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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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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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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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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睡眠質素
有效

減少焦慮及壓力
有效

值得推薦
有效

*香港醫護學會於2021年期間進行「One A Day 維生素舒壓睡眠片產品試用滿意度調查」，
試用者為本港從事醫護工作人士，當中85% 為女性，15% 為男性，年齡覆蓋21歲至59歲，
平均年齡為42.85歲。百分比是根據以上被邀請之試用，統計而得出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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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豪
不只是

   MODEL

入行當演員的原因

黃俊豪 J e r e m y 從事模特兒工
作有已十年之久。所以希望通過嘗
試更多不同媒體，令觀眾更對他有
更深入的認識。

而演戲就是跳出框架的其中一個方
法，所以決定簽約邵氏，而簽約後
第2年已拍畢6部劇集，其中2部己
播出，反應都很不錯。

劇集播出後，Je r em y的家人、朋
友的反應都感到很驚訝，一直以為
Je r em y只是當平面模特兒但原來
亦很有演戲天份。



想嘗試多元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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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Je r em y給別人的印象都是
“西裝骨骨”，造型斯文得體。所以導
演經常會安排類近的角色給Jeremy。
就像在最近兩部劇集中都是出演這種類
型的角色。所以Je r em y希望可作出更
大膽更多樣化的嘗試，例如奸角或者古
裝等，希望令觀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而Je r em y入行的初衷是希望出演電影
角色，所以對最近有機會接拍到一部與
黑哥(姜皓文)、盧慧敏合作的電影感到
十分興奮，因為這是除了拍劇外的另一
嘗 試 ， 可 向 前 輩 取 經 學 習 等 ， 都 令
Jeremy有所得著，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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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remy覺得壓力是作為藝人的附帶條件之
一，總有人喜歡你，亦有人討厭你，這是
不能避免的。所以覺得只要自己做好本份
就可以了。而對於網上更多的評論，好與
不好的都會經常去看，大家的意見才會令
自已有所改進。

至於減壓方法就是去健身，除了每次緋聞
或者新聞壓力外，熟悉Jeremy的人應該知
道Jeremy小時候是個小胖子，所以亦希望
藉此保持身型，一有時間就會去健身。

如何調解壓力

除此以外，Je remy亦經常打籃球。而
且有打幾隊籃球隊，一隊是藝人隊，
另一隊是模特兒隊。所以有空閒時就
會約朋友打籃球去保持身型。

黃俊豪



乒乓人生．高禮澤
2021東京奧運，香港隊奪得1金2銀3銅共6面獎牌的佳績。高禮澤作為退役運動員，現
為香港青年隊男隊教練有一番見解。

取得佳績的原因
香港選手於2021奧運的成績比以往取得更好成績，原因之一是參賽的運動員的狀態已經
十分成熟。特別是今次獲獎的幾位運動員一直以來接受長期訓練，以往也曾取得世界錦
標賽前三名的佳績，具備相當高的實力。加上今次比賽有很好發揮，因此得到這麼好的
成績並不意外。

政府一直以來對香港體育運動界投放大量資助，特別是精英運動員，不論是訓練環境或
是到海外比賽的機會，以及後勤也做得很好。

還有一個特別原因，因為今年政府得到奧運轉播權，對於運動員是一個激勵。因為知道
有很多香港人為他們打氣，他們的家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表現，是一個很大的動力。今
年乒乓球項目有這麼好的成績，他作為退役選手也十分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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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奪冠一刻
得獎牌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運動員，因此今次
的奬牌比以往有更大意義。他也有隨行到東京，
在現場見證她們獲勝，當刻十分開心。

她們獲獎給了運動員一個很大的激勵，增加了
他們轉為全職運動員的信心。據他所知除了現
時的青少年運動員，另有很多希望投身全職運
動員的申請比以前更多，特別是女運動員。因
為今次奧運後，很多學校會選擇乒乓
球作為興趣活動的學生亦大量增加
了。

