉魚門徑6號
鯉魚門市政大廈閣樓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醫療中心5樓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醫療中心5樓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醫療中心5樓

中心/部門名稱           地址         電話

XFA

2717 1989

2348 9130

20
16

20
16

www.ucn.org.hk

facebook.com/ucn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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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專科中心」正式投入服務
社康一向致力為市民提供優質、專業、全面及收費相宜的醫療服務，為滿足市民對

中醫專科服務需求日增及配合社康的發展大綱，中醫專科中心已於今年8月上旬在觀

塘聯合醫院�J座3樓正式投入服務。

專病涵蓋
腫瘤、皮膚科、痛症科、婦科、老人科、內科、針灸科及小兒推拿

治療項目
內服中藥、外用中藥、針灸、骨傷推拿、拔罐、刺絡拔罐及穴位埋線等

優質、專業
各駐診中醫師均為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中醫師，擁有博士、碩士或專業培訓的

資歷，並具有不同專科的豐富臨床診症經驗

舒適、可靠
配有多個獨立診症室及治療室，環境舒適及保障私隱

科學、先進
    配備先進及自動化器材，協助及提升全面、優質的中醫服務

    中藥部由專業中藥藥劑師管理，使用電子配藥系統，確保配劑精準

安全、可靠
    濃縮中藥配方顆粒均符合GMP生產認證，安全可靠

    同時提供嚴選優質中草藥材以供選擇，並設代煎服務，非常方便

務實、細心
中醫師除提供最適切的診斷外，並按求診者不同體質配合保健養生指導，雙管齊下，

更有效改善病情

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下午6時

休息

上午9時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下午7時

地址：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醫療中心3樓

*優惠受條件及細則約束。如有任何爭議，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保留最終決定權。

服務時間

星期六

星期日及

公眾假期

敬請預約

L座
林植豪堂

K座
林護堂

基督教聯合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急症室

秀雅道遊樂場

中醫專科診所
的服務特色：

社康新動態

新張期內，凡首次於中醫專科中心到診的顧客，
即獲贈港幣100元*優惠券乙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預約或查詢，歡迎致電2114 0881。

社康醫療中心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UCN Medical 
Centre

United Christian Hospital 
Emergency Room

Sau Nga Road Play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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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與其他醫學組

織及醫療機構多年來不斷的努力，政府終

於在最新一期的施政報告中落實全面禁售

電子煙及相關產品，社康全力支持政府政

策，以保障公眾健康。其實，坊間有很多

這類產品的失實宣傳，容易誤導青少年，

以為電子煙類產品不含尼古丁或其他有害

物質，不會容易染上煙癮及影響健康。現

在，就讓我們正確地認識多一點有關此類

產品吧！

全面禁止電子煙

甚麼是電子煙
(Electronic Cigarettes)?
電子煙是電子尼古丁傳送系統或電子非尼

古丁傳送系統最為常見的典型形式，通過

加熱一種溶液傳送氣霧供使用者吸用。它

的主要成分除了尼古丁（如有），還包括

丙二醇，可能還有甘油和添味劑。而電子

煙所用的液體及其釋放物還含有其他化學

物質，其中一些化學物質被視為有毒物

質。市面一些電子煙的外形與煙草製品（

如捲煙、雪茄、煙斗或水煙）相似，也有

些電子煙包裝成日常用品的形態形狀售

賣，如鋼筆、USB記憶棒等，讓人不易察

覺。

甚麼是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
(Heat-not-burn tobacco products)?
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亦屬煙草產品，是透過電子裝置高溫

加熱至約350℃（而非點火燃燒）令捲煙產生含有尼古丁

和其他化學物質的煙霧，讓使用者吸用。和傳統捲煙一

樣，它主要以煙草製成，因此含有尼古丁，可致上癮。由

於它屬於煙草產品，任何人士也不應售賣或提供予未成年

人士使用。煙草公司將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包裝成潮流產

品，宣稱害處較少，並採用有別於傳統捲煙的名稱，以減

低市民對其害處的警覺，吸引年輕人使用。

對身體的影響
電子煙
電子煙推出市場只有約十年，但越來越多外國研究發現電

子煙含有對健康造成危害的化學物質，在高溫下加熱及汽

化後更有可能產生其他有害物質和致癌物。而香港吸煙與

健康委員會亦曾委託香港浸會大學抽樣檢驗香港市面出售

的電子煙，證實含有多種化學物質，包括：

今期專題

物質

多環芳香烴

對人體的影響

致癌物質

多澳聯苯醚

甲醛

甘油

尼古丁

干擾甲狀腺分泌、影響生殖能力和

胎兒發展

能導致呼吸道症狀，刺激眼、鼻及咽喉

高溫下可產生致癌物

讓人容易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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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
煙草商聲稱加熱非燃燒煙草製品釋出的化

