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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名登記醫護人員17,000名登記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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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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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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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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rs-

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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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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主席，香港醫護學會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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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工：

聽說WhatsApp即將增加一個新功能，就是和微信一樣可以把訊息撤回。倘
若人生也有了「消息撤回」功能，你最想撤回哪一句曾經說出口，卻讓你很
後悔的話呢？

講了的話就像潑出去的水，無法收回，發出了的訊息也許亦一樣，所以在不
吐不快之前，不能不慎思。

在高朋滿座的社交場合，如果你有留意，通常我都不會侃侃而談。如果講話
是一門藝術，閉嘴只是一個選擇。話到口中留半句，其實誰都可以。

最幼稚的，莫過於收回自己說過的話。言語如刀，儘管再有誠意的道歉都沒
有用。寧願不說話，也不說錯話。

人生有三件事是無法重來的：浪費了的時間、錯過了的機會、說出口的話。

在百本，醫護人員不單工作小心，說話也很小心。衝口而出的後果只有兩個：
一是傷害了喜歡你的人，二是得罪了不喜歡你的人。

有個女人用了狠毒的話來責怪妹妹，之後向神父告解。

「如何才能釋懷？」女人十分內疚。

神父教她從枕頭裡拿出一條條羽毛，逐一放在鄰居門口，女人照辦。

過了一天，女人仍不釋懷。神父就吩咐她從鄰居的門口把羽毛取回，一條都
不能少。

「一定都吹走了，怎麼可能！你昨天不早說？」

禍從口出，覆水難收。

關志康
你的同工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jacky@bamboos.com.hk

講了的話就像潑出去的水，無法收回，發出了的訊息

       也許亦一樣，所以在不吐不快之前，不能不慎思。

     關志康
Jacky Kwan

     關志康
Jacky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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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詳情活動詳情

凡出席活動者均有機會
獲贈8心8箭仿鑽一卡

150卡仿鑽150卡仿鑽150卡仿鑽送送送

凡出席活動者
均可獲贈福袋一個
凡出席活動者
均可獲贈福袋一個

＊所有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所有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日期：2017年7月21至23日
  （星期五、六及日）
時間：14:00 - 21:30（五）
          10:00 - 21:00（六） 
       10:00 - 18:30（日）
地點：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
    星光行4樓（誠品書店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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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責自負，內容不代表本公司立場。編輯
已力求資料為可靠，惟對內容之完整、準確及
有效性不作任何保證。免費訂閱，歡迎贊助惠
賜廣告。

重溫過往期數 網上揭頁版及電子版： 
http://www.bamboos.com.hk/BamboosLif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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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要不斷求進步，

   朝著目標持續進發。
袁文傑

”
“

做人要不停求进步，
     向着目标持續进发

做人要不停求進步，
向著目標持續進發

袁文傑專訪花絮
BamBoos!Life

Text / Jenny Lee    Design / Lemon Lam     Venue / Mamasita's Cantina     Photos / Anson@koomo-studio

近期的城中熱話，非憑著「游生」一角而火速走紅的袁文傑
(Andrew)莫屬。角色大獲好評，使他成為各大媒體爭相追訪的對
象，工作亦接踵而來。受訪當天，雖然Andrew略見疲態，但依
然與筆者款款而談，對工作的那份熱誠不言而喻。自言已是「大
叔」的Andrew，對於近期人氣高企，雖然他只是以感恩及平常
心面對，但在採訪過程中他那份自信及喜悅仍洋溢於表。

目標為首
在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中，Andrew將角色的霸氣
發揮得淋漓盡致，難道這是他的真性情？「我真人跟
『游生』的確有相似的地方。當我作為一個團體的領
導者時，凡事都會以目標為首，若過程中出現對團體
造成負面影響的人，即使他才華洋溢，我亦會毫不保
留地請他離開。有些人會覺得我的處理手法絕情，甚
至可能會換來他們的批評。不過，我不會理會流言蜚
語，只會堅守信念，帶領同伴繼續前進。」當一位領
導者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若做事沒有立場，搖風
擺柳，又怎能擔當此角色？然而，當角色由領導者轉
至演員的時候，又是什麼作風呢？「作為一個演員，
常會對角色有不同的領悟及體會，但我深明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因此，我會盡力配合及尋找大家之間的共
融點，以大局為重努力完成事情，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宗旨是：小原則可因應改變，大原則需堅持。」

隨遇而安
加入娛樂圈多年，對於最近才「彈起」，Andrew覺得
時機剛剛好，亦坦言若於10年前要他飾演「游生」一
角，相信未必能駕馭。「我很感恩過去有不同的工作
機會，除了讓我認識更多朋友，亦擴闊了我的視野。
事實上，人生不同階段對每件事情的領悟亦會有所不
同，種種經歷不但豐富了我的人生，對於我的事業發
展也帶來正面的影響。」對於未來的工作，Andrew自
言沒有特定的要求，只希望平實地做好本份，相信自
然會得到觀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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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盎然
Andrew十分熱愛足球，他對足球的認知，觀眾甚至會
評為「專業級」。他謙虛道：「我稱不上專業，只是
較一般人的認知為多。足球是我的興趣，因此驅使我
深入了解它的歷史、演變過程、文化傳承等。其實，
除了足球外，聽音樂也是我的興趣之一，我會選擇聽
不同類型的音樂，及了解它們背後的故事。需知道，
『興趣』絕不是片面之談。」態度決定一切，用心投
入，外行也會變內行。從Andrew對興趣的態度來看，
便知道他是個認真、主動、積極的人，難怪得到觀眾
的讚許。

愛心滿瀉
眾所周知，Andrew是一名貓奴，即使愛貓離世多
年，至今他仍難以忘懷。「動物可能只佔你生活的
一部分，但你卻是牠的全部。當牠們的感情、生命
交託予我，我又怎能輕率地對待牠們呢？有時，若
於社交媒體見到流浪動物的不幸遭遇，我會感到非
常心疼，因此我常常會將訊息轉發，望牠們得到有
心人幫助。」Andrew成熟穩重、做事認真、成熟
穩重，有責任心，難怪成功俘虜一眾觀眾！

76



The EFSA Journal (2008) 825, 1-13. Plant stanol and blood cholesterol.
The EFSA Journal (2009) 1175, 1-9. Plant Stanols and Plant Sterols and Blood LDL-Cholesterol. 
Atherosclerosis 232 (2014) 346-360-EAS Consensus on plant sterols and plant stanols in the management of dyslipidaemia.

*
（產品提供）

研究顯示，高膽固醇人士持續3星期每日攝取每支含有2克植物固醇的倍樂醇乳酪飲品，能有效
降低壞膽固醇平均達10%*。為守護您的心血管健康，倍樂醇聯同香港醫護學會合作，舉辦「降醇好
EASY計劃」，公開招募關注膽固醇水平人士參與3星期免費測試，一同見證植物固醇的降醇功效！

免費3星期體驗 + 2次血脂檢查 + 專人定期跟進免費3星期體驗 + 2次血脂檢查 + 專人定期跟進

活動詳情（費用全免）活動詳情（費用全免）
參加者需連續3星期，每
日飲用1支倍樂醇乳酪飲
品（65毫升）

計劃前、後驗血，了解膽
固醇水平

計劃過程由健康專員跟進
飲食狀況

計劃價值超過$1,500

獎勵獎勵
所有參加者完成體驗後，
將額外獲贈4套（共24支）
倍樂醇乳酪飲品

降膽固醇成績最佳的首10
名參加者，可獲贈HK$200
超市現金劵

倍樂醇3星期
「降膽好EASY計劃」

倍樂醇3星期
「降醇好EASY計劃」

倍樂醇3星期
「降醇好EASY計劃」

LDL 6.5
LDL 4.6

LDL 5.7

LDL 5.9
LDL 6.2

條款及細則：
請參閱網頁內說明或向職員查詢。

2017年7月15日前透過以下
方式報名（名額40個）：

9515 4893

3549 8402

掃瞄QR碼 / 登入網址
填寫網上登記表 

http://ow.ly/Ht3J30cJl5f

參加方法參加方法

高膽固醇絕非年長或身型肥胖人士的「專利」，

都市人不良的飲食及生活習慣都會增加患高膽

固醇的風險。然而，膽固醇沒有明顯的表徵，

往往令人忽視其引致心血管疾病的嚴重性。



講者：

百本不僅為市民提供專業醫護人手
解決方案服務，亦一直致力推廣社
區健康。今年百本首度成為健康博
覽的獨家贊助商，匯聚業界權威專
家和企業，帶給市民全方位的專業
健康資訊。為期三日的百本呈獻健
康博覽2017已圓滿拉下帷幕，活動
從預防、治療及復康等角度，呼籲
市民關注健康，認識健康警號，養
成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變
的健康觀念。