學業運動如何兼顧
以前他們最擔心能否兼顧學業，會擔
心全職做運動員會影響學業。現時香

港體育學會與不同大、中學合作，可以減少他
們對於前途的擔心。加上現在體育學院和林大
輝中學合作，可以配合運動員訓練時間安排課
堂。

作為運動員的父母，他們的支持十分重要。經
過今屆得到這麼好的成績，證明只要肯付出，
一定會有好的回報，因此會比以往更支持自己
的子女成為全職運動員。

作為退役運動員，高禮澤比一般父母更明白及
支持培養自己的子女可以成為全職運動員。他
的子女練習乒乓球已有7、8年時間，而且經常
利用休息時間和他們練習。

雖然不是每一位全職運動員都可以奪獎，但是
可以藉此磨練意志，學懂堅持。即使最後未必
可以得到獎牌，但這些經歷對於往後的人生必
定有很大的幫助和鼓勵。

社會對運動員的支援
雖然政府比以往投放了更多資源給運動員，高
禮澤認為政府可以多做一步。他認為基層運動
員的資源應該再多一點，例如在租借運動場地
練習。學校方面亦可以發放多一些資源，令學

生更容易向運動員目標進發。

對年青人的勉勵
最後他勉勵立志向全職運動員方向發展的

年青人，最重要抱持堅定決心。以往有不少曾
堅持了數年的年輕人，在沒有突破的時候便選
擇放棄，十分可惜。這次奧運會奪標的運動員，
當中不少是經過了超過十年的練習才有此成績。
他們堅持到底，最終得此佳績。最重要是從練
習中得到磨練，面對困難不會輕易放棄。

本人與李靜在2004年雅典奧運
頒獎禮

本人與球員鄧凱
仁，李逸軒在亞

洲青少

年錦標賽頒獎禮

埔大在衡梓高子兒、頤葦高兒女與人本
體育館

朱員球（練訓員動運導指在靜李與人本
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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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是指進入冬季的意思。傳統是以二
十四節氣“立冬”作為冬季的開始。冬，即
“終也、萬物收藏也”，立冬，意味着生氣
開始閉蓄，萬物進入休養、收藏狀態。

入冬後要養生，這才可以有利於陽氣潛藏
於體內。現就提供一些入冬保養心得給讀
者吧！

顧小培在1974年美國華

盛頓州立大學攻讀細菌

學，取得學士、碩士學

位。1978年至1982年於

紐約州立大學從事免疫

研究，獲頒博士學位。

入冬保養

Tips

小培博士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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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期間，女性容易有手腳冰冷問題，有
甚麼食療可以預防?

試想像劃一根火柴，火花在3秒內便會慢慢
熄滅。身體製造能量時，需要有蛋白質把
它立即儲存。如果現在有方法把製造能量
和儲存能量分開，把製造能量引發出來便
可以令身體變得和暖。這個關鍵性的酵素
叫脫勾蛋白。橄欖油內的橄欖素可增加脫
勾蛋白，因此飲食方面可多選用橄欖油。

秋冬來臨，面對不同的變種疫情，有甚麼
預防措施?

Covid-19有三部曲，第一步是針刺黏貼在
細胞表面。Delta病毒的黏貼性更高，因此
更容易入侵。當病毒進入細胞便會開始自
我複製，這病毒有29個蛋白質，病毒中的
酵素剪斷這些蛋白質，把其中有16個蛋白
質砌出這病毒。只要我們有辦法令這些病
毒剪不斷，便能令它胎死腹中。其中一個
方法是吸收洋蔥素、綠茶素，有助抑制剪
斷酵素。

日常有甚麼方法可以保持年輕?

我推薦多吃蘋果。蘋果當中的果膠可以轉
變成丁酸鹽，丁酸鹽可以增加腦衍生神經
營養因子，有助減少焦慮。丁酸鹽亦可啟
動AMPK，有助減少血糖、脂肪，減低腦
退化的風險。

不少人有中央肥胖的問題，有甚麼方法可
以減走肚腩?

脂肪組織褢有一種很特別的細胞叫脂肪細
胞(adipocyte)。脂肪細胞的樣子就像蝦餃，
內層是脂肪。除了做運動，有一種物質:丁
酸鹽亦可幫助消除脂肪。研究報告指出丁
酸鹽可以剌激脂肪組織提供消脂作用，有
助減肚腩。丁酸鹽可抑制脂肪酸合成酶合
成脂肪，並分解三酸甘油脂，重新產生好
的脂肪，消除體內脂肪。

步入冬季是流感高峰期，有甚麼食物可預
防感冒?

