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
N

 - JU
L  2021                         B

am
B

oO
s! Life

百
本
健
康
生
活
雜
誌

Balance
工 作 與 生 活

青姐

胡孟青
股壇小辣椒

百
本
市
場
策
劃
及
顧
問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HK $15

9 772306 178004

ISSN 2521-8921

醫
療
、
健
康
生
活
雙
月
刊

JUN-JUL 
2021

INTERVIEW
甚麼是表達藝術治療?
Agnes Wong 黃潔心 00         

HEALTHCARE
宿便Q&A 7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施蘊知醫生   00

HK

 
減走
Bye Bye 肉



23,000名登記醫護人員23,000名登記醫護人員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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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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不等於不勞而獲

談及健康生活

股票市場訊息萬變，參與其中的你是如何管理資訊？一隻、兩隻的股票還好，但假如談及的數量是上百甚至上千呢？

BamboOs! Life封面訪問為大家帶來胡孟青(青姐)，一位街知巷聞的股評人，經常會在節目上被問及各類股票的現況、

前景及策略，幕後的青姐是如何同時兼顧工作、家庭與及健康生活?

作為一位資深股票評論員，青姐需要留意的不單單是香港市場，

全球的股票市場開市時間不一，二十四小時皆有運作，如真的要

當一個「百曉生」，那每天就只能睡兩小時，換言之，我們並不

能夠全部兼顧，時間分配上我們需把焦點放在適當的地方。 

在生活作息上，她笑說年輕時候的她能夠通宵達旦地工作，甚至

曾試過「晚」至早上六點才回家，依然可以面不改容，精神抖擻

。但當年齡日漸增長，新陳代謝及身體機能有一定的損耗，為讓

自己有足夠休息時間，她警戒自己每晚12時前必須上床睡覺，穩

定的作息時間正是她持續成功的關鍵之一。

胡孟青
資深股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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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知識改變小衆命運

         將溫暖傳給弱勢社群

如何兼顧家庭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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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姐感恩於人生中學懂「聆聽」，雖然自己每天都不斷
地說話，但當回到家時她是很少說話的，反而會在聆聽
小朋友講話，如今天在學校見過甚麼人、做過甚麼事、
在玩什麼等等話題。「三人行必有我師」，原來在聆聽
小朋友的過程也可以幫助評論股票，為什麼？近年來很
流行一些電競及手遊的相關股份，股王騰訊正是一個好
例子，起初很多行家包括自己也不知道「食雞」的意思
，當囝囝在玩絕地求生者(PUBG)這遊戲時，才知道食
雞的意思是「成為最後的贏家」並且來自「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這遊戲金句。小朋友也可以
是我們的老師！

很多人會問青姐給予股票號碼作投資，

青姐笑說：「世上哪有這種不勞而獲的

事情，要是真的有必賺的號碼，自己天

天躲在家裡炒股就可以，更不用每天準

時回電台講股。」

Co v e r S t o r y
BAMB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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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I  David        Design  I  Yin  
Photos  I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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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不等於不勞而獲
你玩股 股玩你

青姐又提及在今年年初時候，很多人也試過過隨便買

一隻股票也會中，而且能賺錢，但當一個市場到了能

不經思索不經分析也可以不勞而獲的時候，正正是最

危險的時候。

青姐指出投資不會是不勞而獲的，是需要經過一個一

個分析，先評估自己能承受的風險並在風險與回報之

間作出取捨。那「分析」是甚麼？青姐會這樣教育兒

子，以自己的消費態度去觀察別人的消費態度，其實

經濟就是生活，平常我們會吃的會玩的事物，就是市

場裏最賺錢的行業，從而就能發現你想投資的目標，

這樣的話就算不中亦不遠已。雖然說不上是無往而不

利，但這樣的投資可以讓自己探索到這些產業的老闆

的想法與目標。打個比方，囝囝玩的Switch遊戲機，

背後的公司是在日本上市的任天堂，如果你是他的股

東，購買這部Switch遊戲機的價值中有幾錢塊錢是任

天堂送給你的，因為你在他公司的股票上賺了錢。



濕疹及敏感肌專用

天然修護力量天然修護力量
呵護寶寶濕敏肌

類固醇

Paraben類防腐劑

酒精

人造香料

石油

螢光增白劑

濕疹消系列

6大
功效

紓緩

抗敏

修復
保濕

降紅

止癢

香港醫護學會專業測試*

*香港醫護學會2021年濕疹消產品測試 - 由62位醫護人員觀察及訪問62位濕疹兒童試用者並填寫問卷

96.77% 95.16% 88.71%96.77% 95.16% 88.71%
醫護人員
推薦

醫護人員滿意
產品效果

醫護人員同意濕疹兒
童由目前的肌膚護理
產品轉用測試產品



主辦機構:

EDUCATION & 
   CAREERS EXPO

第30屆

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21年7月15至18日 (星期四至日)

教育 職業

．持續進修
．創意及教育
   支援服務
．高等教育
．職業專才教育
．青年廣場

．招聘廣場

展覽主要內容

日期時間：
7月15至17日 (星期四至六)
上午10:30 - 下午7:00
7月18日 (星期日) 
上午10:30 - 下午6:00

*每日展覽會於關閉前45分鐘
 終止參觀人士進場。

免費入場：
開放給公眾人士參觀

香港醫護學會
將聯同百本人

才培訓學院

於展覽中舉行
多場職業講座

及設立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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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nes 話你知 

