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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
-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16,000名

登記醫護人員 隨時候命

專業護理 貼心服務
百本提供24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旗下登記的16,000多名合資
格專業醫護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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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registered under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為醫療服務機構提供即時醫護人手
百本承諾致力於三十分鐘內提供即時醫護人手解決方案。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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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病房臨時人手替假等。

Instant Staffing Solution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Bamboos is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effective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such as ward relief and locum solutions,
within 30 minutes upon request. Clients include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SO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ISO9001:2008 certified

ISO10002:2004 投訴處理管理體系認證
ISO10002:2004 certified

熱線 :

2575 5893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852) 2575 5836
：www.bamboos.com.hk

9515 9439

：(852) 2575 5893 / 2575 5839 / 6300 9229
：contact@bamboos.com.hk
：www.facebook.com/Bamboos.com.hk

以姍姍來遲來突顯自己地位崇高，
已經不合時宜了。當然，職位愈低愈需要準時。
各位同工：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班朋友約會，優秀的人通常都準時；而常常遲到的人，通常都比較平
庸。
我發現，有一定成就的人，其原則和待人處事方式可能各有千秋，但有一點卻是驚人地一
致 —— 守時。
守時是基本：守時說明你是一個有計劃的人，會妥善安排自己的事情。
早到反映你為人可靠。現今順口開河的人很多，一諾千金就更難能可貴了。
在公在私，我自己都很少遲到，而且通常早到，因為這可以讓我更為從容。
以姍姍來遲來突顯自己地位崇高，已經不合時宜了。當然，職位愈低愈需要準時。
在百本，守時是重要的服務態度。準時，通常給人專業和做事積極的印象；遲到，不但會影
響效率，也會妨礙團隊的工作。
慣性遲到，會失去機會和友誼；偶爾遲到，會令人覺得備受冷待：你大概覺得我不重要吧！
比你成功的人，竟然比你更守時，這造成了人與人之間更大的差距。
媽媽和女兒飯後洗碗，爸爸和兒子在看電視。
忽然，廚房傳出砰一聲。
「你媽媽又打爛玻璃了！」父親說。
「為什麼你知道一定是媽媽？」兒子問。
「因為沒有聽到她駡人！」
律己以嚴，律人以寛，你會贏得更多人的尊敬。
你的同工

關志康
百本主席，香港醫護學會會長。曾獲美國哈佛大學獎學金全數資助
學費食宿，攻讀領袖管理深造課程。持有香港大學經濟學學士和碩
士學位，及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學碩士（EMBA）學位。
獲二零一三年安永企業家獎（中國）新興企業家大獎，及二零一二
年DHL ∕南華早報香港商業獎青年企業家獎。
jacky@bamboos.com.hk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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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Just do it”的心態闖來香港
生於澳洲的河國榮，隻身走到老遠的北半球，
選擇來港定居，一切源於當年讀醫時，身邊的
朋友幾乎都是香港人，當時已對香港產生了情
意結。「還沒來到香港前，已經常與一群香港
同學相處，平日亦過著Hong Kong Life，如
吃宵夜、飲茶、打麻將、看港產電影、購買廣
東歌手的黑膠唱片等，早已對香港文化產生濃
厚的興趣。」憶起那些年一段段扭轉人生的往
事，他娓娓道來：「不知當年的決定是勇氣還
是無知驅使，身上只帶著五千港元，手上拿著
單程機票，隻身走到一個陌生的國度，頭也不
回就離開了出生地。縱然家人非常擔心，卻幸
而沒有作出反對，即管讓我闖一闖。或許旁人
覺得我很傻，放棄了專業的醫科資格，但我從
未曾感到後悔。」河國榮一心抱著“Just do
it”的心態，由起初完全不諳廣東話，至後來
在香港落地生根，亦邂逅了他的太太，這樣一
住就三十年了。一直未正式學過中文的他，憑
著當年自學的決心，接觸全中文的劇本，翻開
字典查閱每個字詞，又邊聽中文歌曲邊學習發
音，到現在能操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及看懂漢
字，實在殊不簡單。這一切引證他無比的毅力
及堅持，而那種勇於嘗試的膽量亦令人驚嘆。

我家在香港
河國榮

來自澳州的香港電視藝員河國榮（Gregory Charles Rivers），三十年前毅然放棄正
於澳洲修讀的醫科學位，飛到香港生活，從此便與這個地方結下不解之緣。他擁有白
皮膚、棕色眼睛的外國人特質，但骨子裡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香港人，能說得一口流利
的廣東話之餘，亦論盡本地民生與時事，而他最愛的更是香港特產──港式奶茶。河
國榮早已紮根於此，一直心繫香港，他跟許多香港人一樣，「同熱愛這片土地 大家
刻骨銘記 愁或喜 生與死 也是香港地」。他希望可以為香港作出貢獻，延續港人
的獅子山精神，深信這塊福地仍能創出無限的可能。
Text / Yoyo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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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充滿挑戰的人生猶如過山車般，高低起伏不斷。河
國榮亦自覺他的人生毫不平坦，但亦因此令他累積
了更豐富的人生閱歷。「初來港時，原本在補習社
當英語老師，後來機緣巧合入了電視圈當藝人，飾
演過無數次警官、通緝犯及神父等角色，一演便二
十多年。後來，我漸覺事業有點停滯不前，於是決
定離開大台。近年，我開始作多方面的嘗試，如創
業賣首飾、教英語、唱歌和參與慈善義務工作等。
其實來港的目的一直都是想一嘗當廣東歌歌手的滋
味，來年我將會推出一張籌備了六年的唱片，一圓
三十年的歌唱夢，心情既雀躍又期待！」而最近他
更為不同組織拍攝教育短片，希望為大家帶出正面
訊息。「早前在一個關懷愛滋病患者的宣傳片中飾
演護士長角色，拍攝時除了讓我憶起求學時於醫院
實習的經過，更重要的是影片向大眾傳遞正確的愛
滋病知識，能為教育工作出分力，更有意義。」人
生走過五十多年，經歷高山低谷後，河國榮依然意
志堅毅，繼續抱著當年來港的雄心，尋找新出路，
全因他相信生命是場永無休止的歷險旅程。

我是香港人
近幾年香港總是充斥著不少負能量，加上百物騰
貴，港人生活愈見艱難，紛紛嚷著要移居外國。
可是，於香港定居了三十年的河國榮卻非常堅定
地表示，完全沒有想過離開香港，一秒也沒動搖
過。「全球許多地方都處於經濟不明朗、政局不
穩、人民對政府不滿的狀態，如歐洲多國有債務
危機、美國政府經濟不明朗、英國脫歐陷入混亂
等，試問哪裡才叫安穩且適合居住呢？我真心認
為生活在香港已很幸福了！」他對香港那份情懷
從一而終，就如《香港地》的歌詞中「唔理事情
有幾困難 環境有幾亂 呢度仲係我屋企 之前
係 而家係 將來都係」。無論未來如何，他也
不會捨棄這充滿傳奇的彈丸之地。他的愛港之心
絕不比土生土長的港人少，他竭力捍衛香港文化
的精神打動無數港人，去年更被網民封為「真．
香港人」的他亦不禁對此有所感慨：「雖然我是
個『鬼佬』，但在香港生活的時間已經遠比澳洲
長，所以一直視自己為香港人，視香港為家。如
今身分獲得大家認同，實是感動不已！」因為心
存希望，他相信香港仍有不少人和他一樣，願意
為這個地方努力奮鬥及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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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相約天使