學物較傳統捲煙少，可減少對身體的危

害，委員會認為這是宣傳技倆，意圖淡化

吸煙對身體帶來的傷害。現時雖然有關加

熱非燃燒煙草製品的研究不多，但任何煙

草產品對身體長遠健康的影響不容忽視，

切勿隨便嘗試。世界衞生組織表示所有形

式的煙草使用都有害，除了也含多環芳香

烴及尼古丁外，還包括：

自1981年首次開設戒煙服務至今，社康對

推廣戒煙可謂不遺餘力，不但為廣大市民

服務，亦特別為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提供資

訊及戒煙服務。社康的戒煙服務於2016年

期間曾訪問100名年齡介乎23歲或以下的

少數族裔人士，當中約12%曾有使用電子

煙的經驗。外國調查亦發現使用電子煙的

青少年較易養成抽煙的習慣。有見及此，

戒煙服務得到香港社區網絡的協助下，於

2018年7月8日舉辦的南亞青少年足球比賽

中，向百多名青少年推廣無煙生活的健康

訊息，講解抽煙及電子煙的影響，以及即

場提供一氧化碳測試，藉此講解吸煙的禍

害。

如欲獲取更多戒煙資訊、查詢戒煙服務或

預約健康檢查，請致電3156 9012。

環境保護署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top.html

社康醫務總監唐少芬醫生（前排右一）參與香

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之新聞發佈會

資料來源：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https://www.smokefree.hk/tc/content/home.do

物質

天然煙草

煙草化學物質

對人體的影響

即使是天然煙草，本身已含多樣毒素及

致癌物質

目前暫沒有證據證明減少對它的接觸會降低對

人的健康風險

刺激眼睛、鼻和喉嚨，甚至令患有心臟或呼吸

疾病（如哮喘）的人士病情惡化

今期專題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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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糖護心知多D 
近年，醫學界提倡及呼籲關注血糖及預防「糖尿心」，究竟糖尿病與心臟病是甚麼關係呢？就讓我們多點認

識，防範於未然。

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的統計，全球每年約有460萬人死於糖尿病併發症，而且出現併發症心臟病或中風而死

亡的糖尿病患者比健康人士高出一倍以上。所以，糖尿病患者要長時間維持身體的ABC指數，即糖化血紅素

（HbAIc）、血壓（Blood Pressure）及膽固醇（Cholesterol），這樣可將糖尿併發症在5至7年內的病發率減低5成。

ABC指標

糖尿併發症不容忽視
當糖尿病控制不當，血糖長期處於偏高及不穩定水平，便有機會導至併發症的出現。併

發症可分為急性和慢性兩種。急性併發症主要是血糖過高或過低的現象，慢性併發症則

主要是血糖長期過高而引致損壞心血管、微血管和神經系統，甚至令身體器官壞死，因

而喪失功能，嚴重者會導致死亡。我們絕對不能輕視糖尿病的併發症，其影響可包括引

致腦部血管栓塞或破裂，導致中風；又或因為長期高血糖令血管管壁受損，形成動脈硬

化、增厚，導致負責輸送血液到心臟肌肉的血管管腔變得狹窄，從而引致心絞痛、冠心

病、心肌梗塞和心臟衰竭等心臟病問題；慢性併發症還會影響眼、腎、足部及男性性器

官等其他器官，絕對不容忽視。

「小心飲食、多做運動」，不二法門
患者除了定時服藥及按時量度ABC指數外，還須多做運動來控制體重及小心飲食。因為控制體重除了有助改善高血壓、高血糖、高血

脂等問題外，亦可減少如膝、足踝等關節的負荷，對一些患有關節炎的人士而言，其症狀會得到改善。此外，減重除了能有效控糖

外，一些大型醫學研究的結果亦顯示，透過包括運動和控制體重等方法，能預防或延緩糖尿病高危人士發病。

控制飲食也是患者需注意的事項，如能保持良好的飲食習慣，正確地選擇食物，適當編排每天飲食中的醣質（碳水化合物）攝取量，

能有助糖尿病人士穩定血糖水平。有需要的話，醫生會轉介病患給專業註冊營養師跟進，提供個別的飲食輔導、根據病情編製合適的

餐單及食譜，幫助糖尿病患者在控制血糖之餘，仍能攝取均衡營養、維持理想體重及控制病程，兼有效預防併發症。

關心健康及想獲多點糖尿病的資訊的話，社康誠意邀請你參與11月16日的「控糖護心」及『食「營」D睇標籤』健康雙講座，講座由

註冊護士及註冊營養師主講。詳情請參閱第16頁「活動預告」篇。

何謂ABC？ 理想指數

糖尿病ABC你要識
由於糖尿病與心臟病關係密切，所以有效控制糖尿病也能同時保護心臟。要有效控制糖

尿病，以上提及的ABC指數便是最佳指標：

資料來源：香港糖尿聯會網頁

http://www.diabetes-hk.org/home

A1C – 糖化血紅素

Blood Pressure – 血壓

Cholesterol – 膽固醇

    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

    三酸甘油酯（Triglyceride）

<6.5%

<130/80 mmHg（收縮壓／舒張壓）

<4.5 mmol/L

<2.6 mmol/L（若曾中風或患心血管疾病LDL-C應

<1.8 mmol/L）

>1.0 mmol/L

<1.5 mmol/L

健康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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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乳癌要及時

