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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512 四川大地震，雖然至今已有 
三個月，但相信各人對此慘劇仍記憶 
猶新。此事件令我們感到人生變幻無 
常，希望大家明白身邊擁有的一切並 
非必然，我們應該好好珍惜。此外， 
亦希望大家能透過此災難明白對每件 
事情不應過份執著。在此，本隊亦向 
受災的人士致以深切的慰問。 

現正值炎夏，近月天文台曾多 
次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新聞報導亦 
提及多名市民中暑及長者因天氣悶 
熱需要按動平安鐘求助。在此，我 
們提醒各讀者需要提高警覺，盡量 
把門窗打開，以保持空氣流通。此 
外，大家需要多喝水，以補充水份 
流失，避免中暑。 

言歸正傳，今期的護老情真內容 
豐富，在「健康 Fit 一 fit」環節中， 
本隊營養師陳姑娘會與大家分享健康 
飲食之道，而活動透視鏡則為大家剪 
輯最新出爐的『「真」「保」耆兵』 
及「營養飲食知多 D」講座的花絮，請 
大家細心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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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良好生活質素的重要基石，特別是長者，充足的 

營養是締造健康的必備條件。世界各地中，長者或多或 

少會出現與營養有關的問題，追溯原因，一個最主要的 

影響因素就是長者自然的生理退化，例如：牙齒功能下 

降、味蕾數量減少、胃腸功能轉弱等。這些生理變化直 

接影響長者對營養的攝取和吸收。此 

外，長時間選擇不適當的食物亦會令身 

體出現營養失衡，這往往是導致疾病或加重病情引發併 

發症的因素。因此，長者應當每日攝取足夠的營養，以 

打好健康基礎。 

â茶點食譜(1) 

長者們要怎樣吃才吃得有營養呢？ 

雖然長者們步入了「老年｣期，活動量不 

如年輕時，但身體對營養的需求卻不會因 

此而減少。可是長者的胃功能卻沒有年輕 

時般強，食慾也比以前少，正餐吃得不 

多。這樣「少食多餐｣便可派上用場，幫 

助長者補充營養，每日以４至６餐為佳。 

以下提議幾種茶點，可幫助長 

者吃得更健康有「營｣。 

健康Fit一fit 營養師 陳瑞玲 

薏仁牛奶（１人份量） 

材料 重量 

低脂牛奶 ３０毫升 

薏仁 １０克 

糖 ２茶匙 

做法 

1. 薏仁浸泡約３０分鐘後， 

蒸軟 

2. 牛奶加熱後，加入薏仁和 

糖拌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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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茶點食譜  ) 2 ( 

其他茶點提議﹕ 

â附有食譜 

以上建議只適合一般長者，如對飲食有疑問，請向註冊營養師查詢。 

早點 午點 宵夜 

星期一 低脂牛奶一杯＋ 

蘇打餅三片 

豆腐花一碗 香橙一個 

星期二 加鈣豆漿一杯＋ 

瑪利餅 

迷你饅頭一個＋ 

奇異果一個 

小海綿蛋糕一個 

星期三 茶葉蛋一隻＋ 

鮮果汁一杯 

蜂蜜低脂牛奶一杯＋ 

餐包一個 

西瓜半杯 

星期四 奶皇包一個＋ 

清茶一杯 

火龍果１／４個＋ 

提子１０粒 

薏仁牛奶一碗â 

星期五 香蕉半隻＋ 

低脂牛奶一杯 

小包一個＋ 

果汁半杯 

芝麻糊一碗 

星期六 小馬拉糕一件 焗布丁一杯â 木瓜半杯＋ 

低脂牛奶一杯 

星期日 蘋果一個 水煮蛋一隻＋ 

龍眼１５粒 

蜂蜜低脂牛奶一杯 

焗布丁（２人份量） 

材料 重量 

麥方包 ２中片 

低脂牛奶 ３０毫升 

雞蛋 １隻 

糖 ２茶匙 

做法 

1. 麥方包去邊，撕碎，然後加入雞蛋、 

糖、牛奶拌勻 

2. 將混合物分別倒入布丁模型中，放入 

攝氏１８０度焗爐 

3. 焗２５－３０分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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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牧師在講道時提到曾為一個大富之家主持安息禮拜，在吃 

