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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上帝的人得益處。」《聖經》羅馬書8章28節

城市焦點

今期精彩內容

　城市焦點

　p1	 我們真的很健康嗎？

　服務回應

　p3	 營養身心．健體人生

　服務透視

　p4	 凝聚社會資本		齊建和諧社區	
邁向三十五

　p4	 賣旗籌款活動

　p5	 「建業坊」–「基層人士技能	
實踐平台」及「健康、環保產品	

銷售店」

　p5	 夾心女人，可以活得更精彩！！

　p5	 「愛‧回家」及「空巢」

　優質之旅

　p6	 義工嘉許禮

　自	由	講

　p6	 中醫藥課程學員心聲

　生活秘笈

　p7	 反式脂肪

　檔	案	室

　p8	 出入平安！做個安全道路使用者！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社區聯絡部	
高級醫生曾超賢醫生

前言
　　香港有著偏低的嬰兒死亡率和孕婦死亡率及很高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這些指標皆可反映

出香港市民的健康水平可擠身於世界先進國家的前列。但是，我們真的很健康嗎？

　　我們很幸運地生活在一個物資富裕的環境，然而亦因如此，很多香港市民過著很不健康的生

活模式，包括吸煙、酗酒、不均衡的飲食及缺乏運動等。

香港人口的健康實況
　　香港和很多已發展國家一樣，主要的健康問題和醫療負擔已由傳染病轉為一些非傳染性的慢

性疾病。根據2006年的統計，香港首五類致命疾病為惡性腫瘤、心臟病、肺炎、腦血管疾病和慢

性下呼吸道疾病。當中四類皆為非傳染病(除了肺炎)，而它們合共佔香港總死亡人數62.2%。有很

多的證據顯示肥胖是患上糖尿病、心血管和腦血管疾病的其中一個主要的風險因素。肥胖的普遍

率在香港有上升的趨勢；在2005年中的調查顯示，約有36%的18歲至64歲的成年人是屬於超重或

肥胖，而在2006年，這比率已升為41%！而香港學童的肥胖比率亦有上升的趨勢(請觀下文)。

健康要從生活習慣入手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因素正影響我們的健康，尤其在香港這個繁榮富庶的城市，

充斥著市場的含高動物脂肪、蛋白質及糖份的食物、電腦化的物流溝通及完善的交通，都促使我

們長期攝取過多熱量和缺乏做能消耗熱量的體能活動，直接令脂肪積聚及體重上

升，所以我們必須透過良好的飲食習慣和恆常運動以取得身心健康。

健康飲食你要知
　　香港是一個美食天堂，賞盡人間美食是一件樂事，但往往不節制飲食也會

令人「禍從口入」，所以均衡飲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環。事實上，適量進

食不同種類的食物是達致均衡飲食及獲得充足營養的關鍵。要實行健康飲食的

理念，主要原則是遵照健康飲食金字塔的概念，以及「三低一高」的食物攝取模

式(即低脂、低鹽、低糖、高纖)和適當的攝取量，達致份量和質量的平衡。

　　近年，多方面的研究均顯示蔬果在健康飲食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對減低多種疾病風險的功

用，例如︰心臟病、中風及某些癌症。所以衞生署亦就進食蔬果的概念進行全港性的推廣。

我們 真的
很健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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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聖經》撒迦利亞書4章6節

城市焦點

水果蔬菜不可少 日日記得二加三
　　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我們每日應進食最少40克蔬果，以達

