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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療服務機構
提供即時醫護人手
百本為香港醫院管理局屬下的醫院、各
大私家醫院、診所、安老院、療養院及
其他醫療機構等，提供全面的人手解決
方案。

Instant Staffing Solution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Bamboos delivers effective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to our clients, 
including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編號：2293）
(HKEx Main Board Stock Code: 2293)

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2樓204室

專業護理  貼心服務
百本提供24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超過
23,000名專業醫護人員於旗下登記，所
有轉介的護士和助產士均在香港護士管理
局註冊，可24小時貼身照顧病者、長者、
初生嬰兒、幼童、孕婦以及產婦。

2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Bamboos offers 24-hour private nurs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23,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registered under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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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機構 (NGO)一般都是有特定的弱勢社群對象，例如單親家庭、未婚媽媽等等，服務的覆蓋範圍有一定的限制。

加上受制於有限的資源，社福機構聘請的人手大多是以義工形式，義工提供的服務質素以一般來說，要求及質素不高。

除了依靠其他人的捐助及政府資助外，NGO未必有穩定的收入，這使NGO的營運上的可持續發展性有所限制。

牟利的商業原則讓商業機構的服務並不會以服務弱勢社群為主。

EDvengers教育者聯盟 是由兩位富有豐富經驗的教育家Dr. Jason Chan 及 Ben Sir 成立，以社會

企業(下稱社企)的方式去營運，目的是透過社會創新以及市場機制來調動社會資本，把商業策略最大

程度運用，達至可持續發展地幫助及服務弱勢社群。

這種新思維的企業營運是怎麼運作？ Jason 和Ben Sir化身Social Heros為大家一一講解。

社福機構的限制

商業機構的限制

Jason 指出社企營運模式與商業機構大致上無疑，

但會加入以下其中一種或多於一種的元素：

社企的出現全因商業機構及(NGO)皆有限制，

而社企靈活的定位則可讓它在特有的領域發光發熱。

1, 服務對象是弱勢社群

2, 聘請的員工是弱勢社群

3, 公司盈利大部份會投放於社會服務，

    並且只抽取不少於3成的盈利作為公司的回報

AI ML

BC

BI

BD

CC

以知識改變小衆命運

         將溫暖傳給弱勢社群

Co v e r S t o r y
BAMB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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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位讀者都很清楚商業機構及社福 / 慈善機構(NGO)是甚麼，但社企又是甚麼呢？

甚麼是社企?



大學生質素不一，即使成績優異，溝通品行等亦有機會影

響其表現，EDvengers兩位創辦人已在教育界服務二三十

年，能作出優於社福機構的人手篩檢及把關工作，能讓弱

勢社群享受更好的支援，而大學生亦更願意去付出。

EDvengers的目標

為何社福機構不直接
聘請大學生？

Social 
Heroes
現正招募中

EDvengers 創辦人

大學生如以往一樣繼續服務社福機構，但不

同的是大學生並非以義工形式服務，相反，

EDvengers會就每位大學生的專長、強項去

配對最適當的工作崗位給他們，並以接近市

場價值的薪酬作為他們回報。每位大學生都

可以透過EDvengers教育者聯盟化身成為

「Social Hero」，服務期間可以累積

Social Points，除了在大學畢業前能獲得

工作實踐的寶貴機會外，Social Points在

日後更可於EDvengers的聯盟商戶中得到各

種優惠，能豐富大學生最重視的履歷之餘又

能取得實際回報。

不求任何回報的道德標準固然高尚， 

            但並非人人可為，也並非長久可行

EDvengers其中一個展望是組成補習社聯盟，強化現有規模，提供優質人力資源及技術。

Dr. Jason Chan, JP
陳繼宇博士 太平紳士

Ben Sir 
歐陽偉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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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心肌梗塞、心臟病的最佳預防方法

全球
專利

日本技術研發 13個國際專利 信心保證

獨家專利技術

中心動脈硬化指標(AV I )  

上臂動脈硬化指標(AP I )檢測系統

90秒快速檢測中心動脈血壓(CSBP)

中心動脈脈壓差(CAPP )

多項支援

-可以手機應用程式支援多位使用者，

 適用於家庭健康管理

-提供藍牙和USB數據傳輸系統

-能連接電腦列印A4報告表，藥效評估跟進

圖像化分析支援

-設圖表分析、記錄數據的變化趨勢

-設大數據慢性病管理系統

-方便中、西醫準確掌握患者病情，對症下藥

手臂隧道式設計

-可攜式設計，測量過程無創、全自動

-手臂隧道式設計，容許坐姿測量

-90秒快速完成篩查，即時得出結果

預防危疾
三高人仕、亞健康一族及有家族遺傳病等人仕能及早
監察心血管硬度，預防中風及心臟病等危疾。

藥效評估
曾患上中風及心臟病等危疾的人仕能使用PASESA監
控藥物成效及康復進度，大大減低復發機會。

診所篩查
PASESA亦廣為診所及醫療中心使用，為高危病人進
行快速篩查，能即時發現異常心血管狀況。

查詢熱線 2155 9491 

網站查詢 www.pasesa.hk

WinHorizon Limited宏忠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佐敦上海街80號環海廣場1505室
Tel: 2155 9491 Fax 2148 2081 
Website: www.pasesa.hk / 
Email :  info@winhorizon.com.hk



Ba l l y與您童行
教育的初心
經常收到讀者留言，訴苦於停學期間，子女
的學習並不積極，做父母的非常擔心，今期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現時投身於教育界並擁有
二十多教學年經驗的Bally為大家分享教育
的理念。

榮獲 2020年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獎
2020 HKMATVB Marketing Awards

ABC Pathways現就讀學生近5,000人

ABC pathways group
Mrs Bal l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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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聽到Bally能說一口流利英語，就誤
以為她從小英語很好，原來在會考時Bally
只剛達到五科合格的標準，更坦言那時候
好討厭英語。在步入社會後她曾遇上多次
的發展機會，但大多都被自身的英語水平
及學歷所阻礙，以致未能好好捉緊機會，這
時她才明白到英語及學歷的重要性，不單單
只是影響她學生的生涯，更是引致她有能
力但未能發揮的根本原因。

深深不忿的她後期遠赴澳洲塔斯曼尼亞進
修，那時候的塔時曼尼亞機乎沒有華人，
由學業到日常生活，全都需要用上英語，
但就是這樣的生活讓她進步神速，更是重
新愛上學習，Bally發現原來學習可以很簡
單，關鍵就是「興趣」，「興趣」促使你
自發地學習，亦是超越其他人的原因。回到
香港後，Bally再完成EMBA課程，讓她的學
歷更上一層樓，畢業後的她投身於協助學生
有關英美澳加海外進修的工作。

教育的初心

Bally指出，一個負責任的教育工作者，每個
教學上的決定必須以小朋友的學習及將來為先，
而非單純取悅家長為先，勿忘教育的初心。

Bally分享了一個親身的經歷，一位兩歲小朋
友，父母分別是檢察官及大律師，在Bally的
Learning School學習，他的英文水平十分
出眾，以致父母希望讓小朋友從兩歲班跳級。
而Bally經仔細檢討後卻婉拒父母的建議，原
因是小朋友還未「足夠成熟」。言及至此，
「大狀父母」質疑Bally的決定並要求定義「
足夠成熟」一詞，面對「大狀父母」的唇槍
舌劍，Bally 機乎敗下陣來，但是，一個簡
單的道理卻讓這對父母明白Bally的決定才是
真正以小朋友發展為先。

直至結婚並誕下了三位可愛的女兒，Bally
十分擔心小朋友會不會跟她一樣會多走歪
路，便決心讓女兒學好英語。憑著自己的
經歷、海外教育制度有豐富的經驗與認識，
比較及反思今天香港的教育制度，得出需
讓小朋友於純正英語的環境成長的結論，
可以是到國際學校就讀，亦可以是到海外
留學。不過，這兩個決定雖然合適，卻會
Bally與小朋友相處的時間大減。最後， 想
出另一個三全其美的方法，自己在香港開
設英語Learning School，可以教導寶貝
女兒外，又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她們，更
可成為工作的突破及發展機會。

小朋友的成長一日千里，兩歲與三歲小朋友
的程度可唯差天共地，本是英文最好、能力
最高的小朋友跳級後所面對的會是甚麼?第一，
兩歲與三歲小朋友在身體的力量、協調能力
上的差距；第二，從班上的第一名變成「包
尾」，這兩大因素已足以成為打擊小朋友的
自信心。

在商業角度上，讓小朋友升班很簡單，亦可
讓Learning School收入增加，但是，在小
朋友的發展上，卻非為上策，假若小朋友因
而自信心受損，甚至對英語失去「興趣」，
更是得不償失。

教育者如果只注重取悅家長，必然迫使教育
者在教育過程中妥協，作出不是以小朋友為
先的教學，這與教育的初心正是背道而馳。

Every single decision we made
have to be for the sake of kids.