感冒是由感冒病毒（influenza virus）引
起，感冒病毒分為A 型例如H1N1、H3N2，
以及B型。有研究報告指出綠茶素可催生丙
型抵抗素，從而對抗感冒病毒。

都市人工作忙碌，飲食不定時。飲食上有
甚麼建議給讀者幫助消除脂肪肝?

脂肪肝的形成不是因為進食過多油膩食物，
而是澱粉質。譬如今天吃了一個蕃薯，當
中的澱粉質被小腸消代成為葡萄糖。葡萄
糖吸收到血液內，再分泌成胰島素。過多
胰島素會激活SREBP1酵素，會把融化後
的葡萄糖變成三酸甘油脂，儲存在肝內變
成脂肪肝。因此要避免進食太多澱粉質如
麵包、飯麵等。另外可多進食丁香、紫蘇、
鼠尾草提純出來、叫「丁香酚」的物質，
有助舒緩脂肪肝。

Q：   

A：   

Q：   

A：   

Q：   

A：   

Q：   

A：   

Q：   

A：   

Q：   
A：   

文章由營養師 - 顧小培博士提供

匡和補健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尖沙咀東部麼地道62號

永安廣場UG24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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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關係，香港人的情緒比較低落，  

所以我將如何悟得幸福人生的奧秘及如何

品味享受人生的心得整理及寫下這篇品味

享受人生的文章，希望幫香港人脫離情緒

的困境。

享受人生之前先要領悟人生及創造幸福人

生。幸福人生的七大支柱是身體健康、心

理健康、靈性成長、獲得愛與被愛及良好

人際關係、和諧安全社會環境及財富。

味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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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診斷科
黎炳民醫生

1.身體健康 

人死亡最常見原因除了意外，癌症及慢性 病

如心腦血管病，糖尿，腎病等，都可以預防

及早期診斷而獲得治癒。健康身體需要治未

病，在疾病未發生之時及早發現端倪，防範

於未然，防止疾病發生。 

我建議40歲之後，每年約見家庭醫生作臨床

例行檢查如量度血壓。跟家庭醫生商量到Ｘ

光診斷中心做全身檢查包括肺部照X光，看

看有沒有早期肺癌，做心電圖測試心臟功能，

驗血檢測肝功能、腎功能、血全計、血糖、

膽固醇及血脂等。 

50歲以上的例行檢查，我建議跟家庭醫生商

量做超音波全腹掃描，看看有沒有腫瘤、膽

石及腎結石。男士們要檢查前列腺有沒有肥

大和驗前列腺癌細胞指標 PSA。預防前列腺

過早肥大，平時盡量不要忍小便。 

55歲之前要考慮做大腸內窺鏡檢查或最新的

大便樣本M3CRC大腸癌惡菌檢測。大腸癌

是香港人最常見的癌症。大腸癌生長比較緩

慢，如果內窺鏡看到了早期的腸癌或息肉便

可以直接切除，達到診斷及治療的效果。

建議大家50歲之後做電腦掃描，檢查三條冠

心臟動脈有沒有栓塞，如果有20%-50%狹

窄，也需要五年後再做掃描 跟進。我又建議

做一次腦部磁力共振掃描檢查腦血管瘤。每

年或每半年見牙醫洗牙，也每年見耳鼻喉科

醫生檢查聽覺及鼻咽。每年往眼科醫生接受

眼底檢查，看看有沒有白內障、青光眼或視

網膜脫落。

飲食要節制(自制力)、做齊五種運動包括帶

氧運動、強化肌肉運動(做深蹲、平板動作加

強身體腹部核心肌肉鍛鍊)、伸展運動 、平

衡運動及身心運動如瑜伽 、太極拳、八段錦。

學懂得腹部呼吸、 冥想 、控制體重及充足

睡眠。

2.心理健康

健康心理需要有自制力、懂得減壓和控制情

緒。有正向及樂觀的思想(塞翁失馬， 焉知

非福)、懂得感恩、自我覺得大圓滿及有充足

的安全感。加強自信。不要因為他人的錯誤

而懲罰自己。接受逆境、歡迎逆境、專注克

服問題。遇到逆境要有抗逆力，並 用苦集滅

道的方法 去面對逆境 。

逆境或不如意令我們不快樂，在人生的不同

階段都有不同的危機，讀書考試不合格，青

春期失戀，成年時失業、破產、生病。50歲

開始有至親離世、退休壓力，最後要面對死

亡。

下期再續！

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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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自然美」
360º全方位由內至外的融合美容