至最佳健康效益。衞生署建議，每天應進食最少兩份水果及

三份蔬菜，以促進健康；而每份約為80克，即每天便可進食

最少400克的水果和蔬菜。在2004年10月進行的一項調查，

結果顯示少於五份一的受訪者報稱每日有進食五份或以上蔬

果的習慣，情況並不理想。

　　其實要做到每日進食兩份水果和三份蔬菜並不困難，例

如用水果代替零食，每日進食兩個中型水果，例如︰橙和蘋

果，便達到兩份水果的份量。而一日三餐內，每餐都進食半

碗已煮熟的蔬菜或一碗未經烹調的葉菜，便達到三份蔬菜。

要參考更多有關指引，可以瀏覽我們的「二加三」網頁 http://

2plus3.cheu.gov.hk/。

健康飲食在校園
　　無論長中青幼也要實行健康飲

食，最好能夠從小開始培養習慣，

因為研究顯示肥胖兒童傾向在成年

期持續肥胖。很多的慢性疾病如高

血壓、高血脂、糖尿病的風險也與

童年期肥胖有關，而這些風險更可

以持續至成年期。據衞生署的資料

顯示，小學學童的肥胖比率有上升趨勢，由1997/98年度的

16.4% 增至2004/05年度的18.7%。換言之，幾乎每五名學童

中便有一名屬於肥胖。

　　下圖為1996/97至2004/05年度小學學童的肥胖比率 :

　　由於全日制小學生數目越來越多，學生每日在校的時間

長達八小時，並在校內進食多次膳食及小吃，學生的膳食是

否健康，已成為公眾健康的重要課題。根據健康飲食金字搭

的建議，健康午膳應提供五穀類、蔬菜和肉類，而它們的比

例應是三比二比一。本署在

探訪部份小學後，發現校方

在考慮膳食時，過於側重學

童的喜好，而忽略食物的營

養價值，學童有可能因此進

食營養欠均衡或份量不適當

的食物。

　　衞生署曾進行一項「小學推行健康飲食基線研究」，結果

顯示培養小學生健康的飲食習慣，有賴校方管理層、家長及

校園膳食供應商的衷誠合作。故此，我們於2006/07開始展開

「健康飲食在校園」的全港性健康飲食運動，以改善學童的飲

食習慣，減少小學生患上肥胖、心臟病、癌症及糖尿病等與

飲食有關的健康問題。計劃包含多個特別為家長、午膳供應

商及學校而設的活動，使他們認識幫助兒童建立飲食習慣的

技巧和知識。

　　推行此計劃的策略包括有跨界別

參與和多元化的方針如推廣宣傳、教

育、和締造支持性環境。要有效地推行

此計劃，是需要家長、學校、學童、非

政府機構、相關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

支持，共同創造一個鼓勵健康飲食的文

化。衞生署在較早前亦製作了小學午膳

營養指引，列出清晰的標準，供校方加入與午膳供應商訂定

的合約內，以幫助學生、家長及校方等使用者監察膳食的營

養價值。要知道更多有關資訊及活動詳情，可瀏覽我們的「健

康飲食在校園」運動網頁http://www.eatsmart.gov.hk/。

有『營』食肆運動
　　我們除了從小學生的飲食習慣入手，還關注到全港市民

尤其眾多「打工仔」、「無飯夫妻」的組群。根據2005年的資

料顯示，有半數(52%)的香港人每周五次或以上出外吃午飯、

32%出外吃早餐及11%出外吃晚飯。衞生署在2007年首季亦

訪問了2005名12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發現93%的受訪者希

望在外用膳時有更多較健康的選擇。60%的受訪者認為慣常

光顧的食肆內提供的食物太多油分或肥膩，53%的受訪者則

認為慣常光顧的食肆內蔬菜的供應不足。

　　於是衞生署聯同約300間食肆，在本年7月展開了一個有

『營』食肆運動先導計劃，營造有利良好的飲食環境，對付與

不良飲食習慣有關的肥胖問題及慢性疾病 。

　　參與計劃的食肆須參考衞生署編制的《廚

師實用手冊》和《主管實用手冊》，以及有關指

引，提供一些較健康的菜式，

這包括「蔬果之選」或「三少之

選」菜式。「蔬果之選」是指菜式

的材料全屬蔬果類或按體積計，蔬果類是肉

類的兩倍或以上。「三少之選」則指菜式選

用較少脂肪或油分、鹽分及糖分的用料或烹

調方法造成。他們會利用本署所提供的宣傳物

資，明確在餐牌上標示較健康的菜式，並向客人作出宣傳及

推廣。

　　在整個先導計劃的推行期間，我

們會了解運動全面推行時可能發生而

未能預見之情況。其檢討結果及經

驗，可望年底於全港性運動展開時，

提高各項措施的成效及食肆和食客的

滿意程度。

日日運動身體好 男女老幼做得到
　　除了飲食習慣是體重的決定因素外，體能活動亦能幫助

消除積存於身體的脂肪。體能活動泛指任何能夠消耗熱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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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聖經》哥林多後書12章9節