名人專訪

——活出高度人生 ——

姚書軼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的量度決定了他的人生，而這次訪問的嘉
賓卻是高度改變了她的命運，這期名人專訪讓我們一起探討一
下名模姚書軼(Mikki)的模特兒生涯和近況，了解她如何有著無
比高度的人生。

A：你最近忙於打理高級會所餐廳的生意，這門生意的創

作概念來自哪裡呢？

M：其實近年開始，我一直在探索自己人生的新方向，想

想除了模特兒工作以外，還可以有什麼新嘗試。以前
想過創業，卻又認為自己缺乏經驗，沒有太大把握，
最後還是放棄了。我在香港生活多年，結識了一班非
常要好的朋友，每次與他們交流也領悟良多，聽取了
很多「生意經」，亦結識了現在的生意夥伴。高級會
所餐廳的生意概念也是源於他人脈廣，認識不少社會
名人，希望開設一間以會所形式經營的餐廳，以招待
尊貴的客人，這概念一出，我認為有其獨特的賣點，
亦不擔心沒有客源，於是便成事了。

A：會所餐廳有什麼特色呢？
M：餐廳佔地逾六千平方呎，共分為兩層，一層是雪茄、

紅酒窖，一層是餐廳。餐廳內設有三間私人獨立房，
大房用上水晶吊燈及金色的裝飾櫃，氣派十足。菜式
方面則以精緻中菜為主打，但採用西餐形式上菜，以
配合整個豪華裝修的氣氛。我們花了超過七個月作籌
備，無論在裝潢和設備上都耗盡心思。會所走的是高
檔路線，私隱度高，另設有卡拉OK房，不少名人亦喜
歡在這裡「傾密偈」或開派對。整個會所的設計和裝
修工程總支出接近八位數字，花費確實不菲，但我們
希望讓客人有尊貴的享受以及賓至如歸的感覺。

i Yao)

kk
姚書軼 (Mi

香港著名模特兒，生於
上海，16歲修讀儀態
課程時被星探發掘。一
年後，她正式成為模特
兒，第一份模特兒工作
是在美國三藩市推廣中
華文化。於2006年，
她在「Giorgio Armani
0 6 F/W」時裝展擔任
模特兒，成為首位在巴
黎行騷的港模，為香港
模特兒爭光。至今她已
擔任模特兒近二十年，
經驗豐富，主要工作是
行Catwalk，亦曾參與
MTV、電視節目、電
影以及化妝品和護膚品
的廣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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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ngel M：Mikki
A： 如何展開模特兒生涯？
M：媽媽是成就我模特兒生涯的幕後功臣。小時候，我有很多壞

習慣，例如咬手指，毫無儀態可言。後來媽媽帶我去學芭蕾
舞，但我卻學不成，反而練出八字腳的走路姿勢。青少年時
期，我的身高已有1.76米，但卻有寒背的問題。媽媽為了改
變我的體格形態及種種壞習慣，在某年的寒假，特地替我報
名參加一個為期三個月的模特兒培訓課程，經考試合格更可
以正式成為合約模特兒，而我的模特兒生涯便是這樣開始。

A：曾與多位著名設計師和品牌合作，當中你最喜歡哪一個？
M：不同的國際品牌都各有千秋，每個品牌都有其獨特之處和神

髓，要從中選其一實在相當困難，但印象比較深刻的是Tom
Ford。當年 Tom Ford 剛剛踏入時裝界，他第一年成為Gucci
的設計總監時，我便有幸演繹他的作品。我欣賞他簡潔的設
計意念和奥妙的物料運用技巧，即使沒有花巧的配件，一件
簡單的衣服仍能給予人一種神秘感或讓穿衣者性感的一面盡
顯，剪裁設計顛倒眾生。

A：由模特兒轉戰飲食界，榮升老闆娘後感覺有什麼不同？
M：坦白說，現在的壓力很大，以前當模特兒時，都是我替

別人的產品做宣傳，現在則是自己當上「生招牌」，努
力為自己的生意做宣傳，感覺挺有趣！為加深了解整個
營運模式，很多事我都會親力親為，有些朋友訂位也會
直接打電話給我，接待員一職我也能充當呢。

A：進軍飲食界，你自己本來也喜歡吃東西嗎？
M：吃東西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我對於天下美

食皆愛，路邊小食也不會錯過。我是屬於不易肥胖的
體質，加上工作令我消耗很多熱量，所以每次吃東西
可以吃下的分量可真不少。要是每天三餐也吃到飽的
話，不到三天身形就會開始變得圓渾，但只要餓上一
天便能馬上瘦下來！

A：每次見你都容光煥發，有什麼秘方嗎？
M：我經常吃阿膠，從小媽媽便會在冬至後和立春前準備

一鍋阿膠，裡面加入核桃，每天早上起來會準備一湯
匙的分量冲水或者加進牛奶一起喝，我想大概是這個
緣故吧！

後話：
雖然Mikki是一位國際名模，但她沒有絲毫架子，
為人謙虛，常常笑面迎人，對朋友真誠，也非常
好客。善心十足的她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閒時
會到寺廟當義工，這次專訪讓我再次有機會接觸
這位高質素美女，無論從身高，以至個人修養，
看來她的一生都離不開一個「高」字！

Angel Li
星級形象顧問及品牌策劃師，曾參與
及策劃TVB真人show《盛女愛作戰》
及《沒女大翻身》，出版過戀愛哲學書
《盛女變女神》；乃唐太白的後裔，曾
在英國修讀心理學，號稱麻辣導師；
亦是今屆港姐季軍提名人。為人交遊
廣闊，名人朋友觸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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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高永文局長光臨同慶
百本喬遷慶祝酒會暨開幕典禮

Opening

為應付日益增長的業務需求，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於2017年年初喬遷至尖沙咀星光行4樓的新
總部為醫護機構及個人客戶提供即時醫護人手解決方案服務。
百本於二月十七日舉辦了慶祝酒會暨開幕典禮。當天，政、商、社福及醫護界冠蓋雲集，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BBS，JP、立法會議員（醫學界）陳沛然醫生、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協調部處長蔣治文先生、國際商會香港區會及義務工作發展局主席兼前法律
援助服務局主席李澤培先生，SBS，OBE，JP及義務工作發展局董事兼香港醫學會會董歐耀佳醫
生擔任主禮嘉賓，鼓勵百本繼續為大眾市民提供更優質服務。

百本的經營模式為醫療界提供了彈性的人手
解決方案，有助解決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
政府與私營機構可攜手合作，為市民提供更
優質的醫療服務。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
（左四）
及奚曉珠小姐
（左二）
、梁裕龍醫生
）
一
左
（
席
主
康
志
關
新總部設施
為高永文醫生介紹