關注你的乳房：觀察乳房的異常變化

注意身體變化最重要
其他異常變化如乳房大小或形狀的改變、

乳房的任何部位或腋下出現不適或持續痛

楚，都有機會是乳癌的症狀，故此，關注

你的乳房可讓你及早發現任何不正常的變

異。如若不幸出現以上的情況，應盡快向

醫生查詢，以了解清楚應否接受乳癌篩

查，例如乳房Ｘ光造影檢查或臨床乳房檢

查。

至於如何選擇乳癌的篩查方法以至推廣其

他有關資訊，社康現正積極籌辦於明年中

舉辦的『及早預防，做個「識揀」的女人 

- 社區乳癌預防推廣計劃』，屆時將會有

一系列健康教育講座等活動，向中年女性

推廣乳癌預防知識及乳癌篩查決策輔助工

具，指導中年女性選擇適合自己的篩檢方

法。詳情請留意www.ucn.org.hk，如有

問題，請聯絡醫療外展部2357 4008。

世界衛生組織將10月定為乳癌關注月，希望增加大眾對乳癌的認識及關注。即使不

幸患上乳癌，亦能及早發現以提升治癒率。在2015年，全港每16名婦女中便有一人

有機會在一生中患上乳癌，而且55%乳癌個案都發生在40-59歲的女性身上，年齡愈

大，風險愈高。

健康與你

資料來源：衞生署及香港乳癌基金會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breast_ca_tc.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4_breast_cancer_prevention_and_screening_chi.pdf

https://www.hkbcf.org

維持健康體重

選擇健康飲食

餵哺母乳

恆常運動

避免飲用酒精類飲品

關注你的乳房

乳癌非女士專利
一般而言，乳癌是乳房組織出現惡性腫瘤細胞，故女性和男性都有機會患上乳癌，但男

性患者較罕見。跟其他癌症一樣，許多乳癌的風險因素與生活習慣息息相關，例如缺乏

運動、飲酒及更年後期肥胖；其他因素則包括年齡增長、從未餵哺母乳、較早出現月經

或較遲收經或接受荷爾蒙補充治療等。不過，即使你有以上的風險因素，也只是代表你

的患癌風險比一般人高，我們建議及早關注以下數點，盡量減低患癌的風險：

乳房或腋下
出現硬塊 

乳房或乳頭
皮膚出現異
樣

乳頭有
分泌物

乳頭內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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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助你無懼濕疹 
相信大家對濕疹並不陌生，很多人和濕疹一起成長，有人習以為

常，有人卻被它困擾一生，雖遍尋名醫，亦未能把它擺脫，現在

就為大家分享我多年治療濕疹的經驗和心得，讓大家對中醫治療

濕疹有所認識。

看中醫前要準備的事項
治療濕疹最常見的現象，就是很多患者以往長期使用「類固醇」，以致來診時他們的真正

病情未能完全反映出來，這個時候用藥亦難收效。中醫治療皮膚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患者來