近年來，香港興起的表達藝術治療
(Expressive Arts Therapy)，很多
讀者都在問這治療模式的詳情，今期
百本。誌的受訪人物，黃潔心(Agnes 
Wong)是一位資深的表達藝術治療師 
(註冊藝術(表達藝術)治療師(ANZA-
CATA) )，我們很榮幸能邀請到
Agnes為我們一探究竟。

註冊藝術(表達藝術)治療師(ANZACATA)

表達藝術治療師

香港大學表達藝術治療碩士

註冊催眠治療師

Creative HeARTS Hong Kong 創辦人

(www.creativeheartshk.com)

甚麼是表達藝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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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表達藝術治療師的心路歷程

Agnes於大學時期修讀BBA主修市場學，更贏
得了市場營銷獎項， 曾在商界打滾多年，更前
後為多個國際大型品牌負責亞太區管理工作，
經常需要來往不同國家並為各品牌於當地開設
店舖及拓展零售市場。在事業上，可以說是相
當成功。那到底是甚麼讓Agnes放棄商界的高
薪厚職? 

原來Agnes有著鮮為人知一面，她自小一直都
陶醉於藝術，在學時期曾主修視覺藝術，及參
與多項與音樂相關的活動，如歌唱比賽、填詞、
跳舞亦是其喜好，她更表示即使在商界打滾多
年，亦從未放棄過藝術，更經常會投放時間於
藝術創作上。

一件事卻讓Agnes的人生觀上帶來巨大的改變，
在數年前，Agnes的一位摯友，在誕下小朋友
後卻不幸過身，本應是一個幸福家庭的開始，
卻迎來如此惡耗。這讓Agnes反思自己一直營
營役役的生活模式，「如果可以運用到自己的
興趣(藝術創作) 而又幫到社會，對於人生會否
更有意義?」

Agnes其後毅然離開商界，並在修讀兒童心理
學，好朋友的情況讓她關注到社會上有其他小
朋友也面對失去父愛或母愛的困境或問題時，他
們的身心靈發展又會如何？通過結合藝術發展
及心理學的元素，創立了Creative Hearts 
Hong Kong，她從教導小朋友(包括特殊學習
需要兒童)視覺藝術開始入手，與傳統畫班不同，
在教學的過程中，Agnes運用了多元藝術的教
案以激發小朋友的創意，撇除「抄畫」的元素，
除了可以幫助他們認知發展及排解能力外，更

可以直接了解到小朋友當下情緒。同時，她亦
報讀了香港大學的表達藝術治療的碩士課程，
為成為表達藝術治療師而舖路。

甚麼是表達藝術治療？

一直以來，不同的國家或文化都會用藝術去達
成「療癒」的目的，而表達藝術治療在西方於
70年代已經興起，近年才在香港流行。表達藝
術治療是指結合心理學並運用言語及非言語的
心理治療的介入手法，當中主要會運用到五種
跨媒介的藝術媒體，包括視覺藝術、音樂、律
動及舞蹈、戲劇與創意寫作等。在互信的基礎
下，表達藝術治療師會透過轉換不同的藝術媒
體，為參加者提供一個抒發情緒、表達自己的
機會，從而尋找到自己的內在資源，達至一個
身心靈健康的治療效果。

表達藝術治療未來的發展

不單是小朋友的情緒發展，及為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兒童；Agnes表示其實老人家和家長的情
緒亦是不容忽視；而在疫情下，一般青少年及
成年人都有著很多壓抑的情緒，需要一些方法
宣洩或作緩衝；而不需要參加者有任何藝術技
巧的表達藝術治療正正就是大家都會容易接受
的一種方法； 她的理想是希望把表達藝術治療
帶給更多的人，而不是單單局限於及被標籤化
有病及有情緒問題人士。正如在外國的情況，
有不少參加表達藝術治療的對象，都是健康的
普羅大眾，他們已經在善用表達藝術作為預防
性的方法去療癒自己或認識自己、甚至透過表
達藝術幫助自己面對人生中的經歷或阻礙 。
現在的工作，Agnes除了會到學校及社福機構
服務外，她希望可以投放更多時間於社區群體
及商界企業上，讓更多機構及企業體驗及了解
表達藝術治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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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酒樓婚宴文化
的

張家豪
婚宴場地，一直是每一對新人煩惱
的問題，需要考慮場地面積、地理
位置、場地佈置、影音設備及經濟
能力等等因素。香港現時的選擇眾
多，如酒店、酒樓，甚至一些特色
場地，各有優點。但原來在2008
年及更早的時間，我們並沒這麼多
選擇，酒店的婚宴場地才是主流，
大多數人都不會選擇於非酒店場地
舉辦婚宴，當時更沒像現在的西式
化裝潢的酒樓可供選擇。

張家豪
譽宴U-BANQUET創辦人

人
生
格
言
：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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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宴U-BANQUET創辦人張家豪，作為開創酒
樓婚宴文化的領頭羊，他是如何把傳統大紅大
金的酒樓打造成今天的「譽宴」？今期很榮幸
可以為大家分享他的創業歷程。

很早以前，張家豪的父親已在管理酒樓「幸福
樓」，大家都默認張家豪長大後必定會接手家族
生意。但事實卻非如此，15歲的他已投身社會，
第一份工作是從事批發的送貨工並在數年後，
20歲的他開設了一所清潔公司，第一次當上老
闆，但前後共營運了2年卻支撐不住並結束了。
然後他因應父親所望，回去參與家族生意，但讓
人驚奇的是他擔任的卻非管理層職位，而是一
個小小的雜工，更因為是練習生的身份只能九
折出糧，當時月薪更只有可憐的四位數字。

