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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店
Bamboos Shop
凡購物即送您
獨家設計百本原子筆1支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敏感皮膚
濕疹專用

個人護理
必備
獨家呈獻

皮膚護理系列

無患子抹草
泡澡精油

低敏配方
減低敏感痕癢

美肌之誌面膜系列
原價：$198

$178

板町酵素潔膚皂

無患子洗髮精
90間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151間
余道生行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7號余道
生行801-804室
10間
生薑
茶樹
何首烏
彌敦道26號
尖沙咀彌敦道26號
60間
獨創日本專利a-TCP美白終極修護牙膏

長者地區中心
41間
牙齦護理
長者活動中心
$69.9
防牙周病
膠原蛋白
茶樹
木瓜
韓國Wettrust女性護理系列
57間
原價：$160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el8te系列58間
$120
愛家天然手工皂
自負盈虧及合約院舍
間
長者鄰舍中心
116間
津貼及合約院舍
香港老字號品牌 中藥廠生產信心保證
韓國Mamonde
143間
羊奶玫瑰保濕 炭薄荷
迷迭香柑橘
羊奶玫瑰
100%天然的油脂及藥草製造
花萃補水補濕鎮定爽膚水 沐浴乳
洗髮露
潔膚露
私營安老院 保濕面霜
576間
原價：$89.9

挪威阿斯麥系列

肺健寶
肝健
呼吸系統配方 排毒護肝配方

防口臭

64

羊奶寶寶
溫和沐浴露

GOLD LIFE NUTRITION系列

草姬系列

保健養生
系列

美白修護

華人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29號
5間
惠豐中心
麥蘆卡
旺角彌敦道664號
腦還童
活心丸
亮目丸
葡萄籽 蜂膠1000 蜂蜜5+ 月見草油
10間
源自澳洲 全系呵護
愛賓大廈
衍生小兒食品系列
首席健康品牌
NewSOKA系列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
15間
兒童魚油 複合維生素
永隆私人銀行中心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二期
32樓3201-3204
10間
鯊魚軟骨粉

牛初乳片 蜂王漿

開奶茶

七星茶

御醣方茶及御酯方茶
*圖片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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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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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Kong
iDANCE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9:00 - 21:00
御藥堂中醫中藥坊
查詢電話： 3468 7383安康護理有限公司
陳玉儀體重及飲食管理
百本店 Bamboos Shop
最新購物優惠
Grace Time Asia Limited(Jo-

為金錢工作，容易疲倦；
為理想工作，不易疲倦；
為興趣工作，不會疲倦。
各位同工：
偶然總有朋友問，你打算什麼時候退休？我打趣答：如果退休是指能有空做自己
喜歡做的事，那麼，我可能已經退休了。
工作佔據人生大部份時間，若然只在空餘時間才能快樂，人生的確很艱難。普通
人都夢想，發達就不用工作。但很奇怪，很多發了達的人，卻仍然熱衷工作。
工作的快樂是成就感和精神的愉悅，這種快樂是充實的，不是娛樂消遣後一時的
快感。
最好的工作，就是能夠做自己真心喜歡的事。在百本，我認識了很多做得投入，
忙得開心，累得快樂的專業醫護人員。
如果沒有熱情，工作會變成交差，變成忍受，變成噩夢。抱著這樣的心態，就更
難成功。
有些人努力做自己喜歡的事，所以有成績。其實，有更多人因為先努力，有點成
績後，就漸漸喜歡上自己的工作。
為金錢工作，容易疲倦；為理想工作，不易疲倦；為興趣工作，不會疲倦。
女友問男友：「我若是瘋了，你還會愛我嗎？」
男友堅定地說：「愛！」
女友沉思了一會，憂愁地說：「如此，你愛的只是我的外表！」
負面的人總有負面想法。
心態，決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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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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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長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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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兒時寄人籬下
嬲到一日唔食飯
麥包小時候有段日子寄人籬下，同住的親生叔叔對他
並不友善，「為逃避叔叔責罵，我試過躲在被子裡一
整天不出來吃飯。但是當時即使跟父母說了，他們亦
不理解，爸爸還是只顧著辛苦賺錢供養我們一家。」
父親對家族的擔當，使他長大後才明白，「今生可以
成為一家人是緣份天註定，更應該珍惜。做人應該記
事不記仇，記仇只會令自己充滿負能量，但記事令人
進步，我會知道哪些事我不應該做！」

最
愛
的
女
人
麥長青（麥包）入行30年，集體回憶兒童節目「閃電傳真機」
主持到近日大台熱播的「街市遊樂團」，穿越各區街市，麥包
總是給人親切、正派的「入屋」印象。原來街市的情對於麥包
來說，是意味著親情和愛情。「小時候被媽媽拖著去街市幫忙
提東西，現在是被老婆拖著去街市。這兩個女人對我來說是很
重要，所以街市對我來說是很重要！」這位自稱不懂浪漫的男
人，原來可以咁感性！
4

Text / Suki Cheung Design / Lemon Lam Photos /Sam@sam.photo Venue / Filters Lane Coffee

為入行母死慳３個月生活費
麥包坦言媽媽一直反對自己入娛樂
圈，但當與小編談及媽媽對自己
的付出，麥包不禁眼泛淚光。
「剛進入TVB Interview時人人
都有一套西裝，而我準備的只
有3套T-Shirt加牛仔褲。即使得
到寶珠姐（陳寶珠）的認同，
媽媽還是堅持放學後，帶我去買
了一套完整的西裝，花了我們三個
月的生活費。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語，
埋單那刻畫面，我永遠不會忘記！」後來媽媽寫給麥
包的一封信裡，更叮囑他要踏實做人做事，不能辜負
所有。讓小編深刻明白，原來母愛亦可以如此深沉而
有份量。

