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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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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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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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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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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百本獨立非執行董事高永文醫生GBS，JP、前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GBS，JP、百本主席及行政總裁
奚曉珠小姐、百本執行董事關志康先生、皮膚科專科醫生陳厚毅醫生

百本榮幸能委任前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GBS，JP成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高醫生醫學知識淵博及擁有豐富醫療管理經驗，令百本更人才濟濟，繼續為廣大市民
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各方好友、合作夥伴蒞臨新任董事歡迎儀式，前香港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GBS，JP亦到場見證重要時刻，令場面生色不少。百本在此
感謝各客戶一直以來的支持，預祝大家新一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高永文醫生GBS，JP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百本不止服務私人的醫療需求，在公營醫療服務都可以幫
忙。我很希望透過這份工作能夠同大家攜手確保香港公私營
醫療系統愈來愈完善，令香港人的醫療服務、健康服務都有
更大的進展。”

奚曉珠小姐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多謝各位參加今日的派對。今年很開心邀請高醫生
加入，無論是螢幕前還是真正認識的高醫生，都是很
好的學習榜樣，對社會貢獻及市民健康都作出了無私
的付出。祝各位聖誕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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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晉升階梯
全面培訓資助
多元轉職機會
我們現誠邀您加入我們的專業團隊：

黃婉君 Rosanne

·普通科醫生

·註冊護士

·西醫助護

·牙齒衛生員

·牙科醫生

·登記護士

·診所助理

·配藥員

·註冊中醫

·牙科助理

·顧客服務主任 ·診所清潔助理

家庭與事業

我們提供：
•教育資助

•免費疫苗

•專科發展

•免費體檢

•牙科優惠

•醫美優惠

•醫療保障

•家屬優惠

前女子組合2R的黃婉君(Rosanne)已為人妻人母，婚姻生活美滿。
Rosanne婚後誕下兩名兒子，做全職媽媽照顧家庭之餘，如何保持美好
身段及擔當丈夫的賢內助呢？今期我們邀請到Rosanne分享做運動、兩
位兒子的相處，以及護齒方法。

歡迎個人或團隊加入，見工洽談絕對保密，歡迎比較
有志者請即報名洽談！

電話 :

8203 0009

經營網絡 : 中環

銅鑼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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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 6953
鰂魚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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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here to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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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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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

屯門

元朗

Text / Angel Leung
Design / Lemon Lam
Photos / Anson@koomo-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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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撫小朋友情緒從了解脾性開始
享受全職媽媽的樂趣
不少全職媽媽會抱怨24小時全天候照顧小朋友是
有多辛苦，但Rosanne反而很享受作為兩位兒子
的母親。現時大兒子七歲，小兒子五歲，接送他
們上學後，Rosanne善用私人時間每星期抽四天
做運動，其中兩天做瑜伽，亦會抽時間做按摩、
美甲、到丈夫開設的牙醫診所幫忙打點，享受屬
於自己的時間。
Rosanne兩位兒子都是以母乳餵哺成長，回想當
年第一胎產後約半年，做了瘦身公司代言人做纖
體儀器及運動瘦身﹔第二次再為人母，產後年半
後開始瘦身繼續做瑜伽。Rosanne瘦身秘訣是﹕
「我一直有做瑜伽的習慣，至今已有八年」。再
加上普拉提、健身等運動的配合，保持身材苗條
的同時，亦可鍛鍊及強化肌肉。

從少培養小朋友良好飲食習慣
Rosanne照顧小朋友的日常飲食，著重品質、健
康、多蔬菜為原則，「早餐大多以生果、雞蛋、
麥皮為主，午餐及晚餐主要以菜為主，菜的比例
大約佔六成，其次是肉類及澱粉質食物」。菜類
食品，Rosanne會選購有認證的有機食材；而購
買肉類時會特別留意是否含有激素，為小朋友的
健康把關。
除此之外，Rosanne不帶小朋友到快餐店進
食，同時培養小朋友少吃煎炸食物及糖果
的習慣，家中改用焗爐以減少油份的方
法製作炸薯條、炸雞，糖果及甜食則盡
量少吃，如進食後會刷牙或漱口，減
少蛀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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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兒子年紀相差兩年，平時愛一起玩耍，相
親相愛。由於做全職媽媽的關係，Rosanne
與兒子相處的時間較多，非常了解兩位兒子
的脾性及性格。例如兒子餓或累的時候，很
可能會發脾氣。「兒子累了，會先攬著他
們，然後與他們在家中一起午睡；如果
在街上，會盡快回家讓小朋友休息」，
從而安撫小朋友情緒。

胎教影響大兒子學會「不呷醋」
一般年紀較年長的孩子會認為父母偏愛年幼的弟妹，出
現「呷醋」的反應。Rosanne自懷第二胎開始，便教育
哥哥「弟弟快將出世，你要當哥哥，我們要一起愛錫弟
弟」。透過胎教，Rosanne每天與哥哥跟腹中的弟弟說
早晨、「hello」，還會親吻肚皮中的弟弟、唱兒歌《
ABC》及《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令哥哥潛移
默化地接納及期待弟弟的出世。當弟弟出世後仍在醫院
時，哥哥去醫院探望媽媽及弟弟，Rosanne已為弟弟準
備小禮物送給哥哥，答謝哥哥的探訪及關心。
在日常相處中，Rosanne會用提問代替命令，令哥哥感
受到尊重。例如當弟弟想借用哥哥的玩具，Rosanne會
問：「哥哥，弟弟可以玩你的玩具嗎？」。有一次哥哥
需要更換枕頭，Rosanne跟哥哥說：「弟弟可以用你的
枕頭嗎？你的枕頭較細，買個新的給你好嗎？」提問句
令哥哥不會誤會弟弟搶走自己的東西，所以兩兄弟相處
很融洽。

牙醫夫人的護齒心得
Rosanne與拍拖十七年、結婚九年的牙醫丈
夫擁有共同夢想，2016年終於實現，就是
開設牙醫診所。至於Rosanne護齒心得方
面，除了每天早晚刷牙，還會選用美白
牙膏，減少飲用茶、咖啡及紅酒等令牙
齒變色的飲品。小朋友則從小開始就教育
兒子正確護齒方法，例如偶然會吃sugar
free糖果，平時多喝清水，以鮮搾果汁取代
含糖份包裝飲品等。每天一定要刷牙兩次，接
著用牙線。吃完甜點，有機會就要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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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ICU是部門？是專科？

解開ICU迷思

ICU是部門？是專科？
解開ICU迷思
很多人對ICU印象是一個部門，究竟ICU工作是什
麼呢？眾所周知，深切治療部專門醫治重病及情
況危急的病人，而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的運作模
式有什麼差異？今次請來深切治療部專科醫生李
衛全醫生，一起探討ICU在公、私營醫院如何擔
任不同角色。

1.深切治療部是什麽？
深切治療部給大家的印象是一個地方、是一個部門，但
其實深切治療部是一個專科、是一個團隊。
要處理危重病人，並不是從每個專科找些醫護人員過來
處理便可以的。例如胸肺科護士一般都不熟識處理呼吸
機，腎科護士也不會處理連續血液濾過治療，醫生方面
也一樣。所以，深切治療專科醫生和護士跟心臟科、胸
肺科等專科一樣，需要經過專業訓練，才能掌握專科知
識和技能，熟習使用各類儀器和藥物，具亦需要具備足
夠經驗，為病人提供器官支持治療，處理各種器官衰竭
患者。
團隊方面一般包括深切治療專科醫生、深切治療專科護
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營養師等等，從不同方
面為病人度身訂造治療方案，才能達致最佳效果。

（左起）百本市場推廣高級經理黃夢璇、深切治療專
科醫生李衛全及百本主席奚曉珠

2.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的深切治療部有
什麼差異？
在公立醫院，ICU是由一組ICU專科醫生管理，每天二
十四小時都有ICU專科醫生留守ICU內，能即時處理快
速轉變的病情，亦負責決定病人轉入轉出ICU和日常
ICU內的治療方案。大多數病因由ICU醫生自行處理，
如若ICU醫生認為病因不是自己專業範圍內能處理，才
會邀請其他專科醫生會診。這種運作模式，稱為封閉式
系統。
而入住私家醫院的病人會有一位主診醫生跟進，當病人
病況危急，亦會由主診醫生決定病人是否轉入ICU，
ICU是沒有權選擇病人，亦不能決定病人轉出ICU。而
且ICU內也是由主診醫生主導治療方向，決定邀請什麼
專科醫生參與治療，甚至不一定有ICU專科醫生在內，
這是開放式系統。在開放式系統，不一定有醫生留守
ICU，在病人病情轉差時，醫生需要緊急返回醫院處理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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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切治療部的儀器跟其他專科有何
不同？
ICU的儀器，有些是ICU專用，有些是跟ICU以外的一
樣。ICU最常見的儀器有呼吸機、連續血液濾過機和人
工肺，還有多功能監察儀和其他特殊監察系統，例如
監測腦內壓、中央靜脈壓、心臟輸出量等，這些儀器
都只在ICU使用。
有些儀器是其他部門也有的，例如
氣管鏡、超聲波機和輸液泵等。但
在ICU內，這些儀器的用法跟ICU
以外可以差別很大，例如胸肺科的
氣管鏡，如果病人一般情況穩定，
也不需要氣管插喉；而ICU內的病
人如果肺部功能較差，一般都插了
氣喉，所以ICU的病人做氣管鏡時要處
理的事會特別多，例如鎮靜劑、呼吸機等，
危險性也較高。

