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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恩典

- 家有過敏兒

文: 吳乃江 - 臨床心理學家

驟

看題目，也許讓很多讀者感到困惑，
以為筆者痴人說夢話，顛倒是非，心
中費解。如果家中育有過敏兒，家長一定深
深感受到照顧這個孩子頗為吃力，衣食住行
各方面都份外費神，小心防範，擔心稍一不
慎會引起過敏反應，焦慮心情可以理解，
而焦慮多寡則取決於家長對孩子過敏情況的
了解程度和掌控能力，如家長能清晰明白孩
子過敏的問題，就可預計各種需要應變的因
素，滿有信心，感覺到情況受到控制，焦
慮自會減輕;否則家長內心
除焦慮外，還會充斥着很
多負面情緒，如內疚，無
助，自責，和怨恨等。
上述負面情緒，源於個人
對於有關情況的鑒定，倘
對照顧過敏兒的情況懷有
無助，失望和負面的看
法，就很容易產生負面失
落的情緒。而這些焦慮不安和低落的情緒會
強化早存於個人的負面意念和思想，繼而再
將情緒再進一步推往低谷，形成惡性循環。
因此，為要擊破這惡性循環，加強適應能力
來照顧患有過敏症的孩子，家長首要在認知
思想上痛下苦功，一方面了解和接納自己

7:00pm-11:00pm
Steik World Meat
Shop 314, K11, 18 Hanoi Road, Tsim Sha Tsui
Admission is $1000 per person,
income after cost will be donated to the association
Contact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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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另一方面則提醒自己挑戰負面的意
念，嘗試從另一角度思索，找尋其他可能的
解釋，不要老是滯留於單一負面的答案，突
破自己的思維，擴闊自己的眼光，才可以看
到美好正向的一面;就像我們走到盡頭時倘能
拐過彎角，就會踏上另一條康莊大道，如執
着地只盲目地朝單一方向前進，就會把自己
困進死胡同，看不到出路，弄得情緒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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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挑戰負面
思想，提升
正面態度，
積極面對
挑戰，以清
除負面情緒
外，另一項
主要的適應
工作就是多
認識孩子過
敏的情況，搜尋有關資料，得以預計可能發
生的景況，及早防備，增加掌控過敏能力，
從而減輕焦慮。同時家長應積極尋找外界支
援，從有關的專業人士獵取適當的方法和知
識，從家人和親友當中覓得情緒支持和實質
的支援，改善生活的質素。
因為家中有過敏兒，父母及各家庭成員皆需
認同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抗衡過敏兒帶來
的影響。保護及照顧過敏兒之餘，更要維持
合理的生活質素。為此，各家庭成員必需要
坦誠地溝通，無條件地互相接納，成員互相
支持依附，緊密和諧的家庭關係遂得以促
進，繼而獲得鞏固，這不就正是此文題目所
指的恩典嗎?

Join Us!
Food Allergy Fundraising Banquet 2012
on 22nd November, 2012 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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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Fax: (852) 3020 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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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活動

22 NOV

THU

7:30PM

食物過敏籌款晚宴
(詳請請參看左面廣告)

16 DEC

SUN

2:30PM

家長與兒童過敏分享小組 免費!

Late JAN

TBA

TBA

鼻敏感公開講座
講者: 黃懿行醫生

免費!

協會顧問醫生介紹

章加基醫生 Dr. Christopher Chang
免疫及過敏病科
•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1985
•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1987
• 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1989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Med Center 1993

今期我們訪問了美國的過敏專家章加基醫生 Dr. Christopher Chang，章醫生除了是我們
的顧問外，還是國際華人過敏免疫學會的主席。今次他會為我們分享美國的過敏情況。
可否談談您的背景？
我在香港長大並在聖若瑟書院小學及中
學部修讀，中學畢業後，我到美國華盛
頓的Georgetown University修讀並取得
化學學士及碩士學位。我就亞達馬變換
交流極譜法(Hadamard Transform AC
polarography)
發表了我的碩士論文。
之後我亦在Georgetown University取得
我的化學博士學位和其醫學院取得我的
醫學學位。我在洛杉基兒童病院完成了
高級實習然後便回到香港大學工作了兩
年。之後我再次回到美國的加州大學取
得其獎學金並修讀過敏及免疫學。
為甚麼選擇過敏為您的專科？
我認為過敏及免疫學是眾多醫學專科最
具知識的。它可以治療全身因為免疫系
統會影響身體的所有器官，包括呼吸器