城市焦點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註冊營養師郭婉珊

身體活動，它包括了運動及一般活動，如快步

行、踏單車、 清潔家居、行樓梯等。因此，體

能活動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缺乏體能活動是

患上非傳染病的主要風險因素之一，估計約有

各10-16%的乳癌、結腸癌及糖尿病個案及約有

22%冠心病個案是因缺乏體能活動所致。

　　經常性的體能活動可以減低患上冠心

病、糖尿病、結腸癌、高血壓的風險，亦

可幫助控制體重及減低導致肥胖的風險、

預防骨質疏鬆症及骨折、緩減壓力、憂慮

和沮喪的情緒、以及促進心理健康。

行樓梯 健身心 
　　衞生署一向提倡恆常運動，不論任何

年齡和性別的人士，只要經常進行適量的

運動，都可以改善健康狀況。其實運動無

需劇烈，我們只需每天用30分鐘來做運動，

便足以達到促進健康的效果。你可以一次過持

續運動30分鐘，也可以分開幾段時間進行，但

每次不應少於10分鐘。

　　根據衞生署於1999年進行的「健康生活」調查，

發現少於一半受訪者在調查前一個月曾做運動，而大部分受

訪者均表示，工作繁重及沒有時間是令他們對運動卻步的主

要障礙。因此，提倡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當中，而其中「行樓

梯」便是一個簡易的好方法。我們可以儘量使用樓梯而不用電

梯或自動扶梯，及在上班或回家時上落數層樓梯。有關行樓

梯活動的建議亦已上載於http://stairclimbing.cheu.gov.hk/，歡迎

大家瀏覽。

　　健康是無價寶，想擁有健康，大家就要從日常生活習慣

著手，培養一套健康的生活模式。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夠坐言

起行，建立個人健康生活模式，並鼓勵身邊的親友，一同實

踐恆常運動和均衡飲食等健康生活模式。

服務回應

　　正如衞生署曾超賢醫生在城市

焦點中提及，在2006年，已有四成

香港成人(18至24歲)屬於超重或肥

胖，而且有上升趨勢。對比美國、

澳洲一些肥胖率高企的國家(大概六

成)，香港雖仍未看齊，但如情況沒

有改善，亦不遠矣，不得不令人擔

憂。值得注意的是，大部份風險因

素是可以控制的，只要調節生活，

注重飲食健康及定期做運動即可改

善。

　　首兩項活動已於9月底圓滿結

束。本著“Train the Trainer”「導師培

訓」的概念，我們期望透過義工培

訓，組成「體能健魄大使」，協助日

後推行社區健康教育活動，並將培

訓所學到的知識和經驗傳揚予更多

社區人士，讓個人健康管理的訊息

得以延續。

　　另一項大型活動──「體適能運

動宣傳日」於十二月二日在石籬社區

會堂舉行，透過不同類型的攤位遊

戲、健康資訊展覽、體適能檢查及

運動表演等活動，讓區內居民認識

達至健康飲食的方法、定期進行體

適能運動的重要性和強化健康生活

並不難的訊息。明年一月至三月更

會遊走荃葵青區舉辦「健體人生巡迴

展覽」，藉以推動健康飲食和恆常運

動。

　　未來，我們將努力發展營

養服務，使機構服務更趨全

面。一方面透過舉辦員工

培訓及專業講座，增進同

工營養學知識、飲食實務

資訊及技巧，並協助他們

身體力行，落實均衡飲食

和生活，同時把所學到的知

識應用於日常工

作上，提高服務

質素。

　　另一方面，

我們亦會加強推動

社區健康的工作，包括

巡迴舉辦營養專題講座、提供多

元化及互動營養教育活動和營養訓

練課程等。進一步藉「健樂坊」此平

台開展個人健康管理服務及購物中

心；個人健康管理包括健康飲食、

健康家居環境、健康家居用品、健

康生活資訊的掌握等。透過在社區

建立健康場所、銷售健康食品、有

機產品、護理復康用品及環保用品

等，使社區人士更容易建立健康生

活。舉辦各類健康諮詢服務、健康

講座及導賞遊等活動，宣揚健康飲

食及恆常運動的重要性，讓社區上

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人

士可以系統地把個

人的健康管理做

好，達至改善健

康及提高生活質

素，享受健康帶

來的福樂。

　　我們意識到均衡飲食及恆常運

動的重要性，故此在本年度，特別

向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申請撥款，

舉辦一項名為「營養身心．健體人

生」的社區健康教育計劃。整個計

劃包括三個項目：義工培訓(體適能

運動及營養飲食教育)、「千人運動

日」、體適能運動宣傳日及健體人生

巡迴展覽。

營養身心．健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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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聖經》箴言10章22節

服務透視服務透視

賣旗籌款活動
2007年賣旗統籌小組召集人　陳清華			

　　全賴各位友好的支持及同工的努力，2007年賣旗籌款大豐收！

　　本機構於2007年9月22日順利完成了今次的賣旗日，全賴我們

的服務使用者、社區團體、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全力支持下，共有

超過5,500名義工參與是次賣旗。從收回的5,700多個旗袋中，我們共

籌得146萬多元的善款，連同其他籌款渠道所籌得之款項，例如：籌

款活動、個人及團體捐獻等，共為機構籌得170萬多元的善款，支持

急需發展及配合社會需要的服務，包括：

※	扶助獨居長者及貧窮人士脫離貧困

※	支援隱閉長者、貧困家庭及兒童、單親人士、低收入人士、少數

族裔及弱勢社群

※	促進家庭及社區和諧共融

※	提昇社區人士的身、心、靈健康

　　能有上述的美滿成果，有賴各位服務使用者及機構同工的全力

支持，本機構亦特別鳴謝以下人士及團體，為是次賣旗籌款所作出

的貢獻：

1. 高皓正先生及喬寶寶先生，擔任是次賣旗之「愛心之星」；

2. 地下鐵路有限公司，准許在站內賣旗；

3. 九廣鐵路有限公司，准許在站內賣旗及張貼海報；

4. JCDecaux Texon，免費安排巴士站燈箱海報；

5. Yesgo Production，免費拍攝賣旗花絮；

6. KCRC，免費安排火車站燈箱海報；

7. RoadShow Holdings Ltd.，免費播放賣旗短片。

　　而最重要的，是再一次向各位出錢出力支持是次賣旗籌款的善

長仁翁及各位同工致以衷心的謝意！

「建業坊」–「基層人士技能實踐平台」及「健康、環保產品銷售店」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主任		林志宏

徐錦堂先生從管理
委員會委員劉惠靈牧師手
中領取廿五周年長期服務獎感
謝狀。

香港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讚揚
同工的努力，使機構的服務得
以擴展。

凝聚社會資本
  齊建和諧社區  邁向

34周年紀念統籌大會	召集人		羅耀華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與社區一起成長不經不覺已