CK iBeauty美容集團的創立，名字是由兩姊
妹英文名的頭一個字母CK組合而成；C代表
姐姐Catherine，K代表妹妹Kelly。iBeauty
就是 Integrated Beauty，代表360º全方位
由內而外的融合美容。

CK iBeauty結合三大美容範疇，由專業治療
師為您定制個人全方位專屬融合療程。透過
身體、面部、和頭部三項護理療程，解決各
種肌膚問題，同時改善您的亞健康，令您綻
放由內而外的健康美態。

CK i Beauty Group



CK i 筋膜療法 

45 分鐘

MEDICAL BEAUTY CENTRE 醫學美容中心 (旗艦店) : 
旺角雅蘭中心1期21樓2136室

WELLNESS SPA 美容養生 : 
旺角彌敦道611-615號飛達商業中心17樓全層

PROFESSIONAL HAIR CARE 專業活髮專家 :  
旺角彌敦道611-615號飛達商業中心17樓全層

可攜同本雜誌此頁或拍照使用優惠

原價：$980  
優惠價：$128

原價：$2980  
優惠價：$198 原價：$1080  

優惠價：$108

以意大利有機草本復方精油配以獨特
深層按壓手法，達致疏通面部氣血、
針對面部筋膜層推壓讓面部筋膜回覆
年輕、彈性、提升承托力，立即改善
面形、讓皮膚更緊致及細緻。

CK i 養生天后女性複方盆腔療程

30 分鐘

CK i 魔法全身經絡按摩

45 分鐘

改善女性臀部線條、塑腰型、減
肚腩、改善腰痛、宮寒、月經不
調、婦科、內分泌等問題。

配合意大利複方有機排毒精油，
配合深層經絡療法，立即改善水
腫、打開氣結、改善痛症、恢復
體態。

www.ckibeautyhk.com
ckibeautyhk

WHATSAPP查詢或預約療程 :

5118 4854

美容養生｜醫學美容中心｜專業活髮專家

 

三重優惠賞

優惠條款及細則：
此優惠只適用於年滿21歲或以上之香港居民。
此優惠只適用於全新客戶並不能重複使用。
療程必須最少於三天前提前預約。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作出最後優惠之使用權。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11:00am-9:00pm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10:00am-6:00pm
星期日休息

適用於以下分店：
旺角彌敦道雅蘭中心一期21樓2136室
旺角雅蘭彌敦道615號飛達商業中心17樓全層
WhatsApp查詢或預約療程：5118 4854
查詢：2812 2937



推拿，平時大家就聽得多啦，小兒推拿大家又知道是什麼嗎？顧

名思義，是小兒科專有的推拿治療。這種治療手法有何特色？我

地幾時可用小兒推拿？今日就帶大家來探索下這個中醫特色的兒

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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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瑩瑩中醫師

小兒推拿，常用於6歲以下小朋友，用
於治療一般的兒科常見內科疾病，如
傷風感冒、咳嗽、腹痛腹瀉、食欲不
振、遺尿等。此外，對於現代父母們
十分關注的兒童腦部發育問題如自閉
症、ADHD等，或身體發育如小兒斜
頸、身形矮小、發育遲緩等問題有顯
著治療效果。小朋友常常怕苦、怕痛，
而小兒推拿是使用潤膚油、藥油或爽
身粉在小朋友身體局部或大範圍做按、
摩、推、掐、揉的推拿手法，所以小
兒推拿相較飲藥、針灸，更易被小朋
友接受。
        
若已有中醫經絡知識的讀者們會發現，
小兒推拿選用的治療部位，與成人的
治療十分不同。成人的推拿治療，大
多為骨科傷病，所以治療基於筋骨、
肌肉解剖位置。而小兒推拿以內科病
為主，注重以不同手法調和氣血和陰
陽。醫師使用不同方向、不同力度的
手法，便能在同一部位達到或補、或
瀉的不同目的。此外，方便小兒配合
治療，避免小兒脫衣受寒等，小兒推
拿主要於頭面及兩肘以下部位進行。

