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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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名登記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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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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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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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百 本 家 書
有些風雨，只能一個人經歷，不需要陪伴；
有些心情，只能一個人沉澱，不需要傾訴；
有些眼淚，只能一個人咽下，不需要抹乾。
各位同工：
聽說，工作上遇到困難時，金牛座的人都寧願自己先想辦法解決，因為覺得這是自己的事，別
人沒有義務幫你。就算很辛苦，金牛座也對別人開不了口。
我覺得，倚靠別人解決問題，其實是一場賭博，因為一開始就將主動權交給別人。
別人多努力來幫助你，能幫你到哪一個程度，這些都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只能由對方決定。
這個世界，人人都很忙，大家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長期關注別人的事情。
有些人很喜歡找人傾訴；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你是砍柴的，他是放羊的，你和他聊了一
天，他的羊吃飽了，你的柴呢？
問題最後還是要自己解決。
遇見了形形色色的人之後，你才明白：有些風雨，只能一個人經歷，不需要陪伴；有些心情，
只能一個人沉澱，不需要傾訴；有些眼淚，只能一個人咽下，不需要抹乾。
有一頭驢子不慎掉進了枯井，村民設法營救都徒勞無功，就決定埋了牠。
驢子出奇地沒有掙扎，反而努力把背上的泥沙抖下，讓泥沙踩在自己腳底下，登高了一些又一
些。就是這樣，隨著村民落井下泥，自己竟然逃出生天。
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自己好。
獨，善其身。
你的同工

關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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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bamboos.com.hk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

關志康
關志
康
Jacky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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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及工作坊（需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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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19:30
母嬰護理行業發展簡介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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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8年8月24-25日(五及六)
時間： 下午3時至9時半(五)
上午12時至下午7時(六)
地點：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
星光行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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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外科專科醫生 陳肖龍
是「胸肌」或是「乳房」？
拆解「男性女乳症」

註冊護士及助產士
嬰兒按摩小錦囊

營養師 李杏榆
半小時消暑湯水懶人包

母嬰健康日暨 免費入場
護理課程體驗日

Bamboos Professional Nursing Services
PTE. Limited
地址：
1 Raffles Place, #44-02, Tower 1,
One Raffles Place, Singapore 048616
電話：+65 6939 8999
網址：www.bamboos.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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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m ipsum
首200名WhatsApp
登記人士可獲
壹點寧清涼外用鎮痛劑及
化妝鏡連面油紙套裝

14:00-16:00
初生寶寶皮膚護理及
BB按摩課程簡介(CNE:2分/CPD:1分)
16:30-18:30
母嬰營養吸收及加固食品示範
(CNE:2分/CPD:1分)

入場禮品
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幸褔止痛素24粒裝、蕃茄酒和位元堂川貝枇杷雙層潤喉軟糖
贊助機構：
*百本保留一切活動安排的最終決定權，包括獎品及其他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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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英紅
《幽靈人間》劇照

《江湖》劇照

誰說打女不會演戲？
「雖然在《幽靈人間》和《江湖》的戲份不多，但對我
有深刻影響。」這兩部是紅姐復出不久後參與的電影，
分別飾演男、女主角的母親。由於拍攝時間緊迫，紅姐
要在短時間內揣摩角色，務求更加「入戲」。正正因為
這兩個角色，讓大眾知道紅姐除了會打，還會演戲。

惠英紅（紅姐）
一般給人的印象
是武打演員，但
經過多年來的努
力和轉型，於
2009年 憑 著 電 影
《心魔》橫掃亞
洲八項「最佳女
主角」獎項，打
得又睇得，實力
不容置疑。在娛
樂圈「打」滾十
多年，新傷舊患
有增無減，紅姐
亦有分享自己一
套的保健心得。

紅姐自16歲出道
後一直全力以赴
拍攝每部電影

拍打戲「甩頭甩骨」
紅姐自16歲加入娛樂圈後，拍過很多武打電影，累積不
少傷患，覺得現時沒有必要再打，加重身體負擔。「試
過同一時期接拍兩部武打電影，打到斷腳、韌帶撕裂都
沒有時間打石膏。拍完一部緊接拍另一部，腳部傷患未
完全康復，只能拍上半身，下半身依然『吊吊揈』。」
她補充，當年的傷患更留下現時長短腳的後遺症。紅姐
當時所受的痛楚和付出可想而知。話雖如此，她坦言喜
歡拍武打戲，太久不拍還會技癢。

「工作接下來之後，
只有拼命去做，
絕不能退縮！」

BamBoos!Life
惠英紅專訪花絮

4

Text / Miki Wong Design/ Lemon Lam
Photos / Anson@koomo-studio
Venue / The AIR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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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劇照

《心魔》劇照

《幸運是我》劇照

當影后隨緣
紅姐憑《長輩》一角於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奪得最佳女主角獎，及後憑《心魔》和《幸運
是我》三奪金像獎影后。「我只能夠盡力做到
最好，享受拍攝過程，得獎與否不由我控制，
得獎就當額外獎賞。」紅姐道出她從影以來的
目標，加上敬業樂業的精神，完全感受到她對
工作的喜愛和熱誠。

雙管齊下保筋骨
隨著年齡增長，加上以前拍電影累積的傷患，
身體難免出現小問題如關節痛。紅姐提及每天
都會吃含鹿筋的保健品，幫助紓緩痛症。除了
服用保健產品外，紅姐表示「均衡飲食、充足
睡眠、適量運動、多喝水」也是她保持身體健
康的方法，空閒時亦會去游水加強心肺功能，
難怪她笑言自己保養得宜。

6

CEREMONY
健康產品及服務市場的年度盛事「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品牌大
獎」已於6月9日假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圓滿舉行。今年主辦機構香港
醫護學會共頒發了11個獎項，以表揚及肯定各個得獎品牌於過去一
年在健康產品市場上的付出和努力。一如既往，選舉結果是經過香
港醫護學會委員進行評審，以及一班專業醫護人員投票選出。當日
有份出席頒獎禮的多位嘉賓更帶了不少健康錦囊與市民分享，並
提到健康是無價寶，愛自己的方法就是要好好守護健康，令大家獲
益良多。
撰文：小寶、Dora、阿文

攝影：馮達釗（頒獎典禮） 美術：Yvo

就要守護健康
享受人生 建立一套健康的生活模式
人生不同階段都需要健康來成為生活的基礎，老生常談的當然
是飲食均衡和注意營養吸收，還要保持作息定時和良好情緒。當
日，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創院院長林崇綏博士致開幕辭時還提醒大
家，追求健康是永遠不會過時，社會愈來愈進步，時下人生活變得
非常緊張，甚至導致身體的器官運作失調，令免疫力下降，增加了
患病風險。她更分享了一位資深退休醫生的兩大忠告：最好不要入
醫院和不要搵醫生；想得到健康，就是要找對適合自己的健康生活
模式和服用合適的營養補充品。至於另一位頒獎嘉賓香港執業脊醫
協會主席朱君璞脊醫則提到自己很多時出席活動及聚餐時，都會被
人問到一些關於如何提升健康的問題，他坦言這次頒獎禮的各得獎
品牌，將會成為他的推介之列。

頒獎禮於百本全力支持的「第12屆健康博覽
2018」活動上舉行，大家祝賀各得獎品牌之
餘，還可順道了解更多最新的健康資訊。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天然健康食品品牌大獎

澳洲原裝生產 優質又見效
都市人工作繁忙，生活壓力
大，為了保持健康，除了勤做運
動外，很多人亦會選擇服食天然
健康食品。澳洲健康食品品牌 —
澳至尊，嚴選優質原材料製造，
產品於澳洲當地原裝生產，通過
澳洲藥品管理局T G A的嚴格審
核，並按照國際優良生產標準
G M P規格生產，且通過多項安全
檢測及認證，確保質量可靠，功
效顯著，故10多年來都深受顧客
歡迎，亦得到香港醫護人員信
賴。
鄭秀文對健康食品要求甚高，
親身試過產品才同意擔任
澳至尊代言人。

3大王牌產品

林崇綏博士在分享健康心得時，台下觀眾都
聽得十分投入。

品牌屢獲殊榮 獲各界嘉許

藍莓護眼至尊（加強版）

得 獎 品 牌 及 產 品

每粒有 10,000m g 藍莓精華，含
36%花青素苷，配合100mg小米草
及6mg葉黃素，有效改善眼睛乾澀
疲勞，同時大大提升護眼效果。

公司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體檢中心品牌大獎
香港仁和體檢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天然健康食品品牌大獎
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關節至尊

每粒含1,500mg鹽酸鹽葡萄糖胺及
100mg硫酸軟骨素，結合兩大維持
關節健康的重要元素，有助增加
關節靈活度，發揮相輔相成之效。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除疤去印品牌大獎
喜療疤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蜂蜜產品品牌大獎
加維麥蘆卡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營養食品品牌大獎
完美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蜂皇漿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床褥品牌大獎
海馬及軒琴居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有助激活人體細胞及促進新陳代
謝，對改善失眠、美容養顏、增強
抵抗力、紓緩疲勞和壓力等均有
幫助，保健價值很高。

產品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穩定尿酸健康品牌大獎
澳洲茶包「酸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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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主禮及頒獎嘉賓與一眾得獎品牌代表於頒獎禮結束後，一起祝酒及合照留念。
（前排左起）香港醫護學會義務行政總監鄺漢泉、整形外科專科陳肖龍醫生、助產士及母嬰護理
服務人員協會會長陳駱靈岫醫生、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創院院長林崇綏博士、香港執業脊醫協會
主席朱君璞脊醫、香港醫護學會會長奚曉珠、香港醫護學會董事及眼科專科梁裕龍醫生、香港
醫護學會督導委員會顧問及眼科專科龐朝輝醫生、全仁醫務中心創辦人及總監劉仲恆醫生、香
港醫護學會董事及小兒外科專科王珮瑤醫生
（後排左起）香港仁和體檢市場推廣部經理周本謙、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高級市場經理
巫雪蓮、加維麥蘆卡亞太區銷售及市場總監黃曉風、喜療疤市場經理麥家妮、海馬及軒琴居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夫人鄔翁嘉穗、樂本健有限公司助理市場經理崔嘉盈、完美資源（香港）有限
公司市場經理黃凱茵、雀巢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保健營養食品業務總監湯麗如、Sasaki HealthCare Co. Ltd.代表佐佐木育代、維達護理用品有限公司代表潘先生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成人紙尿褲品牌大獎
添寧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
（免疫營養配方）品牌大獎
雀巢速癒素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
（血糖及膽固醇）品牌大獎
佳膳適糖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護肝產品品牌大獎
護肝能量素