典禮及酒會
精彩時刻

（左起）百本獨立非執行董事梁裕龍醫生、香港醫學會會董歐耀佳醫生、百本非執行董事黃錦沛先生、立法會議員
（醫學界）陳沛然醫生、百本行政總裁奚曉珠小姐、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中聯辦協調部處長蔣治文先生、義務工作
發展局主席李澤培先生、百本獨立非執行董事陸炎輝博士為開幕典禮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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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Now TV、香港電台、商台、東網、晴報等多間媒體到場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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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喬遷之喜

千祥雲集
百祿並臻

致意

百本喬遷之喜

百本喬遷之喜

盛譽遠揚 福澤社會

鴻基始創 駿業日新
致意

致意

百本喬遷之喜

百本喬遷之喜

宏圖大展 裕業有孚

鼎業維新 鴻猷丕煥

致意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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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喬遷之喜
恭賀

百本喬遷之喜

福客盈門 駿業崇隆

宏張之喜 大業千秋
致意

CEREMONY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蒞臨主禮

香港醫護學會認可產品嘉許典禮
本年度的香港醫護學會認可產品嘉許典禮於1月21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順利舉行，認可產品計劃
的目的是表揚各出色產品為市民健康帶來的貢獻。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兼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
生，大紫荊勳賢，GBS，JP蒞臨主禮，勉勵一眾來賓及獲嘉許公司，同時對認證計劃作出了肯定。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

“香港醫護學會產品認證計劃為業界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標準及榜樣，
希望業界繼續精益求精，推陳出新，令消費者可享用更可靠、優質的
健康產品。”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殺菌噴霧
（曼琳婦科抗菌殺毒護理配方）
現代女性在社會上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
角色，學業、家庭、工作缺一不可，若
然沒有強健的體魄，實在難以應付各方
面的挑戰。然而，都市女性普遍關注如
何保持窈窕的體態及嫩滑的肌膚，往往
忽略了對私密部位的保養。有見及此，
蘇州匯涵醫用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研發了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殺菌噴霧（曼琳婦
科抗菌殺毒護理配方），專門針對女性
私密部位的護理和保養，讓女士們由內
而外煥發自信神采。

（由左至右）和田國際有限公司代表林小姐、舒華樂有限公司代表錢遠強博士、香港潔淨水有限公司代表黃武田先生、易樂（香港）有限公
司總經理伍綺玲小姐、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董事賴永鈾博士、蘇州匯涵醫用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代表李元潔先生、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
疾服務聯會主席李伯英先生、香港西醫工會會董兼香港醫護學會顧問梁健年醫生、香港醫護學會義務行政總監鄺漢泉先生、再生會創會人兼
名譽主席鍾惠玲博士、曾鈺成先生，大紫荊勳賢，GBS，JP、香港醫護學會會長關志康先生、黃金時代展覽會委員會委員黃玲玲女士、香
港醫學會會董眼科專科醫生龐朝輝醫生、立法會議員（醫學界）陳沛然醫生、黎國光律師、黃雪梅律師、艾橋生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王培華先生、宏豐環球有限公司主席許先生、IPM HK Limited主席李杏芝小姐、紅健坊健康產品有限公司代表謝寶怡小姐於典禮結束後合
照留念。

產品特點

獲認證產品
家居健康產品

外用護理產品

保健食品

鈦白金電極板電解水機

英國Alfresco防蚊潤膚
露及防蚊香水噴霧

固本尿酸通

Nexus X-Blue Water
Ionizer
韓國阿里郎活性離子
水龍頭
天滌天然殺菌噴霧（多
功能滅菌配方、肌膚抗
菌修護配方、幼兒抗菌
防敏配方、寵物滅菌除
臭配方及環境除味抗毒
配方）
H3O氫離子能量棒
（Model IPM010及
IPM0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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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華樂除菌鞋墊及抗菌
衛生巾（日用裝、夜用
裝、夜用加長、護墊）
和田保健貼
（竹酢及唐辛子）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殺
菌噴霧（曼琳婦科抗菌
殺毒護理配方）
愛爾皮膚黏膜消毒液、
優樂凝膠及Yourlife AE
Feminine Hygiene Gel
Aided-Eradicator

維持陰道pH值，保護正常
菌群

固本活絡通
NUPPI金裝2段
保多康強關節

公司簡介：
蘇州匯涵醫用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貫徹「始
於新、專於精」的經營理念，積極匯聚醫藥行業、科研院所
等領域的專家，同時聘任工程院院士付小兵為公司首席科學
家，並與國內醫藥行業、生產經營領域的技術精英合作，研
發各種以銀離子為功能材料的傷口、口腔、婦科及皮膚護理
產品。該企業在堅持不斷自我完善和積極創新發展的同時，
憑藉優良的品質，逐漸奠定了行業領軍地位，擁有國家授予
的發明專利，亦被列入由科技部頒發的火炬計劃名單，兼榮
獲江蘇省高新技術產品稱號。

強效殺菌，快速持久

香港醫護學會會長關志康先生（左）
與主禮嘉賓立法會議員（醫學界）陳
沛然醫生（右）合照。

促進組織修復與再生

男補精力丸5:1
膠囊90粒

改善陰道乾澀、舒緩房事
疼痛

康復速
健骨寶
info

腎通

查詢「香港醫護學會產品認證計劃」詳情，請致電

3549 8014黃姑娘。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總部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港鐵尖沙咀站 ∕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21:00)
查詢熱線：3468 7383

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
伯英先生（右）擔任頒獎嘉賓，頒發「香港
醫護學會認可產品」證書予蘇州匯涵醫用科
技發展有限公司代表李元潔先生（左）。

（資料由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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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由客户提供）

醫護工作知多D
醫護支援人員及保健員屬於護理職級，
主要負責量度生命表徵、傷口護理、餵
食及壓點護理等等，有意入行的朋友可
以把握機會，了解一下業界的入行資訊。

醫護就業
新動向

前景及培訓免費講座
日期： 2017年3月14日（二）
、4月5日(三)

及4月25日(二)
時間： 晚上7時15分

- 8時15分
地點：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港鐵尖沙咀站 ∕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
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講座內容：
•醫護行業概況、政府政策及數據分析
•介紹不同醫護職級如保健員、醫護支
援人員、物理治療助理等復康職級之
工作範圍、薪酬以及晉升階梯

香港於2014年起成為人均壽命最長的地區，50年後更有3分1人
口為長者，護理服務業前景可觀。愈來愈多朋友希望入行但又對
行業認識不深。為了讓大家深入了解，香港醫護學會就業輔導主
任葉展峯先生請來去年畢業的大師兄回校分享上課及工作點滴，
希望大家入行前能透徹地了解保健員的工作生涯。
A : 為什麼想成為保健員？為何會有這個決定？

講者：香港醫護學會代表

政府大幅增加醫療撥款 入行前景可觀
2017施政報告醫療及安老政策重點
˙向醫管局額外撥款20億元以增加公營醫院病床數目
增加床位數量同時帶來大量醫護人手的需求，以醫護支援人員
為例，醫管局工資加幅兩年已經達23%，港怡醫院預計將於
今年3月投入服務，薪酬可望再創新高。