「興趣」就是學習的關鍵，更是超
越別人的鑰匙。

Bally 經常於自己開設的Facebook Channel分享

教育心得，分享各種教育心得，千萬不要錯過！

Bally與您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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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史泰龍的「重生日」
曾一直從事舞臺後台工作的仇健明(史泰龍)是一
名工作狂，因命運的一個「玩笑」，他失去了雙
腿，人生從此被限定在了輪椅上。但憑借頑強的
意志力，史泰龍不停地挑戰自己、戰勝自己，活
出了自己的第二次人生，他更熱衷分享，積極參
加義工和慈善活動，激勵殘疾人士發展，不斷向
社會傳遞正能量。

仇健明  

朋友都稱他為「史泰龍」，正

因為他有着电影中Rocky和

Rambo的打不死精神

香港醫護學會 生命教育大使

生命教育分享演講導師

香港康復力量董事

曾榮獲「2015十大再生勇士」、

ATV「2015感動香港年度人物」、

運動改變人生大獎2017—抗病

英雄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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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工作中的史泰龍某天發現自己
左腳跟上有個擦傷的小傷口，因為平時工作
多體力勞動所以不以為意，並穿上了之前被
雨水泡過的工作鞋。儘管傷口發炎了，一天
痛過一天，但當時演出任務在身，作為舞臺
隊長的他責任重大，全身心都撲在了工作上，
所以一拖再拖。31日，帶著高燒投入工作的
他撐到了演出完場，但也最終倒下了，直接
被同事送到了屯門醫院急診。
「那時醫生跟我說要做手術，我還以為最多
做部分切除，只要以後不穿涼鞋、拖鞋就可
以，所以很快簽完了手術同意書。」仇健明
先生回憶說，只知道左腳感染了「食肉菌」
的他遠遠沒想到病情是如此嚴重。本以為只
是做一個小手術的他，在昏迷下先後接受了
八次分離和清創手術，最終失去了雙腿才保
住性命，而他還一度面臨截去雙手的危險境
地。幸而最終控制住了病情。當時醫生切除
史泰龍雙腳保命，更指如果遲一天入院會性
命不保。

在鬼門關徘徊了好幾次後，入院後的第19天
(4月19日)，史泰龍終於蘇醒過來，並脫離
危險從ICU轉入普通病房，遭此變故的史泰
龍哭了很久，也想了很多，諸如：自己能不
能出院、能不能裝義肢、能不能融入社會、
未來自己該怎麽辦、女兒該怎麽辦、怎麽去

看望已患癌去世並安睡在四川達州的妻子。

住院期間，史泰龍不得不像個小朋友一樣，
需重新學習站立、學習走路、學習生活自
理、學習融入社會。自己從病床過到輪椅
上、安裝上義肢站起來，每一個動作他重
覆練習了無數遍，時常痛得眼淚直流。他
頑強的意志力連醫生都連連稱讚。因為他
內心有一團火，一團生命之火，他太渴望
新生了。

康復後的史泰龍經常受學校、公司、朋友
等邀請，於不同場合開設演講和分享，作
為生命教育分享演講導師，史泰龍曾到訪
馬來西亞、澳門、廣州等很多個地方演講。
未來還會將正能量在大中華、東南亞、乃
至更廣的區域傳播。仇健明先生從不怕跟
別人分享自己背後的難處，願意接受一切
苦與痛，他希望將自己的故事分享，傳遞
堅毅的精神力量，激勵更多傷健人士重燃
生命的信心。

過去的史泰龍為工作「四處奔波」，今天
的史泰龍依舊「四處奔波」，但為的卻不
是自己的工作，只為這城市帶來一點點的
正能量，這種意義的「四處奔波」所帶來
的影響卻是無可比擬。

《人生路·苦·拼》

由史泰龍口述、徐蓉蓉女士撰寫，更獲注名藝人荃紀錄記載史泰龍的

經歷，義賣所得收益扣除成本後全數捐予香港復康力量。

徐蓉蓉女士：「沒有刻意的文字雕琢，但肯定的是，最真摯的心去完

成這本書，作為心意送給仇健明。」

史泰龍積極鍛鍊身體 
為未來的挑戰作好準備

2017年獲委任為生命教
育大使

2018年完成六公里「斯巴達障礙賽」，
當天唯一一個傷殘人士參賽者，除
去義肢，用一雙長滿繭的手踽踽而行

史泰龍到訪中學分享 
與訓導主任合照留念

與大同理財員工分享
逆境自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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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們需要接種
        COV ID-19疫苗？

過往疫苗需要較長的時間研發，而是次COVID-19疫情影響深且廣，各國科研人員都盡他們

的最大努力加快完成研發及臨床測試，希望能有相關疫苗盡早面世以預防疾病，減輕COVID-19對我

們健康、日常生活的影響及對各國醫療系統的壓力和負荷。

獲世界衛生組織
邀請往葡萄牙演
講並與總幹事譚
德塞

推動世衛的健康
城市工作，有賴
行會召集人陳智
思無私的支持

Scarlett衷心感謝所有科研及前線醫療人員等的努力和付出，令我們

看到希望。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市民已經養成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

的良好習慣，但接種新冠疫苗可以自身產生抗體，不單能保護自己，

更可保護身邊的親友，最終有機會達至「群體免疫」*的效果。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解釋，「群體免疫」指的是讓很大一部分人口接種疫苗，從而降低病毒在整個

人口中傳播的總量，「群體免疫」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讓無法接種疫苗的弱勢群體(例如，由於對疫苗

過敏等健康狀況)，保持安全並免受疾病侵害。

換言之，要達至「群體免疫」，需要大家都出一分力，齊打疫苗，護

己護人！

接種疫苗前我們應該考慮甚麼？
作為源禾路體育館沙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顧問及香港藥學會前會長的

Scarlett指出，我們除了考慮安全性及保護率外，我們亦要考慮3點，

包括：

 1.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是否適合接種疫苗? 如自己對疫苗成份有否 

   過敏、其他病症及接種疫苗當日的健康情況等。

 2.參考疫苗的作用機理( mechanism of action )及提煉技術，科 

  學數據及臨床報告等，以了解那一款較適合自己身體現況。

 3.比較各疫苗的副作用或不良反應等以決定自己的接受程度，例如， 

  科興疫苗在引致發燒、肌肉痛上的副作用，相對較其他疫苗少。

哪一類群組的人是比較建議先接種疫苗？
不幸感染COVID-19時，是有機會遇上併發症甚至死亡，特別是一些

有三高問題如糖尿病、或其他長期病患的朋友，機會會更高，而疫苗

其中一個效用就是減少患病者在感染時出現嚴重的徵狀，減低入深切

治療部和死亡的機會，所以在病情穩定及有需要時諮詢醫生及醫療人

積極參與政府主辦的，
緊急寄藥服務予內地
港人，龐愛蘭負責設
計藥劑師審核流程

員等的建議後，這些群組可優先接種疫苗。

Scarlett 注射疫苗親身經驗分享
是次網上疫苗注射登記早於2021年2月23日凌晨開始，一向

早睡早起的她在早上五時起床進行登記，但發現已登記的人

數眾多，最早可以接種的日子已排期至2月28日，所以建議

大家盡早登記。

當日Scarlett駕車至位於沙田源禾路體育館的會場，交通方

便又有停車場在旁邊。整個接種過程非常順利，完成注射後

在會場休息了30分鐘，離開時更表示完全沒有任何肌肉痛或

其他不適等症狀，接下來一整天的工作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於3月28日，Scarlett 將接種第二劑疫苗，提醒大家要留意

接種第二劑疫苗後，反應可能會比第一劑大些，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我們接種第二劑一段時間後，才能產生較高的保護率，

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輕心，仍然要做足個人防疫措施，護己護人。

市民的心理狀態如何？
Scarlett 認為市民的心理狀態是正常的。

新冠疫苗比傳統過往的疫苗研發時間較短，大家都有點戒心

是正常，加上資訊泛濫，市民無所適從，錯誤訊息亦在社區

散佈，所以最好用政府官方或其他國家的官方資料作分析，

另外，一些死亡個案等雖與接種疫苗沒有直接關係，但對市

民來說，可能會考慮長時間一點才決定接種疫苗，之後又會

回復正常，如政府有政策作誘因，好像可不用隔離往返內地

等，都會吸引市民更願意接種疫苗。因為這是一個自願性計

劃，每個人的考慮因素的優先次序都會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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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電視訪問以講解
藥物的效用及原理

龐愛蘭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Pong Scarlett Oi Lan 
BBS, JP

-第九屆健康城市聯盟國際
 大會籌委會主席2021（與
  世界衛生組織聯合主辦）

-1998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婦女事務委員會協作及推
  廣工作小組召集人

-醫院管理局前董事局成員

接種疫苗，
為己為人

員等的建議後，這些群組可優先接種疫苗。

Scarlett 注射疫苗親身經驗分享
是次網上疫苗注射登記早於2021年2月23日凌晨開始，一向

早睡早起的她在早上五時起床進行登記，但發現已登記的人

數眾多，最早可以接種的日子已排期至2月28日，所以建議

大家盡早登記。

當日Scarlett駕車至位於沙田源禾路體育館的會場，交通方

便又有停車場在旁邊。整個接種過程非常順利，完成注射後

在會場休息了30分鐘，離開時更表示完全沒有任何肌肉痛或

其他不適等症狀，接下來一整天的工作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於3月28日，Scarlett 將接種第二劑疫苗，提醒大家要留意

