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提摩太前書6：17）

總幹事隨筆總幹事隨筆

踏入八月，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依然嚴峻，死亡人數持續攀升，當中大部份是有長期病患的長者。回顧三、四月

期間，大批海外留學生從歐美地區返港避疫，形成本港疫情的第二波。這些年青學生最終全部康復出院，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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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隨著年齡增長，患上慢性或隱性疾病的風險隨之增加。定期接受身體檢查，便能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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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康作為多元化的基層健康服務機構，提供分別根據西醫及中醫的理論而制定的「全方位健康檢查計劃」及

「九型體質保健計劃」，今期專題會詳細介紹，大家可按個人需要及喜好，選用合適的服務，從而及早識別健

康風險，對症下藥，增加身體抵抗力，為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全面把關。

雖然未知疫情何時了結，深信只要大家堅持各項防疫措施，減少社交接觸，保持個人及環境衛生，我們一定可

以跨勝疫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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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全方位健康檢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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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保健計劃
       健康基礎第一步

在選擇健康檢查計劃時，需考慮性別、年齡、生活習慣、工作性質及身體情況等因素。社康就不同年齡及
性別人士的需要，制定以下全方位兼個人化的健康檢查計劃 :

社康所有的健康檢查計劃均由註冊西醫負責及撰寫報告，並由註冊護士或保健主任詳細解釋報告及
提供個人健康指導，專業可靠。

預防勝於治療，社康一向致力提倡預防醫學，並就
不同年齡及性別人士的需要，制定全方位兼個人化
的保健計劃，助您為健康把關，從而享受人生。

西醫的「全方位健康檢查計劃」，根據不同年齡及
性別人士的需要，提供全面且個人化的健康檢查，
透過檢測血壓、血糖、血脂等狀況，評估潛在的健
康風險；中醫的「九型體質保健計劃」，則透過檢
視個人體質類型，通過「治未病」方式調理身體，
增強抗疫能力。

此外，社康亦提供多項自選附加檢查項目，包括婚前身體檢查、乳房X光造影/乳房超聲波檢查、男
士排尿功能障礙檢查、雙能量X光骨質密度儀測試、眼壓檢查、子宮頸細胞檢查、大便隱血測試、
骨骼肌肉健康分析等，切合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

2017/18至2019/20三年內，超過一萬三千名60歲以上的長者參加上述計劃，當中及早篩查出一千
四百多個新病例，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大便隱血測試結果異常、子宮頸癌檢查結果異常 (其中
13例驗出為子宮頸癌)、早期認知障礙症懷疑個案及骨質疏鬆症等。由此可見，適時進行身體檢查
非常重要，有助及早發現潛在疾病，對症下藥，防止病情惡化。

2

正值事業拼博高峰期，容易因工作壓力或不良的生活習慣而出
現健康問題，應透過健康檢查去了解血壓、血糖、肝功能等狀
況。若考慮組織家庭，為伴侶及下一代著想，應額外接受婚前
身體檢查。

此年齡層較易患上三高 (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膽固醇)，應通過
健康檢查監測心血管的狀態，從而減低患上心臟病、中風及癌
症的風險。

各類癌症、關節疾患、心血管等疾病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出
現，須透過健康檢查監測身體機能，社康更特設記憶力測試及
跌倒危機評估等，全面保障長者的健康。

菁英計劃 40-59歲

健活計劃

樂耆計劃

18-39歲

60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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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全方位健康檢查計劃
中醫九型體質

保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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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中心
賽馬會天水圍
社區健康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
中醫專科中心

電話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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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人對於體質類型的認知只有「寒底」和「熱底」兩種，但根據中華中醫藥學會於2009年4月9日發
佈的《中醫體質分類與判定》，人的體質共分為九類：平和質、氣虛質、陽虛質、陰虛質、痰濕質、濕熱
質、血瘀質、氣鬱質及特稟質。