M :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安老服務業需求大，因此決定入
行做保健員。當然，亦做了一些資料搜集，知道香港醫護學會
定期會舉辦就業輔導講座。講座除了分析了不同職級的市場需
求、工資以及職責之外，亦展示了上課的課室及設備，參觀過
後十分喜歡學會設備完善的學習環境，實習室是模擬病房場景
設計，更有充足的醫護器材及設備供學員練習。學員還可以於
課堂以外時間免費借用場地及工具練習，加上就業跟進支援亦
見貼心，於是便報讀了學會的課程。

Martin Siu
2016年保健員訓練課程畢業生

A : 完成課程後你在哪裡任職？工作得開心嗎？
˙75歲或以上低收入長者可免費使用公立醫院服務，同時長者醫
療券的受惠年齡亦由70歲降至65歲。

資料來源：香港醫護學會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訓練證書

醫院工作

保健員訓練課程
社福界/私家醫院/
安老院工作

政策將為公立醫院的老人科及私營醫療市場帶來一定的人手
需求。想入行的朋友可考慮修讀醫管局認可之醫護支援人員
課程，畢業後可分別於公立或私家醫院工作，起薪點更高達
$13455。

2017年4月30日 (全日制)
2017年2月27日 / 12月上旬
(兼讀制)

3 證書課程〔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 訓
練證書、 健康服務助理證書及急救證書〕

* 雙重認證資格(課程獲醫院管理局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
* 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為資歷級別第二級課程，並已上載至資歷名冊。
(登記號碼:15/003486/L2；有效期為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
2017年3月29日 (全日制)
2017年3月12日 (兼讀制)

查詢電話：2575 5891

M : 完成課程後，我於取得保健員牌照前登記成為百
本會員，擔任起居照顧員一職，一來可累積經驗，二
來工作時間靈活。第一次工作是照顧一位神父，包括
為神父洗傷口、扶行等工作。神父起初時需要卧床，
其後再漸漸訓練神父用4腳叉緩緩行走，看到病者復
原，很有成功感，因為幫到人 !

雙證書課程 (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 社會福利署認可

: 9601 6833

A : 你的工作主要職責是什麼？未來有什麼計劃？ A : 任職保健員一段日子，有什麼個人
心得及錦囊可以同大家分享嗎？
M : 取得保健員牌照後，現在我於院舍工作，
負責餵食、派藥、日常護理、氧氣治療等等。
我希望於醫護行業繼續發展，最近亦報讀了殘
疾人士院舍保健員銜接課程，未來亦會不斷進
修，目標是3至5年內晉升為主管。

M : 保健員需要有耐性，照顧長者時，先
要投其所好，獲得信任後，工作自然事
半功倍，護理是對人的工作，幫到人會
好有滿足感。起初都擔心會學習不來，
但導師講解清晰，加上努力練習，相信
只要持之以恆，每個人都能成為出色的
保健員。

主辦

醫學護膚之選
純天然去斑疤美膚油

．淡化各種類型疤痕，預防妊娠紋
．改善膚色、預防肌膚老化，去除痘印
．含有專利“PurCellion Oil”，強效鎖水

Soft Silky Oil
美肌護膚精華液-1
（莫諾伊和摩洛哥堅果─葡萄籽油）
．高效抗氧化、抗衰老
．促進膠原蛋白及彈力纖維生成
．修復肌膚脂質屏障

Soft Flavoured Oil
美肌護膚精華液-2
（橙香味─葡萄籽油）

．天然強效進階配方，強效抗氧化、抗衰老
．促進膠原蛋白及彈力纖維生成，修復肌膚
脂質屏障
．修復乾性皮膚及髮絲損傷，守衛肌膚免受
紫外線侵害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
曼琳─婦科抗菌殺毒護理配方

．強效殺菌，維持陰道PH值，保護正常
菌群
．對抗多種婦科惡菌導致的不適症狀，
促進組織修復與再生
．改善陰道乾澀及房事疼痛

匯涵術泰─抗菌殺毒傷口護理
配方

．各種強效配方分別針對燙傷、燒傷護理
．迅速殺菌，快速持久
．預防傷口感染，促進傷口癒合

．對抗各種口腔細菌，消除異味
．具強效抗抑菌作用，舒緩痱滋等口腔
不適症狀
．減少厚膩舌苔形成

贊助

一般市民對生蛇都有誤解，由成因到治療方法都存在
著不少謬誤。其實帶狀疱疹病毒（俗稱「生蛇」）是
由水痘病毒引起的疾病。水痘痊癒後，病毒會潛伏於
人體神經並處於休眠狀態，隨著人體免疫力下降或因
年齡增長，潛伏的病毒會再度活躍並引致生蛇。
由此可見，年齡愈大，生蛇的風險愈高。早前家庭醫
學專科醫生朱偉星醫生、註冊藥劑師馬健明小姐及馮
靜儀小姐講解生蛇成因及預防方法，呼籲大家及早注
視問題。

朱偉星醫生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引致生蛇的高危因素：
身體免疫力下降

大病初癒

壓力過大

年紀漸長

睡眠不足

常見治療及預防方法
匯涵口泰─口腔護理配方

協辦

抗病毒藥物
抗抑鬱藥及抗癲癇藥
局部麻醉藥物
「生蛇」疫苗

患有長期病患
（例如：糖尿病或癌症）

特點

即場設有疫苗諮
詢攤位

・須在病發72小時內服用

・可用於後遺神經痛，但兩種藥都有副作用
・於患處的神經打針作止痛之用
・可預防生蛇及後遺神經痛
・50歲或以上人士適用

雅膚─皮膚護理配方
沐浴露

．2分鐘速效殺滅細菌
．無色、無味、安全無刺激
．有效緩解如濕疹、香港腳等各種皮膚
問題

洗髮液

匯涵優貼─術後護理配方

．富含鋅，有效殺滅細菌及真菌
．深層清潔皮膚，預防和阻止微生物的滋長
．不含肥皂成分，尤其適用於油性、混合性
皮膚

．特殊配方，含消毒殺菌成分
．強效去屑去頭皮，舒緩頭皮痕癢
．針對頑固型頭屑、油性頭皮屑

．護創敷料，適用於術後傷口及創傷
護理
．特殊絲感材質，長效透氣抗菌
．不黏傷口，無痛換藥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總部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港鐵尖東 ∕尖沙咀站L6出口，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09:00-21:00)
查詢熱線：3468 7383

