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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會員加入

基本會員 李子健 潘耀雄 溫德明 陳偉道
馬國樑 阮敬豪 方耀華 張健卿
葉子琛 鄧笑之 文浩智 陳漢榮
吳翠珊 陳榮基 廖達材 羅健威

附屬會員 源文錦

貴賓會員 余柏岐 陳雪兒 林麗香 李淑妍
鄭文謙 簡肇昌 陳柏麟 何厚源
馮艷琼 葉漢唐 劉潤榮 陳明鉅
許文博 羅崇文 麥廣利 呂廣源
劉明昊 陳建平 彭麗嫦 伍慧珠
李家駒 馬維驊

香港童軍總會總監俱樂部與

金城設施管理有限公司於 200 9

年6月2日舉行簽約儀式，合約期

限全部為8年，共分二部份，第

一部份為5年之「固定合約」期，

由2009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

31日止。第二部份為3年之「延

續合約」期，由2014年9月1日

至2017 年 8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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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的國家都有生產蜂蜜。
★ Ayurvedic和Yunani 醫學，一直都使用蜂蜜作為
這幾個世紀以來，重要的醫學研究。

★ 今日的科學家也接受蜂蜜可以治愈大多數疾病。
★ 蜂蜜可用在各種疾病且沒有任何副作用。
★ 今日的科學也指出，蜂蜜雖甜，但適當的劑量並
不危害患有糖尿病的病患。

★ 蜂蜜和肉桂的混合物能治愈大多數疾病。
★ 一本加拿大著名的雜誌 "Weekly World News"
於1995/1/17曾發表，蜂蜜和肉桂可以治愈疾病。

* 大部份疼痛可在15分鐘內退去。
* 關節炎病患每天可飲一杯加入兩匙蜂蜜和
一小匙肉桂粉的熱水。

* 如果定期喝，慢性關節炎可被治癒。
* 微溫的水加入一匙蜂蜜及一小匙肉桂粉，
在身體發癢的地方塗上並按摩。

* 哥本哈根大學近期做的研究發現，醫生
利用蜂蜜加肉桂粉的混合物來治癒病
人，但需在早餐前食用。一星期後，約
200名病患試用此療法， 73名病患疼痛
在一個月內明顯減少。大部份的病患在
試用此療法前，走路都不太方便，試用
後，病患可走路且疼痛也減少了。

關節炎

掉髮 * 那些受掉髮或者有禿頭之苦者，可在洗澡
前用熱橄欖油，加一大匙蜂蜜及一匙肉桂
粉在頭髮上停留約15分鐘後再洗頭。

* 即使只停留五分鐘也很有效。

膀胱
感染

喝一杯加有二大匙肉桂粉及一大匙蜂蜜的熱
水，可殺死膀胱裡的細菌。

牙痛 在牙痛的地方，塗上一大匙肉桂粉及五大匙
蜂蜜做成的糊狀物，一天三次，直到牙齒不
痛為止。

* 二大匙蜂蜜和三大匙肉桂粉加入16盎司的
茶，給有膽固醇的病患喝，二個小時內可
減少血液裡10% 膽固醇。

* 一天三次可減少膽固醇含量。
* 從一本醫學雜誌裡得到的訊息：Medical
Journal表示，每日飯後食用純的蜂蜜可
減少膽固醇。

膽固醇

感冒 * 感冒的人可連續三天食用，一大匙微熱蜂
蜜加1/4匙肉桂粉。

* 這個過程可治癒慢性咳嗽、感冒及清理靜
脈竇不孕

腸胃
不適

* 蜂蜜加肉桂粉，可治癒胃痛及胃潰瘍。
* 胃氣/腸氣：根據印度及日本所做的研究
發現，食用蜂蜜加肉桂粉可以減少胃氣及
胃痛。

心臟病 * 早餐定期吃塗有蜂蜜和肉桂粉的麵包。
* 它可減少動脈的膽固醇且可避免心臟病發
作。
* 對於過去曾有心臟病發作的病患，只要每
天食用，就可避免再一次的心臟病發作。
* 定期遵守上述的步驟，可減輕呼吸困難的
症狀且可加強心跳。
* 在美國及加拿大，很多的療養院都有成功
的例子發現，當病患的動靜脈阻塞時，蜂
蜜和肉桂粉可改善血液流動。

