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股票代號：8216）

不論晝夜，百本旗下登記，經嚴格挑選出來的15,000多
名醫護人員能24小時為客人提供上門護理服務：
Over 15,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screened
and selected by Bamboos, provide round-the-clock
home care nursing service to clients, services include:
藥物注射
Medical injection
靜脈輸液
Intravenous infusions
更換尿喉、尿袋
Foley and drainage bag
care
傷口及造口護理
Wound and ostomy care

百本的專業外展工作隊，包括註冊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
治療師、註冊社工等，可為客人提供到戶臨床評估服務，從
多方面作出護理及復康治療需要評估，從而制訂合適的護理
及康復計劃及更適切地跟進康復進度。
The professional out-reach team of Bamboos includes
Registered Nurse, Physiotherapist, Occupational Therapist,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etc. The team deilvers comprehensive at-home clinical assessment service, in the client’s
need of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With
thorough assessment, even better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 plan and progress follow up can be in place.

護理及復康治療評估

Nursing and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健康狀況及護理需要
Health condition and
nursing need

心理、認知及行為狀況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and
behavioural status

活動及自理能力
Mobility and self-care
ability

家居環境
Living environment

：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東貿廣場16樓B-C室
：(852) 2575 5836
：www.bamboos.com.hk

：(852) 2575 5893 / 2575 5839 / 6300 9229
：contact@bamboos.com.hk
：www.facebook.com/Bamboos.com.hk

做自己想做的事，是興趣；做自己應做的事，是理想；
完成別人想做的事，才是工作。

各位同工：
有一間公司的員工手冊，第一條寫著：顧客永遠是對的。第二條是：如果客人做
錯，請參考第一條。

關志康

朋友向我請教，問我是否同意「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話？顧客不時有錯，因此，
我不同意「顧客永遠是對的」，但我確信「顧客永遠是最重要的」。

百本主席，香港醫護學

Jacky Kwan

會會長。曾獲美國哈佛
我們今天最好的表現，是明天最低的要求。客戶第一，病人至上，這是百本重要的
價值觀。
做自己想做的事，是興趣；做自己應做的事，是理想；完成別人想做的事，才是工
作。
如果公司純粹給你一個環境，實現自己，挑戰自己，充實自己；那麼，你就是消費
者。你應該付錢給公司，而不是公司發工資給你。
你為客人創造價值，客人才付錢給你。表面上，是公司發工資給你；實際上，每分
每毫都是客戶給我們的。
我們口袋裡的錢，交租的錢，買手機的錢，都不是從天而降，是因為我們提供了好
的服務，滿足了客戶的需求，才能獲得。
客戶最重要，因為在歷史上，任何公司結業，都是因為不夠客戶。你哪會聽到，我
們公司客戶很多，但請不到好人材，所以結業？
森林裡，老虎捕獲一頭梅花鹿。
梅花鹿氣定神閒：「我是二級受保護動物，有膽就吃掉我吧！」
老虎睜著眼睛：「我是一級受保護動物，你認為誰敢讓我餓死？」
客戶第一，員工第二，股東第三。
員工很重要，但客戶更重要。

你的同工

關志康
jacky@bamboos.com.hk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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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與蛻變
年少輕狂，有誰年少時未曾瘋癲過、觸礁過？
Jade亦不例外。曾於反叛期離家出走、煙酒不
離手的她，對過往的任性無悔。「正因為這些
經歷，我可以『過來人』的身份向別人分享及
作呼籲，說服力更強。」至今已親身到過五十
多間學校分享的Jade，不辭勞苦，凡事親力親
為，全因心靈上的富足。即使是短短半小時的
演講，Jade仍會細心構思演講內容及細節，務
求以摰真摯誠的分享感染大家。「助人所得的
是永恆的喜樂，唱歌則是短暫的快樂，前者是
帶不走的。」作為香港樂壇上舉足輕重的女歌
手，大可參與影視工作增加名聲，Jade卻選擇
默默地為社會付出，成就別人，造就自己。願
意用自己的力量成就別人高飛翱翔，這股撼動
人心的無私大愛，是一種很美的心靈感動。
初出道時，Jade以悲情歌曲作為主打，隨歲月
過去，如今她已成了人妻，愛情得意，身份的
轉變同時帶動著心靈的轉變：「現時演繹歌曲不
會太個人化，而是像演戲一樣代入角色。」能隨
時隨地投入感情，以嗓音扣人心弦，全因生活
上的她亦需演活不同的角色。面對身兼多職的
挑戰，Jade卻認為毫無難度：「我能妥善分配
時間，對於音樂、慈善和家庭，均無分優次。
除了工作及參與不同活動外，我亦會兼顧好老
婆的身份，例如煲湯、煮飯給老公，不會『餓
親他』的。哈哈！」言談間，Jade透出甜絲絲
的幸福笑聲，感覺像小鳥依人的小女人，亦是
持家有道的賢妻，羨煞旁人。

全「心」全意
出道十一年，褪去了年輕的青澀單純，Jade蛻
變成自信成熟的女人。『心』是她的格言，對
人及做任何事情都要奉上愛心及真心。外表美
艷、內心善良的關心妍，經過風雨洗禮後，依
然能以一種寬容自信、偌偌大方的態度以心待
人，迎接種種挑戰。惠心妍狀，關心妍從內到
外散發著一種懾人的魅力，亦完美地演繹了她
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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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天」天灸是根據節氣，在冬季最寒冷的時
間，於穴位貼上辛溫藥物製成的敷貼，配合經絡
循行，以達疏經通脈、調節臟腑功能及陰陽平衡
之效，提升人體陽氣，具改善體質、防患未然之
效。

結合傳統中醫學特色的保健療法，具改善體
質之效。

「三九天」天灸日子（陽曆）
灸前加強：

貼在

2015年12月 1 0，1 1，1 4日

特定穴位上
善
能有效改

一九：

2 0 1 5 年 1 2月2 1，2 2，2 3日

胃脘痛、
慢性腹瀉等

二九：

月經不調、
經痛、水腫等

2 0 1 5 年 1 2月2 9，3 0日，3 1日

三九：
2 0 1 6 年 1月7 ，8 ，1 1日

灸後加強：

2 0 1 6 年 1月1 8 ，1 9日 ，2 0日

鼻敏感徵
狀、喘症或
反復呼吸道感染等

關節痛、腰痛等

容易感冒、
手足冰冷等

門診服務
百本中醫治療中心的註冊中醫師經驗豐富，歡迎親臨位於觀塘的中醫治療中心享用此預約優惠。

「三九天」天灸價目表
單次：$250
4 次：$650

3 次：$550
5 次：$750

提早預約優惠*：3次或以上療程可減$100

* 預約優惠必須於2015年12月5日或之前付款；
已繳交的療程費用，不論使用與否，恕不退還。
* 此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65歲或以上長者更可額外獲減$50

百本中醫治療中心
預約電話 ： 2370 0889 / 2575 5858
地
址 ： 香港九龍觀塘鴻圖道52號百本中心1樓 (觀塘
應診時間 ： 星期一至五：早上10時至下午2時
下午3時至下午7時
逢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B3出口)

付款方法
可親臨百本中醫治療中心以現金支付或
將費用存入任何一間匯豐銀行（銀行編號：004）或以支票形式存入“BAMBOOS LTD ”或“百本有限公司”，然後將存
款收據傳真至3747 3598。
戶口名稱：BAMBOOS LTD

匯豐銀行戶口號碼：557-860236-838

或將費用存入任何一間交通銀行（銀行編號：027）或以支票形式存入“BAMBOOS MEDICINE LIMITED ”或“百本藥
業有限公司”，然後將存款收據傳真至3747 3598。
戶口名稱：BAMBOOS MEDICINE LIMITED

