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是生命的基礎，尤其新冠肺炎的來襲，損害我們所有人的健康，更是改變了大眾的生活模式；社交

活動大減，均影響了我們的身、心靈健康。「健康」成為現今人們追求的基本目標，而「全人健康」的

重要性更是日益增加。

事實上「全人健康」的概念早於數十年前已提出，世界衛生組織亦將「全人健康」定義成「 身體、心智

、靈性與社交之完全健康狀態」。可見，除了維持良好體格、遠離病痛外，人們的心理和社交對健康同

樣重要。

「全人健康」是一個具多元性的概念，它既有個人層面的提升，也有社會層面的，我們可先從個人層面

中建立身、心靈健康，再將此概念傳遞，廣泛達至社會層面。而達至「全人健康」的關鍵除了在於「防

未病」外，也在於建立良好生活習慣。

所以，我在此亦鼓勵大家從日常生活中著手，除了培養健康生活習慣外，亦應積極參加交流活動及運動

日等，從中建立正面的社交生活，擴闊新視野，培養正向心理。能實踐「健康生活化，生活健康化」，

要達至「全人健康」，也並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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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健康的概念，來自於英文的Holism，它泛

指為積極的人生態度及追求，包括有意識地

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透過行動達至身心健

康的狀態，並找到人生的意義 （Meaning of 

Life） 。

過去人們認為身體沒有疾病就是健康的狹義

健康觀念，於過去數十年間，已逐漸被「全

人健康」（Holistic Health）的觀念所取代。而

在追求「全人健康」的道路上，「身、心、

社、靈」四大元素卻是關鍵。

全人健康四大元素

生理健康 能夠使一個人正常工作
身體機能運作正常，無隱患的良好狀態

心理健康

社交健康 能有效地與人溝通
有能力與其他人建立及維繫良好關係 

靈性健康

有能力分辨、表達及管理情緒
這也指有能力應付日常生活的壓力、擔憂及情緒低落

個人在各種關係中均達到和諧狀態
包括與自己、他人、神、自然環境間融洽的關係

健康



生理健康

實踐方法：

均衡飲食、管理體重、多做運動、 
作息定時、不煙不酒、定期驗身

生理健康是「健康」的首要指標，
意旨能夠使一個人正常工作及生活
、且身體無患疾病及隱患的良好狀
態。

心理健康
面對壓力時很容易影響自身情緒或令心
靈受到困擾，要克服負面情緒的首要事
情是認識情緒。我們可藉 「靜觀」
(Mindfulness)、「正向心理學」等方法
增強用心控制情緒，以培養健康心理。

社交健康

擁有健康的社交對身體保健有著正
面的影響。至於要有效地與他人建
立及維繫良好人際關係的關鍵，在
於互相尊重， 關懷及信任。

積極參與群體和社區活動、 主動
結識新朋友、多與不同人士溝通
、對社會作出貢獻例如做義工

靈性健康
靈性成長並非自然就產生的，而是
需要平時日積月累的修為。正所謂
「境由心生」，我們可首先了解自
我，再探索自己人生的目標等。

多作人生反思，探索自己人生的
目標，並可藉著宗教培養正向信
念和積極心態

冥想、接觸大自然、藝術、做運動
、旅遊、聽音樂、培養新嗜好

實踐方法：

實踐方法： 實踐方法：

如何實踐「身、心、社、靈」 健康?

實際上，保持身體健康是我們每個人要承擔起的責任，適當的放鬆、正當的休閒、正面的態度
等，都與我們身心健康息息相關。要達至全人健康的關鍵是持之以恆的實踐，將相關經驗轉化
成治癒的過程，以發揮及延續其影響力。

或許此一刻你在生活中仍有很多壞習慣，但有心不怕遲，就由現在開始培養良好生活態度及習
慣，建立健康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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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回顧
服務及活動

在過去50年，社康積極於社區推廣健康教育及提供基層醫療服務，現在讓我們一起回顧部份社康

在千禧年代至今所舉辦的健康推廣活動花絮。

2007 - 基督教聯合那打中醫服務

暨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臨床教研中心開幕典禮

(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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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 - 南亞裔健康支授計劃

