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種舒緩壓力的方法 
以積極及健康的方法應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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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健康。均衡飲食，多吃水果以及蔬菜。嘗試少吃
甜食，少喝含有酒精與咖啡因的飲品。這些東西會增
加壓力。 

尋求支持。找你可信任的人，例如兄弟姐妹、朋友、
同事或者輔導員，向他們傾訴。你不需要將所有事情
都告訴同一個人。不同關係的人能提供不同的支持。

保持活躍。只需步行10分鐘就能改善你的心情以及減
輕壓力。選擇一項你喜愛的活動，並且堅持下去。如
果你已經很活躍，可找一項新的挑戰性活動。

睡眠。我們知道說的容易做則難。從養成健康的睡眠
習慣開始﹕睡覺前1小時避免接觸屏幕，洗熱水澡以及
讓你的床只用於睡覺。確保每晚有7至9小時的睡眠時
間。

學會健康的放鬆方法。深呼吸，將注意力集中到你身
體的不同部位，從頭到腳放鬆身體。閱讀或者聽音
樂，回味其中帶來的樂趣。你可以在上下班乘坐交通
工具時或臨睡前，嘗試以上的方法放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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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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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這並不

等於壓力是容易處理的。無論壓力是來自

家庭、工作、疾病或是學校，它都會一直

存在且不受我們控制。籍著壓力警覺月，

瞭解如何更好地處理壓力。

我們鼓勵你關心自己以及你所關愛的人，

特別是身體不適以及年長的人士。如果壓

力加重，並且開始影響日常生活，考慮尋

求專業的幫助。在紐約市，本醫療中心是

提供雙語的社工服務與心理健康服務的最

佳醫療機構之一。

社工服務

(212) 226-1661（曼哈頓） 
(718) 886-1212（法拉盛37大道）
(929) 362-3006（法拉盛45大道）

心理健康服務

(212) 941-2213 

WeChat 微信號:
CBWCHC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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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E7%8E%8B%E5%98%89%E5%BB%89%E7%A4%BE%E5%8D%80%E9%86%AB%E7%99%82%E4%B8%AD%E5%BF%83-Charles-B-Wang-Community-Health-Center-388050081356221/?fref=ts
https://www.youtube.com/user/CharlesBWangCHC/videos


自由配搭，做出屬於你的麵條
選擇一種煮熟的麵條（8安
士或者1杯）﹕蕎麥麵、烏
冬麵或者全麥意大利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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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搭你喜愛的瘦肉/少脂肪
的肉類（3安士）﹕雞胸肉、
魚片或者三文魚/鮭魚

與蔬菜（3杯）一起攪拌﹕ 
西蘭花、西洋菜、菠菜、 
胡蘿卜、蘑菇/香菇

拌上你喜愛的醬料 
（2湯匙）或者配上清湯 
（2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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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每天攝取1,500毫
克的鈉

每包即食麵通常含有 
超過2,000毫克的鈉

鈉是幫助控制血液流動以及保持我

們肌肉與神經運作的重要礦物質營

養素。但是，攝取太多的鈉會令你

的血壓升高，增加中風與腎結石的

風險。在食物中減少添加的食鹽以

及瞭解包裝食物中鈉的含量有助你

保持腎臟與心臟健康。 

食鹽被視爲鈉的主要來源，但大多

數鈉是來自餐廳的菜餚以及加工食

物，例如即食麵。煮麵條簡單快

捷，但是每個獨立包裝的即食麵 

就含有2天所需的鈉。嘗試吃更健

康的非油炸麵，例如烏冬麵或蕎麥

麵。它們低鈉、低脂以及無添加

劑。

你的麵條含有 
多少鈉？

閱讀食物營養標籤 
挑選鈉含量最低的食物。 
設定目標，每天攝取不超 
過1500毫克的鈉。 

 
 

 
挑選標有低鈉的健康食物 
標有美國心臟協會的紅心 
標誌或者附有 「No Salt 
Added」（無添加鹽）、 
「Low-Sodium」（低鈉）及
「Reduced Sodium」（少鈉） 
的食物是更好的選擇。 

進食更多新鮮的食物 
少吃包裝食物。烹調時多 
用新鮮香草與香料，代替 
食鹽調味。 

個低鈉的 
飲食建議3

健康 飲食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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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520mg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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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諮詢熱線
(212) 226-8339 

網址  
www.cbwchc.org/index_ch.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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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3 45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5
家庭全科  
(內科、兒科及婦科)
(929) 362-3006

健康教育部 
(212) 966-0461

社工部
曼哈頓 
(212) 226-1661 
法拉盛37大道 
(718) 886-1212
法拉盛 45大道
(929) 362-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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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B. Wa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及郵寄至 268 Canal Street, 
New York, NY 10013 或瀏覽網站  
www.cbwchc.org/index_ch.asp 按
照法例捐贈是可用於減稅的。

確保孩子所在的每個房間都沒有含毒的物質。
密切留意常見的有毒物件，例如藥丸、液體的藥物、清潔
劑、硬幣、各種電池以及樟腦丸。將這些物件儲存在你的
孩子不能觸踫或者不能打開的地方，並且遠離食物。

安全地服用藥物。不要把藥物稱為糖果！當給孩子
服用藥物時，要保持使用準確的計量藥物劑量的器具，不
要使用廚房的湯匙。在給孩子嘗試任何傳統的治療方法或
服用中草藥前，請諮詢孩子的醫生。

安裝一氧化碳警報器在所有睡房範圍。一氧
化碳是燃料燃燒時所產生的無形無味的致命氣體。切勿使
用煤氣爐或烤箱給你的房子供暖。

使用原裝的容器儲存物件。孩子很難打開藥物與
清潔劑原裝配備的安全瓶蓋。確保所有物件貼上有識別的
標籤。

做好準備。向你的孩子以及其他照顧孩子的人士講述
預防中毒的居家安全知識。保存中毒控制中心的電話號碼
在你的電話裡，同時把電話號碼貼在你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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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仍然符合資格申請醫療保險 
你有以下的選擇﹕

1-800-222-1222 或者 212-POISONS (212-764-7667)
每週7天，每天24小時提供免費諮詢

選擇1
以下的健保計劃全年接受申請﹕ 

•政府醫療補助 (Medicaid)  

•緊急醫療補助 (Emergency Medicaid)*

•兒童保健計劃 (CHIP) 

•基本計劃(Essential Plan)**

•小型商業

*緊急醫療補助 Emergency Medicaid:  
幫助合資格的、非法的以及臨時移民身份的

紐約州居民支付緊急醫療費用。  

**基本計劃 Essential Plan:  
是一項更可負擔（費用較低）的健保計劃。
此項計劃提供與其它健保計劃相同的服務，
包括看病、化驗測試、處方藥以及住院服
務。每人的月保費只需$0至$20 ，並且沒 
有自付額 (deductible) 。 

選擇2 
生活上遇上改變的人士可能合符資格申請， 
例如﹕

• 成為合法的居民

• 結婚或離婚

• 懷孕或領養孩子

• 永久移居紐約州

• 非自願的情況下失去醫療保險
 

請聯絡我們的認證健保申請專員， 
諮詢醫療保險﹕ 
 

(212) 226-8339 (曼哈頓)   
(718) 886-7355 (法拉盛)
 
保持身體健康！當收到你的醫療保險卡時，
請約見醫生做體檢。

個低鈉的 
飲食建議

避免孩子中毒健康 飲食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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