交通銀行戶口號碼：532-931031-31

防止乙型肝炎

世代相傳

鳴謝腸胃肝臟科專科湯偉雄醫生

甚麼是乙肝？有何病徵？

乙型肝炎（下稱乙肝）被稱為隱形殺手正因其病徵不明顯，故即
使已被傳染，患者在一般情況下亦難以察覺或發現。除此之外，
乙肝在人體內之潛伏期可長達6星期至6個月，乙肝帶病毒者可
在這段期間透過血液或體液將病毒傳染給他人。腸胃肝臟科專
科湯偉雄醫生指出：「本港人口現時約有8-10%為慢性乙肝帶病
毒者，病毒離開人體接觸空氣後仍可生存長達7日之久，所以不
容忽視其對人類的威脅。現時不少市民在病發時才發現自己的病
情已非常嚴峻，可能已患上肝硬化甚至末期肝癌，錯過了治療的
最佳時機。」患者若能提早發現自己感染乙肝，從而接受適當的
檢查及治療，防止乙肝在體內不斷複製，破壞肝功能，最終導致
肝硬化或肝癌。

病人
乙肝是由過濾性病毒(HBV)引起，令肝細胞
發炎，不斷損害肝臟。乙肝有急性和慢性兩
類，慢性乙肝定義為乙肝表面抗原(HBsAg)
持續呈陽性超過6個月，兩者的病徵都可以
很輕微。肝臟有自行修復的功能，急性乙肝
病者一般可於1－3個月內康復；然而，有
些嚴重病者會出現黃膽病(Jaundice)，甚至
暴發性乙肝(Fulminant Hepatitis)，可在短
時間內造成肝衰竭，要通過換肝才能活命。
慢性乙肝病者則可能成為終身帶病毒者，隨
時可將病毒傳染他人。

**

在選擇治療乙肝的藥物時，有甚麼要考慮呢？

應以藥物的效能、抗藥性和副作用這三方面
考慮。

湯醫生

甚麼人士容易患上乙肝？傳播途徑如何？

乙肝是透過血液和體液（如男性精液、女性陰
道分泌物）傳播，可由母親在生產時將病毒傳
染給嬰兒，或經由不安全的性行為、共用針
筒、刀片或牙刷感染，也有病者在穿耳或紋身
的過程中被傳染。

**

除了治療，還要注意甚麼？

慢性乙肝病人應要至少每半年作定期覆診，
抽血檢查肝酵素(ALT)來衡量肝炎情況；甲胎
蛋白(AFP)來反映肝癌概率，此外，超聲波
(Ultrasound)可觀察肝硬化及早期肝癌的跡
象；肝纖維掃瞄(Fibroscan)可觀察肝纖維化
或硬化的程度，幫助病人盡早接受適切的治
療。

護肝勵志銘
如果真的證實患上了乙肝，
患者需要接受甚麼治療？

1. 定期檢查，肝臟功能盡掌握
2. 慢性乙肝，帶病毒者莫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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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個病人都需要即時接受治療。現時針
對慢性乙肝的治療1.干擾素(interferon)，於
皮下注射；2.抗病毒藥物(anti-viral)，口服。
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病人適用為期48周的干擾
素治療。而抗病毒藥物適用於大多數病人，因
其效用高、副作用少，但可能需要終生服用。
暫時未有藥物治療可以完全清除乙肝病毒。

3. 家族病例風險高，保護肝臟警覺高
4. 年到50要注意，肝臟健康最重要
5. 生活作息要定時，飲酒食煙會累事

資料由醫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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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賣旗
珍惜食物，減少廚餘
慈善跑
珍惜食水

慈善步行
捐贈食物
義遊
參與舊衣回收

參與賣旗
珍惜食物，減少廚餘
慈善跑
珍惜食水

慈善步行
捐贈食物
義遊
參與舊衣回收

廢物分類再用
購買慈善獎券
自備環保袋
參與慈善募捐活動
廢物分類再用
購買慈善獎券
自備環保袋

種行種
義方式
101
101 行義方式

探訪低收入家庭
對社會政策表達意見
關懷慰問有需要人士
讓路予緊急車輛
探訪低收入家庭

參與慈善募捐活動

對社會政策表達意見
為弱勢社群兒童輔導功課
關懷慰問有需要人士
讓路予緊急車輛
為傷者叫救護車

為病童講故事
維持秩序
為弱勢社群兒童輔導功課
為傷者叫救護車
為病童講故事
探訪長期病患者
維持秩序

人群管理
探訪獨居長者
探訪長期病患者
為他人按升降機開門按鈕，方便出
人群管理
入
探訪獨居長者
為他人按升降機開門按鈕，方便出
為長者維修家居 入

災區重建
友師服務
災區重建
人道救援
友師服務
�鼓勵的話
人道救援
�鼓勵的話

策劃社區活動
微笑和主動問好
策劃社區活動
接待旅客
微笑和主動問好
雨天與別人分享雨傘
接待旅客
雨天與別人分享雨傘

為遊客引路
器官捐贈
為遊客引路
任熱線輔導員
器官捐贈
定期捐血
任熱線輔導員
定期捐血
愛護公物

!

請
行
請即
即坐
坐言
言起
起行

Go
GoVolunteering
Volunteering

清潔海灘

帶領視障人士過馬路
帶領視障人士過馬路
拯溺
拯溺
提倡無障礙設施
提倡無障礙設施
綠化環境
綠化環境

到山區義教
向災民派物資
善終服務
參與家長教師會
到山區義教
善終服務

Participate
Participatein
incarnival
carnival for
for
the
theabled
abledand
anddisabled
disabled
Cleaning
Cleaningthe
thecountry
country park
park
Bring
Bringyour
yourpet
petto
tovolunteer
volunteer
Tree-planting
Tree-planting

情緒支援
愛護公物
情緒支援
支援更生人士
支援更生人士
幫他人提重物
幫他人提重物
尊重不同種族人士
尊重不同種族人士
幫他人淋花
幫他人淋花
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區
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區
幫助鄰居購物
幫助鄰居購物
支援小數族裔家庭
支援小數族裔家庭
幫助鄰居做家務
幫助鄰居做家務

Adoptabandoned
abandonedanimal
animal
Adopt
Treecare
care
Tree
Raisefunds
funds
Raise
forfor
non-profit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Organicfarming
farming
Organic

鳴謝：
鳴謝：

www.avs.org.hk

2546 0694

against animal testing
Offer help to data input
Provide
web advice
design service
Offer
free legal

www.avs.org.hk

101101
Ways
ofof
Ways
Volunteering
Volunteering

2546 0694

Support products which are
against animal testing
Offer clerical
help to service
data input
Provide
Offer free
legalwhich
adviceare
Support
products

參與家長教師會

InternationalVolunteer
VolunteerDay
Day
International

為輪椅人士推門，方便出入
為輪椅人士推門，方便出入
清除薇甘菊
清除薇甘菊
接載殘疾人士外出
接載殘疾人士外出
清潔海灘

數 之 不 盡

First-aid to those in need

數， 之 不 盡

Public education

Assist the visually impaired
playingimpaired
golf
Assist theinvisually
Promote healthyinexercise
playing golf
Guide Promote
the visually
impaired
healthy
exercise
to join
activities
Guide the
visually
impaired
to join
First-aid to those
in activities
need

，

Health care service to someone
who is ill or injured
Health care service to someone
Sports coach
who is ill or injured
Escort service to the
illness
Sports
coach
EscortPublic
serviceeducation
to the illness

義 務 工 作 方 式

the needy
Organize sports games

義 務 工 作 方 式

Visit the homeless
Support inheritage conservatio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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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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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service on hospitality
eco-friendly
clothes
Be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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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or
Support fair trade
Provide service on hospitality
Provide clerical service
Buy eco-friendly clothes