2008 - 大埔至fit健康生活啟動禮暨嘉年華會

2009 - 佐敦健康中心開幕典禮

2009 - 健康飲食在觀塘嘉許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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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觀塘健康屋邨嘉許禮

2021 - 大埔地區康健站開幕典禮

2021-  觀塘地區康健站開幕典禮

2009 - 社康義工嘉許禮

2012 - 賽馬會天水圍社區健康中心開幕典禮

2022 - 社康50周年誌慶活動基層醫療「身、心、社、靈」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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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癌的治療及預防

註冊中醫師 翁霆耀

中西醫結合治療在各階段之優勢

1. 癌症手術後應用中醫治療，有助於術後康復，減輕術後的不良反應和併發症。

2. 中醫治療配合放療和化療，有減毒和增效作用，提升生存質量。

3. 手術後、放療、化療後，長期服用中醫藥，有穩定病情，防止或減少復發轉移。

4. 對晚期和不適於手術及放療和化療的患者，使用中醫治療可改善症狀，改善生存質量，穩定病灶

，延長生存期。

5. 中醫治療還可預防和治療癌前病變，避免病情進一步惡化。

除了治療，透過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可預防或減低患上大腸癌的風險。這裡奉上我們總結的口訣：

「合理飲食，適量運動，戒煙限酒，心態平衡，充足睡眠，定期體檢」。

大腸癌是香港第二位最常見的癌症。西醫治療

大腸癌目標在於清除及殺死癌細胞，中醫治療

大腸癌則著重扶正祛邪、標本兼顧，可在病程

的各階段介入治療。透過中藥或針灸，調整機

體各臟腑功能，提高身體質素和免疫力，緩解

癌症引起的症狀，減輕西醫治療副作用，改善

患者生活質量。



合理飲食

合理調配癌症患者的飲食可以提高身體抵抗力，對患者治療和康復十分有利。

腫瘤病人的「忌口」問題，向來具有爭議性。癌症屬消耗性疾病，治療中最常見到營養不均衡或

營養不良，屢屢導致治療中斷或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因此營養均衡十分重要，故在不影響營養均

衡的情況下，適當忌口對疾病的康復是有幫助的。患者的疾病、體質類型、治療方法各有不同，

故忌口亦因之不同。

針對不同體質類型的忌口：脾胃虛寒、腹痛泄瀉者，忌食生冷的食物，如西瓜、苦瓜、紫菜、梨

；陰虛燥熱者忌辛燥動火之品，如辣椒、當歸、羊肉等。

適量運動

生命在於運動，長期堅持運動者比從不運動者患癌率少90%，所以說運動是防癌和抵禦癌症的有

效方法之一。

戒煙限酒

研究表明，在致癌因素中，飲食因素佔35%，煙草佔30%，二者相加約65%，遠遠超過環境污染

和病毒等其他因素。

心態平衡

調查發現大多數癌症都發生在失望、孤獨、抑鬱等嚴重精神壓力時期。因此保持樂觀情緒，善於

自我安慰自我解脫，良好的群體和家庭關係，避免急躁暴怒或鬱鬱不歡，對預防癌症非常有利。

充足睡眠

成年人每天睡眠時間以7-8小時為宜，睡眠不足會導致免疫細胞減少，長期不僅影響免疫功能，

還有機會誘發癌症。

定期體檢

儘管健康體檢不能保證發現所有的早期癌症，但可以肯定的是，定期健康體檢目前仍然是發現早

期癌症，甚至癌前病變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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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康50周年
各服務部門有何展望? 

過去一年，預防醫學及醫療服務除了維持西醫門診服務外，亦重點提供新冠疫
苗接種服務，另外亦更與第三方機構例如賽馬會開展了多個新活動項目，支援
社區上不同群組的復康或健康需要。對部門而言，今年確實是近年來最忙碌的
一年，很感謝各社區健康中心的所有同工的努力，方能配合服務需求的變化。

預防醫學及醫療服務明年的重點將落於優化服務，包括改善目前電話預約
系統，令求診者的預約流程更順暢，另外亦會翻新和樂社區健康中心，冀
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使用體驗。疫情何時結束亦是未知知數，
但我深信社康在社會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希望同工繼續不遺餘力、珍惜
服務社會的每個機會。