4.要成為深切治療專科醫生有什麽條
件？
深切治療部專科醫生可以從內科、麻醉科及急症科的
醫生訓練出來，跟其他的內科專科一樣，深切治療專
科要經過三年基本訓練和三年專科訓練。但是從麻醉
科及急症科訓練出來的醫生，有些會先完成六年專科
訓練，再接受深切治療部專科訓練，但現時有些醫生
沒有考取麻醉專科，便直接加入深切治療部。

5.目前醫學界的深切治療專科醫生人
手會比其他專科少嗎？
現時從內科途徑取得深切治療專科資格的醫生共有62
位，從麻醉科取得深切治療部專科資格的有28位。相
對於發展已久的其他專科，人數確實較少，原因不單
是因為深切治療專科發展較遲，亦因為每一個深切治
療部是有固定床位數目，所以整個團隊的人數不會無
限量增加。

6.深切治療專科醫生常遇到的困難
是什麽？
困難其實很多，但個人認為不論在公立醫院還是
在私家醫院，ICU醫生經常遇到的困難都是跟其
他專科醫生的合作。在私家醫院，情況可以很困
難，原因不單是由其他專科醫生而來，還有一般
市民對ICU缺乏認知，誤以為深切治療是不同器
官專科的部份知識加起來的專科，所以主動要求
由各器官相關的專科醫生來治療。其實，現代
ICU的知識和技能有別於其他專科，綜合治療比
起各個器官由相關專科醫生處理的治療，更能改
善病人的死亡率和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7.主診醫生跟深切治療專科醫生在
病人的治療計劃上要如何緊密合
作？
若要主診醫生配合深切治療專科的工作，首要是
主診醫生要信任及認同深切治療專科的位置，跟
其他專科是一樣，專責處理各種器官支持治療。
沒有一個人身上的器官是獨立分開運作的，深切
治療部專科醫生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器官支持
作一個連貫的考慮和平衡。參與的醫生越多，越
難平衡所有器官支持治療。
其實，當病人情況轉差時，最好還是先找深切治
療專科穩定病情。但很多時病人轉差前已經有不
同的專科醫生參與治療，所以，在情況轉差後再
找深切治療專科，便需要釐清各專科工作，以免
影響日後的合作和病人的治療。若要發揮各專科
所長，深切治療專科應該負責所有器官的支持治
療，而其他專科以處理病因為主，這樣的分工關
係，很需要主診醫生的認同和支持，由主診醫生
作安排決定。

李衛全 深切治療專科醫生
養和醫院深切治療部主任兼深切治療部專科醫生，擁有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英
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學深造文憑、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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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尿失禁原因與護理要點

HEALTHCARE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老年人因肌肉衰退或因患上慢性疾病如中風、認知障礙等而引起尿失禁問
題的情況亦越見普遍。尿失禁通常可以分為壓力性失禁、急迫性失禁及滿溢性失禁，也有可能
混合以上的失禁發生。
壓力性失禁在年長的女性當中比較常見，婦女尤其是生育過後，盆底肌肉受過傷，到年紀稍大
後便出現盆腔結構下垂影響到膀胱括約肌控制能力，於是在提起重物、打噴嚏、咳嗽甚至大笑
等腹腔壓力上升時，尿液便會滲出。
另一種就是急迫性失禁，這種問題男女都有發生，於前列腺增生、柏金遜症、尿道感染病者中
比較多見。主要症狀為尿頻尿急，夜尿頻繁但尿量不多。最煩擾的是稍有尿意出現便不能等候
並滲出小便，令患者感到尷尬。
滿溢性失禁的原因為尿液無法排出，膀胱逐漸滿溢引致壓力過高，最後尿液從尿道不斷滲出。
脊髓受傷及嚴重糖尿病患者都有較高風險。滿溢性失禁更會傷害腎功能，不容忽視。
治療簡介
治療尿失禁先要找出病發原因和失禁的種類，透過問症、身體檢查和血液尿液檢驗作基本
分析，如有需要也可考慮進一步檢查，如膀胱內窺鏡和尿動力學測試去作針對性的治療。
尿失禁中以滿溢性失禁最為危險，必需儘快把過漲的膀胱用尿管導清，以免損害腎臟，然後再
治療引致的原因，如用手術去治療前列腺肥大。壓力性失禁如情況不算嚴重，可嘗試做物理治
療慢慢強化盆底肌肉：但若情況嚴重則可考慮施行手術。如有急迫性失禁，可以考慮用藥物治
療去放鬆膀胱的肌肉，減少過度活躍的症狀。
按不同尿失禁程度及需要作適當護理
每位患者的活動能力、需要及失禁情況各有不同，應就不同情況選用合適的護理用品。如只是
咳嗽大笑時有少量滲尿的患者，可選用吸量較低及較輕巧的尿滲用護墊；如需進行運動，或需
乘搭長途車而不便隨時更換尿墊時，可選擇預先穿著尿褲。中度失禁者而仍有活動能力者也適
合穿著尿褲，方便他們自行更換尿褲。如患者需長期卧床不能自理，則需選擇紙尿片作護理。
護理不當可引發致命失禁性皮膚炎
大部份卧床長者的失禁問題較為嚴重，不能完全根治，於是長期護理就非常重要，以儘量避免
併發症如失禁性皮膚炎(incontinence associated dermatitis IAD)發生。失禁令皮膚暴露於
一個潮濕和帶有大小便及細菌的環境，對皮膚造成刺激和感染，容易出現失禁性皮膚炎，其併
發症甚至可以致命。
預防失禁性皮膚炎要選取透氣度高的尿片，以保持皮膚天然濕度，每次出現失禁後立即用輕印
式清潔，最好是使用不用過水的滋潤性清潔劑，會比肥皀和水好。清潔後應該用潤膚膏和尿疹
膏為皮膚作屏障，以保護皮膚。
如皮膚持續惡化，便要找皮膚科醫生診治，或要考慮用尿管導尿，使皮膚較乾爽以輔助治療。

陳偉希 泌尿外科醫生
現時為香港養和醫院泌尿外科部副主任
於一九九二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並於一九九八年取得泌尿科專科院士資
格，曾在明愛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任職泌尿科主任顧問。
致力推動微創泌尿外科手術並且是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副教
授，是現任中華微創及外科學會副主席、香港微創泌尿外科學會及香
港泌尿外科學會前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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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香港長者產業聯會會員除了出席每月會董會會議暨月會講座，先後參加過40多項大小工
作計劃，包括會員培訓、文康聯誼、產業交流、學藝科研、健康展覽和社會服務等等，主要包括：

香港長者產業聯會一週年紀念特輯
走進香港長者產業聯會（長聯）會
長蔡少偉博士的辦公室採訪，驚覺
地方雅致舒適，而整層寫字樓還有
不少寬敞房間，免費作為幾所社團
的辦公會址；另一層則闢作私人會
所，可供會議、演講和聯誼，設備
齊全，可見蔡博士熱心支持社會公
益，確實不遺餘力！
創會背景

2017年11月14日
本會首項活動—與CP長
者屋合辦醫養結合論壇

2018年1月18日
2018年1月26日
出席副會長陳馬笑桃利記集團 出席第三屆黃金時代展覽
70周年紀念酒會
暨高峰會

2018年2月23日
出席會董蔣秀珠香港藥學服
務基金籌款晚宴

2018年3月1日
副會長奚曉珠百本醫護控股
主板上市一週年誌慶

2018年3月13日
春茗晚會

2018年4月8日
出席副會長蔡敏思舉辦之
耆開得勝健樂行

2018年5月4日
香港長者產業聯會成立暨就
職典禮

2018年6月8-10日
出席百本醫護控股冠名贊助
健康博覽

2018年7月14日
參觀CP長者屋惠東項目

2018年8月21日
2018年8月25日
中西區文化藝術節中西藝萃 參觀中國（深圳）國際老
展繽紛2018暨就職典禮
齡博覽會

2018年9月5日
出席優質品牌選舉發布會

2018年9月21日
三會跨界交流聚會（工總∕
長聯∕孕嬰童協會）

2018年9月27日
初創和醫療醫美中小企
如何配合達致雙贏講座

2018年10月14日
贊助家庭社會責任促進會
啟動禮暨嘉年華

2018年10月19日
會長蔡少偉博士美臻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上市慶祝

2018年10月27日
賽馬會智齡匯開幕禮暨
座談會

2018年11月3-4日
贊助並協辦九龍中扶輪社關
愛長者資訊嘉年華2018

2018年11月3-4日
2018年11月9日
2018/19中西區健康節
考察廣州第五屆中國國際
（參與健康講座及開幕典禮）老齡產業博覽會

2018年11月21日
出席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
會2018—歡迎酒會

2018年11月22日
出席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
會2018—開幕典禮

2018年11月29日
草姬20週年紀念酒會

2018年4月20日
參觀名譽會長吳國富校長
協助創立之松齡雅苑

全球人口急速老化，養老產業雨後春筍，舉凡衣、食、住、
行、生、老、病、死、以至文化藝術與財產及知識的傳承等
等，範疇廣闊，行業眾多；香港一批志同道合的商業翹楚，
於2018年元旦正式成立香港長者產業聯會，致力推動養老行
業的發展，樂活耆英，安享餘暉。

