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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潔冰 戴洪芳

歡迎新會員加入

一個人縱使得到全世界，但失去自己

生命又有何意思哩！所以我們平日應多注意

健康，今期推介世界傳統養生文化學會會訊

其中一段「身體排毒與精神排毒」，另一段則

教你煲靚湯「甘麥大棗湯」，又名「一碗解千

愁」，這對於身體是非常有益的。此秘方為蓬

瀛仙館中醫療車註冊中醫師胡達輝提供，對一

般工作壓力大，思考過量，受委屈或不如意的

事動了肝氣，失和而心神恍惚，睡眠不安等有顯

著效果。另外，金陶軒廚師推介的健康素食，亦

預備給各會員享用。

擦胸揉腹養生法，是中國古時簡單有效的養

生方法，很適合中老年人學習，對防止肥胖和提

高人體免疫功能有很好作用。眾所週知，人的血

液中存在著一定濃度的胸線素，有著維持免疫功

能和抵抗疾病的作用。擦胸能

使「休眠」的胸線細胞處於

活躍狀態，對抗老化益壽

功能。

長期堅持揉腹可使

腸胃及腹壁肌肉強健，能

健脾胃，增加消化液分泌及

腸胃蠕動，促進血液循

環，加強胃腸、腎臟的功能，以利於食物的

消化和吸收。

擦胸，揉腹的方法很簡單，先擦胸用右手

掌按在右乳上方，手指斜向下，適度用力推擦

至左下腹，然後再用左手掌從左乳上方，斜推擦

至右下腹，如此左右交叉進行，一上一下為一

次，共推擦36次，還可兼做擦背部，也有助於

啟動背部免疫細胞的活力，再進行揉腹，以右手

掌從心口窩左下方揉起，以肚臍為圖心（順時針

方向）揉腹一圈為一次，共揉50次以上，如減肥

可增至200次以上，用力適度，右手做完再換左

手向反方向進行，次數同上，擦胸，揉腹通常每

天起床和晚上睡前各做一次，要注意的是，在鍛

鍊前應排空小便，如患有腫瘤、出血等急症時，

應停止鍛鍊。

「數獨」遊戲自上期刊載

後，已有多位追捧者，他們

部份可從書店找到書籍繼續

他們的遊戲，但部份不知從

何處找到此「九成九」的小

方格，編者從報章剪下拾數

個版圖，可致電或親臨俱樂部

辦事處索取，或參考網站︰

www.sudok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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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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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童軍中心8樓 電話：2957 6455

時間祇是下午三時，身體已疲乏不堪，噢！原來我是亞健康
的受害者！在激烈競爭、高壓力及環境惡化的情況下，身心
長期處於應戰狀態，不知不覺下患上疲勞綜合症。調查顯
示：75% 華人知識分子處於亞健康狀態，屬於管理層的更是

高達 85% 。

是否有補救良方？

生活在已嚴重受污染的香港環境，我們每天從空氣、食
水及食物在不覺之中吸入了很多毒素，另外在我們生活及工
作的環境中亦不斷吸入輻射及電磁波的污染，這一切是「外
毒素」。再且，在與時間競賽的生活環境中，我們本身亦自
我製造了不少「內毒素」，所謂內傷七情──喜、怒、憂、
思、悲、恐、驚──是也。另外，還有一種毒素是新陳代謝

的產物，例如H 毒素（Homocysteine）。

所以，健康生活首要任務是盡力防毒，即是減少外、內
毒素至最低限度。但是毒素總是會入侵體內，又或通過新陳
代謝而製造出來的。

毒素積聚在身體的不同位置會引致不同的病徵，例如在
關節骨骼中，會引發頸椎痛、膝蓋痛、痛風、風濕關節炎
等。這些毒素包括尿酸針狀結晶，發炎物質及自由基。而很
多時候，毒素會滯存於血液裡，嚴重者引發中風及心臟病，
這些毒素包括膽固醇、三甘油脂及少人認識的 H 毒素

（Homocysteine）、 AGE（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及發炎物質如CRP（C Reactive Protein）及F
毒素（Fibrinogen）。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排毒器官，毒素不能在大小二便排

