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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幅增加醫療撥款 入行前景可觀
2017 - 18年施政報告 —— 醫療及安老政策重點
推行醫療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的建議，以確保醫療
系統有足夠人手應付服務需要，並促進專業發展，改善醫療
專業的規管架構包括考慮增加醫生、護士和相關專職醫療人
員的政府資助大學學額。
醫管局會聘請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生及提供
所需專科培訓。

繼續推廣長者醫療券計劃，資助65歲或以上的長者使用私營
基層醫療服務。同時，政府正檢討計劃的成效，確保計劃能
加強長者基層醫療服務，包括預防性質的護理服務。
增加公營醫院病床數目和手術室節數，並加強內窺
鏡檢查和放射診斷服務，從而提升服務供應量以應
付持續上升的醫療需求。

特設

資料來源：行政長官2017年施政報告-施政綱領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
2017/chi/agenda.html

成績最優異之學生可獲最高$1,000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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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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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證書課程（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 社會福利署認可

查詢電話：2575 5891

：9601 6833

人生其實就是，
今天沒有做好的小事，
到了明天就出大事。
各位同工：
年輕人抱怨說：上司總是浪費時間在抓小事，為什麼不放眼大事呢？其實，你越
著緊，上司就越不用著緊。上司著緊，就代表你不夠著緊。
很多人都想做大事， 因為回報大又可證明自己的價值，且獲得尊敬和羨慕。然而，
任何工作，最後都是由小節累積而成，沒有小事的積累，便成不了大事。
把每件普通的事都做好，就已經不普通。工作中的挫敗，往往不是因為荒謬的失
誤，反而是由一個個何足掛齒的小漏洞而造成。
在百本，我認識很多專業的醫護人員。他們學歷水平相差不遠，但大家的造詣卻
有高下。 失敗的人，只是差了一點；成功的人，卻是做好了一點；頂尖的人，則
是再多做一點。
人生其實就是，今天沒有做好的小事，到了明天就出大事。
交給你的工作，即使簡單也不要放鬆警惕。犯上低級錯誤，會讓人產生不信任的
心理，重要的工作就不會委派給你。
兄弟各有一個小麵檔，左右為鄰。賣一樣的麵，一樣的湯底和配料，服務也是差
不多。
一年之後，弟弟買了幾套房子，哥哥卻仍然捉襟見肘。
哥哥百思不得其解，原來弟弟奉客時，靜靜地在每碗麵加一點涼水。
客人吃得快一倍，每天的生意就比哥哥多一倍。
小事造就大事，小節造就完美。
成大事者拘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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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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與太太遊世界攞靈感
小編一向覺得貼地氣的作品更打動人心。創作
人對生活百態有所體驗，經歷過才深刻感悟，
寫出的音符會讓更多聽歌的人找到共鳴。天佑
坦言婚前婚後的生活沒有太大變化，「我和太
太還是一有空就會去世界各地旅行，離開煩囂
的香港，到不同的地方領略各地文化和學習知
識，激發很多新鮮的創作靈感。」天佑在訪問
中更提及想當爸爸，但他明白只是遲早的事，
急不得。相信不久，父親的角色定為天佑帶來
全新的創作靈感。

後合體
5
15後合體

2007年Shine「解散」 後，天佑繼續拍電影，同
時也開始寫書

又南：自家設計「暖男號」陀飛輪

15年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已踏入另一人生階段，而對於Shine兩位男生來說
也不例外。徐天佑、黃又南2002年由初出道時的「小鮮肉」，出過唱片開
過演唱會，到5年後曾宣佈「解散」；然而，第2個5年後他們出席黃偉文作
品展演唱會時，同台宣佈「復合」；今年是第3個5年，他們正在籌備2018
年紅館演唱會，第一次喺四面台開show，與15年並肩兄弟一起實現夢想！
兩位男生的經歷讓彼此思想都改變了，始終如一的是對音樂的執著。他們
除了繼續為歌唱事業拼博，近來私底下生活又過得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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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Suki Cheung Design / Lemon Lam

藝術創作不分年齡，不分領域。又南除了熱愛音
樂，他對腕錶設計亦頗有心得。最近他和本地手
錶品牌合作，自己設計了一隻陀飛輪腕錶，主題
是「Love and Life」。他分享：「自從開始工作
後，離家時間多，與家人相處時間雖少，但卻更
珍惜、愛護對方，想藉這隻錶去講人生的循環、
要珍惜身邊的人和事。」又南特別設計了時、分
針是一對人形，他解釋：「代表親情關係，隨時
間流動，有時相聚，有時分離，但不變的是大家
親厚的感情。」前陣子又南的爸爸健康出了些問
題，幸好有家人的支持及專業的醫護團隊配合，
讓他可安心工作。

黃又南以親情為概念設計
腕表，獲封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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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扮郭富城禁食肉
出道距今15年，Shine的外表仍保養得很年輕，小
編心裡有點「妒忌」，趁機請教了他們的保養秘
訣。又南：「平時我們都會去跑步，做Gym除了
想Keep著最Fit身型，做運動本身都係一種鍛練意
志的好方法，持之以行先會有好效果。」天佑：
「除了演唱會，最近忙緊拍攝電影，演郭富城的
年輕版，角色需要很瘦。所以要更畀心機落力操
Fit，而且我是個素食者，平時都注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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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很有郭富城年輕時的影子

MY

兩人為演唱會全力做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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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的離離合合，讓他們更加明白所有
的經歷都值得。「15年來的經歷都是我
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moments，最近好
多人話我們的歌陪著他們成長，其實我
們同大家一樣，一步步走過來，一齊成
長了。」小編相信不斷的積累和成長，
讓Shine的音樂和表演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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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病重揭醫院「潛規則」 決行醫助同路人
相信很多小朋友都會被問及長大後想做什麼工作，歐醫生讀小學
四年班時，隨口說了句：「如果有機會做醫生就好啦！」接著讀
五年班時，母親不幸患上腎病並需經常出入醫院，除了要支付高
額醫療費用外，還要附加多項「家屬陪護費用」，令原本並不富
裕的家庭，負擔更加沉重。眼看著母親被病魔折磨而日漸消瘦，
加上「陪護費」這巧立明目的費用，令歐醫生倍感不忿：「當時
我非常生氣，立志長大後一定要做醫生，絕對不能讓我的病人及
家屬好像我們一樣飽受痛苦煎熬。」想不到當初隨口的一句，再
加上經歷母親的離世，促使歐醫生更堅定走行醫之路。
歐醫生憶述當年母親被病魔折磨的情境，不禁眼泛淚光

歐耀佳醫生
戰地救援重拾信心

兒時母病逝
立志行醫走過

「戰火大地」
歐耀佳醫生被譽為港產「戰地醫生」，
海地地震、菲律賓風災、加沙戰亂，跨
越半個地球的重災區救援團隊中總會找
到他的蹤影。一直以來，正能量爆燈的
歐醫生有甚麼推動力讓他一直守護著充
滿負能量的社區？他當初為何要加入無
國界醫生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做戰地醫
生？就讓小編一探究竟……

