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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

專業護理  貼心服務
百本提供24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旗下登記的16,000多名合資
格專業醫護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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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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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本承諾致力於三十分鐘內提供即時醫護人手解決方案。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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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病房臨時人手替假等。

Instant Staffing Solutions for Medical Insti-
tutions
Bamboos is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effective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such as ward relief and locum solutions, 
within 30 minutes upon request. Clients include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ISO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ISO9001:2008 certified

ISO10002:2004  投訴處理管理體系認證
ISO10002:2004 certified

16,000名
     登記醫護人員

16,000名
     登記醫護人員隨時候命隨時候命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股票代號：8216）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股票代號：8216）



百本主席，香港醫護學會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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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工：

在跟紅頂白的社會，我們對成功人士都趨之若鶩，大家都想聽成功者勵志的故事。

我卻認為，不能只關注身邊誰人成功，反而要關注身邊誰人失敗，從他們的失敗中領悟啟
示。                             

要窺探鑄成錯誤的真正原因，其實不易。成功時，人通常直言不諱；但失敗時，卻往往閃
爍其詞。因此，你愈計較，愈少幫助別人，你就愈難有機會暸解別人問題的根源。

雪中送炭，為人籌謀解困，看似白白付出，其實自己收穫更大。別人和盤托出，你就有前
車可鑑。從他人的錯誤中仔細借鑑，你就不容易重蹈覆轍。

成功的人就像專業的醫護人員，透過細心觀察，伸手助人應對危機，掌握問題的因由，同
時也警惕自己做足預防的準備。 

在百本，我領略到成功含有很多獨特的元素，失敗的原因卻有一定的普遍性。

性感女同事的老公給她送午飯，沒說話放下就走了。

新來的男同事問：「他幹嘛？」

「送外賣的。」美女答。

  「沒給錢？」

「不用給，晚上陪他睡一覺就好了。」

第二天，男同事為她帶了四菜一湯的午飯，結果⋯⋯

成功的例子，很難直接模仿；失敗的經驗，卻可以簡單汲取。

助人為樂。

成功含有很多獨特的元素，

        失敗的原因卻有一定的普遍性。

關志康
你的同工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jacky@bamboos.com.hk
     關志康

Jacky Kwan
     關志康

Jacky Kwan



作者文責自負，內容不代表本公司立場。編輯
已力求資料為可靠，惟對內容之完整、準確及
有效性不作任何保證。免費訂閱，歡迎贊助惠
賜廣告。

重溫過往期數 網上揭頁版及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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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大家認為在網上分享資訊純屬玩樂性質，
誰又會想到今時今日「博客」（Blogger）會成
為一種職業？近年網上社交平台愈見普及，而
雨僑可說是早一步洞悉市場先機。比人「行快一
步」讓她早已累積一群忠實的追隨者，加上具
備本身是藝人的優勢，她在影片中介紹的美容
產品，很多時都會產生「雨僑效應」。追隨者
對她的信賴，使她創立自家品牌和開設美容生
意，都有事半功倍之效。

雨僑的網店生意雖然在短時間內已走上軌道，
但其實她從沒有接觸過市場學和管理學，因此
在創業初期，每一個範疇都需要自己一步一步
去學習和研究。經過幾年的摸索，早前她狠心
將所有產品下架並撤出零售店，集中以網店形
式經營，這除了可節省一大筆店鋪租金和上架
宣傳費之餘，網店銷售更可接觸到更多客人，
甚至全球都可訂購她的產品，大大擴闊了客戶
群。自覺有點生意頭腦的她，強調資料分析對
經營一門網上生意十分重要：「有些產品會得
到很多人關注，但真正買的人卻不多；相反一
些熱賣商品的點擊率又未必一定最高。因此在
產品宣傳的考量上，就要靠分析這些資料，適
當地安排分布在不同的社交平台。」

美容女王轉型開網店 

Text / Angel Wong       Design / Raymond Yu        Photos / Anson@koomo-studio                          
Makeup / Yan Wong         Hair / Jay@Private I Salon        Styling / Loey        Venue / Hullett House                       

雨僑專訪花絮
BamBoOs!Life

雨 僑
贏在起跑線

身處資訊發達時代，競爭無處不在，很多人希望建立個人品牌，並視之為成功的
指標。美容女王雨僑早在八、九年前開設網絡化妝頻道，透過拍攝影片分享美容
心得，為自己的招牌打響名號，早已成為美容界KOL（Key Opinion Leader，意
見領袖）。至今，雨僑於網上擁有超過二十萬名追隨者，她拍攝的影片亦有過千
萬總瀏覽量，除了人氣備受肯定之外，更為她帶來創業機會，於2012年成立自
家美容品牌及開拓網店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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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僑從小便喜歡嘗試新的事物，尤其對美容產品的
成分甚有研究，因此對於經常要到處搜羅新產品，
她也樂此不疲。網店生意之所以成功，雨僑歸因於
工作帶來的快樂和滿足感，她慶幸能夠找到一份自
己喜歡的工作：「工作開心十分重要，當你真正享
受你的工作，其他在生活上的點滴，就會自然成為
一種養分，激發更多有助工作的點子。」生意雖然
愈做愈好，但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只是「有苦自己
知」，如與品牌合作，除了要考慮產品的自身質素
外，供貨的穩定性也十分重要：「曾經試過為產品
做完宣傳後，廠商才發現沒有足夠的貨量供應。對
客人作出了承諾，最後卻無貨賣，若不小心處理，
便會影響客人對公司的評價及對自己的印象。」幸
好雨僑的性格樂觀，面對工作上每日的挑戰，她積
極地處理和應付，也算是在磨鍊中成長。

開心最重要

雨僑在工作以外的興趣，便是到街上跑步，這也是她
人生中的新嘗試。她在去年應一個娛樂節目的邀請首
次參加馬拉松比賽，並一口氣完成半馬賽事，比賽後
大家才知道，她以前從沒有做運動的習慣。跑步訓練
的過程縱然辛苦，但雨僑沒有放棄，比賽過後，她依
然維持每週跑步三天的習慣。雨僑表示，做運動可以
鍛鍊自己的體魄和提升身體的免疫能力，所以她為了
健康著想，便及早培養恆常運動的習慣，以減低因年
紀漸長而容易出現身體毛病的機會。另外，做運動可
以分泌快樂的賀爾蒙，雨僑說自跑步後，體能變好之
外，心情也比以前開朗。每當她感到煩惱，跑步可以
幫助她減壓和放鬆，好像換了一個心境似的。踏入秋
冬，又是跑馬拉松的季節，雨僑表示會繼續參加一些
為慈善籌款的跑步比賽，可以挑戰自己之餘，也為跑
步帶來多一重意義。

為健康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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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的訪問對象是一位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我認為是最
與眾不同和極富想像力的女性朋友，她就是陳莉敏
(Queenie Chan)。我和Queenie在拍攝《沒女大翻身》
電視節目時結緣，自此便成為好友，經常一同出席大小
的活動和名人聚會，常被取名為Q & A(QQ and Angel)，
因此Q & A的環節又怎可以少了她？

在剛開始流行寫網誌的時候，我就已經在網上分享有關愛
情、飲食烹調和一些生活化的文章。早期的Blogger屬於
自由業工作，隨著人氣增加，令工作機會不斷，收入也頗
為可觀，讓人覺得投身成為Blogger，無論在金錢或自我
價值上都能帶來一種優越感。現時擔任Blogger漸漸變得
普及化，而且與觀眾溝通的形式已經大不如前，要突圍而
出，便要找出新方向和發掘不同方法去建立自己的品牌，
因此，他們投放的資源和時間遠比以往多。