長聯抱負
率先構建香港具影響力的長者產業互通平台，促進業界發展並
創造環球商機，造福銀齡。

使命宣言

產業聯盟聚精英
造福銀齡樂頤年

（左起）百本市場推廣高級經理黃夢璇、香港長者產業聯會會長
蔡少偉博士及香港長者產業聯會義務秘書庾國慶

核心價值
關愛
社群

多元
包容

團隊
協作

價值
共享

發展策略
建立電子平台，聯繫行業持份者，團結互助，並提供相關學術資訊，切磋交流。
舉辦培訓講座，改善從業員的管理、營銷及財務管控等等技巧，提升競爭力。
凝聚業界力量，向政府反映意見，爭取權益及資源，例如BUD FUND等，扶助同業發展。
結合同業，籌辦博覽會及研討會等，並組織商務考察及交流團，開發環球市場，拓展商機。
全面配合「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特設商貿交流平台，為會員擴闊市場。
為長者及其家人或照顧者舉辦有益身心的公益活動，致力促使年長一輩活出健康而豐盛的晚年。

工作目標
短期： 舉辦聯誼、教育及培訓活動，凝聚會員，並帶動會員參與社會公益事務。
中期： 組織商務考察及交流團隊，參展博覽暨高峰會，並推動樂齡科研及創新科技。
長期： 倡導夥伴協作，推廣跨代共融與家庭和諧並拓展跨境養老的商機。

產業聯盟聚精英

造福銀齡樂頤年

全球的養老產業發展風靡雲湧，產品五花八門，服務多元；香港長者產業聯會成立剛好一年，
會務發展蓬勃，如日方中；為配合發展，本會極需各方專才與我們攜手合作，相輔相成，推動
銀髮產業向前邁進，福惠樂齡！長聯大門，為你打開，歡迎加入！
網址：www.hkfsci.com

2018年12月8日
查篤撑兒童粵劇團會址
開幕典禮

2018年12月9日
2018年12月11日
2018-2019年秋冬上環假日行 2018聖誕聯歡會
人坊—跨代共融嘉年華2018

誠邀各方精英加盟

2018年12月14日
2018年12月16日
副會長奚曉珠百本2018年聖 與詠翔合辦參觀慈山寺
誕派對暨新任董事歡迎儀式

攜 手 拓 展 銀 髮產業

請到本會網站www.hkfsci.com或掃描QR Code詳細認識本會（內附入會申請表格）
查詢：本會秘書處
會址：香港九龍旺角弼街20號10樓
(852) 3758 2817
(852) 2398 1500
info@hkfsci.com

INTERVIEW

慶祝科氏健成功進駐百本店

有助改善腸道便秘隱患
還原你健康輕鬆狀態
改善水質

去除餘氯、石灰質、重金屬等有害物質

安全飲用

符合世界衛生組織飲用水標準，
無殘留重金屬及大腸桿菌

負氫離子活水機
Model No. NH-01A
原價 HK$11,800
優惠價 HK$10,800

保留有益礦物質及微量元素

階梯式過濾結構，濾孔比溶解礦物質大，保留有益的礦物質

不丹義診文化
「濟世‧幸福」

簡單易用

無需插電，開水即可直接飲用

無染的天空

經香港SGS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檢測證明，符合世界衛生組織飲用水標準，更具備抗氧化還原力

保護肌膚細嫩
從潔淨水開始

一群香港中醫師，踏上了幸福國度義診之路，一個承諾，埋下了為岐黃醫術承傳的決心。我們發
起的中醫義診活動現已展開，並不會停歇，立志為蒼生普濟，這就是——「慧燈懸壺行動」。
不丹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之一，上任國皇使用「國民幸福指數」取代一般國家「國內生
產總值」來衡量國家發展水平的政策最為人熟悉。是次不丹中醫義診，是歷史上首次中醫團隊進
入不丹，團隊透過中醫診療幫助有需要的不丹人民，同時推廣義診文化，團員也藉此機會親身體
驗這個幸福又神秘的國度，實現「利他利己」的義診活動目標。

水質佳

去除餘氯、微生物等有害物質

適用範圍廣泛

可配合沐浴器、洗衣機、廚房水槽、魚缸等使用

淨水看得見

體積小巧，全透明機身，方便觀察濾芯使用情況

簡易安裝及替換

沐浴衛士
Model No. BH-01
原價 HK$198
優惠價 HK$178
（安裝後）

自助安裝及更換濾芯，簡便快捷

經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檢測報告，證明能有助去除餘氯、殺滅惡菌、清除水中重金屬（鉛、鎳、鉻、鐵、鎘）
查詢電話：2575 5893/2575 5839
銷售點：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營業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9時（星期一至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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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景國際有限公司
Smart Kingdom International Ltd.
網址：www.technothy.com
電郵：sales@technothy.com

幸福的國度

「慧燈懸壺行動」成員與當地不丹人處於和諧氣氛
中，從每一個行動組員臉上的笑容，可以感受到箇
中的幸福。
不丹，作為幸福的國度，我們可看到政府施政的慈
悲、人民教育上的知足，以及並非如這世上其他國
家的意識形態之功利主義上，我稱之為——「自然
主義」。不丹人民享有全民醫療保障，奈何卻因交
通距離的局限，全民免費醫療制度只能起到很少的
作用，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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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

中醫「治未病」乃未病先預防的中醫概念，對義診提供了持
續而具預防醫學的充實內容。「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
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聖人」是醫者追求的最高道
德標準，具有強大的洞察力，在天地交感，四診合參後能找
出病程多端變化的蛛絲馬跡。我們教授不丹人民中醫知識，
例如八段錦、頸部米字操、認識艾灸防病養生的法門和對家
中小孩應用的兒科捏脊手法，均能讓患者學以致用。透過義
診實踐中醫傳統「治未病」的理念，並讓不丹廣大人民認識
更多中醫文化及理論。

義診‧普濟

義診文化，是救濟天下蒼生，在民間發起的善行趨勢。為滿足
發展中國家人民及眾生的醫療需求，我們的行醫者需要具備濟
世之心，以自己的能力幫助世上有需要的人和生命。
普濟工程，是以普遍性救濟生命為己任的思想改革，同時把思
想化為行動，我們鼓勵並促進社會中因緣契合的人士加入這個
概念，這個意識，這個思想，讓善心善行遍地開花。

「濟世‧幸福」

我們以「濟世•幸福」作為不丹義診的系列名稱，而「濟世」的
心念，不會間斷，會永續經營，全繫一念，以普濟工程帶動，推
廣義診文化，這一切，是一個開端。

烈大夫

註冊中醫師，醉心於中醫針灸方藥，熱愛傳統文化，立志要宏揚中國傳
統醫道，在這紛擾的亂世當中，循本澄源的確立真正中醫之道。烈大夫
除積極參與中醫藥發展事務外，亦大力投入推動普濟工程，讓中醫義診
文化推展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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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護學會測試結果*

60歲以上人士連續服用
古寶強腱肌活靈3個月後

95%上落樓梯無力狀況改善
87.5%平衡力差狀況改善
97.5%腿部力量改善
97.5%活動靈活度改善
*根據香港醫護學會於2018年6-10月份邀請了40位本港60歲以上肌肉乏力人士連續服用含 LeuciAcid的古寶強腱肌活靈三個月，透過每月肌肉功能評估^及問卷調查收集試用者數據
所得。
^肌肉功能評估包括手握力量度、站起來及行走試驗(Get up and go test)，以及SPPB簡易機體功能評估法（平衡試驗、4米定時行走試驗及定時端坐起立試驗）。其中平衡試驗會
根據測試者堅持站立的秒數評分為0-4分。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
服務人員協會資訊

順產好還是
開刀好？
無論順產還是開刀好，都是不少
準父母第一個要頭痛的問題。

順產有哪些好處？
在兒科醫生角度來看，自然分娩雖然少不了皮肉之苦，但對
嬰兒和產婦來說，還是有較多好處：
1. 順產出生的嬰兒較少出現呼吸問題，因為他們大多為足月
出世，呼吸系統較早產或剖腹產的嬰兒成熟；
2. 嬰兒經過產道承受壓力的過程中，有助把肺部胎水逼出，
幫助嬰兒自行呼吸；
3. 順產出生的嬰兒，較剖腹產的嬰兒患上哮喘及第一型糖尿
病的機率為低；
4. 順產出生的嬰兒，因呼吸窘迫症候群而需要入住新生嬰兒
深切治療部的機會，亦較剖腹產出的嬰兒低；
5. 生產過程能刺激體內不同荷爾蒙分泌，是剛出生的寶寶對
外界反應更靈敏，有助於母親相互溝通及母乳餵哺；
6. 嬰兒在順產過程中，能接觸到產道中良好及有保護性的細
菌，當這些益菌進入嬰兒腸道中，有助提升及平衡嬰兒免
疫系統；對產婦而言，剖腹產始終屬於手術，母親需要承
擔手術後併發症的風險，而且方式時間較長，腹部及子宮
內會留有疤痕，往後懷孕也會增加胎盤前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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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費