接種第二劑疫苗後，反應可能會比第一劑大些，大家要留意一下。

另外，我們接種第二劑一段時間後，才能產生較高的保護率，

所以大家不能掉以輕心，仍然要做足個人防疫措施，護己護人。

市民的心理狀態如何？
Scarlett 認為市民的心理狀態是正常的。

新冠疫苗比傳統過往的疫苗研發時間較短，大家都有點戒心

是正常，加上資訊泛濫，市民無所適從，錯誤訊息亦在社區

散佈，所以最好用政府官方或其他國家的官方資料作分析，

另外，一些死亡個案等雖與接種疫苗沒有直接關係，但對市

民來說，可能會考慮長時間一點才決定接種疫苗，之後又會

回復正常，如政府有政策作誘因，好像可不用隔離往返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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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關懷大眾，心繫社會

今年2月26日起於沙田源禾路體育館開放給公眾接種疫苗
接種，為社區出一分力，感謝各界一直的支持！

參與政府多次研討注射計劃的
策略與方向，以完善疫苗注射
活動的系統及運作過程，望能
精益求精！

百本專業團隊

2月26日沙田源禾路體育館正式
開幕，大家同心協力！

醫生護士細心留意注射者的身體
狀況，各位記得要留意注射需知

由多位醫生護士駐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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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記

2575  5893  預約熱線
9515  9439

沙田站

源禾路
體育館

沙田站

源禾路
體育館

沙田
源禾路
體育館

或者掃描QR Code  
填寫你的資料就可以

簡單快捷

龐愛蘭女士 
BBS，JP

盧毓琳教授
香港生物科技之父

施永青
中原地產創辦人

史泰龍
香港醫護學會 - 生命教育大使

曉光護老團隊 

莫嘉傑(肥仔傑)，李梓敬
Youtube KOL

孫寶源先生，JP

來自不丹的
寧波車及喇嘛

歐陽女士
香港第一位女村長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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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 甚麼是骨質疏鬆症？

骨質疏鬆症是一種關於骨骼新陳
代謝的病症，更是長者及停經
女性的常見疾病。患者的骨質
密度減少，令骨骼變得脆弱，
容易骨折。據統計，全球5 0歲
以上的女性，當中有約三分之一
因骨質疏鬆而導致骨折。

健康的骨骼是由造骨細胞及蝕骨
細胞不斷地重塑。在人生不同時
期，兩種細胞皆有不一樣的活躍
程度，年輕時的骨質增長正是
因為造骨細胞比蝕骨細胞活躍。
但隨著年齡增長，身體內的荷爾

蒙轉變會影響到兩種細胞的活躍平衡，從
而令骨骼礦物質漸漸流失，導致骨骼
強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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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是一種關於骨骼新陳
代謝的病症，更是長者及停經
女性的常見疾病。患者的骨質
密度減少，令骨骼變得脆弱，
容易骨折。據統計，全球5 0歲
以上的女性，當中有約三分之一
因骨質疏鬆而導致骨折。

健康的骨骼是由造骨細胞及蝕骨
細胞不斷地重塑。在人生不同時
期，兩種細胞皆有不一樣的活躍
程度，年輕時的骨質增長正是
因為造骨細胞比蝕骨細胞活躍。
但隨著年齡增長，身體內的荷爾

患上骨質疏鬆症有甚麼後果？

當患上骨質疏鬆症時，患者的骨骼變得
脆弱，強度不足，身體即使承受低能量
碰撞，如平地跌倒；或進行一些簡單
動作，如打噴嚏，都可能引致脆性骨折，
可謂防不勝防。

骨質疏鬆所引致的骨折亦會為病人帶來
深遠影響，研究數據指出，香港的髖骨
骨折患者手術後一年內的死亡率可達百
分之17.3。另外約七成的患者在手術後一
年，活動能力仍然受損。部分患者失去
自理能力，需要入住長期療養院，除了
影響身心健康，更為患者自身及其照顧者
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此外，一次骨折的
出現就會提高往後骨折的風險，研究
發現，一旦遭受骨折，病人遭受第二次骨
折的機率已經高達十倍。

所以及早診斷，配合適當的治療和調整
生活習慣，是控制骨質疏鬆症及預防骨折
的有效方法。

如何診斷及治療骨質疏鬆症？

醫生一般會先了解病人的病歷如骨折史，
有否服用類固醇，有否飲酒吸煙，以及
其他生活習慣。如有需要，醫生會為病人
安 排 進 行 雙 能 量 Ｘ 光 骨 質 密 度 檢
測(DEXA)，去量度病人的T值，當T值低
於 - 2 . 5 時，病人會被診斷為患有骨質

如何配合治療，
強健骨骼？

除藥物治療外，均衡飲食、恆常
運動及養成良好生活習慣都有助
強健骨骼。多進食高鈣和維他命
D含量的食物，適度的負重運動
及接觸日光的戶外活動都對
維持骨質密度很有幫助。

蒙轉變會影響到兩種細胞的活躍平衡，從
而令骨骼礦物質漸漸流失，導致骨骼
強度下降。

疏鬆，需要接受藥物治療。根據
2020年美國臨床內分泌科協會
的最新指引，當T值低於-3 . 0
時，病人更會被界定為非常高
風險發生骨折的人士，建議醫
生為病人提供增加骨質密度的
治療，包括最新型具雙重作用
的生物製劑，同時令骨骼細胞
增 加 造 骨 作 用 並 減 少 蝕 骨
作用。

陳漢威醫生 
香港大學名譽臨床醫學教授
老人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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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575 5891

傳真：2778 1810   

電郵：contact@mybest.hk 

網站：www.mybest.hk
香港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9515 4946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企業培訓服務 ：2575 5668

專業醫護培訓 ：2575 5408

培訓及會議場地租借

2575 5600 9512 3273 

報名及上課地址： 報
讀
表
格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護理證書課程

催乳師專業培訓雙證書課程
兼讀 : 19:00-22:00 
課程時數：18小時，共6課
**考試合格者，除可獲百本人才培訓學院證書外，
亦可申請由國家頒發之《催乳師專業培訓證書》

$4,500
另加行政費$100
*包括認證考試費

及證書費
#孕婦學員可帶1位

女性親友陪同上課

MAC

專業進修課程

國際認可PIMI@嬰兒按摩導師
兼讀 : 19:00-22:00 
課程時數：12小時，共4課

$8,900
另加行政費$100PIMI

30小時急救證書課程
全日：09:00-17:30，共4課 
兼讀 :  19:00-22:00，共10課 
(證書由聖約翰救護機構頒發)

$780
另加行政費$50

費用包括：證書、 急
救課程手冊1本、繃
帶包1套、人工呼吸

防護膜3片、1次考試

SFA

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證書課程
兼讀 :  19:00-22:00，共4課 

$1,000

MHFA

物理治療助理證書課程(兼讀)
兼讀 : 19:00-21:30
課程時數：20小時，共8課

讓學員掌握物理治療的相關知識及技巧，修畢課程後，可協助物理
治療師為傷病者進行康復治療。
*上課地點：九龍太子荔枝角道168號萬盛閣一樓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 

$3,800
PTA

CPD : 10分

獸醫診所護士 基礎證書課程
兼讀（星期一至五） : 19:00-22:00，
        （星期六日） : 9:00-18:00
上課時數：30小時 ；實習時數：36小時

$9,800

PC

診所護士專業證書課程及
注射技巧實務訓練 (雙證書課程)
診所護士專業證書課程上課時間 :
全日 : 09:00-18:00 84小時，共11課 
兼讀 : 19:00-22:00 84小時，共28課

$9,800

包括急救證書

$6,200

CRSW

CN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課程 

兼讀 : 19:00-22:00
課程時數：211小時，約10個月 

全日 : 09:00-18:00
課程時數：211小時，約2個月

護理員證書課程
護理員證書課程上課時間 :
全日 : 09:00 - 18:00 ，共6課 
兼讀 : 19:00 - 22:00 ，共16課

$2,300

PCW

抽血技術及靜脈輸液專業證書課程
全日 : 09:00-18:00
課程時數：27小時，共4課
兼讀 : 19:00-22:00
課程時數：27小時，共9課

注射技巧實務訓練課程
全日 : 10:00-16:00
課程時數：12小時，共2課
兼讀 : 19:00 -22:00
課程時數：12小時，共4課

$3,900

$1,800

BT

IN CPD : 4分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開辦至今，已成不同企業及醫護界進修專業知識的理想之地。
我們從提供專業培訓及活動策劃服務、開辦高質素課程及講座及舉辦粵港跨境交
流活動，致力推動業界的發展及發掘醫療管理新領域。

另加行政費$100

另加行政費$100

另加行政費$100 另加行政費$100

另加行政費$100

另加行政費$100

另加行政費$100
教材書本費$100

另加行政費$100

本課程教授常見的情緒病和精神問題特徵，讓學員可以及早辨識
問題所在和評估安全性，在未有專業介入前可適當地舒緩和疏導
當時人的情緒，可以及早化解危機，令問題不致惡化。

在三十小時內，向學員介紹急救的原則，認識並練習急救處理方
法，包括心肺復甦法以及急救應變處理。

本課程主要教授靜脈輸液及抽血技術，為有志成為抽血員和重溫抽
血技術之前線醫護人員打好基礎，並為將來於化驗所工作或成為抽
血員做好準備。

H3 Touch Foundation 為PIMI ILTF嬰兒按摩訓練員導師的香港唯一
機構，是現時亞洲區唯一認可開辦「國際治療師協會嬰兒按摩導師訓
練班」導師機構。