預防醫學及醫療服務 
署理醫務總監黎杰芝醫生

中醫及中醫專科服務在過去一年間積極配合府抗疫政策，提供新冠患者支援服務
，例如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間，派出駐註冊中醫師到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為確
診者提供診療服務。中醫團隊在社區健康中心內外均保持專業診症表現，展現了
團隊上下一心的精神。

中醫及中醫專科服務
中醫醫務主任翁庭耀

為了提升服務質素，來年社康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 (大埔
區)將會分階段進行翻新工程，希望藉著優化內部設備，打造出更有利於醫
師及藥房操作的環境，而求診者則可享用更高質素的服務體驗。另外，我
期望明年有更多「中西醫結合」的協作項目，共同為醫療業界作貢獻。

一次增至每月6節服務等；同時在疫情期間增加了更多視像課堂，教授大眾
實用的物理治療小知識。我期望明年能增騁更多人手，以設計及推行更多
新項目，為社區服務帶來更大貢獻。 

我預期來年社區營養服務將再進一步加強個別飲食輔導服務，亦期望可
進一步提供增值服務，以提供有質素的服務給使用者。此外，我亦冀藉
有關實踐可提升營養師的可能性及韌力，同時鞏固團隊精神，以達至
“Serve community as a whole”的理念。

在此，我引用聖經話語箴言3:27「如果你的手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辭，
要向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行善」，希望同工繼續秉持服務市民的心，在工
作崗位上盡顯所長。

疫情對社區營養服務運作帶來一定挑戰，但換另一角度看，在服務層面而言
卻是豐富的一年，例如疫下個別飲食輔導需求及外展服務需求增加，給予了
我們機會服務更廣社區；同時，亦安排了大專生到我們部門實習，為培育業
界人才帶來幫助。

為了擴大服務受眾，社區復康服務今年重點新增了職業治療服務，為病人提供
相關的專業治療。除了門診服務外，部門在過去一年間亦為其他不同部門作出
支援，例如增加物理治療師到訪鯉魚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次數，由每周

社區復康服務
服務經理趙錦華

社區營養服務
服務經理陳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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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服務主力為長者服務，故第五波疫情嚴峻對院舍及我們的服務影響
甚大，加上鯉魚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亦分期進行了裝修，在日常營運方面均
有一定挑戰，故部門需迅速調整服務，我相信新常態服務不論對長者、同工
而言亦是新學習及挑戰。

展望明年，社會服務將進一步擴大服務範疇，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服務多
元化，例如將社署部份項目轉化成恆常服務、提供更多貼心服務如輕餐送
遞等；愛鄰網絡方面亦會提供更多創新服務，例如支援入校服務，增加手
工藝種類等。在此我期望疫情能盡快完結，祝大家保持身體健康。

疫情期間最大挑戰除了部份服務需要取消或轉至網上進行，亦因有同事確
診不能上班，中心同事延長工作時間及調動休假，以讓中心維持運作及服
務，在困難時刻同事展現團隊精神，互相支持及盡力維持中心服務。

來年，部門除了會繼續將服務重點落於兒童提供情緒輔導及遊戲治療服務
、婚前輔導外，現也與不同國家的學者聯繫，為本港心理輔導的專業同工
舉辦專業心理治療工作坊。另外，我們亦計劃擴展天水圍的情緒輔導服務
及情緒健康教育，以優化服務。

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同樣重要，我期望同工能好好照顧自己，才可繼續提
供優質的基層醫療服務給社會大眾。

情緒健康輔導服務
服務經理陳潔雯

提供新冠疫苗按種服務、支援港府抗疫熱線等，真正達到以地區為本
的服務理念。

經過一年的努力，2個地區康健站的發展已步入軌道，來年2個地區康
健站將會更針對性地協助市民篩查慢性病，並增強推動與醫院協作的
輕度認知障礙篩查等項目。

最後，我想藉社康50周年的日子跟大家分享一句聖經金句 — 彌迦

書6:8「行公義，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服務發展
高級服務經理劉碧珊

我非常開心在過去一年間看到觀塘及大埔地區康健站的落成。2個地區康健
站自去年10月正式投入服務，除了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健康管理指導及班組活
動外，更在疫情期間為區內市民提供適切服務，包括派發快速檢測包、