踏入第三十五年，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是機構成立三十四年的

月份，早於十月份各部門已準備精選活動，三十四周年活動

統籌大會更特別推出各項慶祝活動，其中包括：邁向三十五

機構襟章設計比賽、社區幸福照選舉、兒童填色比賽等，讓

社區各階層及年齡人士參與，共慶機構三十四歲「生日」，

比賽活動反應十分熱烈，大會需從四百多參賽/投票中選出九

位得獎者。

　　三十四周年「生日會」於十一月十七日在和宜合道22

號機構總部球場舉行，透過嘉年華會與坊眾同樂，今年生日

慶祝會主題是「凝聚社會資本，齊建和諧社區」。嘉年華會

由本機構管理委員會主席關恆生先生致詞，社會福利署荃灣

及葵青區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陳國強先生主禮，並

由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陪同兩位嘉賓為長者活力醒獅隊點睛

後，各項精彩活動隨即展開，今年除了班組會員的歌、舞、

音樂等精湛才藝表演外，更邀得來自機構「寵愛軒」中心的

「狗狗」表演「開心士兵Show」，牠們(狗狗)與主人很有默

契，主人的特別指令令本來頑皮的小狗十分馴服，皆因主人

是機構寵物服從訓練班的畢業生！具備了專業指導狗狗服從

的本領。 

　　嘉年華會的免費攤位遊戲最受兒童歡迎，今年特設五個

社會企業展銷攤位，坊眾及家長對展銷攤位的健康/環保產

品、婦女DIY布藝及寵物衣飾均十分欣賞，麥理浩餐廳當日美

食攤位的特色小食令人垂涎。

　　三十四周年「生日會」，除了提供機會與坊眾同樂外，

更重要是凝聚了會員、義工、服務受眾才藝及能力資本，為

社區營造更多和諧氣氛。

　　嘉年華完結後接著便是機構的周年大會。是次邀請到香

港聖公會鄺保羅主教擔任主禮嘉賓，鄺大主教讚揚同工的努

力，實踐主耶穌基督的愛，服務社區三十多年。機構管理委

員會主席及總幹事致詞及報告過去一年的服務成果。當日，

葵青荃社區領袖、政府部門代表、街坊社團組織代表、工商

界及機構會員等，共有三百多人出席典禮。



「願賜平安的主隨時隨事親自給你們平安。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聖經》帖撒羅尼迦後書3章16節