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Jacky)獲邀於
開幕典禮擔任嘉賓，Jacky在致辭中
表示：「健康博覽倡導市民從生理
和心理上關注自身健康，與百本關
愛社會健康理念十分相似，希望透
過是次活動，市民可全方位認識最
新的專業健康資訊及產品。」此外，
百本亦在場內設置展位，為現場參
觀人士提供健康生活用品及日常護
理知識！

愛自己 愛家人——
百本獨家呈獻健康博覽2017

一眾嘉賓及大會顧問於台上合照一眾嘉賓及大會顧問於台上合照

健康座談會座無虛席健康座談會座無虛席

各行業朋友亦到場鼎力支持各行業朋友亦到場鼎力支持

主禮嘉賓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名譽教授周一嶽醫生, GBS, JP
（左三） 及一眾大會顧問為活動揭開序幕
主禮嘉賓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名譽教授周一嶽醫生, GBS, JP
（左三） 及一眾大會顧問為活動揭開序幕

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於開幕典禮致辭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於開幕典禮致辭

大會主席劉偉傑先生頒發感謝狀予
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
大會主席劉偉傑先生頒發感謝狀予
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

百本為到場人士提供專業的健康資訊及優質的健康產品

展會現場門庭若市展會現場門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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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行政總裁奚曉珠小姐赴山東全國急診年會

分享香港養老服務業

百本行政總裁奚曉珠小姐赴山東全國急診年會

分享香港養老服務業

Winsome於年會與業內同行分享交流心得

由中華醫學會急診醫學分會主辦的第二十次全國急診醫學學術年會於6月22至25日在山東省濟南市盛大
舉行，世界級專家及教授與來自全國各省市和香港的專業代表匯聚一堂，相互交流經驗，旨在提高行
業急診救治的服務水平。 

一眾香港代表
參觀濟南市急救中心
及山東齊魯醫院

一眾香港代表
參觀濟南市急救中心
及山東齊魯醫院

百本行政總裁奚曉珠小姐(Winsome)為香
港代表之一，獲邀請於會議的老年健康
管理專場演講，以「香港現代化醫療健
康養老服務業發展情況」為題，詳細介
紹香港健康養老市場的概況，以及百本
獨特的營運模式如何配合這急速的市場
發展，以應付龐大的醫療需求。

Winsome在演講中表示：「安老護理服務做得好，可以減少社會或醫院突發病重個案的發生。百本一
直堅持提供專業的私家看護服務方案，讓長者能在家中得到個性化護理，從而提升長者的生命質素，
亦令社區更健康。」活動透過互相借鑒先進發展經驗，提升全國急診醫療水平，攜手締造更健康、更
和諧的社群。

Winsome於年會與業內同行分享交流心得

現場超過6,000名業內人士參加盛大的學術年會現場超過6,000名業內人士參加盛大的學術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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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zciee.com

 
 

广州老年健康
养生文化节

EHCF
Guangzhou Elderly Health 
Culture Festival

中国(广州)国际老年
健康生活博览会

CIEE
China(Guangzhou)International 
Elderly Health Life Expo

China(Guangzhou)International Elderly Health Life Expo 2017

Pension Serv ices Cooperat ion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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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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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  
          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09:00-21:00
查詢熱線：3468 7383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醫學護膚之選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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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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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髮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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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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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涵口泰─口腔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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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膚─皮膚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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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涵優貼─術後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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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天然去斑疤美膚油純天然去斑疤美膚油

Soft Silky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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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敏感是耳鼻喉科中十分常見的問題。鼻敏感即是過

敏性鼻炎，屬於慢性鼻炎的一種，亦即是當患者的身

體接觸致敏原後所引發的連串過敏反應，例如鼻膜腫

脹、分泌物增多及痕癢不適，從而導致出現鼻塞、流

鼻水及打噴嚏等徵狀。解決的方法除了盡量避免接觸

致敏原外，發病時應使用適當的藥物，必要時更要透

過手術協助，以有效地舒緩不適及控制病情。

現階段用於治療鼻敏感的藥物大概分為三大類：抗敏

藥物、通鼻藥物及類固醇。這些藥物有些為口服藥，

有些是鼻噴劑，但無論使用哪一種，都要視乎醫生對

病情的診斷而定。

抗敏藥物主要是抗組織胺，可以有效減低免疫系統的

反應，改善流鼻水、鼻痕及打噴嚏等徵狀；類固醇的

作用是減輕發炎徵狀；通鼻藥物主要是讓鼻膜血管收

縮，舒緩因組織腫脹而引起的鼻塞問題，但長期使用

含有鹽酸丁芐唑啉的通鼻藥會產生上癮問題，停用後

鼻塞問題又會再次出現，而且變得更嚴重。因此，病

人應聽從醫生指示用藥，不建議擅自購買和使用此類

藥物，否則病情可能會愈來愈差。

另外，鼻敏感患者可考慮使用生理鹽水沖鼻，把鼻內

引發過敏的異物和分泌物沖走，不但可以緩和發炎情

鼻敏感知多啲  

況，更能舒緩各種不適症狀。在很多病例個案中，患

者洗鼻一段時間後可減少甚至不需再使用藥物治療。

除了透過藥物治療外，有些病人或需要接受手術才能

改善症狀。若患者因鼻膜腫脹導致長期鼻塞，可通過

手術切除阻塞通道的組織，令呼吸道恢復暢通。

此外，為避免病情復發或加重，鼻敏感患者可先透過

致敏原測試，找出引起過敏的異物，進而可清楚知道

自己需要避開的致敏原。常用的測試方法有皮膚點刺

法和驗血，但測試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時不一定能找

出致敏的源頭。

現時醫療技術不斷進步，新一代的抗敏藥物及脫敏治

療成效也相當理想，只要接受適當的治療，九成半的

病人都可以舒緩或擺脫流鼻水及鼻塞等病徵的困擾，

甚至不再發病。反而當病人的病情惡化而不作適當處

理，就有可能引發更嚴重的耳鼻喉及呼吸系統毛病。

因此，若要解決「鼻長塞、水長流」的問題，及早治

療是不二法門。

黃漢威 耳鼻喉科專科醫生
1988年畢業於澳洲悉尼大學，同時擁有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耳鼻喉科院士、
香港耳鼻喉科醫學院院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耳鼻喉科）等多個學位，至
今擁有近30年的醫學經驗。另於2000年創立香港耳鼻喉科中心，旨在融合言語
及聽力治療於最先進的耳鼻喉醫療技術，不斷創新，為大眾提供全面的「一站式」
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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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曲張的現象相當常見，患者站立時腿部會凸出脹