什麼情況下醫生會建議剖腹產？
順產雖然對嬰兒及產婦都有不少好處，但亦有不同
程度的風險。首先穿胎水後嬰兒會暴露於空氣中，
若媽媽患有乙型鏈球菌、人類乳頭瘤病毒、疱疹，
或其他病菌如大腸桿菌等，便有機會傳染給寶寶。
其次，胎兒在子宮內亦可能因臍帶繞頸、打結或脫
垂而影響胎兒心跳；第三，羊水中的胎糞亦可導致
新生嬰兒患上胎糞吸入症候群。

如果在產檢中發現胎兒過重、過輕或胎位不正，剖
腹產會較有保障，而且亦可撇除出現難產、使用真
空吸盤、產鉗，及因順產過程中出現問題而須轉為
緊急剖腹產等難以預測的情況。
因此除個人意願外，婦產科醫生一般還會評估孕婦
和胎兒的情況，及視乎分娩時的情況作最後決定。

而產婦假如患有妊娠糖尿、或多胎懷孕、胎兒體型
過大而媽媽盆骨不夠寬闊，引致拖移無法落入盆骨
位置，便不適合選用順產方式。另外，胎位不正或
胎盤前置，亦不適合順產，否則產婦及嬰兒都會造
成危險。
假如在分娩過程中出現難產的情況，醫生需要使用
產鉗或真空吸盤協助生產，或會引起胎兒頭部產瘤
(Caput Succedaneum)或頭血腫(Cephalohaematoma)。若胎兒過大，也有可能造成肩難產而導致鎖骨
骨折和臂神經叢損害(Brachial Plexus Palsy)。

優質內視鏡日間檢查中心
檢查包括：胃鏡檢查 / 大腸鏡檢查 / 膀胱鏡檢查 / 乙結腸鏡檢查 /
超聲波內鏡檢查 / 內視鏡黏膜切除

本中心已參與政府的大腸癌篩查計劃
陳欣永醫生簡介

市民可一站式到本中心約見醫生進行大便隱血測試，若測試結果呈
陽性，可預約大腸鏡醫生進行大腸鏡檢查，查詢請致電 2352 2180

兒科專科醫生陳欣永，亦是兩個孩子之父！結合專業醫學知識及家中實戰經驗，喜歡與一眾新手父母分
享「育兒秘笈」！為了解答一眾新手父母的疑難，醫生撰寫了「母嬰百科全書」——《孕育健康BB！醫
生爸爸100個育兒你問我答》，為各新手父母提供「貼地」育兒資訊。

*本文內容節錄自《孕育健康BB！醫生爸爸100個育兒你問我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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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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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及查詢 : 3549 8014（直線）/ 9798 7743

九龍旺角彌敦道625 & 639號雅蘭中心一期17樓
1725A室 (港鐵旺角站 E1出口)

HEALTHCARE

香港醫護學會邀請真人測試結果

？

行動快過 思想就係叻？
？
小心患上

專注力不足症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簡稱ADHD）是其中一種最常見的兒童發展障礙。
但同時，筆者覺得也是一種很容易被人誤解的疾病。讓我們首先了解一下在
當今醫學的角度下，ADHD是什麼？

家長認同：

90% 有助提升小童專注力*
92% 有助小童管理情緒*
92% 有助縮短小童做功課所需時間*
查詢電話：3100

0055

專注力不足
症狀

複合型

過動∕衝動
症狀

ADHD症可分為兩大類：專注力不足
症狀以及過動∕衝動症狀。從而可分
為三大類型：複合型（即同時兩類症
狀都符合診斷標準）、專注力不足型
及過動∕衝動型（即只有其中一類的
症狀符合診斷標準）。一般來說，
ADHD症狀都會在12歲之前出現，影
響患者成長階段的身心發展。

www.brainfocusmart.com

根據香港醫護學會於2018年6-7月份邀請38位4-8歲合資格的小童連續服用一個月後，由家長填寫的問卷調查所得之數據，89.5% 家長感到產品有助提升小童專注力，92.1% 家長
感到產品有助小童管理情緒*，92.1% 家長感到產品有助縮短小童做功課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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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研究發現，ADHD患者大腦前額（Frontal
lobe）的功能和一般正常發展的人有明顯差異。
前額葉主要的功能包括：計劃及組織行為、調節注
意力以及控制情緒等等。打一個比喻來說，前額葉可
說是我們大腦裡的一個煞掣器。你能想像只有加速器而沒
有有效的煞掣系統的話，我們可以如何駕駛﹖像是一直全速
前進、橫衝直撞直至意外發生（像是過動∕衝動的症狀）；
又或者是左搖右擺，無法達致正常穩定速度駕駛的車輛（像
是專注力不足的症狀）。患上ADHD的孩子就像煞掣失靈的車
輛，覺得好玩的事就不理後果想做就做、長期坐不定、無法
好好安排或計劃生活上的事情，也不能安定下來去做一些表
面沉悶但對自己有著長遠利益的東西。「行動快過思想」是
大多數常ADHD孩子的自我形容，但不要小看這種狀態，後果
可能很嚴重。大家想像一下如果有天你的「行動快過思想」
的話，可能你已經因為出手毆打你的無理老闆∕顧客∕同事
因而要鬧上法庭去了。

ADHD的治療有兩大方向：藥物治療以及行為
治療。如要令ADHD患者的童年生活達至「正常
化」，合併以上兩大方向最為有效。藥物治療直接
改善患者前額葉功能，目標是加強專注力和自我控制
能力，以及減少活躍過動的行為。行為治療則是透過
有系統、有計劃地運用心理學原理，幫助減少或消除不
良行為，以及建立有效合適的行為模式，對於增強患者
的自信以及改善心理質素會有比較有效果。如何有效地
安排藥物及行為治療，是成功令ADHD患者重過正常化
生活的關鍵。

超過

9成*

醫護人員
喜愛

9成*

近

醫護人員
推薦

超過

突 破 革 新 科 技

養根護芯防掉髮

大腦前額

7成*

醫護人員
認同

2星期可改善掉髮

日本
製造

添加中藥及高效美容成份
採用日本納米滲透技術

李耀基 精神科專科醫生
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
院院士、香港精神科醫學院院士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精神科）。主治兒童及青少年情緒或發展障礙，例如
ADHD、自閉症及學習障礙等評估及治療，另外亦治療情緒
焦慮、睡眠問題、飲食失調及思覺失調。
www.akfspl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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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FS PLUS 郭富城專屬品牌

* 香港醫護學會於2018年4月至10月期間邀請了66位醫護人員連續使用AKFS PLUS養髮系列(無矽配方)洗護髮產品十四天後的問卷調查所得數據，當中92.3%醫護人員親身試用後喜愛此產品，72.3%醫護人
員親身試用後會購買此產品改善掉髮問題及87.7%醫護人員親身試用後會推薦此產品給其他人。

男比女短壽 或因缺保健意識

HEALTHCARE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近10年的調查統計，男性壽命平均比女性短5至10年。而在2017年，政府
最新統計數字顯示香港男性平均壽命為81.9歲，女性則為87.6歲。當中原因與一般男士的生活
及飲食習慣有關，而且男士們在保健意識方面，較一般女性低，經常患病而不自知，延誤了治
療的黃金時間。
「四高症」，即是高血壓（高於140/90mmHg）、高血糖（空腹血糖高於5.6mmol/L）、高血脂
（總膽固醇值高於5.2mmol/L），以及往往被人忽略的第四高的高肥胖指數，即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BMI)高於23，或男性腰圍超過90cm（35吋）、女性腰圍超過80cm（32吋） ，
都是身體健康響起警號的先兆。
預防四高 從簡易生活習慣開始
肥胖再加上其中兩高，已可定義為患上代謝綜合症(MetabolicSyndrome)或X症侯群(SyndromeX)。這類人士患上心腦血管疾病的機會激增，如中風和心臟病，同時亦增加患上糖尿病
、脂肪肝、大腸癌等機會。近年，四高已成為常見的都市病，根據衞生署資料顯示，心臟病、
中風和糖尿病分佔香港主要死因第三、四及十位。
2.
避免患上這些常見的致命疾病，預防和降低四高風險刻不容緩。
1. 注意均衡飲食，避免進食高鹽、高糖、高油脂、高膽固醇的食物
2. 戒煙
3. 每天酒精攝取量不多於2個酒精單位（約一杯紅酒）
4. 配合適量運動，如每星期進行三次，每次分別做三十分鐘的帶氧運動
5. 建議四十歲以上人士每三年做一次體檢
6. 患有高血壓、糖尿病或高血脂者須遵照醫生指示服藥控制病情，嚴重癡肥人士甚至可考慮
採用手術治療
亞洲成年人的BMI分類與患上嚴重疾病風險的對照表*
BMI＝體重(kg)/身高2 (m2)

過重

*

ＢＭＩ（公斤∕米２）

患上嚴重疾病風險

過輕

< 18.5

低

正常

18.5 - 22.9

普通

邊緣

23 - 24.9

增加

肥胖（中度）

25 - 29.9

中度

肥胖（嚴重）

> 30

高度

資料來源： WHO/IASO/IOTF. The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redefining obesity and its treatment. Health Communication Australia
Pty Ltd; 2000.