診時皮膚的形態色澤，發病部位及皮損的情況，這些特徵就是用藥的依據，這樣用藥才有

指導意義。所以，我對每位來求診的濕疹患者，都會不厭其煩地叮囑他們，停用一切西

藥，即使濕疹會有劇烈反覆發作的傾向，亦應繼續用中藥去治療，因為患者如同時使用

中、西藥，便難斷定病情的演變過程，是西藥還是中藥的作用呢？還是中、西藥共同的結

果？即使在反覆發作的情況下，如患者能堅持中藥治理，病情便會慢慢平復下來，這樣才

有機會擺脫對「類固醇」的依賴。

在中醫的角度，因為各人體質不同，所以即使同樣患濕疹病，所用的處方和藥物可以完全

不同。中醫是針對病人的症狀和體質才決定採用的藥物和治療方法。中醫講求辨證論治，

在這裡可見一斑。

中醫治療濕疹是從整體方面著手，冀能標本兼治；而治法則內外並用，這樣才不易復發。

單憑控制表面症狀，濕疹便容易反覆發作，難以根治，必須根據個人體質，來制定治療方

案，除內服藥外，中醫亦有外用膏劑、粉劑及油劑，針對不同症狀，能祛腐生肌，對久病

失養的肌膚，更能養膚潤燥。

其他特別療法
除外敷、內服的藥物外，中醫還有其他不同的治療手段應用於濕疹上。刺絡拔罐便是其中

之一，它是利用在相應的穴位拔出瘀血，放血有利於利濕解毒及調和氣血，對急性炎症，

皮膚潮紅灼熱，能迅速紓緩症狀。

除此之外，針灸及火針的介入，為治療濕疹的一大特色，配合刺絡拔罐，效力倍增。火針

是借火助陽，溫壯陽氣。施針前先將針尖燒至通紅，之後迅速刺入穴位，激發經氣，調整

臟腑功能，而起到治病作用。對一些頑固的病灶，利用火針密刺病灶，有助清熱解毒、去

腐排膿、生肌斂瘡。而火針本身具有強烈消炎散結作用，對於消除症狀，皮損的修復，有

一定的幫助。

再者，毫針的配合亦至為重要。遵從中醫的經絡學說，對病灶部位進行循經取穴，能得到

意想不的效果。對於嬰兒濕疹，一般不用留針，快速點刺穴位即可。中醫在治療濕疹方

面，累積了豐富及寶貴的經驗，標本兼治，扶正祛邪，邪祛、則病自愈。

中醫專科中心　白秉銧醫師

「度身訂做」的中醫治療

中醫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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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中醫師 楊灌枝

雪杏白果湯 

材料：

做法：

功效：

註：

茨蓮玉龍粥

材料：

做法：

功效：

註：

四子蜂蜜茶

材料：

做法：

功效：

註：

雪梨兩個，南北杏各3克，白果6粒，豬腱250克，生薑兩
片，食鹽適量

翁霆耀中醫師獲聘喜訊
中醫部翁霆耀醫師很榮幸獲中醫耳鼻喉國際論壇專家委員會聘任為常

務委員，為期5年。這次聘任無疑是對翁醫師在中醫醫學界的認同及嘉

許，亦是對本機構各部門同工的鼓勵。我們定當繼續努力，用心地在

各範疇為市民提供更卓越、優質及到位的服務。

秋冬滋潤良方

將所有材料洗淨，雪梨切開去心核，南北杏去皮，白果去
殼，豬腱汆水，同放煲內，加清水兩公升，以武火燒沸，再
轉文火煲約1小時，加鹽調味即成。

潤肺生津，止咳平喘

適合喉乾咳嗽，氣促氣喘，無痰或咳痰困難人士服用。

茨實10克，蓮子10克，玉米20克，龍眼肉10克，白米60克，
食鹽適量

把所有材料洗淨，同放煲內，加清水適量，常法煮粥，加鹽
調味即成。

補腎益精，健脾養胃

適合胃口欠佳，大便散爛，睡眠不好的人士服用。

菟絲子、覆盆子、枸杞子、五味子各5克，蜂蜜適量

將所有材料洗淨，同放保溫瓶內，加沸水適量，焗泡約15分
鐘，稍放涼後，加蜂蜜調味即成。

滋陰明目，固精縮尿

適合眼睛乾澀，夜尿頻繁，陽萎早泄的人士服用。

中醫專區

秋冬氣溫由熱轉涼，由濕轉燥，是陽氣漸收，陰氣漸長的時候，人體的陰陽平衡，飲食方面亦當順應天時

作出相對調整作配合，所以，秋季養生膳食以滋陰潤燥為原則。秋季於中醫五行學說中屬金，相對應的內

臟是肺部，而冬季則屬水，相對應的內臟是腎，要令金水相生，秋冬季節便適宜多吃潤肺滋腎的食物，包

括：雪梨、木瓜、馬蹄、甘蔗、芝麻、百合、黑木耳、銀耳、蜂蜜等，但過份生冷寒涼的食物如：西瓜、

苦瓜、綠豆或辛辣香燥的芥末、八角、茴香等就應少吃，以免產生反效果。

在此推介三款秋冬合宜的湯水、粥和飲品，溫而不燥，潤而不寒，大家不妨試試。

中醫耳鼻喉國際論壇專家委員會發給翁醫師的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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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食牛油果才健康？