90年代末，先進的醫療儀器湧現，當時作為經驗較豐富的外
科醫生，歐醫生憶述：「我建議實習生應憑自己的知識和技
術去做手術，而非完全依賴儀器完成，但初出茅廬的實習生
反駁時代進步了，要追求高科技儀器的使用技巧。」這令歐
醫生一度質疑自己是否過度自信。
一次偶然機會讓歐醫生到非洲戰地醫院工作，他表示：「在
落後地區參與救援工作，無論在醫療設備、資源，或是醫生
都非常短缺，我們唯有靠自己雙手、自身的醫療知識及技術
去解決問題。」這時候歐醫生才領悟到「全人治療、全人護
理」的道理，令他自信心瞬間增強百倍。

救災見真章 接生駁骨十項全能
從醫30載，歐醫生經歷了16次重大戰地救援任務，並提及：
「每一次救援都會遇到不同的傷患者，戰地上最多的是斷手
斷腳、槍傷，還試過就地幫孕婦接生，但我是外科醫生，對
接生事宜不認識。所以我在第一次正式參與無國界醫生前，
自費去了一趟非洲戰地醫院，了解將會遇到的情況，回港後
我特意跟一名婦產科醫生學習，令我的醫療知識及技術更全
面，以應付所有突如其來的事故。」然而當地有限的資源令
救援難度大大增加，歐醫生一直強調個人專業醫療知識和技
術在這個危急關頭顯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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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醫多年，去到非洲先覺得自己最有用，
手術室雖然簡陋、藥物缺乏，但能夠用雙手醫
人，滿足感好大。」

戰地危險四伏 出發前交代「身後事」
2014年加沙衝突、空襲、爆炸等時常發生，歐醫生身處於救援中心
總部，突然聽到當地1棟14層大樓因空襲瞬間被夷為廢墟。歐醫生激
動地自述：「老實說當時非常害怕，我去加沙前已清楚知道當地存
在的危險性，但我堅信自己可以承擔這些風險。」臨出發前更向兒
子交代「身後事」。即使危險四伏，歐醫生依然堅持以救援工作為
首要，正因為這份熱忱，得到家人的諒解和支持，為他執行救援任
務時無後顧之憂。

兩個只能活一個 人生痛苦的抉擇
在歐醫生講述每一次戰地救援時，小編猶如置身其中，他對醫護工
作的無私奉獻及熱忱度實屬令人佩服。歐醫生認為：「Give the
BEST to the MOST！當救援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應當放棄拯救生存
機會不大的傷者。」2006年利比里亞遇到兩位同被燒傷的二十多歲
傷者，其中一位燒傷面積超過70%，死亡率高達90%，加上在缺乏無
菌環境的情況下做手術，傷者很大機會在搶救7天後受到細菌感染，
並痛苦地死去。而另一位傷者燒傷面積只有40%，歐醫生與其他醫護
人員商量後決定放棄搶救生存機會不大的傷者，面對這情況醫生也
深感無奈，同時亦希望存活下來的傷者能帶著醫生對生命的希冀，
繼續努力生活下去。

參加無國界醫生基本要求
必須擁有兩年或以上的專業醫護工作經驗
除與外科相關的專業會被派執行較短期的救援工作
外，其他所有專業的救援任務為期最少12個月。若
申請人有志長期參與無國界醫生的救援工作，將會
獲優先考慮
要擁有良好的團隊精神，以及願意與不同國籍和文
化人士交流
擁有在發展中國家的工作經驗為佳
能應付巨大的壓力和難以預計的情況，以及能夠適
應當地文化、生活環境、安全守則和團隊的互動
前線的工作情況瞬息萬變，彈性思想及處理方法非
常重要
必須操流利英語，能操流利法語者將有更多機會獲
分派工作
詳情請瀏覽：www.msf.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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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手術

腫瘤治療及重建

醫學美容

面部整形、乳房整形、
體態整形（腹部、手臂、
大腿、抽脂）

皮膚瘤、頭頸癌、
腮腺癌、乳房重建、
創傷整形

肉毒桿菌素、填充劑、
皮秒及各類激光、
皮膚改善療程

整形外科專科醫生主診
2153 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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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1 8286

www.gardenclinic.com.hk

1201, Lee Garden Five, 18 Hysan Ave, Causeway Bay, H.K.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18號利園五期1201室
2153 9266
info@gardenclinic.com.hk

HEALTHCARE

割雙眼皮要三思 絕對不是零風險

陳醫生根據小編的眼型結構進行評估

單眼皮不是人人鍾意，因為雙眼會顯得很疲乏，甚至給人不友善的感
覺。據統計，約有50%的東方人是單眼皮，所以很多人會選擇透過做
雙眼皮手術令雙眼變得又大又精靈。但追求「靚」的同時亦要先了解
手術可能出現的風險，例如若手術失敗可引致眼皮下垂、甚至睡覺時
合不上眼等，大大影響日常生活。今次小編專誠邀請到整形外科專科
醫生陳國基醫生(Dr. K.K. Chan)接受訪問，為各位巴打絲打解釋雙眼皮
手術的類別和風險。

【做雙眼皮手術後須知】
˙保持傷口乾淨、清潔，避免沾染洗面乳、洗髮精等刺激物
˙不可揉眼睛或避免哭泣
˙不要長時間看著電子儀器，以免眼睛疲勞
˙少吃刺激性食物，且避免熬夜

切割好定吊線好？睇年齡而定
現代整形技術日益發達，雙眼皮手術亦日漸變得普遍，而切割類和吊線類是目前
最常見的雙眼皮手術。陳醫生解釋道：「切割法就是手術時用刀將皮膚切開，然
後將眼瞼板和皮膚黏連起來，令張開眼睛時皮膚產生皺摺，造成雙眼皮的效果。
手術時亦可切除多餘的皮膚，所以年紀較大、皮膚較鬆弛人士比較適合選擇此類
手術；而吊線就完全不需要用刀，純粹用線勾，所以傷口消腫較快，比較適合眼
皮沒那麼鬆弛的年輕人。」

陳國基醫生

整形外科專科醫生
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取得內外
全科醫學士資格。同時擁有英國愛
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外
科醫學院院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院士（外科）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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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手術
切割眼皮時會採用手術刀、電刀或激
光。首先會於眼皮上開刀，直接切除
多餘的皮膚或脂肪，然後再用線連接
上眼 瞼 板和皮膚。手術一般約1至2小
時，約一星期後拆線。由於在皮膚上
曾經用刀進行切割，所以有機會留下
疤痕，而若療程後效果不如理想，較
難作出調整。