從何時開始美容博客(Blogger)的生涯？如何看待這行業？

A：Angel  Q：Queenie

Q：

A：

Q：我會用「治亂」來形容現時的醫學美容行業，因為
政府部門對這行業並沒有太多的規管，當中存有太
多灰色地帶。今時今日，在美容院內注射美容針已
經很普遍，當中更有很多醫學美容中心同時自設手
術室，為客人提供抽脂及隆胸等較大型的手術，這
些無論在通風系統、消毒過程及醫生的質素等各方
面，都存在很大的風險。有時消費者只會盲從，甚
至弄不清楚整容外科醫生和外科醫生之分別，便傻
傻的讓人隨便在自己的身上動刀。即使是整容外科
醫生也會有失手的時候，更何況是一位普通外科醫
生？注射都有機會毁容，更何況是動刀整形？政府
應該盡快立例管制，才能保障消費者。

對現時的醫學美容行業有何看法？A：

Q：消費者應懂得自行蒐集資訊，不要盲目跟隨潮流或
只聽從別人的意見。若對美容療程有任何疑惑，例
如分不清楚什麼是肉毒桿菌和透明質酸，那就不應
該進行療程。除了先做好資料搜集，以及清楚了解
自己的需要後，選擇有信譽的醫生進行療程也很重
要。要做個精明的消費者，不要妄下決定，否則損
失的將會是自己。

如何選擇美容療程？A：

Q：無論是身體或皮膚上的保養，都不能只靠單一樣事
物便做到。要保持身心都健康的狀態及抗衰老，就
得在每天的生活模式著手，並需要百分百的堅持，
如平時要多注重睡眠質素、保持開朗的心情和健康
均衡飲食。

平時有什麼保養之道？A：

Q：本身熱愛藝術創作，早前開始用過期的化妝品繪畫
傳統中國畫。從事創作就是要跳出框架，用過期的
化妝品作畫可算是廢物利用外，做自己熱衷的事情
也令我很有滿足感。來年會繼續朝着藝術與創作的
方向前進，希望不久的將來會有自己的畫展。

特別嗚謝場地提供：
Table淨化海鮮（www.tableseafood.com）

有什麼新創作和未來計劃？A：
Queenie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
與她結伴去上海拍攝節目《盛女，
為愛作戰》的那段日子，每天拍攝
的時間長達十五小時，但回到酒店
後，她仍然繼續開啟電腦，很用心
地剪片並上傳到網上作分享。她讓
我明白到，要成功必須先要找到自
己熱衷的事，並百分百投入。我確
實很欣賞她那股勤奮的個性，令我
領悟了很多成功的秘訣。

後話：

百萬粉絲美容達人——

相約天使 名人專訪��

陳莉敏

香港首位Web-J (Internet Jockey)；資深美容專
欄作家；食譜作者；「慈禧級」Blogger，網上
總瀏覽率超過九千萬；於1995年參選香港小姐；
曾參與TVB真人Show《盛女愛作戰》拍攝，及
擔任《求愛大作戰》和《沒女要翻身》的顧問導
師。現為醫學美容顧問、美藝導師、多媒體創作
人、設計師、樂活中女，並為多間報章雜誌撰寫
專欄及出版多本作品。

陳莉敏 (Qu
eenie Cha

n)
陳莉敏 (Qu

eenie Cha
n)

Angel Li�
星級形象顧問及品牌策劃師，曾參與及策劃TVB真
人show《盛女愛作戰》及《沒女大翻身》，出版過
戀愛哲學書《盛女變女神》；乃唐太白的後裔，曾
在英國修讀心理學，號稱麻辣導師；亦是今屆港姐
季軍提名人。為人交遊廣闊，名人朋友觸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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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牽手」挑戰五十公里慈善環島接力跑
協助視障人士適應生活

「手牽手」挑戰五十公里慈善環島接力跑
協助視障人士適應生活

由香港失明人協會與慈善組織「跑去你屋企」合辦的第三屆「跑去環島手拖手」活
動，以「人生導航　與您同步」為主題，由一眾領跑員與視障跑手二人一組「手牽
手」完成五十公里環島接力跑，讓視障人士也能享受跑步的樂趣，跑出豐盛人生。
活動在過去兩年，已為協會籌得近一百萬元的善款，協助視障人士適應新生活，亦
希望提升參加者的個人信心及成就感，達致雙贏局面。

是次活動反應熱烈，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先生感謝各界對視障人士的鼎
力支持與關注，他表示活動籌得的款項將會用作支持本會視障人士的融合服務，
包括教育、就業及權益等方面之服務及活動，為視障人士在學習及生活環境適應
上作好充份準備，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活動邀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出席作主禮嘉賓，張建宗局長在致辭時
表示跑步是一樣有益身心的運動，不應分年齡、能力及性別，希望讓不同能力的
人士平等參與。他喜見不同界別的商界領袖和專業人士的積極參與，將跑步結合
慈善，與視障人士一起參與並回饋社會。隨後，張建宗局長更為多對跑手主持開
步禮，又在模擬視障人士的學習環境及方法的遊戲中，親身體驗視障人士在失去
視覺後，在聽覺及觸覺的引導下如何學習及突破障礙。

「跑去你屋企」創辦人盧偉民先生亦指出，今年以「跑，梗
係一齊拍住上」為口號，成功號召多家對社會有承擔的企業
積極參與，與視障跑手並肩同跑，達致互相欣賞，共同開創
的成果。「跑去你屋企」的團隊同時亦希望透過慈善組織及
相關的活動，達到學以致用，融合管理思維及社會責任，務
求以有趣和互動的方式，讓更多人參與並發揮個人潛能，同
時凝聚回饋社會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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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後，在聽覺及觸覺的引導下如何學習及突破障礙。

「跑去你屋企」創辦人盧偉民先生亦指出，今年以「跑，梗
係一齊拍住上」為口號，成功號召多家對社會有承擔的企業
積極參與，與視障跑手並肩同跑，達致互相欣賞，共同開創
的成果。「跑去你屋企」的團隊同時亦希望透過慈善組織及
相關的活動，達到學以致用，融合管理思維及社會責任，務
求以有趣和互動的方式，讓更多人參與並發揮個人潛能，同
時凝聚回饋社會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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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常見眼睛問題常見眼睛問題 成因 治療方法治療方法

屈光不正

眼球過長或過短、角膜形狀和晶狀體老化等原因
導致光線無法聚焦在視網膜上，使影相變得模糊
不清，常見的屈光不正包括近視、遠視、散光及
老視（老花）

● 配戴適當度數的眼鏡

● 矯正屈光手術

● 植入人工晶體

青光眼
眼球壓力過高，導致眼後房視網膜及視神經的纖
維受損及退化

● 藥物治療

● 激光手術

白內障
隨著年紀增長、紫外光照射、環境污染、眼睛長
期過勞、長時間凝望電子屏幕和吸煙等，眼睛晶
狀體會逐漸出現硬化，慢慢演變成白內障

● 激光除白內障手術

● 植入人工晶體

營養素營養素 效用效用 食物來源食物來源

維他命A
預防夜盲症
保護眼角膜

奶製品

馬鈴薯

波菜

動物肝臟

胡蘿蔔素 預防白內障
預防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蕃茄

胡蘿蔔甜椒

蕃薯

 維他命C
預防白內障

延緩眼睛老化

改善眼乾

加強眼部血液循環

預防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柑橘類水果
深綠色蔬菜

 維他命D
蛋 三文魚
奶製品

改善眼乾，潤澤眼睛

預防眼睛發炎
   奧米加3脂肪酸 三文魚 亞麻籽

預防白內障 玉米黃素 玉米

羽衣甘藍

枸杞子

   黃酮類化合物                                         
抗炎和抗氧化        

枸杞子茄子

雜莓，如紅莓、藍莓、
士多啤梨和黑加侖子

眼睛是靈魂之窗，護眼功夫實在不容忽視，要預防眼睛疾病，平日

要多注重眼睛的保養。香港醫護學會邀請了眼科專科醫生龐朝輝醫

生及資深營養師李杏榆小姐，向大家講解常見的眼睛問題，並分享

護眼錦囊，藉以提醒各位要好好護理雙眼，保持眼睛健康。

資深營養師
李杏榆小姐
資深營養師
李杏榆小姐

龐朝輝醫生
眼科專科醫生
龐朝輝醫生
眼科專科醫生

贊助主辦

守護靈魂之窗￣守護靈魂之窗￣
認識都市常見的眼睛問題、
成因及護眼之道
認識都市常見的眼睛問題、
成因及護眼之道



查詢及報名： 3907 0217薛小姐 /   9515 86503907 0217薛小姐 /   9515 8650查詢及報名：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52號百本中心15樓 
（觀塘港鐵站B3出口，步行5-7分鐘即達）

