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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香港的夏天都是雨季及風季，
今年天文台更曾於七月份的某一星
期內先後發出兩次黑色暴雨警告訊
號。對部份人士來說，天文台發出颱風或暴雨警
告訊號只會令他們慶幸多了一天額外的假期。然
而，大家往往會忘記這些暴風雨帶來的嚴重後
果，例如令人喪失家園、親人罹難等等。細閱近
月的新聞，知道中國內地接連發生水災、泥石
流，且災情十分嚴峻。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我
們冀盼內地的災情能儘快受到控制，以減低人命
的傷亡。 

 

 今期的護老情真保持著一貫
的多元化的風格，於「健康 Fit一
fit」環節中，本隊繼續以中風為主

題，並邀得註冊營養師陳瑞玲女士與大家分享「中
風與飲食」，對此主題有興趣的朋友請萬勿錯過。
在「愛家〃家書」一欄，我們邀請了本隊的服務使
用者家屬甄美蘭女士與大家分享她對母親關顧之
情。當然大家亦不能錯過「活動透視鏡」這環節，
我們為大家剪輯了精彩的活動花絮，請細心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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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中風之飲食 

        體重一向是身體向我們發出的第一個健康警號。過份攝取熱量、飲食

不定時、缺少運動均會令熱量未能完全燃燒，最終會變成脂肪積存在體

內， 使體重不斷增加， 同時令到身體各個器官的負擔變得日益沉重。 沒

有規律的生活習慣，例如進食高脂、高鹽、高糖的飲食更會令血壓及膽固

醇上升。 再加上現代人工作繁忙、 沒有恒常運動的習慣，使心肺功能不

斷衰弱，更易引起高血壓。 於天氣寒冷時血管會急速收縮， 若血管因膽

固醇阻塞而變得狹窄，再加上高血壓，就容易引致中風。 

         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 維持理想的體重是預防中風或其他長期

疾病的首要任務。 

(1  維持健康體重 

     大家不妨根據以下的公式算一算，看看自己的體重有否超標！ 

     體質指數 (BMI)  =               體重 (公斤)           

     身高 (公尺) x 身高 (公尺)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 

體重指數水平 體重指數(kg/m2) 肥胖相關的發病風險 

    腰圍 

    
< 90cm (男) 

< 80cm (女) 

> 90cm (男) 

> 80cm (女) 

過輕 < 18.5 低 一般 

正常 18.5 - 22.9 一般 增加 

過重 23 - 24.9 增加 中度增加 

肥胖 25 - 29.9 中度增加 嚴重增加 

嚴重肥胖 > 30 嚴重增加 非常嚴重增加 

健康Fit一fit 註冊營養師 陳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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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糖飲料：每週不超過 450 卡路里（36盎司） 

 

 

 

 

 

 

2.  若體質指數達超重或肥胖水平的人士， 需要減重5 - 10％， 以減低肥

胖 帶來的健康風險。 

 

 

3.  即使處於正常的體質指數水平，亦要留意平日有否做適量的運動、

保持均衡的飲食、避免煙酒等刺激性食物，以維持身體健康。 

 

4.  建議每星期最少做150分鐘的適度運動或每週75分鐘的劇烈運動。

 帶氧運動如跑步、球類運動、游泳、踏單車、行樓梯等均有助燃燒

 脂肪，而高強度和伸展運動特別適合提昇耐力和身體的靈活性。 

 

5.    控制血壓、膽固醇及保持血糖在健康的水平，慢性疾病患者需按時

服藥以控制病情。餐後步行10至20分鐘，亦可以改善血液循環，最

重要的是要遵照營養師所建議的膳食計劃。 

 

6.  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每天吃各種類的營養食品，以下是該協會的一些

飲食建議： 

● 蔬果類食品：最少每 天 4-5 碗 

● 魚類 (建議選擇含有奧米加3的油性魚類如：鮭魚、鱒魚、鯡魚

等)：最少每星期 2 份 3.5 盎司的份量 

● 鈉：每天少於 1500 毫克 

 

減輕體重對健康的好處(減5-10%)，以避免成為代謝綜合症的高危一族 

↓ 心臟血管病的危機 

↓ 血糖及胰島素的水平 

↓ 血壓 (BP) 

↓ 低密度膽固醇 (LDL) 

↓ 三酸甘油酯 (TG) 

↓ 睡眠窒息症的嚴重性 

↓ 關節退化的徵兆 

↓ 改善婦科疾病的情況 

↓ 20%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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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糖飲料：每週不能超過 450 卡路里（36盎司） 

 

其他飲食建議： 

–  堅果和豆類：每週 3 至 4 份 (1 份 = 1 盎司) 

–  加工肉類：每週不超過 2 份 (1 份 = 3 盎司) 