吊線手術
首先於眼皮上開數個針孔般的小洞，再
用外科手術線縫合眼皮內的組織，達到
雙眼皮的效果。手術後的傷口由於極為
細小，所以從外表上難以察覺。手術一
般約15分鐘。如療程後效果不如理想，
可以拆除並作出調整。

完成吊線手術約於兩星期內眼皮漸漸消腫，大約兩個月便可回復自然外觀；而切
割手術復原時間較長，約需4至6個月才可完全恢復。

留意手術風險

海外整形要三思

現時到外地旅遊愈見方便及便宜，所以有些人會專程飛去海外做手
術。陳醫生表示：「去海外做手術前應先三思，例如所選擇的醫生
和醫院等是否安全可靠，外地人的審美眼光有可能與本地人不同，
而語言溝通亦可以是一個問題。此外，即使像割雙眼皮這種看似簡
單的手術，有可能出現的風險亦可以十分嚴重，例如切割手術後出
現眼皮下垂，甚至更嚴重的是眼皮被割掉太多，導致眼皮拉得過緊，
致睡覺時未能完全合眼，長期曝露在空氣中的眼睛會變得乾澀，繼
而令眼角膜發炎。」做完手術後亦需覆診拆線等，若手術後效果不
理想或出現後遺症，需要修整的話會更浪費時間和金錢。

切割眼皮唔係「執相」咁簡單
時下不論年齡、男女都吹起一陣「整容」風，但能否成功變成自己
心目中的「靚樣」，當然離不開醫生專業的評估。「醫生，我都要
整到好似佢咁！」陳醫生透露遇過不少這樣的客人。「每個人的眼
型結構都不同，亦不可能整到跟別人一樣。特別是切割類的雙眼皮
手術，一旦動了刀就很難回復到原本樣貌。眼睛是人體中較為突出
的地方，而眼睛上的微小變化亦會顯而易見。在割雙眼皮手術前，
必須先根據客人的眼型結構、是否做過眼部手術、過往病歷等因素，
才能判斷客人是否適合做手術、評估手術的風險程度及可能出現的
副作用。」雖說雙眼皮手術非常普遍，但畢竟是在面上「動刀」，
就算要追求完美，亦要三思而後行。

陳醫生呼籲客人進行雙眼皮手術前
要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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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贊助

長者認知障礙不可逆
食得有「營」延緩腦退化
認知障礙症前稱「老人癡呆症」，在香港，每十名70歲以上的長者便有一人患
上此症。事實上，這並不是「老人病」，40歲的壯年人亦有機會因遺傳或感染病
毒而患上認知障礙症。患者會出現記憶力衰退、活動能力不協調等徵狀。究竟認
知障礙症是怎樣形成？除了大家常說的「麻雀治療法」外，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
改善病情呢？老人科專科莊麗醫生指，及早治療非常重要，除了藥物治療外，有臨
床研究顯示早期的認知障礙症患者可透過攝取特定營養素，促進腦部神經聯繫，從
而改善記憶力。

認知障礙症的種類及成因
阿爾茲海默氏症：屬認知障礙症中最常見
的類型，佔所有病例50至75%。隨著腦
細胞病變，患者體內產生的異常物質形成
「斑塊」，擾亂大腦內的信息，破壞腦細
胞之間的連接
血管性認知障礙症：屬認知障礙症中第二
常見的類型，因連串的腦中風或血管疾病，
導致積聚性腦部損壞所致
路易氏體認知障礙症：腦部神經出現細小
的球狀組織，導致腦細胞死亡
額顳葉認知障礙症：成因至今仍未明，但
少數病例是由家族遺傳而引起，患者多為
40至60歲

莊麗醫生 老人科專科
?

?

6大徵狀
助你預測身邊長者是否患上認知障礙症
注意力：
不能專注於某件事上

執行力：
對熟悉的工作或事需
要用較長時間完成

記憶力：
容易忘記一些近期發
生的事，或是很難才
能記起

語言能力：
起初難以表達較抽象
的詞彙，漸漸連簡單
的詞彙亦不能表達

知覺能力：
在熟悉的地方會迷路、
不知身在何處，或忘
記回家的方向

社交能力：
缺乏安全感、多疑，
對人或事變得冷淡，
少說話

亨廷頓舞蹈症：主要由遺傳引致，患者多
為30至50歲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飲食建議
Omega-3

膽鹼

葉俊言先生 資深註冊營養師
尿苷

磷脂

抗氧化劑

如深海魚、蝦、帶子、 如蛋類、綠葉蔬菜、麥 如番茄、酵母菌、甘蔗 如大豆、玉米、堅果等； 如含維生素C、維他命
魚油丸等；有助保持 芽等；有助增強神經系 汁等；可誘導神經細胞 可改善神經細胞功能， E的食物；可對抗自由
細胞的柔軟度，改變 統傳遞信息
的分化和生長，活化神 對大腦記憶力和情緒穩 基、延緩衰老
腦部神經線傳遞信息
經系統
定有重要的調節作用
的通透性，減慢腦部
萎縮

第三招：
扯頭髮脫身法
2

1

3

上月一宗「夜歸女被劫內衣褲」新聞震撼一眾巴打絲打們！有見及此，小編誠邀到自
衛術專家李亞倫先生指導5招不敗防狼術，各位快來學習一招半式傍身！
*以下為示範動作，若不幸遇上色狼，應務求冷靜，找尋逃脫機會。李先生建議可隨身攜帶口哨、能發
出刺眼亮度的LED手電筒等防狼工具，遇上意外時製造空檔逃離現場。

第一招：
單捉手脫身法
1

1

先將前臂至指尖用力伸直

單手被捉住並拉走

同時轉動手臂，讓被捉住
的手臂滑走

第二招：
雙捉手脫身法
1

被色狼以左手正面搭肩或
捉住衣服

先用左手將對方的手向下
按緊，不讓對方放手

先將對方拉向自已

4

4

用指頭抓緊對方手掌外側
並向外翻，同時右手捉緊
色狼手肘並向外扭

此時向後踏一步，色狼自
會失重心而向前仆倒

第五招：
側面被搭肩控制法
1

雙手被捉住並拉走

3

2

3

2

用指頭抓緊對方手掌外側
並向外翻，同時右手捉緊
色狼手肘並向外扭，色狼
自會因劇痛放手

第四招：
正面被搭肩控制法

3

2

先用左手將扯頭髮的手向
頭部按緊，不讓對方放手

被色狼以左手扯頭髮並拉走

2

3

雙手向外翻同時手開手掌，
夾緊手指

5

被側面抱著腰或搭肩

李亞倫

先用較近色狼的一邊腳站
在對方身後，4指緊合並從
背後繞過對方腰部

用力向色狼肋骨位置一按，
色狼自會因劇痛而向後縮，
此時可以手腕往色狼喉嚨
補上「手刀」將對方擊倒

自衛術專家

曾為香港及加拿大資深警務人員，加拿大持牌私家偵探及保安主管。持有美國科技管理大學工商管理碩
士學位，英國防綁架危機應變及TQUK註冊保鑣導師資格。
用力往色狼手腕向下「斬」
16