出，很多時候會從皮層排出來，病徵是暗瘡、皮膚黑痘、雞
皮等。

毒素若積存於消化系統內，會產生不同的症狀如便秘、
噁心、反胃、胃疼，胃脹，嚴重者會引發腸癌。

毒素積存於呼吸系統內，會產生氣喘、咳嗽、呼吸困難。
鼻炎等症狀，嚴重者會引發鼻咽癌及肺癌，前者是不少廚師的
職業病（試想像積存在吸油煙機的油污長期黏附在你的呼吸系
統內），後者多與吸香煙的頻密有關。

今時今日人體很容易吸入致癌物體，世界衛生組織公佈
連咖啡也含致癌物質：丙烯酸胺（Acrylamide），其他毒
水、毒菜、毒果、毒肉等更不在話下了。但是，致癌物質在
體內需要某種生物環境才會引發癌病，因此為了健康，我們

就得防止這種引發癌
病的生物環境。

從營養醫學的角度，排毒需要多吃新鮮有機蔬果，提高
身體的抗氧化物及酵素，去中和自由基及排解毒素，另外要
多吸收好油（如橄欖油、亞麻子油、深海魚油），戒壞油（高
溫煎炒食油變成逆態脂肪酸），用植物蛋白質代替動物蛋白

質，多飲豆漿、杏仁漿代替牛奶，多飲過濾清水，多吃健康
五穀、十穀，用可入口的化妝品，用排毒浸浴中和輻射電磁
波的毒素。適當的曬太陽提高體內活性維生素D，採取「三
低一高」的飲食習慣，多做身體鍛練，多到郊野大自然。

西方的營養醫學知識對現代人的養生保健貢獻良多，但
它有它的缺憾，缺憾是過分標準化（這是西方一般通病），
根由是假設每人的體質是一樣的，因此甲病甲藥治，乙病乙
藥治。

中醫的看法則不一樣，不論診斷後開藥方或安排飲食，
都視乎個人體質而定，否則有「虛虛實實」之弊。

外毒素用飲食可以排解，內毒素又如何治理？

排外毒素是身體排毒（Detox the body），排內毒素是
精神排毒（Detox the mind）。

清除精神垃圾淨化心靈有很多方法，但有些方法有效，有些

無效，有些祇是適用於某類人，實在因人而異的。

例如，生活於節奏太快的人，一般不容易即時靜下來，
因此不宜用禪坐去精神排毒，不是禪坐不好，而是這個180
度的轉變強逼腦袋靜下來，腦袋一般不能適應，結果是愈強
逼靜下來，愈多思想，多半是胡思亂想，坊間有另一方法稱

為「昇越法」，是用「昇越口訣」去取代這些不受控制的思
想，這昇越法比較禪坐的全靜態多了點「活動」，對港人適
應面容易一點。又另一方法稱「生活的藝術」（A r t  o f
Living），此法配合一些瑜伽呼吸及動作，活動性強些，通
過呼吸及動作，逐步引導練功者到心靈靜止、平和的境界。

「養生學會」推介的是中華先賢五千年傳下來的「內丹
功」又稱為「腎的健美操」，是一外動內靜的靜心養生法，
對清除內毒素效果明顯，通過秘傳口訣，在柔慢連圓的練功
方法「練腎生津、練津生精」。在「精髓足、百病無」的現象
下，因腦電波從急促的Beta波段，放緩至有淨化心靈的Al-

pha波段，體內自然滋生出「腦內嗎啡」及其他良性荷爾蒙，
甚麼內傷七情，一掃而空，祇剩得祥和與喜悅。

生活在今天的現代人，首先要選擇對自己最適合的精神
排毒（或稱靜修）的方法，實習者除了靜修外，最重要是靜

化思維，採取自然之道、不強求、不二化，任何事情不固執
地分好壞、喜惡，順應自然，因此再無執着。為人不爭先，
做事出力不強求，節約資源能源，做人永遠慈愛，此乃老子
所謂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為天下先，此乃人
間淨土，地上天堂！