本課程為有志加入獸醫護理行業人士而設，課程介紹動物護理方
法、獸醫診所工作流程，加強護理者對動物的評估及分析能力，
讓他們能充分掌握動物護理的技巧。

課程特別為陪月員、孕婦及產婦而設。本課程主要圍繞餵哺母乳的
相關技術及知識，使學員更了解正確的餵哺技巧及解決泌乳不暢順
等問題。

本課程特別為健康服務支援人員、護理員、保健員、診所護士或
有志投身醫護行列的人士而設。導師除介紹注射理論外，亦會教
授注射藥物的分類及貯存，計算注射劑量，皮下及肌肉注射法等注
射技巧。

課程已獲醫管局認可，以理論及實習形式教授基本護理學及技術運用、
內外科護理學、專科特別護理、感染控制及預防、藥物使用基本要點等。

另外課程已獲持續進修基金認可為合資格課程，合資格的同學將可受惠。
申請人完成指定可獲發還款項科目後，即達到所需的課堂出席率及成績，
便可獲發還有關科目的80%費用資助 。

本課程為有志成為診所護士之人士，提供有關訓練，以提升服務質
素及效率。希望學員能了解診所運作及管理、病理學及護理技巧、
基本扶抱、基本急救，加強對抽血技術的認識、配藥原則及常用藥
物知識。

資深註冊護士，具有多年豐富教學經驗，本課程特別為有志投身
於安老院舍起居照顧員行業的人士而設，完成本課程及取得證書
後會介紹工作。 

完成課程後可獲3張證書
1)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證書
2) 健康服務助理證書
3) 急救證書(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頒發)   
* 證書有助醫院管理局醫院及私家醫院之職位申請

**行政費一經繳付，不獲退回                             
**實際上課時間或有變動，煩請報名時， 向課程部人員確認。          



 

     

楷和醫療集團致力為醫生和病人提供最佳醫療服務。

誠信
誠信是醫療服務的基礎，我們十分重視病人和家屬對我們的信任。透過與病人建立互信關係，為病人
提供最合適的治療方案。

全面的護理
楷和致力為病人提供全面的護理和治療方案。我們的專業醫護團隊與病人溝通無間，共同制定合適及
個人化的治療方案，幫助病人恢復健康。

愛心和關懷的環境
和諧的工作環境有助醫護團隊與病人建立密切而良好的關係，以愛心與關懷服務病人。

我們以病人長遠健康為目標，努力建立專業團隊與病人之間的互信、提供全面的醫療服務。

楷和醫療

電郵: info@chiron.care 網站: https://chiron.care/

中環專科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號26樓2601-04，06室

電話 2530 0006     傳真 2153 9983

眼科專科中心及中環普通科醫務中心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號12樓1206室

眼科電話 2155 1321
普通科電話 2155 2355
傳真 2155 2281

尖沙咀專科中心
九龍尖沙咀河內道5號普基商業中心2樓
電話 2157 3840     傳真 2157 3850

觀塘海濱匯醫務中心
九龍觀塘海濱道77號海濱匯2樓7號舖
電話 3575 8585     傳真 3575 8589

chironmedicalhk chironmedical



物理治療太極小金鐘是一套結合現代醫學知識與傳統養生智慧編制出的伸展運動，內容有
熱身、招式、收式引氣歸元，整套勤練可收強身健體效果，個別動作亦可應用在不同的症
狀，今期會介紹在預防跌倒的應用。

很多病人因容易跌倒而轉介物理治療，而跌倒的成因很多，包括外在環境因素及內在自身
的平衡能力，而跌倒後嚴重的可引致骨折，特別是長者更會影響到其日後的生活質素及自
理能力，經診斷治療後可配合以下小金鐘動作，以增強自身平衡能力預防跌倒。

10

物理治療
太極小金鐘

預防跌倒預防跌
臨床應用

倒

1.站立，保持脊骨正直，
  左右腳交替原地踏步。

2.站立，保持脊骨正直，
  左右腳交替前後踏步。

3.單腳站立，一手撐腰或扶住穩固物件，
  保持脊骨正直，另一邊大腿上提至水平，
  小腿放鬆下垂，一手定住膝部，然後小腿
  作順時針擺動5至10下，再逆時針擺動5
  至10下，然後慢慢放下，重複另一邊。

熱身
動作

20



8 右正旋7 左正旋

1 頂天立地

     羅遠東前醫管局聯網專職醫療臨牀服務統籌
物理治療聯網統籌及醫院物理治療部經理

以上運動可早午晚各一次，
每個動作重複5-10下

·站立，雙腳與肩同寛，雙手放
在身旁

·頭頂上引作頂頭懸，運勁頂向
天無限高

·同時雙手掌心相對在大腿外側，
沉肩墜肘，與雙腳同時運勁推
向地下無限深

·維持5至10秒，然後慢慢還原。

5 左彎弓
·站立，雙腳與肩同寛

·雙手圓拱上托，手心
向上，保持脊骨上下
對拉

·上身彎向左，直至右
側拉緊

·雙腳同時運勁推向地
下無限深

·維持5至10秒，然後
慢慢還原。

6 右彎弓
·站立，雙腳與肩
同寛

·雙手圓拱上托，
手心向上，保持
脊骨上下對拉

·上身彎向右，直
至左側拉緊

·雙腳同時運勁推
向地下無限深

·維持5至10秒，
然後慢慢還原。

·站立，雙腳與肩同寛

·雙手圓拱上托，手心向
上，保持脊骨上下對拉

·腰以下不動，上身垂直
轉向左，直至右側拉緊

·雙腳同時運勁推向地下
無限深

·維持5至10秒，然後慢
慢還原。

·站立，雙腳與肩同寛

·雙手圓拱上托，手心向
上，保持脊骨上下對拉

·腰以下不動，上身垂直
轉向右，直至左側拉緊

·雙腳同時運勁推向地下
無限深

·維持5至10秒，然後慢
慢還原。

招式
動作

4 雙手上舉

·站立，雙腳與肩同寛

·手心相對，雙手運勁推
向天無限高

·雙腳同時運勁推向地下
無限深

·維持5至10秒，然後慢
慢還原。

3 平開展翅

·站立，雙腳與肩同寛

·雙手向兩側水平橫開，
手心向上

·雙手運勁向左右推向無
限遠

·維持5至10秒，然後慢
慢還原。

伸手拔背

·站立，雙腳與肩同寛

·雙手前伸外旋，手心向上

·雙膊運勁往前推向無限遠

·維持5至10秒，然後慢慢還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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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
課程時數：共 211 小時
入學要求：中三程度或具同等學歷(*接受宣誓紙)
                  (申請者須成功通過入學面試)
課程費用：港幣 9,800 元正 
行政費用：另加港幣100元正(行政費一經支付，將不獲退回)
                  如要購買急救堂之課本價錢為$80

兼讀制

全日制

19:00 - 22:00 (每星期2天)
課程時數：211小時，約10個月

09:00 - 18:00 (每星期5天)
課程時數：211小時，約2個半月

兼讀全日制 09:00 - 18:00 (每星期1天)
課程時數：211小時，約7個月

申請者需填妥報名表格，並附上所需文件，包括:證件照一張、香港身份證副本、學歷證明副本(接受宣誓紙)及
其他護理相關的證書副本，然後選以下其中一種方法繳付課程費用連行政費（港幣 9,900 元）：
方法 1 郵寄劃線支票至「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醫護學會有限公司』
方法 2 將課程費用存入本學會之南洋商業銀行戶口（043-502-1-032495-9），然後將收據連報名表格傳真至2778 1810 
                      或電郵至 contact@healthcare.org.hk。
方法 3 於辦公時間內（星期一至六，09:00-18:00），親臨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辦理報名手續，
                      以現金或支票形式繳付學費。
 *   一經報名及繳費，除課程取消外，所繳之費用將不獲退回。
 **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所頒授予學員的任何資格。

香港醫護學會 Hong Kong Health Care Federation
地址：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   
傳真：2778 1810     電郵：contact@healthcare.org.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HKHCF    網址：www.healthcare.org.hk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訓練證書
����資歷架構第二級

報名辦法及詳情

本課程將教授基本護理學及技術運用、基本
創傷課程、復康治療概念、內外科護理學、
專科特別護理、感染控制及預防、藥物使用
基本要點、醫學化驗科學、急救訓練及職業
安全健康及技術運用等等。學員畢業後可申
請私家醫院之健康服務助理或醫管局轄下
醫護支援人員/三A級病人服務助理之職位。

雙重認證資格 

持續進修基金資助

醫院管理局認可
醫院管理局員工培訓資助計劃的可獲
資助者，可獲$8900元學費

資歷架構認可
本課程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 
訓練證書)在資歷架構下獲得認可資歷架
構 第2級，並已上載至資歷名冊。
登記號碼：21/000069/L2；
有效期為2021年2月1日至2023年1月31日
有關資料，可瀏覽資歷名冊網頁：www.hkqr.gov.hk

2575 5689
9601 6833

持續進修基金資助課程
本課程已加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款
項課程名單內

完成課程後可獲3張證書
憑證書可申請醫院管理局醫院及私家醫院的職位

1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證書

2 健康服務助理證書

3 急救證書(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頒發)
      