前臂至指尖用力伸直，讓
被捉住的雙手推走

李亞倫擁有5年偵探保鑣及自衛術訓練經驗，也是空手道教練，並研發了全港獨有，可阻擋不同利器攻
擊的兩款CIS防襲背包。
17

HEALTHCARE

寒冬誘發「滴滴仔」
巴打小心中招
「少時射出界，老時滴濕鞋。」這是不少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寫照。尤其現時天寒地凍的日
子，低溫令前列腺內的平滑肌收縮，影響逼尿肌活動，刺激小便感覺，尿頻率增加但尿量
不多。另外，流感高峰期間不少人惹上感冒，而胡亂購買感冒藥，導致前列腺增生患者更
易有「滴滴仔」情況！今次小編邀請到泌尿外科醫生何立言醫生，為大家剖析關於前列腺
的知識！首先回答以下的7個問題即刻睇你有無中招？

國際攝護腺症狀評分表
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IPSS）

1. 排尿不清？

0 1 2 3 4 5

2. 尿頻？（在排尿後兩個小時內又要小便）

0 1 2 3 4 5

3. 小便斷斷續續？

0 1 2 3 4 5

4. 尿急？（感到「忍尿」有困難）

0 1 2 3 4 5

5. 排尿無力？

0 1 2 3 4 5

6. 排尿費力？

0 1 2 3 4 5

泌尿外科醫生
7. 晚上醒來小便次數是？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員
香港外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外科）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泌尿科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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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上年紀的男士都會有「滴滴仔」情況出現，坊間誤認為是「腎虧」。但
何醫生指出：「出現『滴滴仔』，前列腺增生為主要原因。男性的前列腺主要功
能是分泌一種乳白色液體，此液體與精子混合成為精液，協助精子射出體外。但在50歲之
後，隨著年紀增大會逐漸脹大，壓迫尿道出口，造成排尿困難等一系列症狀。」所以何醫生特別勸告男
士要定期做前列腺檢查，不要盲目誤信坊間謠傳，胡亂服用健康產品可能會令病情嚴重。

延醫致腎衰竭
很多前列腺增生患者對尿頻、「滴滴仔」不在意，認為是男士們的小毛病，但小病不醫成大患。何醫生
表示：「如已患上前列腺疾病，早期出現的尿頻、『滴滴仔』等情況都會影響到正常生活，長遠會令膀
胱負荷增大，最壞的程度可能會引致腎衰竭。」對病人來說，最忌諱是延誤治療，何醫生指出一般前列
腺患者輕則透過藥物治療，嚴重情況則需進行手術切除前列腺，令尿道重新暢通。

唔使「FING」 按會陰即痾清
一般男士小便完後都會習慣「Fing兩下」，如果是前列腺增生患者，無論「Fing幾下」都總覺得尿液未能
完全排出，事後又會慢慢滲出來弄濕褲子，場面十分尷尬。何醫生建議：「男性尿道長，而前列腺患者
通常在小便後會有半茶匙至一茶匙的餘尿未能排盡，此時可用手按下會陰，即肛門與睪丸之間的位置，
將餘尿排出便可。」

“及早診斷和治療是確保健康和高質素生
活的有效方法。醫學界暫時仍未找到前列
腺增生有效的預防方法，如果男士出現泌
尿徵狀應盡早看醫生。”

五次或以上
四次
三次
二次
一次
沒有

何立言

經常
超過一半次數
大約一半
不超過一半
五次內不到一次
完全沒有

在過去一個月內，你有否

「滴滴仔」唔關腎虧事

0 1 2 3 4 5

總評分=
症狀總評分：0－7 分為輕度症狀，繼續觀察，有必要才需治療
症狀總評分：8－19分為中度症狀，要接受泌尿科專科醫生診療
症狀總評分：20－35 分為重度症狀，嚴重時必須接受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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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產品、目標客戶群及推銷渠道」
若然推銷員在其中一個範疇能做到一個極致，就已是一名很好的推銷
員。不單是準備客戶想要問的問題，而是連客戶不想問的問題也預備
好，這樣才能了解到他們真正的需要，從而推薦最合適的服務。

「建立良好工作習慣」
推銷員不時要打促銷電話(Cold Call)去尋找潛在客戶，但可能會因一
日未能成交一單交易而感到氣餒。然而，不要受一時的挫折而擊沉自
己並放慢腳步，而是掌握自己工作的節奏，逐步培養屬於自己的工作
習慣及控制情緒，為踏上頂尖推銷員的成功之路作好準備。

鄔潤輝先生
星光國際資本集團董事長
2011「卓越商界奇才」
2015美國加州硅谷華人獅子會
創會董事殊榮
第38屆傑出青年推銷員獎得主

「天下武功，無堅不摧，唯快不破」
這句說話相信周星馳的粉絲都十分熟悉，但原來也可以變為推銷員的

頂尖精英授成功秘笈
迎銷售界奧斯卡五十金禧
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於十二月七日舉辦了「頂尖推銷員
成功秘笈」研討會，邀得三位具分量的講者，包括中原
地產中國區主席黎明楷先生(Sherman)、星光國際資本
集團董事長鄔潤輝先生(Ric)及香港寬頻企業方案高級
銷售經理及持股管理人員曾梓銘先生(Mingo)，細說其
銷售經驗及成功心得，眼見眾人不時記下要點，相信大
家都獲益良多。

「無微不至，設身處地」
我曾遇過一位地產經紀做事非常仔細，其他經紀只會介紹800呎的單

秘笈之一。在銷售行業中，若能比其他同行早一步接觸到客戶和早一
步滿足到客戶的需求，那成功的機率就會大大提升，例如提早做好報
價給客人，客人在未有其他選擇前揀選你的機會也相對提高。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
先天資質不是重點，惟努力不懈才是最後的成功者。沒有人天生便是

曾梓銘先生

銷售奇才，需要透過自己不斷努力才會讓業績更上一層樓；相反，光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高級銷售經理及
持股管理人員
“CXO of the Future”最終錄取者
第45屆傑出青年推銷員獎得主

靠口甜舌滑或許會取得一時的甜頭，但長遠而言，當顧客發現推銷員
只是「空心老倌」，便會離你而去，找尋下一個值得信賴的推銷員。

SME Club 小檔案
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SME Club)是香港管
理專業協會(HKMA)於1966年成立的首個專
業研究社，亦是國際市場推銷研究社
(SMEI)的香港分會。成立本會目的是向從
事市場推銷的人員提供有效而持續的專業
培訓，包括講座、研討會、同業聚會等，
本社每年也會籌辦傑出推銷員獎，對表現
卓越的推銷員作出嘉許。