資料來源錄自世界傳統文化養生學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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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平息因憂思過度，工作壓力大，受委屈或

不如意的事而肝氣失和；引起精神和意志

受到影響︰如心煩意亂、失眠、情緒不

穩、喜怒失常悲傷慾哭及記憶力降低。

材料︰
甘草一錢、小麥一兩、大棗（即黑棗）四個。

製作︰
清水三碗煎至一碗溫服。

總編輯：陳栢泉 副總編輯：關景賢 執行編輯：蕭韻誼

甘麥大棗湯

資料由莫生提供

熱量︰

445 Kcal（未計調味料熱量）

功效︰

健脾胃、降血脂，有助改善動脈硬化

材料︰

大米100克、香米少量、山楂100克

製法︰

1. 把少量香米加入大米內（可令粥更棉滑），然後洗淨，將米用

水浸1小時

2. 用油、鹽把米撈一撈，再加水煲2小時

3. 將山楂洗淨切片，隔水蒸腍，加入粥內煲15至30分鐘，調味

即成。

材料藥性︰

山渣︰味酸、甘，性微溫，功能消食化滯、行瘀止痛。

大米︰味甘，性平，有健脾養胃，止渴除煩的功效。

驚蟄，一年中的第三個節氣。農曆書中記載：「鬥指丁為驚蟄，雷鳴動，

蟄蟲皆震起而出，故名驚蟄。」所謂鬥即鬥綱，也就是北斗七星中的魁、衡、

勺三顆星。它們隨著天體的運行，鬥綱指向不同的方向和位置，其所指的位置

就是所代表的月份。在陽歷中，鬥指丁時，太陽黃經為345度。

驚蟄，是「立春」以後天氣轉暖、春雷初響、驚醒了蟄伏在泥土中冬眠的

各種昆蟲的時候，此時過冬的蟲卵也要開始卵化，由此可見驚蟄是反映自然

物候現象的一個節氣。但真正使冬眠動物甦醒出土的，並不是隆隆的雷

聲，而是氣溫回升到一定程度時地中的溫度。

驚蟄節氣的養生也要根據自然物候現象，自身體質差異進行合理的精

神、起居、飲食的調養。而體質差異實際上是指體質養生中因人養生的一

個方面。由於人體稟賦於先天，受制於後天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其生長發

育和衰老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生理功能上的相對穩定的某種

特徵，這種特徵往往又決定著機體對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病變

過程中的傾向性，因此在養生中要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



午市點心自選套餐（四位用）

$238
以下任選一款

瑤柱貴妃雞（半隻） 江南燒味雙拼

以下點心任選四款

金陶軒蝦餃 鮮菰棉花雞

蟹子燒賣皇 蠔皇鮮竹卷

鮮竹牛肉球 芋絲炸春卷

豉汁蒸排骨 家鄉咸水角

豉汁蒸鳳爪 香麻叉燒酥

蜜汁叉燒飽 蔥花蝦米腸

以下任選一款

西蘭花炒牛肉（例） 錦江海鮮煲（例）

以下任選一款

瑤柱蛋白炒飯 主席炒米

楊州炒飯 鮮茄牛肉飯（炒底）

涼瓜排骨煎米粉 蟹肉瓜粒海鮮泡飯（1窩）

奉送即日甜品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暫停

香港童軍總會總監俱樂部——金陶軒香港童軍總會總監俱樂部——金陶軒

香燒琵琶鴨

半隻＄118/壹隻＄220
竹籠蒸糯米蟹飯 例＄98

原個南瓜干蔥爆雞

半隻＄128/壹隻＄220

糖醋小排骨 例＄68

X.O.醬翠瓜炒花姿珊瑚蚌

例＄68

潮式浸魚肚 例＄78

豉油皇干煎大蝦 例＄140

蠔皇澳洲4頭鮑魚配海參

每位＄148

香草腰果牛柳粒 例＄78

豉蒜麵線蟹煲 例＄98

荷塘顯仙景 例128元
麗影紅紗卷 例＄108

風沙竹籠焗牛柳

例＄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