大的青筋，就如蚯蚓般盤踞腿上。患者早期一般都沒

有不適，但隨著病情惡化會引致血液循環不良，小腿

會發熱、抽筋、疼痛或容易感到疲倦，稍有損傷更有

機會造成大量出血。嚴重的話，患者或會出現水腫、

皮膚炎、紅痛痕癢、色素沉澱、皮下組織硬化、間歇

或持續性潰瘍等併發症。

我以前不時遇到患靜脈曲張的病人，他們大多因為怕

「開刀」，因而延誤醫治。事實上，傳統的手術治療

方法會為患者留下約兩、三吋長的大傷口，以及多個

半吋長的小傷口，影響外觀。此外，患者於術後出現

因神經線受損而引致永久性感覺麻木的情況也十分常

見，所以病人一般都不太接受傳統的手術方法。由於

目前仍未有任何藥物被證實可治癒靜脈曲張，有人會

選擇穿著壓力襪以控制病情，減少不適，但夏天炎熱

潮濕，很多人都忍受不了穿著壓力襪那侷促的感覺。 

靜脈曲張的治療技術已發展多年，早於十多年前已進

入微創的新時代。透過微創手術，患者只會留下若干

個一至兩毫米的傷口，數目多寡則視乎病情的嚴重性

而定。醫生在超聲波造影的引導下，以激光、射頻、

強力膠或硬化劑注射等方法，消融或移除患者身上病

變的靜脈血管，痛楚少，康復快。由於創傷較少，患

靜脈曲張治療的演變  

者出現永久性感覺麻木的機會也較低。這個微創手術

可於局部麻醉下進行，減低全身麻醉所帶來的風險，

長者也可進行此手術。醫學科技之進步漸漸改變了患

者的治療觀念，他們不再是待病情嚴重或出現併發症

時才進行治療，而是「病向淺中醫」。 

除了凸出脹大的青筋，很多靜脈曲張患者的腿部同時

會出現紅色或藍色的網狀毛細血管擴張，這可能是靜

脈曲張的早期徵狀，此情況或會出現於面部、鼻頭及

鼻翼附近等。受到這些問題困擾的病人可以考慮接受

治療以改善外觀，一般的治療方法為硬化劑注射。不

過患者治療前宜先進行超聲波檢查，以確定沒有隱藏

性的靜脈曲張，否則未能除去病源，毛細血管擴張的

問題很快便會復發。

 

新的治療方法還有「微刺針射頻電烙」和「經皮外鐳

射」療法，新療法適用於治療所有部位的毛細血管擴

張，對於醫治直徑小於半毫米範圍的毛細血管擴張疾

病，效果最為理想。因此，及早治療不但可以避免病

情惡化和出現併發症，更可縮短康復的時間，節省治

療費用之餘，治療效果往往也會較為理想。如果家人

或朋友的小腿有出現明顯的青筋，應建議他們及早就

醫。

黃玉庭 外科專科醫生
1986年於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同時擁有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外科）、香港
外科醫學院院士及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學位。現私人執業。



古時有「明鏡高懸」之說，根據《西京雜記》當中所

描述，「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

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

之，則知病之所在。」這面鏡子除了能照出人心的善

與惡，亦能照出身體健康與否，甚至哪裡有病，一照

便一目了然。現實世界也有同樣神奇的鏡，名為「內

視鏡」。

內視鏡對腸胃科醫生來說，可說是最重要的診症和醫

療工具，如胃鏡、大腸鏡、膽管內視鏡及超聲波內視

鏡等，這些醫療器材大家都耳熟能詳，很難想像僅僅

一代人之隔的時間，以上大部分器材還未出現之時，

治療是多麼困難重重。由於科技愈趨發達，現代的內

視鏡已經遠超越了初發明時只作為診斷儀器的目的，

反之成為了重要的治療工具。

初發明的內視鏡是靠光纖傳送倒影，不但解像度低，

就連光度都不夠。醫生需要單著眼睛看鏡內的影像，

有時觀察時間稍長就會眼花繚亂。現代高清內視鏡鏡

頭使用了數碼相機的高清技術，解像度大大提高，醫

生透過清晰的影像作診斷，跟以前相比，可謂輕鬆多

了。此外，內視鏡的直徑變幼了，可減低病人在診療

過程中所受的痛楚。再者，現代的內視鏡還配備特殊

光線，可以協助醫生在診斷時較容易找出肉眼看不到

明鏡高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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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問題。有些內視鏡甚至配備了顯微鏡或者超聲波探

頭，醫生可直接用以進行透視和顯微鏡檢查。

現時醫生利用內視鏡作出診斷後，更能直接使用它在

病人體內進行治療。腸胃內視鏡都內藏「暗道」，可

供醫生加配各種醫療工具使用，簡單例如用作取樣本

的鉗子，以至用作進行整套切割手術所使用的通電儀

器，均能一一置入，因此，即使體積較大的瘜肉，甚

至部分腫瘤，都可以通過內視鏡直接進行切除手術，

並不需要在皮膚表面動刀開孔。有時候，當病人出現

腸道變形或收窄，醫生還可以透過內視鏡放進支架以

打通腸道，讓病人可以再度進食，改善消化功能。至

於過往需要開刀治療的腸胃疾病，如胃或十二指腸潰

瘍等，現在則可以經內視鏡替病者馬上止血，減低因

病情日益嚴重而需要切除胃部的風險。醫生甚至可以

透過內視鏡為病人注射藥物、清除膽管結石等。鑽到

身體內，內視鏡便猶如變成了一個「萬能俠」。

新一代內視鏡的發明無疑令醫生可更有效地診症及進

行治療，同時令病人在接受檢查及治療所承受的痛楚

也大大降低，但內視鏡技術始終有一定的入侵性。隨

著醫學不斷進步，有望內視鏡可以早日「退休」，讓

步予更先進的醫療儀器，為醫生及病人帶來更大的便

利。

21

HEALTHCARE



常常有病人感到疑惑，為何現代香港人的體質總比上

一代人為差。我認為，這與現代港人的生活習慣有

關。香港有「凍感之都」之稱，無論在辦公室、公眾

場所等，冷氣多保持開放狀態，人們幾乎一整天都在

「冷氣長開」的環境下生活，加上工時長，運動少，

體質又怎會好呢？

「冷氣病」亦被稱為「空調綜合症」，是近代興起的

醫學名稱。顧名思義，是指一個人長時間在冷氣環境

下活動而產生一系列不適的徵狀，如神疲乏力，工作

沒精打采，反覆出現鼻敏感或感冒症狀；渾身關節痠

痛，尤其以後頸和肩背部更為嚴重。除此以外，部分

患者亦有機會出現胃痛、腹瀉、經痛、咳嗽或頭痛等

徵狀，情況因人而異。

現代醫學認為形成「空調綜合症」的最大原因是冷氣

機內微生物的滋生，加上中央冷氣系統加速了病原體

的散播而引致。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室內與室外的溫

差大，使人體無法適應才是導致此症的成因。對於上

述兩種說法，於中醫理論角度來說，後者才是主因。

中醫理論認為，致病的外在原因，不外乎「外感六

淫」。所謂「六淫」，意指風、寒、暑、濕、燥、火

六種因天時變化過極而產生的「邪氣」。冷氣正正營

造了一個寒邪過盛的環境，尤其於夏天，室內外溫

差大，從炎熱的戶外走進寒冷的室內，會令人難以適

應。當人體受寒邪所侵，容易傷及陽氣，從而引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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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兆陞  註冊中醫師

