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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指出今年冬季流感高峰期
比往年提早到來，預計本港冬季
流感嚴重爆發的機會大增，並
且可能會比以往延遲完結。事實
上，9月尾已有兒童患上甲型流
感入院的個案，所以真的不可忽
視預防流感的重要性。

除了保持良好的個人和環境衛生
外，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也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流感疫苗能安全
和有效地預防季節性流感和其併
發症，而且除了有已知禁忌症的

人士外，所有年滿6個月或以上
人士均適合接種流感疫苗，以保
障個人和社區的健康。

為了預防患上流感，大家應該在
流感爆發的高峰期前接種流感疫
苗。社康本年度將繼續提供四價
預防流感疫苗，保護較三價疫苗
更廣泛，為市民的健康打造一個
更佳的防盾。市民除了可親臨本
機構轄下的健康中心接受疫苗注
射外，亦可預約我們的團體外展
隊，為其公司、機構、學校及組

織等提供流感疫苗注射服務。此
外，2019/20年度的政府「流感
疫苗資助計劃」已於10月9日展
開，合資格的人士更可免費接種
流感疫苗。

面 對 快 將 來 到 的 流 感 爆 發 高 峰
期，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特
別是有較高風險患上嚴重流感的
長者及兒童。願你和你的家人都
有強健體魄，遠離流感！

捐助機構
Fu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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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高峰期  預防疫苗最佳時機

流行性感冒(簡稱流感)是由不同類型的流感病毒所引致的上呼吸

道，包括鼻、咽喉及支氣管感染，是一種傳染性極高的病毒性疾

病。每年的1至3月及7至8月為香港的流感爆發高峰期。流感病

毒共分甲、乙、丙型三種，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感染較為常

見，香港則以H1N1及H3N2兩種甲型流感最為普遍。流感病毒會

不時衍生新品種，導致流感出現季節性爆發。因此，流感疫苗必

須因應世界衞生組織(WHO)建議定期重新調配，以確保其成效。

每年接種加強免疫力
流感病毒主要透過患者咳嗽、打噴嚏或說話時產生的飛沫傳播，

亦可以透過直接接觸患者的分泌物而傳播。因此，保持良好的個

人和環境衛生十分重要，如意識不足，容易將病菌帶給家人。觸

摸口、鼻或眼之前，咳嗽或打噴嚏後手部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

時，必須要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減低流感病毒傳播的可能

性。而接種流感疫苗更能為身體加多一重保護。即使在上一年度

接種了流感疫苗，但建立的免疫力會隨著時間降低，在下一年度

可能會降至沒有保護作用的水平。故此，十分建議市民每年接種

流感疫苗，尤其是高危人士。

今期專題

四價流感疫苗可有效防禦以下四種流感病毒：

 甲型/布里斯本/02/2018 (H1N1)pdm09-類病毒

 甲型/堪薩斯州/14/2017 (H3N2)類病毒

 乙型/科羅拉多州/06/2017類病毒

 乙型/布吉/3073/2013類病毒

秋天時分 接種最佳時機
接種流感疫苗是世界公認預防流感最經濟、安全、有效的措施，並能安全和有效地預防季節性

流感和其併發症。接種流感疫苗的最佳時機為每年秋天時分，接種疫苗後約兩星期，體內便會

產生足夠抗體對抗流感。一般而言，接種流感疫苗十分安全，除了接種處可能出現痛楚、紅腫

外，並無其他副作用。部分人士在接種後6至12小時内可能出現輕微發熱、流鼻水、肌肉疼痛或

疲倦等症狀，這些症狀通常會在注射後兩至三天內減退。把握注射疫苗最佳時機，為自己、為

家人提供一份保障兼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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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效用

10月9日起正式展開「疫苗資助計劃」，合資格香港居民可獲政府資助，

免費接種流感疫苗，歡迎與以下各社康健康中心聯絡。

孕婦

6 個月至未滿 12 歲兒童

50 歲或以上人士

智障人士

領取社會福利署傷殘津貼人士

今期專題

地址

電話

Whatsapp

2344 3444              2770 8365             2638 3846              3156 9000             2340 3022   