怎樣儲存及選購牛油果？
切開後的牛油果若不立刻進食，會因其抗氧化成分高，變得容易氧化、變黑。較好保存已切開的牛油果的方法，是將有果核的部分

留下來，加入少許檸檬汁，再以保鮮紙完全密封，即保鮮紙緊貼果肉，再存放雪櫃，此法有助減慢氧化情況。

揀選牛油果也有竅門，揀外表為啡色、有少少軟身的牛油果，適合切片或壓蓉入饌食用。至於質地較硬、外皮青色的牛油果，顯示

未完全熟透。想要催熟不妨將蘋果、香蕉等水果，與牛油果同放一個紙袋內，然後於室內保存，有催熟作用。萬一牛油果切開後未

熟，仍然較硬身，建議可切絲作沙律食用。若太熟則可製成果醬。

我適合食牛油果嗎？
因牛油果屬高鉀食物，有些人士是不適宜隨

意進食的。如本身有高鉀問題的朋友便不宜

吃了。另外，腎病患者因為腎臟處理鉀有困

難，故也不宜亂食。牛油果含維他命K，有

幫助凝血作用，正服用薄血藥，例如華法林

的病人，一旦吃太多牛油果，有機會影響藥

效，建議避免大量進食，最好進食前先諮詢

醫生或營養師。

文章撮自2018年5月6日蘋果日報（健康蘋台）

訪問社康註冊營養師盧庭威先生

牛油果的不飽和脂肪含量高，加上纖維豐富，進食後可大大提

升飽肚感，換言之，對減少食量有幫助，變相有助控制體重。

但要留意牛油果雖然含豐富好的脂肪，但吃太多同樣會攝取過

多熱量，所以要食得健康是有竅門的，建議不要狂食，或只吃

它作正餐，否則影響身體吸收均衡營養。

日常要用牛油果入饌減肥，需學懂與食用油作換算，例如果肉

半個，即已等同2茶匙油，如加入了沙律、三文治或壽司中，

不妨將果肉壓成果醬，再拌入香草、黑胡椒及檸檬汁塗麵包，

代替沙律醬或牛油等不健康脂肪。而牛油果加香草、黑胡椒及

少量鹽放入攪拌機，更可製成意粉醬，取代白汁、忌廉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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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 I 部服務經理張漢華

最好的朋友
有一個人在路上壞了車，他嘗試修理，

但找不出那裡壞了，便只好坐在一旁發

呆。那是1900年，汽車並不普及，很

多人甚至未見過汽車。當他正在惆悵之

際，有另一架車泊在他旁邊。車上的人

下車主動幫他修理。不消多久，那人便

找到壞了的地方。他好奇問那人：「你

怎能這麼快便找到那裡壞了？」那陌生

人說：「我叫亨利福特。這架車是我發

明的，我對它每項細節都瞭如指掌。」

原來這個陌生人就是美國福特汽車的創

始人。

神創造了天、地、萬物，創造了你和

我，祂不但認識你，而且了解你。祂認

識過去的你，現在的你，甚至未來的

你。聖經的一位詩人曾經說過：「我在

母腹中被塑造，在隱密中逐漸長大，骨

骼怎樣形成，祢都知道。我出生以前，

祢已經看見了我，那為我安排尚未來到

的日子，都已經記錄在祢的冊上。」（

詩篇139篇15-16節）神對你的一切都瞭

如指掌，你未開口，神已經知道你要說

甚麼。

有人說「得一知己，千金難求」，要找

一個知己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找到，他

生命分享

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你，了解你每一刻的感

受。然而，主耶穌最有條件做你的知己，

最好的朋友，因為祂比任何人都認識你、

了解你，比起你的父母、甚至你自己更了

解你！

主耶穌不但了解你，祂更愛你，甚至願意

為你犧牲。主耶穌曾說過：「人為朋友犧

牲自己的性命，人間的愛沒有比這更偉大

的了。」（約翰福音15章13節）神創造

你，祂想與你建立最親密的關係，就好像

你的父母一樣，生你出來想疼愛你、愛護

你。神愛你到一個地步，祂甚至親自來到

人間與人接觸，與人生活，最後甚至為了

祂所愛的你和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使

徒保羅這樣描述神的愛：「為義人死是罕

有的，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但是神

對我們顯示了無比的愛，當我們還是罪人

的時候，基督已經為我們死了！」（羅馬

書5章7-8節）試問人世間那裡能找到這樣

犧牲的愛呢？

主耶穌連你最心底的恐懼都知道，祂也知

道你現在面對的困難，包括你的家庭、朋

友、工作等煩惱，一些甚至你沒有勇氣向

人傾訴的問題，祂都知道，何不信靠祂，

讓祂成為你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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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點滴