有哪些情況不適宜做小兒推拿呢？由
於施術者用手直接接觸小兒皮膚，所
以皮膚部位有明顯破損的小朋友，如
濕疹處、出血潰破處、燒傷燙傷處不
宜實行推拿手法。若有懷疑骨折、骨
裂未愈合的部位，不宜進行推拿手法，
以免加重骨傷程度。此外，明確的急
性、嚴重傳染病如水痘等，亦不適宜
做推拿手法，而是應結合藥物直接治
療，以免拖延病情。

小兒推拿的手法，講求輕快柔和，亦
對施術者手下感覺要求較高。坊間雖
有不少文章介紹父母可在家幫小兒做
的推拿手法，但醫師建議，若出現較
急症狀，如高熱不退、癲癇等表現，
需先求診專業人士，治標緩急為主。
或是些慢性疾病，自己幫小朋友做許
久推拿亦成效不顯，也需向醫師、醫
生尋求意見，找到根本病因，適當結
合服藥、針灸、正確的小兒推拿手法
等，才能得出最合適小朋友的治療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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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攤位
展覽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 冠名贊助「第 14屆健康博
覽 Health Expo 2021」，一連三天(11月26日至
28日)於香港灣仔會展 (展覽廳3FG)舉行。除了於
主舞台舉辦健康講座分享資訊外，亦有擺設展覽攤
位介紹百本的護理服務，更即場為大眾進行心血管
健康測試，以提升公共健康意識，服務社區。

吉祥物「百本姑娘」亦有出動，關懷大眾，更與多
位參觀的市民合照留念。 

一連三天的攤位展覽及展會活動已圓滿結束，感謝
各位參與和支持！

不少市民到百本展位查
詢服務。

Bamboos Health Care Holdings Limited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編號：02293）
(HKEx Main Board Stock Code: 02293 )

X

攤位內設有心血管機，為
市民進行健康測試。

「百本姑娘」出動與大眾
拍照留念。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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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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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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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證書
憑證書可申請醫院管理局醫院及私家醫院的職位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證書

 健康服務助理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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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三／國內初中或以上程度；
                   2) 能明白簡單英文；
                  3) 有志為醫護行業服務；及
                   4) 通過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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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SW



頂級澳洲 盛宴

想享受鮮嫩多汁的頂級澳洲牛肉？Bistro on 

the Mile 咖啡廳，將會是你一個好選擇。由1月

1日起至2月28日推出肉嫰味濃見稱的澳洲和牛

自助晚餐， 各種不同的牛肉滋味和口感在舌尖

上交織成美味的交響樂章，為您帶來味覺視覺的

享受。置身於寬敞的 Bistro on the Mile 內，超過二十多款的

鮮嫰澳洲牛肉菜式為您源源不絕地奉上，包括有不同部位的頂級

牛肉燒烤如扒牛肋條、西冷牛扒、小排骨、蒜香牛肉粒及側腹牛扒，

與及燒美國頂級牛肉、金菇和牛牛肉卷、免治牛肉薯蓉批、牛肉

漢堡扒、紅酒燴牛肉、砵酒燴牛排骨及俄國牛柳絲，星期五及六

更增設凍龍蝦及香煎鴨肝等美食，必定讓您吃過痛快。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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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助晚餐每天除了供應主題菜式外，更有即開新鮮生蠔、凍蝦、凍藍青口、凍麵包蟹、

翡翠螺、薑蔥炒龍蝦鉗、蒜蓉粉絲蒸扇貝等。

壓軸甜品更是數不完，源源不絕供應的Haagen Dazs雪糕、葡撻、芒

果意大利芝士蛋糕、芋頭伯爵茶忌廉、黑加侖子白朱古力蛋糕、芒果

椰子撻、雲石芝士餅等美味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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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品牌年度盛事

提昇品牌・成就未來！
為表揚過去一年表現出色的健康品牌，香港
醫護學會剛於11月舉辦了「最受醫護人員歡
迎健康品牌大獎2021」頒獎典禮，以表揚並
肯定各個品牌於過去一年在健康產品市場的
努力和成就。

本年度的「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品牌大獎
」已是第九年舉辦，活動透過公眾提名、本
會的評審委員會，從而選出最受醫護人員信
賴的品牌，藉此給予顧客選購參考。