5625 3918              5628 5198             6226 5342              6350 2031  

九龍觀塘協和街

和樂邨居安樓

26 - 33號地下

賽馬會和樂社

區健康中心

九龍佐敦道23號

新寶廣場13樓   

(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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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藍田廣田

邨廣田商場

203室

基督教聯合那打

素佐敦健康中心

廣福社區健康

中心

賽馬會天水圍社

區健康中心

白普理廣田社區

健康中心

所有年滿6個月以上人士（已知禁忌症除外）均適合接受注射流感疫苗

「疫苗資助計劃」受惠對象

對 65 歲以下人士提供的保護效用達70%-90%

對 65 歲以上人士減少死亡率達 80% 及減低 40%-50% 併發症發生率

疫苗有效期大約一年

接種預防流感疫苗後不會引致個人免疫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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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康新動態

為了關顧院舍長者的營養需要，社區營養服務

近年積極開拓外展服務至不同院舍，服務地點

遍佈港九新界。

外展服務惠及長者

除了提供個別飲食輔導之外，註冊營養師更為其

中一間院舍開展嶄新的餐膳優化服務，與該院院

長共同商議方向，如何「從零開始」為院舍餐膳

逐步制訂一系列優化方案，重點包括：

為院舍檢視現有餐膳模式，並與健康指引作

比 較 ， 讓 院 舍 可 以 提 供 多 元 化 且 優 質 的 食

材，供院友攝取不同的營養素

為院舍制訂合適的餐膳循環模式，以避免類

近食材及烹調手法於短期內重複出現

院舍於農曆初一、十五、特別節日及每星期

一舉行素食日，註冊營養師特別設計符合長

者營養所需的素食菜式

為有吞嚥困難的長者，改善及提升糊餐的質

素，例如增加食材種類、優化外觀等

希望透過一連串的改「膳」後，長者院友的

身體狀況、餐膳營養以至生活享受均有明顯

改善。

除了營養服務，對於居住院舍的長者及其家屬，外出就醫往

往十分不便。為方便長者得到保健治療，社康亦推出中醫院

舍外展服務，免卻長者及家屬的舟車勞頓之苦，也減輕了家

屬的相應負擔。

社康由8月開始，與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護養院合作，派出註

冊中醫師每星期二次親臨護養院診症，按照長者病情制定合

適的治療方案及中藥處方，機構轄下的中醫專科中心藥房即

日配製包裝，以便院友即日服用。院友及家屬對新服務表示

歡迎，不但方便就醫，更可以使用醫療券付款。



5

中醫專區

玉 屏 風 湯 (1人份量)

蘇 葉 生 薑 紅 糖 茶 (1人份量)

材料：

做法：

功效：

材料：

做法：

功效：

黃芪15克，白術9克，防風9克，瘦肉500克

將材料洗淨放入煲內，加入適量清水，隔水文火燉1.5小時

補肺益氣

蘇葉10克，生薑3片，紅糖適量

將以上三味於沸水泡浸代茶

祛風散邪，補脾益氣

入冬預防流感方法及食療

天氣寒冷的冬季，是流行性感冒的高發期。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種急性呼吸道傳染

病，主要病症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流鼻水、肌肉痛、疲倦和頭痛，亦可能出現嘔吐和腹

瀉。流感傳染性強，發病率高，免疫力較低的人士或長者一旦染上流感，有可能出現支氣管炎或

肺炎等併發症，甚至死亡。

中醫服務部
巢朝棟中醫師

勞逸適度，堅持適當運動；注意天氣變化，及時增減衣物，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飲食有節，飲食要適時、適量、適溫，少進刺激之品；起居有常，作息要規律。