第50屆傑出推銷員獎 (DSA)
這項計劃在1950年於美國創立，現已獲世
界推銷精英的認同，成為推銷員至高榮譽
的標準，在香港，HKMA和SME CLUB於1968
年合辦第1屆DSA，旨在嘉許本地傑出推銷
人員。今年，傑出推銷員獎已步入第五十
年，繼續向市場推銷的精英作出嘉許。

位並把圖則遞予客人，但這位頂尖推銷員事先為客人度好單位內每一
個尺寸，當客人想買傢俬，他便可馬上告訴客人房間尺寸，讓他們倍
感滿意。

「保持中立，同時維護兩方利益」
黎明楷先生
中原地產中國區主席
第22屆傑出青年推銷員獎得主

地產業跟其他B2C行業有少許不同，除顧及買家需要外，也要照顧業
主的想法，以達致雙贏。經紀的良好口碑會慢慢在客戶間傳開去，一
傳十，十傳百，就這樣逐步走向頂尖推銷員之路。

第五十屆傑出推銷員獎
「海納百川 匯聚金禧」
於2018年6月15日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SME Club website
查詢電話：2826 0527

電郵：kavitalam@hkma.org.hk

SME Club Facebook page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
服務人員協會資訊

超過300位母嬰護理同業出席
支持協會活動

魔術大師譚永銓與會員共創奇蹟

香港精神大使蕭凱恩小姐以歌聲
為業界獻上祝福

重量級抽獎禮品回饋護理人員的努力

護理員之間互相勉勵，促進感情

專心聆聽專家分享

左起：關注特殊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主席李伯英先生、香港醫護學會義務行政總監鄺漢泉先生、註冊中醫師麥桂屏醫師、整形外科專科
陳肖龍醫生、香港醫護學會董事關志康先生及會長奚曉珠小姐、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創院院長林崇綏博士、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
會會長陳駱靈岫醫生、註冊助產士葉蕙卿小姐及奇妙故事堂創團總幹事莫萊茵小姐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週年晚宴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協會）於12月1日舉辦了首個年度學術交流暨週年晚宴。協會邀請了多位醫護業界
權威，包括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創院院長林崇綏博士和香港醫護學會會長奚曉珠小姐為300多位母嬰護理人員致辭，嘉
許他們對產後母嬰照顧的貢獻。協會會長陳駱靈岫醫生於會上匯報了協會年度工作報告和來年目標。另外，營養師李
杏榆小姐更為會員講解了照顧超重或過輕寶寶的注意事項，提升會員照顧嬰兒技巧。

2017回顧及展望
嘉賓致辭

林崇綏博士

陳駱靈岫醫生

香港護理專科學院
創院院長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會長

「母嬰護理員的重要性是無可置疑的，他
們負責迎接新生命的來臨也照顧著完成了
偉大任務的媽媽，所以母嬰護理員是一個
值得尊重的職業。」

專題分享
如何照顧超重或過輕寶寶

「媽媽在整個生產過程，以至寶寶成長的階段，都需要一個專業團隊
的幫助。由此可見，母嬰護理人員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過去
數個月，協會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

過輕
需要餵哺比正常奶量多額外50%才足夠

嘉賓致辭

香港醫護學會會長

「香港醫護學會致力為醫護人員提供一個
彼此互動、溝通、協助的平台，成立本會
更是為了協助提升母嬰護理專業服務的質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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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
協會成立儀式

催乳師及母嬰營養三證書課程

營養師

寶寶餵哺小貼士

建議餵哺約280-300毫升/公斤/日

奚曉珠小姐

李杏榆小姐

建議首選貼身餵哺母乳及次選以樽餵母乳

重點攝取的營養
蛋白質

脂肪

維他命A、D

- 幫助製造紅血球、
細胞組織

- 幫助身體吸收脂溶
性維生素A、D、
E、K

- 幫助增強身體
免疫力

- 當中乳鐵蛋白具有
抗菌活性

增加寶寶活動量

- 奧米加3脂肪酸有
助腦部發展及增強
免疫力

- 維生素D有助鈣
質吸收

關於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
陪月進修系列講座

創會特刊

來年，本會將舉行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舉辦嬰兒食品製作工作坊、會
員聚會、母嬰營養證書課程及於全港發行育嬰工具書等，希望各位會
員能利用協會所提供的服務進一步提高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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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5 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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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床鈴勿亂掛
家居隱藏壞眼元凶

HEALTHCARE

現時香港平均每10位小學一年班的小朋友就有1位患有近視，正當大家歸咎於「電子奶嘴」荼
毒的時候，原來身邊有不少傢俱擺設都藏著危機。
床鈴應多角度懸掛
有很多新手爸媽都會為寶寶佈置嬰兒床，床鈴可謂不二之選！床鈴的確能吸引寶寶的注意，但
多數寶寶於出生時的眼球長度比成人為短一些，即是有「遠視眼」。如果玩具放得太近，寶寶
要使勁調節眼睛方能看見，而眼睛較長時間注視同一點，將有可能影響眼睛健康，建議爸媽應
將玩具多角度懸掛在寶寶的小床上。
兩歲以下禁玩手機
有病人問色彩鮮艷、多花樣的玩具是否能刺激寶寶的視覺發育？事實上暫未有醫學根據，但常
識推論應是有幫助。相比可愛的飾品，其實最吸引寶寶的是父母歡樂的面孔，更能帶動寶寶眼
睛活動。在電子科技時代，不少年輕爸媽習慣用手機哄孩子，目前雖未證實電子產品對眼睛有
直接的疾病影響，但正常人使用時間長了，眼睛都會感到不適。因此眼科醫學界已達成共識：
「兩歲以下幼兒絕不准玩手機！」
牆邊小燈為睡寶寶護航
除了「電子奶嘴」，睡眠環境對幼兒眼睛發育亦有影響。如果熄燈睡覺，眼睛休息可以正常；如
果開燈睡覺，雖然是閉上眼睛看不見外界，但仍然有光入到眼球裡面，不斷刺激眼底的組織，就
會增加近視機會。但小寶寶半夜或需照顧，完全熄燈有一定危險，因此建議父母可開牆邊小燈，
方便大人照護。
眼睛不是獨立的器官，所有眼睛疾病，或身體其他疾病對視力都有影響。我們不僅看眼睛，而
是對寶寶的整體發育都要關注。以下我想為幾個「傳言」作出解釋，為大家揭開真相。
眼睛狀況

