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諮詢熱線
(212) 226-8339 

網址  
www.cbwchc.org

268 Canal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內科部 
(212) 379-6998
婦女健康部
(212) 966-0228

125 Walker Street, 2/F  
New York, NY 10013
兒科及青少年部 
(212) 226-3888
青少年資源中心 
(212) 226-2044
牙科部 
(212) 226-9339 

136-26 37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內科部 
(718) 886-1200
婦產科部 
(718) 886-1287
兒科部 
(718) 886-1222

健康教育部 
(212) 966-0461

社工部
曼哈頓 
(212) 226-1661 
法拉盛 
(718) 886-1212

請加入我們！你的慷慨解囊可
幫助我們提供優質的醫療服
務給予我們的社區。請支持我
們！支票抬頭請寫 Chinatown 
Health Clinic Foundation 及
郵寄至 268 Canal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或瀏覽網站 
www.chinatownhealth.org。 
按照法例捐贈是可用於減稅
的。

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成立於1971年，是一所非牟利的健康醫療機構，致力於為紐約的美國亞裔提供優質的醫療保健服務。

健康乃是無價寶，
定期體檢身體好。
請與本中心預約
做定期身體檢查!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簡稱 HPV) 是女性和男性最常見

的性傳播感染。人類乳頭狀瘤病毒類型

眾多，雖然有些無害，但有些就能導致

子宮頸或身體其它部位的癌症，還有生

殖器疣、或口腔和喉嚨感染。人類乳頭

狀瘤病毒也是子宮頸癌的最常見原因。

如何感染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是通過與受感染的伴

侶進行陰道性交、口交或肛交傳播。一

般情況下沒有症狀，所以患者不知道已

被感染。

如何預防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與子宮頸癌？
人 類 乳 頭 狀 瘤 病 毒 可 以 通 過 注 射

Gardasil 疫苗預防。Gardasil 能夠防止感

染最有可能導致子宮頸癌和生殖器疣的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類型。Gardasil 已經

通過測試，證實安全有效，而且沒有嚴

重的副作用。專家建議所有 11 歲或 12
歲的女生和男生都接種 Gardasil 疫苗，

而最早在9歲便可開始注射。Gardasil 共

有三劑，必須在六個月內完成注射。即

使你沒有在兒童階段接受注射，仍然可

以在 26 歲前注射疫苗。

為什麼孩子需要這麼早接種
疫苗？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疫苗在女性和男性未

有開始性行為時注射最為有效。這會給

他們身體更多的時間來產生抵抗力避免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感染。

男性也應接種疫苗嗎？
是的！男性也有感染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的風險。他們可以接種 Gardasil 疫苗。

男性也應該在青少年時期或在 26 歲前接

受三劑疫苗注射。

確保安全，立即接種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疫苗。請向你的醫生或你孩子的醫生查

詢有關疫苗的詳情。

以上資訊來自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網站。欲知詳情，請瀏覽

http://www.cdc.gov/hpv/vaccine.html。

預防子宮頸癌： 
避免你的孩子感染人類乳頭狀瘤病毒 
文章由張靜安兒科醫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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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母親都希望給孩子最好的。甚至在孩子出生之

前，大部份準媽媽都知道要健康飲食、避免飲酒和吸

煙、並定期檢查。然而，很多婦女還是等到懷孕後期

才開始看醫生。

擁有一個健康寶寶可從懷孕前開始。這意味著您在獲

知懷孕後便應馬上看醫生，而且不要遲於懷孕頭三個

月。

為什麼我要這麼早看醫生？ 
懷孕頭三個月是醫生發現您或嬰兒有任何健康問題的

關鍵時刻。您的醫生越早發現問題，便能越早治療。

我們的資深婦產科醫生江建晶醫生講述了他其中一個

病人的故事：“這位孕婦等到懷孕第五個月才來看

醫生。我發現她有高血壓，因此嬰兒生比正常的小。

如果她的血壓一直居高不下，她可能會早產。幸運的

是，我們成功控制了她的血壓，嬰兒情況也良好。

但如果這位媽媽早一些來看我們的話，寶寶會更健

康。”