第五波疫情爆發初期，本港因公營檢測量所限，未能應付大量檢測需求，社康的
病理化驗所便自發提供價格相宜的新冠病毒深喉唾液核酸測試服務，在疫情中幫
助普羅大眾。除此之外，病理化驗所亦在疫下進一步擴闊服務網絡，與6間地區
康健中心／站合作，提供抽血或檢驗服務。我很開心團隊除了提供專業服務之餘
，亦樂於多行一步，盡心協助市民抗疫需要。

隨著社會逐漸復常，我期望病理化驗所在明年能進一步提供更多面向市民的
服務，同時冀同工在疫後亦可保持良好的服務精神，持續在社區提供優質的
基層醫療服務。

診斷服務
助理總監梁子文

社會服務
服務經理羅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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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營養服務  

說起素食，很多人都會聯想到「健康」兩字，但原來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墮入了「三高」飲食陷阱！

以下是幾個素食素食鮮為人知的地雷！

1. 精製加工素肉

素肉以各類植物蛋白及其他原料如膳食纖維、玉米粉、木薯粉)等添加材料製成。為了使素肉吃起來

口感更佳，生產商會加入調味料如椰子油、砂糖、鹽、麥芽糊精、葡萄糖等調味，亦會在烹調時再

加入不同的醬汁或茨汁來使素肉更為美味。每100克素餐肉約有熱量200千卡（kcal）和16克脂肪（即

1湯匙），當中七成為不健康的飽和脂肪酸（又稱為壞脂肪）。若以一個每天攝取1500千卡熱量的飲

食來看，每日的飽和脂肪攝取不應多於8.3至10克，但進食100克熟素肉所攝取的飽和脂肪就已經超於

全日攝取上限了！攝取過多飽和脂肪會增加血液中的壞膽固醇，從而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除了含較高飽和脂肪酸，素肉的鈉質也不低。每100克素肉約有485毫克鈉質，佔成年人全日建議攝

取上限的三成半！攝取過多鈉質會使血壓升高，長期會增加患上高血壓風險。除此之外，為確保在

運送及儲存素肉加工品的過程中不易變壞，食品商會亦會添加各類添加劑，例如色素、增味劑、防

腐劑等化學物料。

2. 重口味素菜

齋滷味由麵筋混合不同的材料製成。麵筋本身沒有甚麼味道，所以製作齋滷味時一般會加入醬汁和

調味料來調味，每100克齋滷味約有熱量200千卡、8.5克脂肪、7.1克糖份和360毫克鈉質，所以單看

這些數據已得知齋滷味並不屬於低糖、低脂或低鈉的有營食物註1。此外，醃菜如咸酸菜、榨菜、雪

菜、梅菜、泡菜雖然屬於蔬菜類，但由於醃製過程中加入了大量鹽分，亦會抽乾蔬菜當中的水分，

使一些水溶性營養素如維他命B、維他命C和鉀質流失，所以醃菜比新鮮蔬菜含較多鈉質和較低營養

價值。 

素食鮮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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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油炸素食材