Provide
web desig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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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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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 help to build facilities in
mountainous areas
Join
mutual aid committee
向災民派物資

工日
日
國國際際義義工

讓座予有需要人士
派飯予老人家
問候鄰家長者及聊天
先讓乘客落車

攙扶老人家上落樓梯
推廣文化藝術活動
Visit to the
elderly home
and orphanage
Participate inVisit
cultural
to theexchange
elderly home
orphanage
Visit theand
homeless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exchange
Support
inheritage
conservation

Sit on the board of charity bodies
Support clothes charity sales
Form
volunteer
team
Be acorporate
volunteer
translator
Purchase
social
entreprise' goods
Support
fair trade

Support authorized music
Offer help to build facilities in

讓座予有需要人士
派飯予老人家
為長者維修家居
先讓乘客落車

乘搭自動電梯靠右站
攙扶老人家上落樓梯
問候鄰家長者及聊天
推廣文化藝術活動
乘搭自動電梯靠右站

Sit on the board of charity bodies
Support clothes charity sales
Form corporate volunteer team
Purchase social entrepris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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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亦設有「粉」墨登場獎（最具創意情侶扮
相獎），得獎者的造型相當突出

香港乳癌基金會大使陳寶珠、琦琦、廖碧兒和慧妍雅集代表楊婉儀及
「乳健任我行」大使麥潔文呼籲大家身體力行，趕走乳癌威脅

定期檢查乳房 減低罹癌風險
「乳癌已連續多年成為香港婦女的頭號癌症，每天平均有九位女性確診患上乳癌，威脅不容輕視。」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
始教授於活動中續指：「女性應養成健康生活習慣，以消除人為可以改變的風險因素，減低罹患乳癌的風險。」
三位乳癌基金會大使包括陳寶珠小姐、琦琦小姐、廖碧兒小姐及慧妍雅集代表楊婉儀小姐亦現身活動支持，共襄善舉及分享乳
健心得。她們亦坦言，身邊親友對防範乳癌的意識比以往提高，但仍然有部分女性對乳癌有所忌諱。她們亦齊聲呼籲女性需要

二千粉紅健兒齊集山頂「乳健同行」

定期接受乳房健康檢查，防患未然；亦要留意個人罹患乳癌的風險，例如家族遺傳等因素，及早發現，把握治療的關鍵時間。

號召全城坐言起行 多運動趕走乳癌風險

於今年十月更增設「乳健任我行」項目，讓市民隨時隨地、隨心隨意自行完成3.5公里的路程，以每3.5公里最低捐款額的港幣

乳癌是婦女最常見的癌症，香港乳癌的發病率更是亞洲區中最高地區之一。為

此外，為了突破地域界限，並讓更多人能自由選擇時間和地點參加這項有意義的善舉，以籌得更多善款服務社群。乳癌基金會
300元幫助有需要人士。「乳健任我行」大使歌星麥潔文，更於在場呼籲大家響應乳癌基金會的號召，參與首屆的「乳健任我
行」活動。

了喚起廣大市民關注乳癌在香港的威脅，香港乳癌基金會於2015年10月18日在
山頂公園舉行年度籌款活動「乳健同行」，與超過二千名健兒，偕同其親友及
寵物身體力行，宣揚以運動培養健康體魄，減低個人罹患乳癌風險的訊息。
一年一度於世界關注乳癌月舉行的「乳健同行」，所籌得之善款將用於支持香
港乳癌基金會的乳健教育、患者支援、乳癌研究及倡議工作。適逢今年是香港
乳癌基金會服務社會十周年，基金會特意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先生及其夫人、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及多位演藝名人擔任主禮嘉
賓。
養和醫院獲頒發最高籌款獎（團體）

推廣乳健文化 帶動社會階層

「粉」墨登場獎（寵物）得主由柴犬
Donut奪得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太太雙雙出席「乳健同行」
步行籌款2015活動，並頒發最踴躍參加獎

香港乳癌基金會主席霍何綺華女士於致辭時表示，很高興香港乳癌基金會在乳
健路上與各界支持者攜手並肩同行十載，積極回饋及服務社會，並成功加強社
會對乳癌的認識及關注。「踏入國際乳癌關注月的十月，香港全城一片粉紅，
除了今天的乳健同行以及仍在進行爲期兩個月的『乳癌風險BINGO』乳健教育
社區巡迴推廣之外，衆多團體也推出不同形式的關愛乳癌及乳健教育活動。無
論是『粉紅摩天輪』，或是大家於廣告中常見的『胸前兩個橙』及『Check
Check Check』的宣傳口號，均是寓意提醒香港婦女必須定期進行乳癌風險評
估和所需的檢查。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提醒
婦女要注意個人罹患乳癌的風險

霍太於活動中亦表示，只有於社區中推廣及普及乳健文化教育，加強大眾對乳

香港乳癌基金會

癌防治意識，才能減低乳癌對香港婦女的威脅。「回想十年前，社會對乳癌的

香港乳癌基金會成立而來一直致力減低乳癌在本地的威脅。

認知比現在差得遠。以往香港很多人諱疾忌醫，接近八成婦女知道要定期檢查

其使命是提高公眾對乳癌的認識及推廣乳房健康的重要性；

乳房，卻只有兩成付諸行動。」因此，面對現時社會更多公開積極地面對乳癌

支援乳癌患者踏上康復之路及倡議改善本港乳癌防控和醫護

的聲音及例子，對大眾而言實屬好事。活動中霍太更宣佈，政府已於今年落實

方案。過去十年，基金會的乳癌支援中心共提供了六萬多人

在牛池灣批出土地讓基金會籌建九龍中心，預計中心明年投入服務。中心能讓

次的患者支援服務；乳健中心成立四年來更把乳健教育帶給

康的重要性，加強宣揚大眾對乳癌的認識，讓更多婦女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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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五萬人，並為近三萬名婦女提供費用相宜的專業快速乳

更多有需要人士更容易取得乳健資訊和病友支援等服務，並進一步推廣乳房健
乳癌康復者組成的合唱團音韻樂心
靈（Melody in Mind）獻唱歌曲，向
乳癌患者送上祝福和鼓勵

健檢查，包括資助九千名有經濟困難的婦女接受包括免費Ｘ
光造影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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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育女是婚後的一大課題，但現今不少港人皆以事業為重，推遲結婚及生育年
齡，錯過生育的黃金期。早前網上一項《港人生育問卷調查》訪問了991名已達
生育年齡的男女，發現很多受訪者都因生育問題，承受著不同的壓力，而且受訪
者對坊間所流傳增加成孕機會的方法仍存有誤解，種種因素影響下都令生育大計
有所延誤。

泌尿外科專科醫生
何崑崙醫生

香港人愛美亦很注重儀容，很多人都渴望擁有一把濃密烏黑的頭髮，不少男
士更會選擇使用生髮藥物。該調查發現，超過85%受訪者不清楚男士服食生
髮藥物可影響生育。泌尿外科專科醫生何崑崙醫生表示，生髮藥物分為外用
及口服，而主要影響生殖能力的是口服生髮藥。口服生髮藥物內其中一個主
要成份「非那雄胺」(Finasteride)會抑制男性荷爾蒙，繼而轉成「二氫睪固
酮」(DHT)。DHT會影響前列腺分泌，從而影響精子的數量、質素、活動力
及形態，所以生髮藥物與生育是息息相關的。