中醫提倡「治未病」—「未病先防」：在人體內仍未有疾病之前，通過飲食調理，糾正或改善臟腑陰陽之
偏頗，從而增進機體健康，提高抗病能力。社康的「九型體質保健計劃」，由中醫師通過望、聞、問、切
統稱「四診」來瞭解求診者的身體狀況，並收集中醫體質量表的數據及綜合分析所得的客觀數值，結合中
醫師臨床診斷，診斷出所屬的體質類型。中醫師亦會根據四時氣候即春、夏、秋、冬的特性，給予專業健
康分析和建議，按照個人體質提供適切的中藥配方，並制定個人化的調理身體計劃、體質報告分析及健康
資訊等。整個療程為期約五星期，包括一次體質評估及四次跟進面見(每次提供不多於七劑的草藥或顆粒
沖劑)。

通過「治未病」的方法進行健康調養，有助改善體質，平衡身體機能，達至養生防病。這正好是新冠肺炎
疫情當中及疫苗投產之前，防病抗疫最關鍵的一步。

骨質疏鬆症常見於中老年人及更年期後的女士，透過雙能量X光骨質
密度儀(DEXA)進行檢測，可及早發現骨質疏鬆情況，進行相關治療，
減低骨折的風險。雙能量X光骨質密度儀使用兩道不同能量的X光束，
以測量腰椎或股骨的骨質密度，從而準確評估骨骼健康及骨質疏鬆
情況。雙能量X光骨質密度儀測試時間短、輻射量低，且極具安
全性，尤其適合下列人士進行檢測 :

    長者
    停經婦女          家族有骨質疏鬆症病史等

查詢電話：2344 3444

和樂社區健康中心 
新設雙能量X光骨質密度儀

骨質密度被內分泌影響

上述計劃旨在關顧社康員工的情緒健康，協助同工紓緩壓力，共建
愉快工作間，內容包括情緒支援熱線及健康工作坊等。

早前情緒健康輔導中心的心理輔導師，便首次透過網上進行「壓力
Facebook」講座，同事們雖然戴著口罩隔著屏幕見面，仍然表現投
入，並表示活動有助減壓。

此外，每位同工均獲贈哈哈笑壓力球鎖匙扣，附有正面信息，傳遞
快樂，為同工打打氣！為使快樂加倍，同時舉辦創意自拍大募集，
邀請同工拍出最型、最具創意的Smileyfie照片！

社康情「員」計劃 
關顧同工情緒健康

先進物理治療設備 加強痛症療效

賽馬會和樂社區健康中心新設的牽引治療床已於6月中正式投入服務，
以治療頸椎病及腰椎病，包括：椎間盤突出、坐骨神經痛、肌肉緊
張等症狀。物理治療師會通過診斷和測試，為上述患者判斷是否適
合使用此項服務。

位於基督教聯合醫院J座社康醫療中心五樓的社區復康服務部，設置
全新衝擊波儀器，主要用於治療肌肉、筋腱及關節的急性及長期痛
症，有助促進血液循環及舒緩痛楚，對治療網球肘、肩周炎、足底
筋膜炎、筋腱炎、肩頸背壓痛點等病症有顯著的作用。

查詢電話：2114 1016      網上預約：服務預約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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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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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總脂肪

（克）

飽和脂肪

（克）

反式脂肪

（克）

鈉質

（亳克）

459

153

21.9

7.3

6.7

2.2

39.3

13.1

23.6

7.9

4.8

1.6

0

0

1903.4

635

慳得有營餸基層 急凍魚柳  200克
雞蛋   2隻
洋蔥   半個(140克)

油   2茶匙
生粉   2茶匙
胡椒粉   1茶匙
鹽   半茶匙

1. 預先將魚柳解凍，洗淨瀝乾，切件。加入胡椒粉、鹽及生粉1茶匙醃後備用。
2. 洋蔥去皮切絲備用。
3. 將少許油及生粉1茶匙加入雞蛋內拌勻成蛋漿。
4. 用油起鑊，將魚柳煎香至兩面金黃色，上碟備用。
5. 於同一個鑊內再將洋蔥爆香，加入蛋漿，再放回魚柳，炒勻即成。