3年的練習生工作磨練了張家豪的韌力，但意識
到自己在這盤股東生意上並沒有話語權，25歲
的張家豪決定再一次創業並開設新一所酒家。
當時是1997年，正巧遇上金融風暴，很快又再
一次失敗了。這一次，失敗了的他並沒有再回
到父親的地方工作，不過這並不代表他因而意
志消沉放棄人生。

3年後，28歲的他捲土從來，與拍檔一起創立
「彩福」酒家。這一次，吸取了過往經驗，營

運上一帆風順，更是以每年開設一家分店的速
度高速地發展。時間飛快至2006年，將要開設
第六家分店時，機緣巧合下，他們在旺角始創
中心租下了合共2層的龐大空間作為下一間分店
的地點。正苦惱構思如何包裝這新店時，張家
豪剛巧在逛婚紗展，展上各種婚宴資料讓他沉
思「為何大家都只在酒店擺酒，卻沒有人在酒
樓擺酒？」。靈機一觸，發現當中的關鍵是裝潢
及佈置的他，決定把旺角的場地打造成猶如酒
店般的西式婚宴場地，以雪白色為主並以大量
鮮花作裝飾，雖然過程受到拍檔的反對。但最
後在他的堅持下，第一所西式化裝潢酒樓正式
面世，出來的效果大受客戶歡迎，從此開創
「酒樓都可以擺酒」的文化。

至2008年，因意見不合，張家豪與拍檔分家，
並分開經營酒樓，雖然大家都是掛上「彩福」
的招牌，但營運上卻是完全獨立。後來，因避
免雙方的名譽互相影響，同時希望創立一個只
屬自己的品牌，譽宴因而誕生。譽宴發展快速，
在2013於創業板上市，並於2015年轉至主板，

時至今日，身為婚姻專家的他們依然在業內處
於領先地位。

譽宴
譽為名譽，譽更是來自

每一位「你」的稱讚

英文名為U-BANQUET，

為你的宴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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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s! Life 一直在Facebook Inbox上收到各位讀者各類型的問題，我們樂意為大家整合
問題並一一解答，今期先為大家獻上便秘 / 宿便Q&A，並感謝施蘊知醫生為我們進行解答。

Q1.

Q2.

便秘/宿便問題在香港常見嗎？ 是甚麼引致該問題？

便秘問題在香港較為普遍。衛生防護中心調查發現約14%的人口受這個問題困擾，即
大約每七個人當中便有一個人患上便秘，可見這個問題不容忽視。
問題的成因繁多，如: 不良的生活習慣
（例如不良的飲食、進食纖維不足、欠缺水份、少做運動）；
生活習慣的改變（如遠行及在家工作）往往會導致便秘問題；
疾病如甲狀腺功能減退、帕金遜症、中風或情緒問題，都會影響排便；
藥物影響亦是成因之一，例如利尿劑、血壓藥、止痛藥、鐵質補充劑和抗抑鬱藥等都
有機會導致便秘。

便秘/宿便除導致肚子不適外，還有甚麼負面影響呢？

除一些廣為人知的負面影響包括如肚脹胃脹、肥胖、口臭、皮膚粗糙外，更可能會導
致一些併發症，如痔瘡、肛裂及直腸脫垂。
當然腸道本身的問題都可能會引致便秘，例如大腸癌、腸道阻塞及憩室問題等，因此
千萬別忽視，更需了解便秘問題到底是因還是果。

當讀者們有便秘的煩惱時，尤其是年長於50歲的人士，就要盡快求醫，以免耽誤病情。

Q3. 如何判斷自己有否有宿便/便秒問題或毒素積聚? 

排便是正常排毒機能之一，不過每個人的排便習慣也有不同。一般來說排便若是一日
三次或者一個星期三次都屬於正常。
但情況也要視乎排便時有沒有伴隨其他症狀，例如很用力才能排便、大便較硬或者呈
一粒粒的狀態（俗稱羊咩屎）、腹部有不適、排便時有阻塞感，或者排完又再有便意；
這些都是一些警號，提醒我們要留意身體狀況。若排便次數一星期少於三次，並且情
況持續超過兩至三個月，便有機會患上慢性便秘。

宿
便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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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本人日日都有大便，是否等於沒有便秘/宿便/毒素積聚問題？

大部份人認為，日日都有便便，那就可以沒有毒素，沒有宿便？這就
大錯特錯！
其實一日正常排便2到5次，也只能說是沒便秘問題。絕大多數的人
都有宿便，所謂的宿便，指的是黏在腸壁上的糞便，是體內毒素已經
累積至一定程度而衍生的結果。毒素蓄積到這個地步，需要藉住「排
宿便」，才能清除那些黏在腸壁上的糞便。

Q6. 咁毒素會對人體有咩害處或造成有咩問題?

毒素便會在體內積聚，宿便中的毒素被腸道反覆吸收，通
過血液循環到達人體的各個部位，這樣不但會造成下半
身肥胖及「肚腩仔」，胃氣、脹氣、口氣、便秘，更會
出現皮膚粗糙、易長暗瘡、身體浮腫、睡眠障礙，以及
色斑、皺紋、黑眼圈等等的皮膚問題，影響身體之餘
又影響美貌。

Q4. 有甚麼方法去改善便秘/宿便問題? 