澳至尊產品一直備受推崇，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更是香港第一間及目前唯一一間以銷售西式營養補
充 品 為 主 要 業 務 的 主 板 上 市 公 司（ 編 號 ： 2 0 3 1 .
HK），於亞洲地區設立過百個銷售點，歷年來屢獲
各界嘉許，先後榮膺首屆 ERB 人才企業獎、香港
名牌、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天然健康食品品牌大
獎、傑出上市公司、進出口企業大獎、傑出商界
女領袖、年度CEO大獎、亞太區傑出企業家獎、
香港最有價值企業卓越企業大獎、滙豐銀行營商新
動力僱員關懷傑出獎、家庭友善僱主、友商有良企
業獎、貼心企業大獎及商界展關懷等多個獎項，積
極拓展業務之餘，亦不忘回饋社會。

產品質素有保證 獲天后代言人力撐
info

銷售點：
澳至尊專門店、萬寧、莎莎、官燕棧、
永安百貨、AEON永旺百貨、先施百貨、
裕華國貨、A P I T A、M a r k e t P l a c e、
HKTVmall、天貓國際、京東全球購等
澳至尊熱線：81082733
網址：www.ausupreme.com

品牌成立至今，澳至尊致力保持產品優質可靠，即使在澳洲
已通過一系列測試，產品到港後也會作不定期抽查，交由香港第三
方獨立測試機構檢測，確保產品質量符合高規格要求，守護顧客的
健康和美麗。今年，一向熱愛運動的天后鄭秀文應邀擔任澳至尊代
言人，更以一身運動造型為品牌演繹全新健康概念。她說︰「因為
我一向都有服食保健品，亦十分相信保健品的功效，所以澳至
尊找我擔任代言人最適合不過。」

9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除疤去印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蜂蜜產品品牌大獎

源自瑞士的除疤去印專家

優質蜜源來自紐西蘭麥蘆卡樹

擦傷、割傷時有發生，傷口護
理不當有機會留下疤痕，而曾經
剖腹生寶寶或接受過手術亦會留
下疤痕，為了平疤淡印，除了要
做好傷口護理外，亦可選擇使用
信譽優良、品質卓越的除疤產
品。喜療疤專業除疤淡印系列由
擁有超過 70 年歷史的瑞士藥
廠 Medinova 研製，暢銷全球多個
國家。每款產品均含獨特嶄新配
方，經醫學實證能快速滲入皮
膚 ， 促 進 皮膚更新功能，撫平疤
痕、減褪色印，令 肌 膚 迅 速 回 復
嫩滑，多年來深受用家支持及信
賴。

全新喜療疤除疤凝膠有助快速平疤淡印，4星期見效，
同時適用於新形成及舊有疤痕。

人氣推介

蘊含3大除疤成分及3大去印成分，
快速深層滲入真皮層，撫平、軟化
及淡化疤痕和色印，必需於傷口
癒合後方可使用。

喜療疤暗瘡疤痕專用配方（10克）

有效抑制皮膚色素沉澱，淡化暗瘡
黑印及紅印；促進血液循環，撫平凹陷
痘痘疤痕；特有Pionin抗菌分子，阻截
痘痘蔓延。

喜療疤兒童專用除疤睹喱（20克）

專為兒童研製，幫助軟化及撫平疤痕；
含具抗氧化功效的燕麥精華，減少
紅印，性質溫和，特別適合小朋友幼嫩
肌膚，並通過低敏測試，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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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賣推介

新 產 品「 喜 療 疤 除 疤 凝 膠 」 手 術 疤 痕 專 用

喜療疤除疤啫喱（20克）

info

很多人喜歡飲用蜂蜜來滋潤喉
嚨，亦有不少人愛用蜂蜜入饌，
當 中 以麥蘆卡蜂蜜最為消費者追
捧。紐西蘭的麥蘆卡蜂蜜一向是品
質保證，所有來自紐西蘭「加維
麥蘆卡集團」的產品，包括旗下
的Kiwi Manuka產品都經過第三方
認證機構Oritain認證，以先進科
技鑑定蜂蜜的來源，確保天然純
淨。由O r i t a i n頒發的C e r t i f i e d
Manuka Originz TM商標，保證獲
此 認證的麥蘆卡蜂蜜是來自紐西
蘭，每批產品都可追溯到其最原
始的來源，讓你食得安心。

銷售點：萬寧、屈臣氏、莎莎、華潤堂
查詢電話：2895 9620
網址：www.hiruscar.com.hk

「喜療疤除疤凝膠」是經醫學測試的除疤凝膠，
當中的矽膠啫喱成分有效保持皮膚濕潤，阻止水
分經表皮流失，能加快撫平疤痕及紓緩疤痕所引
起的痕癢和不適；特含維他命 E、維他命 C
及 MPS，三效淡印配方，功效顯著，特別適用
於手術後疤痕。清爽配方，快速乾透不黏膩，
搽上待乾涸約 1 至 2 分鐘後，即可隨意搽上防曬
用品或化妝粉底。而且不含香料及色素，成功
通過醫學及低敏測試，安全可靠。

加維麥蘆卡 T M 是獨特麥蘆卡因子蜂蜜協會的會
員，致力確保我們所有產品的來源合乎道德標
準、產品標籤資料真實，而且達至最高品質。

提供天然生長環境

蜂膠潤喉糖

提供3款不同口味，每款均含有
U M F ® 15+麥蘆卡蜂蜜和蜂膠；
12粒或40粒獨立包裝，備有紙盒
或密封袋裝，方便攜帶和儲存。

精油

來自紐西蘭東角的麥蘆卡精油，
含有高效的三酮化合物，質量有
MβTKTM 程序作為保證。

加維麥蘆卡產品的蜜源來自紐西蘭大片無污染
種植園，為未受人類活動影響的偏遠地區，由
於與當地土地持有人合作，雙方一起維護土
地的天然生長環境，因此可保證蜜源供應持
續不斷。此外，麥蘆卡樹所在的區域多為
紐西蘭毛利族原住民所有，而加維麥蘆卡
產品銷售所得的經濟收入也使土地持有人
直接受益，令資源得以保護和維持。

確保產品天然、安全又有效
喜療疤除疤啫喱 處理日常疤痕之選
另 一 人 氣 產 品 — 「 喜 療 疤 除 疤 啫 喱 」， 含
「3+3 醫學護理配方」以生物技術方法處理凹凸疤痕
及色印！先以 MPS軟化疤痕，促進細胞更新；尿囊素
有助清除疤痕上的角質，減輕與疤痕形成有關的痕癢及不
適；洋蔥精華則平衡骨膠原生長，有助防止疤痕形成；再配合
蘆薈、維他命 B3 及維他命 E，減淡疤痕色印，細緻呵護及滋潤疤
痕，保護新肌，適用於日常生活如意外、運動、煮食、動物抓傷
等而引致的疤痕。

蜂蜜酒

麥蘆卡蜂蜜酒以麥蘆卡蜂蜜為
原材料，經自然發酵，陳釀後製成
的低濃度酒精飲品。它的味道濃郁
醇厚，質滑芳甘，入口清爽。

info

查詢電話︰2547 6219
網址︰www.kiwimanuka.com.hk

加維麥蘆卡將紐西蘭麥蘆卡蜂蜜和經過
臨床驗證的創新成果結合，符合嚴格的生產
標準，為消費者提供天然、安全又有效的優
質產品，幫助提升健康與活力。全線加維麥蘆
卡產品均採用營養價值高、口感豐富的麥蘆卡蜂
蜜；除了廣受歡迎的蜂蜜系列外，另備有蜂膠潤喉
糖、精油及蜂蜜酒等多個不同系列，以迎合不同口味及
需要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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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醫護人員歡迎營養食品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床褥品牌大獎

成就完美生活 締造健康人生

連續29年床褥銷量冠軍 消費者信心標誌

相信每個人都希望擁有完美人
生，但完美背後必須有健康體魄
作後盾。於 2001 年成立、本着「建
立完美事業，擁有完美人生」經營
理念的完美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下稱香港完美），一直致力研發
各 種 優 質 健 康 產 品 ， 包括健康食
品、個人護理品、家居用品和美肌
產品等，為有不同需要人士提供貼
心、方便又具效能的優質選擇。
而旗下多款王牌產品如氧身泉和氧
芯樂，是結合國際及國內醫學和
營 養 保 健 權威實證而研發的營養
食品，是締造完美健康人生的好
幫手。

香港完美研發的產品一應俱全，致力
將完美健康理念帶向全球，積極幫助
都市人提升生活品質和健康人生。
圖為品牌位於尖沙咀的公司。

不少人對30年前阿姐汪明荃
在廣告中一句：「海馬牌床褥，打
破平嘢無好嘅定律。」仍然記憶猶
新，這個歷經了 30 載的品牌，一
直深得廣大消費者歡迎，它的優
點又豈止「平」和「好」咁簡 單 ？
根 據 香 港 大 學 社 會 科學研究中心
一項調查顯示，海馬牌床褥於
2016 年在澳門床褥市場佔有率高
達 80.7% *，在香港市場更是連續
29 年獲得銷量冠軍*。海馬牌深
信，只有透過不斷學習、不斷了
解 客 戶 需 求 ，並致力創新和確保
品質，才能滿足不同客人的需
求，於競爭激烈的床褥市場中繼
續穩步上揚。

熱賣王牌產品

投資科研 力求產品推陳出新

優質推介

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

氨基酸片

氨基酸是人體基本又重要的物質，產品含有
L- 谷氨酰胺、L- 丙氨酸及牛磺酸，成分容易被
人體吸收，經常食用有助肝臟排毒及平衡肝臟
機能，是幫助保持年輕美麗的優質食品。