會長寄語

未來動向
文: 何學工醫生 - 香港過敏協會會長
本人非常光榮地被選為新一任主席，深
刻體會到任重道遠，必將全力以赴，希
望所有顧問、執委、眾委員給予支持，
齊心協力，鞏固、發揮、推展過敏會會
章賦予的權利、責任和義務。
在此衷心感激創會主席黃文熙先生和全
體上任執委多年來的默默耕耘，任勞任

官，心臟器官等。甚至醫治癌症都需要
對免疫系統的知識。這個領域未知的比
已知的還要多，每一天或每一週都有新
發現，就是這知識的爆發吸引到我。

助都是私人的。因為美國的醫療制度有
所缺陷，政府對過敏及哮喘病人也非常
缺乏，而因為惡劣的經濟環境，美國政
府也正縮緊醫療上的資源。

美國社會對過敏的關注是怎麼樣的？
我認為過敏症包括鼻敏感，哮喘和濕疹
在這2、30年內的急劇增長導致美國人
對過敏更加關注。不過，現在仍然只有
7%的美國人知道過敏專家負責醫治哮
喘; 教育仍需被加強因為過敏病人對其
藥物的認知仍很缺乏。
美國政府對過敏的援助有多少？足夠
嗎？
除了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美國政府給予醫護人員
和研究人員的協助很少，大部分研究資

對比起其它國家，香港缺乏她應有的支
援。你對香港過敏病人有甚麼建議去改
善現有情況？
我認為病人關注組織如香港過敏協會是
一個很好的渠道去為病人提供支援和
教育。在美國也有類似但更大型的組
織，如正在合拼的The Food Allergy &
Anaphylaxis Network (FAAN)和Food
Allergy Initiative (FAI)。我知道如其它亞
洲的發展國家，香港患有哮喘或過敏症
的病人正上升，所以過敏是一個重要的
課題。更多的宣傳可讓公眾增加對過敏
科認識，而培育年青的人材也可幫助照
顧香港愈來愈多的過敏病人。

怨，黃先生高瞻遠矚，在他的帶領下，
會務得以蒸蒸日上，他和家人即將離港
去紐西蘭居住，我等臨別依依，祝願他
和家人身體健康，生活安泰，我深信黃
先生作為優良的地球村之一分子，必會
繼續發揮他一貫的古道熱腸，為過敏病
人及其家人出謀計策。
來年，除了我們一直積極舉辦的健康講
座、興趣小組和定期出版的會訊外，我
們還有數項重要任務，如箭在弦。
• 我們會舉行籌款晚會，希望會有更
充裕的資金推廣會務，發展過敏會
的慈善事業。

• 我們會推出網上學習平台，提供更
全面、更普及的教育工作。
• 我們會組織不同的支援小組，包括
青少年和外語支援小組，幫助他們
特有的需要和心靈支持。
• 我們會組織起義工小隊，參與更廣
層面的慈善工作，包括環保，支持
社區互助，支援其他病人組織。
因此我們需要社會各界響應支持，各位
關心過敏病的朋友，請加入我們的行
列，請參與我們的行動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再次萬分致謝。
最後，祝願各位身心健康，家庭美滿！

協會最近動向

9月1日-食物過敏的
認識與管理公開講座

6月濕疹兒童游泳班

入會申請表格 Membership Application

會員年費 Annual Membership:

姓名 Name:

HK$100X _____年 year = HK$

地址 Address:

捐款Donation(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may be tax deductible): HK$
總共 Total: HK$

電話 Phone:

付款方法 Payment Method:

電郵 E-mail:

直接傳入 Direct Deposit

患過敏者姓名(若與上面不同) Name of person with allergy (if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___________

支票抬頭寫 “香港過敏協會有限公司”

HSBC 戶口 Account 808-715288-001
Chequ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Allergy Association Limited”

Types of Allergies:

患哪類過敏(可多選)
濕疹 Eczema

蕁麻疹 Urticaria

哮喘 Asthma

過敏性鼻炎 Rhinitis

藥物 Drug

眼過敏 Conjunctivitis

乳膠 Latex

食物 Food

請把存款收據或支票郵寄或傳真至本會，以便記錄。

Please post or fax deposit slip or cheque to us for record.
申請人及會員資料只提供本會使用,根據<個人資料(私人)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申請表上所填報個人資料. Information
collected is for the Association use only.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 have a right to
request access to and to request corr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其他 Other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 Signature