若大家有便秘的問題時，可以先從改善日常生活習慣着手，例如增加進食膳食纖維、
攝取足夠水份、制定良好有規律的排便習慣以及考慮排便的姿勢，如使用腳踏來抬高
雙腿，令直腸與肛門之間的角度拉直，以方便排便。適當的運動及良好壓力管理都有
助舒緩問題。
不過如果情況持續未能得到改善，便要認真面對，求醫處理。

資料由 施蘊知醫生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提供

BamboOs! Life 便秘/宿便小測試

宿便危機指數檢測，大家有沒有以下情況？

・很用力才能排便

・大便較硬或者呈一粒粒的狀態（俗稱羊咩屎）

・腹部不適，如有凸起的現象

・排便時有阻塞感

・排便完仍有便意

・通常三天或三天以上才大便一次

・便便會黏馬桶

※符合以上之三點或以上的朋友需注意，你的便秘/宿便的警鐘可能已敲響了！

資料由 BamboOs! Life 提供





‧跳舞室及課室最少租用兩小時，模擬病房最少租用四小時，如需額外租用特定設備，另外收費；
客戶於學院辦公時間外租用場地，將按時收取附加費。

     ：2575 5689                                                         : 2778 1810              ：contact@mybest.hk            : BEST.edu
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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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用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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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租場服務熱線
2575 5600  

9512 3273  

位置方便場地寬敞
       全場佔地約八千呎
       

     設有Wi-Fi無線上網
     免費音響、
     電腦及投影系統設備

設備齊全
      鄰近觀塘港鐵站 
      眾多巴士路線穿梭往來

優勢1 優勢2 優勢3

mybest.hk







藥物篇

疾病篇

Senokot(瀉藥的一種) = 史丸/草餅
Colchicine(痛風藥的一種) = 高志森
TPN(靜脈營養液) =  燉雞
Sedation(打鎮靜劑) = 開針

用品篇

Chest Drain Bott le = 菠蘿
Foley(尿喉的一種) = 福利
Paul 's tube(尿喉的一種，樣子像安全套) = 帶套
濕棉花(換尿片時用作清潔用) = 金餅

Procedure篇

Procedure篇

Blood transfusion(輸血) = 紅豆沙
心外壓 = 搓人
Charcoal洗胃 = 食炭
替病人清理大便 = 執金
Foley to BSB(接駁尿喉的尿袋) = 有個LV手袋
X -RAY(X光) = 死光

呼喚所有病房 = 開大咪
燒炭自殺 = BBQ/ 炭燒
See relat ives = 見家長
男醫生為女病人檢查需找女護士見證 = 借眼

Fecal loading = 塞屎
Dehydration(脫水) = 乾水/乾塘
Heart Disease(心臟病) = 黑底

人物篇

諮詢服務篇

Drug addict(濫藥) = 迪迪仔
Anesthetist(麻醉科醫生) = 麻師
Phlebotomist(抽血員) = 血姑
Deaf/hearing impairment = 聾的傳人
Blind = 佢睇我唔到/用心眼
Ortho醫生(骨科醫生) = 骨佬
Husband = 蝦子餅
社工 = 財神
Student Nurse = 細路
Houseman(實習醫生) = 候事民

Consult medical = 狂揪麥迪高
Consult ortho = 搵骨佬/要摸骨
Consult CP(臨床心理學家) = 傾心事

資料來源自
《南丁格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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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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肆虐，醫療系統長期超負荷，全球醫療需求持續增長，公私營醫療資源投放刻不容緩。是次有
幸拜訪位於科學園的 Time Medical 美時醫療公司，大開眼界。該公司成立於 2008 年，總部設在
香港科學園，是香港唯一高端醫療設備製造商。美時醫療具有原創技術的高端醫療診斷設備研發和
製造企業，致力向客戶提供完善的醫學成像解決方案，服務全面，包括磁力共振(MRI)、電腦掃描
(CT)、數字X光儀(DR)等醫學影像系統的開發、設計、製造、銷售和維護的一站式服務。

全球疫情嚴峻，Time Medical 專注研發醫療影像系統設備生產的
同時亦積極研發智能消毒機械人，為醫療機構及各種不同處所進行
空間消毒和殺菌工作，全方位保護市民健康。美時醫療之智能消毒
機械人是全球第一部具有3個消毒功能的消毒機械人，頂部設有 9 
個噴咀將消毒液霧化噴出，機身共有 9 組 UV-C 紫外線燈可作 
360。紫外線消毒，並內置2組 PM2.5 HEPA filter 空氣淨化組件，
用作空氣殺菌消毒。智能消毒機械人利用智能化操作，人機分離，
保障操作人員的安全，亦能根據空間面積自動計算消毒時間、規劃
消毒路線，進行定時、精準、高效的消毒滅菌工作。經過臨床和現
場測試，智能消毒機械人可在 10 分鐘內於5米x5米的範圍內，殺死 
99.99% 的細菌並進行消毒程序，其快速模式更可在 6 分鐘內達至 
95% 的消毒效果。