服務透視

夾心女人 可以活得更精彩！！
長者綜合服務服務幹事	馮雪儀

『忘我』的「夾心女人」
　　『夾心女人』，是一群既要照顧年老體弱長輩，又要料理自己家

中事務的『一家之煮』。她們往往不計較時間和心力，全心全意地照

顧家人；但是，卻吝嗇把分亳時間留給自己。大家身旁有很多夾心

女人，可能你自己也是其中一位。長者綜合服務在9至12月舉辦一系

列「夾心女人．活得精彩」計劃，悉心為一班夾心女人安排「同行互

勉傾心聚會」，讓她們歇一歇，互訴心聲。

　　還記得一位組員曾因為「離不開」照顧工作而婉拒出席活動。當

時我對她說：「其實，妳今次參加與否都不要緊，但我關心的是如果

妳天天都那麼辛苦，現在連三小時都不能抽空舒展，我比較擔心妳

的身心健康，到底還能否支撐下去?！」此活動特別之處，是參加的

夾心女人可攜同家中被照顧的孩子和長者到中心，由中心義工協助

看顧，自己則可安心投入活動之中。 

因要愛家人，所以更要懂得愛自己
　　記得其中一位參加者宋女士分享自己的感受：「夾心組讓我們與

同境況的人分享自己的壓力。雖然每次只得一個半小時，但各同學

都投入地講出自己的感受，達到大問題從解決小問題開始。真的很

高興導師的客觀分析，令我們從不了解自己到愛惜自己。」

　　隨著人口老化問題越來越嚴重，照顧體弱家人的工作更是責無

旁貸。盼望這班夾在三文治裡的女人，在付出「愛的勞動」同時，也

給予自己一點時間愛錫自己！

　　「夾心女人．活得精彩」將於2008年1月1日﹝元旦日﹞下午1時至

5時，假葵涌運動場硬地足球場﹝葵芳新都會廣場對面﹞舉行社區教育

展。活動內容包括「夾心女人心路迷宮」、遊戲攤位、展覽、歌唱表

演、手工藝製作、跳彈床、服務諮詢站等，更會派發資料豐富的『夾

心女人』資料手冊。歡迎各位支持夾心女人者免費參加。

　　有關護老者支援服務和其他長者服務詳情，歡迎致電24235489

查詢。

「愛‧回家」及「空巢」
佳音服務部傳道幹事		張捷興

　　在6月至9月期間「生命工場」4周5電影分享晚會主要是播

放由「真証傳播」拍攝的「愛‧回家」系列的片段，之後有嘉賓

分享訊息。

　　在9月21日的聚會「愛裡重圓：青少年音樂敬拜聚會」是

「愛回家系列」的總結，主要是由青年人現身說法，向家長講

述年青人如何看家庭，分享年青人文化、動作及說話，以及

怎樣讓上帝介入他們的生命，改變了他們。當晚的內容相當

豐富，除有詩歌敬拜隊的獻唱、D.O.G. Power隊員分享及馬偉

利牧師的証道外，我們還請了高晧正先生蒞臨分享「罪、愛、

寬恕」。晚會的氣氛相當熱鬧，60多位參加者在麥理浩餐廳

內享受聚會帶來的歡欣，在一片的歡樂及感動的氣氛中完

結。

　　在07年10月至08年1月是「生命工場4周5」分享會第三

季～「(誰)陪著你走」系列，談及「空巢期」，聚會分為四次舉

行：07年10月26日《父母如何適應子女離開自己的身邊》、

07年11月23日《如何強化夫婦之間的關係》、07年12月29日

《怎樣與家人面對病患》及2008年1月26日「生命永不止息」福

音聚會。內容讓大家思想以下這些問題：

	1.	父母要學習放手，讓子女安心離開自己，任憑他展翅高

飛。

	2.	將生命焦點從孩子轉到個人發展和與神的關係上。

	3.	怎樣開始準備退休後的生活呢？

	4.	珍惜眼前人，爭取仍然與另一半共處的時間，重新投入

婚姻關係之中。

	5.	如何適應退休生活。

	6.	照顧的道路是難行的，但我們仍可藉仰望神，得著盼望