男士常見的生育謬誤

錯誤／不清楚比率

服食生髮藥物不會影響生育

85%

無精子症患者沒有機會透過冶療傳宗接代

69%

經常泡熱水浴不會影響生育

64%

服食壯陽藥可改善精子活動力

49%

很多女士都會遇上經痛問題，而大多數人都會習以為常，但根據調查結果顯
示，75%受訪者不清楚經常出現經痛會增加不育的可能性。生殖醫學專科醫
生何永超醫生解釋，經痛一般分為「原發性經痛」和「續發性經痛」。「原
發性經痛」是指子宮內膜組織脫落而引致痛楚，大多數只會發生於來經時的
第一、二天，這乃屬正常的經痛，對生育能力沒有太大影響；而「續發性經
痛」則相反，經期的第三、四天才開始經痛，這情況有可能是由婦科疾病如
子宮內膜異位症引發，相對上會較大機會影響生育能力。

女士常見的生育謬誤

錯誤／不清楚比率

患盲腸炎不可能導致女士不育

97%

認為性交後墊高臀部有可能幫助成功懷孕

78%

經常出現經痛不會增加不育的可能性

75%

女士有經期就代表有排卵

65%

生殖醫學專科醫生
何永超醫生

由於不想錯過生育的黃金期，不少港人嘗試尋求增加成孕機會的方法，如於網上論壇或社交網站
尋找有關生育資訊。不過，醫生表示，大眾對生育資訊一知半解，而且網上的資訊氾濫，資料良
莠不齊，可信度較低。因此，他們建議市民應小心辨別網上資訊的可靠性，不應盲目相信。若懷
疑自己遇上生育問題，應立即尋求醫生的專業意見，及早檢查，不要拖延治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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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乾坤的更期表
高分誌是一本內容豐富、高品味的悠
閒生活雜誌，以獨立媒體的角色帶領
一眾讀者走進行政名人的生活，了解
其個人生活品味及消閒喜好。高分誌
亦集結了不同類型如飲食、保健及文
化等資訊，每期均會介紹最新的購物
消費情報，並提供不同熱點的折扣優
惠，讓讀者緊貼消費潮流的同時，又
可享受最優質的消費體驗。

生活品味

潮流時尚
悠閒飲食

購物優惠

歷奇
男護士一名，於女多男少的醫護
行業工作超過六年，嘗試從「少
數民族」的角度記述醫院發生的
瑣碎事。

2010/12

搞錯呀?!!!
老細
你肯定得罪咗
自己唔知啦。

點解我個更期咁核突嘅？
明明request咗放依幾日都放
唔到，
但阿xxx request就有！

插畫：Jason Chiu
WeChat ID: HKGoFun

Go Fun Magazine

www.gofun.com

客戶查詢熱線 : 2770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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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護脊貼士
朱君璞
脊骨神經科醫生
香港執業脊醫協會主席，秉
承“To do, to give, to serve, to
love”的理念，積極推動社區
脊骨健康意識，希望能加強教
育香港市民有關脊醫護脊的知
識，將「愛脊無界」的訊息傳
遞到各階層，從而達至預防和
保健的理想。
聖誕新年期間，不少家長會放下繁重的工作，帶同小朋友外

此外，不少人為求自主旅程，他們都會選擇自駕遊，但長程

遊數天，充一充電。然而，外遊時選擇自駕遊、搬運行李或

車途會對駕駛者的腰背造成莫大的壓力。因此，駕駛者應利

乘坐長途機或容易造成肌肉痠痛。因此，外遊時玩得開心之

用停車時間，伸展頸椎和關節，讓身體休息和放鬆一下。長

餘，亦切勿掉以輕心，應時刻注意脊骨及關節的健康。

途駕駛中，建議駕駛者每隔兩小時便需要休息，或與同伴輪

隨身物品勿過重 提舉姿勢需注意
相機、攝錄機、旅遊書等，均是旅行的必需品，但亦為行李
袋增添不少重量。為了預防因提著或背著太多重物而引致肩

流駕駛。出發前，應調較合適的座椅高度，如有需要，或可
增加坐墊，以最舒適的坐姿駕駛。
避免高風險活動 小心足部不適

頸背痠痛，建議盡量減輕行李袋的整體重量。手提袋重量最

外遊觀光或玩樂時，步行的時間會較平日長且頻密。穿著合

好不要超過3公斤；而手提袋的物料宜輕、肩帶亦宜闊。旅

適的鞋履有助減少足部的壓力和腳底筋腱拉扭。如需要長時

行時使用背囊最為適當，因為可同時利用雙肩肌肉的力量，

間行走，建議穿著有氣墊的運動鞋或健康鞋，盡量避免穿著

平均地分擔重量。揹袋時，應常常更換姿勢，才不致肩頸

薄底的布鞋、人字拖、涼鞋，或是尖頭高跟鞋等。當雙腳感

痛。

到疲累時，可於乘車時做伸展雙腳的運動，或回到酒店後

其次，拖拉或提舉行李時容易令腰背部受傷，因此，建議避
免彎腰提舉重物。若需要搬重物時，應盡量將行李或物品移

以熱水浸泡雙腳，使腳底筋膜得以放鬆，舒緩腳部疲勞和痛
楚。

到靠近身體的位置，並保持腰背挺直，蹲下身體，利用雙腳

另一方面，旅遊固然是為了輕鬆、盡情玩樂，但同時也要注

較強壯的肌肉支撐身體，再提起物件，藉此減低受傷機會。

意安全及風險。若要進行高危活動時，如過山車、滑雪、跳

長途旅遊 注意肩頸關節痛

傘、賽車等，應先評估個人身體狀況。高速及高撞擊力的活
動均容易觸動舊患，本身患有或曾經患有脊骨關節疾病，如

乘坐長途飛機、火車或旅遊巴時難免會打瞌睡，但是把頭靠

椎間盤突出等人士，更應多加注意，盡量避免進行此類高風

窗的睡姿容易造成頸椎錯位，拉傷肩頸肌肉，或引發俗稱

險的活動。

「瞓厲頸」的情況，令頸部不適及引致痛楚，影響頸部活
動能力。因此，建議乘搭長途交通工具時使用U型頸枕，幫
助固定頸部位置，減少頸部肌肉的壓力，令坐立睡姿較為舒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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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面色看健康

陳冬萍
註冊中醫師
仁濟醫院暨香港浸會大學中
醫診所及臨床教研中心（下葵
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
冊中醫師

女士們都很害怕婚後變成「黃面婆」吧！現代女性雖然較以前
注重肌膚保養，但她們大都要兼顧工作和家庭，忙碌生活令身
心俱疲，漸漸出現各種皮膚問題。這次為大家講解不同的面色
暗示身體出現了什麼問題，以及介紹簡單藥膳和日常生活的調
整可怎樣改善問題。
1) 面色蒼白
多由於氣血虛弱，氣血不能上充至面部。
黨參紅棗茶
材料：黨參10克、黃芪10克、紅棗（中型）3個、龍眼肉5粒
做法：將所有材料洗淨，煲半小時便可飲用，每天1次。
2) 面色萎黃
多由於脾虛濕重。通俗說法，即身體消化功能欠佳，導致體內
的毒素不能順利排出。平日應避免進食生冷寒涼的食物和飲
品。
健脾祛濕茶
材料：黨參10克、淮山、白術、茯苓各15克、陳皮半塊
做法：將所有材料洗淨，煲半小時便可飲用，隔天1次。
3) 面色通紅／顴紅
面色通紅者多屬實熱證，即俗稱「熱氣」；面部顴紅者多屬虛
熱證（陰虛火旺），即俗稱「虛火」。平日應避免進食辛辣燥
熱的食物，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
面色通紅者：綠豆赤小豆粥
材料：綠豆10克、赤小豆10克
做法：兩豆同煮至粥成，可依個人口味用冰糖調味，1週2次。
面部顴紅者：沙參玉竹百合煲雞蛋
材料：北沙參10克、玉竹10克、百合10克、雞蛋1隻
做法：藥材洗淨後與雞蛋同煮30分鐘，可依個人口味加入冰糖
調味，1週2次。