BamBoos!Life
麥長青專訪花絮

5

睡前做「接吻魚」為愛情保鮮
麥包與太太的婚姻今年已踏入第18個年頭，夫
妻二人恩愛非常，羨煞旁人。當小編問及有何
「保鮮」秘訣，麥包平淡地說：「回到家中我
是完全放鬆狀態，與太太更無話不談，雖然脾
氣有點急躁，但太太EQ很高，不會跟我『硬
碰硬』，爭論到不可開交的時候會轉移話題，
很快問我今晚想吃什麼，最後會被她軟化。」
每個人的家庭、婚姻都有其獨特的相處方式，
是不可複製的。每晚睡前麥包都會給太太「情
深的一吻」，這已是一個十幾年的習慣，當有
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亦一「吻」解恩仇。
使

仔女一動一靜
希望囝囝更有擔當
不是每個人天生就懂得如何做父母，麥包認為
「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是對子女最優質的
教育方式。「我經常跟他們說，在智慧和常識
上，我暫時會贏他們少少。但在學習知識上，
他們一定會更勝一籌！家姐很活潑，在讀書、
人際關係方面都不需要我擔心。但因為男人與
生俱來在體力上佔優勢，要承擔更多，所以希
望性格內向的細佬更獨立，培養他有責任感的
一面。」

6

現在生活條件比以前好了，麥包儘管事業上再
忙，每年亦抽時間一家四口去旅行。他惋惜在
子女們童年的時候，因工作太忙沒有花時間陪
伴，現在希望趕上進度，建立更親密的親子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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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12年

方欣碩醫生

骨科專科醫生及瑪麗醫院
矯形創傷外科榮譽副顧問

最深刻一次 生死關頭
20名醫勇救 鐵騎士

ISS評估值爆表
傷者「九死一生」

日輸40包血
如換血3次

骨科世家
從小喜歡「煎皮拆骨」

2017年7月25日早上薄扶林道近蒲飛路
交界發生了一宗嚴重交通意外，一輛疑
違例 右 轉的 私 家 車重 撞 駕駛 電 單車 的
23歲青年伍潤庭，伍頭部及身體多處
骨折。發生意外後，10分鐘就被送到
瑪麗醫院急症室接受初步檢查及手術評
估。方醫生說：「去評估一個傷者的存
活程度有一個計分機制ISS（傷害嚴重
程度得分Injury Severity Score），
我們將病人分成不同部份的器官，受傷
程度越嚴重會被評估越高分。當時他的
心臟主動脈撕裂大出血、胸腔及肺部嚴
重充血、雙腿腿骨直插出體外，就這三
個創傷已『爆曬分』！不過傷者因為年
青，而且生命力強勁，到第二日手術後
已經甦醒，可算是奇蹟。」

因傷者當時情況危殆，已等不及被送到
骨科手術室。他與另外三位骨科醫生當
機立斷，在急症室為傷者進行腿骨外固
定及清創手術。「大家在沒有X光機輔
助下，憑經驗固定傷者腿骨，順利將1
小時的手術以10分鐘內完成，更深刻的
是傷者全日共輸血40包，即將全身血換
了3次，打破常人紀錄。」小編在旁聽
著都覺得驚心動魄！

方醫生的爸爸、叔公都是著名的骨科醫
生，在醫學環境的薰陶下長大。「爸爸
經常帶一些醫學電影和書籍回家，雖然
當時我未看得懂，但已經知道在皮膚上
割一刀，打開就會見到肌肉。生活中，
我還喜歡拆開手機、收音機等，再組合
回一起，從小就喜歡研究這些。」

在急症室完成接骨手術後，除了時間緊
迫，原來另有蹊蹺。方醫生透露：「瑪
麗醫院的血管科手術室在K座11樓，而
骨科手術室在F座，是兩個完全不相通
的地方。所以我們把工具搬到急症室，
完成手術後直接把病人送去血管科進行
手術，省卻了運送的時間。」與新建成
的醫院相比，肯定是硬件上的不足，但
值得開心的是，瑪麗醫院很快就有新大
樓落成，情況得以改善。方醫生亦驕傲
地說：「因環境不足，我們醫護人員的
應變能力已訓練得好有效率，在這次搶
救中盡顯優勢。」

訪問結束前他說：「完成手術當晚，我
開心到瞓唔著！」在採訪過程中，讓小
編感受到方醫生對職業的熱情，遠高於
帶來的負面情緒。

相信大家和小編一樣，都很好奇幾個月前瑪
麗醫院急症室的車禍重傷者，初步評估被判
「九死一生」的伍潤庭在「生死關頭」一刻
不為人知的故事。而為伍駁骨的骨科專科方
欣碩醫生更表示：「這是入行12年最深刻的
一次搶救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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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日本製造

健康美齒 由今天做起

冬日嘉年華

適合任何年齡 解決口腔問題

日期：2017年11月10日（五）

免費入場

及11日（六）
及11日
（六）

獨創 a-TCP 專利美白終極修護牙膏

時間：下午12時至晚上10時（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30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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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需預約）

牙齦護理
防牙周病

10/11(五)

藥用液體牙膏

a-TCP
及草本藥用

防口臭

蘆薈提取物及洋甘
菊提取物
給予你清爽和豐富
的草本薄荷味

（CNE：2分）**

18:00-18:45

冬日嘉年華開幕典禮
19:00-21:30

荔枝味

歐洲七葉樹提取物
及烏龍茶提取物
給予你輕鬆柔和的
柑橘薄荷味

檸檬味

（只限醫護人員）

不得不知的女性私密保養法——常見女
性健康疾病及日常保養講座（CNE：2分）**
19:30-21:30

（只限醫護人員）

異位性皮膚炎之護理講座

福袋 大放送

主要成份

15:00-17:30

舒緩關節痛症及骨質疏鬆的預防方法講座

免費心房顫動檢測*
免費手握力測試*
免費血糖測試*
免費茶點招待 * 需預約

(since 1954)