日期 Date

Food Allergy:
from a perspective of a school nurse

- Hera Leung

Being a school nurse and a mother
of two, allergy has become my major
concern in recent years, no matter at
work or at home.
There are so many kinds of allergies,
below listed the most common factors:
• Environmental, e.g.
pollen, pets, etc.

dust

mites,

• Food, e.g. cow milk, eggs, peanuts
and tree nuts, etc.
• Medicine, e.g. antibiotics, aspirin,
etc.
Reaction towards the allergy varies
from individuals, airborne allergens
might cause nasal congestion or
coughing; food allergy might cause
eczematous rash, abdominal pain,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or the worst
scenario, anaphylactic shock.
As a school nurse, we pay special
attention on food allergy.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academic year, we
send out medical forms to parents;
if the students reported of having
allergy history, we would invite parents
providing more information, and
possibly providing medications for
emergency use. In some cases, if the
students are potentially having the

班

risk of anaphylactic shock, parents
might send in epi-pen as prescribed
by doctors. School nurse needs to
monitor students condition, and make
sure the stock of medication and epipen are accessible and on valid shelflife. Communications with parents
and teacher are crucial to protect the
students who require extra precautions.
Personally, my daughters also having
different kinds of allergies, my elder
one has eczema, the condition might
be aggravated after ingested possible
allergens. My younger daughter, she
is allergic to cow milk, egg and dust
mites. As a parent, I understand the
allergy is not just affecting children
physically, but also psychologically
and socially. Support and education
to children with allergy is important;
however, education to their classmates
or social groups is equally significant.
The benefits of the education is two
fold, it can protect the children from
contracting or ingesting the allergen;
moreover, it promotes the acceptance
of the children by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are same as any other people, just
that there are certain food they cannot
eat. They are as talented and bright
and cheerful as the rest of us.

我一出生就有濕疹的，如果有
濕疹的話，有些東西是不能吃
的。(例語:貝殼類)
我 很 想 游 泳 ，但 是 泳 池 也
有 很 多 漂白水，
不適合我們游
泳。
今 年 暑 假 ，爸
爸報了一個濕
疹小組的游泳
班，是四堂的。你
們猜不猜到我在哪兒游泳？是
香港大學啊！我游泳後濕疹並
未有發作。 A
ller
不 過，我 還 加油 gy HK: 朗軒,
!多
未 學 懂 游 會學曉 些練習一定
! :D
泳。
丁朗軒 8歲 救恩學校

香港過敏協會
青年少組

8月11日-頑固濕疹治療
及護理公開講座

我們有些青年會員成立了一個青年少組,
讓年輕一輩的過敏人士可以互相支持, 關
懷, 有興趣請到他們的facebook網頁加入
他們吧!
www.facebook.com/
HongKongAllergyAssociationYouthGroup

義工召募!
我們熱切地需要您的幫忙！香港過敏協會除了經常舉辦關注
過敏的活動，例如公開講座、過敏病人的
康體及社交活動外，我們在各項行政及籌
款活動均需要義工的幫忙！如有興趣者，
請致電或電郵聯絡本會登記，我們會通知
適合您協助的活動。您的協助會讓更多過
敏人士得到更好的生活！

Hello I think
Allergy is
xxxxxxxxxx
xxxxxxxxxx
xx...................

徵稿!
您有沒有關於過敏的事情或想法想和大家分
享呢？將您的想法投稿到我們的會訊吧！
您的心聲將可傳達給大眾！
成功刊登的話，都會獲取一份小禮物！
我們期待您的文章哦！

食譜分享
糯米糍

COCONUT SNOW BALL
適用於對
milk

牛奶,雞蛋,花生過敏人士
Egg, Milk, Peanut, Allergic

材料:
糯米粉
170克
澄麵粉
17克
椰汁
225亳升
水
100毫升
糖
3.5湯匙
紅豆沙餡(參看下面製法) 150克
芥花子油
2茶匙
椰絲
1杯
紅車厘子(切細粒)
2粒
做法:
1. 
將 糯米粉與澄麵粉同篩在大碗
中。加入糖、椰汁及水攪成粉
漿。
2. .8吋糕盆上塗上芥花子油，把
粉漿倒入羔盆中，放入鍋中隔
水蒸15分鐘。
3. 
豆 沙餡料用保鮮紙包裹，搓成
長條型，切成12份。
4. 
把蒸熟的糯米糰攤涼15分鐘
後，以湯匙挑起1湯匙糯米糰，
放在保鮮紙上，把1份豆沙餡料
放入糯米糰中包裹搓圓後沾上
椰絲，用車厘子裝飾。