4) 面色青
多由於寒證。體寒之病人多兼有痛症和氣滯血瘀的問題。平日
應避免進食生冷寒涼的食物和飲品。
胡椒生薑豬肚湯
材料：白胡椒15克、生薑3塊、豬肚1個
做法：豬肚用沸水煮熟，然後將白胡椒、生薑放進豬肚，用線
把豬肚兩端紮好，慢火煲熟，調味後飲湯吃肉，1週飲
用1次。
5) 面色黑
包括眼眶周圍發黑，多由於腎虛。平日可多吃合桃、黑芝麻、
炒黑豆等有補腎功效之食物。
首烏杞子煮蛋
材料：何首烏（製）10克、杞子20克、雞蛋1隻
做法：藥材洗淨後與蛋同煮至蛋熟，調味後飲湯吃蛋，每週
2-3次。
以上藥膳之份量皆以一人為單位。藥膳只用作患者平時於家中
調理身體，建議就診中醫師作系統治療，方能盡快改善體質，
治療疾病。
事實上，無論面色如何，都應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第
一，應於晚上11點前就寢，確保睡眠時間充足。第二，注意飲
食營養均衡，切忌盲目節食減肥。第三，勤做運動，較劇烈的
運動如跑步、游泳或較平靜的運動如瑜伽、拉筋。第四，相由
心生，保持心情開朗舒暢，思想正面，自然能有好面色。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疑問，請諮詢註冊中醫師為宜。若有關於
仁濟醫院中醫服務查詢，請致電：2370 2216 查詢或瀏覽仁濟醫院網
頁：www.yanchai.org.hk 內中醫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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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肌瘤的預防方法

楊明霞
註冊中醫師
現為中醫藥學哲學博士生、香港
浸會大學中醫學（內科）碩士、中
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榮譽）學
士。在中醫皮膚及美容方面有深
入研究，曾任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中文大學及僱員再訓局中醫美
容養生保健文憑的講師。

子宮肌瘤屬常見的婦女腫瘤，大多數為良性肉瘤，近年患

此，要預防或改善子宮肌瘤的症狀，建議大家從調整飲食習

者有年輕化的趨勢。古籍《黃帝內經》中提到「石瘕生於胞

慣做起。一些寒涼食物，如冰凍飲品、生菜沙律及刺身等，

中」，這就是指子宮肌瘤。腫塊生於子宮，古代稱為石瘕。

容易造成婦女子宮受寒，阻礙人體的氣血循環，使出現氣滯

子宮肌瘤常見於 30-50 歲女性，雖然肌瘤屬良性，但可能會

血瘀體質，助長子宮肌瘤形成。此外，患有子宮肌瘤的婦女

引起月經過多、下腹痛、尿頻或不孕等徵狀，十分纏人。中

不適宜食用具有温補效果的食物，例如四物湯、八珍湯、薑

醫認為，形成子宮肌瘤的病機相當多，比如肝、脾、腎功能

母鴨等；滋補養生的藥膳更應避免食用，以免滋補過多，反

失調，加上寒邪乘虛進入胞中（子宮），如此一來容易促使

讓肌瘤吸收過多的營養，因而產生病變或肌瘤增大的可能。

瘀血凝滯，同時還會跟內濕相結合，經年累月發展下來就會

不要以為「每月一痛」是正常

在子宮內形成肌瘤。因此，女士要提高警覺，遠離患上子宮
肌瘤的危機。
脂肪是「助養」子宮肌瘤的元兇

不少女士也有經痛問題，更認為每月一痛乃屬正常的現象。
其實中醫有云：「不通則痛」，如果長期血液運行不良，會
造成氣滯血瘀的情況，為患上子宮肌瘤埋下伏線。要預防子

影響子宮肌瘤長大的因素很多，但原來肥胖是子宮肌瘤長大

宮肌瘤，首要的是好好調理經痛，最好是於經期前七天開始

的隱形幫兇，因為脂肪外包的子宮體是子宮肌瘤生長的「最

不沾生冷食物，直至經期完結後才可進食。而且在月經前，

佳環境」！脂肪可以儲存女性荷爾蒙，而子宮肌纖維是女性

女性子宮內膜會不斷增厚，一個月左右就會剝落，所以經期

荷爾蒙的接受器，因為脂肪會產生過量的雌激素，刺激肌瘤

前要提高身體的免疫力及養氣血，讓身體有足夠的氣血，使

生長，亦因為身體肥胖讓身體基礎代謝率下降，也容易造

子宮內膜得以增厚，並適時剝落。而在來經時應以活血為

成水腫型的肥胖，刺激肌瘤的生長。肥胖患者要預防子宮肌

主，子宮內膜需要完全剝落，如果不完全剝落則容易形成子

瘤，首要是先減肥，這樣肌瘤長大的機會將會大大減少。此

宮肌瘤、子宮囊腫或子宮內膜移位等問題。完經之後，則應

外，平日養成規律的帶氧運動及早睡早起的習慣，每天以暖

以補血為主。活血是根據病人的情況，服用一些活血中藥，

水袋敷臍下三吋的位置，多吃綠色的蔬菜，均有助降低子宮

令排經順暢一點；如果本身月經流量多，不應服用加活血中

肌瘤的患病機會。

藥，反而要服用加止血中藥，例如血餘炭等。不過，這需要

呵護子宮，不要常進食生冷食物

視乎個人的身體狀況而定。而大趨勢是經前養脾胃及疏肝；

從中醫角度，子宮肌瘤是風寒外邪侵犯胞宮，若「久瘀」，

鬆情緒，其中茉莉花茶更有疏肝療效，而玫瑰花則具通經作

就會形成「氣滯血瘀」的狀況，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女性

用。

來經時活血；經後補氣血。女士平日可多飲用花茶，有助放

都患有這種肌瘤的問題。形成此類體質的原因主要與個人不
良的生活及飲食習慣有關，其中又以飲食方面最為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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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轉轉
黃錦沛
Wilfred Wong
畢業 於 香 港中文 大學，考 獲工
商 管 理 學 士及行 政 人 員工商
管 理 碩士 ( E M B A ) 學 位。創 立
RESOLUTIONS雋思人才及商務
顧問有限公司，為該公司常務董
事。並為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
前會長(HKIHRM)、薪酬趨勢調
查委員會主席、應用學習課程諮
詢委員會主席、資歷架構「人力
早前因應一個國際企業客戶的要求，為他設計及策劃了一

資源管理」跨行業培訓諮詢委員

套「身心健康暨減壓工作坊」的課程內容，並負責到該企

會主席及多個香港政府諮詢委員

業的中國上海分部教授課程。不負所託，該工作坊已於

會委員，亦獲香港特區政府委任

今年八月份順利完成。但我返港後，客戶的上海分部致電

為太平紳士。

說，工作坊的顧問及服務費用不可匯到我公司名下在香港
開設的銀行戶口，若要成功匯款，我的公司必須要在中國
內地開設銀行戶口。
莫名其妙，因為在開設香港公司銀行戶口時，我清楚知道
該戶口可以接收海外匯款，不同的貨幣包括人民幣也是可
以的。於是，我嘗試向開設公司戶口的銀行屬下之跨國銀
行顧客服務部求證，並從該銀行的網頁找到聯絡方法。於
「聯絡我們」的一欄看見服務熱線電話，本以為致電可直
接查詢相關事宜，殊不知聽畢所有可選擇的電話錄音指示