【功效】

【功效】
有效去除烟漬，美白牙齒
填充流失的礦物質
有效修復牙齒微裂隙

淨化口腔
保護牙齒防蛀牙
預防牙齦炎，牙周炎，牙肉炎

快速消除飛滋，消炎，消腫
潔白牙齒，預防口臭
適合孕婦及兒童使用

（CNE：1.5分）**
羅曼諾止汗爽
身香體噴霧

維他奶鈣思寶
大豆高鈣飲品

更 多 登記及出席
禮 品 醫護人員可獲贈

天然
藥用兒童啫喱狀牙膏 安全配方

BIODERMA BIODERMA
強效滋潤
強效滋潤
修護霜45ml 潔膚啫喱8ml

SMILE HONEY 年長人士專用藥用牙膏

3種
天然植物
潤濕口腔

11/11(六)
10:30-13:00
STRIKING
爆炸糖-可樂味

位元堂川貝枇杷
雙層潤喉軟糖

優先 預約方法

NASK納米纖
維智能口罩

2. 致電

3907 0217

3. WhatsApp
1. 網上登記表格

預約

9515 8650

新媽媽產後注意事項與初生寶寶的營養
飲食須知講座（CNE：2分）**

16:00-18:30

糖尿病的成因、防治和飲食講座
*CNE(RN/EN)為香港護士管理局認可之持續護理教育學分
**CPD(HW/HCA)為香港醫護學會頒發的持續醫護進修學分，
學員修滿40學分可晉升成高級保健員或高級健康服務助理

協辦：

獨有含高成分木糖醇

（只限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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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爭議，百本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主辦：

香橙味

秋冬鼻敏感高峰期——中西醫談鼻敏感
的舒緩法及飲食建議講座（CNE：2分）**

（CNE：2分）**

首200名可獲
艾王沐浴露或
TUNG舌頭刷及
清潔凝膠試用裝

草莓味

14:00-16:00 已滿座

【功效】
徹底滅鏈球菌突變體
預防和保護牙腔和牙齦炎
具有廣泛的抗菌消毒能力
雙重細微柔軟硅，滋潤口腔
有效去漬、預防口臭

向牙菌斑，
變形鏈球菌
SAY NO !!!!

含冬蟲草

含甘草根

含人參

天然涼爽
草本薄荷味

藿香
薄荷味

肉桂
薄荷味

促進血液循環
【功效】

【功效】

有效促進血液
循環
適合牙周病引
起致牙齦腫脹
人士使用

有效收緊牙齦
預防牙周病
適合刷牙後牙
齒，牙齦出血
人士使用

活化細胞組織
【功效】
有效舒緩發炎
抗炎功效
適合牙齦嚴重
腫脹和出血的
人士使用

支持機構：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
贊助機構：

收歛功效

火炭坳背灣街37-39號峰達工業大廈503室
查詢：2785 9888 Whatsapp：9388 1696 官方網店：www.shop.keiz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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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Padanghusta Dhanurasana
雙腳碰頭弓式
紓緩部份
難度：

肩胛骨，椎骨

功效：

肩胛骨得到伸展，從而減輕肩部僵硬同時能將所有椎骨
伸展，整個身體受力而變得更有彈性。

林芊妤 COFFEE
潮教Yoga緩痛症
潮流興瑜伽，好多女星都推崇備至去學，好
似黃佩霞、鍾麗緹咁，都想藉住瑜伽Keep
Fit。今次小編請到瑜伽潮人Coffee林芊妤，
佢除咗有副先天嘅驕人Body外，亦都好努力
練習瑜伽並考獲國際專業牌照，之後索性自
立門戶轉行教瑜伽，依家重有唔少女學員絲
打支持㖭。今次Coffee會同大家示範一些不
同難度的瑜伽動作，有助紓緩唔同部位肌肉
緊張及疼痛。

Parsva Utthita Hasta
Padangusthasana
加強單腿平衡式 紓緩部份
難度：

Eka Pada Sirsasana
紓緩部份
單腿繞頭式
資歷
2013年，林芊妤（Coffee）生了一
場大病。手術病癒後，Coffee決定
通過運動改善身體，還考取了國際
認可資格瑜伽證書，自此之後開始
了她的瑜伽導師生涯。瑜伽對她來
說，是一次重生的機會和人生態度
的改變，因為瑜珈不但讓她的身體
保持健康和身形健美，也讓其性格
變得更加自信樂觀，所以她現在一
直在她的社交平台積極推動健康人
生的風氣，教授人們透過瑜珈放鬆
心寧，也利用瑜珈運動幫助香港人
抗壓。

難度：

肩頸部和背部，
大腿和腿部肌肉

功效：

動作需把腿放在頸後，會感受腿的重量和壓力，能增強頸
部和背部，大腿和腿部肌肉也得到完全伸展。腹部肌肉會
感到收縮，同時會增強消化功能。

Dwi Pada Koundinyasana
紓緩部份
八字扭轉式
難度：

脊柱，頸部和
手臂

功效：

能使脊柱變得更有彈性，頸部和手臂變得有力。同時能
加強腹部器官，使腸部蠕動，從而排除體內毒素。

大腿和腿部肌肉

功效：

增加腿的柔軟度及身體的平衡力，有助避免因長時間站立時
令肌肉變得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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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動作五花八門，胡亂模仿動作容易引致肌肉拉傷的情況。所以
大家應根據自己的能力，如身體柔軟度和平衡力，循序漸進咁嘗試
各種瑜伽動作，盡力而為。除咗緩解身體嘅疼痛之餘，大家可以一
嘗做瑜伽嘅樂趣！所有動作最好請教瑜伽導師意見後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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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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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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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 Silky Oil
美肌護膚精華液-1
（莫諾伊和摩洛哥堅果─葡萄籽油）

匯涵術泰─抗菌殺毒傷口護理
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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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涵口泰─口腔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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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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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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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痱滋等口腔
不適症狀
．減少厚膩舌苔形成