1. 一般魚肉以同等份量計算，其不飽和脂肪量相比豬或牛肉的比例較高，對維持心臟健康較佳。
2. 蛋漿加入魚柳中增加食譜的軟滑口感，老少皆宜，亦提升優質蛋白質含量。
3. 多選洋蔥、胡椒粉等調味料來增加食材的香味，減少用鹽，是預防高血壓的好方法。

專職醫療服務部
註冊營養師　陳紫敏

           相信是不少家庭每天晚餐期待的
情景。不少家長都希望給子女「食得飽、穿得暖」，但孩子
胃口欠佳、食量不足甚或乎偏食導致營養不良的情況仍然常
見。新冠肺炎疫情同時加重了基層家庭的負擔，唯有以節衣
縮食的生活來應付困難的日子。

樂施會今年4月推出為期兩年的「慳得有營餸基層計劃」，透
過食物援助服務，社工邀請約600戶深水埗基層家庭，每周
獲取4款「有營餸菜包」，為期半年，每戶約收取共104份有
營餸菜包。

有營餸菜包，並非一份普通的餸菜包。社康的社區營養服務
團隊在設計菜式時，從用料配搭、外觀味道、烹調方法以至
家庭成員營養所需各方面，均費盡心思，務求以有限資源製
作出多款實用食譜。食譜著重營養所需，附上健康烹調知識
及技巧，希望受惠家庭能持續實踐健康飲食。

此計劃聯同社康、共廚家作、關注綜援及低收入聯盟，以及香港營養師協會協作推出，除「有營餸菜
包」外，社康的社區營養服務團隊亦透過視像錄影，製作營養講座及烹飪示範，加強基層家庭的營養
知識及實踐技巧，現分享其中一款既美味又健康的「有營餸菜包」食譜。

「今晚阿女自己食晒碗飯！」

香蔥滑蛋炒魚柳 (烹調時間約30分鐘)

材料 (由樂施會提供)：

調味料 (家庭煮食物資)：

做法：

營養小貼士：

營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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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康復，我也經常擔心會傳染給別人，特別是家人！」

阿欣（化名）是一位廿來歲的新冠肺炎康復者，也是「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的參加者。初診時，她
向我們的中醫師表示，由於坊間及新聞經常提及「復陽」、「假陰性」等字眼，所以非常擔心自己是否
已經真正痊癒，亦十分害怕自己身上仍帶有病毒，會傳染身邊的人。在擔憂及未知的情況下，加上味覺
減退，令她終日處於惶恐之中；影響社交之餘，自己的生理亦受影響，更出現月事失調及失眠。

9

中醫服務部
服務經理　譚家健

新冠肺炎核酸檢測服務

為了減低新冠肺炎持續社區爆發的風險，社康的病理化驗所於9月
1日推出深喉唾液核酸測試服務，以檢測新冠肺炎病毒。任何關心
自身健康狀況、曾直接或間接接觸確診者、在過去14天內抵港、
所居住的大廈內有確診病例等人士，均適合接受檢測。

查詢電話：2717 2311

電話 / 網上輔導服務

為響應留家抗疫，情緒健康輔導中心及社區營養服務部將輔導及
營養服務擴展至電話/網上平台，社區人士無需受環境的限制，仍
能透過電話/網上輔導服務得到心理輔導師及註冊營養師的專業建議。

此外， 凡18至29歲或完成指定身體檢查計劃的人士，可享註冊營
養師個別飲食輔導服務優惠。

查詢電話：
情緒健康輔導中心：2349 3212/ 9260 4132 (WhatsApp)
社區營養服務：2172 0727/ 9769 2502 (WhatsApp）

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每年秋冬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峰期，加上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依舊嚴
峻，兩種病毒有機會同時爆發，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可有助防止感
染流感。社康將於今年10月展開「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提供價
格相宜的四價流感疫苗注射服務。合資格香港居民在「疫苗資助
計劃」下可獲政府資助，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包括：

中醫痛症管理療程 限期優惠

位於觀塘聯合醫院 J 座三樓的基督教聯合那打素中醫專科中心，現
提供「中醫痛症管理療程」，透過針灸及推拿，刺激相關經絡及穴
位，達至「通經脈、活氣血」之效，同時徹底根治痛症本源；服務
內容包括痛症分析及評估、針灸或推拿治療及體質分析報告。