左起：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主席李伯英
先生、MSD美國默沙東藥廠有限公司代表、朱偉
星醫生及鄺漢泉先生合照留念

mosquitoes

蚊子

bedbugs

臭蟲

dust-mites

塵蟎

ticks & ﬂeas

蜱和跳蚤

microbials

微生物

，
浸
一
一噴
！
敏
致
遠離

家具防蟎
噴霧

家具防蚤
噴霧

衣物防蚊
噴霧

遠離致敏源，由防蟎出發
有效擊倒蚊蟎達3個月或水洗
20次

獲瑞士、德國及芬蘭等國際機構
實證認可

沒難聞異味，不刺激皮膚

不含DEET避蚊胺

使用後對嬰兒及寵物安全，適合患蠶豆症
(G6PD)的人士使用

春季鼻敏感仍頻
小心痛症纏身

HEALTHCARE

正值三月，很快便踏進香港最為濕冷的季節。初春多雨
潮濕，加上天氣轉變，誘發打噴嚏、流鼻水及鼻塞等鼻
敏感徵狀。再者，流感高峰期仍未過去，可見街上云云
路人也有這些病徵。除了鼻敏感和流感，大家千萬不要
忽視打噴嚏這小動作。打噴嚏時如動作太快或太大，有
機會導致脊骨錯位，甚至使椎間盤突出。
一般而言，鼻敏感患者常於早晚不斷打噴嚏及流鼻水，
這些動作看似平常，但足以有觸發脊患的可能。由於頸
椎的第一、二及三條神經是向上分布到頭部，一些突如
其來的動作，如打噴嚏，容易使肌腱或關節組織拉傷，
導致頸椎錯位；當頸椎神經組織受到脊骨錯位的影響
時，神經訊息在神經線中的往來會受到干擾，造成頸椎
病變性頭痛、頭暈、耳鳴和視覺糢糊等。一般患者都會
感覺到後枕與頸背接壤的地方有痛楚現象，對輕力指壓
十分敏感，頸部活動角度亦會明顯減少。其後痛楚會延
伸至肩膊位置，並開始隱隱作痛，手臂亦可能會感到繃
緊和肌肉僵硬。此外，打噴嚏時動作太快或太大，可引
致腰部及頸部的椎間盤突出，原因是突然的脊椎負荷改
變，尤其是快速彎曲、側屈或旋轉，瞬間增加了脊椎的
壓力，可使骨與骨之間的椎間盤內之纖維環破裂，髓核
組織從破裂處突出，壓迫相鄰的組織，如坐骨神經、腳
部神經和手部神經。患有椎間盤突出的患者，會出現腰
痛及手、腳痺痛等徵狀。
基本上，打噴嚏都是突如而來且無可避免的，但其實亦
有些動作可減低因打噴嚏而令脊椎受傷的機會，例如：
背靠牆，其中一隻腳撐著牆身，可支撐腰部，卸去打噴
嚏時對腰造成的衝擊力，有點像腰封的作用。
患者需注意，脊骨錯位問題並不會自行痊癒，若不加以
理會及治療，即使輕微的脊骨錯位，也有可能演變成持
續和令人困擾的問題。除上述提及可能引致頸椎錯位的
成因外，常用電子產品和長時間低頭工作等亦會令頸椎
關節常處於一個不正常的位置。因此，日常生活要保持
良好習慣，拒絕做低頭族，有效預防痛症。此外，如
有脊骨問題，建議求醫並進行詳細檢查，以針對問題根
源，尋找解決方法，而非單單紓緩表面痛楚，如脊醫一
般會利用脊科手法治療，將錯位的脊骨矯正，並以超聲
波治療以促進血液循環，放鬆肌肉。

朱珏欣
脊骨神經科醫生
香港執業脊醫協會執行委員，致力提高香港
人對脊椎健康的意識，推廣脊科教育，為香
港人脊骨健康加油！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總部、Apita、UNY、PIAGO、永安百貨（彌敦道、上環分店）、全線健怡坊
https://familoves.hk/

https://www.facebook.com/familoves.hk/

查詢電話：2624 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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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的「夾心階層」

新登場

香港的生活節奏急促，生活和工作壓力都非常沉重，這
點對於「上有高堂，下有子女」的在職父母感受尤深。
他們一方面需要努力工作發展自己的事業，並肩負起整
個家庭的開支；另一方面亦要悉心培育子女成才，還
可能需要照顧家中年紀老邁的長者。他們每天都盡心竭
力，務求能在工作和家庭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其壓力之
大不言而喻，可算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夾心階層」。

酵素皂
洗面 卸妝 深層清潔

3 1

在種種壓力的影響下，其中一個經常出現於在職父母身
上的問題，便是他們上班動力下降，例如早上不想起床
上班、不想完成手頭上的工作、集中力和專注力下降，
有時候腦海更好像是一片空白似的；加上晚間未能好好
休息，睡眠質素不佳，以致精神和體力不足，令工作效
率大幅下降。久而久之，工作表現的退步也可能為他們
增添更大的壓力，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合

膠原蛋白酵素活性滋養皂

滋潤
保濕

潔面，保濕，養護肌膚
獨特「膠原蛋白及花青素」成份，
為肌膚注入養護能量、增加彈性，
令肌膚全日維持水嫩彈滑

使用方法

1

茶樹酵素活性潔膚皂

深層
清潔

亮白
肌膚

2

潔面，去黑頭，去油脂粒
茶樹萃取物酵素具殺菌、消毒的功
效，能深入毛孔溶解黑頭及粉刺
適用於女性敏感部位，能消毒殺菌
除異味，帶來潔淨清爽的感覺

用泡沫按摩潔
面至少40秒至
1分鐘

過清水

4

潔面，亮白，去死皮
木瓜酵素能去除舊角質層同時潔淨
肌膚，使肌膚回復自然亮麗膚色

無添加

雙手濕水捽皂
至起泡10秒

3

木瓜酵素活性潔膚皂

成份天然

用平時的爽膚
水、乳液作最
後潤膚程序

無防腐劑

日本酵素之父，日本Q10之父——龟川博士30年之研究成果
銷售點： 百本總部

地址：香港九龍尖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港鐵尖沙咀站∕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六 9:00 ﹣21:00（公眾假期除外） 電話：3468 7383

*敏感皮膚適用

HEALTHCARE

除了上班動力下降外，有些在職父母更因受壓而變得難
以控制情緒，甚至會罵人或亂丟東西發洩，又或是時常
遷怒於伴侶和子女。當父母的負面情緒帶到家裡，其他
家庭成員的情緒也會被影響，因而使彼此間的關係變得
愈加緊張。此外，有不少人因為想逃避壓力而沉迷使用
手機和電腦，長時間「機不離手」，逐漸變得與家人
「零溝通」。
如果你或身邊的人出現以上的情況，有可能是患上抑鬱
症。有些人以為抑鬱症患者只要「看開一點」或「多等
一段時間」，情緒問題便能迎刃而解。然而，很多時候
抑鬱症並非只是一時的情緒問題，而是患者大腦中的化
學物質水平出現失調，故不能單靠意志力來應付。抑鬱
症的治療主要包括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藥物能幫助
平衡大腦中化學物質的水平，令管理情緒的系統回復正
常；而心理治療則可助患者改變負面思想及行為模式，
培養更健康的思維和生活模式。
患上抑鬱症並非「唔見得光」的醜事，現今香港許多名
人如鄭秀文和張家輝等都是過來人，他們亦曾公開分享
克服抑鬱症的經歷。若拖延就醫的時間愈長，病情則會
愈來愈嚴重，患者最後更可能萌生輕生的念頭。因此，
若發現自己或身邊的人出現疑似抑鬱症的徵狀，請盡早
尋求精神科專家的意見及進行評估，如有需要，應接受
適當的治療。有些患者康復後，反而生活得比患病前更
豐盛、更開心。

張力智
精神科專科醫生
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Mind Pro維博心理
醫學中心創辦人。曾於英國行醫七年，希望藉著分
享在英國的所見所聞，提高港人對情緒健康的認
識，以及對精神科服務使用者權益的關注。