在此恭喜各獲獎的公司及品牌，祝願大家繼
續努力，守護自己及市民大眾的健康。

適糖®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
(血糖及膽固醇)品牌大奬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成人紙尿褲品牌大奬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保健產品品牌大奬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
痛症治療品牌大奬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
女性護理用品品牌大奬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皮膚護理品牌大奬



查詢詳情：

95860202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健康品牌大獎2022播放

於ViuTV 99台《6 點新聞報道》時段播放
頒獎典禮片段、各得獎品牌代表的得獎感受

頒獎盛況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健康品牌大獎2021



https://www.ankh.com.hk/

得獎心得

主辦：

品牌展望

好榮幸 ANKH 機能再生痛症健康集團
可以獲得最受醫護人員信賴痛症治療品
牌大奬的殊榮。RDS極速去痛技術已經
為超過10萬人成功解決痛症問題。機能
再生，健康同行!

ANKH 擁有13年去痛症經驗，提供一站式痛症管理服
務、健康保健及有機健康產品。機能再生 ANKH 以
專業及可靠的方法，為每一位客人從痛楚根源解決痛
症問題，令身體機能回復健康——機能再生，由內到
外都綻放健康亮麗光彩。   

6216 3715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

痛症治療品牌大奬



品牌展望

來自歐洲的添寧 (TENA)，是全球護理領
導品牌，擁有50多年的護理經驗，在全
球超過100個國家有售，於2013-2021年
連續九年獲香港醫護學會頒發最受醫護人
員歡迎成人紙尿褲品牌大獎，值得廣大消
費者信賴。添寧致力研發優質成人照護用
品，提升長者生活質素。

隨著年齡增長，健康狀況或多或少會產生變化，其中失禁問題，更是
十分普遍，長者日常生活可能會受到極大限制，甚至影響自尊心。添
寧安心活力褲設計一拉即著，容易穿脫，有助長者進行如廁訓練，鼓
勵自主自理，延緩退化。同時可減輕照護者的工作負擔，促進家人的
融洽關係，延續一家快樂時光。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成人紙尿褲品牌大獎

得獎心得

主辦：

添寧活力褲

安心活力褲備有輕巧型、，日用型
和夜用型三款型號，使用者可
因應不同尿失禁程度和場合
需要來選擇，設計貼心周到。

安心活力褲

輕巧型(約2次尿量) 日用型(約4次尿量) 夜用型(約6次尿量)

    

info 銷售點︰惠康、百佳、屈臣氏、
              AEON、HKTVmall，

各大藥房及復康用品專門店

查詢電話：2741 8111     
網址：www.tena.com.hk ^根據添寧活力褲腰部橡筋位置拉伸前後之呎吋對比

＋內部實驗室測試結果顯示，添寧活力褲對比其他品牌尿褲的回滲問題平均少3倍以上(2017&2019)



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hk

得獎心得

主辦：

產品展望

佳膳®適糖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定位為
早餐及小食的好選擇，令糖友輕鬆將佳膳®適糖
融入日常飲食當中。每天飲用，或有助於穩定
血糖#，維持體力。好高興可以榮獲此獎項。

集合多種營養的佳膳®適糖營養品，升糖指數為28，屬低升糖配方。
其中50%的蛋白質是乳清蛋白，有助維持肌肉質量；含有單元不飽
和脂肪酸，有助心臟健康；加上水溶性膳食纖維、維他命及礦物質，
適合作為早餐或小食。呍呢嗱味清香可口，是配搭燕麥片的好搭擋。
每天飲用佳膳®適糖，並配合均衡飲食，或有助於穩定血糖#，維持
體力。加上做適量運動及保持心情輕鬆，糖友就可建立一套屬於自己
的健康生活方式。   

8202 9876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保健營養品(血糖及
膽固醇)品牌大獎

適糖®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
受評核。 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得獎心得

品牌展望

好高興我們再次獲得大獎，經過了疫
情，大家提高了衛生及防護意識，未
來我們會繼續致力發展婦科預防及保
養行業，希望成為行業內第一的品牌。 

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緻力在華人社會推廣婦
科預防及保養，幫助更多女性解決不同的婦科問
題，令女性獲得健康，創造美麗人生。  