雅膚─皮膚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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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頭皮痕癢
．針對頑固型頭屑、油性頭皮屑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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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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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09:00-21:00
查詢熱線：3468 7383

壓瘡預防治療要趁早 照顧患者少煩惱
對於需要長期臥床的患者來說，身體一旦出現壓瘡問題，便代表著除了要對抗原發病，亦會增加身體疼痛、細菌感染機率，
或引起其他併發症的可能。院舍一直都十分重視對長期臥床長者的照護，醫護人員亦積極了解各種對抗壓瘡問題的方法，
希望為患者提供更適切的照護。香港醫護學會邀請了老人科專科醫生莊麗醫生及註冊營養師葉俊言先生，為大家詳細講解
預防及治療壓瘡的妙法，以及建議患者如何透過日常飲食，增強體質，降低誘發併發症的機會。

莊麗

老人科專科醫生

壓瘡易發部位：
骶骨
腳後跟
坐骨結節
大轉子
腳踝外側

預防及治療方法：
協助患者每兩小時轉換坐姿或臥姿
時刻關注長期臥床病人的皮膚狀況，及早發現並進行適切護理
使用減壓輔助產品，如氣墊床、戴腳套，以改善皮膚受壓情況
徹底清潔傷口，移除受損組織，避免細菌感染
有細菌感染情況需要服用抗生素藥物
適當使用止痛藥物，減輕患者痛楚
受嚴重感染的患者必要時要截肢，抑制細菌蔓延至身體其他部位
攝取足夠營養，以增強身體抵抗力

髂嵴
骶骨
大轉子
坐骨
外踝
跟骨

葉俊言 資深註冊營養師
蛋白質 —— 可生成及修補細胞組織
氨基酸 —— 有助膠原蛋白合成，以舒張血管
液體 —— 補充傷口的水分流失
熱量 —— 熱量不足，加重蛋白質流失
維他命、礦物質 —— 有助膠原蛋白合成；抗氧化功能
以保護表皮，使不易受細菌侵害

隨著年齡遞增，人體肌肉的分
量和質量都會下降，40歲後每
10年肌肉會自然流失8%。長者
應補充足夠的蛋白質營養素，
加強身體肌肉的合成，提升新
陳代謝，有助壓瘡傷口癒合。

HEALTHCARE

梁家駒 齒科法醫
全球首位華人齒科法醫專家，並獲
得英國皇家內科學院法醫學榮授院
士等專業資格。梁醫生同時兼任香
港東華學院醫療科學系法庭科學名
譽教授、中國法醫學會常委、國際
紅十字會法醫顧問及國際刑警法醫
小組成員等要職。
曾參與過鑑證工作的國際案件包括
南亞大海嘯、倫敦住宅大火、馬尼
拉「8‧23」慘劇；本地則有HELLO
KITTY藏屍案、「雨夜屠夫」案、
嘉利大廈大火案。

「屍空見慣」：
首位華人齒科法醫
靠一隻牙尋腐屍身份
HELLO KITTY藏屍案、嘉利大廈大火案、雨夜屠夫是香港開埠以來的
大案件，當中不少案件情節更被拍成電視節目、出書等等，雖然多
年已過，但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記憶猶新。今次難得請到曾經參與
上述大案兼為全球首位華人齒科法醫梁
家駒醫生接受訪問，踢爆法證工作鮮為
人知的一面，為你揭開齒科法證工作神
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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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醫生向小編展示其診所內
的真實人頭骨標本

燒到牙都無 仍能辨認身份
有牙存在的案件就需要到齒科的法醫，但有齒科法醫的案
件卻不一定有牙。齒科法醫會優先去看人的脖子、頭部及
口腔，接觸的屍體均有一定程度的腐爛，加深搜證難度。
「當指模跟DNA都無法獲取的時候，法醫科的同事便會通知
我們去進一步辨認死者身份。」牙齒在法證領域是舉足輕
重的參考證據，能分辨死者性別、死亡歲數、和生前習慣
等。梁醫生解釋：「一般家居火災的溫度高達1,000度，足
以消滅人骨，但牙齒的琺瑯質在1,400度才會消失，而一些
補牙物質或牙套，更要在1,600度才開始融化，所以現場找
到的牙套和假牙，都是破案的重要關鍵。」

陽具注射鹽水 重現興奮狀態
除頭部和口腔外，牙印亦是齒科法醫的搜證範圍。相對於牙
齒組織，牙印易受不同因素影響，需要從力度、角度等方向
判斷。如鳳凰城的風化謀殺案中，發現牙印的陽具如是在興
奮狀態下被咬，便要透過鹽水注射入死者陽具，模擬勃起狀
態，方可取得牙印，以便作鑑證。

劇情中以為氣味強烈的萬金油和白花油是萬能的辟臭法
寶，但實際上，花油的氣味不足以蓋過屍臭，而現實中
不少行家以燒香和煙草辟味，故行內不少人都有煙癮。

入行多年無撞過「鬼」
梁醫生從來不害怕鬼魂，亦沒有見過鬼魂，家族經營殯
儀生意而從小接觸鬼神之說的他坦言，「天網恢恢，疏
而不漏，若然未到，時辰未到」，既然有心從事法證工
作，便要準備面對工作帶來的一切。回顧他搜證多年的
經驗，參與過的多件轟動案件，案中死者均經歷極殘酷
的對待，但他卻未嘗試過有靈異的經歷，唯一的不安是
已考獲潛水牌的梁醫生自參與南亞大海嘯搜證後，事發
至今仍然不敢下海。他反指，法證的宗旨在於幫助死者
尋回身份和沉冤得雪，能安撫死者家屬的傷痛，是他從
事法證的最大動力和使命，故即使面對死者亡魂，他亦
心無畏懼。