智能消毒機械人



螯合鉑金液 長效消毒殺菌

智能消毒機械人能夠提供卓越消毒功能，其消毒液正是由美時醫療另一合作夥伴 “A Plus Healthcare 

Development Limited” 團隊研發的螯合鉑金液(簡稱CPS)供應。

A Plus 的香港科技團隊專注抗菌技術 CPS 研究，研發出螯

合鉑金液及 InvisiArmaTM 透明立體防霧抗菌口罩，望能為抗

疫出一分力。所謂螯合原理，就像螃蟹鉗住金屬離子般，

而離子相對比鈉米細，更易分佈於不同材質上。由此，利

用螯合技術，能將鉑金離子穩定存在於水中，不易受外來

環境因素影響，這能有效達致長效殺菌滅毒效果，更為適

合用於空氣殺菌。螯合鉑金液符合飲用水標準，不含酒精、

氯己定、二氧化氯、次氯酸等對人體有害的成份。

螯合鉑金液可直接噴灑於皮膚、口罩、衣服、空氣、嬰兒

玩具、廁板、隔塵網、家居及寵物用品等，不用稀釋，

無需沖洗，亦可霧 化增加室內環境抗菌濃度。

CPS不止有七天以上的殺菌消毒及除臭效果和6小時空氣中

持續殺菌及15秒極速滅菌，還針對衣物纖維滅菌更長達180

天，可以應用在不同環境，例如會所、學校及老人院等。

有研究顯示，負氧離子能降低空氣中的懸浮粒子(PM2.5)、

霉菌孢子、及其他致敏原。螯合鉑金液能釋放大量負氧離

子，經過CPS消毒的場景，會

持續體驗高負氧離子帶來的清

新空氣，尤其適合對上呼吸道

敏感人仕。

螯合鉑金液獲得三大機構認證，

包 括 廠 商 會 檢 定 中 心 ( C M A 

Testing)、香港標準及檢定中

心 (STC)及香港通用檢測認證

有限公司 (SGS), 也通過 OECD 

一系列動物安全性測試，非常

安全可靠。 智能消毒機械人配合螯合鉑金液在東華三院150周年 

歡樂滿東華慈善籌款活動擔任現場消毒角色



3/F., Building 20E, Hong Kong Science Park, Shatin, Hong Kong
T: +852 2156 1711 | W: www.time-medical.com | E: sales@time-medical.com

智能消毒站及 InvisiArmaTM 透明立體防霧抗菌口罩

除利用智能消毒機械人進行消毒，更可配合室內智能消毒站把螯合鉑金液霧化至 4 微米作空氣消毒，
創建室內無菌空間，減低病毒被帶入室內的風險。

InvisiArmaTM 透明立體防霧抗菌口罩

A Plus 除了研發螯合鉑金液，亦在今年推出 InvisiArmaTM 透明立體防霧抗菌口罩，其螯合抗菌塗層
技術已獲 ASTM E2180 和 ISO 22196 國際認證，廠商會檢定中心證實 InvisiArmaTM 能殺滅大腸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及克雷伯氏肺炎球菌達 99.9999%。此外，檢驗中心 SGS 檢測證實 InvisiArmaTM 口
罩材料可抵抗 H1N1 病毒高達 94.34%*，大大減低病毒經空氣傳播機率及手部接觸時所造成的二次
感染。

智能消毒站



磁力共振系統 高端醫療診斷設備研發

香港公營醫療壓力向來沉重，對於醫學影像例如 MRI 需求按年增加，病人動輒要等數年才可安排
MRI 掃描。Time Medical 擁有原創技術平台及一百多項專利，由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醫學
院研發團隊成立，產品由基礎型 0.35T MRI 到 1.5T 全身及不同專科診斷的型號，例如：乳腺篩查
專用 MRI、新生嬰兒專用 MRI及寵物專用 MRI 系統，可以更有效和更精準地提供高質量臨床影像
。美時醫療更與哈佛醫學院合作研發超高場 14T 腦科專用 MRI，為早期微中風及早作出診斷。
Time Medical 目前在中國大陸、美國及中國香港設有研發中心和分支機構，在江蘇泰州中國醫藥
城亦設有 MRI 研發生產基地， 同時計劃未來在港成立高端 MRI 生產設施。產品已銷售至全球不
同地區，包括美國及多個發展中國家。Time Medical 希望可以提供可負擔而高質量的 MRI 設備給
香港，為香港公營醫療減輕壓力，服務更多普羅大眾病人。





中風非老年人的專利
中風是最常見的腦血管疾病，其發病率，死亡率和致殘率高，危害性大。全球每
年有超過1,300萬宗新增中風個案，同時有超過200萬因中風引起的死亡病例。
在本港，每年約有13000例新增中風病例，而因中風引起的死亡人數超过3000
人。 一直以來，中風被認為是老年人的疾病，超過八成的中風發生在65嵗以上
的人群，但中風的發病近年來有年輕化趨勢。根據2019年本港醫管局進行的一
項醫學統計，約有一成四的中風個案發生在45-64嵗的人群中，因此，中風絕非
老年人的專利，及早採取有效措施，預防中風的發生具有非常重要的臨床和社會
意義。 

26



如何認識中風的預兆症狀
中風患者並非完全沒有先兆表現。中風先
兆的主要症狀包括平時血壓偏高，血壓控
制不理想，血脂紊亂等。 臨床上西醫將中
風的常見先兆症狀概括為 “談笑用兵”。談：
說的是患者出現交談和說話困難；笑：指
笑的時候面部表情不對稱；用：即舉手投
足無力; 兵: 如出現以上症狀，應立即搬兵
求救，儘快進行醫治。

中醫學對中風先兆症狀的認識有悠久的歷
史。當家人或朋友經常出現頭暈頭痛，時
有偏身麻痹和身體某個部位出現不由自主
的肌肉跳動，甚至短暫失語，視物不清，
並伴有性格的怪癖改變等，应该引起重视。 
這些症狀的出現，就中醫而言，通常都是
由於患者的肝腎陰虛(常見於中年或老年人)，
陰不制陽，而致肝陽上亢，陽盛化風。加之
素體痰濁壅盛，內風易夾痰濁，流竄經絡，終
致阻塞腦竅而引起上述的一系列臨床症狀。 