醫生診斷

雙眼並非注視同一方向

可能鬥雞眼、斜視眼，要盡快看醫生

眼睛經常流眼水

可能是淚管問題，甚至是先天的青光眼，有機會加
深近視

眼瞼發紅或很多眼睛分泌物

淚管閉塞、發炎、敏感或青光眼

瞳孔發白

可能是白內障，甚至視網膜母細胞瘤，有些寶寶一
出生就有，不僅影響眼睛發育，還可能危及性命

眼睛無法追蹤物體和人

可能與近視有關，亦可能只是寶寶未夠靈敏

周伯展 眼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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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系，1985年獲李寶樁慈善信託基金海外深造獎金
赴英國深造一年。回港後服務於香港政府眼科至1989年轉為私人執業。周醫
生熱心公益，身體力行到偏遠地區，為貧困人士做白內障手術，並得到多個
機構授以榮銜，包括「世界傑出華人獎」、「亞洲太平洋學院防盲獎」等。
他於2017年更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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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放射搵命搏？

HEALTHCARE

群星齊創健力士世界紀錄 舞動香港正能量

一提起「放射科」你或許會只聯想到「X光」、「輻射」，但放射科只是這麼簡單嗎？做完X光
檢查有機會增加脫髮量？長期從事放射工作的醫生又是否較易中輻射毒？其實坊間對「放射科」
的傳聞是否屬實？

活動獲眾多年輕歌手參與，一同創下全世界最多人學習現代爵士舞的健力士世界紀錄

MRI無輻射 孕婦都做得
現代的放射科不單可作身體檢查及診斷，更可治療肝硬化、血管瘤等，可見放射科在臨床診治
的地位舉足輕重。在診斷上一般會使用磁力共振(MRI)、電腦掃描(CT)、X光、乳房造影等，當
中並不是全部檢查方法都帶有輻射。孕婦進行MRI或超聲波檢查是沒問題的，如果兩種方法都
不能有效檢查才會考慮用CT或X光。另外，一般人做CT檢查的次數少、頻率又低，所以身體接
受到的輻射量不大，故不用擔心會出現甩頭髮。
事先保護足 唔怕輻射
放射科醫生日常工作離不開接觸放射檢查儀器，某程度上亦會存在吸收輻射的危險。所以每做
一項有輻射性的檢測或治療前，我們都會事先做足保護，全身上下都穿著鉛製的防護裝備，就
連頸、眼睛等都會保護到；另外亦會透過儀器監測輻射量。所以，以現代發達的醫療水準，能
為我們的健康提供保障。

得到郭富城御用排舞師Sunny Wong 教大家跳舞，
參加者都眼界大開

BamBoOs!Life 雜誌作為「舞動香港正能量」的支
持媒體，一起發放正能量

最後健力士專員即場宣布大會所有人將紀
錄完成，成功創下最多人學習現代爵士舞
的健力士世界紀錄，現場各參加者包括學
生與藝人均表現興奮，是次活動將籌得的
款項撥捐仁美清叙及宏星慈善基金，幫助
發展青年活動及培育正能量。

CT、X光及MRI分別一覽表
輻射量
主要檢查部分

CT
較高
骨頭、血管等

X光
少量
不透光組織，如骨頭

MRI
沒有
軟組織

不適用人士

小童及孕婦

個別情況

體內有金屬植入物或
電子儀器

優點

準成度最高

價錢大眾化

沒有輻射

缺點

輻射量較高

準成度較低

檢查時間長，價格較高

*個別檢查須空腹4至6小時，以免影響檢查結果。
*部分檢查帶有輻射，建議檢查前向醫生諮詢。

劉仲恒 放射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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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放射科醫學院院士、英國皇家放射
科學醫學院院士及香港大學公共衞生科碩士學位，曾於美國史丹福大學、
杜克大學、北卡羅萊納大學深造，並以副顧問醫生身分於香港政府醫院
服務超過十年。

大舞臺及宏星慈善基金合辦的「舞動香港
正能量」創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型活動，早
前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活動發起
人兼仁美清叙主席程瑤聯同音樂總監吳國
敬、舞蹈總監Sunny Wong、主唱主題曲的
C AllStar成員釗峰，以及一班圈中藝人
黃心美、Super Girls、林奕匡、鄭啓泰、
張加慧、天堂鳥及曹震豪等一起參與這項
壯舉，一班歌手更上台獻唱為大家打氣。

左起：宏星創辦人陳志堅及謝國輝、仁美清叙主席
程瑤及大舞臺執行總監朱仲賢一同獲健力士特派專
員頒發証書

C AllStar成員釗峰現場主唱活動主題曲《人浪》，
為年輕人打氣

CHINESE

中醫妙方緩女人之苦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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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身體狀況才是最健康的呢？從中醫養生的角度考慮，氣血是否充足，是衡量女性身體
健康的重要指標。如果身體屬於氣虛、貧血的話，那麼，健康就會受損。常言道月經是女人的
「好朋友」，有人卻認為來月經十分煩惱，因為來經的時候「痛不欲生」。為什麼月經來潮時
會有痛經的現象呢？中醫認為「不通則痛」、「不榮則痛」，氣血運行有所不順暢，或是氣血
不足以滋養，均會導致痛經。
現代大多數女性都會有痛經的症狀，每逢經期或行經前後，可能出現下腹部間歇性疼痛，伴有
頭痛、腰痛、少腹重墜、神經緊張、惡心、嘔吐等不適，甚至影響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醫認為
痛經的治療原則，是先針對病因，並調理氣血臟腑，且應掌握時機，適時調理，「經前活血，
調經止痛；經後求因治本，調理氣血」。要月經自然調順，除了氣血充盈和順，臟腑功能也要
運作正常，中醫治療痛經一般從肝、脾、腎三臟著手。第一，疏肝理氣。目的在於調暢氣機，
疏通氣血，如果氣血調和，則月經通調。第二，補腎，中醫認為經水出於腎，故調理月經的根
本在於補腎。如果腎氣充足，精血旺盛，則月經自然通調，補腎法以填補精血為主。第三，扶
脾，中醫認為脾的功能是化生血液，補脾胃可以充足身體的血源。

艾葉

乾薑

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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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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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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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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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改善痛經問題，除了以上三項針對性的治療，平時還可用紗布在小腹上，外敷溫通的草本，
如：艾葉、乾薑、當歸、南薑等，既能溫通經絡，活血化瘀，調理痛經，亦能改善月經不調的
症狀。

曼琳─婦科抗菌殺毒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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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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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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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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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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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中醫師

2008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全科學系，並於同年考獲香港中醫藥
管理委員會註冊執業中醫師資格。除了中醫全科外，賴醫師早前亦畢業於美
國俄亥俄州大學社會科學系，並取得中國保健諮詢師資格。賴醫師曾於多間
大型中醫藥機構擔任中醫、義診中醫及行政管理職位，於2012年起開展教學
工作，擔任中醫課程之講師，並於2013-2014年間負責多場與中醫有關的大
型醫療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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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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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服務
價錢
味道
人均消費：$100以下