水浸屍味似爛豬肉 行家「食煙」為辟味
梁醫生指出，由於齒科法醫主要負責辨認死者身份，接收的
屍體的腐爛及完整情況都較「差」，屍斑、屍蟲等令人心驚
膽跳的情境在他眼中早已「屍」空見慣，猶其在水浸泡過的
屍體，發出的劇臭猶如擺放多天的豬肉。他坦言很多時候都
要面貼面檢查屍體，從屍體內部找有力證據。然而，被問到
有何辟臭大法，他卻一笑置之，指自己從初入行到現在都不
用任何消臭工具和方法。他解釋，嗅覺會慢慢適應環境的氣
味，即使氣味難當，久而久之便能忍受；而一般公眾從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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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舞建立正能量
成功不是一條方程式

INTERVIEW
玩火玩出人際溫暖
大會的音樂總監吳國敬老師認為：「流行文化一直都影響著別人，
歌曲除了談情說愛之外，我們也要帶出正面訊息。我為這個活動創
作的歌叫『人浪』，意思是齊心事成的團體力量，歌詞是非常正面
的，我加上一些富有節奏的節拍，就可以將正能量訊息打進聽眾的
心裏。就像釗峰說，說教並不是好辦法，我們透過這個活動，令年
青人感受到人際關係的溫暖，正能量就是由年青人的群體活動中培
養出來。」
宏星盼延續舞動精神 大舞臺上創世界紀錄
宏星慈善基金陳志堅博士表示：「基金一向樂於幫助學生，所以這
活動和我們理念吻合。我們父母的年代可以說是獅子山下的精神，
而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令下一代感受到舞動香港正能量的精神。
我更希望這活動能夠年復一年的延續下去，今年的活動只不過是第
一步，來年將會推出更多元化、更大型的全港活動，幫助更多人。
大舞臺朱仲賢博士對舉辦大型激勵活動非常有經驗，所以我們一拍
即合。」

真「程」對話
近年有不少年青人自殺個案，部份可能因為
遇到一時的挫敗，又或在生活上得不到滿足
感便踏上輕生之路，情況令人憂慮。但我相
信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潛能，能夠充分
發揮便可找到滿足感。因此，我發起了舞動
香港正能量，主辦機構有大舞臺及宏星慈善
基金，仁美清叙協辦，並由吳國敬創作主題
曲，釗峰@C All-Star主唱，Sunny Wong擔任
舞蹈總監，務求以舞蹈與大家齊創健力士世
界紀錄。
星級排舞的一團火
以舞蹈創健力士世界紀錄，實在想不到比
Sunny Wong更適合的老師人選，Sunny說：「其實
每一個年青人都有團火，這麼多人聚在一起去進
行一個舞蹈壯舉，一定能夠激起熱情。自己教跳
舞那麼久，常遇到一些學生，他們根本不知道自
己的目標，上課前總是垂頭喪氣，但一跳完舞之
後，經過和其他同學以舞比拼，自信心就大大提
升，原因是他們找到一樣有滿足感的事情。」
攀登天梯靠自信
講到年青人自信心問題，本身亦是年青人的釗峰
自有一套見解：「身為一個歌手，我會問自己要
怎樣去幫助時下年青人？我覺得一個表演者能夠
做好每一個表演，唱好每一首歌，讓大家有一個
開心愉快的經驗，給予別人一份正面的榜樣，才
是最重要。其實我也經常去不同學校跟同學們做
分享講座，盡量去分享一些生活上好玩的事情，
譬如唱歌跳舞等，只要讓他們知道世界是美好，
生存是充滿意義的，反而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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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仲賢博士是舉辦激勵活動的權威，他說：「我們去學校做分享的
時候，絕不會跟同學說負面說話，反而是告訴他們世界上有很多很
好的事情等著他們去做，像釗峰以歌唱出名堂、Sunny以舞令天王
天后爭相合作、吳國敬以曲感動人，又好像其他藝人，我們邀請過
森美講述如何由抑鬱到樂觀，甄澤權大談變成街頭魔法王之路，林
曉峰自爆怎樣排除萬難成為金牌司儀等，讓學生們知道只要找到喜
歡的事情就要盡情去做，成功其實不止一個方程式。我們今次的活
動是要大家知道，不論是藝人還是普通學生，只要積極參與，人人
都可以創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關於「舞動香港正能量」
「舞動香港正能量」大型活動將於2017年11月19日下午在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心舉行，活動由吳國敬擔任音樂總監，Sunny Wong擔任舞蹈總監，釗峰
@C AllStar主唱主題曲，屆時還有林奕匡、Super Girls、BOP天堂鳥、曹
震豪、黃心美、鄭啟泰等多位藝人出席，希望結合演藝界、教育界、商界
等力量，以舞蹈創造健力士世界紀錄，推動香港「正能量」，讓青少年感
受到成功的道路不只一條，只要有正面積極的思維，人人都可以創造自己
的世界紀錄 。

程瑤博士 Dr. Donna Ching
工商管理榮譽博士，第一屆世界傑出華人青年企業家得主。程瑤是著
名活動統籌機構「大舞臺」總監，以及慈善團體「仁美清叙」主席。
她和教育、娛樂及社會服務界關係密切，經常身體力行舉辦活動去幫
助有需要人士。近來積極推動「舞動香港正能量」創健力士世界紀錄
大型活動，幫助青少年面對情緒問題，激勵正面思想，以專業回饋社
會，以愛心燃亮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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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性交會猝死?
心臟病患者運動有限制
性生活前做足準備
林醫生表示十分鼓勵病情穩定、長期服藥的冠心病患者進行
性生活。透過性生活，患者心情變得愉悅，長遠而言，可以
幫助疾病的癒後療程。
注意事項一：自我測試體能——患者要嚴謹評估自己能否負
荷性生活的體能需要，如果患者可以承受走兩層樓梯的運動
量，過程沒有任何不適，則完全可以恢復一般性生活