和信心，陪伴老伴走過最後一段路。

　　希望透過以上的問題，讓大家思想如何去建立及強化家

庭關係。

　　查詢及購票﹕2619 1903 / 2423 5265

　　為協助社區內的基層社群與現時勞動市場銜接，單單提供技能訓練並不足夠，實際的工作平台更有助學員掌握工作的技巧。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遂於本年6月開始籌辦基層人士技能訓練及實踐中心－「建業坊」，並已於９月開業。

　　「建業坊」是一項社會企業項目，按市場的實際需要而提供適當訓練予基層人士，並為訓練完畢的學員提供一個過渡性的真實

工作平台。學員透過實踐，增加工作經驗，提高與勞動市場接軌的機會。

　　建業坊亦有銷售健康及環保產品和提供保健按摩服務，提倡健康、環保的生活，及為社區人士提供價格合理的按摩服務，為

繁忙的都市人減低生活壓力，消除因長時間工作而積累的疲勞。

　　「建業坊」地址：新界葵涌和宜合道葵星中心地庫47及48號

「建業坊」–「基層人士技能實踐平台」及「健康、環保產品銷售店」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主任		林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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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聖經》路加福音11章10節

優質之旅

自 由 講

義工嘉許禮

中央義工統籌小組召集人		鄭佩霞

　　近數年，機構的服務發展迅速，除了同工們的努力外，

實在亦有賴義工們的默默付出。亦因此，機構於2007年10

月14日(星期日)在機構總部禮堂舉行「始終有您—義工嘉許

禮」，向所有長期支持機構服務的義工致以衷心的謝意。

　　當日我們邀請到社會福利署荃灣及葵青區助理福利專員李燦楊先生擔任主禮嘉賓。程序開始

先由關恆生先生致歡迎辭及李燦楊先生致勉勵辭，再由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陪同主禮嘉賓主持

亮燈啟動儀式。接著由李燦楊先生頒發個人義工金銀銅獎項，獲獎義工人數逾200人；繼由關恆

生先生頒發小組金銀銅獎與外間團體感謝狀及主持2007至2009年度中央義工聯席委員之委任儀

式。本屆共有24個小組獲獎，比前年數目有所增加；而2007至2009年度共有16組總計29位義工

代表獲委任為中央義工聯席委員。

　　會上加插遊戲及心聲分享，表演項目有青年結他與長者二胡合奏、兒童及青少年手語舞、

主題舞及拉丁舞；會後設茶點及卡拉OK餘興，活動內容豐富；全日共有230名義工出席，場面熱

鬧。

　 　

「我是“中藥植物種植

班”的學員，這課程比我想像中

要好，除了在課堂上學到中藥培植、生

長、採收及加工炮製的知識外，更認識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記得同學中有幾人是從來

未下田工作的，所以大家當初一起在田間開墾

時十分辛苦，但看到藥苗長出來的時候，大家

真的很高興，最後更將它煮成美味有益的藥

膳，令我感覺到十分充實，希望將來再參

加相關的課程。」

Kennise	“中藥植物種植班”
學員

　 　