也許上述情況並不罕見，但在現今商業競爭激烈的世代，還
可以提供這樣的顧客服務嗎？
市務管理學經常指出，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要超越顧客
的期望，這才可贏得顧客的忠誠，贏得領先的地位。但從以
上的故事可以推敲，該銀行的管理人並沒有從顧客的角度著
想，而是從方便他們的日常運作去設計整個「顧客服務」流
程。看來該銀行是時候需要重新思考、檢討和修訂策略了。

都找不到相關項目。最後，唯有依電話錄音指示選擇“8”
「其他服務」，但電話錄音回應說：「不能執行這個指
示，請聯絡附近分行，再見。」於是就掛線了！這個選項
算是一種服務嗎？
後來我回到網頁，於「安排回電服務」一欄留下聯絡電
話，最終花了大半天時間才跟銀行職員聯絡上。我向她解
釋上述情況，她說該銀行已與內地的銀行有跨境電匯服務
協議，我公司的銀行戶口是可以接受多種貨幣的電匯，包
括人民幣，但她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踫到上述情況，並著我
自己打電話到內地的分行查詢。我續問她，可否提供內地
分行的電話。她回覆：「沒有，自己找找吧。」結果兜兜
轉轉又是不得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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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景恒
Kevin She
時先生為「時昌迷你倉」之創辦
人及CEO，曾榮獲DHL／南華早
報香港商業獎 ——青年企業家
獎。「時昌迷你倉」於2001年創
辦時為一間一人公司，現已超過
100名員工。時先生深信建立良
好企業文化，集團員工目標一致
是非常重要。因此，時先生特別

擁有十四年歷史的時昌迷你倉大約有一百二十名員工。儘管

為公司各部門訂立了共同的遠景

公司的基層員工比例較高，而薪酬水平在同行中亦不是最

與目標，作為各員工的指引。此

高，但大部份員工上班時都是快樂的。員工們很樂意跟我分

外，「時昌迷你倉」更曾獲得「滙

享瑣碎事，他們亦表示很喜歡這份工作，因此，員工的流失

豐營商新動力」獎 勵計劃 ——

率也一直維持於低水平。雖然我不是一個人事管理天才，

社區參與獎、香港生 產力促 進

但經營了這盤生意十多年，當中也建立了一套獨有的管理模

局——開心企業獎等多個獎項。

式，就讓我在此與各位讀者分享一下。
首先，公司一定要為員工們製造「遠景」，意思就是讓他們

員工每年均需要回總部接受培訓。我們更設立了「時昌培訓

覺得工作有「意義」。時昌除了賺錢外，還擁有特殊的「意

中心」，專責為員工制定及提供各種培訓項目。培訓是十分

義」，就是幫助香港人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時昌的倉租不

重要的一環，除了可讓員工更了解公司的運作，亦可增強員

會太高，除了讓普羅大眾可以負擔得來，更重要的是，公司

工的信心，讓他們更自如地應付工作。

肩負著社會責任，讓員工知道公司不是只著眼於利益上。

第五，公司每三個月作一次工作評核。很多公司每半年或一

第二，公司需要與員工一起追趕訂立的目標。當公司訂立未

年才檢討員工的工作表現，但我認為以季度形式進行評核

來一年、三年或五年所要達到的生意額，整間公司上下的員

最為合適。如此可讓他們得到即時的回饋，或可及時作出改

工也有一致的目標和動力。作為一家中型企業，每個部門的

善。當然，假如發現工作不合適，員工亦能盡早離開公司，

目標也應訂得非常清晰，只要每一位員工按照已訂的目標，

另覓高就。

盡本份完成工作，整家公司就會更有規律。把目標定得太長

第六，公司實行接班人計劃（Succession planning）。服

遠，員工的鬥心可能會減退，所以我以三個月為期限，為各
部門立標；同時亦會到處巡視，確保員工們可以達到他們的
關鍵績效指標(KPI)。為了表揚員工，公司會開派對來慶祝；
相反，若表現未如理想，員工亦會聚在一起吃頓飯，以作小
小鼓勵。
第三，公司的晉升機會要快和多。時昌絕對是多勞多得的公
司，基層員工只要做得好，五至六個月便有晉升的機會；而
較為高層的同事，晉升時間則是兩年多。時昌的薪酬雖比同
行相對較低，但晉升的機會則較多，因此，員工更有動力和
希望，並願意留在時昌發展。

務公司多年、資歷長久的員工隨著年紀漸長，總有退休的一
天；而員工升職，舊職位騰空，亦會令公司出現人事斷層。
因此，公司需要培訓新的梯隊作接替。我認為每一個部門的
主管都應有接班的備選人，即使有同事退休或突然離職，也
不會令人事架構出現斷層。
最後，公司要盡回饋社會的責任。時昌作為一間良心企業，
會把部份利潤捐出作慈善用途。此外，公司亦鼓勵員工一起
參與慈善活動，如免費派米予獨居老人及義務協助他們搬屋
等，這既可讓員工多貢獻社會，同時亦可提升員工的工作魄
力及增加對公司的歸屬感，並提升公司之形象。

第四，公司提供培訓。時昌在員工培訓上所投入的資源比同
行多。基層員工入職時需要接受兩星期的培訓；另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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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照
Kelvin Ko
宏德顧問有限公司之創辦人，現
為該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帶領超
過50人的團隊，致力提供商業調
查及風險管理方案，客戶涵蓋本
地及各國企業。高先生於調查領
域資歷深厚，擁有逾17年的實際
經驗，曾任職皇家香港警察及多
家調查公司，管理多個複雜的調
查項目，在策略規劃、人力資源

在電視或電影中，我們常見私家偵探在調查對象的手機中安

發展、企業營運及管理方面經驗

裝程式，悄悄讀取目標的資料或追蹤其位置。但在現實世界

豐富，並持有香港中文大學行政

中，這種入侵手機的行為卻是違法的，只有不法份子才會使

人員工商管理學碩士(EMBA)學

用這些方法圖利。

位。為提高香港調查行業的專業

事實上，雖然智能電話使我們的生活便利不少，但也對個人

水準和誠信文化，高先生近年積

和企業的保安造成威脅，隨時有洩漏敏感資料的危險。如要

極培訓員工，並提高商界和社會

確定智能電話是否已遭入侵，當然要交給專業的電腦法證或

大眾對這個行業的認識，繼而進

保安人員鑑定。但更重要的是，平日應做好預防措施，避免

一步推動整個行業的專業發展。

智能電話遭惡意入侵。
實體入侵
實體入侵就是破解密碼或繞過密碼認證系統，直接從電話中
讀取資料。要預防實體入侵，最直接的方法是使用安全強度
高的密碼，並在設定密碼時注意以下事項：

如要避免惡意軟件被安裝到電話上，用戶應注意以下事項：
1.

避免使用公共無線網絡；

2.

智能電話的藍芽裝置存在保安漏洞，所以無需使用藍芽
系統時，應把它關掉；

3.

盡量不要為智能電話「越獄」(Jailbreak) 或「root機」，
以避免入侵者透過軟件取得不應有的權限；

1.

不要使用出生日期、出生年份、結婚紀念日、身份證號
碼、電話號碼等容易被人猜到的密碼；

4.

不要安裝沒有經過認證的應用程式；

2.

不要使用常用的密碼。根據資訊科技顧問公司DataGentics的分析，最常用的四位數字密碼是1234、1111及
0000；

5.

不要開啟來歷不明的連結或附件，以避誤裝惡意軟件。

使用包括數字、字母及符號的複雜密碼。

的資訊安全網(http://www.infosec.gov.hk/)便可以找到有關資

3.