FOODIE

樂齡電競──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
最大規模的老人照顧課 圓滿結束

電競運動之風近來吹得甚熱，更直
捲老友記們的樂齡界別。由香港電
腦學會舉辦，並在百本、眾多贊助
商及安老院舍組織的支持下，二百
多位老友記早前齊集於香港城市大
學 ， 一 起 挑 戰 健 力 士 世 界 紀 錄 ™──
最大規模的老人照顧課。

四川擔擔麵，麻醬及辣味
夠突出。配料有榨菜粒、
花生粒、肉碎，上面更灑
滿蔥花，香味四溢。麵條
幼細、爽身，難怪成為本
店的招牌食物

米芝蓮加冕的貼地小店
246名長者刷新紀錄
是次活動分開兩部分，首先全場老友記先上一堂講解有關長者身體護
理知識的課堂。完成後，便帶上最前衛的VR虛擬實境眼鏡去做伸展運
動及挑戰撲蝶遊戲。由於遊戲需要使用智能手機，對部分老友記來說
有點吃力，但他們發揮了互助互愛的精神，終 以 2 4 6 人 次 成 為 新 的
健 力 士 世 界 紀 錄 ™最 大 規 模 的 老 人 照 顧 課 得 主 。

今次介紹這間小店──「好好上海小館」，沒有亮麗
外表招徠，簡單樸素，十足街坊格局，食客容易走漏
眼，卻有貼地氣息，也曾獲米芝蓮加冕。侍應都十分
友善，總會細心提點大家食物帶辣、地方濕滑等等，
令人感覺舒服不造作，增加店子的人情味。

冷盤是鎮江小排骨拼雪菜毛豆，排骨
灑上醬油，醃得入味，十分醒胃

至於食物選擇方面，可謂超有彈性，套餐款式眾多而
且百搭。獨自去的話，可以點一人套餐，一次過吃到
冷盤、酸辣湯和主食，自然不覺得太寡。多款套餐的
價錢合理，作為晚飯之選更可算是超值。這樣的小店
實在無可挑剔，值得一去再去！
豆漿是店家自己磨
的，味道天然且少
甜，更能突出豆香
菜肉雲吞飽滿足料，菜肉比例約7:3
左右，雲吞皮滑溜，菜爽肉鮮，加上
簡單清湯，令人吃不停口

好好上海小館
地址：佐敦柯士甸道105號地下E2鋪
電話：2369 0086
營業時間：11：00－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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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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誌：www.siuyeahdragon.com

電競活動融入樂齡生活
香港電腦學會主辦人廖潔珊表示，電競活動不只是年青人的專利，在
是次活動中更見到很多老友記非常願意去學習新科技及虛心求教，當
成功完成VR活動後都顯得非常雀躍。期望電競既可讓老友記玩得開心
之餘，更可提醒他們要注重日常身體護理，活得健康快樂。

當日榮幸邀得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先生JP
（右二）及梁智鴻醫生（右三）一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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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分類
茶樹屬山茶科山茶屬植物。它的葉子呈橢圓形，邊緣有鋸齒。茶葉所含有成分大致相同，但
由於茶樹生長在不同的產區，水土環境不同，再加上採收季節及製作方式之差異，形成不同
茶品的滋味及功效存在差異性。
中國茶分為六種基本類別，茶的分類是按照茶葉不同的製作方法而成。其中酒樓常見的香片
茶，就是按照綠茶的製作工藝，再另外加上窨花的過程，故此香片又稱為「再加工茶類」。

六大茶葉種類的製作及功效：（資料由梁藝桐提供）

80後仙氣評茶師
教你揀「你嗰杯茶」
西方文化衝擊下，越來越少人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趣。或者你經常聽到「品酒師」這個職業，但相信「評
茶師」對很多年輕人來說都很陌生。今期小編特意請來一位80後仙氣評茶師梁藝桐(Family)，為大家介紹
在現代化社會，品茶的樂趣在哪裡？年紀輕輕的梁藝桐，如何在4年內考獲國家級茶藝師、評茶師等專業
資格，並創立自家品牌，傳承茶藝文化？

綠茶

黃茶

白茶

採摘後經高溫炒或蒸製，讓茶葉成
分保持鮮嫰，再通過揉捻茶葉，使
茶葉成形，最後便進行乾燥處理。
綠茶以鮮爽為佳，帶有豆及花香，
在中國的北方天氣較冷，以生產綠
茶的品質較佳。

製作工藝跟綠茶基本相同，但是在
製茶的過程中加入燜黃的工序。讓
茶中的主要成分茶多酚經氧化而衍
生茶黃素，茶葉外形及茶湯因而呈
現黃色，具有獨特的焦豆香。黃茶
主要在湖南，四川地區生產。

製作十分簡單，相信稱得上是世界
最早出現的茶類。白茶採摘後直接
進行日光及室內凋萎，製茶過程不
炒不揉。其形態完整自然，茶葉表
面披滿白色毫毛。福建是白茶的主
要出產地。

茶葉：
龍井、碧螺春及雨花茶
性味：
味甘、苦，性寒涼
歸經：
歸心、肺、肝、胃經

茶葉：
君山銀針及霍山黃芽
性味：
味甘、苦，性涼
歸經：
歸心、肺、胃經

茶葉：
白毫銀針、白牡丹及壽眉
性味：
味甘、苦，性寒涼
歸經：
歸心、肺、胃經

打牌有「牌品」 飲茶有「茶品」
在大家眼中，傳統「茶」行業應該專屬老一輩人，而梁藝桐則刷新了港人對「茶」行
業的看法。「我覺得『茶』是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一直做到老都可以升值的行業，讓
茶文化在港發揚光大是我人生的使命！」梁藝桐就是憑著「無得返轉頭」的決心毅然
走上「茶」行業。
成為評茶師後，梁藝桐更是以身傳道，為學員們系統地設計課程，透過講學活動、遊
戲令大眾能真正認識到「茶」，而非表面上只有沖茶、品茶那麼簡單。「泡茶不僅培
養到我的性情，還能在品茶之際窺探出對方的性格，是衝動還是謹慎。這是非常有趣
的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無論別人覺得有多無謂，你都能從中找到樂趣。

「飲茶」「食飯」要分開
當被問及我們日常生活中是否可以茶代水飲用時，梁藝桐反對並
解釋：「茶亦分種類，有些茶比較利尿，容易令身體缺水，飲
茶之餘都要飲水。另外，一塊茶葉裡含有600多種不同的化學成
分，長期飲太濃的茶，亦會對肝、腎造成一定的負擔，所以飲茶
要講求平衡。」她建議：「香港人都喜歡到茶樓飲茶食點心，但
由評茶師的專業角度出發，有些茶會影響人體對蛋白質的吸收，所
以飲茶盡量與吃飯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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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茶

紅茶

黑茶

又稱烏龍茶，需要經過反覆的做青
過程，讓茶菁氧化至一定的程度。
青茶在外形、滋味及香型上，也因
為茶樹生長在不同的地區，會有不
同的風味。青茶主要在廣東、福建
（閩南及閩北）、台灣出產，各具
特色。