凡購買三次療程，即額外送贈療程乙次
(推拿$1,900/4次；針灸$1,300/4次)

查詢電話：2114 0881

新冠肺炎自年初持續在港爆發，為了應對疫情，醫院管理局
2月底成立中醫專家小組，研究以中醫專業對抗疫情。及至4月
尾，在食物衞生局支持下，推出「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
為合資格的新型冠狀病毒康復者，在出院後6個月內免費提
供不多於10次中醫內科門診服務，協助他們調理身體，恢復
元氣。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
暨教研中心（大埔區）為全港首間提供此服務的中醫診所，
截至2020年9月15日，已經為50位康復者提供256次的內科
門診服務。

中醫師除了以中藥協助阿欣調理身體之外，也從中醫臨床角度，分析及解說康復情況，讓她對自己的狀
況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中醫師亦套用不同病例，讓阿欣掌握更多自己的康復進度，令她頓時安心許
多。而最重要的是，醫師除以「望、聞、問、切」四診了解她的情況，更會耐心聆聽她的困擾和表達慰
問，亦鼓勵她多做運動，為自己增添正能量。現時，阿欣的病情逐漸舒緩，味覺和月事恢復正常，睡眠
質素也有所改善，心情亦告好轉，最近覆診時終於再現歡顏。

根據主診中醫師，參與計劃的復康者身體狀況主要是乏力、氣喘、味覺及嗅覺減退等。經中藥治療後，
普遍得以舒緩及改善。然而，由於新冠肺炎來得突然，醫學界對於此病的後遺症仍未有確實掌握，所以
很多康復者在初診時憶述染病過程仍猶有餘悸。即使已經康復出院，情緒仍然未見平復，更會對自己的
復康進度深感不安。

從阿欣的病例可以看到，病毒對康復者所帶來的心理困擾及陰影，實在不容忽視。中醫師仁心仁術，醫
病的同時，亦療治阿欣受創的心靈。

3+1優惠 (至12月31日止)

     孕婦 
     兒童 (接種日年齡介乎6個月至未滿12歲或
     已年滿12歲或以上，仍於香港的小學就讀)
     50 歲或以上人士 
     智障人士
     領取社會福利署傷殘津貼人士

請向社康轄下各社區健康中心查詢詳情。

醫人也療情 —

「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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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代服務的家庭醫生

傅醫生不僅有認識多年的病人，更是不少一家三代的家庭醫生。「興田邨有一對老夫婦來看病多年，久
而久之我們便熟絡了。後來他們的媳婦也會來找我看病，有時她來看病的時候會向我哭訴婆媳之間的張
力，我就會耐心安慰她，並建議她一些有助緩和彼此關係的方法。這對老夫婦的大女兒亦會帶她的孩子
來打預防針，所以我真的是他們一家三代的家庭醫生呢！」

鼓勵病人戒煙成功的感動

廿多年來照顧過無數病人，其中有一位讓傅醫生印象最深刻和感動。「十多年前遇到一位五十多歲的男
病人，太太已過身，獨居的他每天清晨三、四時便起床，預備在街市賣菜，他覺得自己活得很苦。後來
我知道他一天抽四包煙的陋習，便鼓勵他做身體檢查，最後竟驗出他有糖尿病、高血壓和高膽固醇。於
是我便勸喻他戒煙，讓他了解吸煙的禍害，並鼓勵他即使是獨自一人也要積極樂觀地生活下去。有一次
他來覆診取藥的時候，告訴我他已經戒煙！真是令我既驚喜又感動，因為他接受了我的建議，並以自己
的決心成功戒煙。」

「大部分病人都是在廣田中心看病多年的藍田居民，他們的身
體有任何大小事情都會來找我，所以我與病人之間已建立了很
深厚的感情。」作為區內的家庭醫生，傅醫生以服務基層市民
為使命，將心比己，細心為病人問診，從而提供最適切的治療
和專科轉介。「尤其是新症病人，我會用較長的問診時間去了
解病人的身體狀況、病史，甚至家庭生活、背景等，因為個人
健康與其家庭是密不可分的，這樣才可以全面地為病人診症和
提供治療。」