疲肢倦、關節疼痛和肌肉痠痛等徵狀。陽氣受遏，自

然容易出現風寒徵狀，如咳嗽、流涕及頭痛等。

中醫另有「陰暑」之說，《景岳全書》曰：「陰暑

者，因暑而受寒者也。」這就是說在暑熱天時，外受

暑熱之氣，卻貪涼飲冷，便會得「陰暑」此症，徵狀

包括神疲乏力、精神萎靡、發熱畏寒、自汗或無汗，

身重疼痛等，其成因和徵狀與「空調綜合症」相似。

故此，中醫治療「空調綜合症」時，除了會為患者振

奮陽氣，祛散風寒，同時也會助其清除暑熱時邪。

中醫治療「空調綜合症」雖兼具治療及預防的良好療

效，但患者仍需防患於未然。環境使然，上班族多於

冷氣環境下工作，但可透過以下方法減低出現「空調

綜合症」的機會，包括：

1.	隨身帶備外套，切忌貪冷，以免著涼。

2.	避免身體（尤其頸背位置）長時間正向冷氣出風口

處。

3.	盡量避免時常進出溫差太大的地方，建議在較溫和

的地方逗留片刻作「過渡期」，好讓身體適應溫差

變化。

4.	症狀出現初期，可以多飲生薑茶，有助祛除寒氣。

夏日嚴防冷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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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為值得信賴之增強免疫力的保健產品*

願意選用作為增強免疫力的保健產品*

增強
 免疫力之選

願意推薦

*根據香港醫護學會於2017年4月至5月期間向428名醫護人員搜集的問卷所得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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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的艱難 

姚文鑫

   
服務業往往會遇上商業爭拗，因為服務總不比一件商

品實在。兩者比較之下，商品可以詳細列明各項資料：

成分、尺寸、數據、顏色等，若商戶說得一清二楚，

沒有隱瞞或誤導，相信爭拗機會十分低；而服務業存

在的爭拗機會就大很多了。

何為完成服務？縱使「完成」，客戶也未必「滿意」。服

務提供者往往會因為客戶遲遲未回覆、未審批及改變

主意等種種因素，導致交期延遲。另有情況是準時完

工，卻被客戶指效果不似預期，拒絕繳付餘款。在這

千絲萬縷的關係下，究竟責任誰屬？

金錢爭議只是民事訴訟的層面，最壞的情況就是浪費精

神、時間和金錢。但於現行法律下，更有機會負上刑

事責任，這樣便要小心處理。早前有一間裝修公司，

因為被指於合約列明完工日期前未能完工，因此涉嫌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其公司東主被海關拘捕。此

外，過往亦有醫療及美容集團被指營商手法有問題，

而遭調查，甚至乎檢控。

我們不清楚這些案件的來龍去脈，故不能作出評論。

但如果服務提供者於合約內只訂明了完工日期、服務

內容及價錢，當中卻沒有提及各種有可能令工程延遲

的情況及解決方法，這「完工日期」便很可能成為唯

一的死線，即使服務提供者純粹是因為被動因素而延

遲完工，在此情況下也可能沒有免責的空間，令服務

提供者陷入很不利的困局。相反，若服務合約裡除訂

明完工日期、服務內容及價錢外，更列明各種可能令

工程延遲的情況及解決方法、服務標準以及收費階段，

例如於客戶確認第一階段後30個工作天完成第二階段；

若客戶要求有任何更改，完工日期將因應情況而有所

更改；及若客戶提早終止合約，已付的費用將不獲退

回，而未付的費用將根據完成度作計算等，這可為服

務提供者帶來較大的保障。

各行業提供的服務及客戶的要求也各有不同，各式各

樣的爭議也有機會發生，因此以上的例子只是作參考

的範例，絕不能代入每個個案當中。然而，建議服務

提供者應詳細紀錄與客戶的會議情況、對話及工作進

度，以用作日後爭拗的證據。

我想每一位商家也想提供優質的服務，客戶稱心滿意，

公司則安心經營，那些民事、刑事的爭拗就絕對不想

沾上半點。因此，我建議各商家應盡早做好有效及全

面的防預措施，因應個別情況，與專業律師商討及為

其撰寫一份詳細及符合需要的服務合約，這才是企業

長遠健康發展的上策。

擁有香港大學法律系碩士學位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學士學位。從事法律工作十多
年，為姚文鑫律師行的創辦人，現主要處理商業法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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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靚無罪 

助他人提升專業形象是我的强項，亦是各大公司常常

要求培訓的課題，其實要提升個人專業形象不單指從

外觀和衣著打扮方面做起。多年前，一位叫Janet的女

生讓我明白到，一個人對自己外觀的看法和期望，往

往能體現其內心的真正想法。

Janet外表樸素，對化妝、打扮並不熱衷。經過一段日

子的相處及了解，我發現Janet常說不太在意自己的外

表和打扮，而她的置裝費卻不菲，毫不吝嗇地購買一

些看上去難以想像是如此昂貴的服裝；她又强調自己

從不花錢做facial，卻花了高達六位數字的費用在美容

療程上！我問她為何不斷強調自己不愛打扮，卻言行

不一，到底內心在想什麼，有多掙扎？「從小到大，

每當我稍為打扮一下，爸媽都會教導我，『貪靚』是

膚淺的行為，做人需要有內涵。」Janet想了又想，然

後回答道。不經不覺間，Janet的父母為她灌輸了「愛

美」就等於「虛榮」的價值觀。在這思想影響下，

Janet一直刻意抑壓內心極渴望變得更美的天性，硬裝

著一個平實、不「貪靚」的形象。因此，每當她想打

扮的時候，都會產生內疚感，總是覺得把錢花了在不

應花的地方。經過這番對話，她清楚瞭解到為何自己

會有如此複雜的內心矛盾。

很多人在言語表達上，對「漂亮」一詞存在偏見。當

注重外觀被稱為「貪靚」，就好比不好好工作或讀書，

整日顧著玩樂，被形容為「貪玩」一樣，帶有負面的意

思，畢竟「貪」這個字，給人一種過分、極端的壞感覺。

事實上，「貪靚」無罪，一個人的外觀對他/她的成功

有非常直接的影響。多項研究指出，外觀不僅影響別人

對個人性格和工作能力的判斷，也會影響其對自身的認

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換言之，亦即是會直接影響

個人的辦事能力。因此，我們不能曲解「貪靚」的真正意

義，眼見的一件衣服，其實隱藏著無限的力量。

我於專業形象課程中經常强調，人們在有意無意間通過

外觀、行為和溝通模式(Appearance, Behaviour and 

Communication，簡稱“ABC”)對外發放著不同的信

息。三者當中，「外觀」是最容易改善且快速致勝的方

法。若果有一天老闆對你說：「你想升職，請你先改善

你的說話技巧！」或是「你必須要提升某種工作技能，

你的事業才可更進一步。」這些都是較為抽象且不太容

易可以改變的東西。反之，改變自己的外觀，可能只需

簡單地換上一件稱身合意的衣服便可，既能突顯個人的

專業形象，更可能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何樂

而不為？

黃慧玟 Natalie Evie

   

Evie Beaute護膚品和Natalie Evie Consulting創辦人，曾任頂尖投資銀行執行董
事，亦於不同的媒體撰文，2015年更榮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頒發特殊貢獻獎。
作為企管導師和高管教練，一直致力培養學員情緒智能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希望讓學員們在職場上可發揮所長，同時提高機構人力資源的潛能。

`

 

進修及就業前景免費講座

‧政府政策與行業機遇
‧介紹各醫護職位之工作範疇、薪金
    及晉升階梯等
‧護理實習課室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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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晚上7時15分 - 8時15分

香港醫護學會代表

地點：

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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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3日（一）、4月25日（二）
 及5月16日（二）

    課程特色
    

校內評核，減低考生壓力
特長實習時數

免費實習場地供練習
免費就業跟進

進修及就業前景免費講座
講座內容：

‧政府政策與行業機遇
‧介紹各醫護職位之工作範疇、薪金
    及晉升階梯等
‧參觀護理實習課室

  新動向
醫護就業
  新動向
醫護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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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工作知多D醫護工作知多D

日期：

時間：19:15 - 20:15

香港醫護學會代表

地點：

講者：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 ，步行8-10分鐘 ／
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2017年7月18日（二）及 8月8日（二）

歡迎應屆DSE畢業生或有意入行人士參加歡迎應屆DSE畢業生或有意入行人士參加

查詢電話：2575  5891 : 9601   6833

保健員訓練課程 雙證書課程 （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社福界/私家醫院/
安老院工作