一些素食食材例如響鈴、生根、豆卜等均需經油炸處理，所含脂肪量頗高。市面上的油炸素食材或

以「萬年油」製成，食油在加熱過程中除會產生化學物質外，重覆使用亦可能令 一些雜質變得濃縮

，過量進食會增加患病風險。例如4件響鈴已經約有360卡路里，熱量即相等於8茶匙油。由於響鈴容

易吸油，若配以油膩火鍋湯底如沙嗲湯進食，熱量將會更高。此外，生根由麵筋製成，同樣經過油

炸，5件已有熱量478千卡及7茶匙油，差不多等如一個正餐的熱量。生根亦同樣容易吸油，所以若配

上麻辣湯底進食將變成「超脂」食物。另外，經常用來製作煎釀三寶的豆卜也含有大量油份和飽和

脂肪酸，5粒豆卜已經有210卡路里和3茶匙油，若果是「炸上再炸」的話熱量更加不容忽視。

如何健康吃素?
素食與其他食物一樣，都應該遵從少鹽、少糖、少油的三少宗旨，避免油炸或加入大量調味品，應

盡量以清淡煮法如蒸、烚、快炒、煮、炆等方法去烹調。素食者應進食多種不同類型和類別的素食

以確保攝取足夠的營養素，特別是鐵質、鋅質和維他命B12。如果真的不能從日常飲食中攝取足夠，

可能需要服用營養補充劑。此外，植物性鐵質不容易被身體吸收，所以應該同時進食含豐富維他命C

的食物，如番石榴、奇異果、士多啤梨、番茄、檸檬、西蘭花等幫助吸收鐵質。由於植物的蛋白質

不完全含人體9種必須胺基酸，因此建議將穀類和豆類或是穀類和奶品類一同進食，這樣可以彌補不

同素食的胺基酸不足。素食者亦較易有蛋白質攝取不足的情況令飽肚感下降，以致容易進食過量粥

粉麵飯等澱粉質食物，增加患上肥胖症和三高的風險；因此宜每一餐配合適量蛋白質的食物，確保

攝取均衡營養素。

以下是一天的健康素食餐單給大家參考：

早餐：高鈣無糖豆漿 配合桃藍莓麥皮

午餐：雞蛋太陽花籽配紅腰豆沙律菜（黑醋橄欖油醬汁）配裸麥多士

晚餐：糙米飯 ，蒜蓉炒雜菜 ，香煎豆腐扒

註1:  根據食物安全中心定義，預先包裝食品中「低鈉」、「低糖」、「低脂」為：

「低鈉」：每100克或100毫升食物含不超過120毫克鈉

「低糖」：每100克或100毫升食物含不超過5克糖

「低脂」：每100克食物含不超過3克脂肪或100毫升食物含不超過1.5克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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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2019冠狀病毒病患者在痊癒後仍受到各種後遺症影響。

有見及此，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聯同8個非政府組織推出

「賽馬會『長新冠』復康計劃 – 社區支援服務」，支援社區

上「長新冠」患者的復康需要，而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

務為此計劃的其中一間合作社福機構。

申請人只要符合以下條件即可參與：(1)於黃大仙區/觀塘區/

大埔區居住或工作 (2)已在衞生署申報快速測試陽性結果/核

酸檢測結果為陽性 (3)於確診後九個月內申請是次計劃 (4)後

遺症已持續達兩個月或以上 (5)未曾參與醫院管理局所提供的

「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或其他機構所提供的此項計劃。

計劃採用個案管理模式提供跨專業服務，個案經理先評估參

加者的情況，然後共同訂立復康目標和為期不多於12週的護

理計劃。計劃為期一年，費用全免。

賽馬會「長新冠」復康計劃 – 社區支援服務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於2021年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

資助，展開為期三年的「減走糖尿」社區糖尿病預防計劃

，並與社康社區營養服務合作。此計劃招募40 至 60 歲及

有肥胖問題的糖尿病前期（血糖超標，但未有糖尿病）人

士參加，而當中參加者將隨機撥入(1)健康課程小組小組 (包

括營養及運動小組、個別營養諮詢及電話支援學習預防糖

尿病的資訊）或是 (2)健康管理 (透過網上短片及定期短訊

提供控制體重及預防糖尿病的健康資訊)，目的透過改善參

加者生活模式及控制體重，協助糖尿病前期患者降低患上

糖尿病及其併發症的風險。 

社區營養服務與香港大學合辦預防糖尿前期計劃

佐敦健康中心於今年5月19日起，逢星期四會提供

復必泰疫苗接種服務，主要服務對象為12歲合資格

人士，服務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午膳時間為

下午1時至2時。服務使用者注射完畢後，需休息15

至30分鐘方可離開。截至目前已有200多位人士接

受注射，反應踴躍。

佐敦健康中心提供復必泰疫苗接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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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或家長有情緒困擾，可以如何正確地處理情緒？希望提升學生專注力及改善學習表現？

希望學生認識如何建立正向且健康的人際關係？ 情緒健康輔導服務中心設有兒童遊戲治療

服務，更可為學校提供以下小組、講座及工作坊等服務，讓學生及家長加強對自我認識及提

升心靈健康：

學生小組服務：

專注力小組

情緒社交小組

畫出好情緒小組 (和諧粉彩)