紅豆沙餡
材料:
紅豆
片糖
水(浸紅豆用)
水 (煲紅豆用)
水
芥花子油

300克
290克
3杯
6.5杯
1/3杯
20毫升

做法:
1. 紅豆洗淨後用水3杯浸2小時。
2. 把浸紅豆水倒去，鍋中置水6.5
杯澆滾，加入紅豆蓋蓋以慢火
煮至紅豆變腍，約1.5小時。
3. 盛 起 豆 沙 ， 放 進 搞 拌 機 中 搞
碎。
4. 把1/3杯水放入鑊中澆滾，把片
糖加入水中完全煮溶後，即加
人豆沙o以鑊鏟不停搞拌，同時
加入芥花子油，直炒至豆沙約
7至8成乾身離火(約需時20至
30分鐘)。
5. 把 豆 沙 盛 起 放 入 大 碗 中 攤 凍
後，可以保鮮紙封好放入雪櫃
中保存，隨時取用。

我們成立了協會的Facebook頁了！
你們可以係呢度知道我哋最新消息!
快些搜尋 AllergyHK 或到下面嘅link
like 我哋啦！:)
We have set up our Facebook page!
You can find our latest news here.
Please go and like us! :)

www.facebook.com/allergyhk
Ingredients
• Glutinous Rice Flour
170 gm
• Wheat Starch
7 gm
• Coconut Milk
225 ml
• Water
100 ml
• Sugar
3.5 Tablespoons
• Red Bean Paste (refer to the preparation below)
150 gm
• Canola Oil
2 Teaspoons
• Desiccated Coconut
1 Cup
• Red Cherries for decoration
2 pieces
Method
1. Rinse chicken and chop into pieces, cut viscera into pieces.
Add seasonings and stir well for later use.
2. Peel yam, stew with chestnuts.
3. Remove stalks from dried black mushrooms, soak in hot water
until soft, then soak in ice water. Retain hot water soaking dried
black mushrooms for later use as thickener.
4. Heat wok with about a bowl of oil, parboil chicken pieces for
a few minutes, drain. Then stew chestnuts, yam and dried
black mushrooms and stir well. Add water soaking dried black
mushrooms and stew for 10 minutes. Finally add thickener, stir
well and serve.
Red Bean Paste
INGREDIENTS:
Red Bean
Brown Sugar Slices
Water
Water
Water
Canola Oil

Method
1.	Wash and soak red bean into 3 cups of water for 2 hours.
2.	Drain red bean. Boil 6.5 cups of water in a medium pan, add
red bean, cover and cook over low heat for 1.5 hours or until
tender.
3.	Put cooked red bean into blender and blend into a smooth
paste.
4.	Boil 1/3 cup of water in a medium pan with brown sugar
slices until the sugar dissolved. Stir in mashed red bean
paste and canola oil, continue stirring until red bean paste is
about 70 % to 80% dry, it will take about 20 to 30 minutes.
5.	Remove the paste from pan to a bowl and let cool. Cover
with cling wrap and keep into refrigerator.

2012歐洲過敏及免疫學學會(EAACI)會議報告
今年六月，我代表協會參加了由歐洲過敏及免疫學學會
(European Academy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EACCI)
於日內瓦舉辦的會議，在這一連五天的會議當中，我有幸
與世界各地的過敏協會代表交流，從他們豐富
的經驗和對過敏的知識，我學識到更多。
期間，我參加了一個過敏病人組織的專題討論
會，我代表了香港過敏協會就香港使用及取得
腎上腺素自行注射製劑的情況作出演說，看來
香港在眾多國家中，腎上腺素自行注射製劑的
取購程序是比較上複雜和昂貴的了，我們真的
要好好爭取腎上腺素自行注射製劑的普及度。

300 gm
290 gm
3 cups
6.5 cups
1/3 cup
20 ml

文: 陳依嬣 - 香港過敏協會項目主任

另外，加拿大代表提到食物商都濫用到食物過敏警告導致食
物過敏人士的食物選擇減少，甚至令到病人冒險地無視食物
標籤，所以各國包括我們正努力向政府爭取更加準確的食物
過敏標籤系統。
其它國家也就各項過敏話題作出分享，例如過
敏病人的心理影響和學校對食物過敏的配合
等，我深深體會到全世界都正為過敏這問題
而苦惱並同時努力中，而且，我更加明白到香
港對過敏的支援實在不足，進步的空間還有很
多，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對過敏人士作出更
多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