電郵：contact@healthcare.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HCF

電話：2575 5891
傳真：2778 1810 

香港醫護學會 Hong Kong Health Care Federation

伍文輝 註冊西醫

講座內容：

日期：6/12/2016（二）

時間：19:00 - 21:30

地點：觀塘鴻圖道52號百本中心

         15樓（觀塘港鐵站B3出口，步

           行5-7分鐘即達）  

男士專題

講者：

男士脫髮成因
 與防治方法

了解頭髮生長週期、毛囊健康
與掉髮之間的關聯

正確護理頭髮的方法，及早防
治掉髮

常見脫髮種類及成因分析，如
何對症下藥

出席會員可免費獲贈出席會員可免費獲贈

防脫髮洗頭水及
護髮素套裝

即場頭髮頭皮測試
（需預約）

1

2

RN/EN
CNE* 2分

HW/HCA 
CPD** 1分

合辦 贊助 全力支持



尼泊爾震災留下陰影
一年前，尼泊爾發生強度七點九級地震，奪去接近九
千名無辜生命及破壞逾六十萬個家園，更令數以百萬
計的兒童失去校園。一直關注兒童、熱心慈善和人道
工作的徐子淇，除了金錢上的支持，亦帶同她的女兒
Hayley，隨香港救助兒童會親赴尼泊爾，了解當地災
後重建的情況，及慰問在地震中受災的兒童和家庭。
她曾到訪山區一所兒童臨時學習中心，一位十四歲的
小孩向徐子淇提起地震時所發生的情景，以及他看到
房子倒塌的震驚和與爸爸失散的徬徨，即便是回想起
來也感到可怕。「孩子們看似已經重過正常生活，但
心底其實仍然殘留著地震所帶來的回憶。」徐子淇與
女兒向小孩分享香港的見聞，同時教小孩子用畫畫的
方式去表達回憶和抒發情緒，幫助他們克服恐懼。

徐子淇其後家訪暫居臨時房屋的家庭，並目睹地震對
當地人民生活造成的衝擊。其中一位媽媽與徐子淇談
起過去艱苦的一年，她不但因原來的住所太殘破而要
搬到臨時房屋，而且還要照顧七歲患有自閉症的女兒
和十五歲嚴重殘障的兒子，生活感到無助。徐子淇因
這次的探訪反思：「在香港，很多時我們和孩子對一
切都以為理所當然，很少會去注意到他們所遇到的問
題，來到這裡，他們其實教了我們很多東西，也令我
們謙卑下來。」她體會到必須投放更多資源在艱鉅性
的重建工作，尤其要讓三百萬名仍然沒有永久性房屋
和邊緣化的群體得到支援。

救助兒童會是全球性的非牟利慈善團體，處理因衝突、遷移、地震和極端天氣等因素為兒童
及其家庭所帶來的問題，並提供緊急援助工作，致力為兒童帶來希望。徐子淇在去年成為香
港救助兒童會第一位亞洲贊助人後，亦積極關注各地兒童的情況。

意大利拯救兒童難民
除了天災令無數兒童流離失所，在整個非洲大陸，衝突、迫害和極端的
貧困也正威脅著兒童的生命。徐子淇在剛過去的十月，親身到訪救助兒
童會在意大利的地中海難民搜救船，以了解當地的救援工作，及確保初
到步的兒童得到所需的支援。

中東的衝突導致超過六千萬人在世界各地流徙，而且這場衝突並沒有緩
和的跡象，兒童繼續冒一切風險橫越地中海，只為尋求安全和更好的將
來。隨著戰況、迫害及貧困問題的加劇，流徙的路就愈加危險。單單在
今年，已有超過三千人在地中海溺斃，相比去年同期高出了四成，情況
令人震驚。徐子淇憶述探訪兒童難民時，發現很多人從未見過海洋，更
不懂得游泳，但為了逃難只好跟隨蛇頭上船，鋌而走險。「這些橡皮艇
一般都會超載幾十人，最終橡皮艇負荷過重，宛如對摺般把難民夾在橡
皮艇中間並往下沉，不少人因而遇溺或死亡。我們在出海進行救援的期
間，已有二百四十人死亡，只有二十九名難民獲救，當中有兩名小孩甚
至親眼看著自己的媽媽溺斃，更叫人痛心。」絕大多數的死者都是由北
非到意大利之間航程上溺斃，即使安全到達意大利海岸的兒童，有九成
都沒有父母陪同。

喚起社會各界的關注
大多數的死亡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徐子淇期望大家繼續以不
同方式支持救助兒童會的工作，攜手幫助世界上最困乏和被邊緣化
的兒童：「作為香港救助兒童會的贊助人及四名孩子的母親，我最
關心的是兒童的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眼見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兒童
身處苦難，令我感到十分心痛。」同時，她亦大力呼籲公眾關注兒
童難民的困境，讓他們得到生存和成功的機會。

查詢： 3160 8686

徐子淇親訪災區兒童
          盡力救援一個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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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死亡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徐子淇期望大家繼續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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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苦難，令我感到十分心痛。」同時，她亦大力呼籲公眾關注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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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美食特別多，而在寒冷的天氣下尤其適合相約一
班好友聚餐，之不過大飲大食後容易出現胃酸倒流、腹
脹腸痛、便秘、肚瀉，甚至肝炎和腸胃炎等問題，因此
冬天成了腸胃科醫生忙個不停的季節。不想成為醫生的
座上客，以下有一些建議可供大家參考，各位緊記美食
當前也要注意飲食。

自助餐是不少香港人聚餐的首選，但也是誘發腸胃問題
的常見兇手。不少人會在吃自助餐前餓上一整天，以為
這樣在吃自助餐時便可以多吃一點。但其實長時間空腹
反而會令腸胃功能紊亂，不但食量減少，而且進食後亦
容易感到飽滯，最後得不償失。另一個常見的情況是，
很多人一開餐就像狂風掃落葉般大吃幾盤食物，然後很
快便嚷著吃得過飽。原來在進食約十分鐘之後，我們的
腦部才會開始接收到有食物進入胃部的訊息，很多時首
十分鐘已經猛吃完一輪，到感到飽肚的時候才發現已經
吃過量了。建議大家在吃自助餐的前一天可稍減進食的
分量，並且吃到七分飽便好；至於吃自助餐時也要控制
飲食節奏，或限定自己每十分鐘只能吃一碟食物，以免
進食過量。由於自助餐的食物會在展示餐檯上擺放一段
時間，所以部分食物所含致病原的機會較高，建議孕婦
和肝病患者都不應進食生蠔和冷凍火腿等生冷食物，以
免患上戊型肝炎；而糖尿病患者和本身抵抗力較差的人
士，則不宜食用任何放置在室溫太久的食物，例如炒飯
等。

除此之外，吃火鍋也是冬天的一大樂事，但大家要當心
避免進食未完全煮熟的食物，生和熟的食物也不應放在
同一鍋裡，最好等整鍋完全沸騰才吃。高危的食物包括
海鮮和豬肉，尤其是豬肝，建議不要選作火鍋材料。

外賣速食如薄餅、漢堡包和炸雞等，都是聚會中常見的
食物，但不少人卻忘了薄餅上的芝士其實是高脂食物，
而漢堡包和炸雞的脂肪含量就更不用說了。一件薄餅，
加一個漢堡包或兩件炸雞，就已經達到正常一餐所需的
熱量，如經常進食此類食物，容易引致出現脂肪肝和胃
酸倒流的情況。