天灸療法是中醫治未病的一種傳統療法，採用人體經絡循行規律、穴位功效、廿四

節氣規律和時間治療學原理，根據人體體質和發病特點，選擇在特定時間，通過中

藥藥物貼敷在特定穴位上，達到治療疾病和保健的目的。該療法有溫陽益氣、健脾

補腎、益肺補虛、祛風散寒等功效，能顯著提高人體免疫力，預防疾病的發生。

生活起居預防

天灸療法預防

中醫飲食預防

中醫防流感

中醫看流感
中醫認為流感應歸於“時行感冒”、“溫病”、“時疫”範疇中，是由外邪侵犯人體而致病。

中醫經典《黃帝內經》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人體自身正氣充足，身

體就有良好的抵抗力，外邪將難以入侵；相反自身正氣不足，外邪將會乘虛而入，從而引起疾病。

中醫治療流感，遵循“辨證施治”的原則，根據疾病症狀不同表現，分為不同的證型，從而採用相

應的治療方法。

中醫預防流感，提倡“治未病”，主要以扶正祛邪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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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享受下午茶的寧靜時光比較快樂，

還是與友人共享食物更快樂呢？有心理學

研究顯示，與別人進餐分享食物，會感到

食物加倍美味。食物的奇妙之處，就是由

準備、烹調、享用以至提供給我們的營養

素都是快樂的科學！

喜愛甜美與生俱來
我們的舌頭表面佈滿味蕾，可以幫助我們

分辨出食物的甜、酸、苦及鹹。一項在初

生嬰孩前期的研究顯示，給初生嬰孩以上

四類味道的試味棒，逐一測試反應，嬰

孩會對苦及酸的味道反感，卻對甜及鹹的

味道顯得喜愛。研究指甜味食物多提供人

體能量，有正面幫助，而且容易被身體接

受；鹹的味道同樣是體內電解平衡中所需

的元素之一；相反，苦及酸的味道表示變

質、變壞的食品，對身體有負面影響，所

以苦及酸味多不被身體接受。 

因此，有些人覺得吃甜品會有「治癒」的

效果。從營養學去看，身體在消化含「單

醣」(葡萄糖、果糖、半乳糖)及「雙醣」

(蔗糖、麥芽糖、乳糖)的碳水化合物時，

血糖會急速上升，而腦部其中一種與情緒

有密切關係的傳導體──血清素(Serotonin)

也隨之上揚，令人有開心的感覺。不過這

高漲的情緒是短暫的，因為這時胰島素也

發揮它降血糖的功能，把升高的血糖「

扯」下來，換來的是「跌落谷底」的負面

情緒，脾氣一下子變成暴躁。若再次吃甜

食改善心情，血糖及血清素水平便會大上

大落，又喜又悲，情緒更加波動。

滋味科學、加倍快樂

「食」不宜失調 
有外國研究表示，朱古力是多數人的抗壓首

選，其次是甜味食物及鹹點，需注意的是，當

你以為大吃一頓，抒發了一肚子不快的情緒之

際，別忘記若進食過多，熱量、脂肪、糖分都

會統統給送到肚子內，體重漸漸上升，甚至形

成肥胖，身體的健康指數反而成為你另一方面

的壓力來源！慢慢進食及控制食物的選擇及份

量，才是精明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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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職醫療服務部
服務經理 劉碧珊 (澳洲註冊營養師)

投入細味
每餐由買菜、烹調時間，到餐桌上與家人的溝

通及專心用餐，也是獲得快樂的基本元素。筆

者想起一段歌詞「有了你開心D，乜都稱心滿

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可是筆者也不建議

你們吃高鹽的鹹魚啊！近年流行的慢活態度也

該應用於飲食習慣上，學習放慢飲食節奏，每

餐用膳至少30分鐘；專家建議細味食物也是增

加自身快樂的元素，包括以下十步曲。

細味食物的十步曲

既然周遭生活壓力無可避免，我們便要裝備自

己，抵抗壓力。建立良好的生活及飲食習慣固然

重要，面對壓力時，更要小心選擇食物，才能得

到加倍快樂。

慢下來，專注。

細心觀賞你的食物。

留心食物的顏色、條紋、形狀等。

用鼻去感受一下食物的香味。

將食物輕輕的放在唇邊，輕輕的接觸一下。

用舌尖去碰觸一下食物。

將食物放入口中，但不要咀嚼，感受一下食物在

口中的感覺。 

很慢、很慢地一口一口咀嚼食物。

留心食物味道的每一個變化。

感受食物如何進入你的食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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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症治療服務