CRSW



02 03

‧跳舞室及課室最少租用一小時，模擬病房最少租用四小時，收費已包括基本設備之使用。
‧如需要額外租用特定設備，請先與職員聯絡。

     ：2575 5689          ：2778 1810        ：contact@mybest.hk            : BEST.edu

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租場服務熱線
2575 5600  
9512 3273  

每小時收費

(09:00-18:00) (09:00-18:00)

20 HK$300HK$1,000 HK$1,200 HK$350課室 E

 場地  可容納人數  場地  可容納人數
每小時收費

星期一至五 其他時段 星期一至五 其他時段

課室 F 100
30

課室 B

50
90

HK$450
HK$45050

HK$600 HK$700
HK$400

HK$700
模擬病房

HK$800
HK$450HK$500

HK$500
課室 C
課室 D

課室 G

30

場地
首選

   位置方便
      鄰近觀塘港鐵站及
      APM大型商場 
      眾多巴士路線穿梭
      往來，貫通全港
      鄰近設有停車場

場地寬敞
       全場佔地約八千呎，

      地方寬敞，並設有水機
      靈活配套，各式長枱、

      座椅能切合各講座、

      會議及培訓需要

     設有Wi-Fi無線上網
     免費音響、電腦及投影系統設備，

     適合各大小型講座、工作坊、

     排舞室、培訓課程及會議

   設備齊全

適合  短片拍攝・醫療教學





什麼是 F l e x i t a r i a n？
初階素食入門推介 近幾年大熱的素食和純素生活，大家有否

經常聽到？其實，素食好處多多，例如幫
助減少器官發炎、降膽固醇、吸收適量蛋
白質﹐有助益生菌生長等。但一時三刻，
要完全改變飲食習慣也不容易！所以，我
們提供了最簡單的三步方案，幫助大家由
「F l e x i t a r i a n」入手，可以更輕鬆地擁
抱素食生活！

文/圖︰Tas t e  o f  Veg

小
知
識

F l e x i t a r i a n中文是彈性素食法，由
Flex i b l e和Vege ta r i a n兩個字組成，
彈性素食飲食法並不是一個純以植物
為基礎的飲食方式，而是指雖然餐單
在一般情況下會依照無肉的飲食方式，
但偶爾亦可包括肉類或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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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種素食，幫您簡單加入素食行列

素零食

如果零食都是不可缺少，那素零食就是最好的選擇了。既好味又健康，無
論你是否素食者，都可以一試！日常大家最愛的零食，例如朱古力、餅乾
及薯片等，市面有不少選擇，也有不少網店提供不同的產品，非常方便！

微素工房
有機純素芝士羽衣甘藍脆片

紐+ nucao
有機純素朱古力

韓國TROO
天然無添加糖冷凍乾果

即食餐

除了日常零食，更高層次的，當然就是連正餐都是素食啦。現時市面上都
有不少新產品推出，無論您喜歡飯、麵、意粉，都一應俱全！輕而易舉就
煮好之餘，亦能食得健康又清新。

L . I . F . E .
即食有機粥純茉莉香米

Trev i j ano
意大利飯系列

本地菜

多菜少肉是正確的態度，如果能在日常蔬菜中加點本地的味道，當然就更
加好！本地有為數不少農場，每日不間斷提供高質有機菜及水耕菜，更有
服務可以直送到家。

有機認證農場於Tas te  o f  Veg  的「有機認證產品專區」
售賣新鮮時令蔬果包，每個農場蔬果包組合各有不同，各具特色。

農夫收到訂單後,  會即日在農田收割及清洗蔬菜,  準備時令蔬菜包，
讓大家可以健康安心地享用到新鮮本地有機蔬菜。

Tibe r i no
全天然即煮意大利粉飯系列

名稱

簡介

特色內容

網頁

查詢

服務內容 網上商店 工作坊 展會活動

Tas te  o f  Veg

素食及綠色生活產品、本地有機菜、工作坊

www. t as t eo f veg . com .hk

3520  36 17

全方位素食及綠色生活資訊平台「Tas te  o f  Veg」，集網上購物、食肆資訊及食譜於一身，為愛好
素食、綠色生活的朋友提供各式各樣的產品及生活資訊。登記成為會員可尊享過百種產品的優惠。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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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參展查詢︰3520 3617

www.vegfoodasia.com

www.lohasexpohk.com



中
醫
師
大
推

降
血
壓 
湯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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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對蔬菜降血壓、降血脂！中醫師大推「五物降壓湯」、「五汁飲」

日常飲食攸關高血壓病患的病情控制，中醫師洪敦耕提供一道「五物降壓湯」，是適宜高血壓患

者常飲的湯品，食材有紫菜、芹菜、荸薺、番茄、洋葱，五物各自發揮功效及起協同作用，具有

降血壓及降低血中膽固醇的功效。

五
物
降
壓
湯

五
汁
飲

五物降壓湯食材：紫菜2張、芹菜2兩、
荸薺10個、番茄3個、洋葱1顆。

五物降壓湯作法：芹菜去葉留莖、切段，
荸薺連皮切片，番茄切片，洋葱去皮膜、
切絲，以上5物，加水適量或再加瘦肉4
兩，煲湯即可。

《溫病條辨》五汁飲方，用梨汁、荸薺
汁、鮮葦汁、麥冬汁、藕汁（或用蔗
漿），臨時斟酌多少，和勻涼服，不甚
喜涼者，重湯燉溫服。用治太陰溫病，
口渴甚者，稱為「沃法」（沃原為「灌
溉」之意，文中用作「滋潤」解。）

現代研究指出：五汁飲的成份，含有糖、
甙、甘露醇、鈉、鉀、維生素等，除補
充體液和增加營養外，對於體液酸鹼平
衡，也能起到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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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老齡化，長者服務的需求甚為殷切，長者

的膳食質素更是不容忽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新科技署之創新科技基金(一般支援計劃)撥款資

助職業訓練局(VTC)，並由機構成員香港專業教育

學院(IVE)健康及生命科學系應用營養學高級文憑課

程策劃下，自2019年9月啟動「營印未來」健康推

廣計劃。

計劃的目的冀將營養學的知識與3D打印技術配合，
為長者創作出精緻且富含營養的食物，同時啟發青少
年對創新科技和關懷長者的意識，以及把3D食物打
印的概念與應用推廣至相關行業。

「營印未來」計劃是以創意科技、營養與健康，以及
長幼共融三大元素，向全港中學、安老服務業界、食
品與餐飲業界、3D打印業界及公眾等推廣3D食物打
印的概念、技術及應用。

中學生培訓工作坊：參與中學共25間，合共超過
1,000名中學生參與，中學生們掌握了3D繪圖的技巧、
營養餐單的設計，以及3D食物打印的技術。

業界3D食物打印研討會：共7場實體研討會，以及逾
38個單位參與網上研討會，合共超過1,800名來自長
者服務業、食品及餐飲業、3D打印行業人士參與。

Food
Printing

食物打印

中學生培訓工作坊：參與中學共25間，
合共超過1,000名中學生參與，中學生
們掌握了3D繪圖的技巧、營養餐單的設
計，以及3D食物打印的技術。



「營印廚神」3D 打印食物設計比賽：比賽分為中學組、大專及公開組，共有21隊隊伍參賽，由
業界人士擔任評判，包括香港食品委員會主席吳永恩先生 MH, FPVC (Hon) 、香港三維打印協
會會長胡啟明先生、稻苗學會代表江志恆先生，以及香港食品科技協會創會會長袁仲安教授。

3D食物打印嘉年華：於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了一連3天的嘉年華
活動，入場人數逾30,000人次。 

計劃得到各界支持和踴躍參與，計
劃內容及活動花絮可於計劃網頁
（https://www.nutr i3dietfor-
future.com.hk）及IVE 應用營養
學高級文憑專頁（https://www.-
facebook.com/AS114208Nutr i-
t ion）重溫。期盼各界繼續關注長
者的健康飲食，並為他們創作出更
多有營養和美味的食物，提升他們
的生活質素！

「營印廚神」
 比賽亞軍

激辛壽司三食

業界3D食物打印研討會：共7場實體研討會，以
及逾38個單位參與網上研討會，合共超過1,800
名來自長者服務業、食品及餐飲業、3D打印行
業人士參與。

計劃成果分享會暨頒獎典禮：於2021
年1 月23日在網上直播，總結計劃的成
果。

「營印廚神」
 比賽冠軍
營印點心

「營印廚神」
比賽(中學組)

冠軍 
花之味

「營印廚神」
比賽(大專及公開組)

季軍
 南瓜雲耳蒸滑雞

「營印廚神」
比賽(中學組)

季軍 
 如獲至堡

「營印廚神」
比賽(中學組)

亞軍 
魚米之香



PHASIFYTM Detects MORE Real Positive COVID-19 Cases

• Clinical data from a QAP-approved Hong Kong commercial lab powered by PHASIFYTM  

showcases advantage of adopting the PHASIFYTM technology
• In 2 weeks, lab powered by PHASIFYTM had 10DoH-confirmed positive cases out of  

3000 samples ran. In the same 2weeks, 3 companies assign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nly had 30 DoH-confirmed positives cases out of 90,000 samples ran.