至於出席節日的飲宴，於晚上八時後才開席已是常態，
一頓飯吃下來要吃到很晚才結束，加上有多時候不想造
成浪費而勉強把食物往口裡塞，這些吃得過飽和太晚進
食的情況，容易引致腸胃腫脹和胃酸倒流等。

另外，患有膽石、脂肪肝和胃酸倒流毛病的人士，無
論在任何時候都應該避免放縱地飲食和吃過分油膩的食
物，以免病情加重。 深信凡事有果必有因。腸胃固然，人生亦然。

希望藉著分享知識經驗，助讀者的腸胃路路
暢通，無穿無爛。

吳昊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冬日美食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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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長在得知孩子患有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後，腦
袋裡都會出現不少迷思。以下與大家分享一些常見的疑
問，藉此希望大家對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的治療有更
多的認識。

迷思一：家長對孩子要接受藥物治療都會十分抗拒，認為
精神科藥物有很多副作用，長期服用定必對孩子構成很大
的影響；而且每當聽到醫生說藥物屬於中樞神經刺激劑，
更會擔心藥物被濫用，害怕孩子會服藥成癮。

解答：所有藥物都有副作用，只是副作用的反應因人而
異。臨床研究顯示，中樞神經刺激劑能有效控制專注力
不足 / 過度活躍症的徵狀，一般較常見的副作用是胃口減
少、失眠和頭痛，但也有患者在服用藥物後，沒有出現明
顯的副作用。中樞神經刺激劑雖然有被濫用的風險，但機
會不大。假如患者不能承受副作用之影響，或患者有濫用
此類藥物的傾向，醫生亦會考慮處方非刺激中樞神經的藥
物作治療。

迷思二：家長認為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症所出現的徵
狀，主要影響孩子的學習，因此在周末或暑假等不用上學
的時間，便停止用藥，以減少藥物的副作用。

解答：在不用上學期間暫停藥物治療，稱為「藥物假期」
(Drug Holiday)，這是由於家長擔心藥物對孩子造成長遠的
影響而決定採用的方法。但事實上，孩子在周末或長假期
間，可能仍需要做功課或進行其他課外活動，這同樣需要
孩子的專注力，若停止服藥，再度出現徵狀或會對孩子在
學習以外的其他發展構成影響。因此，家長應先與醫生商
量，共同討論合適的藥物治療計劃。

迷思三：家長擔心一旦開始接受藥物治療便要一輩子服
藥，一直到老也不能停藥。

解答：孩子雖然接受藥物治療，但醫生亦會定期對其產生
的徵狀、藥物成效和副作用影響等各方面作出評估，再決
定是否需要繼續使用藥物治療。大概有65％年幼患者的徵
狀會持續至成年期，在這情況下，他們的治療時間才會較
長。

迷思四：家長擔心孩子在服用中樞神經刺激劑後會影響他
們的發育，例如身高會比同齡孩子較矮等。

解答：中樞神經刺激劑的其中一個副作用是患者的食慾會
下降，進而影響發育。在開始這類藥物治療前，醫生會記
錄孩子的身高和體重；而在接受治療期間，醫生也會繼續
監察孩子的發育指標。若孩子長期沒有胃口進食或藥物大
大影響發育進展，醫生會考慮處方另一類別的藥物。

最後建議家長，若對孩子的治療有任何疑問，都應盡早向
醫生諮詢和商量，不應擅自改變孩子的藥物治療方式，以
免病情轉壞。

熱心推廣精神健康教育、2015年榮獲日本精神
神經學會精神科獎項、在各大報章雜誌撰寫專欄
長達十多年，出版書籍包括《還須心藥醫》、《情
緒病診療室──破解人心的密碼》、《隱在你身
邊的精神病患》等，以文章作為醫療工具，鼓勵
大家積極和快樂地生活。

電郵：hongkongpsychiatry@gmail.com

黃宗顯
精神科專科醫生

過度活躍症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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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為 準 備 退 休 及 已 退 休 人 士
而 設 的 大 型 展 覽

全 城 型 接
智 齡 生 活
「   」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C展覽廳
Hong Ko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Hall 1C

21-22/1/2017

全港注目的第二屆「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將會展示多姿多彩的先進及優質產品和服務，配合一系列的活動，加深公眾對
黃金一代(指四十五歲以上、準備退休及已退休人士)智齡化的認識 ，推動黃金時代經濟，建立健康、時尚及活躍的生活模式。 

展銷良機，萬勿錯過！
匯集高端科技、設計新穎的優質產品和服務，為消費者帶
來嶄新體驗。展品琳瑯滿目，包括智能科技產品、保健產
品、智齡家居設計和用品、退休及理財規劃、時尚服飾、
娛樂消閒、文化教育課程等。歡迎廠商、供應商、社會服
務團體及社會企業參展 。

高峰會集思廣益
集合國際和本地重量級主講嘉賓，透過應用科技、商業營
運、財務管理、優化服務等主題集思廣益，為本港黃金一
代共創黃金未來。

是項大型展覽還包括精彩多姿的表演、健身示範、產品演
示、互動體驗、健康測試等，適合老、中、青各代參與，
齊齊「型」接智齡生活。

跨代參與「型」接智齡

尚有少量展位可供產品製造商、分銷商、服務
供應商參與，詳情請與市場部同事聯繫。

查詢資料:
電話: +852 8102 1068
電郵: info@goldenage.foundation
網頁: http://goldenage.foundation

主辦機構：
黃金時代基金會

支持機構：
Around HK
仁人學社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樂活新中年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投資者教育中心

學術伙伴：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媒體伙伴：
香港經濟日報
經濟通
晴報

健康護理伙伴：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合作伙伴：
國際老齡聯合會
安老事務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籽識教育
長屋設計
新生精神康復會
長者安居協會
SmartE
香港復康會
尊賢會
詠翔



人生起伏無常，一生當中固然會遇到開心愉快的經
歷，亦難免會有傷心難過的時候，因此，「開心」
和「不開心」是兩種很常見的情緒。然而，如果你
發覺自己經常無緣無故感到情緒時而高漲或時而低
落，從而影響日常生活，那麼你便有可能患上躁鬱症 
（或稱躁狂抑鬱症，英文為Bipo la r D i so rde r
或 Manic-Depression）。

躁鬱症是一種較為嚴重，並屬於長期的精神科問題。
單從字面上看，可能有人會誤以為躁鬱症患者的脾
氣十分暴躁，同時又時常感到抑鬱。但實際情況是，
患者會在不同時段經歷兩種極端的情緒，一種是躁狂
(Mania)，而另一種則是抑鬱(Depression)，兩種情緒
的起伏程度比一般人嚴重得多。

「躁狂」在醫學上所指的其實並非暴躁，而是代表興
奮和亢奮的狀態。躁狂的時候，患者會情緒高漲、自
覺充滿能量和腦筋的轉數變得特別快，對睡眠時間的
需求減少但依然感到精力充沛；在社交方面，患者的
行為會變得豪邁奔放，無法靜止下來，說話亦會滔滔
不絕；他們的自信心「爆棚」，甚至覺得自己擁有特
殊的能力，同時亦會缺乏正常的自我控制能力，做出
不顧後果的行為如胡亂投資或超速駕駛等。但當患者
處於「抑鬱」的狀態時，他們的行為就會有一百八十
度的轉變。他們會感到情緒低落、對身邊的事物頓時
失去興趣、缺乏動力和積極性、體力下降，連睡眠和
胃口亦會受到影響。另外，他們的思想會傾向負面，
並因腦部功能失調以致集中力及記憶力下降；有些患
者更會反覆想到死亡，甚至萌生自殺的念頭。