免疫
系統

* 每日食用蜂蜜和肉桂粉，可加強免疫系統
及防護細菌及病毒的侵害。
* 科學家發現蜂蜜有大量的維生素和鐵。
* 連續食用蜂蜜，可加強白血球對抗細菌及
病毒。

消化
不良

飯前食用二大匙蜂蜜加肉桂粉，可減少胃酸
且幫助食物的消化。

流行性
感冒

西班牙科學家已證實，蜂蜜具有可殺死流行
性感冒及預防感冒的天然要素。

長壽 * 定期喝茶並加上蜂蜜和肉桂粉，可預防老
化。
* 將4大匙蜂蜜加一大匙肉桂粉及三杯水煮
沸。
* 每天喝3-4次，一次1/4杯，可保持皮膚
光滑且預防老化。
* 也可延長壽命，讓你更年輕！

青春痘 將三大匙蜂蜜加一大匙肉桂粉調成糊狀，睡
前塗在青春痘處，隔天早上用溫水洗去，連
續兩周，可消除青春痘。

皮膚
感染

蜂蜜加肉桂粉可治癒濕疹、輪癬及其他皮膚
感染。只要將蜂蜜加入肉桂粉，塗在感染處
即可。

減重 * 每天早上空腹，在早餐前三十分鐘及睡前
喝一杯用蜂蜜加肉桂粉煮的水。

* 定期喝可以減重。
* 定期喝，即使吃高卡路里的食物，也不會
讓身體堆積脂肪。

不孕 * Yunani和 Ayurvedic多年來一直使用蜂
蜜加強男性的精液。

* 如果陽萎的男性定期在睡前食用二大匙蜂
蜜，他們的問題就可解決。

* 幾世紀以來，中國、日本及遠東地區，沒
有懷孕及需加強子宮的婦女，都有食用肉
桂粉。

* 不能懷孕的婦女，可把半匙蜂蜜加入少量
肉桂粉塗在牙床上，慢慢混著唾液吞入。

* 在美國Maryland的一對夫婦，已經14年
沒有孩子且已不抱任何希望。 當這對夫婦
得知這訊息，兩人開始食用蜂蜜加肉桂
粉，幾個月後，妻子懷孕且是雙胞胎。



※ 以上提供的資料及內容僅供參考，俱樂部不保證內容的
真確性，各人的體質及接受能力不同，於有關情況下，
會員 / 讀者應尋求專業意見（如涉及醫療、法律等問題）。

長者飲食問題

1. 咀嚼困難
成因：牙齒鬆脫、假牙裝配不恰當、口水分泌減

少，以致咀嚼困難及不適。
處理：選擇軟硬程度適中的食物。
方法

食物類別 食物例子

五穀類 粥、粉、麥皮等。

瓜菜類 冬瓜、節瓜、菠菜、蕃茄等。

水果類 香蕉、木瓜、提子等。

肉類 免治肉、魚肉、蛋、豆腐等。

奶品類 牛奶、芝士等。

隨著年齡增長，身體機能逐漸退化，很多長者可能會遇到一些有關飲食問題，因而影響進食，甚

至影響身體營養狀況。其實，只要飲食中作出適當的配合，這些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總編輯：陳栢泉 副總編輯：關景賢 執行編輯：潘國輝 助理編輯：陳滙源 陳兆斌

癌症 * 根據日本和澳洲近期的研究發現，胃癌和
骨癌可利用此法治癒。

* 癌症病患應食用三大匙蜂蜜加一大匙肉桂
粉，一天三次，連續一個月，並持續進行
腫瘤療程。

疲勞 * 近期的研究顯示，蜂蜜的含糖量對人體的
幫助大於傷害。

* 有食用蜂蜜和肉桂粉的老年人比較靈活。
* 針對這題材已完成廣泛研究的Dr. Milton
表示，當活力減少時，可每天刷牙後及午
後三點左右喝一杯水加半匙蜂蜜及少量肉
桂粉，一星期活力就會增加。

