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治冬季憂鬱的5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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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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陽光。打開窗簾，坐在明亮的窗戶附近。多到
室外走走，尤其是醒來後的兩小時內。即使是多雲
的天氣，室外的光線能改善情緒。  

運動。日常的體力活動可以讓你更開心、更有活
力。你可以一邊聽輕快的音樂，一邊做家務，或者
到附近慢跑。邀請朋友一起做運動，讓運動成為你
的社交活動。

制定旅行計劃，並盡可能實現。只是規劃一天的旅
遊行程足以改善你的情緒。如果你能夠去旅行，選
擇到一些暖和及有陽光的地方。

堅持有規律的作息。有規律的睡眠、運動和均衡膳
食都有益你的健康。堅持每天寫日記能幫助減少壓
力與焦慮。

尋求幫助。你可能害怕尋求幫助，但要記住你並不
是獨自一人。嘗試向你信任的朋友或輔導員交談，
並以開放的態度接納你所需的支持。 

WeChat 微信號:
CBWCHC268

1

1

2

4

3

5

周圍的環境會影響我們的健康，包括我

們的感覺。在晝短夜長的寒冬，你可能

發現自己:

    • 吃或睡得都太多

    • 感到疲倦或煩躁

    • 難以集中精神

    • 不愛與朋友相處

除此之外，如果你的感覺以及行為與平

日有所不同，可能屬於季節性情緒失調

症 (SAD)。季節性情緒失調症是一種憂鬱

症，通常發生於秋季及冬季。這些季節

的日光減少，會阻礙你體內的化學物質

的平衡，從而導致情緒低落。

雖然季節性情緒失調症是與季節轉換有

關，但不能掉以輕心。身心都健康是很

重要的。嘗試多與家人和朋友溝通，以

獲得他們的支持。如果症狀開始影響你

的日常生活，應諮詢你的醫生。我們醫

療中心可以幫助你。 

你知道嗎？ 
季節性情緒失調症亦會發生於
夏季。症狀包括沒有食慾以及

難以入睡。

內科
曼哈頓 (212) 379-6998

法拉盛37大道 (718) 886-1200
法拉盛45大道 (929) 362-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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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開始，素菜新嘗試
健康飲食  
專欄

我們提供男士健康的服務

你知道嗎？ 
男士在26歲前可以接種人類乳突病毒疫

苗，預防尖形濕疣以及某些癌症。

你可以單獨或與你的伴侶預約看診時間。如果你沒有醫療保險，
本醫療中心根據你的家庭人數與收入提供低收費或免費的服務。 

     性教育、計劃生育、緊急避孕藥以及癌症篩檢 

 健康檢查、性傳播感染/愛滋病病毒測試和治療， 
     疫苗以及一般的化驗測試 

 孕前以及不育諮詢

欲知詳情，請致電 (212) 966-0228
21歲以下的人士，請致電 (212) 226-2044

素菜是農曆大年初一 (2017年1月28日) 的必備傳統菜
餚。這道菜餚裏有多種蔬菜，富有吉祥健康的寓意。

以下是烹調素菜常用的食材以及其富含的營養素﹕

增強你的免疫系統  

維他命 C

對眼睛健康以及 
免疫系統有益

維他命 A

保持肌肉和神經
健康

鉀

強健骨骼與肌肉

蛋白質與鈣質

蓮藕

中國芹菜

纖維

促進腸道蠕動

腐竹

鐵質

保持紅血球健康

木耳

胡蘿蔔

蓮藕

  荷蘭豆 
（雪豆）

胡蘿蔔

  荷蘭豆 
（雪豆）

蓮藕 中國芹菜

木耳

新鮮豆腐

烹調健康素菜的建議﹕ 
 

嘗試加入新的蔬菜，例如蘆筍！ 
 
 

多用新鮮的食材調味，少用鹽。  
 

 

用高纖維的粉麵，例如魔芋（蒟蒻）。   
 

 

搭配糙米飯進食。

醫療中心祝願您和您關愛的人在
雞年身體健康，富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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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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產科部 
(212) 966-0228

125 Walker Street, 2/F  
New York, NY 10013
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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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科、兒科、婦科及 
家庭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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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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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閱讀的樂趣 
年幼開始閱讀對孩子及家長的益處  

健康飲食  
專欄

 

公開申請 
購買健保  

內科、兒科、婦科及家庭全科

紐約法拉盛 45 大道 137-43 號
(929) 362-3006

無論您是否有能力支付醫療費用，我們都會
致力為您及您的家人提供優質的醫療保健服

務。我們接受大多數的主要醫療保險。

閱讀對於孩子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孩子從年幼時開始閱讀能增強語言能
力，有助他們成功。這包括思考、聆
聽以及記憶的能力。閱讀亦能提供寶
貴時間來增進親子關係。家長的參與
能幫助孩子發展情感健康與社交能
力。

我們的兒科部參加全國性計劃 Reach 
Out and Read 已超過 15 年。凡年齡 
在 6 個月至 5 歲之間的就診者在常規
檢查時，均收到由這個計劃提供的精
美圖書。我們已經派發超過50,000本
圖書。  

隨著智能手機以及高科技產品越來越
普遍，嘗試限制你孩子看屏幕的時
間。光亮的屏幕會讓你的孩子在夜間
難以入睡。同時亦會增加他們體重超
重的風險。打開圖書，與你的孩子一
起閱讀10分鐘，令你們獲益良多。 

「孩子在午睡時經常要求閱讀 
我們派發給他們的圖書。」

 
–兒科部主任歐瑞蓮兒科醫生

我們新增設的醫療
診所就在您附近

NY State of Health 的公開申請購買健
保日期由

2016年11月1日 
至 

2017年1月31日
 

請致電 (212) 226-8339（曼哈頓）或 
(718) 886-7355（皇后區）查詢或約
見我們的健保導航員申請保險，瞭解
您可選擇的所有健保計劃。政府醫療
補助 (Medicaid)、基本計劃 (Essential 
Plan) 以及兒童保健計劃 (Child Health 
Plus) 是全年接受申請。 

與孩子一起閱讀的建議
一起大聲朗讀。  

談談書中的圖畫。你不需要依照
書的內容把整個故事說出來。

指出圖片或單字以及句子。

挑選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圖書 
（例如上學或看牙醫）。

與孩子去附近的圖書館，一起閱
讀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