躁鬱症的成因至今尚無定論，但研究發現，病發與遺
傳、環境因素和身體健康狀況皆有關係。根據研究統
計，每一百個港人當中便有三人患有躁鬱症，不少名
人也曾經受到此病的困擾，例如陳奕迅和洪朝豐等。
其實躁鬱症只要治療得當，絕大部分患者都能透過藥
物有效控制病情和減輕徵狀，使他們能夠應付日常生
活及工作上的各種挑戰。現今已經有很多治療躁鬱症
的有效方法，一般來說，醫生會先使用藥物控制患者
的情緒問題，繼而考慮配合心理治療及生活模式的調
節，以幫助患者回復最佳狀態。

私人執業精神科專科醫生，Mind Pro維博心理
醫學中心創辦人。曾於英國行醫七年，希望藉著分
享在英國的所見所聞，提高港人對情緒健康的認
識，以及對精神科服務使用者權益的關注。

張力智
精神科專科醫生

情緒波動是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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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動向
醫護就業
  新動向
醫護就業

前景及培訓免費講座
日期：

時間：晚上7時15分 - 8時15分

香港醫護學會代表

地點：

講者：

九龍觀塘鴻圖道52號百本中心15樓
 （觀塘港鐵站B3出口）

講座內容：

 2016年12月13日（二）
及 2017年1月3日（二）

‧醫護行業概況、政府政策及數據分析等等
‧介紹不同醫護職級如保健員、醫護支
    援人員、物理治療助理等復康職級之
    工作範圍、薪酬以及晉升階梯等

查詢電話：2575  5891 : 9601   6833

課程特色及簡介開課日期課程名稱

    課程獲社會福利署認可

    社福界/私家醫院/安老院工作

2017年1月26日 
     (全日制)
2017年2月10日
      (兼讀制)

2017年1月18日 
    (逢星期三)

物理治療助理
(實務訓練)
證書課程

    雙證書課程 (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學員將被安排至物理治療診所進行參觀

    安老院/醫院/物理治療診所工作

保健員訓練
課程

安老服務入行之選安老服務入行之選

資料來源：香港醫護學會

除了傳統長者服務外，近年政府秉承「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的方針計劃安老服務，希望護老者能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設立了「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向低收入家庭的護老者發放生活津貼，以補貼

其生活開支，並讓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可在護老者的協助下，於家中得到適切的照顧。葉展峯先生說道：「事實 

上，最能夠給予長者最好照顧的，正正是家人。比起院舍

照顧，家人會更了解長者的喜好、興趣與需要。近年，愈

來愈多年輕人報讀保健員課程，完成訓練後，除了可照顧

家中長者，亦可考慮擔任私家看護，於安老院、醫院甚

至上門協助護老者照顧長者呢！」

政府大量投放資源  安老服務入行最佳時機政府大量投放資源  安老服務入行最佳時機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持續嚴重，預計到2064年，老年人口將佔全港36%。過去

4年，政府投放在安老福利服務的資源增加五成半。於政府「私人土地作福利

用途特別計劃」帶動下，預計可增加約9000個安老服務名額及約8000個康

復服務名額。此外，政府亦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讓手持服

務券的長者可於私營市場靈活地選擇合適的安老及復康服務。現在於安老服務

業需求最多的是保健員，他們負責為長者量度生命表徵、藥物派發、傷口護理

以及壓點護理等等。香港醫護學會課程發展主任葉展峯先生表示：「保健員入

職要求為中五畢業或國內高中以上學歷，起薪已經調高至$13000以上，加上

服務券政策的引入，預計將會為保健員及復康職位帶來相當招聘需求。」

知老者 莫若您知老者 莫若您



濕疹是一種免疫系統出現異常而引起的皮膚病，雖然目前

醫學界對濕疹病發的原因未明，但從病理上分析，由於免

疫系統中T淋巴細胞( T Lymphocytes)內的輔助性T細胞

(T Helper Cell )失衡，從而影響免疫系統中各種細胞的運

作，引起皮膚過敏反應而導致濕疹發作。

濕疹非常普遍，任何年齡的人士也有機會患上，尤其小朋

友最為常見。患者除了患處感到痕癢之外，還會伴隨皮膚

發紅、出現丘疹、水泡、滲液和脫屑等狀況。小朋友患有

濕疹可能是因為免疫系統尚未成熟，與遺傳、剖腹產和缺

乏母乳所含的營養素等有關；發作的患處多見於面頰、軀

幹和手足外側，而且大多會同時出現鼻敏感、哮喘和花粉

症等過敏症。至於青年和成年人患上濕疹的原因包括工作

壓力、負面情緒、不良飲食習慣、缺乏充足的休息、接觸

致敏原等，令免疫系統出現混亂而誘發濕疹；青年和成年

人的濕疹發作位置多見於手、足遠端及關節內側，而且多

數會於身體兩側對稱出現。

中醫治療濕疹

濕疹可分為急性、亞急性及慢性三類，中醫會根據不同的

病發程度作辨證及用藥。如濕疹屬於急性，患者一般會感

到皮膚痕癢、發熱、出現丘疹、滲液和糜爛等，中醫認為

此乃風熱血熱、肝膽濕熱所致，因此會處方消風散和龍膽

瀉肝湯等方藥治療。而亞急性濕疹較急性濕疹所出現的炎

症輕，滲液會減少，以結痂、丘疹和鱗屑為主，這屬脾虛

濕困的狀況，中醫會以除濕胃苓湯等方藥治療。至於慢性

濕疹的徵狀為皮膚增厚、乾燥、皮膚痕癢並常在夜間發作

等，此屬血虛生風所致，中醫會以當歸飲子等方藥作治

療。除了內服中藥外，亦可配合中藥外洗，以幫助減低皮

膚痕癢和控制感染。另外，針灸對治療濕疹的療效也相當

顯著，例如針刺曲池、合谷和血海等穴位有助清熱涼血化

濕；而足三里、陰陵泉和三陰交等穴位可達到健脾化濕之

效。由於大部分的濕疹患者都會受痕癢影響而造成睡眠困

擾，因此針刺頭部相關穴位，亦具有安定神志和減輕痕癢

的作用，從而改善濕疹病情。

濕疹日常護理

要預防濕疹發作，除了靠中藥治療外，濕疹患者在治療期

間也要注意飲食習慣，避免進食刺激性食物如咖啡、奶

茶、辛辣食物、含味精的食物和即食麵等。另外，濕熱及

生冷的食物如芒果、菠蘿、榴槤、蝦、蟹、牛肉、凍飲、

雪糕、壽司和刺生等，都會阻礙脾胃化濕的運作，應該盡

量避免進食。濕疹雖然不會傳染，但在搔抓皮膚後，指甲

內會藏有濕疹組織，若然再在身體其他部位搔抓，該處的

皮膚也有機會產生炎症反應，因此患者宜勤剪指甲及減少

搔抓。另外，洗澡時水温要適中，勿用太熱的水洗澡；皮

膚乾燥時可多使用保濕產品以保持皮膚滋潤；同時要有充

足的睡眠幫助皮膚修復，以及配合適當的運動以減輕精神

壓力。

於香港大學畢業，取得中醫學碩士學位（針灸

學）及中醫全科學士學位。

崔劍全
註冊中醫師

中醫對濕疹的治療及護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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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談起喝酒，必定有很多人發問問題，例如喝紅酒是否