「我參加了中心主辦

的“中藥導賞行”到大欖涌水

塘，認識了很多不同種類的中草

藥，有些以前經常見到的花草樹木，

好像鴨腳木等等原來也有藥用價值，

令我獲益良多，日後我再行山遠足

的時候可有多一重樂趣了。」

Ava	中醫藥活動參加者

 中 醫 藥 課 程

學員心聲



07
「這恩典是上帝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聖經》以弗所書1章8節

生活秘笈

產品名稱 份量	(克) 反式脂肪	(克) 飽和脂肪(克) 膽固醇(毫克) 脂肪總量(克) 熱量(千卡)
首選牌切皮三文治原味方飽 29(每片) 0 0.4 0 0.8 66.7
大班高纖健康麥包 54(每片) 0.05 2 11.9 4.9 162
7-Eleven椰絲奶油包 95(每個) 1.3 10.5 40 24.7 408.5
美心西餅腸仔包 85(每個) 0.09 3.8 45.9 11.1 255
銀龍粉麵茶餐廳菠蘿包 47(每個) 0.06 1.6 11.3 5.2 169.2
美心西餅蛋撻 60(每個) 0.2 3.2 66 9 186
奇華正式雞蛋糕 150(每個) 0 2.9 180 11.3 510
美心朱古力雪芳 55(每個) 0.03 2.7 132 9.9 214.5
榮華蛋卷 16(每條) 0.16 1.8 38.4 5 86.4
津味雞蛋仔 150(1底) 0.05 3.2 64.5 16.5 525
肯德基格格脆薯塊 (大) 210(1份) 0.3 15.3 0 50.4 756
麥當勞薯條 (大) (9月後) 120(1份) 0.1 7.6 0 20.4 408
美心MX炸雞脾 (淨肉計) 136(1隻) 0.08 5.6 190.4 17.7 312
肯德雞炸雞 (原味) (淨肉計)
(1件雞胸+1件雞翼) 210 0.13 13 199.5 42 672

麥當勞麥樂雞 160(9件) 0.22 13.6 86.4 40 560
花嘜輕怡植物牛油 14(1湯匙) 0.02 1.4 0.2 6.7 60.2
First Choice Light Reduced Fat, 
Reduced Salt Spread 14(1湯匙) 0.45 1.5 0.11 8.4 75.6

雪印特級植物牛油 14(1湯匙) 0.6 1.7 0 11.6 105

「反式脂肪」的來源
　　牛羊肉、牛羊奶和牛油含有少量天然的反式脂肪，當食

物加工將植物油由液體轉化為固體，其間氫化過程會改變氫

分子的排列方向，產生「反式脂肪」。氫化植物油的目的是

提高油脂的硬度，增加食物的穩定性，及延長保質期。

(資料來源：《選擇》(第372期  2007年10月15日)