氧身泉

採用美國尖端科技配方，幫助改善身體免疫力，
補充因現代生活方式影響而流失的營養素，純水
的電解質配方，能迅速被人體吸收，有助中和
自由基、抗衰老和增強體力等功效。

氧芯樂

與美國知名科學家Dr. Todd Ovokaitys
合作研發的王牌產品，成分之一精氨酸，
是從諾貝爾醫學獎研究成果啟發而來，
配合高端量子激光專利技術（Qi Laser），
是關注心血管健康人士的理想選擇。

現今都市人生活緊張、工作壓力大，加上不良的
生活習慣，導致各種都市病出現年輕化趨勢。因
此，香港完美的產品是針對現今社會常見的健康問
題而研發，例如免疫力、心血管和腸胃健康等，達
到由內而外的全面調理。為提供最優質的產品予
消費者，香港完美旗下所有產品均通過多項高科技
檢測，以及通過多項國際權威認證，包括「保健食
品 G M P 認 證 」、 「 A C C P 食 品 安 全 控 制 體 系 認
證」、「ISO9001品質管制體系認證」和「ISO4001環
境管理體系認證」等，以確保產品的優越性和獨特
性，將產品質素達至最安全的品質標準。

乳膠質感綿
系列床褥

一面軟、一面硬的兩面設計，
硬面選用高密度硬身綿製造，硬中帶
韌性，有效承托腰部和背部；而軟面選用
高密度乳膠質感綿，質地柔軟舒適又富有
彈性，帶來全面放鬆的睡眠效果。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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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第1座
6樓604-606 室
電話：（852）2730 0031
網址：www.perfect100.com.hk

海馬牌自1987 年研製出獨家的海綿發泡技術配方，成功將高
技術和高品質的海綿，應用於床墊和枕頭的生產工藝上。在過
去 30 年來，海馬從沒停止研發工作，並成功研製出海馬特
有的高科技乳膠質感綿，使床褥和枕頭質感猶如天然乳膠般
柔軟及富有彈性，帶來優質的貼服和承托效果。此外，床褥
的面料設計特別採用高級竹炭布，好處是有高效吸濕和透
氣效能，加上具備防蟎和防菌功能，讓用家在睡眠時獲得乾
爽舒適的享受。

乳膠質感綿枕頭

選用高密度乳膠質感綿，
枕頭表面的竹炭布質地柔軟，
具吸濕、抗菌、透氣和吸收
異味功能，波浪形設計，
軟硬適中。

實力雄厚 業務穩健
由於產品優質、實用又具獨特性，品牌推出以來一直深得
消費者認同和支持，業務發展持續向上。品牌更在中山設有佔地
120 畝的生產總部，內設研發中心、品質保證中心、保健食品廠、
日用化妝品廠，以及採用德國 ASRS 全智慧化倉儲資訊系統的物流
控制中心等設施，不單在大中華有穩健的業務，於亞洲地區如泰
國、印尼、越南、台灣、緬甸和馬來西亞等亦設有分公司，發展潛
力龐大，給予消費者信心保證。

阿姐汪明荃擔任海馬牌床褥
代言人 30 年， 與 品 牌 一 同
成長和進步，同時見證品牌
連續 29 年奪得全港床褥銷量
冠軍殊榮*。

info

查詢電話：（852）2723 3333
網址：www.seahorse.com.hk
Sea Horse

*資料來源：29年床褥銷量冠軍（1989年-2017年銷量調查）；
澳門市場佔有率80.7%（2016年澳門市場調查）。

嚴密品質監控 選材環保優質
除了專注技術發展，海馬牌亦十分重視生產程序，多年來
除了自設品質監控部，做好把關工作，每個生產工序均經過嚴謹
而精密的檢測，包括海綿密度、彈性和壓力等測試，更選用對人
體健康的環保原材料，個別產品甚至挑選國外優質素材製造，同
時又聘用中國、香港及英國各地認可的測試和檢定中心，進行產品
安全和品質檢測，確保產品質素達到國際級水平。值得一提是，
海馬牌在 2015 年斥資過億元，於越南海防 VSIP 購買地皮興建全新
廠房，並剛於今年 5 月正式投產，廠房
更引進不少最新機器，包括自家研製的
發海綿機，運輸帶長度超過 150 米，有
助質量和生產力大為提高，全面為消
海馬位於越南的全新廠房早前正式開幕，
費者提供更高質素的床上用品。
當日更邀請了當地經濟發展局局長前來進行
剪綵儀式，一同見證品牌發展的重要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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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免疫營養配方）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血糖及膽固醇）品牌大獎

獨特免疫營養配方 紓緩頑疾治療副作用

佳膳適糖做早餐 啟動健康能量

隨着醫學進步，頑疾的康復率
經已大大提高。手術、電療和化
療雖然能消滅患者體內異常生長
的壞細胞，但無可避免也會使健
康的正常細胞受損。一些常見的
治療副作用如疲勞、疼痛、嘔吐、
胃口變差、口乾、口腔潰爛、便
秘、腹瀉及免疫力下降等，都會令
頑疾患者的生活苦不堪言。頑疾患
者必須及早攝取充足免疫營養，維
持抵抗力，紓緩治療副作用，讓身
體盡快痊癒。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身體或者
會處於低血糖水平，因為經過一
整夜，血糖會被消耗，用來維持
運作及修復身體。對於關注血糖水
平的人士來說，更加需要注意血糖
指數。所以，早餐食 物 的 選 擇 和
適 當 的 飲 食 調 節 都 很 重要，因為
若出現血糖偏低，可能會引 致 其
他不適。每朝吃佳膳適糖配燕麥
片，不單方便又美味，而且提供能量
和營養。食早餐有助啟動新陳代
謝，精神好，自然有體力迎接每
一天。

新上市 新口味

雀巢ORAL IMPACT速癒素營養品，粉裝10包裝（熱帶水果味）
；
即飲裝3包裝（熱帶水果味 / 咖啡味）。

獨特免疫營養 提高頑疾患者抵抗力
宜少食多餐 揀低升糖指數食物

健康食譜

雀巢ORAL IMPACT 速癒素營養品含有獨特免疫營養，當中
包括精氨酸（Arginine）、核苷酸（Nucleotides）及奧美加 3 魚
油（Omega 3 Fish Oil），有助提升頑疾患者的抵抗力及緩
和 治 療 時 引 起 的 副 作 用 。 此 外 每 包 含 有 303 千卡路里及
17.5克蛋白質，滿足頑疾患者額外的營養需要，維持體重及
免疫力，令患者按時完成治療，同時有助修復身體組織，促進
傷口癒合。

材料：
熱水
200 毫升
佳膳適糖營養品
3 量匙
即食燕麥片
4 湯匙
做法：
1. 將 即 食 燕 麥 片
放入碗內，加入
熱水，拌勻後
浸泡 3 分鐘。

新上市即飲裝 方便又美味

新上市的即飲裝方便飲用，適合覆診及於醫院暫住時
服用，並設有熱帶水果味及咖啡味兩種味道，為患者
提供更多味道選擇。

香 港 銷 量 第 一# 豐 富 臨 床 研 究
雀巢 ORAL IMPACT 速癒素營養品為香港銷量第一的頑疾
治療專用營養品，已連續 7年榮獲「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
品
（免疫營養配方）品牌大獎」* ，備受頑疾患者及醫護界歡迎。雀

卡
析：
210 千
營養分
克
4
.
29
熱量
合物
8.5 克
碳水化
質
白
6.5 克
蛋

巢 ORAL IMPACT 速癒素擁有超過 80 項研究數據支持，以及超過
6,000 名以上患者參與研究，是歐洲臨床營養與代謝學會
（ESPEN）及美國腸外腸內營養學會（ASPEN）推薦的頑疾營養
配方，深受各界認同。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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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產品資料及任何諮詢，可致電 8202 9876
銷售點：屈臣氏、萬寧配藥部、華潤堂、
裕華國貨、卓思廊、各大註冊藥房及
醫院病人合作社
網址：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hk

ORAL IMPACT 速癒素營養品 •Arginine（精氨酸）製造膠原蛋白，促進傷口癒合。
獨特免疫營養配方
•Nucleotides（核苷酸）增加Ｔ淋巴細胞，提升免疫力。
功效備受認同
•Omega 3 fish oil（奧美加3魚油）EPA及DHA，有助抑制炎症。
提防謬誤「餓死頑疾細胞」
坊間流傳「餓死頑疾細胞」謬誤，部分病人因而減少進食份量，
但餓不死頑疾細胞，卻餓死了自己。身體缺乏足夠營養，導致
營養消耗多於吸收，體重因而下降，抵抗力及康復能力也會受到
影響，嚴重更會導致營養不良，形成惡病質（Cachexia），即使
恢復正常膳食也難以攝取營養，使生命受到威脅。

根據尼爾森2013年8月至2017年7月於全港超市、藥房及便利店癌症/化療/電療類別專用營養品零售調查報告（©2017尼爾森公司版權所有）
* 速癒素TM 營養品由2012年至2018年連續7年榮獲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品牌大獎（主辦機構：香港醫護學會）

#

雀巢佳膳適糖是為關注血糖人士
而設的營養補充品，每日飲用，
或有助於穩定血糖及維持體力。

脂肪
維
膳食纖

info

2. 然 後 加 入 佳 膳
適糖營養品拌勻
即成。

5克

有關產品資料及任何諮詢，可致電8202 9876
銷售點：萬寧、屈臣氏、華潤堂、指定藥房及
康復店有售
網址：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hk

少食多餐對於平衡血糖十分重要，因為進食
後 ， 血 糖 會 上升，尤其對於空腹時血糖已經較高
的患者來說更要留意。所以，注意控制食量和進
食時間，對穩定血糖十分有幫助。日常飲食亦要
懂得選擇低升糖指數（GI）的食物，55 或以下屬
於低升糖指數，當中包括含纖維質較多的食
物 ， 如 黃豆、糙米、粟米及燕麥；至於升糖
指數70或以上，就屬於高升糖指數食物，如白
飯、白麵包、薯蓉和西瓜等。此外，保持清淡
的烹調方法，少吃濃味食物和醬汁，可減少因血
糖偏高而造成的健康威脅。