IN 2WEEKS

Other Labs Difference

0.33% 0.033% 10x
positive cases positive cases positive cases  

caught

產品檢測核心優勢
: 

:

: 

: 

: 

準確度達90%

百本醫護優惠醫 護 界 優 惠
快速抗原檢測試劑套裝

百本會員價百本會員價

優惠價
$90/套
$120

測試溶液

拭子

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2樓204室
 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www.bamboos.com.hk

/套

20

圖片只供參考

圖片只供參考

測試棒

COVID-19 

 9515 9439

2575 5836

2575 5316
（葉小姐/李小姐）

    

- 查詢及購買 -

VIP@bamboo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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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理解「清宿便」？

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清宿便」，從字面的意思來理解，就是指把

積存在體內的糞便排出清走。但在我們的身體裡，是否真的有這麼

多糞便長期「滯留」在內呢？

從目前的醫學角度來看，其實並沒有「宿便」之類的名詞。生理學

上，正常的新陳代謝下，通過恆常的進食和飲水，加上大腸的自然

蠕動，基本上食物就會隨進食的先後次序而排出，不會出現某些糞

便長期留在腸道的情況。而大部分人所理解的「宿便」，更通常的

病因是因為便秘，導致糞便在腸道停留的時間更長而已。

中醫如何理解「清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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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便秘？
事實上，排便習慣往往因人而異，排便次數

由每日超過一次或隔兩天才一次都可以是正

常的。但如果發現大便太硬，排便困難，或

是久久未有大便，便有可能是有便秘的問題。

要判斷自己的症狀是否屬於便秘，可跟據以

下的3大原則：

  •每周排便少於3次

 •排便不淨感 

 •排便費力，便質乾結 

在古時，便秘又有「大便難」、「脾約」等

相關名稱。中醫認為，食物進入我們的胃腑，

經脾胃運化，化為氣血精華後，剩餘的糟粕，

由大腸傳導排出體外，而成大便。若腸胃功

能正常，則大便暢通；若腸胃因不同原因受

病，則導致不同性質的便秘。主要的病因有

四方面，包括：

  •飲食不節、過食煎炸、辛辣或生冷，

  飲酒太多

 •情志失調，思慮過度，久坐少動

 •年老體虛，產後或大病初癒

 •正氣不足，感受外邪

根據體質和症狀，能分為虛秘和實秘，同時

又可出現虛實夾雜，治療上要視乎個別患者

的病情而調整。

日常調理3大要點
•注意日常飲食

 平日補充水分，多喝清水、清湯、果汁。 

 多進食含纖維的食物及蔬果，如：燕麥糠 、 

 奇亞籽、奇異果、火龍果等。黑芝麻和核 

 桃亦含有豐富油份，有潤腸通便的效用。 

 減少進食煎炸、辛辣、或生冷的食物，避 

 免飲酒。

•定時大便的習慣

 作息定時，平日保持心情輕鬆愉快。培養 

 定時大便的習慣，並以早上為佳。如廁時 

 專心一致，不要在進行其它活動。

•多做運動，鍛鍊身體

 日常運動，尤其是適量腰腹肌肉鍛鍊。年 

 長者可多做摩腹運動，以雙手在腹部作順 

 時針來回打圈按摩，以促進腸道蠕動。也 

 可多作穴位按摩，如：按揉足三里、支溝 

 及天樞等穴位。

若發現自己出現便秘的症狀，不用過度擔心，

可先從飲食及生活習慣入手，觀察症狀有否

改善。但是當發現便秘的症狀持續3周以上，

或排便時感到痛楚，甚至有大便出血的狀況，

便應盡早求醫，查明病因。

周庭譽 註冊中醫師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學士
正修讀中醫學深造文憑 (疼痛學)
有志於骨傷推拿及運動醫學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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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中風
DASH飲食法有效嗎？
10月29日是世界中風日！近年中風有年輕化趨勢，不
再是坊間認為的「老人病」，要有效預防中風，控制
血壓至合適水平是首要任務。其中「得舒飲食法」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s, 
DASH ）的飲食餐單究竟有什麼好處呢？怎樣才能夠
食得更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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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取高鉀、高鈣、高鎂,
蔬果堅果選擇多

DASH飲食法，助降血壓，減中風機率
養和醫院營養師周明欣指出，得舒飲食法是針對預防和控制高血壓而設計的餐單，餐單要求多吃
蔬菜、脫脂或低脂奶製品，選擇高鉀、鎂、鈣的食物，減少攝取鈉質和飽和脂肪。

每日餐單：
三份蔬菜＋兩份水果

餐單分量方面，建議每人每日需進食三份蔬菜和

兩份水果，譬如半杯熟的蔬菜、四分三杯沒有添

加糖的蔬菜汁、一個蘋果或橙、一條香蕉，即算

一份，但要注意排列上是先蔬菜後水果，而蔬菜

佔的分量應較多，因進食水果過多會令攝取過多

果糖、降低胰島素靈敏度。

1.鉀質方面：可選吃深綠色的菜和

 有籽的水果，如半碗熟的通菜、其次菠菜、西 

 洋菜等等；水果方面香蕉的鉀質含量最高，奇 

 異果、火龍果等有籽的水果同樣含高鉀質。

2.鈣質方面：成年人每天需要1000至1200毫克 

 的鈣，使用石膏粉製作的豆腐含高的鈣質， 

 其次菠菜、通菜等亦是鈣質的來源之一，高鈣 

 奶、芝士、加鈣豆奶、乳酪、黃豆等食物亦 

 是不俗的選擇。

3.鎂質方面：主要在豆類和堅果類中找到，例 

 如乾豆、果仁、杏仁，以及綠葉的蔬菜，另 

 外比目魚亦是高鎂質食物。

低鈉、低脂是必須

提醒成年人每天應吸收少於2400毫克的鈉，

同時亦要減少攝取飽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飽和

脂肪主要來自動物性脂肪，例如牛腩、豬手、

雞翼等肉類，即食麵亦含量不少。建議男性每

日飽和脂肪攝取上限少於16克，而女性則少於

12克。

            至於反式脂肪，常見於鬆化、高溫焗  

           製的食物，例如酥皮、油炸食品等，  

              應盡量減少食用。

外食族餐前多做「一件事」
顧健康

外食族在購買便當或自助餐時建議將湯汁瀝乾

再夾取，蔬菜應佔一半的比例，「如果無法控

制公司附近的餐廳的用油、用鹽量，可以自備

一杯熱開水，食用前過水一下。」

夏天到來，其實夏天發生腦中風的機率並不會

比冬天少，「夏季炎熱使身體流失過多水分，

造成血液濃稠而易阻塞，吹冷氣室溫溫差大導

致血管異常收縮，也容易腦中風！」根據國際

治療指引建議，於症狀發生後最慢應於4.5小時

內施打靜脈血栓溶解劑。

再次提醒，將NG早餐改成不加油條的紫米飯

糰，或是不抹沙拉醬、蔬菜加倍的總匯三明

治，才能為保護腦血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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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春天

特飲

中醫養生的方法可謂五花八門，其中「三因制宜」可謂是指導性原則。「三
因制宜」即「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定所宜，意思即是養生
時需要考慮到不同的時候（季節、年份等）、地域（方位、水陸等）、
身體狀況（長幼、男女等），來制定何為「適宜」的進補。故此本文
論述的「小孩」及「春天」特性，正正屬於三因制宜中的「因人」和
「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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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處於生長發育階段，正如錢乙於《小兒藥證直訣》中提及小兒「五臟六腑，成
而未全，……全而未壯」；另外亦如《溫痛條辨‧解兒難》中說小兒「臟腑薄，藩籬
疏，易於傳變；肌膚嫩，神氣怯，易於感觸」。綜合上述而指出小兒在生理上一方
面生機蓬勃、蒸蒸日上之勢，同時又具臟腑嬌嫩、形氣未充之性。故此兒童不同階
段的食品應以營養充足、適應並促進發育為原則。除此之外，腎氣對人的生長發育扮
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對於牙齒、體骼、腦髓尤其為重，因而不要忽視補腎食品的供給。此
乃對於兒童「因人制宜」的養生指導原則。

至於「因時制宜」方面，春三月指「立春至立夏」，包括立春、雨水、驚蟄、春分、
清明、穀雨六個節氣，是一年中氣候最潮濕的季節。春天時節氣候由寒轉暖，陽氣
開始升發、萬物復甦生長，此時養生宜順應陽氣，自然升發疏暢的特點，以養肝為
首重要務，此外春季天氣驟暖驟冷，變化很大，不但是各種傳染病的高發季，也是
氣喘好發時節，故保健預防尤為重要。故此，春季養生之道應執於「升發」兩字，
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
於庭。

而飲食方面則以「養陽」及「省酸增甜」為原則，既不宜生冷，也不宜油膩，最宜食
用升陽補陽之品。從五味與五臟關係而言，唐代養生名醫孫思邈說：「春日宜省酸，增
甘，以養脾氣。」，春季為肝氣旺之時，肝氣旺則會影響到脾，所以春季容易出現
脾胃虛弱病症；而多吃酸味的食物，會使肝功能偏亢，故春季飲食調養，宜選味甘
之品如紅棗，甘筍等。春季小兒生長快速，脾腎之氣分別為後天和先天之陽氣，對
小朋友生長有很大影響。飲食上應多吃點培補腎陽的東西，蔥、蒜、韭等都是養陽
的佳品。