譚焯坤 老人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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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內科
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科），英國愛丁堡皇家內科
醫學院榮授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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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蔘源元氣大增
炎炎夏日
小孩：增強免疫力，提升集中力
終於過去！寒風
吹到，大家會覺得手腳
男人：祛濕排毒，紓緩壓力
冰冷、腸胃不適嗎？蔘源幫到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你！取自於韓國野山人參的蔘源有
助平衡氣血，從而改善手腳冰冷、失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眠問題、提升腸胃功能、增強免疫力，
陪你平穩渡過秋冬。

取材地道

ICU是部門？是專科？

解開ICU迷思

認證有效

蔘源取自於韓國江原道，並獲韓國人參協會頒發證書的50年以上野山人參。

全球獨一的RGCE工藝
由韓國植物幹細胞研究院研發，把細胞中的一般人參皂苷全部轉化為稀有人參皂
苷，令蔘源比一般紅參的皂苷含量高150倍。

絕不上火、躁熱
蔘源透過獨一的RGCE工藝，令讓人容易上火的人參皂苷三醇(PT類)成分降為零。

珍稀成分含量高
蔘源每包含有Rh2、Rg3、Rg5、PPD等人參稀有皂苷，含量相當於一棵50年野山人
參。朱小姐分享：「蔘源營養價值超過3萬美金。人參皂苷Rh2每克價格可達數億
美金，而PPD等稀有人參皂苷效果更加顯著且過於稀有，其價值無法估量。」

DRINK IT EASY 大補元氣
人人都可以隨時隨地飲用50年野山人參精華——蔘源，
為自己大補元氣，令氣血平衡，就能達致排毒美顏、健
脾養胃、袪濕等功效，更能改善失眠。

優惠券
百本讀者尊享 【蔘源買大送細優惠】（只限百本銷售點）

朱珮嘉女士，植能量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公司始創成員之一。

憑券購買30包裝蔘源乙盒（特價：$1200）即可獲贈10包裝蔘源乙
盒（價值：$410）
此券每人每次限用一張
此券不予兌換現金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如有任何爭議，植能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百本保留最終決定權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止

銷售點：
百本：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港鐵尖沙咀/
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糖尿病患者
患心衰竭風險高

5倍

糖尿病為香港十大殺手之一，可引致
多種併發症，例如腎衰竭、心血管疾
病，中風，甚至心臟衰竭，更有部份
患者出現以上問題才驚覺自己早已患
有糖尿病。事實上，心臟衰竭是糖尿
病較常被忽略的併發症，嚴重者可致
命。原來糖尿病患者出現心臟衰竭與
出現冠心病的情況一樣普遍，甚至有
研究指出，68%二型糖尿病患者於5
年後均出現心臟衰竭的先兆，例如腳
腫及氣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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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留位熱線：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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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糖尿病可能會引致冠心病，血管堵塞令
心臟細胞受損，從而令心臟功能衰退。另外，
糖尿病亦有機會影響心肌細胞的功能，令細胞發炎
及死亡，造成周邊組織出現纖維化及微細血管收窄，最
終導致心臟衰竭。值得留意的是，糖尿病患者比一般人高2至5
倍風險出現心臟衰竭，而且其後的入院率及死亡率都比一般人
高2至3倍，三至五年內的死亡率更高達五成，值得關注。
可怕的是，心臟衰竭來得無聲無色。心臟衰竭的初期症狀並不
明顯，患者發現患病時，心臟結構和功能大多已經出現無法逆
轉的損害。糖尿病患者需要提高警覺，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如
果發現呼吸困難或氣喘、水腫疲倦、噁心或食慾不振，應及早
求醫並進行相關的心臟檢測，包括X光檢查、驗血和心臟超聲波
等。

專
業
證
書

若果糖尿病患者不幸被確診患上心臟衰竭，藥物治療方面會較
為「棘手」。因為糖尿病不但影響患者的心血管健康，腎功能
亦會同時受損，即使服用相同種類或劑量的藥物，患有糖尿病
的心臟衰竭者一般對藥物治療的反應較差；當嚴重至腎臟衰竭
時，更無法使用一些心臟衰竭的藥物，大大減低治療成效。

減少葡萄糖重
吸收率

課
程

SGLT2 抑制劑

5891

診所護士專業證書課程 / 診所護士專業證書
課程及注射技巧實務訓練 (雙證書課程)

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課程

掌握診所運作及管理、病理學及護理技巧、基本扶抱、基本
急救、抽血技術的認識、配藥原則及常用藥物知識，助你投
身診所專業。

課程已獲醫管局認可，以理論及實習形式教授基本護理學及
技術運用、內外科護理學、專科特別護理、感染控制及預防
、藥物使用基本要點等。

課程時數：
全日 (CN19F1)：72小時，共7課
兼讀 (CN19P1)：72小時，共18課
雙證書課程*：兼讀 (CN19P1A)：72小時，共18課

課程時數：
全日(CRSW19F1) : 233小時，約2個月
兼讀(CRSW19P1) : 233小時，約7個月
兼讀(CRSW19P2) : 233小時，約10個月

*課程包括54小時課堂及18小時實習計劃，學員將獲安排至私家診所參
與實習，表現理想將有機會獲盈健醫療聘用為診所助護。

上課時間：
全日：(F1)2019年1月7日 09:00-18:00 ( 逢星期一至五 )
兼讀：(P1F/P1A)2019年1月8日 19:00-22:00 ( 逢星期二、四 )
注射技巧實務的訓練上課時間：
2019年3月3及10日 09:30-12:30、13:30-16:30 ( 星期日 )

醫管局
認可

上課時間：
全日：(F1)2019年2月4日 09:00-18:00（逢星期一至五）
兼讀：(P1)2019年2月16日 09:30-18:30（逢星期日 )
(P2)2019年1月21日 19:00-22:00（逢星期一、三 )
學費：$9,800；行政費$100，包括急救證書，如要購買急救
堂之課本價錢為$80

學費：診所護士課程：$5,200；行政費$100
雙證書課程：$6,200；行政費$100

*資歷架構登記號碼:15/003486/L2；有效期為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
1月31日

古法紮肚及催乳專業培訓課程

催乳師專業培訓雙證書課程

課程特別為陪月員、孕婦及產婦度身訂造本課程，以配合政
府相關政策。內容包括古法紮肚的修身手法、及催乳穴位的
按摩原則及理論穴位之效用等
**此課程不包括考試，考試時間和國家證書費用需再與職員聯絡

課程特別為陪月員、孕婦及產婦度身訂造本課程，以配合政
府相關政策。課程主要圍繞餵哺母乳的相關技術及知識，使
母親能更正確和健康的運用餵哺技巧及解決泌乳不暢順等問
題。

課程時數：18小時，共6課

課程時數：18小時，共6課

上課時間：
(BWSL19P1) 2019年1月8日 19:00-22:00（逢星期二）

上課時間：
(MAC19P1) 2019年1月14日 19:00-22:00（逢星期一）

學費：$6,000；行政費$100
（孕婦學員可帶領一位女性親友陪同上課）

學費：$4,400*已包括認證考試費及證書費（孕婦學員可帶1
位親友陪同上課）

30小時急救證書課程（證書由聖約翰救護機構頒發）

急救證書壹日重溫課程

課程時數：全日：30小時，共4課

課程時數：7小時，共1課

上課時間：
全日 (SFA19F1)：2019年3月10日 09:30-17:30（逢星期日 )
考試日期：2019年4月14日 09:00-12:00
(SFA19F2)：1月21-24日 09:00-17:30
考試日期：2019年1月31日 09:00-12:00

上課時間：
(ODRC19P1) 2019年2月2日 09:30-17:30（星期六）
學費：$360；行政費$20

學費：$780；行政費$20
近曲小管

葡萄糖過濾
增加尿液葡萄糖排泄量

幸運地，最新一項大型研究發現，新一代降糖藥物SGLT2抑制劑可減少患者
因心臟衰竭住院或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達17%，以及減少因心臟衰竭而入院
率27%。研究亦發現，示即使病人沒有心臟衰竭，SGLT2抑制劑亦能減低因
心臟衰竭而入院或死亡的風險，為糖尿病患者帶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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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普來
心臟科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

健
康
護
理
課
程

抽血技術及靜脈輸液專業證書課程

注射技巧實務訓練課程

本課程主要教授靜脈輸液及抽血技術，為有志成為抽血員和
重溫抽血技術之前線醫護人員打好基礎，並為將來於化驗所
工作或成為抽血員做好準備。

課程除介紹注射理論外，亦會教授注射藥物的分類及貯存，
計算注射劑量，皮下及肌肉注射法等全面注射技巧，以提高
護理人員相關知識及服務質素。

課程時數：27小時，共4課

課程時數：12小時，共2課

上課時間：
(BT19P1) 2019年1月26日 09:30-18:30（逢星期六）

上課時間：
2019年3月3及10日 09:30-12:30、13:30-16:30 ( 星期日 )