冠心病患者做劇烈運動的憂慮
很多劫後餘生的冠心病患者，對於劇烈運動是可免則免，
對性生活更是誠惶誠恐，擔心性生活對其病情造成負荷，
甚至出現性交猝死的恐懼心理。
性生活對維繫夫妻感情十分重要，若冠心病患者缺乏正
常性生活，可能會出現情緒困擾，例如抑鬱、焦慮等等
不利病情的情況。不過，對於嚴重的冠心病患者來說，性
生活的確是其病情的負荷。到底患者如何在性生活與病情
或會加重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呢？

注意事項二：隨身攜帶「救命藥」——為避免意外，若性生
活時出現不舒服、胸悶心痛等，就要立即停止，進食「脷底
丸」，短暫擴張血管，紓緩徵狀，然後求醫
林醫生強調進行性生活時，患者也應該自量，不宜進行過於
劇烈的性動作及時間過長，懂得適時停止。當然，要維持恆
常愉快的性生活，患者就要從生活做起。培養健康的生活習
慣，戒煙戒酒，進食低脂、低糖、低鹽食物；堅持運動；定
期進行身體檢查，特別是高危人士，即超過40歲的女士、
50歲的男士；除此之外，保持心境開朗對性生活和冠心病情
的恢復都有一定好處。

冠心病是心臟血管的常見病，在香港最常見的致命疾病中
居第三位。因為冠狀動脈變得狹窄，甚至閉塞，難以供應
足夠血液給心臟肌肉，導致心臟缺乏日常所需的氧氣及
營養，從而形成的疾病。
慢性冠心病患者運動時會覺得胸悶，但休息數分鐘就可恢
復；急性冠心病患者則是在毫無預警下，血管突然阻塞，
造成急性生命危險，需要幫助病人於「黃金五分鐘」*內
恢復正常心跳，再送院進行「通波仔」手術，否則有機會
猝死。

*「黃金五分鐘」
概念來自腦科。腦細胞缺乏足夠血液，就會失去功能，導致腦細胞壞死，變成植物人。所以，「黃金五分鐘」說的就是
在五分鐘內讓病人恢復心跳，防止腦細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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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逸賢醫生 心臟科專科醫生
於香港大學畢業並取得John Anderson Gray
Medal。曾於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及英國倫
敦皇家布朗普頓醫院(Royal Brompton Hospital)
接受心臟科的訓練。在2011年取得醫學博士
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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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
創會誌慶
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
GBM, GBS, MH,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
JP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
週年晚宴
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時間

招待及設遊戲攤位：晚上6時半至7時
專題分享 及晚宴：晚上7時至9時半
地點

尖沙咀彌敦道100號The ONE 18樓譽宴．星海

（港鐵尖沙咀站B1出口，沿彌敦道往佐敦方向直行大約4分鐘）
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SBS, PDSM, PMSM, JP

立法會議員（衛生服務界）李國麟教授
SBS, JP

營養師專題分享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MMCCA. I look forward to
your contribution for enhancing the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quality of the public, and sincerely wish
MMCCA every success in the future.
Professor Hon Joseph LEE Kok Long
Member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內容

精彩表演節目

遊戲攤位

豐富禮品

對象

歡迎助產士、兒科或婦產科醫護人員、催乳師、陪月員、嬰兒按摩導師
敬請預先登記#

報名及查詢：3907 0217 / 9515 8650 薛小姐

誠摯邀請
網址：www.healthcare.org.hk/mmcca.html

#如非協會會員，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將自動登記加入協會。如報名人數多於限額，
*本會保留活動一切權利
將以抽籤形式分配名額及個別通知中籤者。

血管閉塞可致不舉
本港肥妹比肥仔多

HEALTHCARE

減肥是女人一生的事業！根據年初一項調查發現，有6成人BMI超標及有中央肥胖問題，當中女
性較男性問題更嚴重。
有很多女士不解，自己身材纖瘦，為何有肚腩？其實男性腰圍超過90cm，女性超過80cm，便是
中央肥胖身材，而且女性居多，比例大約是4:6。很多女性即使食量不多，但缺乏運動很難
build up肌肉，體內堆積脂肪便很難消耗。但因男性的肚腩大一點，而女性則在臀部或其他地
方分佈脂肪，視覺上會誤以為「啤酒肚男」會更多。
中央肥胖除了使人有機會患上糖尿病、中風、癌症等風險增加，原來對男女性生活的影響亦不
容忽視。因外形上使對方降低慾望之外，生理上亦會影響男性陽具血管閉塞，從而出現不舉問
題。減肥和戒煙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
所謂欲速則不達，減肥亦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坊間有不少快速瘦身的「靈丹妙藥」，其實百害
而無一利。至於糖尿病藥off-label用藥方法，如胰島素以外的糖尿病藥物，會促使身體排出
糖尿；注射中央肥胖針，能消除人體脂肪，保留肌肉。最後提醒大家每個星期減1-2kg才算健
康，反彈機會少，同時達到長期健康效果。
因此，為了自己和另一半的幸福，應該是時候去制訂一個減肥計劃了！

陳凱旭醫生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畢業於香港大學，同時擁有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愛爾蘭皇家內外
科醫學院兒科文憑及英國卡的夫大學皮膚科實用文憑。近年專注於皮膚
疾病治療、心臟檢查、疫苗注射、醫學美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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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口氣是指口內出氣臭穢的一種癥狀，中醫會考慮以下幾方面，包括留意是否口腔、腸胃問題、
鼻腔疾病、不良的飲食習慣等。不得不提，口氣還可以因為血糖、肝、腎或肺部健康問題所引
致。
最常見口腔問題包括蛀牙、牙齦炎、牙周病、口腔粘膜病等都會引起口氣。如果牙縫、舌苔等
藏有食物殘渣及厭氧硫磺菌，經過發酵及分解，會令口腔發出難聞的氣味。
很多人或許不知道，糖尿病人或會發出一種爛蘋果味道的口氣。若患者呼出這種氣味，證明其
身體內的酮體濃度已經非常高，接近或達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水平。高血糖也容易使毛細血
管堵塞，形成口腔組織的供氧不足，引起口臭的厭氧菌大量繁殖，嚴重會出現潰瘍、炎症等口
腔疾患。
長期有口氣人士應盡早就醫，中醫認為要根治口氣便要針對不同的病因，再根據不同人體的體
質作出個人化治療對症下藥。