平肝熄風有助預防中風
中醫認為，一旦出現上述症狀，應在有效
控制血壓的基礎上，極需內服平肝潛陽，
化痰熄風的中藥，使到亢陽得以制約，扰
動之內風的以平息，從而降低中風發作的
風險。 以下是笔者臨床上用於防治肝陽上
亢引起的中風先兆症狀的處方，具有鎮肝
熄風，活血通經的功效。
石決明30克(先煎)，生代赭石30克(先煎)， 
生龍骨30克(先煎)，生牡蠣30克(先煎)，
天麻10克，鉤藤12克，丹參15克，葛根30
克，桑葉10克，懷牛膝15克，桑寄生15克，
菊花10克，雞血藤15克，白芍10克，甘草
4克。 

服用方法為每日一劑，水煎，早晚分服，
可連續服用2-3個月。根據筆者觀察，本方
能有效穩定肝陽上亢所引起的高血壓，且
明顯改善血壓波動引起的眩暈頭疼，心情
急躁，失眠多夢等症狀。 

中藥煎水代茶，調整脂質代謝
血脂代謝紊亂也是中風發生的潛在病理因
素，血中膽固醇和低密度脂質異常增高是
血脂紊亂的主要特徵。這種血脂異常表現，
相當於中醫所說的痰濁壅盛，阻塞經絡的
病理機制，是引起中風的重要危險因素，
糾正血脂異常因而就顯得十分重要。除了
飲食務求清淡，少油少鹽外，也可用以下
的處方煎水代茶，長期服用，每能起到降
脂, 保護腦部血管，預防中風的功效。
決明子6克，山楂6克，杭菊花5克，澤瀉5
克，桑葉4克，苦丁茶1克，絞股藍8克。每
日一劑，煎水代茶，連續服用3-4個月, 便
能逐漸顯示效果。

針灸也能預防中風
除了中藥治療外，針灸在預防中風發作也
有確切的療效。 針灸選穴包括足三里、太沖、 
太溪、豐隆、懸鐘、合谷、率谷等。可每
週針刺1-2次，連續治療三個月到半年, 能
起到舒經活絡，祛痰開竅的效果，根據文
獻報導，可降低中風發作的風險。如能針
藥同施，效果更佳。

需要指出的是，中風為一種常見的重大疾
病，臨床表現較爲複雜。如懷疑出現中風
先兆症狀，建議患者及早找注冊中醫診治，
及時得到個體化治療，有效地預防中風的
發作。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 林志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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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技巧
實務訓練課程

上課地點：   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
                     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課程導師：   資深註冊護士
入學要求：   醫護人員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BEST
地址：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電話：2575 5689     WhatsApp：9515 4946     傳真：2778 1810     電郵：contact@mybest.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BEST.edu

課程時間：    10:00至16:00 
                    （12小時，共兩課）
課程費用：    港幣1800元正
                                   (報名行政費：另加港幣100元正) 
                                ＊行政費一經收取，將不予退回

課程專為需要學習注射疫苗或胰島素的
醫護人員而設，內容包括兩部分：

查詢電話 ：2575 5689
：9515 4946WhatsApp

課程內容

  注射用品簡介

  計算注射劑量

  示範及實習

第一部分

  注射法的理論及風險

  注射藥物的分類及貯存

 

 

  稀釋及抽取注射用藥物

  皮下及肌肉注射法

  棄置醫療利器及廢棄物

  處理針刺意外

  處理注射後的不良反應

  示範及實習

第二部分

(完成課程並不代表學員具備獨立進行注射程序的資格；
 注射程序必須於醫生監督及指示下進行)

CPD＊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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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對

“三高”即高血壓、高血糖（糖尿病）和高血脂症（高膽
固醇）的統稱，為常見的都市慢性病。因為三高容易誘
發腦中風、冠心病、動脈粥狀硬化等心腦血管的危重病
症，甚至可造成死亡，加上“三高”有年輕化的趨勢，故
近年受到較多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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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如何看待高血壓？

高血壓即動脈血壓持續升高的全身性血管
疾病。中醫認為，本病是由於長期精神緊
張、飲食失節、操勞過度，或因年老體衰，
導致臟腑功能失調，產生風、火、痰、瘀
等病邪。患上高血壓的患者可能會頭暈頭
痛、失眠多夢、心悸心煩、耳鳴耳脹、肢
體麻木、肩頸僵硬等症狀，故根據不同的
症狀，高血壓可歸納為中醫學的“眩暈”、
“頭痛”、“耳鳴”等範疇。常見的證型為肝
陽上亢證、痰濕壅盛證、氣滯血瘀證、陰
虛陽亢證、陰陽兩虛證等。

中醫如何看待高血糖？

糖尿病是一種因體內胰島素分泌不足或細
胞對胰島素的反應不敏感而引起糖、脂肪、
蛋白質代謝紊亂的疾病，臨床特徵是患者
的血糖長期高於標準值。糖尿病的患者以“
三多一少”為主要臨床表現，即：多飲、多
食、多尿、消瘦。本病屬中醫的“消渴”範
疇，消渴之名首見於《黃帝內經》。而中
醫又會按“三多”症狀的輕重而將本病分為
“上消”、“中消”和“下消”：渴而多飲為上消；
消谷善飢為中消；渴而便數有膏為下消。
中醫認為，消渴多因素體陰虛、飲食不節，
加上情志不暢、勞欲過度等所致，與肺、
胃、脾、腎關係密切。常見證型有：肺胃
熱盛證、腎陰虧虛證、陰陽兩虛證等。