* 社會福利署認可
2017年6月7日（全日制）

2017年4月13日（兼讀制）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訓練證書

2017年4月13日（全日制）
2017年5月28日 / 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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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工作

保健員訓練課程 雙證書課程 （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社福界/私家醫院/
安老院工作 * 社會福利署認可

2017年8月2日（全日制）
2017年8月4日 / 10月10日
（兼讀制）

診所助護專業證書 
＋

注射技巧實務訓練
雙證書課程

特設18小時實習計劃，表現理想將有機會獲

聘為診所助護   

2017年7月26日（全日制）
逢星期一至五
2017年9月14日（兼讀制）
逢星期二，四
2017年7月26日（注射技巧訓練）
逢星期三
2017年7月30日（注射技巧訓練）
逢星期日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訓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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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獲醫院管理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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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工作

2017年7月28日（全日制）

2017年8月20日 / 9月5日
（兼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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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場地首選尖沙咀場地首選

租場服務熱線:2575 5689租場服務熱線:2575 5689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
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電話：2575 5689      傳真：2778 1810      電郵：contact@mybest.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BEST.edu

租用詳情
 場地  可容納人數

課室 9

課室 10

演講廳 9+10

課室 7

課室 8

30

70

110

40

55

 場地  可容納人數
課室 3

課室 4

課室 5

演講廳及多用途室
3+4+5

50

65

70

200

星光行

海洋中心

海港城
朗廷
酒店

半島酒店

九龍酒店

北京道
北京道
一號

梳士巴利道

國際
廣場

喜來登
酒店

重慶
大廈

港
鐵
尖
沙
咀
站

廣
東
道

彌
敦
道

九
龍
公
園
徑

L6

4樓 L3L4

C1

巴士
總站天星

碼頭

1881

香港
文化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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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
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最少租用兩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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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地18,000呎，間格靈活，音響投影設備齊金佔地18,000呎，間格靈活，音響投影設備齊全

位置方便，扶手梯直達位置方便，扶手梯直達模擬醫院病房場景，拍攝場地首選模擬醫院病房場景，拍攝場地首選

12月31日前租用可享優惠12月31日前租用可享優惠

適合舉辦聚會、講座、培訓、
暑期活動、親子興趣班
適合舉辦聚會、講座、培訓、
暑期活動、親子興趣班

場地寬敞
‧全場佔地約兩萬呎，地方寬敞，

並設有水機

‧靈活配套，各式長枱、座椅能切

合不同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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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及會議

設備齊全 位置方便
‧鄰近天星碼頭、尖沙咀 / 尖東港

鐵站及大型商場如海港城、海

運大廈等

‧眾多巴士路線穿梭往來，貫通

全港

‧鄰近設有停車場，適合駕車人士

場地寬敞
‧全場佔地18,000呎，地方寬敞，

並設有水機

‧靈活配套，各式長枱、座椅能切

合不同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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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課程及會議

設備齊全 位置方便
‧鄰近天星碼頭、尖沙咀 / 尖東港

鐵站及大型商場如海港城、海

運大廈等

‧眾多巴士路線穿梭往來，貫通

全港

‧鄰近設有停車場，適合駕車人士

中國「龍市」經濟及其結構理論

作為一名樓市評論員，經常有朋友問我對樓市的看法，

當中我發覺大多數人對2009年之後的樓市新常態並不

了解。他們不單止不了解「貨幣」才是最影響市場的

因素，更加仍死心眼舊常態的牛市，卻不知道牛市形

態已日益模糊不清，尤其牛市二、三期的走勢更是模

棱兩可。我將以「龍市」詮釋以中國為主的新經濟市

場，希望可以帶給大家多一個參考角度。

過去二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的歷史其實就是繁榮與危

機的交替，也是生產力突飛猛進後再陷入崩潰狀態的

變化。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本來就是一種創造性的

破壞，其創造性及毀滅性是同源的，必然會經歷週期

性危機。而中國式的經濟就是主張把以上存在不穩定

性的泡沫抑制、修改、甚至去除。因此，具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並不存在「牛市三期」的理論，其性質甚

至與熊市及牛市不同，這種中國特色的經濟，我就以

「龍市」來形容。

我認為「龍」的經濟市場形態只有兩期，分別為「龍

一」及「龍二」。「龍一」就是在宏觀調控下，經濟

市場完成調整後而重新起步的階段，政府這時會放鬆

限制，令市場可以重新向上發展；「龍二」就是經濟

發展至出現泡沫現象的階段，此時政府便會再出手宏

調，抑制泡沫及投機氣氛。整個經濟發展的模式就是

在「龍二」之後再回復至「龍一」，如此類推，不斷

循環。我認為未來泡沫爆破的情況只會繼續在美國及

西歐的經濟範圍發生，以中國式經濟為體系軸心的城

市，將來不會有太大的泡沫風險，市場只會有較多潮

水漲退的風險，或有關政策的官員有可能犯錯的風險。

 

當「龍二」資金流出及受管制的時候就是樓市調節期，

香港人未來要習慣「中國式」的調節，即是因宏調及

「收水」引起的市場衝擊。香港房地產市場在「樓市辣

招」的主導下已完全是「龍市」模式，由2009年開始至

今，香港已經進入了第四個「龍二」了。除了樓市，

我認為股市也正逐漸走向以中國資金為主導的方向。

當然，所謂牛、熊、龍市也好，也只是用來更具體地

圖像化整個市場狀況，而樓價仍可持續上升是因為市

場結構已徹底改變，變成一個「X型」的樓市，亦即是

資金量和價格不斷上升，而借貸和放盤量不斷下跌的

現象。當借貸泡沫已不存在，我們自然要改變思路去

適應了！

汪敦敬 Lawrance Wong
從事地產界已逾33年，現為祥益地產總裁；於不同報章、雜誌及網上平台撰寫樓
市評論文章20多年，並於2009年金融海嘯後，認為市場會出現新的秩序及邏輯，
於是主力撰寫有關新常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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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從「宜家」開始 