學費：$3,900；行政費$100

學費：$1,800；行政費$100

企業培訓 2575 5891

醫護培訓 2575 5689 租用場地 2575 5600

9601 6833

www.mybe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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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本健康生活Facebook專頁
BamboosLifemagazine

為你生活添色彩

專頁資訊全面，內容多元化，互動性高，致力為你帶來優質的瀏覽體驗！

FB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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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都說照顧初生BB最辛苦，除了要頻繁地餵奶換片之外，還因為
摸不透BB的心思。其實，BB不停哭鬧的原因，除了肚餓之外，還
可能是表達身體不適的訊號，父母切勿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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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本健康生活
Facebook專頁

兩歲前發病要小心

BB年紀小，抵抗力差，因此特別容易受到細菌
和病毒感染，其中尿道炎在任何年齡層都有可
能發生。如果小朋友患上尿道炎，則有約
30-50%是患有先天性尿道炎等結構性問題，
亦會較其他原因早發病。另外，較年幼的小朋
友不懂用言語表達不適，加上症狀不明顯家長
未能即時察覺，所以有機會於小朋友6-7歲時
才發現。假如家長沒有及時發現及治療，BB就
有可能因重覆發病而影響其腎功能。根據一般
數據顯示，一歲前男嬰患尿道炎的機率比女嬰
高，但一歲後情況則相反。由於此階段BB仍未
懂用言語表達，所以家長應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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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讚好」專頁，
享受箇中樂趣！

BB尿道炎
父母點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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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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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尿道炎是甚麼？

尿道主要分為上（腎臟）、下（膀胱）泌尿系統，如果尿
液出現細菌，則稱為尿道炎。要根治尿道炎，醫生會追溯
源頭，而一般都源於上泌尿系統。如上泌尿系統受細菌感
染，常見的徵狀包括﹕腎痛、腰痛、高燒、小便帶血、嘔
吐等，嚴重者甚至出現腎炎。如下泌尿系統受到感染，則
會出現低燒、小便帶血、嘔吐等，但不會出現腰痛，嚴重
者有機會引致膀胱炎。如將兩者作比較，腎炎較膀胱炎嚴
重。

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
醫護一體 誠信護理
機構資料
地址：九龍大角咀杉樹街3－11號
德安樓地下部分，一樓及二樓
電話：3427 3327
傳真：3427 9311
面積：7,237平方呎
床位：80張

如何觀察BB是否患上尿道炎?

雖然BB未懂得用言語表達身體不適，但家長如發現BB出現以
下情況，便應帶BB接受醫生檢查﹕
1 小便時嚎哭（BB泌尿系統如受到細菌感染，小便時會出現
刺痛感）
2 只有發燒但沒有其他傷風感冒症狀
3 出現食慾不振、嘔吐等

設施方面
提供高質素長者服務，給長者有居院如家的感覺。

院長有感：

診症過程

本院已是第3年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評審，透過此評審，
令院舍環境及質素都能持續提升。院舍亦不時增添醫療設備系
統，讓員工可在做事事半功倍之餘，能有更加多時間照顧院友
們。令院友們更加住得開心愉快身體健康。

首先，醫生會先用BB的小便進行化驗及種菌，以診斷BB是否
患上尿道炎。如確診患上尿道炎，醫生會因應情況處方口服抗
生素，情況嚴重者則可能需要入院注射抗生素。一般抗生素療
程大概需要一星期，但如BB出現腎炎，則有機會延長至兩
星期。如果BB服用抗生素後還未有退燒跡象，則需要再
看醫生。
如果BB重覆感染尿道炎，建議家長帶BB進行詳細檢查以了解
成因，如：
1 超聲波檢查——觀察尿道是否出現結構性問題
2 尿道造影—— 觀察是否有尿液倒流情況（尿液倒流是指BB
於小便時，尿液在膀胱向腎倒流，BB未能將
尿液排清，細菌積聚而引致腎炎）
3 核子檢查(MAG3)—— 檢查是否出現尿道閉塞（尿道閉塞
能引致小便不流暢，尿液積聚於尿
道內如腎盂、輸尿管或膀胱）

預防方法

1 讓BB多喝水—— 足夠水份能稀釋尿液，有助排清尿液及減

少細菌
2 保持清潔—— 尿道炎是由尿道走入膀胱及腎臟，因此下體
清潔十分重要。BB女小便後，應用紙巾從
前方抹向後方，避免把大小便中的細菌帶向
尿道。另外，家長可考慮為BB仔割包皮，
有助減少細菌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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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員評價：

司徒達燕
小兒外科專科醫生

總括而言，樂善居（愛心基金）護老院符合優質院舍的基本要
求。整體表現比過往的記錄有改善。本年度院舍更採用電子系
統，紀錄院友的生命表徵及藥物記錄等，使員工更有效率地工
作。管理層及員工態度良好及積極，面對問題會即時跟進。希
望院舍能繼續秉承優質院舍的精神，持續提供一個優質的環境
及服務予院友。

• 院舍內部均有展示各項院舍資料如
平面圖、入住資料、守則、活動照
片等有張貼於院舍內不同位置
• 院舍分兩層，間格清晰，設有客飯
廳、寢室、洗手間、浴室、廚房、
洗衣房、隔離房、辦公室等
• 設有兩個大廳作用膳及消閒活動之
用，為院友提供充足的公用空間

服務及環境方面
• 院舍定時執行個人護理計劃，定
期進行的健康檢查及分別安排醫
生、物理治療師、社工等到訪進
行評估
• 院舍定期進行健康檢查及分別安
排西醫、中醫、牙醫、物理治療
師等到訪

英國諾定咸大學內外全科醫
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名譽臨床
助理教授 香港外科醫學院院
士 香港醫學院專科學院院士
（外科）及英國愛丁堡皇家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小兒外科醫學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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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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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SS/2014

3549
80148014
黃姑娘查詢
查詢

欲了解更多「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詳情，請瀏覽：www.healthcare.org.hk
www.healthcare.org.hk 或致電
或致電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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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TVOC
的健康風險
甲醛及TVOC(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總揮發性有機物)是工業常用的溶
劑，廣泛用於日常家居生活用品，例如油
漆、牆紙、地氈、紡織品、塑膠裝飾材料
、木製傢俬、建築物料、塗料、黏著劑、
清潔劑、鞋履、化妝品等等。它們容易在
通風環境差的室內空間積聚起來，是重要
的室內污染物。

甲醛是什麼？
甲醛是無色的氣體，並極易溶於水中。它在
大氣層內存在，焚燒木材、廢物或香煙、發
電廠或引擎排廢氣時均會釋出甲醛。生物，
包括人類及各種動植物新陳代謝的過程中也
會製造少量的甲醛。

健康風險
甲醛及TVOC都是水溶性極高，當他們的濃度超過一定水
平會有強烈刺激性氣味，刺激黏膜及皮膚。即時反應包
括鼻黏膜、眼睛和喉嚨刺痛或痕癢、流鼻水、流眼水、
咳嗽、氣喘、感覺納悶、疲倦、暈、頭痛，又或誘發皮
膚或呼吸道過敏反應，甚至哮喘發作呼吸困難等。TVOC
亦會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影響記憶及視覺等。攝入大量
甲醛更可令人急性中毒，導致嘔吐、嚴重腹痛、昏迷、
肝臟腎臟受損，甚至死亡。
甲醛和TVOC均有致癌風險。經實驗證實，TVOC會令實
驗室中的動物患癌。TVOC當中的苯已在2010年被世界
衛生組織（世衛）列為引起重大公共衛生關注的十種化
學品之一。苯是一級治癌物質，它會引起急性骨髓性白
血病，亦懐疑跟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非霍奇金氏淋巴癌
及多發性骨髓瘤有關。人類長期暴露於苯之中會影響紅
血球和白血球的製造，最終可能引起再生障礙性貧血。
甲醛同樣被世衛列為一級致癌物質，人類在工作環境長
期吸入甲醛會引致鼻咽癌或鼻竇癌。

環境保護署已制訂《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計劃指
南2019》，並提供室內空氣質素指標供市民參考。市民裝修家居
時謹記要選擇不含甲醛及合乎環保設定的物料，並避免在室內吸
煙，盡量保持室內空氣流通，方為保障自身健康的上策。

TVOC（總揮發性有機物）是什麼?
TVOC是室內有機揮發物的總和。一般包括苯(benzene)系
物、石油烴化合物、烯、醇、乙酸、醛、酮、酯等。除了家
居生活用品外，各類石油化工產品、油站、石油氣站、辦公
室內的影印機、印刷機、塗改液及乾洗衣服的清潔液等，均
會釋出TVOC。