此外，智能電話如附設全機加密功能，用戶亦最好將智能電

如有任何懷疑或疑問，請諮詢資訊保安專業人員，透過政府
訊保安專業人員協會及團體的資料。

話全機加密，以預防繞過密碼認證系統來讀取電話資料。現

其實，筆者所接觸過的入侵個案中，絕大部份都並非利用高

時如Apple iOS8的版本已支援全機加密，而部份Android電話

科技的入侵手法，而是通過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取

也支援此功能。

得用家信任，然後誘騙用家交出個人資料，而這些犯案手法

遙距入侵
遙距入侵主要是藉惡意軟件入侵智能電話。入侵者可在用戶
不知情的情況下，在其手機上安裝惡意軟件，從而讀取儲存

絕非資訊科技保安技術可以防範。
「人」往往是保安中最薄弱的一環。因此，最重要的是提高
個人保安意識，時常保持警覺，別隨便透露個人資料。

於電話內的資料，如照片、通話紀錄、電郵內容及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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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圖書館

安娜愛閒遊
Anna
旅遊及美食寫作人，為中港澳多
家媒體撰稿，最愛發掘美好事
物，推廣慢生活文化。文章見於
內地《深圳口岸報》、《時尚生

西雅圖中央圖書館於2004年5月24日正式啟用，由荷蘭建築
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和美國設計師約書亞．拉莫

活家》雜誌、香港《飲食地圖》、

斯(Joshua Ramus)設計，樓高11層，面積達34,000平方米，

澳門《鳳凰天空》雜誌等。

容納了約145萬書籍和其他資料，公共電腦超過400台。圖
書館內的書架以帶狀方式由000至999的編號排列起來，各

http://www.annalovestravel.com/

書架所佔的空間不一、獨立，很有系統。

每個城市都有各自獨特的氣質，建築物就如它的外衣，而一

圖書館投入使用的第一年，入館人數已超過200萬。除了受

座圖書館則是孕育城市氣質的主要泉源。很久前已聽說美國

當地居民歡迎外，這座美麗的建築物也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西雅圖有一座將傳統與現代融合、外型建築十分酷的中央圖

遊客關注。後來，圖書館於2006年開始開放予遊客，更提供

書館(Seattle Public Library-Central Library)，湊巧趁著這次

免費的手機自助遊服務。

西雅圖之旅順道前來朝聖。
離開四季酒店，朝著斜坡走大約八分鐘，便到達位於城市中
心的圖書館。圖書館的造型跟附近的建築相比，可算是前衛
突出，三尖八角的設計以鋼條和玻璃混合建築而成，構成分
立且有層疊感的幾何造型「浮動平台」，整座建築的結構看
起來複雜卻新穎。這座著名的解構主義建築，被美國建築師
協會評選為美國最喜愛的150座建築之一。

圖書館曾多次舉辦藝術展覽、簽名銷書會及各種活動，訪客
在參加這些活動之餘，還可以順道到咖啡店享受悠閒的咖啡
時光。另外，紀念品店也值得一逛。筆者實在很喜歡此圖
書館綠意盎然的規劃及明亮的自然光線，而且讀書氣氛十分
好，如果香港也有一座這樣的圖書館，那該有多好呢！

身處於這資訊發達的年代，訊息隨手可得，不過網絡似乎仍
然是暫時難以取代的媒體。西雅圖的中央圖書館將傳統文化
與現今科技融合，重新定位圖書館的功能，讓圖書館不止是
一處藏書地點，更是一處提供新舊媒體資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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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IE

心血洋蔥湯
龍少爺
Daniel Ho
著名生活飲食專欄博客，累積超
過80萬瀏覽量。另外，他曾著作
書本《五味樂緣》及主持NOW
TV飲食節目「食Guide」，愛吃愛
煮愛分享，現於不同雜誌撰文及
拍攝電視飲食節目。
網誌
www.siuyeahdragon.blogspot.com

法國菜一向予人注重禮儀及昂貴的感覺，但只要用心發掘，一

及芥末也放在一旁。肉味及炭香濃，輕輕沾些海鹽便足夠。因

樣能在香港找到既正宗又有水準的大眾化法國餐廳。位於香港

此，我建議可完全不添加醬汁，原汁原味地品嚐天然的肉味。

九龍東假日酒店的「W28 牛扒屋」，餐廳主打法國菜及牛扒料
理，大廚精湛的廚藝，讓味蕾猶如到了法國旅行一趟。
頭盤──法式焗洋蔥湯(French Onion Soup)

經典甜品──橙酒煎薄餅(Crêpes Suzette)
甜品約有十款可選擇，包括常吃的「酒煮車厘子」、「法式焦
糖燉蛋」等。而我最後挑了很久沒吃的「橙酒煎薄餅」。這款

在香港不易找到好喝的洋蔥湯，這天有機會跟烹調法國菜逾20

薄餅是經典的法國甜品，起源是當年愛德華七世和女伴Suzette

年的大廚閒聊，知道他烹調洋蔥湯的秘訣是在於熬了四小時

公主到巴黎一間餐廳用膳，甜品不小心被侍應灑上酒並遇火燃

的牛骨湯。湯加入啤酒及白酒提香，再放入大量已炒香的洋蔥

燒起來，愛德華七世卻意外發現班戟經火燒後竟變得更美味，

絲，並煮至焦糖化。上桌前加上一片麵包，麵包上放上Gruyère

故便以公主的名字為這道甜品命名。

芝士 （即大窿芝士）及巴馬臣芝士，再焗至金黃。

大廚在煎好薄餅後，用橙酒及糖漿燴煮，班戟的邊緣部份仍保

洋蔥湯「新鮮熱辣」，像尋寶似的不斷攪拌，發現湯內有大量

留焦脆感。糖漿加了橙皮調味，除了可平衡整體的甜度，亦同

焦糖化的甜洋蔥，非常足料。另外，於配搭的麵包上放上兩種

時帶來果皮香味，值得一試。

芝士混合後，效果亦相當不錯，一款「芝」味特出，另一款則
帶來cheesy的質感。這經由一位擁有二十多年烹飪經驗的大廚
秘製而成的洋蔥湯，相當有驚喜！

這間餐廳的服務、環境及佈置也給人輕鬆優閒的感覺，若沒有
時間飛往巴黎品嚐法國菜，不妨來這店感受一下那份法式情
懷。

頂級美國安格斯肉眼扒(Grilled US Angus Ribeye Steak)
嚴格來說，這不算是法國菜式，但經大廚特別推介，一試無
妨。他提議把牛扒烹調至半生熟，以保留「靚牛」的肉汁。肉
眼扒大概重十安士，烤得挺有炭香，而且沒有用鬆肉粉，醬汁

肉質纖維柔軟，半生熟的程度剛剛好

橙酒煎薄餅

餐廳資料
W28 牛扒屋
地址：將軍澳唐德街3號香港九龍東智選
假日酒店7樓701號舖
電話︰2805 5098
法式焗洋蔥湯

頂級美國安格斯肉眼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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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認證機構個案分析

INTERVIEW

寶欣護老之家（香港）有限公司
環境清幽 長者安心之選
機構資料
名稱：寶欣護老之家（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界限街144E號地下至1字樓及144F號
1字樓至2字樓
電話：2337 9331
傳真：2304 5539
面積：3,700平方呎
床位：38張
院費：單人房至3人房基本收費：$7000 - $10000
（只供參考）

•院舍的物理治療設施，讓院友能舒展筋骨

寶欣護老之家1992年成立，屹立至今超過20年，悠久的歷史證明院舍於安老服務有其
獨特和優越之處。連續四屆成功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評審，寶欣承諾會一直參
與此計劃並鼓勵同行參與，希望院舍能保持高水平的服務。
設施方面：
• 位處九龍塘住宅區內，環境清幽，大門前設有小公園可供長者舒展筋骨
• 員工工作地方與長者休息地方分隔，能為長者在有限的空間提供最大的休憩地方
• 男女院友分層，讓護理人員能有系統地為男女長者提供護理服務，以保障院友私隱