以下為適合大部分兒童的春天特飲：

 「甘筍汁」性溫、味甘，歸脾、胃、肝、腎經，有
健脾和胃、補肝明目、降氣平喘之功，適合近
視加重，納食不香者；「桂圓大棗水」，桂圓
性溫、味甘，歸心、脾經，具養血安神之功，
適合小孩夜睡不安，脾虛納少者；

 「芝麻糊」，黑芝麻味甘、性平，歸腎經，具補血
益腎潤腸之功，適合發育遲緩，大便難下的小孩；「
黑豆漿」，黑豆性平、味甘，歸脾、腎經，具補
益脾腎之功。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黑
豆脾腎雙補，小兒脾腎充足則發育無礙，適合飲
食不香，納少不充的小孩。

溫雅珺中醫師，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
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碩士。
曾接受TVB健康節目採訪，撰寫蘋果
日報、HK01、am730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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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寵物針灸
好多寵主都知道毛孩跟人一樣，
都 可 以 進 行 針 灸 治 療 。 針 灸 其
實 有 甚 麼 作 用 呢 ？ 我 家 毛 孩 適
合 針 灸 嗎 ？ 有 甚 麼 需 要 配 合 針
灸治療呢？ 

香港獸醫中心-養生堂註冊獸醫
為 你 逐 一 拆 解 有 關 針 灸 的 種 種
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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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及西醫的不同觀點是後者針對症狀來治療，前

者認為疾病是由體內的不平衡而產生的。當氣血維

持正常循環，五臟六腑維持正常功能，身體便能保

持健康。中醫用於寵物中亦以「望聞問切」方式，

根據動物的體質來斷症。由於寵物不能說人話，

「問」好多時就需要主人為牠們代言，看看寵物的

日常生活有何變化或困難。有時獸醫會建議中西合

璧，特別是手術後補身及復健、長期病患和末期病

症，以較少副作用的中醫養生療法來長期控制疾病

最普遍。

針灸其實與中醫裡面的「氣」有著微妙的關係，「氣」運行暢順，

身體就健康。假如「氣」受阻，相關的經脈就會被牽連，會痛，

會影響相身體系統。例如背部腎輸，若阻塞了腎就會出毛病，可

能小便不暢順，亦因為腎與骨頭有關係，可能會有骨痛。針灸主

要功能就是打通相關血脈。

針灸以細針刺激穴位，使氣血運行。常用的針灸方式有純針刺穴

位，有時會針刺穴位再加電流刺激，一些獸醫會在穴位上燃燒艾

草，即是艾灸。現在開始普及的還有用雷射激光照射穴位，而香

港獸醫較少用的有藥物入穴位的「水針」。醫生會根據不同的病

情選擇適合的治療方式，以發揮最佳的療效。

一般適合針灸治療的情況有：舒

緩疼痛、減緩關節退化、修復神

經、令四肢無力動物恢復活力及

行動力、刺激強化萎縮的肌肉等。

中醫亦有調理身體，增強抵抗力

的效用。

資料由白蕙菁醫生及羅永年醫生提供
地址：香港灣仔堅彌地街12A地下

預約請電：2520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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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診所實習機會
◎ 分享真實工作經驗 
◎ 動物護理學 
◎ 獸醫診所常用英語溝通技巧 
◎ 獸醫診所工作程序
◎ 處理投訴個案 
◎ 工作轉介機會

上課時數    上課時數：30小時  
                   診所實習時數：36小時
                 （包括筆試及實習試）
上課地點     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
課程費用     港幣9,800元正
行政費用     另加港幣100元正（行政費用將不獲退回）

獸醫診所護士 
基礎證書課程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Bamboos Education - School for Talents

本課程為有志加入獸醫護理行業人士而設，
課程介紹動物護理方法、獸醫診所工作流程，
加強護理者對動物的評估及分析能力，讓他
們能充分掌握動物護理的技巧。

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
電郵：contact@mybest.hk
    

星級導師任教

資深獸醫護士及診所經理
Megan Ho

課程內容

���������
報讀及查詢:

�����������������������

電郵：contact@mybest.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BEST.edu

電話：2575 5689 WhatsApp：9515 4946
傳真：2778 1810



二三十年前很多人都會因為不想生BB而做
節育結紥手術，想不到近十年卻越來越多
人因為想生BB而做人工受孕手術，根據
文献資料顯示，香港受不孕困擾的育齡婦
女約有16%，即約每六對夫妻中便有一對
面對生育困難問題而被困擾。

中 醫 古 籍 《 千 金 要 方 》 稱 不 孕 為 「 全 不
產」，《脈經》稱為「無子」;在育齡期的
婦女，婚後兩年以上有正常性生活，男方
生殖功能正常，沒有避孕而不懷孕者；或
曾有過妊娠，又間隔兩年以上，未避孕而
不再受孕均稱為不孕證。前者稱為原發性
不孕，後者稱為繼發性不孕。

根據全球統計，生育率高的國家大多位於
非洲開發度低的貧窮國家，而生育率低反
而大多為較富裕開發度高的發達國家，這
反 映 出 越 有 錢 的 國 家 / 地 方 ， 人 民 越 難
生育，這與我們一向以為因經濟困難而致
生育困難的認知剛巧相反。

中醫孕育機理中，腎氣盛，天癸至，沖任
和調；子宮定期藏瀉，胞絡暢；男精壯，
女經調；合陰陽於真機時。而不孕的病因
包括了腎虛，肝鬱，脾虛，血虛，血瘀， 
痰濕，濕熱等令機體天癸不充，沖任失調，
以致氣血阻滯不暢，不能相資胞宮而不能
攝精成孕，導致不孕。 

於香港臨床常見不孕的原因很多都與飲食
有關，其中喜吃生冷品如魚生、壽司、沙
律、茶餐廳凍飲、涼茶等都會令脾胃受寒，
繼而影響胞宮(子宫)虛寒而不能成功受孕。
至於衣著方面，年青人時尚喜穿低腰牛仔
褲也會令小腹長期受寒而導致胞宮虛寒影
響懷孕機會，及或懷孕後因胞宫虛寒而不

周榮富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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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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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温養肧胎而致流產。另外，香港的超重
工作及生活壓力也是造成情志郁結，肝郁
氣滯，影響成孕的主要原因，不少職業女
性專注工作，常常需加班至九時後才能回
到家中，晚飯洗澡後已身心疲累而失去性
趣，大大影響懷孕機會。

臨床中，為加強療效，很多時都會針灸與
中藥並施以幫助患者早日成功受孕。在中
藥方面，對於胞宫虛寒的患者臨床常用的
方藥包括有可溫腎養血，調補衝任的“毓
麟珠”(由人參，白術，茯苓，芍藥，川芎，
炙甘草，當歸，熟地，菟絲子，杜仲，鹿
角霜，川椒等組成)、“五子衍宗丸”(由菟
絲子，枸杞子，覆盆子，五味子及車前子
組成），方中各藥能調補氣血，溫腎扶陽，
助孕生子。對於壓力太大有肝郁腎虛症候
的患者，可用“開郁種玉湯”(白芍，香附，
當歸，白術，丹皮，茯苓，花粉)，方中
各中藥有疏肝解鬱，調經種子之效。

在針灸方面，臨床常用處方有溫針灸關元，
針刺中極，子宫，地機，三陰交，腎俞，
次髎等，針刺可温陽補腎，調理沖任，填
精益血，刺激氣血運行，加強氣血供應給
卵巢及子宫，滋潤生長，籍以改善排卵情

況及提高患者受孕機會。現在很多外國人
也相信這對提高懷孕率有幫助，曾經有一
位瑞典遊客到我的診所作針灸治療，希望
提高她回國後人工受孕的成功率，結果到
了第二年聖誕節，收到她寄來一張孖仔的
聖誕咭，她的感恩之情是少有的，同時我
也感慨很多香港人不相信這中國寶貴的文
化遺産而錯過生兒育女的機會。

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應該減少進食生冷品
及凍飲，也要避免進食寒涼品如鴨蛋、鴨
肉、蟹、海蜇、海螺、鯉魚、冬瓜、苦瓜、
竹筍、茄子、紫菜、海帶、芹菜、蘿蔔、
磨菇、藕絲、絲瓜、綠豆、馬蹄、百合、
芽菜、西瓜、梨、香蕉、柿子、李子。另
外，日常飲食中可多進食一些補腎、健脾、
生精和提高生育的食物，如木耳、核桃、
黑芝麻、蓮子、芡實、淮山、枸子、韭菜、
泥鰍、蠔肉、鯰魚、蝦、魚肚、海參、羊
肉、牛肉、鹿肉等。

另外，開朗心情，適量運動及夫婦感情親
密也是非常重要；若然結婚兩年後有正常
性生活而仍未懷孕者，便需及早求醫，針
藥並施，往往能為整家人帶來意想不到的
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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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和懷孕

當你的頭髮開始往南走的時候該怎麼辦？
HAIR  AND PREGNANCY .  
WHAT  TO  DO WHEN YOUR HA IR  STARTS  TO  GO SOUTH .