以上宣傳並沒有全面代表性，產品效果因人而異

總經銷∕銷售點： 葵康（香港）有限公司 KWAI HONG (H.K.) LIMITED
地址：香港粉嶺安樂村業和街19號地下
服務熱線：2421 1121 / 9319 5161
電郵：stskhk11@gmail.com

www.itamac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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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膽相照

HEALTHCARE

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來膽汁不是由膽製造的，而肝酵素
異常又不一定是肝出現問題，這一切通通要從肝膽的結
構說起。
肝和膽是從屬的關係，肝負責製造幫助消化油脂的黃色
消化液，並透過消化液將體內的廢物經過管道排到腸。
這條管道有兩個分岔口，一邊連接膽，另一邊則連接胰
臟。當感到餓的時候，膽會將部分消化液儲起，待吃飽
後用作消化油脂。一般大眾都知道膽內含有大量黃色液
體，然而卻不知道這些液體是由肝臟製造，於是便稱其
為「膽汁」。事實上，所謂的「膽汁」理應被稱為「肝
汁」。「肝汁」含沉澱物質如膽固醇，日子久了或會形
成結晶體，亦即「膽石」。由於膽囊含較多汁液，而汁
液逗留在膽囊的時間也較長，因此，膽石多於膽囊內形
成。但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受寄生蟲感染等，膽石也有
機會在膽管或肝臟形成。
膽結石的情況很普遍，粗略估計全球約有十分之一人口
罹患此病。食無定時，尤其兩頓飯之間相隔太久，影響
膽囊收縮，這亦是令膽石容易形成的其中一個原因。此
外，孕婦於懷孕期間荷爾蒙的轉變或遺傳等因素都會影
響膽汁的黏度，或有機會增加患膽石的風險。
膽的容量很大，若有少量的結石在內並不會嚴重阻礙其
運作。但如果結石被排出膽外後再跌進膽管內，這便有
可能堵塞膽管，不但影響肝臟分泌汁液，甚至可能引起
胰臟發炎。患者輕則感到腹痛，重則令肝功能受損，甚
至產生黃疸，影響性命，這些統稱為膽石的併發症。
出現膽石併發症或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但並不是所有患
膽石毛病的人都會有併發症。一般來說，膽石的數量愈
多，出現併發症或引申其他問題的機會愈高，這道理不
難理解。然而，很多患者卻不知道膽石並非愈細小愈
好。醫生認為體積較小的膽石，其「威脅性」更大，原
因是體積大的膽石往往會被牢牢地困在膽內，與體積細
小的膽石比較，其掉到膽管的機會較小，造成堵塞的風
險亦相對較低。
每當發現患有膽石，很多人都會急著要排石。坊間流傳
的偏方包括飲用含橄欖油、檸檬汁或醋等的飲品，但醫
生都反對使用這些方法，其一原因是這些方法基本上對
膽石排出並無效；其二是雖然部分方法可以催谷膽囊的
收縮，有助膽石排出，可是，所謂膽石排出卻是把石頭
排到膽管內，這反而大大增加併發症出現的風險，所以
醫生並不建議採用這些偏方。
其實患有膽石並不可怕，但患者需要注意飲食，緊記少
吃油膩的食物。膽石患者在無疼痛的情況下可暫時不作
任何處理，但如出現偶發性上腹痛，便有可能是發作的
先兆，那就有需要求醫，決定是否要做手術解決問題
了。

吳昊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深信凡事有果必有因。腸胃固然，人生亦然。
希望藉著分享知識經驗，助讀者的腸胃路路
暢通，無穿無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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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風濕？

春季防病飲食調養

根據中醫的病因病機學，外感病邪包括外感「六淫」，即
風、寒、暑、濕、燥和火。這六種病邪或會相兼為患，一起
侵襲人體。當風邪與濕邪兩者一起侵襲人體，從而導致疾病
的發生，那就是「風濕」。風為百病之長，其常會誘使其他
病邪侵襲人體，所以在中醫的角度來看，出現「風濕」是十
分常見的。

春季保健食療建議：
玫瑰菊花茶（1人份量）
材料： 玫瑰花6朵、菊花3朵、枸杞3克、大棗3-5枚和適量冰
糖，加入熱水作茶飲

中醫古文獻最早描述「風濕」乃出現於《金匱要略˙痙濕暍
病脈證治》。當中提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
出而解。」篇章對風濕所引起的疾病徵狀的描述，大多集中
於疼痛，而且疼痛會出現於身體各處，或會呈游走性，嚴重
的話會導致活動困難。發病的原因或與陰雨天氣有關，而主
要的治療方法則為發汗。

功效： 清肝養血、疏肝解鬱。玫瑰味辛、甘，性微溫，理氣
解鬱，化濕和中，活血散瘀。菊花性寒，散風清熱，
平肝明目。枸杞性平，味甘，具滋補肝腎，益精明目
之功效。大棗性平味甘，能補中益氣，養胃健脾，養
血壯神，潤心肺，調和百藥，解藥毒。冰糖味甘、性
平，具有養陰生津，潤肺止咳，清痰去火的作用。適
用於平素肝火旺和易怒者

「風濕」說明了致病的邪氣，而並非指特定的疾病。故此，
很多疾病在病機上也可稱之為「風濕」，例如因「風濕」所
引致的腹痛、頭痛、泄瀉等等。由此可見，每逢天氣轉變的
時候，臨床發現不僅是疼痛的病患人數增加，其他疾病的發
病率也會大大提升。

砂仁鯽魚湯（3至4人份量）
材料： 砂仁6克、陳皮10克、鯽魚300-400克、芫茜4棵和生
薑3片

雖然如此，但很多西醫都認為「風濕」病跟天氣無關。這是
何解呢？追本溯源，就是因為西醫所指的「風濕」跟中醫所
指的並不一樣。西醫所指的「風濕」(Rheumatism)源於古
希臘，指一些被認為與體內水液滲出有關的關節疼痛疾病，
由於其部分徵狀與中醫所指的「風濕」相似，所以有譯者將
Rheumatism翻譯作「風濕」。然而，中醫所指的風濕是風邪
與濕邪侵襲人體所引致的疾病，兩者理論並不一。

製作方法：
1. 把砂仁打碎，陳皮浸泡去瓤，芫茜洗淨，鯽魚宰淨，去
鱗、腸雜，置油鍋慢火煎至兩邊微黃
2. 把陳皮與生薑放進瓦煲內，加入2500毫升（約10碗）清
水，武火煲沸後加入鯽魚，湯色煮至呈奶白色。滾後改
用文火煲兩小時，加入砂仁稍滾，調入適量芫茜、食鹽
和生油便可
功效： 理氣和中，健脾利濕。砂仁性溫，味辛，歸脾、胃
經，有行氣調中，和胃，醒脾的作用。陳皮味辛、
苦，性溫，能理氣健脾，燥濕化痰。芫茜醒脾開胃，
消食下氣。白鯽魚則具益氣健脾，利水消腫、清熱解
毒等功能
茉莉花雞肝湯（3至4人份量）
材料： 銀耳15克、茉莉花24朵、雞肝100克和適量的食鹽、
料酒和薑等調料