口臭 南美洲的人，每天都會將熱水加一大匙蜂蜜
及肉桂粉來漱口，這樣可以讓口氣整天保持
清新。

聽力
喪失

每天食用蜂蜜加肉桂粉可恢復聽力

2. 味覺減弱
成因：味覺神經細胞退化，因而減低對食物味道之

感應。
處理：要增加食物的味道，可選用天然調味料如
方法 薑、蒜、果皮等，以代替醃製食物或調味

料，例如︰鹹蛋、鹹魚、蠔油等。
鼓勵咀嚼，避免吸煙，以增加對食物的味
道感應。

3. 口腔乾燥
成因：口水分泌減少，以致常覺口腔乾燥。
處理：喝足夠的水分。
方法 選吃較濕潤的食物如粥、瓜蓉、蒸水蛋。

在食物上加上肉汁或清湯。將較乾之小點
如餅乾或麵包放入牛奶或湯中浸軟。進食
前先喝少量湯水來濕潤口腔，或咀嚼一些
酸瓜或鮮檸檬片以刺激口水分泌。

4. 消化能力減弱
成因：口水、胃液、消化酵素等分泌減少，影響

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因而常有胃脹、嘔
心、噯氣的感覺，多在飽餐後出現。

處理：少吃多餐及細嚼慢咽。
方法 避免煎炸和肥膩的食物及減少食用含咖啡

因或酒精的食物或飲品。
進餐後不宜立刻躺下休息，可作點輕度活
動如散步。

5. 胃口欠佳
成因：疾病、腸胃不適或假牙裝配不當。藥物的副

作用。因情緒低落或其他心理因素影響。
處理：少吃多餐，加添高營養小食如花生醬麵
方法 包、豆腐花、腐竹、蛋糖水等。

選用天然調味料如薑、蒜、果皮等及不同
顏色的食物配料來增加色香味。
多選吃加添了魚肉、碎肉、豆腐、蛋花、薯
仔、乾豆等材料的高營養粥、粉、麵、湯水
或羹，並鼓勵飲湯時連湯渣一起進食。

注意︰若發現飲食問題持續或惡化，應盡早諮詢醫
護人員的意見，以免影響身體的營養狀況。

資料由陳栢泉先生提供



材料： 紅蘿蔔150g　馬蹄30g　豬肺150g

製作方法： 先將紅蘿蔔、馬蹄去皮洗淨切塊，豬肺

洗淨切塊備用，將全部材料放入鍋中，

加水適量，大火煮沸後轉慢火煲 2 至 3

小時，調味後即可食用。

功效： 清熱解毒、養陰生津。

適應範圍： 可作夏季清涼飲料，及有需要調理者。

用法： 一人量，每日分 2 次食用。每周食用

2-3日，因應情況，可連續食用1-2周或

隔周食用。

預防甲型H1N1 流感建議食療方

紅蘿蔔馬蹄煲豬肺湯

材料︰南瓜十兩，白果三錢，粟子四兩，陳皮

二錢。

用法︰南瓜去皮除籽，切碎成粒塊狀，洗淨。

白果、粟子浸透去衣，陳皮浸軟。先注

四至六碗水煲內，煮滾，再放入全部材

料，慢火續煮三十至四十五分鐘，下適

量鹽，即可享用。

功效︰補益氣血、潤肺化痰。

使用時要注意：濕熱痞滿者不宜。

南瓜白果栗子湯

（每隻）原價$220

特價 $110 （半隻）原價$110

特價$55

頭抽豉油雞

山渣麥芽蝦球 $88

竹笙海皇芙蓉翅

優惠價每位$38

川芎百芷湯浸魚雲 $65

冬林上素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