糖尿病

因為胰島素相對不足，使糖代謝紊亂，當一個人血
糖高於標準而未加以控制，體內的脂肪分解後就會
產生酮體，其中α-酮戊二酸便有這種味道

臭雞蛋味

肝臟疾病

肝衰竭時，肝臟代謝能力減弱，分解毒素的能力下
降，導致血氨升高出現此味道

尿騷味

腎病

若病程惡化到慢性腎功能衰竭階段（俗稱尿毒症）
時，由於患者不能把某些毒性物質排出體外而保留
於血液中，就會使病人呼出氣體

血腥味或
腐腥臭味

肺部疾病包括支氣管
炎、肺炎、肺膿腫甚
至肺癌

多由積於肺部的黏液所致。其中，肺結核或支氣管
擴張咯血者常出現血腥味口臭；而肺膿腫患者及晚
期肺癌患者則會於口腔及呼氣中出現腐腥臭的味道

腸胃疾病包括慢性胃
炎、胃潰瘍、胃食道
逆流（胃酸倒流是其
中一種）等

食物在胃內留置時間過長，會經由胃腸及食道往上
至口腔釋放出來










馮佳賢 註冊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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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蘋果味

食物酸臭
腐敗的異味

有口氣原因

香港大學中醫學碩士（針灸）、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及香港浸會大
學生物醫學（榮譽）理學士學位。曾獲蘋果日報、星島日報、fitD營等
邀請撰寫中醫專題，並為多間機構及政府部門作中西醫講座講者，包括
新城財經台、新城數碼生活台、復康會、匡智會、勞工處等等。

--------

身體隱疾

--------

口氣味道



爛蘋果味可能係糖尿
口氣揭示身體隱疾

Medicine

--

--

--

-

--

--

--

--

--

--

--

SMART

定做首期好？
比個仔去外國讀書

Living

網上熱談「比個仔去外國讀書定做首期好？」，作為人父及財務專家的我，認為應以年輕人的
意願為先，第二是知識，第三是見識！讀書是去學習知識，去外國旅遊或留學則是增廣見識！
除了以上這三個考慮原則外，其實我們可以幫子女比首期去買樓！
我太太原本想大兒子做醫生，但他的志願是做藝術家，順利成章我們把他送到外國見識！至於
買樓，雖然兩個兒子也不喜歡我幫他們，眼見細兒子對工商管理及投資有一點興趣，我便給他
一個小物業策劃如何收租投資。我認為父母幫子女買樓無可厚非。正如我們上一代，集一個家
庭的財力協助某成員讀書或者買樓，其實都是很普遍的事！（分別只是物業的價格不像上一代
般容易買得起！）買樓、旅遊、供書教學都只是一個培養下一代及與他們溝通的「工具」！然
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作為父母不應該將其視為是必須的任務！教仔有很多方式，沒有權
威及專家，沒有一人可做父母典範，任何教法也存在失敗的風險。
如果你有一層樓，你必須要在幫助子女留學及留層樓給他們選擇其中一樣，很多人也認為「穩
定的生活又怎及得上兒子有知識呢？」留學增加知識及見識之餘，也要在乎他的志願及天份。
人生價值觀念的取捨只有靠你自己，這方面沒有人可以幫到你。最後，我認為樓宇留在身邊就
仍有升值的機會（當然也有貶值的可能性），但對於日後家庭的需要比較，如將來養老，似乎
是一個較穩定的選擇了！
「HEA做」、「慢做」不是錯，年輕人最重要不要半途而廢或者原地踏步！有人說年輕一代打
機都可以打到創造到一隻好App，重點是如何進一步真正實踐，而不是空口說白話。未來的路
是屬於下一代的！無論是對或錯，重點是「食得鹹魚抵得渴」！自己選擇的路就不能「輸打贏
要」！
人生的選擇路上，每每充滿各樣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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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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IE

罕有正宗備長炭日式串燒

IZA居酒屋
香港的日系料理愈開愈多元化，除了流行多年的
壽司、刺身外，其他庶民美食如餃子、拉麵等都
在香港開了專門店，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和風味
濃的居酒屋。

「燒鰻魚」肉質和味道也很不賴， 雞皮燒脆後猶如濃縮了整隻雞鮮
如果再燒焦一點，可令魚身炭香 味的薄片，只需輕巧的調味便是
味更濃
佐酒的一流美食

居酒屋經常在日劇會出現，是打工一族和學生聯
誼的重要社交場所。今次介紹的居酒屋位於圓方
美食廣場，主打「備長炭串燒燒烤」。在日本，
下至路邊小檔，上至高級的烤鰻魚店，都一定會
用到備長炭。由於備長炭燃燒時無煙無臭，火候
容易控制，所以燒食物時，較能確保不會表面燒
焦而內裏未熟透。但在香港申請炭燒牌照，要經
過繁復的工序，過程千辛萬苦。因此，能在香港
吃到貼近正宗炭燒的天然香味，非常難得。
這間居酒屋價格豐儉由人，有別於其他圓方食肆
的高檔定位，更有日式備長炭燒的亮點。所以若
路經此處，不妨試試體驗一下日本上班族放工的
消遣方式！

「燒喜知次魚」，Kinki以油脂多 四格「炸物小拼盤」有蕃薯、辣餃
聞名，最適合燒製
子、炸洋蒽圈等

IZA 居酒屋
尖沙咀柯士甸道西1號
地址：
圓方(Elements)頂層
R011號舖
電話：
25221800
營業時間：12: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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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T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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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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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誌：www.siuyeahdragon.com