服務速遞

產後中藥調理服務

社康醫療中心　提供專業醫療服務

香港人重視產後坐月和進補，坊間出

現很多衍生產品及服務。而產後中藥

調理所強調的，是因應產婦的體質，

施以中藥；同時應食物的性味與功效

進行飲食調理，並非胡亂進補便可。

故此，社康提供產後中藥調理服務，

幫助產後婦女正確調理身體。由註冊

中醫師為產婦診斷、對症施膳，提供

合適的飲食建議，使產後婦女的身心

加快復原、藉坐月調理消除以往宿

疾、減輕產後帶來各種身體不適。

服務查詢：2114 0881

位於基督教聯合醫院J座的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醫療中心，提供跨專業及一站式的醫療服務，

包括中醫專科、復康、營養、心理輔導及病理化驗等多個範疇，為市民提供公營醫療以外的專業服務

選擇。以下為大家簡介其中兩項服務：

現代都市人生活繁忙，缺乏活動，普

遍患有不同痛症，需要進行物理治

療。註冊物理治療師除了提供門診治

療，處理各類關節及肌肉痛症外，亦

提供復康運動指導服務，配合完善專

門治療器材輔助，為患者提供適切的

治療服務。

服務查詢：2114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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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享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充滿爭鬥的歷史，據歷史學家

研究，人類信史約3,500年，其中只有286年是沒

有戰爭記載的。不但國與國之間永無寧日，人與

人之間的爭鬥更是層出不窮。在家庭、在公司、

在社會、在有人的地方，對抗和爭鬥就會出現。

在這個充滿爭鬥暴力的世界，主耶穌對門徒說：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必稱為神的兒

女！」(馬太福音5章9節) 主耶穌吩咐祂的門徒，

要作使人和睦的人(Peacemaker)，在人群中間締

造和平。

使人和睦之前，要先與自己和好。一個終日與自

己過不去、不能接納自己的人，沒有能力作和平

之子。縱然目睹別人爭執，他想到的還是自己。

許多人不能接納自己，因為將自己的價值建基於

能力和表現上，成功才有價值，失敗便一無是

處。主耶穌的門徒也是這樣，門徒外出傳道時，

因幫助被鬼附的人趕鬼而興奮雀躍，然而主耶穌

提醒他們：「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

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加福音10章20節) 

我們會成功，但也會失敗，不過有一個不變的真

理叫我們歡喜快樂的，是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

得稱為神的兒女，完全是神的恩典，與我們的能

力和才智沒有關係。在神眼中，沒有高級或低級

的兒女，只有討祂歡喜或叫祂傷心的兒女。

社會服務部

服務經理 張漢華

今天我們若要成為一個使人和睦的使者，就要回到

神的面前，求神接納，這樣我才能接納自己、才有

能力與人和好。所以，和睦的使者是從神開始。

使人和睦是跟隨主耶穌的榜樣。主耶穌是神的兒

子，祂降世的目的就是做和好的工作：叫人與神和

好、人與人和好，為此祂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以自己的身體來達成和好，使世人明白愛的真正意

義，好叫眾人獲得厚大的恩典。使徒保羅這樣描述

耶穌基督所成就的大事：「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

就了和平，使萬有，無論是地上天上的，都藉著祂

與神和好了」(歌羅西書1章20節)。

求神幫助我們，在這個撕裂紛爭的世代，靠著祂的

恩典，跟隨祂的榜樣，在人群中作和平之子： 

主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處  播下你的愛

在傷痕之處  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  播下信心

在絕望之處  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處  播下你的光明

在憂愁之處  播下你的歡愉，在赦免時  我們便蒙赦免

在捨去時  我們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時 我們便進入永生

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聖法蘭西斯禱文》

和睦
Harmony

和睦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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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mila心繫少數族裔健康