比較不傷身體？喝多少分量才對身體有害？有甚麼方法可

以多喝酒而不加重肝臟的負荷？總括來說，他們就是想兩

全其美，最好是既可以喝酒，又不會傷身體。有見及此，

我希望透過此文章盡量解答大眾的疑惑。

相信許多人都知道酗酒的害處，飲酒過量會帶來許多毛

病，例如肥胖、心血管疾病、增加骨折風險、酒精性脂肪

肝、胃腸道疾病、癌症和精神科疾病等等。因此，對於多

喝紅酒對身體有益的說法，其實眾說紛紜的。儘管有研究

顯示，紅酒具有抗凝血的作用，並能提高血液內的「好膽

固醇」和有助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然而，很多人

卻忽略喝酒的分量，更多有力的研究報告指出，過度喝酒

會導致多種心血管疾病。至於如何訂立標準酒量，根據美

國心臟協會的指引，健康成年人每天可以吸取約一小杯紅

酒的酒精分量；並且不建議沒有喝酒習慣的人士開始飲用

紅酒。這也就是說，權衡過後，大家並不值得考慮喝適量

的紅酒來保護心血管健康。

遇上節日或與親友聚會，有時候淺酌在所難免。有些人會

將綠茶加入烈酒中，或是在喝酒後以茶解酒，以為可以

減少酒精對身體的傷害，但其實這些做法均對健康最為

不利。《本草綱目》中提到：「酒後飲茶傷腎臟，腰腳墜

重，膀脘冷病，兼患痰飲水腫，消渴攣痛之疾。」酒後飲

茶除了會加重心臟負荷，同時也會影響腎臟功能。另外，

空腹喝酒也是一大禁忌，不但會造成胃部損傷，也會加速

身體對酒精的吸收，容易醉酒。

如真的飲酒過量，可以喝適量的果汁解酒，尤其是梨汁和

甘蔗汁，一方面可以補充因飲酒過量而流失的水分；另一

方面，果汁所含的糖分可以加快酒精的分解速度。此外，

中藥葛花也同樣具有解酒的功效，喝酒後可用10至15克的

葛花泡水飲用，以幫助解酒。另外要注意的是，切勿胡亂

服用坊間聲稱可以解酒或醒酒的成藥，並且在服用任何藥

物前，都應先請教醫生，以免加重對肝臟的負荷。

《本草綱目》記載：「酒，天之美祿也。少飲則活血行

氣，壯神禦寒，消愁遣興。痛飲則傷神耗血，損胃亡精，

生痰動火。」中醫認為，酒精多屬濕熱之物，多飲容易生

痰助火，常致肝膽濕熱，重則發為黃疸。啤酒的性屬寒

濕，除了容易釀濕生痰外，更會損及腎氣，多飲會令人虛

弱乏力。對於一些長期喝酒的人士，中醫雖可以透過辨證

論治改善體質，緩解酒後產生的徵狀，但要不傷身體的根

本做法，最好還是減少喝酒和戒酒。
擁有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及香港

中文大學中醫學理學碩士學位，同時亦擔任星

匯網網上電台中醫節目主持。

呂兆陞
註冊中醫師

喝酒如何不傷身？

24

CHINESE
Medicine



天氣開始轉冷，門診陸續出現不少鼻敏感患者求診。鼻敏

感又稱為過敏性鼻炎，由不同的致敏原引起，而且容易反

覆發作，徵狀通常於早上時間特別顯著。鼻敏感的主要徵

狀為經常鼻癢、鼻塞、打噴嚏和流清涕，這與季節轉變尤

其是秋冬季有關。此病相當於中醫學中的「鼻鼽」，成因

與肺、脾、腎三個臟腑的關係密切，發病多數因為體質虛

弱和風寒乘虛而入引致。

中醫治療鼻敏感，會以補益肺、脾、腎之氣，散風寒和溫

通鼻竅為主。鼻敏感屬慢性病，因此治療時間較長，一般

中醫會先處方湯藥為患者作治療，患者需熱服以助增強藥

力；如病情持續，可再配合針灸治療以加強治療的效果。

除了服食湯藥及針灸外，以下為大家介紹一些簡單且有效

的湯水及小妙招，希望可以幫助大家舒緩秋冬季節的鼻敏

感症狀。

在飲食方面，平日應避免吃生冷和寒涼的食物，也忌喝冷

飲；另外，可選用益氣健脾的食材，如淮山、蓮子、扁

豆、薏苡仁和大棗等，以增強免疫能力。

中藥湯水推介 ── 辛夷玉屏風散飲

主要功效：補肺健脾、散風寒和通鼻竅。

材料：北耆15克、白朮15克、防風6克、辛夷6克（需包

煎）和甘草6克。

製法：以一千毫升水煎煮，水滾後轉以文火再煮約三十

分鐘，去渣取其湯水，溫服。於天氣轉變或鼻敏感較常發

作時，可連續服用三至四天。若有感冒、發燒或感染等情

況，則不宜服用。

穴位按摩法 ── 揉迎香

「迎香穴」位於鼻翼外緣的中點，用指尖按揉穴位五秒，

然後再用雙手食指指腹同時於鼻翼兩側往上和下推按五

秒，重覆數次即可。

作用：使鼻竅氣血運行，從而舒緩鼻敏感的症狀。

燻蒸法

建議鼻敏感患者在煎煮中藥時，可靠近藥煲並緩緩呼吸，

令蒸氣可以吸進鼻腔，有溫通鼻腔的作用；同時可以增

加藥物的滲透度，促進藥物透過鼻黏膜吸收，使藥效更

顯著。除此之外也可以使用薄荷葉、數滴薄荷精油或白花

油，放入沸騰的水中，再緩緩吸入其產生的水蒸氣。薄荷

有疏散風熱、清利頭目和理氣通竅的作用，同時對舒緩鼻

敏感的情況也很有幫助。
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取得中醫婦科學碩士學

位及中醫學學士學位，同時為中國高級公共營

養師，並修畢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醫學深

造證書（腫瘤學）課程。 

何昕
註冊中醫師

舒緩鼻敏感保健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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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要解決置業的問題，除了可以靠政府政策及「父
幹」外，其實還可以透過改變自己的思維來實行。杯子裡
裝著半杯水，你覺得是「已有半杯水」，還是「只得半杯
水」，不同的想法其實都會影響你的人生。

作為一位市場人士，我的看法完全基於數據和事實。而市
場所顯示的事實是，縱使近年要靠父母支持置業的人數
劇增，但靠自己能力買樓上車的人仍是佔大多數。在我身
邊有不少靠自己上車的人，他們所付出的努力，理應值
得新一代年輕人去尊重和學習，然而他們卻被人譏笑為 
「樓奴」，這種錯誤的態度，大大扭曲了新一代年輕人的
思維。

再看數字，以一個二人的年輕家庭計算，只要兩位成員都
符合人均入息的中位數，並每月將三成收入作為儲蓄，
那麼只需存約四年，便足夠購買一個價值三百五十萬的單
位。相比我輩年輕的時候，這個數字甚至反映現時更容易
置業，但仍有不少年輕人常嘆上車難，原因各異，如不想
購買偏遠地方的樓盤，或覺得生活不值得為了置業而挨苦
等。或許現今的社會風氣轉變了，但買樓置業從來都不是
一件輕鬆的事情，我只可回應今時今日買樓比過去容易，
只是買到的面積有多大而已，而現實是，愈遲買，面積愈
小。

很多學者及長輩都會忠告年輕人，不要做樓的奴隸和不要
將青春消耗在買樓上，因為他們都認為「樓價遲早跌」。
樓價雖然會有滑落的一日，但關鍵問題在於，等到樓價下
跌時，到時候的售價仍會比現時高。基於「買有風險，不
買也有風險」的機會成本法則，學者的建議其實等同於推
年輕人去豪賭一場，沒有人知道最終結果。

大家必須要知道，樓市所面對最大的問題是環球量化貨幣
的變數，如果大家將香港或世界各大城市的M3（貨幣供應
指標），和樓價走勢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各地樓價上升
的幅度，其實和M3增長的幅度是相若的。由此可見，資金
過多才是導致樓價上升的元凶，如果我們不認真面對這個
問題，反而用狹義的階級矛盾去鬥爭，最後輸的只是下一
代的年輕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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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敦敬
Lawrance Wong

上車置業，
其實人人也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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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一部電影〈The Accountant〉，中文譯名很
有意思，叫做《暗算》。或許是出於票房的考慮，中
文名字沒有直譯成《會計師》，但反而《暗算》這個
名字更能貼合主題，因為光從預告片中就會看到不少
槍林彈雨的場面，令人不禁好奇，好端端的一個會計
師為何會與黑幫駁火，讓我馬上聯想起一些港產的警
匪片和黑幫片，例如《暗戰》、《掃毒》和《鎗王》
等。