3955 1359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

女性護理用品品牌大獎

主辦：

https://www.yourlifehk.com



品牌展望

中科與您相伴19年，未來，守護你
和家人的健康是中科永遠不變的追
求。

中科紮根香港19年，始終以品質優良、功效顯著的健康產品幫助
香港人維持健康、改善亞健康狀態。中科擁有一流的GMP工廠及
強大的研發中心，所有中科產品均通過香港認可檢定中心進行十
餘種安全性及有效性檢測，確保成份天然、功效顯著。您和家人
的健康，中科為你守護。 

2877 0022 6993 0554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保健產品品牌大獎

得獎心得

主辦：

https://www.zhongke.com.hk/



品牌展望

感謝社會各界、客戶支持！很榮幸 DJM 
的皮膚護理儀器 -【神仙棒】及【膠原蛋
白儀】得到香港醫護學會及醫護人員信賴
及肯定，日後定會繼續努力研發及推出更
多優質的皮膚護理產品，DJM 由內到外
讓大眾「更美更健康」！

DJM總部成立於德國杜塞爾多夫，分公司位於日本，香港及深圳。DJM 利用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提供健康、皮膚美容設備及家用小儀器，多年專注健康康
復及美容設備的研發、生產及銷售於一體。

2813 6070 9476 4002 http://djmiot.com/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

皮膚護理品牌大獎

得獎心得

主辦：

向控射頻儀(神仙棒) 膠原蛋白儀

為應付不斷轉變的社會及科技發展的需要，
DJM 展望來年開拓更多東南亞國家市場、
本地及國際電子商貿，秉承令大眾「更美更
健康」的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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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診所護士 
基礎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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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內容

報讀及查詢:

上課時數    上課時數：15小時
                   (星期三，五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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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0元正
行政費用     另加港幣100元正（行政費用將不獲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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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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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Bamboos Education - School for Talents
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
電郵：contact@mybe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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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S T.edu

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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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contact@mybest.hk 電郵：contact@healthcar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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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5 56892575 5891

9515 49469601 6833

企業培訓服務 ：2575 5668

專業醫護培訓 ：2575 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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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進修課程

職業治療助理 證書課程（晚間兼讀制）
19：00-21：30 
課程時數：22小時；共9堂

課程時數：20小時；共8堂

$3,800
另加行政費$100OTA

30小時急救證書課程
全日（星期一至五）：09:00-17:30，共4課
 全日（星期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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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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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7課 
兼讀 : 19:00-22:00 共18課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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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五） : 09:00-18:00
課程時數：211小時，約2個月
全日（星期六日） : 09:00-18:00，約7個月

護理員證書課程
護理員證書課程上課時間 :
全日（星期一至五）: 09:00 - 18:00，共8課 
兼讀 : 19:00 - 22:00 ，共20課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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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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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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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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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治療」中的「職業」泛指獨立生活的自理能力，而療程會針對
短暫、永久或發展性障礙人士，如：特殊學習障礙、過度活躍、老人
痴呆症、焦慮症或骨科、兒科、腫瘤科的病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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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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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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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對注射技術的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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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課程會取得證
書。 

完成課程後可獲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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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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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手語基礎訓練課程 $900

SL
另加行政費$100

醫護人員及家人的支持及溝通對病人來說十分重要。當醫護人員面
對着聽障病者溝通總會遇到困難，甚至因為溝通錯誤而造成病情誤
判或憾事發生。透過本課程醫護人員可掌握基本的手語技巧，讓醫
護人員與聽障人士溝通時可減低對聽障人士的隔膜和誤解。

培訓及會議場地租借

2575 5600 9512 3273 

物理治療助理 證書課程
19：15-21：45 

$3,800
另加行政費$100PTA

學習物理治療常用的技巧及知識，並學習如何協助物理治療師進行治
療。主要負責協助治療師進行治療及相關運動訓練、為治療器材進行
清潔及消毒、帶領病人進行小組運動及為病人進行被動運動訓練等等。

課程時數： 16小時；共6堂
19：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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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精選 家庭電器教學文具

運動用品 保健產品 餅卡禮劵

旺角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商業大廈9樓
旺角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商業大廈9樓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10:30AM - 8PM
               星期日 或 公眾假期完結前一天： 10:30AM - 7PM

專屬購物消閒空間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
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編號：2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