中醫如何看待高血脂？

高血脂症是指血液中的膽固醇、三酸甘油
脂等脂類升高的情況，容易造成動脈粥狀
硬化，並增加患上冠心病、中風等心腦血
管疾病的風險。中醫認為，血脂與痰、濕、
瘀等病理產物相似，多因飲食不節，過食
肥甘厚膩之品所致，損傷脾胃，造成脾胃
運化功能的失職，產生痰濁阻滯血流，影
響氣血運行，使痰瘀互阻於血管。

防治三高好辦法

由於近年三高有年輕化的趨勢，故年輕時
便應開始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首先應注
意飲食，盡量多吃蔬菜少吃肉，定時飲食，
不可過飽，盡量減少進食煎炸、甜食等肥
甘厚膩之品，少吃加工食品、加工調味料
或過鹹的食品。其次，盡量抽空做適量的
運動，一周至少運動三次，每次持續30分
鐘至1小時。最後避免精神緊張，放鬆心情，
減少憂思發怒。如懷疑自己有三高的問題，
應盡快尋求註冊中醫師或醫生的意見，積
極治療，以免耽誤病情。

李樂怡醫師

香港註冊中醫師
畢業於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現職於香港防癆會-香港大學中醫
診所暨教研中心（南區）





科普醫療器械

年紀大機器壞，沒有人躲得過，你有三高；他有肚腩；我幾乎中風。聽起
來很傷悲，但又是陰晴月缺，天經地義，只好正面面對。提起三高，可不
是高富帥的令人羡慕，卻是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令人惆悵。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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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高血壓最爲普遍，大衆老少都能娓娓道
來，某某上壓超過160，會不會中風；某某發
怒時滿面通紅，真怕他爆血管；某某時不時
血壓低，聽聞還在街上暈倒過。 
很多人（包括我）畏疾忌醫，況且高血壓一
般沒有症狀，就算血壓高至90/150或更高，
一般情況下身體都沒有什麽不適，生活如常，
雖則心知不妙，還是自己騙自己，不測量便
沒事了。 

科技的進步帶來了很多家用醫療器械，數十
元到數千元便可以自己擁有一台以前在醫院
診所才有的工具，例如體溫計，血壓計，血
糖表，血氧儀等的設備，還有近年流行的穿
戴裝置，隨時隨刻都可以24小時監察自己的
身體狀況，豈不妙哉！ 

開宗明義，本文章系列不會詳談艱深的醫學
理論，但會提供一些關於大家日常使用的醫
療相關儀器的實用知識和他們背後的科學原
理，製造和質量的國際標準，購買等實用知
識。 

甚麽是醫療器械？ 
可能你先會問，什麽是器械？一般在香港不
是常叫醫療儀器或醫療設備嗎？對，那麽台
灣又會稱呼為醫療器材，究竟有沒有分別。
其實醫療器械是國内的稱呼，都回歸了24年，
大家習慣習慣吧，我們在國内搞生產的，一
早已經習慣，因爲我們國内的工廠要申請什
麽醫療器械生產，銷售，經營許可證等批文。
也 許 我 們 也 發 揮 一 下 兩 文 三 語 ， 英 語 是
Medical Devices or Medical Equipment
等。 

説了半天，甚麽才是「正式」的醫療器械？

爲甚麽要強調「正式」？因爲有些產品看起來
好像是醫用的儀器，而實則並未能達到醫療設
備的要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溫度計也
可以用來測量體溫，但普通溫度計結構比較簡
單，想知道開水或你正在喝的咖啡是多少度是
可以的，你用一個普通的酒精溫度計量一下，
可能大概（左望右望）你會覺得是70度左右，
你已經滿足，因爲你只想知個大概，這種簡單
的溫度計可能大概是+/-2度（即顯示70度時
實則是68-72度之間），一般使用已經足夠
了。但「正式」的體溫計的要求是+/-0.2度，
才能分辨你有沒有發燒。 
以下是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 ion）對醫療
器械的定義如下（美國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和歐洲（EMA/MDR）
的定義也是差不多一樣）： 
《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第八章附則中醫療
器械定義是指直接或間接用作人體的儀器，設
備，器具，體外診斷試劑及校準物，材料以及
其他類似的物質或者相關的物品，包括所需要
的計算機軟件。 

醫療器械的使用預先達到以下預期目的： 
1． 對疾病的預防，診斷，治療，監護，緩解。 
2．對損傷或殘疾的診斷，治療，監護，康復， 
    補償。 
3．對解剖或生理過程的研究，替代，調節或
    支持。 
4．對生命的支持或者維持。 
5．妊娠控制。 
6．通過對來自人體的樣本進行檢查，為醫療
    或診斷目的提供信息。 

作者：理治（筆名），主職工程師（從事醫療器械和消費保健產品
設計，生產，品管，銷售等職務近二十年），兼職管理顧問和導師
（項目管理，產品、服務開發，和質量系統、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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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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炎炎，除了高溫天氣難頂外，被蚊咬也是一
大煩惱。蚊，不單止叮咬後會令人皮膚痕癢，而
且會傳播登革熱、日本腦炎等疾病，所以夏天驅
蚊絕對不可不理！市面上有不同的驅蚊產品，也
有坊間各種天然驅蚊方法，今次就挑了常見、有
效的驅蚊方法，看看哪一種適合你。

夏天驅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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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味是吸蚊關鍵

很多研究認為人的體味，尤其是身體排出
的乳酸或尿酸，加上皮膚上有數以萬計的
微生物群，以及飲食習慣等均影響皮膚微
生物群的組合，以致所發出的人體氣味有
所不同。另外，也有認為是個別人士呼出
的二氧化碳濃度及體溫較高，蚊子可檢測
環境中的二氧化碳量。普遍大汗人士、呼
出二氧化碳濃度高或體溫較高的人士，例
如懷孕婦女或做完運動的人士都是較惹蚊
的。