雀巢佳膳適糖 集合多種營養
集合多種營養的雀巢佳膳適糖營養品，升糖指數為
28，屬低升糖配方。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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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及礦物質，尤其適合作為早
餐或小食。呍呢嗱味清淡可口，若想增加飽肚感和口感，可選擇
配搭燕麥片來吃。每天飲用雀巢佳膳適糖，並配合均衡飲食，或
有助於穩定血糖及維持體力；加上做適量運動及保持心情輕鬆，就
可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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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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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醫護人員歡迎成人紙尿褲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護肝產品品牌大獎

只需輕輕扶持 讓摯愛邁步向前

來自日本的安心保障 有助維護肝臟健康

隨着年齡增長，健康狀況或
多或少會產生變化，其中尿滲和
失禁問 題 ， 更是十分普遍，令患者
日常生活受 到 極 大 限 制 ， 甚 至 影
響 自 尊 心 。 來自瑞典的添寧
（TENA），憑藉50年以上的失禁
照護經驗，加上優質生活的設計理
念，推出的添寧復健尿褲，猶如加
厚內褲般輕巧又易穿脫，適合可自
行走動、輔助下可行走或於他人扶
持下可坐立的漏尿人士使用，而
家人只需從旁輕輕扶持，便可助身
邊摯愛重拾自信與活力。

貴 為 日 本 健 康 食 品 品
牌 S t e l l a 的 香 港 獨 家 代
理，SASAKI HK一直致力秉承日
本人追求高品質和專業認真的服
務態度，旗下各種保健產品和 優
質食材，成分均取材自天然材
料，並於日本製造及包裝，所有
產品均榮獲「GMP 工廠認證」，以
及經香港廠商會檢定中心檢測及
取 得 合格，確保產品的安全性，
其中王牌產品之一「E Plus護肝能
量 素 」， 特 別 適 合 忙 碌 都 市 人 服
用，由內而外幫助保護肝臟健
康。

復健尿褲設計輕巧
透氣，沒有一般成人
紙尿片的厚重感，
使用者更可自行處理
更換問題，免卻尷尬
之餘，亦能減輕家人
照顧的負擔。

添寧復健尿褲系列

「E Plus 護肝能量素」榮獲
日本 Natural Medicines HQ 產品認證

都市人常有休息不足、飲食不均衡
及煙酒過多問題，王牌產品
「E Plus 護肝能量素」是關注肝臟
健康人士的精明之選。

精選原材料

天然食材作原材料 獲日本高質量認證

尿失禁打擊自信 影響家人關係
復健尿褲備有輕巧型、長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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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效型
（約 4 次尿量）

廣島牡蠣

日本廣島的牡蠣生產量是日本第一，
它含有豐富礦物質和鋅，能有助肝
細胞再生，維持肝臟健康。

紀州南高梅

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有售的添寧，是全球No.1
成人失禁用品品牌 # ，其中設計輕巧的添寧復健尿
褲，是專為有漏尿問題的患者，提供可自行穿着，又易
於更換的照護，配合獨特的抗菌抑味技術及鎖濕防漏設
計，有助消除異味及漏尿的機會，穿着後外表也不着痕
跡；就算全日外出或需乘坐長途車，只要隨身帶備尿褲更換，
便能輕鬆無憂地享受社交生活帶來的樂趣。
適合以下漏尿人士使用：

銷售點︰惠康、百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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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高梅蘊含的檸檬酸能幫助緩解身體
的乳酸積聚及紓緩疲勞，是協助提神
和增強體力的天然優質健康食品。

#

輔助下可行走

info

輔助下可坐立

認知障礙症

數據來源："INCONTINENCE"4th Edition 2009; Editors Paul Abrams, Linda Cardozo, Saad Khoury,
Alan Wein; Health Publication Ltd 2009 (ISBN 0-9546956-8-2).

市場上的健康食品選擇多不勝數，消費者選擇時
難免感到困難。SASAKI HK 各種產品的原材料，均
來自日本的專業生產區域，確保所有成分均萃取自
天然食材，不含農藥和添 加 劑 等有損健康的成
分，其中一款王牌產品「E Plus護肝能量素」，是
一款有助強化肝臟機能及提升肝臟健康的天然健
康食品，主要成分包括無臭大蒜粉末、牡蠣提取
物、梅提取粉末、維他命 B1、B2、B6 和 E 等，特
別適合經常捱夜、休息不足、飲食不均衡和煙酒
過 多 的 人 士 服 用 。 產 品 更 榮 獲 由 日本 N a t u r a l
Medicines HQ 發出的保健食品認可證書「高質量認
證」，確認產品的品質、功效和安全性
均達到當地的衞生及安全標準，消費者可
安心服用。

一站式貼心網購服務
查詢電話：5505 0917
網址：http://sasaki.hk
Sasakishophk

可自行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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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野縣大蒜與普 通 大 蒜 相 比 ， 當中
的增精素高逾 2 倍，有助改善身 體
循環系統、消除肌肉疲勞和痠痛感，
並促進新陳代謝和分解糖分，是忙碌
人士提升體力的好幫手。

易穿脫設計 自行處理免尷尬

夜用型
（約 6次尿量）

輕巧型
（約2次尿量）

info

長野縣大蒜

不少長者認為失禁是羞於啟齒的問題，在自尊心
作祟和不想引起尷尬的情況下，或會令他們避開正
常社交生活，而減少長時間出外的機會。即使患者
願意使用紙尿片，家人亦需從旁協助清潔及更換，
有機會加重照顧者的精神和生活壓力，影響彼此關
係。因此，使用合適的失禁產品，不單有助解決患
者的生活困擾，更能減輕家人照顧的負擔。

位於日本的專業生產區
域，栽種各種天然植物
和食材，每日均有員工
們細心照料，確保原材
料優質無添加。

本着為顧客健康服務的使命，SASAKI HK 利用
網購取代傳統的面對面交易，好處除了可以減省成
本，提供優惠的價格外，完善的網上及電話客戶服
務，亦確保可於短時間內回覆每一位顧客，加上完善的售後服務和
妥善的送貨安排等，協助客人獲得健康的同時，能得到貼心、方便
17
又愉快的購物體驗。

FEATURES

香港團隊剛到埗金邊機場，柬埔寨衞生部官員前來歡迎

兩地合作機構會面

一個理念

萬人受恵

周醫生和整個團隊認為現在香港整體社會經濟騰飛，應該效法以
前曾援助他們的外國慈善團體，幫助其他地區有需要的人。作為
眼科專科醫生的他，決定為鄰近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先進的醫療技
術，作出貢獻。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先生（中）、眼科專科醫生周伯展（左五）以及一眾醫護
人員在流動手術車前合照（圖片來源：華裔日報）

眼醫周伯展赴柬埔寨支援醫療計劃
為萬人消除白內障
去年11月，亞洲防盲基金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與柬埔寨衞生部簽署備忘錄，
正式啟動醫療援助計劃 ——「一帶一路」．柬埔寨磅湛省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計劃首先在柬
埔寨的磅湛省進行，希望在24個月內為當地一萬個因白內障致盲的人做手術，繼而推展到其
他省份。安徽省政協委員、眼科專科醫生周伯展將過往曾在中國內地參與「掃盲」行動的豐
富經驗貢獻於這計劃。今年5月17日，周醫生出席了「一帶一路」．清除白內障行動的啟動儀
式，為當地送上祝福。
父被病魔煎熬

自小立志行醫

「爸爸是一位長期病患者，看見他受疾病的煎熬，我卻幫不上什麼
忙，覺得很無奈。」童年時期的周醫生因此萌生了一個念頭：他要
立志成為醫生！因為他相信用專業醫學知識幫助有需要的人會是一
件很美好的事情，而醫科亦是他感興趣的學科。
周醫生成為眼科專科醫生後致力開展防盲治盲的工作，任職亞洲防
盲基金的醫療總監。1997年，他以「特邀復明大使」的身份，參與
「視覺第一中國行動」，為白內障患者進行治療。2006年，他擔任
「亮睛工程」的副主席，協助醫院培訓眼科人才。透過多年致力推
廣和實踐不同的「掃盲」運動，為是次援助計劃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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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
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先生（左）、眼科專科醫生
周伯展（右）在香港與柬埔寨
衛生部長簽署備忘錄

於是，他們邀請外交部幫忙，並決定挑選柬埔寨作為首個受惠國
家。由於柬埔寨的磅湛省有大約八千人因白內障致盲，連同不斷
增加的確診數字，估計要為一萬位病人做白內障手術才能達到徹
底消除「白內障盲」的目標。確認受惠國家後，計劃迅速開始！

以新穎方法為術後病人「測試」視力
義工們在啟動儀式前一星期已開始為病人
做手術，讓部分病人先經歷復明。這個啟
動儀式意義重大，除了向當地市民宣傳這
項計劃和向他們灌輸健康意識之外，亦給
予當地義工鼓勵，激勵他們的士氣。

已完成白內障手術的病
人參與啟動儀式

醫生透過「新穎」的方法測試病人眼睛的
恢復能力，他們以印有中國國旗的醫生袍
給病人辨認。病人拆下紗布便看到中國國
旗，並能說出國旗的顏色和星星數量。這
意義特別大，他們失明一段時間，第一眼
便看到中國國旗，讓他們知道中國籌劃這
援助行動。
眼科專科醫生周伯展（左一）、中國駐柬埔寨
大使熊波先生（中）和醫生（右）為早一日進
行手術的病人拆紗布（圖片來源：華裔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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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贊助

醫生會在流動手術車內為病人做手術

眼科專科醫生周伯展（右一）向中國駐柬埔寨大使熊波先生（左一）、
柬埔寨副總理任財利先生（左二）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香港中心主
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右二）介紹流動手術車內手術室的情
況（圖片來源：華裔日報）