黃琼英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於香港公立醫院服務超過二十多年；現時私人執業，前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
物治療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現時仍以兼職醫生身份，在廣華醫院指導年輕呼吸系統科
專科醫生進行較複雜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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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箍都有些什麽選擇？如何改善小朋友牙齒不整齊、
哨牙、倒合牙的情況？

各類牙箍

較多人熟悉的有傳統金屬牙箍和陶瓷牙箍，還有些人們可能聽說過
隱形牙箍和隱藏牙箍（內箍）。
很多人常容易忽略了小朋友成長時期中面部功能性骨骼發展，出現
咬合錯誤問題。小朋友約在12歲左右，便完成換乳齒階段，長出恆
齒，在此之前其實還是可以影響甚至改變小朋友的顎骨發展。如發
現小朋友顎骨比較狹窄，將來有機會出現牙齒擁擠導致不整齊，此
時就可以用擴大器擴張小朋友顎骨，改善他們的咬合方式和預留更
多位置給恆齒長出，簡化以後的箍牙過程、降低拔恆齒的機會，有
研究顯示還可以減少張口呼吸的情況。但隨著小朋友年齡增長，顎
骨發展逐漸成熟就會錯失擴張治療的機會。

陶瓷牙箍

傳統金屬牙箍

隱形牙箍

隱藏牙箍（內箍）

如果小朋友出現哨牙(Overbite)，可考慮使用下顎矯正，促進下顎
發展，可改善外觀和減少成年後睡眠呼吸暫停症狀。
在亞洲，約有5%的小朋友出現倒合牙(Underbite)的情形，可在8歲
至10歲左右用上顎矯正，推前上顎改善倒合情況。
及早接受牙科治療可以糾正嚴重的顎骨差異，否則最後可能要配合
顎骨手術來達到最理想效果。

小朋友適合佩戴隱形牙箍嗎？

把握箍牙的黃金時間
助小朋友改善顎骨發展
什麽是牙箍？
過往的牙箍與現今的相比已經大大不同。現代
第一個牙箍要追溯到1900年代，所有牙齒都被
金屬裹著並用粗綫加以固定，這個首創的箍牙
方式要歸功於「現代正畸學之父」Edward
Hartley Angle。

白恩庭 牙齒矯正專科醫生
香港大學牙醫學士、澳紐皇家牙科醫學院院士、英國倫敦大學理科碩士、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
牙齒矯正科院員、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牙齒矯正學院員、香港大學矯齒學高級文憑、香港醫
學專科學院院士（牙科）及香港牙科學院院士（牙齒矯正科）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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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箍牙黃金期，可
縮短及簡化治療所需
時間，效果更佳，而
且風險也更低。

隱形牙箍是用透明的塑膠材質為客人量身定做牙箍，使用者需要
每星期更換一次隱形牙箍，而每一副隱形牙箍只能移動0.25mm的
牙齒距離。過往，一般都是成年人為了避免佩戴傳統牙箍的不美
觀，經過長時間的發展，現在也常用於7歲至10歲的小朋友身上。
隱形牙箍的優勝之處在於其能夠精準地和溫柔地進行牙齒矯正治
療。

應該從什麽時候需要開始看牙醫？
一般建議小朋友在7歲或8歲就要看人生第一次牙醫，當恆齒全部
長出後再覆診。但如果家長在更早之前就發現小朋友有倒合牙、
哨牙、不整齊或其他咬合錯位情況便需要及早接受治療，可以防
止情況惡化。

什麽時候才開始箍牙最合適？
雖然箍牙沒有年齡限制，但就有兩個黃金期，其一是7歲至10歲之
間可接受早期治療，其二是12歲至13歲。16至18歲顎骨慢慢停止
生長，此前也為最佳時期，因為相比起成年人，小朋友骨骼較軟
和新陳代謝較快，治療所需時間縮短及簡化，效果更佳，而且有
些情況需要配合小手術的，風險也更低。
據報道，一些已發展國家如美國、澳洲等地，有三分之一的小朋
友都會箍牙，只可惜在香港，高達60%的小朋友需要接受牙齒矯
正治療，亦只有約13%的小朋友會佩戴牙箍。希望往後有更多香
港小朋友能夠接受合適的牙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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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自我檢查方法
ICU是部門？是專科？

方法一：鏡前觀察

解開ICU迷思

面對鏡子，把雙手緊握髖部，細心觀察乳房在形態和大小上
有沒有變化，例如皮膚上有沒有點狀凹痕或凸起的腫塊？顏
色有沒有改變？乳頭有沒有分泌物？然後把雙臂高舉，再重
複以上的觀察，同時也留意兩邊腋下有沒有異常。

方法二：淋浴時

淋浴時，在濕滑的皮膚上，用手指輕壓乳房及周圍的每一部
份，感覺範圍內有沒有硬塊。從乳頭開始，以指腹（在手指
伸直的狀態下）按順時針方向逐一按壓檢查整個乳房。在檢
查時，不要忘記乳暈和乳頭底下的位置以及靠近腋下的地方
。

香港乳癌實況
乳癌自1994年起一直是本港女性的頭號癌症，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
中心》數字顯示，新症個案由80年代的每年700多宗飆升至2016年的
4108宗，平均每天有11名女士確診，當中大部份個案發生在45至64歲
的女性身上，而患者的年齡中位數為56歲，較歐美國家年輕。《香港乳
癌資料庫第十號報告書》指出，約兩成半乳癌患者在確診時屬第三、四
期，而超過六成半患者在確診時則屬第一、二期。第一期發現罹患乳癌
的患者，五年存活率達97.5%。

高危因素
雖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預防乳癌形成的方法，但根據國
際科學研究和本地風險因素的評估，以下是一些值得注意
的可改變的高危因素：缺少運動、肥胖（BMI 超過25）、
高度精神壓力、過多飽和動物脂肪（如紅肉和全脂奶類製
品）及缺乏蔬菜水果等。

方法三：仰臥

仰臥床上，也可以再次用以上的方法檢查乳房。把一邊手放
在頭和枕頭之間，用另一邊手的手指指腹檢查乳房及腋窩內
有沒有硬塊。
雖然乳房自我檢查並不是很準確的檢查方法，但這能夠令女
士們更加清楚自己的乳房狀況，在發現任何異常時，能夠及
早諮詢醫生的意見，並接受適切的跟進和治療。

乳房篩查
由於早期的乳癌在臨床上未必容易察覺，所以定期乳房
檢查是有效偵查乳癌的方法。根據國際指引，一般建議
40歲或以上的女士每一至兩年接受乳房X光檢查，有需
要時亦輔以乳房超聲波檢查。如果屬高危的女性（包括
有家族乳癌的歷史、曾患某些乳房病變等），醫生有可
能建議把檢查的年齡提早。

乳房病徵
當發現乳房出現以下病徵，便應立即徵詢醫生的專業
意見。
1. 乳房：疼痛、硬塊、形狀或大小有所改變、皮膚出
現凹陷或靜脈擴張等變化
2. 乳頭：疼痛、分泌物、出血、凹陷
3. 腋下：腫脹、出現硬塊、淋巴結腫大

乳房檢查三部曲

乳癌治療

醫生臨床檢查、乳房影像檢查（乳房超聲波∕乳房X
光）以及細胞或組織檢查（抽針）是乳房檢查的三個
重要元素。

手術是目前根治乳癌的首選，雖有部分患者會擔
心手術帶來外觀問題，但乳癌手術已趨成熟，除
了全乳切除或局部切除外，也有較新的整型式乳
癌切除手術。該技術利用乳房附近組織「重新執
位」，達致重塑乳房的效果。此外，手術前後亦
可配合一系列治療方案包括化療、標靶藥治療、
放射治療和荷爾蒙治療等，醫生及患者均可因應
患者的個人情況，選擇合適的治療方案。

當觸診發現乳房有異常硬塊、乳頭分泌物、皮膚表面
有變化或腋下有腫塊等等的可疑情況，便會安排乳房
影像檢查以進一步了解情況。倘若影像中發現的確有
異常，便會進一步進行細胞或組織檢查。

麥可琪 外科專科醫生
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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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外科）、香港外科醫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外科），同時亦擔任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
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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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重養生 滋補湯水推介

淮杞蟲草老鴿湯

杜仲栗子雞腳湯

功效：補益肝腎
材料
冬蟲草
淮山
杞子
陳皮

香港人愛飲湯，日常湯
水對一般家庭來說是不
可缺少的飲食，從小到
大我們都飲著阿媽煲的
湯水成長。所以，香港
人對飲湯有一份不可言
語的執着之情。

3錢
1兩
3錢
1片

無花果
老鴿
瘦肉
生薑

4粒
1隻
4兩
2片

做法
老鴿去內臟，洗淨切件和瘦肉汆水；淮山用清
水浸透，冬蟲草、杞子、生薑、陳皮、無花果
洗淨。把所有材料放入煲中，加清水約18碗（
三至四人份量），猛火煲滾，再改用慢火煲3小
時，調味即可。