音樂治療

積木治療LEGO-Based Therapy

學生或家長講座/工作坊：

1. 情緒認識與管理

2. 正向自我形象

3. 正向心理學 —「甚麼是真實的快樂!」

很多人或會對「職業治療」有所誤解，以為「職業」意指工作，是與工作受傷康復有關治療。

其實，「職業」又可稱為「職能」，是指對每個人有目的和意義的活動，一般包括個人自理、

工作、學習、遊戲、社交、休閒活動以致睡眠，因此職業治療服務是促進個人因受疾病、受傷

或發展障礙而「職能」受限的工作，對象由兒童延伸至長者。

目前社康已備有職業治療服務，當中以長者服務為主，為體弱、有認知障礙風險和中風人士提

供家訪或門診服務，我們會透過遊戲與活動為輕度認知障礙需要長者提供認知刺激，運用程序

學習法為認知障礙老友記進行自理及上肢能力訓練，及在家訪時會他們進行家居安全評估，除

了常見安裝扶手建議外，也會就添置輔助照顧工具或潛在風險提出建議。

情緒健康輔導服務 - 學生小組服務

成人服務涵蓋慢性病管理與情緒健康，職業

治療強調個人釐清慢性病影響，協助個人建

立個人健康計劃、應對病情工具箱及危機應

對方案，讓個人繼續獨立健康生活。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包括感覺統合和書寫訓練

，透過特定設計的活動刺激身體機能發展與

整合，促進孩子在自我照顧、學習及社交上

的發展。

職業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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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秉承「全人健康」的理念並加強各界對基層醫療服務的關注，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

康服務於10月8日舉行基層醫療「『身、心、社、靈』研討會」，邀請到多位專家與參加

者分享健康資訊及推廣「全人健康」的理念。 

研討會上邀請了養和醫院老人科名譽顧問醫生及長者醫健主任、前基督教聯合醫院內科

及老人科部門主管梁萬福醫生、基督教聯合醫院臨床心理學家及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客座

助理教授湯國鈞博士、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及系主任及社會工作實踐與精神健

康中心主任洪雪蓮教授，以及香港聖公會東九龍教區榮休主教徐贊生主教就「身、心、

社、靈」主題作分享，一眾參加者都獲益良多。

「自健樂」計劃 

社康50周年誌慶 – 基層醫療「身、心、社、靈」研討會

由觀塘民政事務處贊助、觀塘城市健康督導委員會

及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的情緒健康輔導服務合辦

的「自健樂」計劃於本年10月至明年2月期間進行

，為觀塘區居民及學生提供免費個別心理輔導，對

象包括兒童、青少年、成年人及長者；並於觀塘區

舉行免費情緒健康講座及個別心理輔導服務，以提

升觀塘區市民的心理健康。

歡迎轉介有需要人士或同工參與此計劃。有興趣人

士可掃瞄海報上的QR Code報名參加。

查詢或轉介：

2349-3212／電郵joyce.lee@uc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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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桂娣自2010年4月開始加入愛鄰網絡(廣福)，她回首加入愛鄰