我的粉絲經常發訊息給我說，懷孕後和哺乳期間，

頭髮變得脆弱，乾燥和薄，他們問我能做些什

麼來恢復其活力。也有人問我們懷孕期間是否

可以染髮。因此，我決定回答未來媽媽如何照

顧她們的頭髮，而她們所期待和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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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和頭髮。分娩前後頭髮會發生什麼變化？

通常由於女性荷爾蒙雌激素水平呈指數級增
長，女性頭髮在懷孕時往往看起來更美麗， 
更有光澤。這種女性荷爾蒙雌激素對頭髮的
生命週期具有積極作用，可以延長頭髮生長
期，減少頭髮脫落。前列環素是由胎盤產生
的物質，它可提供頭皮組織所需的養分，擴
張血管並豐富頭皮的水分，因為水合作用可
刺激頭髮生長。

雌激素也減慢皮脂腺產生油脂的作用。油脂
通常會填充在毛囊中，使毛囊窒息而變得脆
弱。當我們的毛囊沒有油脂堵塞時，毛囊球 
就會有更大的空間變得更大更強壯。
             

       因此，懷孕期間雌激素和前列環素
的共同作用使您的頭髮更強壯，更有
抵抗力，但懷孕結束和母乳喂養期
間，情況會逆轉。

和脫落期（頭髮已準備好脫落）階段。母
乳喂養期間這種脫髮是暫時的情況，在大
多數情況下，六個月或一年內會恢復正常。

我們應該做什麼？

防止脫髮 - 做好預防分娩後脫髮準備。
在懷孕的最後二個月，最好開始進行防脫
髮治療，以防止出生後和母乳喂養期間頭
髮稀疏的可能性。確保毛囊健康再繼續操
作，並遵循髮型師的對產品使用建議。

分娩後，身體內在組織需要營養和水分。 
您的整個身體都專注於提供這種營養，如
果不小心，可能會脫水，而且您的頭髮也
會脫水。為防止頭髮變乾變脆，建議在您
的防脫髮程序中加入對頭髮纖維的滋養和
修復護理。

兩種治療方法的結合將對頭皮滋養和增強
毛鱗球（抗脫髮治療Lotion Concen-
trée）及頭髮生長具有極大的好處，從而
使頭髮生長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強度（頭髮
重建治療B-Refibre）。

剪一個漂亮的髮型

在分娩到期日之前，懷孕的第七或第八個
月，給自己剪個可愛的髮型。分娩後您會
完全專注於照顧寶寶，情緒很容易受寶寶
影響。 整潔，簡單，易於管理的風格，
將容易保持輕鬆心情，並減輕您的壓力。

雌激素和前列環素水平暴跌，催乳
素增加，雄激素的作用增強。我們
經歷了一次真正的荷爾蒙風暴，這
會影響我們頭髮的生命階段。

頭髮的生長週期是由三個連續階
段所組成：生長期、休止期和

脫落期。生長期是髮絲生長
的關鍵階段，這個階段確保

頭髮細胞迅速分裂，長出髮
絲；生長期結束後，頭

髮便會進入只持續3至
4星期的休止期，在這
階段，髮絲細胞分裂
速度將會減緩，髮絲

不再生長。

在懷孕結束，頭髮進入
休止期（生命功能逐漸中斷）

人稱四月博士，資深頭皮護理專

家，前歐萊雅及資生堂化妝品集團

大中華區總經理，現任專業髮廊管

理協會會長，MEDAVITA 意大利專

業護髮產品總代理，香港職訓局美

容及美髮訓練委員會委員

Dr.April 深信美要「從頭開始」與

「健康生活」息息相關。

編者
小檔案

Dr. April 劉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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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2樓204室

  百本    

熱線 :
2575 5893 
6859 9935

熱線 :
2575 5316 
6859 9935

大優勢社區券計劃 
1   專人跟進，輕鬆方便
2  上市公司，信心保證

3  服務區域，遍及18區
4  專業醫護，經驗豐富

百本社區券計劃  
24小時服務範疇

   1.一般家居支援服務
      起居照顧、家居打掃、買餸煮飯
      上門派飯、護送陪診服務
   2.專業上門護理服務
      上門評估、藥物注射、照顧者培訓、
        傷口處理、抽痰及拍痰、物理治療、
       認知障礙訓練、餵飼喉護理、中風康
       復護理及吞嚥評估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如何用？

提供高質素長者家居護理/照顧服務的百本，為配合
政府「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下稱百本
社區券計劃），現設立熱線，由專人客戶經理協助
大家使用社區券，度身訂製專業護理服務個案。從
選擇護理服務，到醫護上門，只要來電百本登記，
即有專人辦妥，方便易用。        

即致電百本登記   專人跟進免煩惱

享受VIP看護 / 照顧服務，即致電                                   。2575 5316

bamboos.com.hk

提供VIP式
      上門看護照顧服務
提供VIP式
      上門看護照顧服務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 
（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編號：2293）

 



派發及銷售點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907 0217 廣告查詢：(852) 2575 5639

大專院校及圖書館
香港中文大學 EMBA 教學中心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仁安醫院
屯門醫院
北區醫院
東華東院
仁濟醫院
九龍醫院
廣華醫院
播道醫院
養和醫院
寶血醫院
靈實醫院
明愛醫院
聖母醫院
沙田醫院
瑪麗醫院
博愛醫院

港怡醫院
嘉諾撒醫院
將軍澳醫院
聖保祿醫院
律敦治醫院
葛量洪醫院
黃竹坑醫院
瑪嘉烈醫院
鄧肇堅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香港浸信會醫院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診療機構
羨蘭醫學美容
灣仔脊醫診所
明德醫療中心
岱磯化學病理
養和醫健專科中心
廣泰中醫診療中心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嘉賓激光矯視中心
香港視覺護眼中心
健樂伸展治療中心
嘉賓眼科專科中心

保瑞醫療有限公司
健視視光中心（荃灣） 
康健中醫診所（屯門） 
佳美肌皮膚外科中心
香港伸展運動治療中心
香港美兆健管中心（診所）
香港精神科及綜合醫療中心
播道醫院社區診所（牛頭角）
仁安醫院分科診所（將軍澳、
尖沙咀、馬鞍山及荃灣）
Central Smile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病人組織及團體
善寧會
再生會
關懷愛滋
卓越之友
香港哮喘會
乳癌基金會   
香港復康力量
香港腎臟基金會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私營診所 化驗所
華人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29號                              
衡怡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
惠豐中心
旺角彌敦道664號                           
利東大廈
中環利源東街9號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71號
愛賓大廈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
泛海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9-65號
信和中心
旺角彌敦道582-592號
世紀廣場
中環德己立街1-13號
太子大廈 
中環遮打道10號
禮頓中心
銅鑼灣禮頓道77號
希爾頓中心
沙田正街3-9號
恒生旺角大廈 
旺角彌敦道677號
美麗華大廈
尖沙咀彌敦道132號
騏生商業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6號
恩平中心
銅鑼灣恩平道44-48號
新寶廣場
佐敦佐敦道23-29號
京華中心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
海洋中心
尖沙咀廣東道5號

5間

6間
 

10間
 

10間
  

10間
 

15間
 

15間

15間

20間

20間

20間

20間

20間

21間

22間

24間

30間

30間

35間

美國銀行中心 
中環夏愨道12號
新世界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16-18號
萬年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
格蘭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
興瑋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36號
恆隆中心 
銅鑼灣百德新街2-20號
東角中心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
恆成大廈 
佐敦彌敦道363號
南豐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264-298號
卡佛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彌敦道26號
尖沙咀彌敦道26號
中建大廈 
中環畢打街1-3號
雅蘭中心一期
旺角彌敦道639號
萬邦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
嘉賓大廈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
尖沙咀亞太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35間

40間

40間

40間

40間

45間

45間

50間

52間

60間

60間

70間

80間

80間

80間

90間

151間

天津

鄭州

合肥

廣州

貴陽

蘇州

福州

珠海

重慶
成都

杭州

昆明
深圳
香港

武漢

長沙

上海

南京

北京

Website

www.bambooslife.hk

明星專訪 醫療資訊 專欄分享

香港兔唇裂顎協會
病人互助組織聯盟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完美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杏花村耆康學院方樹泉發展中心
專注不足 / 過度活躍症（香港）
協會有限公司

覆蓋遍佈
中國、香港及東南亞覆蓋遍佈
中國、香港及東南亞

長者地區中心                                            41間
長者活動中心                                            57間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8間
自負盈虧及合約院舍                            64間
長者鄰舍中心                                       116間
津貼及合約院舍                                       143間
私營安老院                                              576間

已於指定地區的高端醫療

診所可供取閱！已於指定地區的高端醫療

診所可供取閱！

新加坡

Facebook

百本健康生活 / Bamboos Life 百本



護己護人�齊打疫苗
同心恢復經濟繁榮．人人有工開！

＊圖片僅供參考

專業團隊
經驗豐富

費用全免

普通預約專人預約

2575 5893
9515 9439

專人跟進預約

葉姑娘 / 雷姑娘

沙田源禾路體育館

科興生物科興生物 復星／
BioNTech

阿斯利康／
牛津

引起的
副作用

發燒

*資料來源：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及新冠疫情顧問專家委員會
（最後更新2021年2月18日）

0.15%

15.95%

11.72%

14.2%

62.9%

38.3%

24%

76%

35%-53%

疲倦

肌肉痛

符合WHO疫苗標準
疫苗用傳統的滅活式方法製造
已証明有效而引起的副作用更少

科興疫苗(Sinovac)好處 ： 科興疫苗(Sinovac)好處 ： 

沙田站

源禾路
體育館

沙田站

源禾路
體育館

沙田
源禾路
體育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