之所以說《暗算》這個名字改得好，是因為「算」這
個字與會計師有關，會計師熟悉計算，同時懂得財務
分析、管理及策劃，而《暗算》就是以會計師為主軸
來串連整部電影。飾演男主角的Ben Affleck除了是一
位專業的會計師，更是一名患有自閉症的數字天才，
尤其精於在數字當中找到蛛絲馬跡，因此他在分析
財務報表及「做假數」的功力更是無出其右。同時， 
「暗算」這個詞語的本義也與電影情節相符，因為電
影中有不少男主角要對抗陰謀、設計陷阱和暗中傷害
敵人的場面。

一部電影的製作，除了精彩的劇情，主演角色也佔了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男主角Ben Affleck既是一位型
男，同時也是一名出色的電影人。張愛玲曾說：「成
名要趁早。」而Ben Affleck正正就是「成名早」的
代表。他除了當演員外，也參與電影中的編劇、監
製和導演等幕後工作，而且都做得非常出色，因此在 
《暗算》中的表現，確實歸功於他本身的努力。

由於電影當中也涉及會計行業較為專業的部分，我也
不妨講解一些簡單的概念，讓大家觀賞電影時更容易
明白。男主角是一名年收入過百萬的專業人士，為了
逃避稅項，他需要在稅務安排(Tax planning)方面做足
準備功夫，因此他利用與鄰居合營公司的方法，來隱
藏自己的收入，以致不容易被政府官員追查出來。至
於男主角為國際不明組織擔任鑑證會計(Forensic Ac-
countant)，負責的工作比會計師更複雜，除了要求專
業會計技能外，也要具備旁通法律訴訟等能力。鑑證
會計的工作主要追蹤可疑公司的資金流，協助組織尋
找可疑交易及提供蒐證意見，在必要時可在法院上以
專家的身分擔任證人。總括而言，這部電影無論在題
材和角色描繪上都十分出色，值得一看！

全香港最年輕的90後上市公司執行董事，同為政
治財經專欄作家，骨子裡卻是一個偽文藝青年。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muddydirtywater/
Email: muddydirtywater@gmail.com

渾水

暗算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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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毅行者」比賽十三年，怎麼也想不到今年我會再次
參加。

「毅行者」是香港一個大型的遠足籌款活動，參加者必須
在四十八小時內，通宵達旦完成麥里浩徑一百公里的越
野比賽。賽事由西貢北潭涌開始，途經獅子山、畢架山、
針山、草山及全港最高的大帽山，最後到達終點站屯門。
這難度極高的比賽，對現代城市人來說真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

多年後再次參加比賽，事緣今年初認識了大澳筏可中學的
校長，雖然我倆萍水相逢，卻結成莫逆至交。大澳筏可中
學今年創校四十周年，校長在校內外組織了共四十人的隊
伍一同參加「毅行者」比賽，一為紀念校慶，二為藉此機
會勉勵學生「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也就是這樣，
我爽快地答應了校長的邀請再作馮婦，參加「毅行者」比
賽。由於此比賽極具挑戰性，因此我早於半年前便開始練
習。天氣酷熱，有時候還得在攝氏三十五度高溫下遠足六
至八小時，在大太陽底下，我感覺整個人幾乎要融化了，
而且體能也不復當年勇，這才暗暗地後悔自己當天輕諾
了。

每一次的訓練都相當辛苦，但除了鍛鍊身體，我從練習的
過程中體會到，鍛鍊「心」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首先
要鍛鍊的是「奮鬥心」，引用中國已故大文豪巴金先生的
名言：「生命本就是激鬥，為的是來征服它！」這話是我
的座右銘，激勵我永遠向前，永不停步。其次，我們要鍛
鍊「堅毅心」，過程中即使要面對的挑戰是多麼的艱巨，
碰到多少辛酸苦楚，也堅持不放棄。而最後，我們要鍛鍊
的便是「謙虛心」，因為態度決定成敗，無論你有多聰明
的才智、多高的名譽或地位，在比賽上人人都是平等的，
只有放下包袱和用最謙卑的心，才能堅持朝著終點進發。

鍛鍊這「三心」對職場也不無關係，筆者從事地產代理行
業，樓市表現轉趨淡靜，使行內僧多粥少，競爭激烈。
若然沒有「奮鬥心」，便很難在這個汰弱留強的市場上佔
一席位。進行交易買賣，並非每一次都會成功，如果沒有 
「堅毅心」，我們便容易因失去生意而變得垂頭喪氣，一
蹶不振。最後，如果沒有秉持「謙虛心」做事，人便會心
浮氣躁和驕傲自大，即使勝利也只會是一剎那的光輝。除
了「三心」，要取得客戶的信任和支持則要靠「兩意」。
首先是「誠意」，對待客人一定要真誠，才能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其次是「情意」，只要跟客人建立情誼，才能
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事之以誠。

今次參加「毅行者」比賽讓我獲益匪淺，更重要的是在訓
練過程中的自我反省，就讓我抱持這「三心兩意」，繼續
往前進發！

1990年加入第一太平戴維斯，憑藉豐富的經
驗及傑出的領導能力，於2016年晉升成為
董事總經理；持有西安大略大學理學士學位
及毅偉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並於2013年成為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
會會員。

袁志光
Peter Yuen

挑戰自我
遠足鍛練「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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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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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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龍蝦漢堡一客有四小件，烘熱的麵包夾著爽口的龍蝦肉、新鮮蕃

茄和生菜，再配搭秘製的醬汁來調味，令味覺能享受多重層次。迷你

漢堡小巧的骰，三小口便吃完，這分量不會令人吃得太飽滯，更可用

雙手豪氣地各拿著一個漢堡吃呢！

餐廳除了龍蝦外，其他海鮮類都很出色，這個藍青口是一道鮮甜的煮

物，青口不大顆但勝在肉質鮮甜嫩滑。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道菜的

汁料是精華所在，香濃綿滑，調味也恰到好處，配以法包享用，簡直

是最佳的配撘。

龍蝦近年愈來愈受歡迎，一來是貪其「啖啖肉」的滋味，二來是它的做法和款式也愈來愈多。想一邊浪漫地嘆

香檳，一邊享受大口大口吃龍蝦的快感，這裡是我的首選。

吃完美味的前菜，輪到主角壓軸登場。這裡最出名的龍蝦，我又怎能錯過？這道Whole Fresh New Brunswick 

Lobster一放上餐桌上已非常震撼，賣相豐富，香氣十足。原隻加拿大龍蝦約兩磅重，單是龍蝦鉗，已經比手提

電話還要大，分量足夠三、四個人食用。以香草和牛油焗製而成的新鮮龍蝦特別惹味，將鮮味昇華；龍蝦的肉

質爽滑彈牙，配以同樣鮮甜多汁的蕃茄和蔬菜，滋味十足，實在叫人停不了口。

  Bisque | Lobster & Champagne
地址：中環蘭桂坊1號一樓
電話：2331 8181

龍蝦雖然不是我最常吃的海鮮，但說到最喜歡的話，它

必定會在三甲位置之內。今趟帶大家吃龍蝦大餐，而這

間餐廳的地址很令人深刻，就是「孖一」，即中環蘭桂

坊一號的一樓。餐廳在大廈地面的入口處擺放了一塊畫

上龍蝦的黑板，位置十分顯眼，讓人容易找到。

加拿大龍蝦全餐宴

Bisque Lobster & Champagne

此店的Our Classic Lobster Bisque龍蝦濃湯絕對得這裡必點
的招牌菜，濃湯以龍蝦殼和龍蝦肉熬煮，質地稠滑，湯的味
道非常鮮味濃郁，可說是心機之作。濃湯的賣相也很吸引，
湯內插上一條龍蝦棒作點綴，還以忌廉拉出漂亮的拉花。一
口鮮甜的濃湯，再配上香脆可口的蒜蓉多士，我可大膽說一
句「無得輸」，值得推介！