12年的日子，憶起了不少開心難忘的片段，感嘆歲月如梭之餘

，亦讚嘆歲月有情…原來歲月有情之始，源自中心舉辦的旅行

。桂娣表示參加愛鄰之前，身邊好友不多，因為想參加活動所

以加入中心，漸漸投入後認識多了朋友，她回味著說 :「每次

跟中心旅行都很開心，每次旅程中心都安排得很好，雖然是一

眾長者但大家都不慌不亂，每次旅行分不同的小組，可以給我

們互相關顧、互相認識，同組的組員原來很多時都是住在同座

大廈甚至上下層，一個個同座的街坊由陌生變深交，至今已經

成為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相遇相伴 有情歲月

現在常與桂娣聯絡的老友記有至少8位，每日電話慰問、入屋聊天、相約結伴行海濱公園或幫老友記到

中心代取物資，已成為桂娣的生活日常，這12年的時光中更是有著不少深刻的片段。「最深刻的莫過於

一位老友記，還記得有一次旅行中，姑娘邀請我做組長關顧其中一位老友記小雲(化名)，她是一位獨居

長者，雙耳患有嚴重聽障，需要很大聲講話再加上手勢才可溝通，起初溝通真的很困難，但她很平易近

人，很樂意與我傾談。由於她聽力差所以我亦特別對她照顧有加，尤其是上落車、去洗手間等亦伴隨她

，希望她可以有一個開心的旅程。自從姑娘那次將小雲『交托我』，自此以後很多次的旅行活動我們都

相伴一起，每次見面她都會大聲笑著跟我說:『見到妳好開心呀！』，而熟絡後知道她獨居，耳仔又不

靈光，很多時我都會上門探望問候她，閒時亦幫中心送遞物資給她，就是這樣我們相伴了差不多10多年

的時光。縱然疫情亦沒有阻礙大家的見面的機會，我亦如常做足防疫措施去見她一面才安心 ！」

疫情雖然影響了不少長者相聚見面的機會，但卻

無阻桂娣對好友的關心。縱使第五波疫情下不少

會員選擇回鄉避疫甚至定居，其中的會員亦與桂

娣相熟，縱然分隔兩地，電話聯絡讓愛變得零距

離，桂娣仍會持續致電回鄉的好友分享彼此近況

，亦代好友轉達近況、報平安及告知回港日予中

心姑娘。縱使疫情萬變，不變的是在桂娣與其他

會員中尋找到的一份人情味，展現出遠親不如近

鄰的關愛精神。最後，桂娣笑說丈夫性格喜愛留在家，今年終於「成功邀請」了丈夫加入中心成

為會員，疫情漸見緩和，展望生活能重回正軌，可以一起參加活動，同享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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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及大埔地區康健站在9月分別於觀塘區、大埔區兩區進行共8日的流動宣傳車活動。活動透

過遊戲及宣傳單張派發，以提升公眾對地區康健站的認識和對健康生活的關注。除康健站的職

員外，活動亦得到約50位來自各大專院校及紀律部隊的義工的支持，共同向觀塘及大埔區的市

民及該區工作人士推廣基層醫療健康。是次活動反應踴躍，兩區合共愈570名市民登記表示有

興趣成為地區康健站的成員。

愛鄰網絡3間中心分別承蒙社會福利署「老

有所為」計劃贊助，本年度一同舉辦新興

運動訓練小組，各會員齊學齊試玩不同的

新興運動，如地壺球及芬蘭木柱棋，讓會

員感受嶄新的運動樂趣。

今年9月，社康戒煙服務一如既往成為香港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戒煙大贏家的地區支

持夥伴，在油尖旺區夥拍香港吸煙與健康

委員會設置街站，以招募參加者及向市民

推廣吸煙與健康危害的健康教育。是次活

動中的義工團隊更來自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二年級及三年級學生，當日參與者眾多，

全賴各界支持。

觀塘及大埔地區康健站流動宣傳車活動

第十三屆戒煙大贏家社區招募 愛鄰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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鯉魚門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中秋燈籠製作班 

中秋節是傳統的大節日，為與大家共享佳節

，有花燈和月餅製作，亦有中秋節活動，和

大家一齊猜燈謎、玩遊戲、吃月餅，樂也融

融！

手機班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長者也需與時並進，中

心職員會定時教導長者使用WhatsApp,Face 

time等手機軟件，一同學習上網和使用「安

心出行」等不同的程式，讓他們即使安坐家

中，也能得知天下事。

VR運動班

中心會實地教長者做運動，亦利用VR電腦

軟件，使運動元素更添多元化和趣味性。

長者湯水食療中醫講座

香港大部份時間天氣潮濕，故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為

服務使用者安排中醫講座，增加長者及其照顧者對湯

水食療的認識，並教導參加者如何在家中為自己進行

穴位按摩，紓緩痛症。

聚焦小組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於9月份一連3日進行聚焦小組，

分別邀請了輕度缺損計劃、普通個案及體弱個案的服

務使用者參加，既可表達對服務的意見，亦可增加對

本隊服務的認識。

齊賀中秋

中秋節為長者最重視的傳統節日之一，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隊獲「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捐贈低糖月餅200

個予服務使用者，同賀中秋佳節。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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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營養師到訪特殊學校服務