人物專訪

不少來自南亞地區的少數族裔人士，因言語不通只能獲得有限

的醫療及健康資訊，甚至難以使用基本醫療服務。有見及此，

社康自2007年設立「南亞裔人士健康支援計劃」，透過舉辦不

同類型活動除了令少數族裔得到基本醫療支援及服務外，亦提

高他們健康意識。是次專訪的主角古龍沙美娜(Sharmila Gurung，

下稱Sharmila)正是此計劃的「開國功臣」之一，到底是什麼原因

令她決定為少數族裔人士服務？

Sharmila在香港出生，為尼泊爾啹喀兵後裔，童年時曾於啹喀

兵軍營居住。期後於尼泊爾、印度求學及於俄羅斯修讀醫學博

士，及後回流香港。Sharmila求學時對公共衛生及社區健康範疇

感興趣，她在香港修讀碩士期間撰寫有關婦女健康的論文時，

發現少數族裔女性出現「健康鴻溝」，即不同族群人士接觸健

康及醫療資訊的機會和差異；適逢社康設立「南亞裔人士健康

支援計劃」，她便加入有關計劃為少數族裔人士服務至今。 

多元工作環境體會良多

提起社康為少數族裔提供的服務，「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戒煙

計劃」是其中一項重點服務。有關計劃由2011年起進行先導計

劃，並自2013年起獲政府資助，專為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提供一

站式戒煙服務。Sharmila表示除戒煙治療外，項目亦透過舉辦健

康講座、外展活動以推廣無煙文化，每宗個案都會跟進一年，

配以尼古丁上癮治療、輔導並評估成效。經一年跟進後，有三

成求助個案最終成功戒煙，比項目預期的成功率多出一成。

此外，Sharmila及少數族裔健康服務團隊更會到不同學校、社區

會堂、宗教場所等地進行外展活動，當中包括健康講座、工作

坊及基本身體檢查，從而將健康資訊帶入社區，透過多元化、

免費的服務，讓少數族裔人士獲得檢查身體及獲取健康資訊的 

機會。

 

談到過去在社康工作上遇到的趣事及挑戰，Sharmila指能夠與在

多元文化的環境下工作，並面對來自不同背景、文化的個案，

對她而言是良好的體會。另外，在處理來自內地的新移民戒煙

求助個案時，她指求助者「較願意與她分享及暢所欲言，認為

由外籍人士處理其個案令他放心」，這令她感到驚喜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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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少數族裔健康服務

服務經理 古龍沙美娜

工作挑戰方面，Sharmila坦言她是來到社康工作後才學習少數

族裔人士常用語言。「以前由於在寄宿學校就讀，所以較少

機會接觸其他文化，亦難以有機會學習其他語言；如今在社

康工作，讓我可以有機會探索不同地方及了解不同人物。」

除語言外，文化及宗教因素亦是她工作時遇到的一大難題。

「有時與少數族裔提供健康資訊時，他們會說因宗教緣故而

拒絕跟從；後來我們與宗教領袖尋求協助時，他們對此表示

支持並會親自向信眾解釋。」工作雖然間中遇上挑戰，但亦

帶給Sharmila十分大的滿足感。

需求殷切推動繼續向前

每當遇上工作上的難題，Sharmila又有何動力繼續努力？「因

為我看到少數族裔對健康支援有需求，而且我們還有更多工

作可以做得更好，外國有不少對少數族裔的健康研究，但香

港在這方面較為匱乏。在進行外展活動時，遇到參加者有「

四高」（血糖、血脂、體脂、血壓高），這令我思考如何可

以繼續努力於社區加強進行健康資訊推廣。」

面對排山倒海的工作挑戰，Sharmila仍然從容面對，到底她

是有何法寶為自己「叉電」？「我熱愛大自然，有空時會行

山，除了郊野公園外亦曾於尼泊爾登山，那裡風景壯麗，令

人目不暇給。另外，運動對我而言亦是一種良藥及紓緩壓力

的方法，當然亦會與朋友定期聚會及做義工充實自己。」在

公餘時間，Sharmila有另一個身份，她是一名超級「貓奴」，

並認為「有貓萬事足」，十分享受與「主子」相聚玩樂的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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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照顧者身心靈需要