雷煒程  

   
樂頤安居，是「長屋設計」一直以來堅守的信念。對

於任何年齡層的人來說，家是最重要的空間；而對於

長者而言，家更是落葉歸根的安老之地。可是現時年

輕人工作繁忙，往往因疏忽或缺乏照顧，令居家長者

容易發生意外。據統計，每年約有30%的長者曾經跌

倒，而且意外大多在家中發生，更有不少長者因為害

怕跌倒而不敢沐浴。

特區政府在2008-09年財政年度推出「長者維修自住物

業津貼計劃」，撥款10億港元資助業主進行物業維修

或改善居住環境。年滿60歲合資格的長者最高可獲四

萬港元津貼。然而，現時仍有不少有需要的長者因不

熟悉申請程序，故即使符合資格亦未能成功申領津貼。

於是我們推出了「長屋60+1計劃」，向長者提供家居

改善服務，並協助他們申請政府資助。由視察環境、

填表、遞表，以至設計裝潢，都由我們一手包辦。

「長屋設計」的長是指長壽，致力為長者重新設計合

適的居家環境，讓長者在舒適的家中頤養天年。

要讓長者不再跌倒

「長屋設計」主要是為長期病患者（包括長者）服務，

如患有腦退化症和中風等所謂「老人病」的患者。在

不少嚴重的個案中，長者因為跌倒而造成骨折，甚至

失去活動能力，需要以輪椅代步。而香港不少住宅的

浴室設計狹窄，而且欠缺扶手，濕滑的地面增加長者

跌倒的機會，隨之有可能引致多種嚴重疾病，可見專

門的家居設計十分重要。

為配合行動不便長者的需要，我們會將浴室門擴闊，

同時拆除浴缸，重新設計出水位，加裝扶手和浴室寶，

以及更換防滑地磚等，務求將意外發生的機會減至最

低。除了浴室設計，我們亦會為長者更換煤氣爐，以

電磁爐取代明火煮食，並調整廚櫃高度以方便行動不

便的長者。

別忘了關懷

安心的居住環境是長者生活的基本保障，溫馨的人文

關懷更為他們帶來心靈上的慰藉。其實，長者無論獨

居或與家人同住，很多時候都缺乏聊天對象，心靈上

是孤獨的。現時我們每月都會邀請退休人士及長者參

加講座，為他們推廣「安居」的訊息，同時鼓勵年輕

人陪同父母參觀「長者室內設計及照顧體驗館」，親

身了解父母未來居家安老的需要，加深長者與子女之

間的交流和理解。

人口老化問題持續，但很多人仍未意識到家居安全的

重要性，待發生意外後才注意便為時已晚。因此，我

們需要未雨綢繆，為長者挑選合適的家居生活環境，

正是個人甚至社會都需要關注的議題。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曾任奧美公關和Wber　Shandwich的公關顧問。
2015年與朋友創辦了「長屋設計」，專為長者及長期病患者作家居設計及裝修，現
已服務超過100個家庭。另設立了第一個由青年人倡議居家安老而設的「長者室內
設計及照顧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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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入住永利渡假村系的酒店
時，打開房門一刻，總會讓人
不禁「嘩」一聲，驚喜萬分，
這次也不例外。我入住的一房
式套房實在令人讚歎不絕，房
間以柔和的淡金色調為主，整
個房間放置著充滿文化氣息的
藝術品，身處於面積達2,000
平方呎的無敵空間，坐擁著澳
門最具代表性的景觀，極顯奢
華格調。

七月，是一個注定要盡情吃喝玩樂的好時節。暑假並非孩童玩樂的專利，對於每天過著忙碌生活的成年人
來說，更應該忙裡偷閒，趁機享受一下假期。安娜早前特意到澳門展開了三日兩夜的華麗摘星之旅。至於如何
才能稱得上為一個「華麗之旅」？《福布斯旅遊指南》（Forbes Travel Guide）向來是豪華旅遊的專業指標，
在2017年星級名單中，永利澳門憑藉其尊貴的住宿體驗、奢華的水療中心及卓越的餐廳，成為全球唯一榮膺八
項《福布斯旅遊指南》五星大獎的酒店。在三日的旅程當中，可以逐一體驗八項獲獎的五星項目，如此尊貴的
享受，相信早已超越華麗層面。

第二晚我入住的是萬利大樓的
尊貴豪華套房，房間以紅色為
主要格調，搭配各式各樣的藝
術裝飾，十分精美別緻。房內
不但豪華舒適，往窗外看，更
可飽覽一線光景，南灣湖及澳
門塔等美景一一映入眼簾。一
看到這景色，我果斷決定了隔
天早上要留在房內，對著美景
好好享用早餐，好讓我展開心
曠神怡的一天。

第一個五星．永利澳門酒店 第二個五星．萬利大樓

米芝蓮指南推薦餐廳：帝雅廷意大利餐廳 

華麗摘星之旅
京花軒主打譚家菜，又名榜眼菜，菜系源於清朝末期，其將
京、粵菜的特色融合而成，食材與烹調方式都非常講究，獲
饕客盛讚：「食界無口不誇譚」。一道「譚府黃燜三寶」，
就能顯現出行政主廚劉國柱師傅的功力，以老雞、老鴨、金
華火腿等熬製出極致的鮮味，令人一試難忘。

想品嚐高水準的日本菜，不一定要飛一
趟日本，坐船到澳門一樣能令味蕾大滿
足。「泓」日本料理的壽司和鐵板燒都
是一流水準。此行印象最深刻的必屬這
件燒得粉嫩的日本八重山A5和牛，在黃
師傅的高超烹調技術下，這件經精心炮
製的和牛可謂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入
口香軟多汁，脂香四溢，天堂般的味道
也許就是如此吧！ 

一邊觀賞噴水池匯演，一邊品嚐意大利菜，絕對是一流享受。
北海道帶子配炒牛肝菌伴棕牛油醋深得我喜愛，必點的當然還
有餐廳的招牌甜品Il Teatro Tiramisu，甜而不膩，咖啡味平衡
得恰到好處，令這次星級旅程更為完美。連摘雙子星．永利水療中心＆萬利水療中心

生活在香港這個繁忙的大城市，天天都過得匆匆忙忙，每當有時
間，我便會來一個我最愛的SPA充充電。永利澳門的兩間水療中
心均獲得《福布斯旅遊指南》五星大獎的榮譽，我毫不猶豫地把
它們列入是次行程。

永利水療中心擁有金碧輝煌的裝潢，加上特有的香氣，令我由走
進去的一刻已開始感到身心舒暢。我個人較偏愛萬利水療中心，
因為這裡可享用個人理療套房的各項配套，獨處於這個私密空間
內，可盡情使用蒸氣室、桑拿室、香薰水療設施及休憩間等，分
外放鬆。如與情侶或姊妹同行，緊記預訂雙人理療套房，享用設
施之餘，更可享受由理療師提供的按摩療程。

京花軒主打譚家菜，又名榜眼菜，菜系源於清朝末期，其將
京、粵菜的特色融合而成，食材與烹調方式都非常講究，獲
饕客盛讚：「食界無口不誇譚」。一道「譚府黃燜三寶」，
就能顯現出行政主廚劉國柱師傅的功力，以老雞、老鴨、金
華火腿等熬製出極致的鮮味，令人一試難忘。

想品嚐高水準的日本菜，不一定要飛一
趟日本，坐船到澳門一樣能令味蕾大滿
足。「泓」日本料理的壽司和鐵板燒都
是一流水準。此行印象最深刻的必屬這
件燒得粉嫩的日本八重山A5和牛，在黃
師傅的高超烹調技術下，這件經精心炮
製的和牛可謂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入
口香軟多汁，脂香四溢，天堂般的味道
也許就是如此吧！ 

米芝蓮二星食府：京花軒

如果喜歡粵菜的話，一定要前來永利
軒，這裡每道餸菜都運用了天馬行空
的創意概念，配合巧奪天工的造型令
粵菜的層次進一步提升，風味帶子香
酥牛肋片（左）和龍蝦伴藍腳蘑菇手打
麵（右），都值得一試。

如果喜歡粵菜的話，一定要前來永利
軒，這裡每道餸菜都運用了天馬行空
的創意概念，配合巧奪天工的造型令
粵菜的層次進一步提升，風味帶子香
酥牛肋片（左）和龍蝦伴藍腳蘑菇手打
麵（右），都值得一試。

一邊觀賞噴水池匯演，一邊品嚐意大利菜，絕對是一流享受。
北海道帶子配炒牛肝菌伴棕牛油醋深得我喜愛，必點的當然還
有餐廳的招牌甜品Il Teatro Tiramisu，甜而不膩，咖啡味平衡
得恰到好處，令這次星級旅程更為完美。連摘雙子星．永利水療中心及萬利水療中心

生活在香港這個繁忙的大城市，天天都過得匆匆忙忙，每當有時
間，我便會來一個我最愛的SPA充充電。永利澳門的兩間水療中
心均獲得《福布斯旅遊指南》五星大獎的榮譽，我毫不猶豫地把
它們列入是次行程。

永利水療中心擁有金碧輝煌的裝潢，加上特有的香氣，令我踏進
門口的一刻已開始感到身心舒暢。我個人較偏愛萬利水療中心，
因為這裡可享用個人理療套房的各項配套，獨處於這個私密空間
內，可盡情使用蒸氣室、桑拿室、香薰水療設施及休憩間等，份
外放鬆。如情侶或與閨密同行，緊記預訂雙人理療套房，享用設
施之餘，更可享受由理療師提供的按摩療程。