•院舍設有多種房間供客人選擇

服務方面：
• 院舍聘有全職註冊護士及登記護士，員工經驗豐富，確保可即時支援長者
• 安排註冊藥劑師定期到訪院舍，確保院舍提供合適的藥物照顧長者所需。此外，院
舍聘有全職社工負責為院友安排不同活動及申請政府津貼等事宜
• 身兼「中小企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委員的呂院長，不時舉辦活動，致力推動及改
善香港安老服務質素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頒發證書予院長

負責人有感： 我們是九龍塘首批政府申請「改善買位計劃」的院舍，且參加了「優質
長者服務計劃」，這的確對院舍很有幫助。因為，監管院舍的社會福利
署督導員必定會問及院舍有否得到相關認證，以肯定院舍在醫護知識、
衛生環境或員工質素等各方面已達致高水平。計劃評審員於每年均提出
不同的意見讓我們改善院舍質素，他們建議的目標也讓我們不斷力求上
進，達至高水平的服務，讓院友及家人均能安心。
評核員評價： 這是院舍第四年度參與評審，可見院舍對追求優質服務的重視。院舍規
模雖小，但整體符合計劃要求。管理層亦見有著力推行優質院舍，可以
從院舍活動類型、員工培訓紀錄及運用服務質素指標程度等多方面見
到。希望院舍能繼續推行持續改善的文化，以營造一個優質的院舍。

•院舍房間間隔整齊，讓長者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計劃為本港長者服務的評審計劃。計劃申請者需通過評核，才可獲得「優質長者服務」的資格。營運機構得到有關資
格後，可展示「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徽號，讓消費者得悉其服務水平獲得肯定。

欲了解更多「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詳情，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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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ealthcare.org.hk或致電

3549 8014 查詢

派發點
15,000位百本的醫護人員、

印刷版：免費郵寄到超過
會員、客戶和訂戶
網上版：以電郵形式分發給

100,000多名的網上訂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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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環保，請與家人朋友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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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去環島手拖手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Medical

瞓唔著，到底食唔

張力智醫生

www.bamboos.com.hk/BamboosLife.html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仁安醫院
黃大仙醫院
屯門醫院
聖保祿醫院
北區醫院
嘉諾撒醫院
明德醫院
將軍澳醫院
博愛醫院
律敦治醫院
東華東院
葛量洪醫院
港安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廣華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播道醫院
香港浸會醫院
養和醫院
寶血醫院
靈實醫院
瑪麗醫院
仁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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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順堂（灣仔、跑馬地）
牙醫診所（尖沙咀）
恩霖醫療（葵涌）
溫文灝脊醫診所
御藥堂中醫中藥坊
健視視光中心（荃灣）
嘉賓眼科專科中心（銅鑼灣）
康健中醫診所（屯門）
岱磯化學病理（旺角）
港恩中醫診所
香港伸展運動治療中心
2010眼專科白內障中心
維達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恩明眼科視光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有
限公司－灣仔脊科診所

私營診所 ／化驗所
泛海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9-65號
信和中心
旺角彌敦道582-592號
禮頓中心
銅鑼灣禮頓道77號
德成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20號
銅鑼灣京華中心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
萬年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
海洋中心
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港
城海洋中心12及14樓
格蘭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
恆隆中心
銅鑼灣百德新街2-20號
東角中心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

恆成大廈
佐敦彌敦道363號
50間
卡佛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60間
亞太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60間
中建大廈
中環畢打街1-3號
70間
嘉賓大廈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 70間
雅蘭中心一期
旺角彌敦道639號
70間
萬邦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
80間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151間
百樂化驗所
銅鑼灣渣甸街5-19號京華中心
中醫教研中心
葵涌麗祖路77號下葵涌分科
診所及特殊教育中心地下
紐約醫療集團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4號
堪富利廣場
健樂伸展治療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3 -3a
時財商業大廈
美兆香港健檢中心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8號
奧健運動脊椎治療中心
旺角彌敦道602- 608號
總統商業大廈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20間

私營安老院
自負盈虧及合約院舍
津貼及合約院舍
長者地區中心
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長者活動中心

30間

商廈

15間
15間

30間
40間

40間
40間

576間
64間
143間
41間
116間
58間
57間

47間

明苑
嘉園

快添大廈
興隆大廈
嘉賓大廈
怡景花園
南海大廈
恒輝大廈
海傍大廈
富基大廈
同達大廈
錦華大廈
宜安大廈
頌月花園
泰港大廈
嘉富大廈
崇蘭大廈
協勝大廈
泰達大廈
福安大廈
持平大廈
銀輝大廈
康富大廈
星華大廈
御峰豪園

利金閣
龍暉閣
美華閣
美景閣
紅都軒
金利閣
昌華閣
金達閣
悅海軒
萬發樓
嘉利閣
頤樂居
南昌苑
8號居
好運樓
金寶樓
福厚樓
富洋工業中心
美景樓(第二期)

食安眠藥？

清水灣遊艇會
康樂園鄉村俱樂部
清水灣高爾夫球會

機構及團體
善寧會
卓越之友
乳癌基金會
香港復康力量
基督教勵行會（觀塘）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復康專科及資源中心圖書館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杏花村耆康學院方樹泉發展中心

大專院校及圖書館
香港大學中醫學院
CUHK EMBA 教學中心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學中心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仁濟醫院暨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及臨床
教研中心（下葵涌）

商戶

九龍區

首譽
蝶翠峰
新榮樓
元通樓
松濤閣
疊翠苑
錦泰苑
宏發大廈
金馬大廈

住宅
港島區

愉園
光明臺
嘉隆苑
鯉景灣
嘉裕閣
豐景苑
兆景閣
東成樓
康盛苑
紅日軒
碧華閣
永興樓
盈富閣
百利居
雅慧苑
寶立閣
大利樓
東源樓
維順閣
嘉洋大廈
龍景花園
港基大廈
永富大廈
卿旺大廈

3549 8401

油塘中心
興旺大廈
怡發花園
海信大廈
金安大廈
順寧大廈
麗寶大廈
東景大廈
百營中心
興發大廈
美景大廈
采頤花園
美誠大廈

Dr. Kong
iDANCE
ZEnana Medical Beauty
VIC Computer (HK) Limited
葆露絲
快驗保
簡單小廚
本草安和堂
時昌迷你倉
曼克頓餐廳
漢坊中醫診所
大日子有限公司
樂本健有限公司
艾橋生物科技公司
安康護理有限公司
前茂企業有限公司
陳玉儀體重及飲食管理
浚健營養及健康顧問中心
馬來西亞醫療旅游理事會
費森尤斯卡比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區

金輝行
百營中心
惠豐中心
新和富大廈
中安工業大廈
恒生旺角大廈
宏利金融中心
美國銀行中心

45間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Social Welfare

慎選老人院

馬錦華

酒店及會所
康翠臺
東駿苑

Ovolo Hotels
京士柏山會所

好景洋樓
裕豐洋樓
顯徑嘉田苑
邁亞美海灣

最新加入
派發點

Oct2015

手拖手
跑去環島協進會

Features

？

香港失明人

食安眠藥
到底食唔

Medical

瞓唔著，
張力智醫生
Social

Welfare

院

慎選老人
馬錦華

瑤池漢方醫療中心
銅鑼灣恩平道48號恩平中心22
樓全層

獨家派發代理

韓國入口面膜

CRANPRO紅莓寶
精選優質小紅莓
強力抗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