醫者醫病更醫心
除了耐心為病人看診以外，傅醫生表示家庭醫生顧及病人的心
理需要同樣重要。「有一位認識十多年的病人因為丈夫有外遇
而導致情緒鬱結，並盼望他能早日回頭，所以前來尋求我的幫
助。於是我向病人了解事情，細問下得知原來她從沒有向女兒
提及此事，一直獨自面對困境。另外，我也了解到她的丈夫非
常疼愛女兒，所以我讓病人先告知女兒此事，讓她作為病人與
丈夫之間溝通的橋樑，很高興見到這對夫妻後來和好了。」傅
醫生認為因為病人信任她，所以即使是私事，病人也願意與她
傾訴，她亦很樂意聆聽及協助他們處理問題。

寄語鼓勵同工同業

行醫四十多年的傅醫生，寄語社康的同工及同業：「我們都
應該全心全意為社區服務，全力以赴做好醫務工作。年輕一
輩的醫生，更不要只安於現狀，應該不斷進步、更新！」

雖然傅醫生已屆退休年齡，但她實在捨不得認識多年、感情
深厚的病人和同工，所以即使明年榮休後，她仍樂於繼續以
兼職的形式，在廣田中心應診，繼續為藍田社區服務。

社區家庭醫生  

          三代同行二十載

將心比己    以病人角度出發
傅醫生於上海出生，從小立志成為醫生，長大後如願成為國內的執業醫生。後來她來到香港，
深感進修家庭醫學能夠全方位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病人，所以在完成執照考試和實習後，便加入
社康成為廣田中心的家庭醫生。

10

現代的家庭醫學要求醫生注重疾病預防，關注病人身體、心理和個人背景的全人治理，亦肩負教
育市民對健康和疾病的正確態度。家庭醫生正是擔當為病人健康把關的重要角色，他們會以廣泛
的醫學知識，了解病人的病徵，並根據醫學實證找出病因，從而作出最適切的治療及轉介。此外，
家庭醫生熟知病人的家庭背景、病歷等，可為病人帶來持續且全面的照顧。

社康的廣田社區健康中心（下稱廣田中心）是因應政府1994年藍田邨重建計劃拆遷而來的，傅
兆鳳醫生自1998年便成為廣田中心的駐診醫生，服務藍田社區逾22年，不少街坊一家幾代均是
她的病人，醫患關係深厚，由傅醫生娓娓道來與病人多年來的故事點滴，相信大家更能了解家庭
醫生的角色與使命。傅醫生不但悉心為病人尋找病源及全面了解其生活情況，更會為病人解開心
結，使病人的身心都得以醫治，是一位深受病人受戴的家庭醫生。

傅兆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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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靠上主 走出陰霾 活得開朗

社會服務部
服務經理　張漢華

12 13

現年89歲的劉月珍婆婆自2006年起成為愛鄰網絡大家庭的一份子，轉眼間已超過14個年頭了。在加入愛
鄰網絡前，月珍的生活黯淡無光，直至遇到愛鄰網絡後，她的生活從此增添色彩。

與老伴鶼鰈情深

在月珍加入愛鄰網絡前兩個月，其老伴突然因中風去世。以往的日常起居飲食一直都是由丈夫照顧，幾乎
每天都一同去飲茶及逛街，又經常乘搭巴士往尖沙咀碼頭散步，他們簡直形影不離，鶼鰈情深。可是老伴
的突然離去，令她痛不欲生，生活從此變得孤單苦悶。

幸得開解學會放下

在丈夫過身後，月珍頓感失去所有，情緒變得低落。那時只會留連昔
日常與老伴經過的樓下公園，獨自一人閒坐打發時間。無意中看到一
群人在跳舞和做運動，見著她們很開心，便主動上前了解，因此而認
識了愛鄰網絡。月珍表示慶幸加入了愛鄰大家庭，中心的職員及會員
都對她非常關心，其中有一、兩位會員更經常與她飲茶傾談，陪伴她
度過那段艱辛的日子。後來她們邀請月珍加入中心的義工團隊，令她
不再自我封閉，並漸漸懂得放下，走出丈夫離世的陰霾。