2. 茉莉花溫水洗淨，雞肝洗淨切薄片備用；
3. 將水燒沸，先加入料酒、薑和食鹽，隨即放入銀耳及雞
肝，燒沸，去掉浮沫，待雞肝煮熟，再入茉莉花稍沸即
可
功效： 疏肝清熱，健脾寧心。茉莉花味辛、甘，性平，能化
濕和中，理氣解鬱。銀耳味甘、淡，性平，能滋補生
津，潤肺養胃。雞肝味甘，性微溫，能養血補肝，亦
能養心安神、滋陰潤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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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遇上天氣轉變，出現關節疼痛的人總是有增無減。本身
罹患關節疼痛的病人也往往因天氣的溫度或濕度轉變，使病
情加劇。這種情況，中醫稱之為「風濕」，而因「風濕」引
起的關節痛，中醫便稱作「風濕關節痛」。

一年之計在於春，每年的養生計劃也應在春天開始。春天乃
萬物開始萌生及發育之時，中醫認為春屬木，與肝相應，因
此，春季是人體肝氣最暢旺的時候，也正是調養肝臟的好時
機。嶺南地區氣候潮濕，一不留神便容易濕困中焦，出現身
重體倦、食慾減少和腹脹便溏等徵狀。故此，在這一季節裡
飲食調理上要多注重調肝理氣及健脾化濕，以防生病。

製作方法：
1. 銀耳洗淨撕成小片，清水浸泡待用；

CHINESE

何昕
註冊中醫師
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取得中醫婦科學碩士學
位及中醫學學士學位，同時為中國高級公共營
養師，並修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醫學深
造證書（腫瘤學）課程。

另有一種疾病稱為「風濕熱」( Rheumatic fever )，它是一種
帶有關節疼痛徵狀的細菌感染性疾病，由於其後發現了一種
屬於自體免疫疾病的關節炎，其徵狀與「風濕熱」所引致的
關節炎相類似，為了以資識別，前者被稱之為「類風濕關節
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現今，部分西醫院分科中的
風濕科(Rheumatology)所治療的疾病，除了包括大部分由關
節痛引起的疾病外，亦因這專科類別的疾病的治療與發病機
制與「類風濕關節炎」類似，所以治療也涵蓋很多免疫系統
疾病，例如強直性脊柱炎、紅斑狼瘡及牛皮癬等。
在治療方面，由於治療這類型疾病的現代醫學藥物副作用較
大，相對來說，透過中醫治療有較大的優勢。治療風濕，方
法就是「祛風除濕」，透過診斷判別病邪偏盛，配合固本治
療，中藥治療可以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再者，針灸療法也
可有效舒緩疾病所引起的疼痛。
至於自行調理方面，由於很多治療「風濕」的中藥都具有一
定的毒性，例如雷公藤、川烏等等，故此不鼓勵病患者自行
配藥以作食療之用。事實上，近年有不少誤服祛「風濕」
中藥引致中毒的事件，因此，建議患者在服用前尋求專業意
見。

呂兆陞
註冊中醫師
擁有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及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學理學碩士學位，同時亦擔任星
匯網網上電台中醫節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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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地夜宵磨聖地
跑馬地的食肆一向臥虎藏龍，很多朋友都喜歡去那一帶宵夜，「正少食棧」
正是其中一間不錯的選擇。以前的「正少食棧」樓底特別高，專門提供私房
菜，但現在已轉型走大眾化路線，即使宵夜時段亦人山人海。
冷盤「玫瑰香油佛手瓜」及「青芥辣
鮮雲耳」得到在場朋友一致讚賞。佛
手瓜刨成一絲絲，伴上麻油調味，再
經冷藏後，入口清爽；雲耳用上比較
厚身的那一種，配搭可刺激胃口的山
葵，與佛手瓜形成一柔一剛的對比，
兩者各有千秋，亦甚為匹配。

吃新鮮炸好的「陳皮蒜香
骨」時要小心燙嘴呢！半
肥瘦腩排醃得入味，但我
認為可以多放陳皮，味道
會更香。「杞子豬肝浸菜
苗」的菜心苗清綠爽脆，
豬肝也十分嫩滑，建議可
以和湯汁一同享用，就更
能品嚐到豬肝的味道。

有些西餐廳會於餐前送上炸豬皮(Pork crackling)以代替餐包，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這裡的「脆皮豬手
粒」吃下去正是這口感，脆口惹味，又是另一道下酒菜之選。若豬手切得更大件，吃起來更爽口。吃完乾脆
的豬手粒，點了個「沙嗲粉絲海蝦煲」滋潤一下乾涸的喉嚨。這菜式非常考驗大廚的調味功夫，它並不是一
味兒的鹹，用少許辣味帶出蝦的鮮味，粉絲吸收汁料後變得更加入味。

另外，我點了兩款燉湯，分別是「蟲
草花燉烏雞」及「佛跳牆」。我個人
較喜愛前者的滋補感及清甜味道，湯
色清澈，滋潤湯料十足，而且這湯更
有暖身功效；後者所用上的材料亦非
常豐富，有花膠、原隻鮑魚、瑤柱和
雞肉等等，喜歡喝湯時跟湯料一起吃
的朋友不妨一試。

最後來點飽肚的主食，分別是「豉油皇吊片炒麵」及「籠仔黑蒜蒸龍躉飯」。乾身的豉油皇炒麵味道香濃，
若加點辣椒醬再配上泥鯭粥會是一個極完美的宵夜組合！後者味道則比較清淡，較適合注重健康的朋友。飯
後要吃點甜品才叫圓滿，餐廳奉送的「椰汁馬豆糕」以色彩繽紛的小碗盛載，十分精緻，份量也剛好。

宵夜恩物「拆肉泥鯭粥」是店家的人氣之
選，也是我整頓飯的最愛！一鍋粥足夠八
人分量，粥底軟綿綿，泥鯭肉新鮮，每口
都能嚐盡鮮味，加上陳皮絲的香味，享用
時可以加入胡椒粉及大頭菜粒提味，暖胃
之餘，可作晚飯或宵夜的主食，尤其適合
現在乍暖還寒的天氣，極力推薦！

鹹香的「經典小炒皇」以韭菜花配魷魚、蝦乾、腰
果、蝦醬同炒，鑊氣十足，亦十分惹味，用來送飯
或粥都很匹配，甚至送啤酒也不錯。

整體來說，「正少食棧」的冷盤、泥鯭粥、炒麵及餸菜香口出色。而且餐廳每晚營業至凌晨兩點，方便一
眾「夜貓」開夜車後來吃頓美味且豐富的宵夜。
正少食棧
地址：跑馬地景光街15-17號怡景閣地下1號舖
電話：2838 2898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 11:30 - 15:00, 18:00 - 02: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11:00 - 15:00, 18:00 - 02:00

龍少爺 Daniel Ho
著名生活飲食專欄博客，網址累積超過100萬瀏覽
量。另外，曾著作書本《五味樂緣》、《優秀韓餐
廳指南──香港篇》及主持NOW TV飲食節目「食
Guide」，現於不同雜誌和網絡平台撰文及拍攝飲
食節目。
網誌：www.siuyeahdrag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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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資料
名稱：荃景護老之家
地址：荃灣荃景圍86號荃灣中心商場
第11-14座地下E5 - E73舖B及
C部分
電話：2417 9638
面積：8,596平方呎
床位：83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000起（只供參考）