健康推廣護士李秀文護士的工作使命 

小時候聽過「南丁格爾」的事跡，對這位

護士之母非常敬佩，而且，若不是因為

她，或許我也未必投身護士這行業。護士

有另一個很美的稱號叫「白衣天使」，這

些天使一向給人的印象是在診所幫病人探

熱、打針，站在醫生身旁幫忙，發藥後便

送走病人。但自從於社康工作之後，有機

會參與長者家居探訪服務及『賽馬會樂活

道長者「健」社區』長者家居探訪計劃，

我的工作從此便變得有點不一樣了。

上門探訪病人的工作已參與三年了，期間

讓我體會到即使我只是護士，只要願意走

出診所，多行一步，基層醫療的發展及市

民大眾的生活質素都可以有所提升。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一位80多歲、患有腦退

化症的獨居婆婆，她的照顧者是兩位不同

住且工作辛勞的女兒。她們因為要上班，

不能貼身照顧媽媽，而最令她們擔憂的是

媽媽有否按時食藥，所以轉介給我們跟

進。於是我們便往探訪婆婆，了解她的生

活習慣，再根據藥物上的指示分配藥物，

幫忙協調及教她嘗試記錄食藥時間，雖然

仍在嘗試階段，但女兒們已十分感激我們

的用心幫忙，並深信若媽媽的情況有改

善，便毋須入住安老院�了。

身為醫護人員，我們都盡力讓病人得到最

適切的照顧，也明白長者希望留在家中安

享晚年的心願。婆婆的個案也轉介了社工

作跟進，讓社工鼓勵她繼續參與社區活

動，積極及樂觀的生活。所以其實護士

也可更積極協調病人家屬及社工，讓患者

能獲得更多支援，基層醫療服務有更好果

效，也間接減輕公家醫療服務的壓力。

另外，最近亦探訪了一位早前患中風的老

伯，他半邊身活動能力受損。雖然已事隔

一段時間，但老伯仍然未接受身體上的轉

變，心情大受影響，總覺得沒有人明白他

的苦困，以致經常大聲呼喝家人，令他自

己及家人都飽受壓力及困擾。我們知道老

伯的情況，在探訪時耐心的與他傾談，雖

然他的情況不能逆轉，我們都關心老伯的

心理健康狀況，在傾談中讓老伯紓緩不安

的情緒，與他建立了友善及互信的關係，

往後透過多次的電話聯絡，他開始接受現

實，心情也較穩定及平復。

以上兩次經歷，讓我更堅定地投入現在的

工作，因為只要肯付出多一點愛心和關

懷，世界是可以更美好的。

謹此感謝『賽馬會樂活長者「健」社區』

計劃，為長者提供跨專業護理，如健康評

估、生活狀況評估、長者衰老評估及其他

所需致轉介治療，讓長者可在家中安享晚

年，也能紓緩照顧者的壓力。歡迎各長者

中心、社區中心、社福機構及家庭醫生轉

介個案。如有需要，歡迎致電2793 4545聯

絡賽馬會和樂社區健康中心健康服務統籌

主任了解詳情。

腦退化病婆婆的藥物繁多，

需幫忙協調服食

家訪患中風的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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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參考網址：

http://standbyme.hk/

社康出了兩位「網紅」？
其實是我們於廣福的「愛鄰網絡」出了兩位「紅」人會員，分別是服

務時數達307小時的梁美蘭女士及服務時數達243小時的陳月華女士，

恭喜她們獲得由社會福利署頒發「2017年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

金狀。

美蘭協助中心透過電話慰問患長期病的會員，她總會用心聆聽及加以

鼓勵，為對方送上正能量。美蘭已經成為我們的電話親善大使了。

月華則每星期都義務擔任2-3節運動班導師，帶領長者一起做運動。

她的感染力及親和力推動長者積極投入運動，亦鞏固了會員間的凝聚

力。

感謝她們的全情投入，對義務工作不遺餘力，期待她們的付出能激勵

更多「網紅」的出現。

「腦」友‧陪著您走家庭日
社康全力支持由滴水基金會及榮華慈善基金共同主辦，尊賢會策

劃，聯同多個社福機構協辦，於12月2日在海洋公園舉行之「腦」

友‧陪著您走家庭同樂日。

該活動目的為喚起大眾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回應認知障礙症對高

齡社會的挑戰，倡議建立共融社區，讓認知障礙症人士在地安老，

維持健康心理社交生活。社康亦認同讓認知障礙症人士在熟悉而且

友善的社區生活是最理想的安排，也是實現健康高齡社會的首要任

務。作為活動的支持機構，我們呼籲市民大眾積極參與。

梁美蘭女士致電問候長者

陳月華女士（中）帶領長者做運動

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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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I部同工於7月2日參訪位於羅湖區及

福田區兩個提供新型長者服務中心，深入了

解內地長者服務的發展，並參考值得學習的

地方，為長者提供更貼心給富彈性的服務。

深圳長者服務考察團

透過交流，社康同工們獲益良多

「暑期事業體驗計劃2018」已於6月底結

束，12名學生於參與社康轄下不同服務的日常

運作後，獲得寶貴的實戰工作經驗，為日後投

身社會作好準備。

學生暑期事業體驗計劃2018

今年參與計劃的全體同學合照

「全民營動系列」運動課程

社區營養服務於7月及8月舉辦了「全民營動

系列」之運動課程。40名學員透過學習普拉

提運動理論和伸展及阻力訓練，紓緩痛症，

並建立運動習慣，響應全民運動。

健體教練教授多種動作紓緩痛症

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覽
社康首次參與於8月3日至6日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的「第26屆國際嬰兒、兒童用品博