社區營養服務獲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邀請為學校宿舍提供到訪餐膳服務，活動

對象包括宿舍廚師、宿舍家長、護士、社

工等。到訪期間，營養師了解餐膳的份量

、材料及調味料的運用，並舉行面授營養

培訓，學習內容包括特殊兒童及青少年的

營養需要、營養狀況評估，如何實踐均衡

飲食及餐膳準備的建議。是次服務亦根據

衛生署營養指引評估現時宿舍膳食及提供

專業意見，協助學校編制餐單，教授設計

食譜的技巧，從而改善餐膳服務，令學生

更有「營」地健康成長。

愛鄰網絡3間中心分別與「牽手．香港」合辦義

工陪伴長者到超級市場購物活動，合共37位長

者及64位義工參與。義工陪伴長者購買日常的

食用所需，尤其是較重的食用品，與長者盡享

購物的樂趣，長者感到窩心又溫暖！

耆義購物樂� �-� 愛鄰網絡

愛鄰網絡（秀茂坪）

愛鄰網絡（廣福） 愛鄰網絡（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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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康健站貫徹基層醫療的精神，著力提高區內市民對疾病的認識及鼓勵市民早檢查，早預防

，從而更好管理自己的健康。由於現有服務較重於照顧腦退化症患者，較少關注輕度認知障礙

的情況，因此，我們期望可以提供「輕度認知障礙」服務，使市民可以更早識別個案情況，可

更早介入處理。

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大埔民政事務處民

政署統籌區內團體，派發特色禮物包予區內長者

或有需要之家庭，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亦有協助

派發予合適的服務使用者，以表示社會對他們的

關懷。

另外，由於疫情持續超過2年，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隊獲仁愛堂「AIA疫境同行計劃」捐贈約1500包室

溫食物包，為飽受疫情影響的長者及弱勢社群提

供適時的應急支援，已全數轉贈予有需要的服務

使用者。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禮物包

與醫院管理局合作項目�(輕度認知障礙計劃�)

作為地區康健站的增值服務，觀塘及大埔

地區康健站與分別與基督教聯合醫院老人

科（認知）及雅麗氐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合

作，為會員提供初步「輕度認知障礙」檢

查及相關的病人自強計劃課程。

地區康健站會轉介有病徵需要作進一步檢

查的個案至醫院專科服務或區內相關醫療

團體，並為經醫院轉介的確診患者提供病

人自強計劃課程及其照顧者的支援小組。

除此之外，地區康健站亦會為有風險因素

或輕微病徵的會員提供認知訓練，從而減

少認知障礙對市民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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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2022年8月至10月的捐款及物資捐贈善長名單（排名不分先後），謹此嗚謝！

周楊佳女士  劉淑英女士   黎月霞女士       鄭淑琼女士   

譚管娣女士  羅慧宜女士   行善最樂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潔亮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Leung Kwoon Sin Wong San Ying Wanda  Alliance Construction Material Ltd.    Biocycle (Hong Kong) Ltd. 

Epson Hong Kong Ltd. Fiona Lo &Co       Senimart Ltd.        Tag Worldwide Asia Limited    

21

「商界展關懷」計劃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02年策動，旨在促進商界與社會服務界之間的

策略性伙伴合作，共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共融社會。此外，「商界展關懷」計劃亦透

過舉辦不同類型的跨界別交流活動，企業與社會服務機構彼此認識及加深了解，開拓更大空

間推行針對社會需要的跨界別社區計劃。社康歡迎商界以多元化合作方法支持社康的服務，

包括：一次過捐款、參與義工活動、贊助／捐贈物品、選用機構的服務 - 健康講座及身體檢

查計劃。

今年社康與10間商界機構共同參加「商界展關懷」計劃，攜手建立策略伙伴合作計劃，以行

動關懷社會。以下為有關機構名單（排名不分先後）及部份機構參與義工活動之花絮。謹此嗚

謝！

「商界展關懷」

1. Allianc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Limited 
2. ASSA ABLOY Hong Kong Limited
3. BioCycle (Hong Kong) Limited
4. Epson Hong Kong Limited 
5. HongKong Kit Leu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6. NWS Holdings Limited
7. Senimart Limited
8. Tag Worldwide Asia Limited 
9.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imited
10. Tranquilaid Canada (H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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