我應該多常看醫生？ 
大多數專家建議準媽媽看醫生的次數為： 

•懷孕第 4 至 28 週的準媽媽大約每月一次 

•懷孕第 28 至 36 週的準媽媽每月兩次

•懷孕第 36 週至分娩的準媽媽每星期一次 

如果您的年齡超過 35 歲或屬於高風險孕婦，看醫生的

次數應更多。 

我無法負擔常看醫生的費用
紐約州孕婦醫療補助計劃可以為符合資格的

婦女支付懷孕期間和分娩後多達兩個月的

醫療費用。此醫療計劃保障範圍包括定期檢

查、化驗費用及在懷孕期和分娩時的專科醫

生和住院服務。無論婦女是何種移民身份，

我們的社工會幫助沒有保險或低收入婦女申

請此項計劃。對於不符合此計劃資格的婦

女，我們會按照你的收入及家庭人數而釐定

您所需服務的收費。

王嘉廉社區醫療中心的專業醫護團隊人員可

以幫助您和您的家人準備迎接新生兒的來

臨。我們的專業團隊包括醫生、助產士、護

士、註冊營養師、社工、健康教育員及個案

專員。請立即致電預約，曼哈頓華埠 

(212) 966-0228 或法拉盛 (718) 886-1287。

為了寶寶健康
儘早開始產前護理

寒冬讓人想起在白雪皚皚日子裏品嘗暖烘烘

的熱茶及感受節日的溫暖。對於很多人來

說，冬天同樣意味感冒、咳嗽、喉嚨痛或者

更壞的發熱、風寒以及疲勞。幸運的是，您

可以接種流感疫苗，以預防疾病。確保今年

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6個月以上的所有人士都應該注射
流感疫苗。
下列人士尤其需要接種流感疫苗﹕

•患有哮喘病、糖尿病或慢性肺病的人士

•孕婦

•年齡 5 歲以下及 6 個月以上的兒童

•65 歲以上的長者

•照顧上述的人士

•醫護人員

如果您對雞蛋有過敏的或患有格林-巴利症候

群，諮詢您的醫生。為了獲得最佳保護，6

個月以上的人士都應該每年接受流感疫苗注

射。  

立即預約醫生，

接受流感疫苗注射。

 

欲知詳情，請瀏覽

www.cdc.gov/flu。

對抗流感



幫助寶寶學習的
5種方法
文章由陳美嫦兒科醫生提供

靜琴是一位患有骨質疏鬆症和糖尿病的 68 歲婦女。她平時

連上下樓梯和烹調健康食物都有困難，而且每天要服用七種

不同的處方藥物，偶爾會忘記吃藥。她雖與女兒同住，但女

兒白天要上班，所以靜琴經常獨自一人留在家中。

許多紐約人，包括靜琴，都可以申請「長期管理照護服務」

(Managed Long-Term Care，簡稱 MLTC)計劃，以獲得居家協

助。MLTC 對擁有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或同時擁有政府

醫療補助 (Medicaid) 和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的民眾，還

有希望留家生活的慢性病患者或殘疾人士提供服務和支援。

「長期管理照護服務」計劃
有助保持長者居家健康

文章由社工部主任陳婉珊提供

MLTC可以幫助您保持居家健康 
MLTC 提供： 

•探訪護士服務 

•家庭護理服務，例如洗澡及更衣 

•醫療服務例如物理治療、眼睛、耳朵或

    足部護理、或牙齒護理 

•看診的交通接送及送餐到您的家中

•個人應急反應系統 

•耐用醫療設備和用品 

•成人日間醫護中心及社交中心

諮詢您的醫生或社工您是否能夠獲得
 MLTC 服務 
現有的眾多醫療服務可能令人十分困惑。慢性疾病（例如中

風、老年癡呆症或腎臟疾病）患者或因為殘疾而影響日常生

活活動的人士可能符合資格獲得此項服務。請向您的醫生或

社工查詢，瞭解您是否符合資格。您必須具備以下條件方能

獲得 MLTC 服務： 

•居住在紐約市 

•21 歲或以上 

•需要超過120天的家庭護理或其它長期照顧 

•擁有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 或符合資格

    如果你只有或只符合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你不能獲得 
    MLTC 服務。但若有醫療需要，你還是有資格獲得短期的家庭
    護理服務。

    如果您同時擁有政府醫療補助(Medicaid)和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並需要長期護理服務超過120天，你便需要參加 

    MLTC 服務。 

如果您想瞭解是否可獲得 MLTC 服務或其它任何問題，請向

您的社工諮詢。您可以致電約見我們的社工，曼哈頓華埠 
(212) 226-1661 或法拉盛 (718) 886-1212。

在人生最初的五年裏，孩子要學習從走

路到說話等各種技能。在學前教育裏，

您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對寶寶進行輔

導以及教育，為孩子日後在學習和學業

上的成功作好準備﹕

1. 回應寶寶的需要
當寶寶感到不高興時，家長應回應寶寶

的需要。寶寶學習信任以及依賴您，而

您可以在情感上與他/她建立更密切的關

係。給寶寶唱歌、用布裹著寶寶或者給

寶寶餵食，以回應安撫寶寶。 

2. 和您寶寶說話
聲音是說話及語言的基礎。儘管電視發

出很多聲音，電視不會與寶寶交流。您

應該給寶寶說話、閱讀以及唱歌。這樣

會幫助您建立與寶寶之間的感情，即使

寶寶還沒開始說話。

3. 為寶寶製定日程表
為寶寶製定日程表，例如有規律的進食

以及沐浴，保持寶寶的環境安全以及舒

適。 

4. 提供一個溫暖有愛的家庭環境
用微笑、舒服的聲音以及輕柔的撫摸鼓

勵寶寶。寶寶感到安全會學習得更好。

5. 照顧自己以及寶寶
家長可能會遇到挫折。當您需要家人、

朋友以及社區的支持和資源，不要害怕

尋求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