找到愛與關懷

參加愛鄰網絡後，月珍得到會員的幫忙及照顧，並積極參與各種興趣及健康小組
活動，學習串珠飾手工藝等，變得比以前開朗。即使中心沒有活動，她也經常前
來閒坐與會員們傾談。作為義工隊成員的月珍，曾定期探訪身體較弱或行動不便的
會員，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經歷和生活逸事，自己從中亦變得更積極開懷。

縱然現在月珍年事已高，行動已不再如以前般靈活，不能再參與探訪等義工服務
，但她仍然喜愛參加愛鄰網絡的活動，例如：每月一次的愛鄰團契，與教會弟兄
姊妹一同唱歌、玩遊戲、做手工等，更會帶來有益的美食與他們分享；節日時她
亦與愛鄰的老友記到不同地方旅遊參觀，大開眼界，不亦樂乎。

現時中心雖然因疫情而暫停服務，但仍不時安排義工上門探訪和派發防疫物資，在月珍困於家中感到苦悶
時，又安排義工定時致電慰問，提醒她要時刻保持清潔衛生，令她感到非常安心。

月珍十分感恩愛鄰網絡對她關懷備至，她表示若非加入愛鄰網絡，她應該已於十多年前的某一個晚上，獨
自乘車到與老伴經常散步的碼頭，一躍而下結束生命，那便無緣享受過去十四年的精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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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養服務於2020年6月至10月為新生精神
康復會轄下六個中心/宿舍之精神病患者和社區
精神康復者提供一系列註冊營養師到訪服務，
內容包括三大範疇：

1. 個別營養輔導服務
2. 基本餐單/小食份量評估及諮詢服務
3. 營養工作坊

服務使用者透過全面營養評估了解自己的身體
狀況，並接受飲食指導及治療，同時學習和實
踐在外出時如何挑選比較健康的食物，改善健
康狀況。

註冊營養師外展服務

香港理工大學「看見愛流動護眼計劃」於4月送贈150副平光
眼鏡予愛鄰網絡會員，讓長者外出時可以用眼鏡保護雙目，以
避免飛沫入眼，減少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風險。

理大贈平光鏡減染疫風險

愛鄰網絡與牽手．香港（HandsOn Hong Kong）合作，於
4月至5月期間設立「關心熱線」，由HandsOn Hong Kong
義工定期致電愛鄰網絡會員，慰問會員在疫情中的日常
生活狀況，並講解衛生知識及防疫資訊；另合辦「關愛
贈送抗疫福袋活動」，由熱心義工將抗疫物資及日常食
用品送到廣福、天水圍、秀茂坪愛鄰網絡會員的手上，
合計有350位長者受惠。

雙重關愛惠及長者
一眾熱心機構及團體積極關懷社區，近月先後多次送贈防疫
物資及食品予社區內的弱勢群體，包括長者及南亞裔人士，
以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共同抗疫。

同心抗疫 防疫物資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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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活動多元有趣

中心於2020年4-6月舉辦多元化興趣班，從而提升長
者的活動能力，加強手眼協調，當中包括手工藝班、
油畫班及美食班，長者們都積極參與，十分享受製
作的過程，完成後擁有製成品更添滿足感。

16 17

在新冠肺炎第二波疫情過後，社會服務部於五、六月積極安排各項文娛康樂活動，讓幾個月以來足不出戶
的老友記，重添生活樂趣。

6月25日，中心舉辦端午節活動，藉此節日與長者們
大玩有獎競技遊戲，包括：拉龍船比賽、拋豆袋等，
長者們都樂在其中。長者在包粽子活動中親手製作
粽子慶祝佳節，人人都滿載而歸。

自製幸福摩天輪

一位愛鄰網絡會員在一次活動中分享了他親手製作的電動
摩天輪製成品，其他會員大感興趣，並希望能舉辦小組一
起製作，及後愛鄰網絡邀請該會員在四節的小組中擔任義
工，教授其他會員製作「幸福摩天輪」。大家都花了很多
心機將一支一支的雪條棒整合成一個色彩繽紛的電動摩天
輪，充滿兒時的回憶，亦換來無限的滿足感！