薪火相傳

由香港醫護學會主辦、白蘭氏 ® 贊助的「踢走失眠──剖析失眠成因及免疫力之關係」健康講座已
圓滿結束。主辦機構請來精神科專科醫生傅子健及註冊中醫師馮佳賢為在場各醫護人員講解如何
透過中西合璧方法來治療失眠，幫助大家提高睡眠質素。白蘭氏 ® 即場提供蟲草雞精給所有出席人
士試飲，並講解其科研報告，最後更送出健康禮品包，希望幫助大家好好入眠及增強免疫力！
傅醫生指出，睡眠問題與情緒病及身體疾病
息息相關，培養良好的睡眠習慣十分重要；
例如：

成就美事

要實踐這計劃，並非靠一己之力可完成，乃是要靠多個部門和組織的
合作。因此，這計劃啟動後短短兩個月左右，接受白內障手術的人數
不斷上升，運作得非常順利！如果以現在的成熟程序和經驗來說，將
來會否把計劃推展到其他國家，讓更多人受恵？周醫生指當第一階段
為柬埔寨的磅湛省進行「掃盲」行動完成後，希望計劃能延伸至柬埔
寨的每一個省份。以徹底解決該國的白內障致盲問題為目標，屆時才
推展到其他國家。周醫生笑言：「當計劃推展到其他國家時，可能我
已經退休了，要靠後起之輩接棒了。」

冬蟲夏草燉鮮雞湯

睡前眼睛避免受藍光刺激（如：手機、平
板電腦等）

傅子健醫生
精神科專科

若真的無法入睡，可下床做其他沉悶的事
情（如：閱讀休閒書刊）
調節空內燈光、溫度至舒適程度，理想的
睡房溫度為18度左右
不要數綿羊，有可能會越數越精神

醫生為當地小孩檢查眼睛
（圖片來源：大公網）

按時睡覺起床，建立睡眠規律
睡前一小時避免思考，別把煩惱帶上床

有助治療失眠（補氣養陰補腎）的藥材
後記
周醫生行醫三十多年，對清除眼疾的使命感有增無減，他
深深體會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諦，當見到病人的視
力恢復正常，這份滿足感是難以形容的。小編希望各位都
能效法周醫生樂於助人的精神，把自己所長適時貢獻予身
邊有需要的人，那世界一定變得更美好！

馮佳賢醫師
註冊中醫

藥材

性味歸經

功效

熟地

味甘、微溫； 有補血滋陰、益
歸肝、腎經
精填髓之效

黃蓍

味甘、微溫； 補氣昇陽，益衛
歸脾、肺經
固表，利水消腫
，托瘡生肌

玉竹

味甘、微寒； 養陰潤燥，生津
歸肺、胃經
止渴

冬蟲夏草 味甘、性平； 益腎壯陽，益肺
歸肺、腎經
平喘，止血化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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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疲勞湯水推介

冬蟲夏草具有助補元氣，增強免疫力
的功效；雞肉能溫中益氣及補勞損之
效。兩者配合能健脾、補肺益腎、補
氣補血。
成份：
鮮雞
冬蟲夏草
薑
淮山
杞子
圓肉

半隻
6-7條
3-4片
半兩
1湯匙
半湯匙

做法：
雞去皮，其他材料略為沖洗，
瀝乾
將所有材料放進燉盅
注入5碗水，隔水以大火燉大約
30分鐘後改慢火燉3-4小時
加鹽調味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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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Living

半小時
消暑湯水
懶人包
今年的夏天氣溫持續上升，相信大多數朋友
都會選擇飲冰水、食雪糕來降溫。但其實這
些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長期進食生冷食
品更可能對健康造成影響。
今期我們請來營養師李杏榆小姐（Annie）
為我們介紹一下超簡易的消暑湯水。

李杏榆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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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減肥法 瞓住都可以瘦

冬瓜豆腐湯（四人份）
煮食時間：30分鐘
難度：
材料：
冬瓜

1/4個

豆腐

1磚

薑

2片

鹽

少許

水

3碗

利用豆腐來代替肉
類，可幫大家清清腸
胃，消除平時過量肉食
而積下的肥膩感，清
新配搭之選

做法：
- 冬瓜去皮及籽後切細塊

作為醫護人員，經常要長時間輪班工作，瞓
覺時間都唔夠，莫講係做運動減肥？機緣
巧合下知道有個「佛系減肥法」－－ 運動神
經傳遞「減肥」療程 (VIRTUAL GYM)，今
期我地邀請咗註冊護士羅姑娘同我地一齊去
Skin Miracle HK 搵Ada Nurse 幫手，實行要
邊瞓邊瘦！

- 豆腐切細塊，大小與冬瓜相若
- 下油煎香豆腐後撈起備用
- 少許油煎香薑片後加入冬瓜，稍微翻炒後加入3碗水加蓋煲大約15-20分鐘
Ada Nurse

- 利用筷子「戳」入冬瓜，測試是否熟透
- 加入豆腐及少許鹽調味，轉細焗 3分鐘後即成
*因冬瓜會自行「出水」，所以要注意加水份量，避免「滾瀉」。

蕃茄肉碎蛋花湯（四人份）

VIRTUAL GYM具一級安全認可，由英美分子生物學家
研發的技術儀器，製於英國，擁有FDA及歐盟CE認證編
號。儀器主要透過模擬真實的運動模式達至減肥及修身
效果。

儀器會通過接收器發出微電流，啟動腦部訊號的運動頻率，讓肌肉產
生動力及有效地將運動訊息經運動神經傳遞到腦部。當腦部收到「運
動中」的體內訊息傳導，便會釋放燃燒脂肪的訊號，從而達到「躺著亦
能減肥」效果。一般運動只能燃燒表層脂肪，但VIRTUAL GYM卻能
燃燒12個脂肪層（包括內臟脂肪層），同時亦有通淋巴功效，達致收
緊身型效果。另外，治療過程中，亦可透過肌肉收縮過程，訓練及增加
肌肉量，讓基本代謝率提升，療程便不易有「反彈」情況出現。

煮食時間：30分鐘
難度：
材料：
蕃茄

4個

免治豬肉

100克

雞蛋

2隻

芫茜及蔥

約半碗

水

4碗

蕃茄含豐富茄紅素
和胡蘿蔔素，有助身體
提升抗氧化功能，亦有
助身體預防曬傷。烹調
時加入適量脂肪更有助
茄紅素釋出

駐場註冊護士Ada Nurse 細心地
講解療程

治療師於肚皮位置，貼上導電接
收器並開始療程

做法：
- 蕃茄切細塊
- 先用鑊炒香肉碎
- 加入蕃茄於肉碎內一同燜煮成糊狀
- 加水，待水滾後慢慢下蛋液，
慢慢攪拌後形成蛋花

羅姑娘 註冊護士（年資16年）
治療師先貼上導電接收器喺想瘦嘅位置，感覺有啲凍，然後駁上接收器。
療程開始有啲微電流感覺，肚有震動，通淋巴位置如腳部及手部有輕微麻
痺感覺，當度數慢慢調高後，腹部好似被皮帶箍住腰咁。腹部肌肉收縮，
就像做sit up用力時感覺一樣，但完全唔痛，仲好舒服㖭！做完療程一個
鐘後，肚皮開始散熱，肚形明顯變得緊緻。平日工作忙碌，無時間做運動
又想改變身形嘅醫護界朋友及上班族都不妨試吓呢個「佛系減肥法」喇！

- 最後加入芫茜、蔥及鹽調味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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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6397 3581 與Ada Nurse聯絡
地址：銅鑼灣耀華街21號華耀商業大廈17樓1707室

於肚皮，大腿及小腿
位罝貼上約
12-14塊的接收器，
可同時消脂及
通淋巴

療程完成後，
發現肚形變得
更加緊緻

百本讀者尊享VIRTUAL GYM
$500夏日體驗價（原價$1,500）
試做療程時間45分鐘
此券每人每次限使用一張
此券不予兌換現金
如有任何爭議，Skin Miracle HK保留
最終決定權
有效日期至：2018年8月31日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
服務人員協會資訊

BB按摩Step By Step
按摩前雙手先塗上按摩油，由腳部開始，然後到臀部、肚仔、胸、
手臂、手、頭和面，最後背部。BB按摩大概需時30分鐘。

嬰兒按摩小錦囊

「I LOVE YOU 」的按摩手法，可增加腸道蠕動，幫助排便及紓緩肚風等問題。

1

現時已有不少臨床研究證實父母為初生嬰兒按摩無論對父母及BB均有很
多好處，故此歐美，澳洲，台灣等地均已廣泛應用，例如澳洲很多醫療
單位為早產兒按摩以促進嬰兒成長及發育。

嬰兒按摩的好處，可以總結為生理及心理方面：

葉蕙卿
註冊護士及助產士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
會顧問
從事註冊護士及助產士工作已
29年，曾為超過100場母嬰護理
講座演講，現為嬰兒護理課程
導師

心理方面

促進腦部發展

增強自信心

增強肺部功能

穩定BB情緒，使心靈更平靜

強化免疫系統

加強人際關係

增進營養吸收

提高BB與環境的互動能力及
學習能力

促進腸道蠕動，改善肚風或便
秘等問題
有助強化肌肉，幫助發展協調
能力

按摩前先清潔雙手然後塗上按摩油

4

用手掌底部向下橫掃（肋骨最下面拉條
直線），不要按到胸骨，否則BB不舒服

3

手心位在肚上順時針 「打圈」

5

「I LOVE YOU」手法：以大腿中間作起點，另一邊終點，
通常利用兩隻手指的指腹在BB肚子上寫「I LOVE YOU」；
分3個動作：
「 I 」 字從左肚大腸位置向上劃
「L」 字則是從左向上劃然後轉右橫寫
「U」 字則是重複「I」「L」後再向下劃
如右圖箭嘴指示方向，並重複3次

注意事項：
在進行按摩前先問准BB許可，是對孩子的尊重
按摩時BB可能會舔到自己的手，故一定要選用純天然、有機及可食用的按摩油，例如：冷壓有
機芝麻油
須於臍帶脫落且傷口已癒合的情況才可做「I LOVE YOU」手法