荃景護老之家
全心全力 照顧長者所需
以「優質服務，全人關懷」的理念，致力為長者提
供優質舒適的環境，使院友能夠於院舍安享晚年。
設施方面：
• 院舍於出入口及防火門均設有密碼鎖，並於院舍
地面入口設有鐵閘及管理處，以確保長者安全
• 設施整體保養良好，地板及牆身整潔，光線充
足，空氣流通，沒有異味
• 隔離室設備齊全，員工亦能夠正確講述使用隔離
室的程序
服務方面：
• 院舍聘請了註冊社工，並定期為院友舉辦不同的
院內活動及外出活動，提供多元化生活，各項活
動亦有妥善記錄
• 設有護理站並聘有註冊藥劑師協助分派及記錄院
友服藥情況，而藥物的存放、派發、核對及紀錄
等方面均設有完善的制度
• 設有應變機制及指引，並定期作出演習，確保員
工能在發生突發事故時懂得及時處理

•房間設計整齊，空間感大

院長有感：

本院自從參加了「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後獲
益良多，對我們在院舍設施、長者護理及日
常管理上皆得到改善及質素提升。我們期望
未來能不斷改善服務質素，精益求精，讓長
者們能在舒適的環境下得到尊重，有尊嚴地
渡過豐盛的晚年。

評核員評價： 荃景護老之家首年參加評核計劃，符合優質
院舍的基本要求，院舍的環境及服務質素在
同區內屬有質素院舍之一。整體在軟件及硬
件的配套上均達到要求，管理層亦將院舍制
度不斷優化及提升。冀望院舍能繼續進步，
秉承優質院舍的精神，為院友提供一個優質
的居住環境，讓他們安心入住。

•入口設有密碼鎖，以確保長者安全

•院舍經常舉辦活動與院友同樂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計劃為本港長者服務的評審計劃。計劃申請者需通過評核，才可獲得「優
質長者服務」的資格。營運機構得到有關資格後，可展示「優質長者服務
計劃」徽號，讓消費者得悉其服務水平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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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詳情，請瀏覽：www.healthcare.org.hk或致電

3549 8014 查詢

派發點
16,000位百本的醫護人員、

印刷版：免費郵寄到超過
會員、客戶和訂戶
網上版：以電郵形式分發給

100,000多名的網上訂戶

www.bamboos.com.hk/BamboosLife.html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71號
海富中心
金鐘夏慤道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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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軒廣場
中環皇后大道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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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療機構
美麗華大廈
尖沙咀彌敦道132號
杏澤醫療
騏生商業中心
百樂化驗所
尖沙咀漢口道6號
中醫教研中心
恩平中心
明德醫療中心
銅鑼灣恩平道44-48號
港安醫療中心
新寶廣場
紐約醫療集團
佐敦佐敦道23-29號
恩霖醫療（葵涌）
德成大廈
御藥堂中醫中藥坊
中環德輔道中20號
廣泰中醫診療中心
京華中心
香港美兆健管中心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海洋中心
嘉賓激光矯視中心
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港
香港視覺護眼中心
城海洋中心12及14樓
保瑞醫療有限公司
美國銀行中心
健視視光中心（荃灣）
中環夏愨道12號
康健中醫診所（屯門）
新世界大廈
岱磯化學病理（旺角）
中環皇后大道中16-18號
佳美肌皮膚外科中心
萬年大廈
奧健運動脊椎治療中心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
香港伸展運動治療中心
格蘭中心
2010眼專科白內障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
嘉賓眼科專科中心（銅鑼灣）
興瑋大廈
播道醫院社區診所（牛頭角）
養和醫健專科中心（中環、金 中環皇后大道中36號
恆隆中心
鐘、西環、鰂魚涌）
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有限 銅鑼灣百德新街2-20號
東角中心
公司－灣仔脊科診所
仁安醫院荃灣分科診所（荃灣、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
恆成大廈
尖沙咀、馬鞍山、將軍澳）
佐敦彌敦道363號
私營診所 ／化驗所
南豐中心
衡怡大廈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
6間
264-298號
利東大廈
卡佛大廈
中環利源東街9號
1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仁安醫院
瑪麗醫院
屯門醫院
仁濟醫院
北區醫院
博愛醫院
東華東院
嘉諾撒醫院
港安醫院
聖保祿醫院
廣華醫院
律敦治醫院
播道醫院
葛量洪醫院
養和醫院
黃竹坑醫院
寶血醫院
瑪嘉烈醫院
靈實醫院
鄧肇堅醫院
明愛醫院
黃大仙醫院
聖母醫院
將軍澳醫院
浸會醫院
香港浸會醫院
沙田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70間

豐景苑
東駿苑
盈富閣
康翠臺

80間

九龍區

2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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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20間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10間
10間
15間
15間
20間

20間

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活動中心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自負盈虧及合約院舍
長者鄰舍中心
津貼及合約院舍
私營安老院

21間

商廈

20間
20間

22間
24間
24間
30間
30間

35間
35間
40間
40間
40間
40間
45間
45間
50間

70間

90間

8號居
金達閣
頤樂居
怡發花園

151間

新界區

80間

41間
57間
58間
64間
116間
143間
576間

金輝行
華人行
惠豐中心
新和富大廈
景隆商業大廈
中安工業大廈
永隆私人銀行中心

Dr. Kong
iDANCE
JMS Medical
Jasmine Organic
ZEnana Medical Beauty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VIC Computer (HK) Limited
Supermas Global (HK) Ltd
洗樓王
復康速遞
本草安和堂
好好生活百貨
安康護理有限公司
前茂企業有限公司
Uber司機夥伴中心
陳玉儀體重及飲食管理
浚健營養及健康顧問中心

60間

金安大廈
百營中心
采頤花園

富安花園
顯徑嘉田苑
邁亞美海灣

機構及團體
善寧會
卓越之友
香港哮喘會
乳癌基金會
韓氏宗親會
香港復康力量
基督教勵行會（觀塘）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圖書館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杏花村耆康學院方樹泉發展中心
Dog Dog Come Wonderland

香港大學中醫學院
CUHK EMBA 教學中心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仁濟醫院暨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及臨床
教研中心（下葵涌）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
學院（西九龍校園及紅磡灣校
園）

最新加入
派發點

昍逵閣
嘉洋大廈
頌月花園
嘉富大廈

Oct2015

手拖手
跑去環島協進會

Features

獨家派發代理

？

香港失明人

食安眠藥
到底食唔

Medical

瞓唔著，
張力智醫生
Social

Welfare

院

慎選老人
馬錦華

中邦商業大廈
香港軒尼詩道 300-300A號
合群大廈
香港軒尼詩道447-449號

住宅
港島區

52間

蝶翠峰
錦泰苑
金馬大廈

銀輝大廈

大專院校及圖書館

商戶

光明臺
嘉隆苑
鯉景灣
嘉裕閣

3549 8401

熱烈恭賀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喬遷之喜

Raymond Tai
香港特區政府
文書職系人員協會

l

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