6月22日，帶領7位會員及家屬到佐敦谷公園參觀，當日主要
參觀自然教育中心和溫室，欣賞不同種類的植物，享受大自然。

有營廚房Cook得起 - 
健康煮食工作坊

社區營養服務將於9月至12月舉行上述活動，註冊營養師
與參加者一同討論健康食材的選擇和烹調方式及示範有
營食譜。參加者可於課堂中親手參與處理食材、烹煮前
菜、主菜及甜品，並即場品嘗菜式。絕對適合熱愛美食
又重視健康的你！

查詢電話：2172 0727 / 9769 2502（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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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2020年5月至2020年8月的捐款及物資捐贈善長名單(排名不分先後)，謹此鳴謝！

建祝義工隊

香港理工大學看見愛流動護眼計劃

開心義工隊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執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鄭志剛博士JP

Arcadis/RICS

CenturyLink Technology Hong Kong Ltd

HandsOn Hong Kong

Lodge St. David No. 903 of Grand Lodge of Ireland   

Mission of Lov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Verizon Hong Kong Ltd  

紀律部隊義工

朝正有限公司

開心義工隊 - Roberta 小姐

10K Impact

Bring in Change

Golde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td.

HSBC 

Medcross Mask HK        

Mr. Gerald To 

The Shamdasani Foundation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社康)尊重個人私隱，承諾會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內之有關規定，並履行保護社康所收集、使用和保留於系統的
個人資訊的隱私。收集的個人資訊只用作收集時的指明目的或其直接有關之用途，以及確保其不受未經授權之查閱、處理、刪除或其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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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te the Donation Form and have it returned with proof of donation (eg. bank-in slip, print copy of online 
transac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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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頭請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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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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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將捐款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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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ur quarterly newsletter and on our website

 本人/本機構不願意接收社康的服務／活動資訊，健康訊息及任何推廣資料

Please tick the box if you/ your organization do(es) not wish to receive the service/ activity news, health information and any promotional 

messages from UCN

Name of Individual/Organization

Chinese

Address

English : 

Daytime Telephone Number                                 Fax                                  Email

1.

2. 

(Mr/Ms/Mrs)(先生/小姐/女士)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成立於1972年，以推動「全人健康」為宗旨，致力為市民提供專業、全面且
收費相宜的醫療服務。轄下多項服務以自負盈虧模式營運，部份需額外捐助，以幫助有需要人士 :

‧情緒健康輔導中心 - 輔導服務資助計劃

‧ 「愛鄰網絡」- 為有需要長者及長期病患者提供社區支援服務 

‧ 社區健康中心 -  長者使用醫療服務可享八折優惠

~ 請捐款支持我們，讓更多弱勢群體受惠 ~

以下為2020年2月至4月的捐款及物資捐贈善長名單（排名不分先後），謹此鳴謝！

九龍樂善堂      天約心社會服務   中華基督教會天約堂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古天樂慈善基金會  沙田浸信會

何嘉恩      建祝義工隊   紀律部隊義工(海關)

香港公益金     香港里程同學會   盈愛行動

畢小姐      基督教信義會平安堂  莊碧珍女士

開心義工隊     結好集團   馮玉嬋

敬老護老愛心會     盧婉琪小姐   鍾穎康

Bring in Change     Caleb & Madelyn   Contemplation In Ease Limited

Diseno Idea Ltd     Ms Ko Yuk Yin   Ripples Charity Foundation Ltd

Sarah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Weedper Fitnes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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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no Idea Ltd     Ms Ko Yuk Yin   Ripples Charity Foundation Ltd

Sarah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Weedper Fitnes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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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cn.org.hk

instagram.com/ucn_healthcare

facebook.com/ucnchs

如閣下欲查閱／更新個人或機構資料，或希望停止收取《社康之聲》及本機構的活動／服務資訊及健康

訊息，可以書面形式傳真至2348 9130或電郵到ccpr@ucn.org.hk通知企業傳訊及公共關係部。請提供閣下／

機構的名稱及聯絡電話以便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