●   飽和脂肪：少於每天卡路里攝入量的 7％，減少進食含有氫化植

       物油的食品，可減少攝入反式脂肪 (例如人造牛油) 

●  膽固醇：建議每天攝入少於 300 毫克 (例如每週不可進食多於 

                       三個蛋黃) 

●  鹽：選擇低鹽份或根本不含鹽份的食物 

 

7) 中風是一種突發性的事故，若能對中風的病徵有所認識和懂得將

 知識傳授予他人，有助於患者病發時及早作出治療。 中風病徵如 

     下： 

●     臉部、手臂或腿部突然麻痺無力， 特別是症狀只發生於身體的其

 中一邊 

●     突然思考混亂、無法理解別人的說話、甚至連說話都感到困難 

●     雙眼或其中一隻眼睛突然無法清楚看見眼前事物 

●     走路突然出現困難、有暈眩感覺、身體失去平衡或不能協調 

●     出現突發性無緣故的劇烈頭痛 

 資料來源: http://www.americanheart.org 

 

8) 定期約見醫生作健康檢查亦是不可缺少的，建議每年進行一次簡

單 的身體檢查、每三年進行一次詳細的檢查，而每次檢查也要特

別留意體重、血糖、膽固醇、血壓等有否超出健康水平。 

http://www.americanheart.org/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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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頌                                                               陳葵女兒甄美蘭女士 

我不是生長在一個富裕之家，但父母從沒間斷地給予 

我溫暖及充裕的生活。 

後來踏入社會工作，接觸到不同的人和事，有些人可 

以成為朋友，有些當然會敬而遠之。但我認為，最好 

的朋友也不會給你無私的愛，世上只有父母才會真心 

真意地愛自己的子女，獻出無怨無悔的愛。 

在過去的歲月，我最感驚恐及傷心的一次要算是我媽 

媽中風那個上午，當時真叫我不知所措，猶記得我只 

會整天在哭，很害怕會失去媽媽。媽媽中風後行動不 

便，常常因此而感到不開心，雖然要照顧她，但我從沒有怨言，只要她無病無痛，我便會

開心，所以我每次見到媽媽也會不其然想錫她的臉頰。 

我父親已經八十多歲了，能夠每天吃他煮的飯餸，心中不其然常存感恩，更感覺到自己很

幸福。 

最後，我希望我家兩老能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地生活下去，能繼續享受兒女的福氣。

   

今期問答遊戲 
請圈出正確答案，並將答案連同聯絡方法寄回本隊，答對問題的參加者可獲贈

精美禮品一份! 

1) 今年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踏入成立第幾個周年?  

    A) 70  B) 60  C) 50 

2)    今期健康Fit一fit環節中，誰為本隊分享「中風與飲食」的主題? 

        A) 護士  B) 營養師 C) 物理治療師  

3)   營養師認為，餐後步行10至20分鐘，是否可以改善血液循環?  

        A) 是  B) 否        

上期答案﹕1) 直線       2) 5隻腳       3)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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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申請外界基金 

本隊成功獲 Overseas  

Resources Foundation  

Limited 撥款$20,000資助 

本年度的兩個活動，包括6月份的「愛家樂

悠遊，齊賀崇真50載」及全年度舉辦的「

我們是一家」生辰禮物展關懷活動，特此

鳴謝。 

服務費用調整 

本隊由2010年8月1日起調

整部份服務收費，較早前本

隊已將有關的資料通告每位

服務使用者，敬請各服務使

用者及護老者留意。 

 

轉換新制服 

為慶祝本機構成立五十週年，又為本隊同工轉換新形象，本隊的起居照顧

員、復康助理及職工已於8月換上紫色新制服，另全隊各同工亦換上簇新及

印有機構50週年慶祝標誌的黑色風褸。對於同工們的新制服，大家覺得好

看嗎？不妨給我們一些寶貴的意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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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四日 

活動: 護老驛站之「預防骨質疏鬆症」講座 

鳴謝協辦機構:  新一天營養顧問 

      香港傷健協會新界傷健中心 

日期: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二日 

活動: 愛家樂悠遊，齊賀崇真50載 

鳴謝協辦機構: Overseas Resources Foundation Limited 

      香港鐵路公司「鐵路人〃鐵路心」 

  

日期: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日 

活動: 崇真會安仁幼兒學校 

 到訪本隊長者日間護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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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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埔廣福邨廣義樓地下 101-103 室  
電話： 2657 5522 
傳真： 2656 9822  
 
 

 感謝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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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出有關照顧長者的影
音資料及書籍供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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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隊物理治療師陸姑娘聯絡及查詢有關收費。 

     督印人：黃慧嫻 

      編輯小組：林潤香、陳美玲 

如對本隊服務有任何意見，歡迎致電 

26575522聯絡，或將意見郵寄本隊或傳真至

26569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