覽」，護士團隊為孕婦們和新手爸媽提供育

兒資訊及解答疑問，場面好不熱鬧。

社康護士為展覽出盡法寶

活動剪影

學童學習正向情緒丶欣賞與關愛別人的重要性

好心情計劃─學校 

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獲「優質教育基金」資

助，與觀塘一所小學於5月至12月舉辦「心聆

心啟晴—打造正向人生」好心情計劃，參與之

家長和學童均認識到情緒健康及其重要性，明

白「與人分享」、「正面思維」及「享受生

活」是促進情緒健康的三大元素。

社康之醫療團隊於6月23及24日參加由香港

家庭醫學學院�舉辦的「2018香港基層健康

會議」，展示多項研究報告及與業界分享結

果。

「2018香港基層健康會議」

同工於會場與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教授合照



15

講座反應熱烈 座無虛席

中醫專科中心於7月及8月份舉行「中藥

紓解癌症電療及化療副作用」、「中風

病的預防與治療」及「中醫對濕疹的特

色療法」等講座，增加市民對不同病症

的認識，鼓勵預防及提供治療方法。

參加者向張杰能醫師發問有關紓緩癌症治療
之副作用的方法

龐沛醫師講解之中風預防及治療白秉銧醫師與參加者分享常見濕疹病例 

暑假兒童小組 

「夏令飛翔：提升學童的整體發展小組」以

及「一起童樂：社交溝通小組」等活動由輔

導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帶領3-8兒童透過特

別設計的活動及遊戲，讓他們在充滿歡樂、

新奇、有趣的氣氛下學習，促進社交、情

緒、學習技巧和日常生活技能。

小組於遊戲室進行

活動剪影

「基督徒正向喜樂
  人生計劃」工作坊
工作坊獲基督教永明基金贊助，讓參加者透

過正向心理結合信仰的理念，提升及建立積

極、樂觀、感恩、有盼望及意義的生活態

度。

參加者彼此互動及交流，氣氛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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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健康講座一覽表

日期 時間星期 活動名稱 地點

五

佐敦吳松街191號突破中心禮堂

（港鐵佐敦站C2出口）

報名及查詢:

2172 0721 / 2172 0751

「控糖護心」

（由註冊護士主講）及

「食『營』D睇標籤」

（由註冊營養師主講）

健康講座

11月16日 2:15pm–6:00pm

3天靜觀自我關懷工作坊

日期

時間

地點

導師

費用（港幣）

12月6至8日（星期四、五及六）

每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九龍觀塘協和街130號基督教聯合醫院J座5樓

Mr. Tim Desmond （精神治療師）

$4,500

學生優惠：$2,250（全職），$3,150（兼職）

報名及查詢

網址

2349 3212

www.ucep.org.hk

工作坊由精神治療師Mr. Tim Desmond主講，內容從靜觀自我關懷

的角度學習放鬆個人情緒及過往的創傷，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特

別個案分享，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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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社區健康中心 (中醫部）

凌雅萍醫師及黃翠華姑娘

多謝你們一年來的關心及照

顧，為我治病以外還和我分

享人生，讓我有多角度思考

及成長。有時即使不是覆

診，也希望來和你們見見

面，這可能便是「賓至如

歸」、親切的感覺了。

感謝信
捐款鳴謝

我們的醫療及社工團隊每天辛勤工作，最開心莫過於見到病人身體好轉，有需要

人士得到關懷和幫助。來自病人和受助人士的鼓勵說話，是我們工作的原動力。

以下輯錄部份感言與大家分享：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羅敏琪姑娘，服務員何彩貞及

王惠芳

雖然本人家父已離世，但我

們非常感謝羅姑娘悉心為家

父安排各樣服務，何彩貞及

王惠芳家務員細心陪同家父

覆診，深感謝意。

 捐款鳴謝

朱永堅伉儷

吳承捷先生

林麗嫦女士

林錦倫先生

周滿輝先生

麥盛森先生

黃秀蘭女士

黃秋霞女士

黎艷女士

蘇北桃先生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社會福利署2018-19年度「老有所為活動計劃」

香港中華媒氣有限公司

富臨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愛鄰網絡（天水圍）會員及社區人士

愛鄰網絡（秀茂坪）會員及社區人士

愛鄰網絡（廣福）會員及公眾人士

Cheung Fung Yee

Mindshare Hong Kong Limited

IRAD Medical Diagnostic Centre

以下為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

的捐款善長名單(排名依筆劃序): 

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 (中醫部）

葉梓葦醫師及全體員工

致 致

本人於手術後，經朋友介紹

下到中醫部接受針灸治療已

數月了，葉醫師的治療很奏

效，讓我的痛症有改善。另

外，前台員工及特別是新來

的男職員，態度友善、有禮

又有耐性，有時我的痛症發

作，需要更改覆診時間，他

們也迅速幫忙辦妥，非常感

謝他們。

愛鄰網絡 (秀茂坪）

顏芷君姑娘、許惠娟姑娘及

伍娉婷姑娘

好高興成為愛鄰網絡的會

員，參加中心的活動既愉快

又能認識很多「老友記」，

外出活動多了，人也變得開

朗。

致

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

陳慧中醫生及診所護士

感謝醫生的專業診斷及建

議，讓我獲得適切的治療後

正在康復中。也感謝護士在

我獲知病情後，幫忙盡早預

約覆診。祝願你們事事如

意、步步高升、永遠幸福快

樂。

致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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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鄰如己‧守望相助
「…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既是同舟，在獅子