　　「反式脂肪」成為近來城中熱話，這一詞不能說新近出

現的，早在1990年，有荷蘭科學研究報告「反式脂肪」對

血清中壞和好膽固醇含量的影響，其後美國陸續發表有關研

究，其他歐洲國家、美國、星加坡等自2000年開始，於不同

時段採取監管措施，以減少食物中的「反式脂肪」供應，但

仍沒有一致的標準做法，香港政府仍未實施有關標籤規定，

還在草擬當中。

如何減低「反式脂肪」攝取量

	減少進食含有反式脂肪食物，反式脂肪多來自加工食物，
如：餅乾、蛋糕、曲奇餅、餡餅、炸薯條、脆片類零食、

沙律醬、植脂奶粉、起酥油、植物牛油。

	細閱營養標籤，選擇含有較少反式脂肪的食物

	查閱食物成分標籤，避免進食含有下列成分的食物
 ˙氫化植物油、部分氫化植物油

 ˙氫化脂肪、部分氫化脂肪

 ˙植物起酥油

 ˙人造酥油

 ˙雪白奶油

　　大家將焦點放在反式脂肪的同時，要記住心臟病的風險

因素不只是攝取過量的反式脂肪，還有飽和脂肪、膽固醇，

及缺乏蔬果和運動等因素，總而言之，健康的身體是藉著均

衡飲食和恆常運動所達至的。

含反式脂肪的熱門食品
　　消費者委員會出版的《選擇》(第372期)公佈80個食物樣

本所含的反式脂肪量，我們選了部分食物並列出所含的各種

脂肪、膽固醇和熱量，有些食物的反式脂肪含量低，甚至零

含量，但膽固醇、脂肪總量很高。測試食品是一般市面購買

的，差不多是香港人常食的食物，可想言之，精明的選擇和

飲食計劃對均衡飲食是不可或缺。

「反式脂肪」的影響
　　反式脂肪與飽和脂肪同樣會增

加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壞”膽固

醇)，反式脂肪更會減少高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好”膽固醇)，因而增加

患上心臟病的風險。

「反式脂肪」 
的每天可食用量
　　美國多間學會或政府指引建議

反式脂肪攝取量越少越好。世界衛

生組織則建議少於2克。其實，反

式脂肪己被證實危害我們的健康，

還是越少越好。

反式脂肪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註冊營養師		郭婉珊



檔 案 室

總部開放時間：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除特別通知外)；部份公眾假期─休息

各服務部門之開放時間，請致電有關部門直接查詢。

服務家庭關懷社區

倘蒙　台端樂意捐助善款，贈予本機構作拓展新服務及舉辦福利活動之用，可隨此函附上＊支票（抬頭請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寄「葵涌和宜合道22號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總幹事收」。如有查詢， 
歡迎聯絡總幹事沃馮嬿琼女士，電話2423 5265。謹為受惠坊眾致以衷心謝意！

（請用正楷填寫）

捐款者姓名：  身份證號碼：

捐款團體／公司名稱：  聯絡人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支票號碼：  日期：

＊備註：凡捐助 $100 或以上者，將獲發正式收據，作免稅用。

　本機構位於和宜合道總部的停車場入口，只供車輛進出。

為保障各位會員坊眾的安全，請使用正門入口。

做個安全道路使
用者！

 出入平安！

離岸服務單位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石蔭)幼稚園幼兒園 新界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地下 2276 5028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青衣邨社區會堂 新界青衣青衣邨第二期 2435 9342
鄰舍層面社區發展部 新界荃灣老圍村公所公立學校 2492 9909
LMC	(Love	Multi	Culture) 新界葵涌葵富路7-11號 2420 9200 
 　葵涌廣場三樓3111舖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青衣綜合服務中心/青衣教育中心 新界青衣長安邨 2436 2977 
 　安濤樓地下127-144號
力行坊—零售實踐中心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36-60號 2439 5781 
 　創意無限商場二樓S210舖 
寵愛軒—培訓及實踐中心 九龍大角咀萬安街16號地下 2381 8500
融藝坊 九龍西鐵南昌站5號舖 (近D2出口) 2958 1376
建業坊 新界葵涌青山公路416號 2423 5120 
 葵星中心47及48號
融藝工房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2-70號 2409 2380 
 　寶業大廈B座5樓2室　

		長者綜合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石安辦事處 新界葵涌石籬邨石安樓地下 2423 5966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葵青辦事處 新界葵涌葵昌路58-70號 2420 9121 
 　永祥工業大廈13樓A11室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聖公會荊冕堂傑德牙科醫務所 新界荃灣德士古道67號 2614 5333 
 　聖公會荊冕堂地下
健樂坊 新界西鐵荃灣西站10號舖 (近A出口) 2405 5919

位於總部之服務單位

新界葵涌和宜合道22號 2423 5265

		照顧及教育綜合服務

趣智成長樂園 2423 5496
幼稚園幼兒園 2427 3523
學童課餘託管服務部 2487 3980

		家庭及社區綜合服務

家庭活動及資源中心暨家庭生活教育 2423 5045
團體及社區工作部 2423 5064/2423 5062
全人發展服務部 2426 6075
健體中心 2619 1327

		就業發展綜合服務

工商業社會服務部 2423 5042
聯商服務拓展部 2423 5042
餐飲業培訓中心 2423 5042

		長者綜合服務

林植宣博士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2423 5489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部 2421 5350

		社區健康綜合服務

普健綜合服務中心	(牙科/中醫/復康/保健服務) 2619 1903
社區健康促進服務部 2619 1903
佳音服務部 2619 0087
健康專線	(預約及查詢) 2619 1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