材料
栗子肉
杜仲
陳皮
蜜棗

半斤
5錢
1片
5粒

新鮮雞腳 10隻
瘦肉
4兩

做法
雞腳洗淨瘦肉汆水。與其他材料洗淨放入煲
中，加入清水15碗（三至四人份量）。猛火
煲滾，再轉用慢火煲2小時，調味食用。

淮杞巴戟圓肉鹿尾湯

當歸牛尾湯

廣東人之所以「無湯不歡」，除了湯水承載著廣東人的飲食文化外，其養生功效也是
廣東（香港）人愛飲湯的原因之一。「醫食同源」，「藥補不如食補」正好從日常湯
水中反映出來，只要調配恰當，適時飲食，四季湯水也可以幫你調補出一個好身體。

功效：補腰腎壯筋骨

寒冬滋補湯水
中醫的養生理論強調人體要順應自然的變化規律，在適當的時候調整作息，就可以減少患病。冬天天氣寒冷，萬物
蟄伏，正所謂「養臟」的好時機，《黃帝內經》說：「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民間素有「三九補一冬，來年無病
痛；今年冬令補，明年可打虎」之說，冬至以後「陰極陽生」，人體內陽氣蓬勃生發，最容易吸收外來的營養而發
揮滋補功效，在此介紹幾款簡單湯水。

功效：大補血氣
黨參北蓍湯
材料
黨參
北蓍
淮山
杞子

功效：補氣養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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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錢
4錢
4錢
3錢

材料
當歸
黃芪
杞子
黨參

蓮子
4錢
蜜棗
4粒
西施骨 1斤

做法
西施骨汆水洗淨。淮山用清水浸透，其
他材料洗淨放入煲中，加清水約15碗（
三至四人份量），煲2小時，調味即可
。

徐錦全博士
中藥藥劑學學士、藥劑學
碩士、工商管理碩士、企
業管理博士，獲香港商業
專業評審中心頒發院士，
現任廣東藥科大學客座教
授。

3錢
5錢
3錢
5錢

生薑
陳皮
蜜棗
牛尾

3片
1片
4粒
1條

做法
牛尾洗淨汆水，再全部材料放入煲中，加清水
約18碗（三至四人份量），猛火煲滾，再改慢
火煲3小時，調味即成。

功效：溫陽補腎
材料
鹿尾羓（切片）1條
淮山
5錢
杞子
3錢
巴戟
5錢

龍眼肉 3錢
陳皮
1片
瘦肉
4兩

做法
鹿尾羓片用清水洗淨，豬瘦肉汆水。淮山、杞
子、巴戟、龍眼肉和陳皮用水洗淨。把所有材
料放入燉盅，加清水約6碗（三至四人份量）。
隔水清燉4小時。調味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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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日8杯水
很多人很難辨別身體是感到飢餓還是口渴，原
本只是口渴，卻以為肚餓，意外攝取了過多熱
量。當感到肚餓時，可以嘗試馬上喝一至兩杯
水來抑制進食的衝動，等過了10分鐘左右，再
判斷是否肚餓。而每日平均飲8至10杯水，在
吃飯前先飲一杯水，可以幫助提升飽腹感。

後
誕
聖
身
瘦
招
迎新年

7

3

控制食量
控制食量，可以輕鬆減少卡路里的攝取。即使
是健康的食物，如糙米、全麥麵包、雞肉和魚
類等，如果過量攝取，也會增加體重。所以在
進食前，最好先將食物放在同一個碟，規定自
己只能吃這些份量，這樣就不會過度進食 （例
如一餐可以有2/3碗燕麥飯，1至2碗的蔬菜，2
個麻將大小的肉）。此外，可以嘗試比平時少
吃四分之一的食物，或每餐只吃八分飽，這樣
也可以減少攝取卡路里。另外，惜食不等於食
得唔好嘥，切忌多吃。還要確保日常飲食中的
食物是無加工、熱量低的天然食物，都有助於
控制體重。

4

慢食防止過量飲食

身於香港這個美食天堂，節日與家人朋友慶祝，當然離不
開美酒佳餚。亦有不少人想趁節日回饋自己，盡情任食自
助餐、火鍋和燒烤。如果想在節日後，仍然保持身材或者
沒有增磅，建議在聖誕節期間食得健康和持續做運動，瘦
身迎接新年。

1

多攝取膳食纖維
多進食含豐富膳食纖維的蔬果和粗糧可以增加
飽肚感，有利於控制體重。當中的非水溶性膳
食纖維能夠改善便秘，而水溶性纖維則能夠降
低膽固醇。攝取膳食纖維固然重要，但充足水
分和適量油脂能潤滑腸道幫助通便，所以也不
可缺少。聖誕節中攝取過多甜食，容易漸漸形
成糖癮，可以利用「自然」甜的食物如新鮮水
果和蔬菜代替甜品，不僅能夠從中攝取膳食纖
維，還可以作為一種方法來戒掉糖癮。此外，
建議每天攝取3至4個拳頭大小的蔬菜份量和2
個拳頭大小的水果，亦避免在減脂期間飲果汁
或含糖量高的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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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神經接收飽足感的信號通常需要20分鐘左
右。細嚼慢嚥能夠延長用餐時間，刺激食慾中
樞，讓大腦在未攝取過多熱量的時候有足夠時
間接收「我已經飽了」的訊號，有飽腹感覺而
停止進食，從而防止了過量飲食。若進食速度
過快，則大腦在還未接收到感到飽腹的訊號之
前，便會使人進食過量食物。

5

運動促進新陳代謝
肌肉量較多的人會有較高的新陳代謝。要讓肌
肉組織變多，需要靠運動，尤其是無氧、重量
訓練運動，例如舉重。 肌肉變多，提高新陳代
謝，有助於消脂。

6

設定可行的目標
想要快速瘦身是所有減肥人士的心聲，但如果
不想遭遇復胖的打擊，請不要相信快速減肥的
方法。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指出，有可行
的目標和逐漸減肥的做法才能真正的減重和維
持體重。所以無論你想減掉的體重有多少，設
定目標應該是一個月4至8磅，即每週體重只減
掉約1至2磅。

7

放鬆心情
假期間暴飲暴食不但不會令壓力減少，反而更
會因為不斷增磅而令壓力倍增，導致體內化學
物質出現變化，令人難以減肥。有些人在壓力
過大時容易進食高卡路里食物，導致對做運動
和吃健康飲食的意欲減低，對減肥完全沒有幫
助。不妨試試通過瑜伽、冥想甚至只是做一些
簡單的呼吸練習來放鬆心情，不要讓體內的化
學物質變化作怪！

美國註冊營養師Sophia 李玲玉
畢業於美國羅馬琳達大學（Loma Linda University)獲得營養和飲食碩士學位，考獲美
國註冊營養師的執業資格。曾在位於美國南加州的箭頭區域醫院(Arrowhead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從事三年臨床營養學的工作，期間也曾擔任腎臟專科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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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新年打造 好運窩居
妙用檸檬草

Living

「
楊先生住的大樓，兩戶人家共用一部電梯，電梯出口的空間不大，兩家人各擺了一個鞋櫃。家
中每一個人平均有五、六雙鞋，小小的鞋櫃根本放不下，鞋子只能擺放在門前。
電梯外雖然有安全逃生窗，但規定只有突發事件才能打開，加上好幾天下雨，整個玄關腳臭味
沖天。回家時電梯一打開，歡迎回家的是腳臭味，只能皺著眉頭回家，一開門鞋臭味也跟著進
入家裡。出門時一打開門，鞋臭味撲鼻而來，環抱著討厭的心情上班。有時候客人來，還會被
梯間上的鞋子絆倒。當臭氣利害時，楊先生發現自己與家人更加諸事不順。
如果門口堆滿了鞋子，帶動的是穢氣的流動，出入都聞到臭味，心情怎麼可能好的起來呢？心
情不好，諸事則不順。要踢走臭味，可以利用印度檸檬香茅精油：

」

空間除臭噴霧

準備：30ml玻璃噴瓶
5cc藥用酒精
25ml水
印度檸檬香茅精油

18滴

鞋櫃除臭

準備： 一般衛生護墊，滴上檸檬香茅
精油數滴。

清潔劑

把些許檸檬香茅精油加一些藥用酒精和
水，作為清潔地板用途。使用前請先在
角落不起眼處、測試地板對清潔劑的耐
受度。

步驟： 把5CC藥用酒精加入噴瓶內，加
入檸檬香茅精油，接著加入水，
搖晃均勻後噴灑使用。同時觀想
髒臭、壞事遠離。
用法： 把滴入檸檬香茅精油的衛生護墊
反貼在鞋櫃板子底下（打開鞋櫃
不會看見），一旦背膠失去黏性
掉下來，即更換新棉墊。

資料來源：《看植物在說話 居家好運芳療》台商國際傳媒出版

ALYSA曾鈺善 香薰治療師
英國IFA國際芳療師協會專業會員、美國NAHA國際芳療師執照、台灣
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畢業。澳門澳亞衛視主持人、主播、製作
人，歷經「節目名人博客」、「走進台灣」、「順風順水」等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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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及銷售點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907 0217

廣告查詢： (852)

3549 8014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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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0

課室 4

65

課室 8

60

課室 5

70

課室 9

35

課室 4+5

135

課室 10

70

演講廳及多用途室
3+4+5

210

演講廳 9+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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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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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