山下且共濟…」

昔日的睦鄰關係是同舟共濟，鄰居往往是生活上的好幫

手、好夥伴，大家彼此幫忙買東西、照顧小孩及長者

等。時移勢易，今天的鄰里關係已經不一樣，獨居長者

如遇上生活難題，若沒有鄰居守望相助，難免會感徬徨

無助。

樂天愛笑的簡婆婆，93歲，獨居於秀茂坪邨，兒子長居

於內地，間中回港探望她。婆婆雖然患有高血壓、糖尿

病及骨質疏鬆症，但她仍然堅持每天撑着拐杖，步履蹣

跚的前往街市買餸回家煮飯，閒時會參加社康秀茂坪愛

鄰網絡的活動，也喜歡使用中心的運動設施。原來婆婆

2008年已成為中心會員，一直和職員保持良好的關係，

同工顏芷君姑娘也不時家訪婆婆，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

一天，婆婆收到一張比以往貴很多的水費單，獨居的她

對突如其來的額外開支，感到既擔心又無助，婆婆遂

急忙找顏姑娘幫忙。顏姑娘接報後立即和同工一起前往

婆婆家查看，發現原來家中的儲水式電熱水爐壞了，一

直漏水，於是顏姑娘立即找來邨內的電器維修師傅上門

給捐款者
的話

捐款表格

修理，可惜電熱水爐未能修好，顏姑娘即

時再聯絡熱水爐供應商，安排盡快上門維

修，最後事情得以圓滿解決，簡婆婆終於

再展笑容了。

愛鄰網絡成立於1982，自香港公益金於

1993年起資助部分經費， 現已成為全港首

個透過建立社區網絡支援長期病患者的計

劃。我們以建立睦鄰為本的互助社區為目

標，為長期病患者提供外展復康服務，協

助他們在康復過程中適應社區生活。有需

要人士可由醫生、社工、社康護士、醫院�

院�牧或其他社會服務機構轉介，也可自行

提出申請，成為會員後便可參與中心所安

排的活動、探訪及不同的社區支援服務；

中心亦會協助患者家人及照顧者，幫助他

們紓緩壓力。

除了香港公益金的部分資助外，愛鄰網絡

需要自行籌募其餘經費，如果你認同我們

的服務理念，懇請慷慨捐助，讓更多弱勢

群體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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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樂意捐助 I would like to make a donation of
   每月定期捐款 Donation on a monthly basis        一次過捐款 One-off Donation

   HK$100          HK$300          HK$500          HK$1,000          其他金額  Other  HK$

捐款方法 (請於適當的方格加    上)

Donation Methods (Please    the relevant box(es))

註 : 1.

     2.  

Remarks : 1. Please fill out the slip below and have it returned with proof of donation (eg. bank-in slip, print copy of online transaction 
and cash transaction record) to : Headquarter, United Christian Nethersol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L1, KEC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No. 2 Po Ning Lane, Hang Hau, Tseung Kwan O

2.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are tax deductible with a receipt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或「社康」)

By a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 “United Christian Nethersole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直接存款至本機構銀行戶口：036-724-1-027868-8 (中國銀行) 或 030-024301-003 (匯豐銀行)

By direct deposit to our bank accounts  036-724-1-027868-8 (Bank of China) or  030-024301-003 (HSBC)

恒生網上銀行用戶可透過網頁 (www.hangseng.com/e-Banking) 將捐款存入本機構

Service users of Hang Seng E-Banking can make donations via www.hangseng.com/e-Banking

中國銀行(智達網上銀行) 用戶可透過網頁 (www.bochk.com) 將捐款存入本機構

Service users of Bank of China Internet Banking can make donations via www.bochk.com

東亞銀行電子網絡銀行服務用戶可透過網頁 (www.hkbea.com) 將捐款存入本機構

Service users of Bank of East Asia Cyber-banking can make donations via www.hkbea.com

網上捐款 (請瀏覽網站 www.ucn.org.hk)

Online Donation (Please visit www.ucn.org.hk)

捐款表格 Donation Form

請將此表格連同捐款支票或捐款證明 (銀行存款收據副本或網上銀行捐款列印記錄或現金捐款交易記錄副本）寄回:

將軍澳坑口寶寧里二號九龍東聯網行政樓一樓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總辦事處收

捐款港幣$100或以上者，可獲退稅收條

 

  
 

 

捐款者資料 Donor Information

為表謝意，我們會將捐款人芳名刊於《社康之聲》季刊及網站內的捐款鳴謝中。

To show our gratitude for your donation, all donors will be acknowledged in our quarterly newsletter and on our website

    本人不欲姓名刊於季刊及網站內的捐款鳴謝中 

    Please tick this box if you do not wish to be acknowledged

若你想查看/更改本機構所持有關你的個人資料或你不想日後收到本機構其他宣傳資料及健康訊息，請以書面通知本機構的企業傳訊
及公共關係部或傳真至2348 9130

You have a right to be told whether our organization holds any information about you. If you wish to view/change your personal data or opt out of receiving promotional 
materials and health information, you may do so by writing to ou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Division or fax to us at 2348 9130 

Name of Individual/Organization

Chinese

Address

English: (Mr/Mrs/Miss/Ms/Others) 

Daytime Telephone Number                                  Fax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