人間暖意

劉近今年已經86歲，患有長期疾病，溝

通能力受損，而且行動不便，需用輪椅代

步，嚴重缺乏自我照顧的能力。已年邁的

劉太亦同樣患有長期病患，故需聘請外傭

照顧劉伯伯的起居生活。雖然外傭為主力

照顧者，但劉太也時常要協助護理，所以

她仍然感到沉重的照顧壓力。

自2016年2月開始，劉伯伯參加了鯉魚門長

者日間護理中心的服務，除了接受個人護

理、復康運動如拉繩、站立、電動單車等

之外，也有參加言語治療、社交活動等不

同項目，使劉伯伯身體各方面的機能保持

良好，減慢退化情況。

當劉伯伯身體狀況有任何異樣，中心會立

即通知劉太。有一次中心姑娘發現劉伯伯

身體有損傷，即時處理傷口後，便通知劉

太。劉太有點擔心，之後再作了解，原來

是外傭不小心弄傷了劉伯伯。其後劉伯伯

在中心得到悉心的關顧，令劉太倍感安慰

和感激。

自從劉伯伯參加了中心服務，得到適切的

照顧，現在劉太可以外出晨運、返教會、

與朋友飲茶、逛街等，恢復了以前的社交

活動。劉太感覺輕鬆了，沉重的壓力得以

減輕。劉太為答謝中心，由女兒代筆寫了

一封感謝信，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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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愛鄰網絡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大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合辦「青蔥力量~「義」動力 」探

訪活動，合共36位少年連同家長探訪本中心22位獨居或兩老同住的會員，參加者為長者們親手製作一

張小木凳，並將製成品送到長者手上，讓他們可以在家中安舒承腳，長者們對於少年們的貼心手作感

到相當窩心。

「青蔥力量~「義」動力」探訪活動

社區參與

社康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合作，參與由教統局撥款資助之

「學生暑期工作體驗計劃」活動。社康很榮幸獲邀出席第

44屆証書頒授典禮，並與在場的參與學生作交流。

愛心企業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於9月11日為天水圍愛鄰網絡的會員籌辦了「友盟友鄰中秋聯歡會」，

一同慶祝中秋節！一眾友盟義工為會員預備了遊戲及表演，並大派中秋節禮物。社康非常感謝友盟的

贊助和參與。

友盟友鄰中秋聯歡會

「學生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証書頒授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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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戒煙大贏家」招募日

活動剪影

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戒煙服務計劃參加了由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的第十屆

「戒煙大贏家」招募日，向不同年齡層的

市民推廣無煙計劃。

員工培訓

義工傳愛心

長者服務的同工們於「長命百二歲」員工培訓中，穿上特別裝備，用上柺杖彎著背屈膝而行，從而

明白到長者每步走來也不容易。同工更到訪「黑暗中對話體驗館」，體驗身體機能衰退或失明的苦

況，親身感受到患者在生活中所面對的障礙。

社康義工們透過定期探訪，將愛心及關懷送給有需要的長者，令他們重現歡顏。「行善最樂」義工

隊早前完成了大埔探訪活動，將愛心傳揚大埔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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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美國婦女會基金撥款贊助，社區營養

服務於7月推出為期9個月的「樂營童行」

計劃。活動中幫助59名年約3至6歲、有特

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其母親，提供營養篩

查及飲食諮詢。此外，家長更出席由聯合

情緒健康教育中心及社區營養服務舉辦的

家長支援小組，藉此豐富家長的知識及教

導正向育兒態度。

活動剪影

連串講座及工作坊 反應熱烈

張杰能醫學博士為大家講解正確的坐月調理方

法。由於反應熱烈，我們更加推合共三場講座。

社康於6月至8月期間為市民舉辦「產後中醫藥調理

服務」、「心血管危機－冠心病中風」、「防治冠心

病－由降膽固醇做起」等多場講座，題材涵蓋中西醫

領域，加深大眾對不同病症的瞭解，鼓勵大眾關注基

層健康。 

2018至2019「營」在家的味道–幼兒營養推廣計劃

已於8月圓滿結束。是次計劃共於16所幼兒園進行家

長健康飲食講座，教導參加者如何閱讀預先包裝食

品上的營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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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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信