解慰飯的時候，家人雖然圍坐一起卻彼此不言不語，冷漠非常，彷如仇 

敵。那刻雖然面對豐富筵席，但牧師卻如坐針氈，渾身不自然。 

不知大家有沒有收看電視劇「溏心風暴」，劇情多談及家 

人如何相處不和，明爭暗鬥。劇終飾演二房的關菊英在爭產訴訟 

中敗訴，但值得欣賞的是，家人最終仍原諒這位兇巴巴的二房， 

在擁抱她後便一言不發地帶她回家。 

電視劇雖然誇張一點，卻或多或少反映現實。若我們心裏充滿苦 

毒，說出來的話會是何等具殺傷力；我們撫心自問，有沒有不自 

覺對家人流露惡劣的態度，或以暴怒的語氣來對待家裏的人。 

前陣子是父母親節，我們為父母慶祝當然是好事，值得鼓 

勵；但我們平日對父母的態度又是怎樣呢?其實，我們可以在平 

日多抽空與父母電話談天，愛心問候，這實在不需花費一分一 

毫。正如很多小孩都希望父母多抽空陪伴他們，這遠勝過父母 

花費金錢，為他們買滿了一房間的玩具。 

祈禱： 

求主時刻提醒我，懂得學效主的心腸去愛家人，與家人融洽相處。 

一家人樂融洽 

經文：「設筵滿屋，大家相爭，不如有塊乾餅，大家相安」(箴言 17:1) 

「暴怒的人，挑啟爭端；忍怒的人，止息紛爭」(箴言 15:18) 

中心主任林潤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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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 及暴雨 工作安排 

香港已進入颱風及雨季的高峰期，雨量及颱風的數量會相應地大為提高，在此與 

大家重溫本隊的「颱風及暴雨工作安排」指引，敬請留意。 

颱風 / 暴雨安排 
膳食 

服務 

上門 

服務 

日間 

中心 

戶外 

活動 

懸掛一號風球／ 

黃色暴雨訊號 
P P P 按情況 

懸掛三號風球／ 

紅色暴雨訊號 
P P Ð Ð 

在中心開放前懸掛八號或 

較高風球／黑色暴雨訊號 
Ð Ð Ð Ð 

在中心開放期間懸掛八號 

或以上風球 

按情況安排送膳 

服務或協助長者 

購備乾糧 

儘快安排參加者/工作員回家 

在中心開放期間懸掛 

黑色暴雨訊號 

暫停至暴雨訊號 

取消後再安排 

協助參加者留在戶內安全地點， 

按情況再護送回家 

從較高風球／暴雨訊號改 

掛三號/紅色暴雨訊號或 

以下，或除下所有風球／ 

暴雨訊號 

上午9:30及下午 

2:30前除下，服 

務恢復正常 

按情況恢復正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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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透視鏡 

營養師陳瑞玲姑娘於二零零八年八月二日 
協助本隊舉辦「營養飲食知多D之謬誤與真 
相」講座，當日約有30多位參加者出席，參 
加者積極參與活動，氣氛融洽。 

本隊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二十六日舉辦『「真」「保」耆兵』活動，是次活 

動得到香港保險業聯會贊助及派出義工提供協助。當日約有30多位長者及護 

老者參與，現剪輯部份精華片段，與大家重溫快樂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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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安全是長者健康生活不可忽略的重要環節，若不能適當處理 

家居維修事宜，便會對長者的安全構成威脅。為減輕長者在聘用 

私人維修服務方面的沉重支出，本隊獲仁愛堂社會服務處答允為 

本隊長者提供簡單的家居安全評估及免費維修服務(維修服務免 

費，物料及零件費用則由長者支付)。如需要此項服務，可致電 

2657   5522與社工陳姑娘及周姑娘聯絡。 

免費家居維修服務 

請圈出正確的答案，並將答案連同聯絡方法寄回本中心，答對的 

參加者可獲精美禮品一份! 

1) 今年的奧運會在那一個國家舉行? 

A) 中國 B) 美國 C) 澳洲 

2) 今年是第幾屆的奧運會? 

A) 第27屆 B) 第29屆 C) 第31屆 

3) 今屆奧運會的吉祥物「福娃」共有幾多個? 

A) 3個 B) 4個 c) 5個 

「奧運知多D」問答遊戲



護老情真第二十六期 8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有限公司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大埔區) 

大埔廣福邨廣仁樓 3 樓 

電話： 2657 5522 

傳真： 2656 9822 

感謝各熱心人士捐贈器材用品，使有需要的長者受惠。 

除借出復康器材外，本隊設立資源閣，可借出有關照顧長者的 
影音資料及書籍。如有查詢或借用，可致電 2657 5522 與社工黃先 
生聯絡。 

此外，本隊備有少量助行架之膠腳粒，長者如有需要更換，可 
與本隊物理治療師余先生聯絡。 

如對本隊服務有任何意見，歡迎郵寄或 

傳真2656 9822給我們，謝謝! 

督印人：黃慧嫻 

編輯小組：林潤香、陳美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