增強感覺統合
提升睡眠質素

此外父母為BB按摩除了促進親子關係外, 還能減低產後抑鬱的機會。
26

2

OK？

資深註冊護士及註冊助產士葉蕙卿姑娘指出：「於BB出生後第二天已可以開
始進行按摩，功效會較為顯著。」

生理方面

先與BB交流，同BB講「媽咪幫你按下肚仔先」

關於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
由香港醫護學會成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母嬰護理員的專業水平，鼓勵同業持續進修母嬰
護理相關的知識。會員可優先報讀本會之資助課程、盡享購物優惠及獲邀參與不同主題的研
討會和交流會，接收最新的行業資訊和知識。

登記及查詢 : 3549 8014（直線）/ 9798 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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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

ADHD

錯
的
我
是
不
分心
與「獨特」兒童的
漫長鬥爭
小朋友活潑好動，但有時候又喜愛「發白日夢」，導致學習進度緩慢。家長可
能因此認為孩子是無心學習、頑皮或懶惰，但其實他們可能只是患有「專注力
不足及過度活躍症」（簡稱「ADHD」）。
今期我們邀請兒童體智及行為發展學科專科醫生杜蘊瑜向大家講解一下小朋友
專注力不足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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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體智及行為發展學科專科醫生

杜蘊瑜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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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人生步伐、
平衡健康活力增
問：

健康Q&A女性更年期

小朋友經常「坐唔定」，
每分每秒都「叉爆電」，
這是ADHD的徵狀嗎？

Q 女性更年期有什麼不適徵狀？
A 女仕們會發現有潮熱、流夜汗、失眠、皮膚轉乾、變薄和失去彈性等徵狀，這些徵狀可維持幾個月至幾年不等；可是體內的其他
重要變化，例如骨質流失和膽固醇水平提高等卻不能容易察覺。女仕踏入更年期後，在沒有女性荷爾蒙的保護下，壞膽固醇會上
升，加上血管壁的彈性減低，故患心臟病和血管疾病的風險亦會提高。屬本港65歲以上婦女的第2號殺手，於75歲後，死於心臟
病的女性較男性為多。

答「活潑好動」本來就是小朋友的特性，我們不能夠以一個表面特徵來定斷孩
子是否患有ADHD。若小朋友同時出現以下徵狀，家長便可能要多加留意：

Q 哪些女性面對更年期時屬高危一族？
A 若親屬內（尤其在母系內）有骨質疏鬆或心臟病的患者、在四十歲前已踏入更年期、吸煙、超重、高膽固醇、酗酒、糖尿病患者
或長期服用類固醇的女士。

- 注意力短暫或不能集中精神、不能依從指示完成任務

Q 如何知道接近更年期女性的骨骼強度和膽固醇水平？

- 不喜歡或不願意參與要花時間專注的工作

A

- 經常忘記重要事情

最有用的方法是進行骨質密度測試，測試結果可幫助醫生決定採用預防或治療的方法；而空腹12小時測試的血液樣本，可有效知
道膽固醇水平。

Q 什麼是植物類女性荷爾蒙補充療法？
A 大豆異黃酮屬於所謂植物類女性荷爾蒙。大豆提煉出來的蛋白質含有很高的異黃酮，異黃酮的分子結構和人體內女性荷爾蒙近乎

- 自制力弱易衝動，有反抗暴力行為

問：
ADHD的成因是什麼？
答 導致ADHD的成因未明，但一般說法認為與下列三個因素有關：
- 家族及遺傳因素
- 腦內化學物質不平衡
- 腦部構造差異

一樣，它可在更年期前後的女士體內產生輕量的女性荷爾蒙作用，對女士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好處。
（資料由客戶提供）

惠健PHARMASOY（穗花牡荊大豆異黄酮）重整人生步伐、平衡健康活力增
惠健Pharmasoy是利用高科技從大豆中提取出的天然植物異黃酮，沒有人工合成的異黃酮所產生的副作用。
Pharmasoy不含基因轉化成份。
主要成份： 在大豆提取的異黃酮 40mg，穗花牡荊 100mg
惠健Pharmasoy穗花牡荊大豆異黄酮膠囊於國際GMP標準廠房生產，生產步驟得到國
際藥物生產廠房認可。穗花牡荊大豆異黄酮膠囊普遍由醫生建議服用。
大部份女性不舒服的徵狀都是由更年期前開始，惠健Pharmasoy穗花牡荊大豆異黄酮膠
囊不會引起不規則經血，適合更年期前婦女服用；它更不會令更年期後婦女月經來潮，
帶來不便。
服用方法
請遵照醫生指示服用，劑量每日兩次；每次一粒，用清水送服，在未經醫生指導下不要轉變劑量。

重整人生步伐，平衡健康活力增

問：
如果小朋友確診患上ADHD，
應該如何處理？
答 首先，家長不應擔心子女被歧視而錯過最佳的治療期。現今許多研究證明，藥物加上行為治
療的模式是最有效的ADHD治療方法。家長應接納及體諒，寫下家裡的規則，訂立好行為計劃，適
當地安排功課、活動及休息時間。
其實ADHD並不罕見，每15位學童便有1人患上。ADHD可引致不少家庭和學業上的問題，對小朋友
的成長和家人關係都可能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家長如懷疑小朋友患上ADHD，應及早正視並尋找
專業人士協助，多加支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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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向積極正向專業人士的我，過去六年經歷人生轉捩必經的更年期階段。初期只覺晚上多夢、潮汗，後
來晚上開始容易緊張，夜間驚醒，時發時停，一時徵狀單發；一時徵狀多發。到發展為白晝偶有心悸，皮膚乾燥，
容易感冒；其間一直找不出徵狀原因，這對一向樂觀和心理健康的我構成莫大困擾。我心想持續運動會對身體狀
況有幫助，但結果只有少許改善。直到三個月前與醫生就上述徵狀作全方位討論、反思 --- 為何我樂觀積極卻有莫
名緊張，歸因可能是女性分泌進入調適期。經醫生介紹，我接觸到PHARMASORY PHYTOESTROGENS 具穗
花牡荊和大豆異黃酮成份的補充劑，心裏抱著積極一試的心態，只服了兩至三日已見成效，現在一直服用。過去
莫名緊張、潮熱狀況得到紓緩，人較之前輕鬆舒暢；並回復六年前平和心態，自我意識身體不濟和病奄奄的感覺
消失，夜裏驚醒狀況少了90%，心悸遠離、自我感覺良好、健康、重拾信心；另外皮膚亦回復彈性、滋潤，人也
年青了，一度遠離我的生活質素、愉快感和活力感重臨。在此要衷心感謝良醫介紹這種女性專用植物補充療法，
讓我重整人生步伐，平衡健康活力再增。
殷女士 碩士（優異）

如何索取進一步資料

請問自已醫生或聯絡Pharmacare

查詢熱線：2650 3028

人類的第三副牙齒

HEALTHCARE

世界上有假牙，但沒有假胃。試想想，若你長期配戴一副說話時容易鬆脫、缺乏咀嚼能力的活
動膠假牙托，會錯失多少「人間美食」？會令胃部有多難受？不論任何年齡的缺牙人士，若配
戴不合適的假牙，都會錯過好多品嚐美食的機會，長遠更可能會影響他們寶貴的健康及社交生
活。
68歲的梁婆婆有一個孝順的孫兒。有一天，孫兒發現原來外婆在過去5年，因配戴了鬆脫的活
動膠假牙托而沒有「牙力」咀嚼食物，營養吸收相對減少，導致體重不斷下降。於是，孫兒帶
婆婆看牙醫，希望可以找到合適治療幫助改善咀嚼能力。
孫兒帶婆婆諮詢牙科醫生的專業意見後，得知「鈦金屬植牙」是個可行及安全的選擇。梁婆婆
最後決心進行了種牙植骨小手術，時間約45分鐘。手術過後三個月，婆婆可以輕鬆自如地咀嚼
食物，營養吸收增加了，她的體重亦慢慢回復正常。
雖然植牙費用較活動牙托或固定牙橋為高，但植牙手術在香港愈見普遍。而植牙最大優點是手
術能獨立處理缺牙位置，不需磨細相鄰的牙齒便能擁有固定的義齒。新牙咀嚼功能猶如一般健
康牙齒，而且美觀耐用。
手術後，病人的牙肉會有少許腫脹，而術後首三星期的護理尤其重要。病人要以醫生處方的漱
口水保持傷口清潔，若傷口癒合良好，最快三個月後便可印牙模、裝配基座及牙套。
當然，任何治療也有限制，植牙也不例外。如果脫牙太久導致餘下牙齒移位、傾側或牙床骨嚴
重收縮，都未必適合接受種牙治療。而個人身體健康狀況也是非常重要因素，如果患有不穩定
的糖尿病和骨質疏鬆情況，需要特別注意。醫生初步會透過照X光片、立體電子掃瞄等儀器為
病人作全面評估。。

吳子傑 牙科醫生
一九九七年傑出大學生服務獎得主，一九九九年香港大學畢業，兼職
任教於香港大學牙醫學院超過八年。熱愛香港，參與義務工作和基層
口腔教育；更熱愛第三世界，多年來八次走訪柬埔寨等地大小村莊贈
醫施藥，給予村民脫牙止痛服務。曾為《AM730》及《經濟日報》的
撰寫專欄超過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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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胸肌」或是「乳房」
拆解「男性女乳症」
豐滿的上圍是很多女士夢寐以求，但若
出現在男士身上，卻是惡夢。這些所謂
「肥仔波」醫 學 上 稱 為 男 性 女 乳 症 ，今
期我們邀請到整形外科專科醫生陳肖龍
向大家分享其成因及解決方法。

優質內視鏡日間檢查中心
陳肖龍醫生
整形外科專科醫生

男女乳房結構一樣
出示此廣告即享折扣優惠，歡迎致電 2352 2180 查詢

陳醫生表示：「男性與女性的乳房結構是一樣
的，但女性乳房受到由卵巢、脂肪等產生的女
性荷爾蒙刺激使得乳房有明顯的增生發育；
而男性體內荷爾蒙則以睪丸產生的雄性激素
為主，因此男性乳房的發育在一般情況下會
受到抑制。」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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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女乳症是指胸部因為各種原因導致乳腺不正常發
育而增大。陳醫生指出，病因可分為原發性及病理性。
前者常見於初生嬰兒、青春期及成年男性身上。