活動預告 敬老護老愛心券義賣

免費健康講座及活動一覽表

「敬老護老愛心券2019」慈善籌款運動即將展開，大眾可於10月26日至12月1日期間，透過本

機構購買每張港幣$10的「愛心券」。籌得善款將用於本機構的愛鄰網絡服務，受惠對象包括

長期病患長者，現誠邀你共襄善舉，請踴躍支持！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活動名稱

預防骨質疏鬆工作坊 賽馬會和樂社區健康中心

觀塘社區中心
九龍觀塘翠屏道17號

11月3日 星期日

2:30pm – 4:00pm

2:00pm – 6:00pm

10:00am – 12:00nn

2019世界糖尿病日
「社康與你齊控糖」

免費健康活動

「情志養生」中醫與情緒健康 
及

降尿酸、調代謝、抗衰老

趕走痛症 中醫有妙法

常見眼疾與護眼常識

成日頭暈暈 中醫有良方

11月8日

11月15日

11月16日

11月28日

12月21日

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四

星期六

4:00pm – 5:30pm

2:30pm – 4:00pm

4:00pm – 5:30pm

突破中心地庫禮堂
九龍佐敦吳松街191-197號

秀茂坪社區健康中心

大埔廣福社區健康中心

秀茂坪社區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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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秀琼女士

林麗嫦女士

李美琴女士

邱振霞女士

國安國際有限公司

觀塘種籽書室

行善最樂

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愛鄰網絡(秀茂坪)會員及社區人士

Allianc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td.

Chau Shiu Kei Albert

Lai Kit Chi

Wong Man Ling & Friends for Wong Ming

捐款鳴謝以下為2019年6月至2019年9月的捐款善長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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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捐款者
的話

近日香港社會氣氛緊張，很多市民的情緒都被社會議題的發展所

牽動。社會運動持續，香港人備受負面情緒和壓力所困擾，患上

情緒病尤其抑鬱症的人數不斷上升，改善香港人的心理質素和情

緒健康乃當務之急。

社康的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設有臨床心理及輔導服務，為大眾

提供心理教育、評估及治療服務，治療範圍包括：情緒困擾、家

庭及婚姻輔導、長期失眠、壓力處理等。中心亦致力透過舉辦各

類講座、工作坊、研討會及專業人士培訓等，於社區推廣正向心

理和生活方式，從而增強個人面對逆境和壓力的能力，提升社區

的整體心理質素。

中心的輔導服務設有減免機制，讓合資格人士可以得到所需支援

服務。您的捐助將令更多受情緒擾困者得到幫助和治療，請立即

行動，填妥捐款表格，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服務查詢：2349 3212

關顧情緒受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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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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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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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機構芳名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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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will be acknowledged in our quarterly newsletter and on our website

    本人/本機構不欲姓名/名稱刊於季刊及網站內的捐款鳴謝中 

    Please tick this box if you/your organization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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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ytime Telephone Number                                  Fax                                  Email

1.

2. 

(Mr/Mrs/Miss/Ms/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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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敦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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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福社區健康中心

富亨社區健康中心

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

中醫專科中心

社區復康服務部

社區營養服務部

聯合情緒健康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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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魚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2717 1989

2770 8365 

2344 3444

2340 3022

2348 2209

2638 3846

2664 6231

3156 9000

2114 0881

2114 1016

2172 0727

2349 3212

2717 2311 

2663 0004

2349 2299 

2651 0919

將軍澳坑口寶寧里2號
九龍東聯網行政樓１樓

九龍佐敦道23號
新寶廣場13樓（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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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大埔廣福邨
 廣仁樓地下19號 

新界大埔富亨邨
 鄰里社區中心4樓

新界天水圍天晴邨天晴
社區綜合服務大樓1樓1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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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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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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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油塘鯉魚門徑6號
鯉魚門市政大廈閣樓

新界大埔廣福邨
廣崇樓地下B103-104室

中心/部門名稱           地址         電話

XFA

2717 1989

2348 9130

www.ucn.org.hk

facebook.com/ucnchs

instagram.com/ucn_healthcare

2727 8686

2638 6820

3156 9066
 

九龍觀塘秀茂坪邨
秀茂坪商場3樓31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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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茂坪愛鄰網絡

廣福愛鄰網絡

天水圍愛鄰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