「串燒拼盤」中以「牛舌」最
好味，鹹香有咬口。燒青椒表
皮帶炭燒的香味，內裏質感
軟滑

SMART

Living

4

1
木瓜奶是否豐胸佳品？喪食木瓜會升CUP？

為何亞洲人的胸部CUP數普遍不及西方人？

相信不少女生都有聽聞過食用木瓜對豐胸的好處，並認為木瓜含有幫助分解食物的酵素，
能幫助消化和吸收蛋白質，促進乳房發育。所以，木瓜牛奶會被認為是豐胸的佳品。
可是，木瓜其實並沒有豐胸的效能。胸部發育所需要的營養是脂肪和蛋白質，所以木
瓜牛奶當中的牛奶才是胸部發育需要的營養。除牛奶外，亦可選擇乳酪和芝士等
奶類製品；如果對牛奶敏感，可改為豆漿或豆腐等食物。

胸部組織主要由脂肪構成，而影響脂肪組織的數量和分佈的主因則是基因和父母遺傳。當然，飲食
對身體的脂肪量會有影響，如進食不同的蛋白質食物和含高脂肪的食物。歐美人士不但擁有較亞洲
人身形豐滿的基因，而且西方飲食比亞洲食物含有更高的蛋白質和脂肪，令西方人能在青春期發育
期間進食更多營養，助長胸部升CUP。

5

2
豐胸是否一定要吃肉？

豐胸要先增肥？

豐胸需要進食一定的蛋白質，卻無需只吃肉類。不同的食物有不同
種類的蛋白質，而素食者要補充蛋白質亦有不同的選擇，如奶類
製品、雞蛋、豆類、 果仁、 藜麥等。然而，進食過量的蛋白質
也未必一定能有效豐胸，因為身體所有器官和細胞都需要蛋白
質，吸收了的蛋白質有機會用作其他用途；而且身體亦無法消
化大量的蛋白質，所以毋須進食過多蛋白質食品，甚至進食
蛋白補給品。

由於乳房很大部份是脂肪形成，所以肥人的胸部比
例上更大，而瘦削的人士胸部則較容易「縮水」。
但一般人要豐胸卻不一定要先增肥。只要體質並
非過瘦，進食足夠營養和熱量， 即可令豐胸過程更
順利。

6

3
進食激素和膠質食品，可「以形補形」刺激
乳房生長，令胸部更挺？

40歲後升CUP無望？
人體的新陳代謝會隨年齡增長而逐漸衰退，而胸部
的生長亦會因而受到影響，故年長的女士會有機會遇
上升CUP困難。因此，女士們要把握青春期的黃金時
期，進食足夠的蛋白質，以供胸部發育所需要的營養。

有研究顯示，進食含植物激素的食物對乳房生長有一定幫
助，但暫時未有肯定的數據支持；而膠原蛋白則是蛋白質
的一種，對身體各器官，細胞和關節都有幫助，對整體健康
都有好處。建議進食天然的植物性激素和膠質食品，避免進
食過量人工合成的食物，減低有機會引致的健康風險。

李杏榆 營養師
人類營養學碩士 (Glasgow Univeristy, U.K.) 食物營養學學士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K.) 於驗身中心及醫學美容中心任職私人執業
營養師，主要負責體重管理，改善三高，跟進懷孕前後營養及飲食，於
多個健康網站撰寫營養專欄，及為不同團體舉辦健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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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護老院

環境優美 舒適寬敞

機構資料
地址：荃灣荃威花園第三期商場
6/F Q-U室
電話：2492 9879
網址：http://www.tingoncare.com
面積：24,000 平方呎
床位：251張

院舍本著「敬老、愛老、護老」的宗旨，
由資深專業護理人員創辦及經營。

院長有感：

設施方面

本院創辦超過二十年，去年首度參加且於今年第二次通過「優質長者
服務計劃」，透過計劃全面評審和評核員專業意見，使院舍設備和環
境能與時並進，而且計劃的交流活動可讓員工掌握新的護理知識和技
能，持續提升服務質素。

• 地方寬敞，設有獨立房間，為
長者提供舒適活動空間及足夠
私隱度

評核員評價：
院舍位於荃灣半山區，環境清幽，設施齊全。員工態度良好，與院友
相處融洽。冀望院舍繼續努力，精益求精，為區內長者提供優質服務。

• 人手充裕，且設不同區域，方
便調配人手，確保院友有充足
的照顧
• 院舍特別設有物理治療室，為院
友定時進行舒展筋骨運動

服務方面
• 定期安排醫生、註冊護士、物
理治療師等醫護人員為院友進
行健康檢查
• 院舍設有藥物處理系統，亦有
兩個護理站及電腦程式協助記
錄院友藥物資料
• 社工為院友安排多元化活動，
如暢遊迪士尼樂園及生日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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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9 8029

多元化

明星
專訪

醫療 與健康生活

專欄
分享

醫療
資訊

資訊平台

百本
百本健康生活 / Bamboos Life

www.bambooslif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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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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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營診所/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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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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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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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成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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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銀行中心
中環夏愨道12號

新世界大廈
2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16-18號
萬年大廈
2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
格蘭中心
20間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
興瑋大廈
21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36號
恆隆中心
22間 銅鑼灣百德新街2-20號
東角中心
24間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
24間 恆成大廈
佐敦彌敦道363號
30間 南豐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30間 264-298號
卡佛大廈
35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彌敦道26號
35間 尖沙咀彌敦道26號

中建大廈
70間
40間 中環畢打街1-3號
雅蘭中心一期
80間
40間 旺角彌敦道639號
萬邦行
80間
4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
嘉賓大廈
40間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 80間
尖沙咀亞太中心
90間
45間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151間
45間
50間
52間
60間
60間

大專院校及圖書館

機構及團體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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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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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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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BoOs!Life
現於Circle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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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日前租用可享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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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場服務熱線:3427 8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