出街要做足防蚊措施

1 .  做完運動後，應盡快洗澡或用清水抹
   走汗水，並更換衫褲鞋襪。
2. 戶外宜穿白色或淺色的長袖衣褲。
3. 少搽香水或具香味的化妝品或髮型產
   品，或會吸引蚊蟲。

防蚊驅蠓 蚊怕水製作

這次教大家製作的蚊怕水，成份採用植
物所提煉的精油，即使身體吸收後，都
會慢慢代謝，而且沒有DEET成份，十分
安全。採用的精油包括香茅、檸檬草、
檸檬尤加利、薰衣草、黑胡椒、薄荷及
安第羅巴油。一般想有效驅蚊，都會用
上香茅及檸檬尤加利；而黑胡椒精油有
辛辣味，還可以有效驅蠓。」

這款自製的天然蚊怕水最特別的是在配
方中加入了安第羅巴油，因它是由熱帶
植物所提煉出來，很多土着都以此作為
萬用油，刀傷、擦傷、防蚊叮蟲咬都會
用上，其味道更可以有效令蚊沒胃口，
減少被叮的機會。安第羅巴油在一般的
造材店都有售。

提醒大家，天然蚊怕水大約每30至60分
鐘便要補噴一次，而製作天然蚊怕水時，
還加入了抗菌劑，保存期約為半年。不
過得留意，此產品不適合患有G6PD蠶豆
症人士使，孕婦與幼兒亦不宜使用。

天然蚊怕水製作材料：

製作方法：

驅蚊精油 3ml
精油分散劑 6g
純水 90g
抗菌劑 1g

1. 2.

3. 4.

5. 6.

先加入香茅、檸檬草、檸檬
尤加利、薰衣草、黑胡椒、
薄荷及安第羅巴精油，分量
為3ml，共60滴。

加入精油分散劑6g，令精油
混合。

然後攪拌至各精油混合。 再加入純水90g和抗菌劑1g。

加入純水後，混合物會呈乳
白色，攪拌到乳白色減淡並
融合便可。

最後入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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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氣溫非常高，而且多雨，人們很容易就
出現中暑等癥狀，因此夏季養生清熱消暑很
重要。

炎炎夏日，來上一杯冰凍的消暑飲品，那是
人生一大樂事！

外面買的飲料添加劑又多，材料又不一定新
鮮，不如自己DIY，不管是帶去公司還是出
去外面又或者在家，隨時隨地都可以飲用，
消暑又解渴，而且自家調製的給小朋友們喝
也放心！

家
中
自
製

消
暑
飲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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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渴清熱竹蔗茅根水

食材
竹蔗  600g
茅根  30g
生熟薏米  一両
紅蘿蔔  兩條

竹蔗可一開四，更加出味。茅根放
落 滾 水 中 出 水 五 分 鐘 。 薏 米 浸
半 小 時 。

所有材料加约兩公升水，煲1.5
小時即成。（愛甜可加冰
糖調味）

台式白玉苦瓜汁

食材
白玉苦瓜  150g
蜜糖  1湯匙
飲用水或冰塊  150ml

白玉苦瓜洗乾淨後，用匙羹挖清
或用刀去除棉體，切件備用

白玉苦瓜放入blender，加入蜜
糖及冰塊/飲用水攪拌數十
秒即可享用

紫背天葵山楂蜜

食材
紫背天葵  5克
山楂  20克
蜜糖  隨意

把5碗水和所有材料加蓋煲滾後，
轉小火煲10分鐘，關火焗10分
鐘, 因應個人喜好加入適量蜜糖，
便可飲用。

薄荷檸蜜梳打

食材
新鮮薄荷葉  5-6大片
檸檬  1/2個(切片)
蜜糖  2湯匙
梳打水1樽約  325ml

將6-7片薄荷葉放入杯，用較闊
平口既棒盅壓幾下，令薄荷葉
既香味出黎

跟住加入2-3片檸檬再督
下佢，最後落梳打水、
蜜糖攪勻就飲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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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天 將 至 ， 小 編 十 分 期 待 陽 光 與 海 灘 ， 但 又 發 現 自 己 「 飽 滿 」 了 不 少 。 因 此 特 意 向 專 業 的
教練請教一下，如何在家中修身，分享了3招「減bye bye肉」的實用動作，而且男女皆適合。

板凳撐體 
Bench Dip

重點訓練肌肉：肱三頭肌
優點：居家徒手訓練，簡單器材，適合
初級鍛煉者；減走拜拜肉、緊緻手臂
描述：保持身體固定於中立位置，雙手
正握在凳上或凳邊，雙腳緊合，雙手同
步向下進行屈伸，至約90度後，將手臂
伸直。 向下時吸氣，用力向上時呼氣。  

*請確保櫈或是其他支撐物足夠堅固及穩
定。

很多初學者要需留意的錯誤位置

保持身體由上而下垂直升降 避免肩部過度伸展

注意事項 

動
作 

1 

教練教你快速
bye bye 肉

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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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腰椎過份伸展
下壓動作時必須保持
胸部與凳前角度呈固
定角度

訓練時身體必須保持中立位置

重點訓練肌肉：胸肌
優點：居家徒手訓練，簡單器材，
適合初級鍛煉者；改善身體形態
描述：保持身體固定於中立位置，
挺胸收腹，下巴微收，吸氣時將胸
部下壓至凳前，呼氣時用手將身體
推離。

板凳掌上壓 
Bench Push-Ups

注意事項

動
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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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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