男性女乳症

男性正常乳房組織

脂肪

脂肪

肌肉
腺體組織

肌肉

後者即是受不同病患影響的人士，一般由藥物或疾
病引起，如肝硬化、甲狀腺失調、腎衰竭等造
成荷爾蒙失調而刺激乳腺增生。若服食抗男
性荷爾蒙藥物的人士，亦會引起乳房增生，
但停藥後就會隨之消失。

病理性

原發性
新生嬰兒
受母親的雌激素影響

成因

青春期
受體內荷爾蒙變化影響
成年人 / 老年人
體內雄性激素下降

疾病影響：
肝硬化、甲狀腺失調、
腎上腺素失調、腎衰竭等
藥物影響：
服食抗男性荷爾蒙的藥物

（如：利尿劑、前列腺藥、化療藥物、
類固醇等）

配合抽脂手術 重塑男性線條
陳醫生指出，雖然男性女乳症並不直接影響個人健康，但有些患者
會因此失去自信，認為自己不夠「Man」而來求診。「針對不同增
生部份的結構，治療的方法亦不一。有些患者的乳房增生部分主要
由脂肪組成而較為柔軟，可透過抽脂方式改善外觀，手
術的傷口一般大約3-4毫米，術後需要穿著壓力衣一
段時間；而乳房增生部分較硬或較嚴重的患者，
特別是因皮膚組織過多而需要進行手術的患者，
則可以用新月形切口在乳暈周圍將部分皮膚及乳
腺切除，術後數天要以彈性繃帶固定胸部。由於
手術傷口是在乳暈與皮膚交界處，大部分人傷口
痊癒後並無明顯的疤痕，而此手術有時亦會配合抽
脂進行，視乎病人的個別需要。」陳醫生建議手術
後一個月應避免碰撞及劇烈運動，待傷口完全埋合
後便可以進行擴胸及掌上壓等鍛鍊胸部肌肉的運
動，從而重塑男性理想的胸部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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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九五零年在美國始創的傑出推銷員獎，至今成為國際公認的銷售大獎，地位
有如銷售業的奧斯卡，以嘉許出色的銷售人員，提高銷售專業地位。傑出推銷員
獎主要分為「傑出推銷員」及「傑出青年推銷員」兩個組別，後者為年齡二十五
歲或以下的年青推銷員而設。
金禧贊助機構：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中原集團管理有限公司及權威物業廣告有

莫裕生先生
張淑儀博士
何偉中先生
郭詩慧女士

限公司

張益麟先生

主要贊助機構：

贊助機構：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
行（亞洲）、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及新
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參賽公司數目：
79間

184位傑出推銷員及61位傑出青年
推銷員獲得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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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判團成員：

黃麗嫦女士
何偉明先生
胡百浠先生
曾德健先生
孔令文律師
卞家振先生
陳利華先生
巢國明先生
余錫萬工程師
尹美玉女士
陳偉能先生
BBS MH JP
朱偉傑先生
張綺媚女士
郭永亮先生
關志康先生
簡汝謙先生
余嫿女士
劉俊延先生
曾鳳珠女士

副主席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
榮譽顧問
英國特許市務學會（香港）
主席
香港通訊業聯會
會長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
理事及促進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工業總會
委員會主席
當年顧問
香港鐘表業總會
會長
香港廣告客戶協會
主席
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
理事會成員
香港旅行社協會
副秘書長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副會長（對外事務）
香港電腦學會
副總裁（政策及商務發展） 香港總商會
會長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副會長
香港工程師學會
執行委員會會長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
會長

香港房地產協會

會長
主席
主席
會長
2018總會會長
主席
南中國教育質量總監
常務副主席

香港零售科技商會
香港玩具協會
香港青年聯會
創意創業會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傑出青年協會
國際演講會
香港菁英會

第五十屆傑出推銷員獎頒獎典禮
日期：2018年6月15日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
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JP
得獎者人數：204名（154位傑出推銷員及50位傑出青年推銷員）
傑出青年推銷員組別最佳表現大獎：保誠財險有限公司朱靜誼小姐
傑出推銷員組別最佳表現大獎：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周為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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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暴力行為不代表有精神病。不過當中有五
至六成的施暴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而
不自知，其家庭成員或身邊人亦無察覺。如果
社會大眾對精神健康教育有更多認識，及早正
視問題，相信可以避免不少家暴或引申的悲劇
發生。”

疑家庭糾紛 女保鑣槍襲親人
曾繁光獨創減壓呼吸法
有些人在生氣時會出言傷人，有些人則以武力解決問題，但沒人想到在被列為全球首十位安全城市的香港，
有人會選擇槍殺方式來處理糾紛。六月下旬，有一位任職保鑣的女士疑因家庭問題未能與親友達成共識發生
了開槍施襲事件，轟動全城。有網民認為該女士不智，因她的選擇誤了一生，「返唔到轉頭」。其實暴力行
為背後往往隱藏了難以察覺的情緒困擾，今次筆者邀請了香港著名精神科專科醫生曾繁光接受訪問，希望幫
助大家加深了解家庭暴力及情緒問題的關係，曾醫生亦分享了他獨創的「正方形呼吸法」，教大家如何放鬆
自己。
導致家庭暴力的原因，曾醫生有以下的看法：

暴力會「遺傳」嗎?

有人說暴力是有「遺傳性」的，童年時期受虐的人長大後容易
有暴力傾向。曾醫生亦不否認這個說法：「可能是暴力或衝動
的基因影響，亦可能是家庭氛圍影響。人類是很笨的，好多時
都會靠過往經驗去解決問題，所以當小朋友長期遭受或目睹家
暴，將來他們以同樣手法處理問題的機會亦大增。」

嚴重抑鬱症可引發家庭悲劇

曾醫生指，抑鬱症症狀包括連續兩個星期情緒極度低落、無緣
故地哭泣、無法快樂起來、易倦、失眠、事事力不從心、認為
自己是失敗者。部分患者最後會感到生無可戀，但又怕自己了
結生命後另一半及孩子會失去依靠，結果為了「減輕」家人痛
苦，先把家人殺了，然後自殺。雖然抑鬱症患者予人感覺是靜
態的，看似難跟家庭暴力牽上關係，但當患者沒有接受適當的
治療時，隨時被絕望的黑洞吞噬，引發家庭悲劇。在香港這個
高壓的都市，類似的悲劇亦不時發生。曾醫生續說，有研究發
現，原來大部分的自殺者於生前已經有抑鬱症的跡象可尋，如
果當初可以及時發現，提供適切的治療及支援，相信很多悲劇
都可以避免了。

「正方形呼吸法」

1.個人層面問題
有酗酒或濫藥習慣的人士
自制能力會較低，難以控
制自己的憤怒情緒。若觸
踫到他們的「底線 ∕引爆
點」，容易做出衝動的行
為。另外，不愉快的成長
經歷亦會影響他們的性格
或對事物的認知，日後有
機會以暴易暴。當然，腦
部的先天缺失都會影響個
人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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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處問題
醫生相信「家裡只有愛，
沒有真理。」家庭關係裡
沒有所謂對錯，若堅持己
見，會令關係愈見惡劣。
大家亦應見眉察色，發生
衝突時，可嘗試「轉
channel」分散對方注意
力或離開現場冷靜一下。

3.信任問題
「信任」對於建立良好家
庭關係很重要。醫生舉例
說「一位女士因懷疑伴侶
有外遇，零晨時分向先生
進行盤問，若不從實招來
就不讓對方睡覺。其實該
女士的行為足以對對方造
成精神壓力，而他最後亦
有機會忍受不了而動粗，
引致家暴。」

4.家庭權力爭鬥
醫生認為權力鬥爭是家庭
暴力的根源。小至「今晚
食乜餸呀？」都可以爭論
一番；而現今家庭最常見
的紛爭可能是大家對育兒
方式的分歧，若無法達成
共識，最後可能會導致暴
力行為，而受虐者可以是
伴侶，甚至小朋友。

人於極度憤怒時容易做出衝動行為，「放狠話」是最常見的情況，雖然
當中沒涉及肢體暴力，但某程度上已造成精神虐待。曾醫生說「情緒管
理是一種個人修為，需要學習的，最簡單可以由練習深呼吸開始。」有
意識地調節呼吸的深度及頻率時，有助放鬆繃緊的神經，於睡前做深呼
吸動作亦有助眠之效。曾醫生續說，要達至完全放鬆的狀態，要訣在於
「專注」。除左深呼吸外，其實做一些令自己專注又不帶精神刺激的事
情（例如數佛珠）都可以讓人放鬆心情。

1. 先用手指於胸膛前畫一個邊闊如肩的正方形
2. 閉上眼睛，準備練習在心裡「畫」一次正方形

曾繁光醫生
精神科專科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精神科）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

3.「畫」第一條邊時吸氣5秒，由1數到5
4.「畫」第二條邊時忍氣5秒，由1數到5
5.「畫」第三條邊時呼氣5秒，由1數到5
6.「畫」第四條邊時休息5秒，由1數到5
7. 如是者練習30組，每日大約練習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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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主辦

走路能防老人痴呆？

Living

贊助

中西醫淺談
癌症免費講座
近幾年搬到愉景灣居住後，已經不想搬回市區了，除空間變多了之外，發現自己變得越來越快
樂。最主要的原因，莫過於隨時隨地都可以做運動。我每天都會在區內走路半小時，只要穿上
球鞋，隨處走走，不但身體健康，兼且心曠神怡，原來天天走路對身體有十分多好處：
走路不會患老人痴呆症
由University of Kansas 研究顯示，經常做運動的人讓腦部神經活躣，令腦部血管更健康，可
以預防老人痴呆症。還可以減少壓力，腦部釋放更多腦內安多酚，令我們更快樂。
走路可以預防青光眼
青光眼是指眼球內的液體受到太大壓力引致的視力衰退。而走路剛好減低眼球的壓力，還會增
加眼睛的微絲血管的循環。因為走路時，眼睛會轉動，眼球肌肉自然地運動。
增強肺功能
戶外活動，可以吸收更新鮮的空氣，增加肺部的帶氧量，不但幫助呼吸系統功能，更有助於提
升免疫力。
走路令胰臟功能更強壯
走路能夠消耗體內的血糖，減少胰島素的分泌，間接減少胰臟的負荷。走路亦可以消耗熱量，
有助減去多餘的脂肪，若能夠持之以恆，不但可以保持體重，更加可以令身體免疫力增加。
我們每天只需要30分鐘的時間，每星期最少三至五次，久而久之，你會發現身體狀況，變得越
來越健康，情緒亦會相對地穩定。