四個五星一次過摘下四個五星．味覺的臻極體驗
中國著名文學家林語堂曾幽默地指出：「我們的生命並不在上帝的掌握中，而是在廚子的掌握中。」人生
在世，不單止要「食」，更要「食得好」，對於這次摘星之旅，我更期待的是在飲食方面，酒店內的餐廳
全部都大有來頭，京花軒、「泓」日本料理、永利軒及帝雅廷意大利餐廳，每一間都獲得《福布斯旅遊指
南》五星大獎，不單如此，它們更同時獲得米芝蓮星級榮譽及備受推薦，絕對稱得上為耀眼的星閃閃。

米芝蓮二星食府：「泓」日本料理

米芝蓮一星食府：永利軒

米芝蓮

米芝蓮

米芝蓮

米芝蓮

推薦

安娜愛閒遊 Anna

http://www.annalovestravel.com/

旅遊及美食寫作人，為中港澳多家媒體撰稿，最
愛發掘美好事物，推廣慢生活文化。文章見於
內地《深圳口岸報》、《時尚生活家》雜誌、香
港《飲食地圖》、澳門《鳳凰天空》雜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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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世物一世，能體驗一頓美好的米芝蓮三星料理，是一大享受！今次來到Bo Innovation，餐廳的

食物以中式分子料理為主，還記得十年前香港還未流行分子料理，它的「臘味飯雪糕」已經令我嘖

嘖稱奇。驚喜連連的晚飯，猶如施展了魔法一樣。憑藉顛覆想像的創造力，這間餐廳連續多年摘下

米芝蓮三星榮譽，其名氣及實力不言而喻。

今次已是我第三次光顧這間餐廳了，這裡每一道菜的食材配搭均讓我驚喜

不斷，例如「欖菜肉鬆四季豆鷄蛋仔」便是將餡料包在鷄蛋仔中，這些創

意搭配讓我的味蕾得到充分衝擊和享受，至今仍叫我回味無窮！

前菜“Amuse Bouche - classic Hong Kong dishes”充滿兒時回憶，飛行棋

上的棋子分別是「椒絲腐乳炒通菜」、「章魚蓮藕湯」及「鵝肝醬納豆紅莓」。

前者的口感似脆餅乾；而「章魚蓮藕湯」弄成固狀，以蓮藕作底，放上章魚片，

再把湯包在外層並凝成固體，非常爽口。

這間餐廳獨到之處就是讓人驚喜不斷，這道「Fishing Village」的牡丹

蝦刺身新鮮程度不在話下，最特別的利用固狀的辣椒豉油和粉狀豉油

提味，充滿玩味！而炸後的蝦頭則來做「節瓜蝦米粉絲煲」，雖然

在外觀上有差異，但只要閉上眼睛，仍能從味道判別食物的本質

。此外，若吃前再加點蝦米油，更可提升鮮味。 另一道讓我印象

難忘的「Bamboo是由日本麵豉醬煎鵝肝，配青蘋果碎及竹炭饅

頭而成；而食客可用針筒抽取由青蘋果汁製成的「竹葉青」漿汁

來提升味道。下些由青蘋果汁製成的「竹葉青」真的滑而不膩。

你很難想像鳥巢亦能顯貴氣！這款點心“Caviar, taro, smoked quail egg”的

創作靈感源自鳥巢，所謂的芋角點心實際上並沒有芋頭，炸得香脆的外層及吞

拿魚包著流心鵪鶉蛋，製作概念是模仿樹上的鳥巢，完成後再於最上層鋪上黑

龍江魚籽醬金箔，實在貴氣逼人！若嫌精緻的芋角點心不夠過癮，可嚐嚐這裡

的小籠包，其外型像乒乓球，外層由一片薄膜包裹著，再加上紅色的醋汁作點

綴，外觀精緻，當一口咬下去時，香濃的湯汁便如湧泉般噴出，美味指數即時

爆燈！

這間餐廳的獨特之處就是讓人驚喜不斷，這道“Fishing 

Village”的牡丹蝦刺身，其新鮮程度不在話下，用上固狀

的辣椒豉油和粉狀豉油提味，配搭新奇！蝦頭炸後用來做

「節瓜蝦米粉絲煲」，吃起來味道跟真的蝦米無異，若吃

前加點蝦米油，更可提升鮮味。

另一道讓我難忘的菜是日本麵豉醬煎鵝肝，配青蘋果碎及

竹炭饅頭製作而成；食客可用針筒抽取一些「竹葉青」來

提升味道。別以為配上「竹葉青」的味道會很奇怪，其實

這只是一個噱頭，眼見的「竹葉青」酒瓶裡面裝著的卻是

青蘋果汁！

是次體驗，無論是環境、服務、食物味

道、驚喜度都無懈可擊，想以優惠的價

錢嘗試一下分子料理，可另選其他套餐，

或於午餐時段來品嚐一番。

而另一款由蕃茄泡芙、45度慢煮蕃茄、蕃茄味小圓餅配欖角醬配

搭而成的食品，加上由欖角製成的「八珍甜醋」醬汁，讓人瞬間

感到清新、甜酸的感覺。味蕾在酸鹹交替下，稍有解膩作用，讓

我可以繼續盡情享受更多美食。

全晚唯一真正的湯終於上場了，佈局很有詩意，讓人賞心

悅目。它先放上鱈魚、蓮藕、蓮子、鹹蓮蓉及一小塊蓮葉，

上枱後才倒進豬𦟌湯，構成荷塘月色的畫面，很有心思。

外觀不僅好看，湯水還很清甜，魚肉亦十分有嚼頭。

除了清雅別緻的湯羹，還有這道“The Emperor Parable peanut 

food royalty”，它是由龍蝦海膽、鮮蝦大蒜燒賣配上荷蘭

汁組成，真是讓我大飽口福。另外，當我咬下去時才知道燒

賣頂上的魚子原來是蝦呢！

期待已久的甜品終於登場，“No Shark Fin - mango, coconut, 

shark fin squash”顧名思義是「沒有魚翅」的甜品，它利

用魚翅瓜、芒果布甸配芒果汁仿製成魚翅，仿真度極高。另

一款“Bo Baba - rum baba,chestnut, sugar can”則是栗

子蓉酒心海棉蛋糕配上薑啫喱及風乾的紅莓，味道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間場飲品竟是「茅台夜光杯」！它是由山

渣、香茅、熱情果混合茅台酒的特飲，質地厚身，味道酸

酸甜甜。飲完一杯入口香醇的茅台酒，再來一個材料豐富

的“The Chicken Bowl”，糯米飯、松茸菇、雞紅、黑木

耳、象拔蚌、雞肉等，加入特濃鷄油撈勻而成，口感有幾分

像吃粥底。

最後來個“Saga-Gyu Beef - truffle cheung fun”，由刨出

來的黑松露、A5佐賀和牛配豬腸粉製成，絕對是史無前例

的配搭。單看食材組合的吸引程度，已叫我不得不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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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餐蛋治也有新玩法，這款Baby Food看似給BB吃的，形態呈半固體

狀，而實際上，它的味道卻是不折不扣的餐蛋治，一貫的出奇玩味，想不

到餐蛋治有這種吃法。

Bo Innovation 
地址：
電話：
營業時間：

灣仔莊士敦道60號嘉薈軒1樓8號舖

星期一至五 12:00-14:00，19:00-22:00
星期六 18:00-22:00 
星期日休息

2850 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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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恩護老院 持續優化環境  締造美好生活

院長有感：
很榮幸今年能再度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參加這個計劃能
見證院舍不斷進步，透過員工與院友及其家屬的緊密溝通，使家
屬對本院的服務更有信心，安心將長者交託給我們照顧。 

院舍位於深水埗，佔地三層，設備齊全，並制訂了有效的行政管       
理系統。院舍今年已是第三年參與評審計劃，可見院舍對追求優
質服務的重視。院舍最近添置了很多不同的藝術品，使環境更休
閒恬靜。員工的護理技術亦達標，且積極參與不同的培訓及講座，
自我增值。此外，院舍定期與院友家屬及員工舉行會議，互相交流
意見，以便適時作出改善。