製作中經歷較長時間的氧化，以致
產生較多的茶黃素及茶紅素成分，
茶湯呈橙紅色。英國人對紅茶尤其
鍾愛，在十八世紀時安排當時的殖
民地印度種植茶樹以製作紅茶，此
舉為印度成為世界紅茶生產大國奠
定了基礎。

經過渥堆發酵而成的茶類。黑茶會
在渥堆的過程中產生氧化及微生物
的發酵作用。茶葉在轉化過程中出
現了茶褐素，茶湯呈深紅色。尤其
適合身體較為虛弱人士，有利舒緩
水土不服。雲南的黑茶享負盛名，
雲南所出產的茶又稱為普洱茶。

茶葉：
祈門紅茶、正山小種、金駿眉及
雲南滇紅
性味：
味甘、苦，性溫
歸經：
歸心、肺、胃經

茶葉：
普洱熟茶、廣西六堡茶、安徽六
安茶及湖南茯磚茶
性味：
味甘、苦，性溫
歸經：
歸心、肺、肝、胃經

茶葉：
鐵觀音、鳳凰單欉、大紅袍、
老欉水仙及台灣凍頂烏龍
性味：
味甘、苦，性涼至溫。
(取決於制作中的氧化及焙火程度)

歸經：
歸心、肺、肝、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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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Q唔一定會「肥」
錫紙包蔬菜首選三色椒

凍冰冰的日子，一班朋友相聚除了打邊爐之外，BBQ
會是不二之選！但身邊總有人怕肥唔敢「埋堆」。
其實，BBQ都唔一定會肥，只要循以下方法，可以令
你「燒」得健康！

將蔬菜用牛油紙或錫紙包著，再加入蒜蓉和菠蘿碎一起燒，更可將蔬果鮮甜味昇華。三色椒含
高維他命C和其他抗氧化物，有助防癌。而高纖及高碳水化合物的蔬菜（如粟米、番薯）可增飽
肚感，有效減低進食過量的機會；此外，蔬菜亦可消膩及吸收多餘油脂，當中生菜、菇類、翠
玉瓜、茄子等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由於麵包的熱量高，所以1至2塊已足夠。了解後大家就知
道要多預備什麼款式的蔬菜了！

貢丸芝士丸可免則免
學識「飛甩雞皮」
燒烤前先切掉肉類上的表皮及脂肪，此舉不
單有助減少攝取飽和脂肪，更可減少吸收烤
焦脂肪所釋出的致癌物質。而雞翼愛好者，
每次最多只可吃全翼1至2隻，因雞翼含大量
表皮，每隻全翼的卡路里高達150卡！

一粒經油炸的丸已包含了30至100卡路里！還有不能少看的香腸，一
條竟有約2至3茶匙油，高達130至150卡路里！知道腸、丸食品的卡
路里後，就可計算平時BBQ吃了多少卡路里進肚子了。芝士丸、蟹子
丸、貢丸，都被列入為高熱量名單，不建議進食；而白魚蛋、牛丸及
墨魚丸則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吃的分量也不可以過多。

飲茶消膩又消脂
一般人在BBQ時都會預備大量啤酒、汽
水，但它們都是不健康的飲料，所以我
會建議大家選擇茶類飲品。不過，要留
意樽裝或紙包裝的茶含有較高糖分，多
飲反而會肥，大家應選擇無糖或含有消
脂作用成分（如決明子）的茶飲。
如果有朋友不喜歡飲茶，檸檬水都是一
個不錯的選擇！

自家醃肉啱口味兼低卡
燒烤食品店已醃好的肉類不單款式繁多而且食店
位置就腳，相信大家一定光顧過，但大部分醃醬
都是致肥的來源！因為那些醃醬含有大量食油及調
味料！想要食得健美，建議自家製用黑胡椒、蒜、少
量海鹽、香草、檸檬汁或亞麻籽油來醃製肉類，既好
味又低卡。

識食當然食海鮮

早食早吸收

除了肉類外，不少食家都喜歡選擇扇貝、蝦、魷魚等海鮮，海鮮本
身高蛋白質且低脂，但緊記不要選擇已醃好肥膩醬汁的海鮮，否則
得不償失。

大家BBQ時都習慣先燒快熟的香腸、丸類食品，但先吃先吸收！所以應
該先吃蔬菜再吃肉！想食得健康就要緊記以下進食順序：蔬菜＞海鮮＞
肉類＞加工食品。

先菜後肉

李正雅 營養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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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人體營養學，擁有24年營養顧問經驗及美國、澳
洲、亞洲等體適能國際認可導師資格，同時身兼廚師、催眠治療師、身心語言程序
學治療師等，並曾為《明報》、《香港商報》、《健康創富》等撰寫專欄。
李正雅希望透過多方面著手，提供專業營養意見，設計健康餐單及食譜，指導體適
能運動，為有需要人士取得真正的身心健康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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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府邸 積極提升院舍質素

提供優質安老居所

機構資料
地址：九龍旺角窩打老道79A-K怡安閣地下，
全層1樓及部分2樓
電話：2712 2298
傳真：2712 1882
面積：40,000平方呎
床位：322張

以專業技術及誠懇的服務態度照顧院友， 為長者打造一個五星級的居所。

院長有感：

設施方面

院友們及家人對本院和院舍環境也很滿意，這是對從事安老業界者最
大的鼓勵和肯定。同時，我們希望藉著此計劃，透過客觀和專業的第
三方角度審視本院表現，提出本院日常不易察覺的問題，從而作出改
善，令本院不斷進步。

評核員評價：
松山府邸是一間具規模及現代化的院舍。地方寬敞，備有各項設施如
輪椅專用電梯、醫療 ∕配藥室、休憩區域，為院友提供一個舒適的
居住環境。院舍採用資訊科技系統管理院友資料，提升院舍的行政效
率。望松山能延續優質院舍的精神，繼續提升環境及服務質素予院友。

• 設有獨立房及雙人房，房間類
型多樣化，並有足夠的私隱度
• 地方寬敞，設有兩個大廳供長
者活動之用
• 設備齊全，包括輪椅專用電梯、
醫療室、分區護士站、獨立配藥
室、感觀治療室等

服務方面
• 定期進行健康檢查及分別安排
醫生、物理治療師到訪進行評估
• 有註冊社工，舉辦較多的外出
活動，如遊覽迪士尼及上茶樓等
• 人手充裕，員工態度積極，十
分重視與長者溝通，並能即時
回應長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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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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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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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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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名登記醫護人員

專業護理 貼心服務

為醫療服務機構
提供即時醫護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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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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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Bamboos delivers effective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to our clients, including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Bamboos offers 24-hour private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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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t Staffing Solution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ISO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ISO10002:2004 投訴處理管理體系認證

ISO9001:2008 certified

ISO10002:2004 certif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