根據2014年香港死亡數據，癌症是香港人的頭號殺手，平均每三人便有一人死於癌症，
死亡數字以每年1.6%持續增長。因此，我們要正視癌症的潛在風險，防患未然。內科腫
瘤科專科醫生黃曉恩分享癌症的治療方法，又建議我們在不同年齡可開始接受不同的癌
症篩查，預防癌症。此外，註冊中醫師吳家緯醫師介紹了多款中藥和食療，她指出靈芝
可以健脾、補氣和安神；而雲芝有健脾利濕、清熱解毒和抗腫瘤的功能，癌症患者可在
治療期間食用。透過中西醫角度分享癌症的資訊，讓參加者一除疑慮。

香港人的癌症篩查時間表
開始年齡
25

男士
∕

女士
子宮頸抹片（有性經驗）

有鼻咽癌家族史：人類疱疹病毒第四型血液檢查、鼻咽鏡
慢性肝炎帶菌者或肝硬化：甲胎蛋白血液檢查、肝臟超聲波

30

∕

40

考慮乳房造影檢查
大便隱血測試 ∕乙狀結腸鏡 ∕結腸鏡

50

可考慮肛門指診、前列腺特異性抗原檢查

∕

癌症的治療目的和方法
根治性：第0-3期

紓緩性：第4期
局部性治療：
全身性治療：

•根治性手術
•輔助性（術後）電療
•輔助性（術後）/ 新輔助性（術前）全身性治療
•紓緩性全身性治療
•紓緩性電療或手術
•手術、電療
•化療、荷爾蒙治療、標靶治療、免疫治療

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

黃曉恩醫生

靈芝VS雲芝

郭致因 Gammy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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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草姬國際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擁有加拿大卑詩大學護理學系學位及
本港註冊護士專業資格，曾修讀自然療法醫師課程，現為香港中文大學
EMBA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研究生。於2006年獲得由城市青年商會頒發的
「創意創業大獎」，2015-2017年擔任創意創業會董事及副會長；另為
九龍樂善堂當年總理；平日喜歡繪畫及寫作各類健康書籍及專欄，推動
大眾關注健康。

靈芝

註冊中醫師

吳家緯醫師

古稱
當代常見
主要成份
主要作用
其次作用

雲芝
統稱為芝

赤芝、紫芝
靈芝酸、腺苷等
抗衰老，輔助癌症治療
健脾、補氣、安神

青芝
多糖肽 (PSP)
調整免疫功能，輔助癌症治療
治肝、改善肝功能，預防感冒

靈芝

雲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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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咗唔用Ｍ巾可以有幾盡？

Living

最新一期
香港醫護學會
認可產品名冊
2018
實體精裝版
每本只售$88

月經，可說是每位女性的摯友，更年期前總會定期到訪一次。但伴隨而來的生理反應，如腹脹、
經痛、頭痛、經血過多等不適症狀都會讓女士們煩惱不已。而經血過多，更有機會造成貧血，
對日常生活帶來各種不便。

免費電子
揭頁版

按此

最近遇到一位女士，打算到偏遠地區參與義務工作，完成使命。逗留時間可能長達數年之久。
但該名女士一直受經血過量的情況困擾，除了要頻密地更換衛生巾外，更出現了持續貧血的情
況。所以她打算接受另一名醫生提議的一勞永逸方案——「切除整個子宮」。而這次來求診，
是想徵詢一下切除子宮的手術能否於幾個月內復原。

收錄了最新經由學會認可的優質健康產品，為
市民大眾提供一個選購優質健康產品的指標。

聽畢當下我感到非常愕然。因為我從沒有想過，竟然會有人為了節省更換衛生巾的時間而選擇
放棄子宮！難道沒有別的方法來幫助到她嗎？經過一番講解，我建議用藥物的方式來幫助她。
由於檢查後確定病人子宮正常，沒有纖維瘤等異常情況出現，適合放置一個藥性子宮環及注射
一支停經針。使子宮內膜盡快萎縮，再由藥性的子宮環將停經的效果延續下去。這個做法的醫
療開支不單比切除子宮手術的成本大幅下降，更可避免後者帶來的風險，同時又達到病人的要
求——「去到偏遠地區不需要經常換衛生巾」，一舉三得。他朝病人若回心轉意時，只要把子
宮環取出來，就會繼續正常來經，不減生育能力。結果病人經過考慮後，決定接受我的建議。

認可產品種類

病人離港前再來覆診，似乎一切都相當穩定，血紅素回升，她亦滿心歡喜地準備出發。
我很認同她去偏遠地區做義務工作的理念，希望她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去實踐理想。所謂Never
Say Never，或許她回港後，會想結婚生小朋友呢！何必要去到「一刀切」呢？我都不想做「Dr.
切（音：Chan）」呀！

陳少慧 婦產科專科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家庭醫學名譽臨床助理教
授；兩名小孩的母親，喜歡與美女們「貼地」分享婦產科醫療資訊，暢
談「女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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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家電
及儀器

營養
補充品

護理用品

食品及飲品

新一屆認可產品
現正接受提名，
請即致電本會查詢詳情。
銷售地點： 香港醫護學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計劃查詢：3549 8014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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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生活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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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會員禮遇：

直播節目

百本送禮

獨家採訪演藝名人、醫學奇才和運動健將等，
讓你輕鬆了解各領域的知識和趣事。透過嘉賓
和網友的互動，可零距離全接觸。

為你搜羅多款禮品，令你「有得玩，有得
拎」，增加你對新事物的體驗，為生活加
添驚喜。

醫療健康資訊

街頭訪問

知名專科醫生、中醫師和營養師針對時事，分享
健康知識和提供專業建議，助你輕鬆全面解憂。

走訪社會每個角落，打聽眾人的「心底
話」，千奇百趣的想法令你笑逐顏開。

Sale
購物優惠

研討會、交流活動和
考察活動

會員聚會
和工作坊

接收最新行業
資訊放送

登記後將有專人聯絡確認會藉及通知領取迎新禮物

查詢 2575 5668 WhatsApp
網上登記 https://goo.gl/aSr5SK
*送完即止。主辦機構及禮品贊助機構保留更改禮品的權利，毋須另行通知。

百本健康生活
Facebook專頁

產品實測
透過產品試用和介紹，將產品效用真實的一面
呈現在眼前，為你的健康提供更多選擇。

5581 9256
立即「讚好」專頁，
享受箇中樂趣！

相關專頁：
百本專業護理
服務有限公司

百本人才
培訓學院

百本店

INTERVIEW

鈞溢護老中心
長者開心 家人放心
機構資料
地址：新界屯門仁政街 6至14號及18
至24號慎成大廈地下1B舖部分
及1至3字樓
電話：2618 2882
傳真：2618 9997
面積：15,161平方呎
床位：155張

設施方面
以「用心照顧，細心關懷，長者開心，家人放心」
為宗旨提供優質護理服務。

院長有感：
十分榮幸鈞溢護老中心獲評定為優質服務院舍，我們希望繼續透
過專業及第三方評審機構，對我們提供之長者服務提出中肯的寶
貴意見，加以改善，以做到「長者開心，家人放心」。

• 院舍每層均設有公用空間作用膳及
活動之用，提供充足的公用空間
• 設施整體保養良好，地板、天花及
牆身整潔，空氣流通，光線充足，
沒有異味
• 每間房有間隔圍板，為院友提供充
裕的居住面積及足夠的私隱度

評核員評價：
管理層積極優化院舍環境，院舍三樓的位置屬全新裝修樓層，環
境及間隔寬敞，軟件及硬件均能達到「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要
求。員工與院友及其家屬之間相處融洽。希望院舍能持續進步，
樹立良好榜樣。

服務及環境方面
• 院舍定期為院友舉辦不同活動，
包括院內活動及外出活動，提供
多元化生活
• 食物來源及處理有妥善監測及記
錄
• 院舍交通方便，距離屯門西鐵站
僅5分鐘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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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發及銷售點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907 0217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私營診所/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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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29號
5間
衡怡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
6間
惠豐中心
旺角彌敦道664號
10間
利東大廈
中環利源東街9號
10間
海富中心
金鐘夏愨道18號
10間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71號
10間
愛賓大廈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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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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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間
264-2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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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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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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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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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間
57間
58間
64間
116間
143間
576間

卡佛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60間
彌敦道26號
尖沙咀彌敦道26號
60間
中建大廈
70間
中環畢打街1-3號
雅蘭中心一期
80間
旺角彌敦道639號
萬邦行
8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
嘉賓大廈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 80間
尖沙咀亞太中心
90間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旺角中心
151間
旺角彌敦道6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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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
持續教育學院（紅磡灣校園）

明星專訪 醫療資訊 專欄分享

Facebook

百本
百本健康生活 / Bamboos Life

Website

www.bambooslife.hk

BamBoOs!Life現於CircleK及各大報攤有售

尖沙咀場地首選
適合舉辦聚會、講座、培訓、
暑期活動、親子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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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醫院病房場景，拍攝場地首選

位置方便，扶手梯直達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位置方便

•全場佔地約兩萬呎，地方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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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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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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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近設有停車場，適合駕車人士

可容納人數

課室 9

30

課室 4

65

課室 10

70

課室 5

70

演講廳 9+10

110

演講廳及多用途室
3+4+5

200

課室 7

40

課室 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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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0日前租用可享優惠
租場服務熱線:2575 5600
5609

海洋中心

北京道
一號

北京道

九龍酒店
L4
L3

4樓
星光行

1881

L6

半島酒店
梳士巴利

重慶
大廈

彌敦道

場地

50

國際
廣場
C1

港鐵尖沙
咀站

場地

朗廷
酒店

九龍公園徑

可容納人數

課室 3

廣東道

海港城

租用詳情

喜來登
酒店

道
巴士
香港
星
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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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頭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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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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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詳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