評核員評價：

服務方面

名稱：聖恩護老院 
地址：九龍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
           1字樓，2字樓及3字樓
電話：2729 7628
傳真：2729 7766
面積：29,084平方呎
床位：86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9,000起（只供參考）

機構資料

以「愛護長者，視同己親」的精神服務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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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更多「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詳情，請瀏覽：欲了解更多「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詳情，請瀏覽：www.healthcare.org.hkwww.healthcare.org.hk或致電或致電 3549 80143549 8014查詢查詢QESS/2014QESS/2014

設施方面
員工因應節日悉心佈置院舍，營
造和諧的生活環境

每層均設有寬敞客飯廳作用膳及
活動之用

設有不同大小的獨立房間及雙
人房間供選擇，私隱度充足；
另設有閉路電視等設施，以確
保院友安全

‧

‧

‧

服務方面
‧

‧

‧

為每名新院友進行健康評估，
確保他們得到適切的照顧

聘有全職物理治療師，每日定
時為長者進行關節護理運動，
以減慢關節退化的速度

專為新入住的院友及家屬安排
導向計劃，協助院友及其家屬
了解院舍，讓院友更快適應新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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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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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私營診所 ／化驗所
衡怡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              6間

診療機構
杏澤醫療

百樂化驗所

中醫教研中心

明德醫療中心

港安醫療中心

紐約醫療集團

恩霖醫療（葵涌） 

御藥堂中醫中藥坊

廣泰中醫診療中心

香港美兆健管中心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嘉賓激光矯視中心

香港視覺護眼中心

保瑞醫療有限公司

健視視光中心（荃灣） 

康健中醫診所（屯門） 

岱磯化學病理（旺角）

佳美肌皮膚外科中心 

奧健運動脊椎治療中心

香港伸展運動治療中心

2010眼專科白內障中心

嘉賓眼科專科中心（銅鑼灣）

播道醫院社區診所（牛頭角）

養和醫健專科中心（中環、

金鐘、西環、鰂魚涌）

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有

限公司－灣仔脊科診所

仁安醫院分科診所

（荃灣、馬鞍山、將軍澳）
仁安醫院尖沙咀保健中心
香港精神科及綜合醫療中心

機構及團體
善寧會         
卓越之友      
香港哮喘會
乳癌基金會   
香港復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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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廈
金輝行       
華人行      
惠豐中心   
合群大廈   
新和富大廈
張寶慶大廈
景隆商業大廈
中安工業大廈
中邦商業大廈
裕安商業大廈
永隆私人銀行中心

翹賢商業大廈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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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港島區
光明臺                       昍逵閣

九龍區
8號居                         金安大廈

金達閣                       百營中心

頤樂居                       采頤花園

怡發花園

新界區
蝶翠峰                   邁亞美海灣

錦泰苑                   顯徑嘉田苑

金馬大廈                

商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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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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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院校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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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549 8401

利東大廈

中環利源東街9號             10間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71號           10間

海富中心

金鐘夏愨道18號               10間

泛海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9-65號  15間

信和中心

旺角彌敦道582-592號      15間

世紀廣場

中環德己立街1-13號         20間

太子大廈 

中環遮打道10號               20間

禮頓中心

銅鑼灣禮頓道77號            20間

希爾頓中心

沙田正街3-9號                  20間

恒生旺角大廈 

旺角彌敦道677號              20間

美麗華大廈

尖沙咀彌敦道132號          21間

騏生商業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6號              22間

恩平中心

銅鑼灣恩平道44-48號      24間

新寶廣場

佐敦佐敦道23-29號           24間

德成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20號            30間

京華中心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   30間

海洋中心

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港

城海洋中心12及14樓      35間

美國銀行中心 

中環夏愨道12號               35間

新世界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16-18號   40間

萬年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        40間

格蘭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       40間

興瑋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36號         40間

恆隆中心 

銅鑼灣百德新街2-20號     45間

東角中心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      45間

恆成大廈 

佐敦彌敦道363號             50間

南豐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264-298號                             52間

卡佛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60間

鴻圖商業大廈（管理處）
香港灣仔駱克道357-359號

百營商業大廈（管理處）
香港灣仔巴路士街1-3號

長者地區中心   41間

派發點

印刷版：免費郵寄到超過17,000位百本的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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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2015

中建大廈 

中環畢打街1-3號            70間

雅蘭中心一期

旺角彌敦道639號           70間

萬邦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      80間

嘉賓大廈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    80間

亞太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90間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151間

嘉隆苑                       豐景苑

鯉景灣                       嘉裕閣 

東駿苑                       嘉洋大廈

盈富閣                        嘉富大廈

康翠臺                       銀輝大廈                    

頌月花園f16382



韓國MIZON
蝸牛睡眠防皺面膜
韓國MIZON

蝸牛睡眠防皺面膜

原價：$130

$110

最新購物優惠最新購物優惠

Bamboos Shop
百本店

百本店 Bamboos Shop

查詢電話：  3468 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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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
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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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
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9:00 - 21:00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9:00 - 21:00
查詢電話：  3468 7383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請從速選購。百本保留一切優惠及條款之最終決定權。*特價貨品數量有限，請從速選購。百本保留一切優惠及條款之最終決定權。

原價：$89.9

$69.9碧柔潔面系列碧柔潔面系列

優惠
 發售

敏感皮膚
濕疹專用
敏感皮膚
濕疹專用

愛家天然手工皂愛家天然手工皂

100%天然的油脂及藥草製造100%天然的油脂及藥草製造
香港老字號品牌  中藥廠生產信心保證香港老字號品牌  中藥廠生產信心保證

韓國LG Perioe Total 7
多效口腔護理牙膏

韓國LG Perioe Total 7
多效口腔護理牙膏

原味原味強效強效敏感護理敏感護理

保健養生
系列

保健養生
系列

鯊魚軟骨粉鯊魚軟骨粉

兒童魚油兒童魚油 複合維生素複合維生素

牛初乳片牛初乳片 蜂王漿蜂王漿

板町酵素潔膚皂板町酵素潔膚皂

膠原蛋白膠原蛋白 茶樹茶樹 木瓜木瓜

滋源洗頭水及精華素系列滋源洗頭水及精華素系列

無矽油 養頭皮 不刺激 無矽油 養頭皮 不刺激 

水療淋浴花灑 水療淋浴花灑 

韓國製造

原價：$1080

$680

NewSOKA系列NewSOKA系列

御醣方茶及御酯方茶御醣方茶及御酯方茶

草晶華系列草晶華系列

山楂、瑪咖、桔梗、茯苓、桔紅、
玫瑰花、葛根、山藥、羅漢果及決明子
山楂、瑪咖、桔梗、茯苓、桔紅、
玫瑰花、葛根、山藥、羅漢果及決明子

*圖片只供參考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凡購物即送您 
百本精美文件夾1個
凡購物即送您 

百本精美文件夾1個

源自澳洲 全系呵護
首席健康品牌
源自澳洲 全系呵護
首席健康品牌

美肌之誌面膜系列美肌之誌面膜系列

無患子抹草
泡澡精油
無患子抹草
泡澡精油

無患子植物
香體磨砂霜
無患子植物
香體磨砂霜

雙龍系列雙龍系列

極品天喜丸極品天喜丸極品海狗丸極品海狗丸

正統黑烏龍正統黑烏龍
SHEma
動之燒脂飲
SHEma
動之燒脂飲

必備必備

原價：$198

$178

特價
 發售

個人護理個人護理

衍生小兒食品系列 衍生小兒食品系列 

開奶茶開奶茶 七星茶七星茶

深入腋下毛孔   

 溶解積聚油脂

無患子洗髮精無患子洗髮精

生薑生薑 茶樹茶樹 何首烏何首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