單看餐廳的名字，顧名思義，餐廳的主打是一系列龍蝦美食
和香檳。店主是加拿大人，而餐廳所供應的龍蝦亦主要來自
加拿大海峽，並每天空運直送到港，保證新鮮。店內的面積
不算太大，卻雅緻精細，客人還可以坐在小露台喝喝酒，聊
聊天，尤其適合舉行私人派對。廚房呈半開放式設計，讓客
人可以看到廚師準備食材的過程，也方便廚師與客人溝通，
令氣氛更熱鬧起來。

前菜的部分，先來一道Skillet Seared Yellowfin Tuna Fillet吞
拿魚沙律。吞拿魚的外皮用火槍燒至半熟，切片後再伴以牛
油果和菜絲沙律，口感美味軟滑，味道清淡，可一清味蕾，
或沾點隨碟附上的酸汁更惹味開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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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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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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龍蝦漢堡一客有四小件，烘熱的麵包夾著爽口的龍蝦肉、新鮮蕃

茄和生菜，再配搭秘製的醬汁來調味，令味覺能享受多重層次。迷你

漢堡小巧的骰，三小口便吃完，這分量不會令人吃得太飽滯，更可用

雙手豪氣地各拿著一個漢堡吃呢！

餐廳除了龍蝦外，其他海鮮類都很出色，這個藍青口是一道鮮甜的煮

物，青口不大顆但勝在肉質鮮甜嫩滑。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道菜的

汁料是精華所在，香濃綿滑，調味也恰到好處，配以法包享用，簡直

是最佳的配撘。

龍蝦近年愈來愈受歡迎，一來是貪其「啖啖肉」的滋味，二來是它的做法和款式也愈來愈多。想一邊浪漫地嘆

香檳，一邊享受大口大口吃龍蝦的快感，這裡是我的首選。

吃完美味的前菜，輪到主角壓軸登場。這裡最出名的龍蝦，我又怎能錯過？這道Whole Fresh New Brunswick 

Lobster一放上餐桌上已非常震撼，賣相豐富，香氣十足。原隻加拿大龍蝦約兩磅重，單是龍蝦鉗，已經比手提

電話還要大，分量足夠三、四個人食用。以香草和牛油焗製而成的新鮮龍蝦特別惹味，將鮮味昇華；龍蝦的肉

質爽滑彈牙，配以同樣鮮甜多汁的蕃茄和蔬菜，滋味十足，實在叫人停不了口。

  Bisque | Lobster & Champagne
地址：中環蘭桂坊1號一樓
電話：2331 8181

龍蝦雖然不是我最常吃的海鮮，但說到最喜歡的話，它

必定會在三甲位置之內。今趟帶大家吃龍蝦大餐，而這

間餐廳的地址很令人深刻，就是「孖一」，即中環蘭桂

坊一號的一樓。餐廳在大廈地面的入口處擺放了一塊畫

上龍蝦的黑板，位置十分顯眼，讓人容易找到。

加拿大龍蝦全餐宴

Bisque Lobster & Champagne

此店的Our Classic Lobster Bisque龍蝦濃湯絕對得這裡必點
的招牌菜，濃湯以龍蝦殼和龍蝦肉熬煮，質地稠滑，湯的味
道非常鮮味濃郁，可說是心機之作。濃湯的賣相也很吸引，
湯內插上一條龍蝦棒作點綴，還以忌廉拉出漂亮的拉花。一
口鮮甜的濃湯，再配上香脆可口的蒜蓉多士，我可大膽說一
句「無得輸」，值得推介！

單看餐廳的名字，顧名思義，餐廳的主打是一系列龍蝦美食
和香檳。店主是加拿大人，而餐廳所供應的龍蝦亦主要來自
加拿大海峽，並每天空運直送到港，保證新鮮。店內的面積
不算太大，卻雅緻精細，客人還可以坐在小露台喝喝酒，聊
聊天，尤其適合舉行私人派對。廚房呈半開放式設計，讓客
人可以看到廚師準備食材的過程，也方便廚師與客人溝通，
令氣氛更熱鬧起來。

前菜的部分，先來一道Skillet Seared Yellowfin Tuna Fillet吞
拿魚沙律。吞拿魚的外皮用火槍燒至半熟，切片後再伴以牛
油果和菜絲沙律，口感美味軟滑，味道清淡，可一清味蕾，
或沾點隨碟附上的酸汁更惹味開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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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大部分香港人和我一樣，整天為了生活而忙碌，
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這反而令我更珍惜每一次的悠閒
時光。早前獲奧比斯邀請到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參
加一個慈善活動，因而意外發現這間充滿法式情懷的
度假酒店。慈善派對於酒店的頂層天台舉行，露天的
場地擁有一絕的高空美景，可將澳門小城盡收眼下。
派對好玩之餘，又可以為慈善出一分力，令這個小假
期更添加一重意義。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

網址：https://www.ponte16.com.mo

Facebook：Sofitel Macau At Ponte 16

海風餐廳週末早午自助餐：MOP 188

雅聚廊大堂吧浪漫玫瑰下午茶：MOP 258 (兩位)

So SPA水療中心白皇后亮白淨膚療程：MOP 1,150

這間酒店也令人驚喜十足，一走進華麗雅緻的房間，馬上
看到酒店貼心準備了小甜點來迎接我們，那精緻的玫瑰花
形狀，實在美得捨不得吃。從房間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眺望
澳門的海景景緻，不過更得我歡心的並不是海景，而是那
處處充滿古舊色彩的澳門小城地道風光。
 
身為一名「吃貨」，一日三餐當然是我最注重的。早餐是
一天的開始，在這裡可以一邊享用早餐，一邊欣賞早晨的
大街小巷，讓我在這寧靜又浪漫的環境氣氛下享受一個美
好的早上。另外，酒店服務員的態度和服務都值得讚揚，
當天我吃完早餐，離開餐廳後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把手袋
遺留在會所裡，我著急地跑回餐廳向員工詢問，原來他們
早已把我的手袋存放好，等待我回去認領。這些細微的地
方都令我為這間酒店加分。

得知酒店的So SPA水療中心是與知名法國護膚品牌
L'OCCITANE合作，便趁著下午比較空閒的時間，到水療
中心享受護理療程。每到換季時分，我都會特別注重面部
的保養，因此我選做了「白皇后亮白淨膚療程」。美容師
細心地幫我護理皮膚，配合輕柔的按摩手法，令肌膚更容
易吸收養分。療程後，我感覺到肌膚瞬間綻放自然光澤，
而且身心也得到全面的放鬆，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做完水療吃下午茶是常識吧！雅聚廊大堂最近推出
以粉紅浪漫為主題的下午茶，甜點以玫瑰花入饌，
水準極高，但最吸引的還是相宜的價錢。晚餐可選
擇到酒店頂層的樂華軒餐廳用餐，這間餐廳也屬驚
喜發現之一，環境具有中國傳統特色但又帶點時尚
感；望出窗外，可飽覽澳門內港堤畔景緻，俯瞰美
麗的城市全景，尤其是黃昏時分更見迷人。菜色方
面，我特別喜愛「羊肚菌海螺燉豬展湯」，湯以紫
砂茶壺盛著，以功夫茶的形式，把湯倒入小茶杯中
享用，湯味香濃美味，而且風味獨特。主打菜「香
煎鵝肝伴六頭鮑」也甚有水準，再配上牛肝菌汁，
層次十分豐富。
 
就這樣過了悠閒的一天，簡直是愜意的生活享受。
出外旅遊不一定要等長假期，利用短短的周末到澳
門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呢！

安娜愛閒遊 Anna

http://www.annaloves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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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生活家》雜誌、香
港《飲食地圖》、澳門《鳳凰天空》雜誌等。

過一個法式小假期
週末遊澳門

32

TRAVEL



也許大部分香港人和我一樣，整天為了生活而忙碌，
總覺得時間不夠用，這反而令我更珍惜每一次的悠閒
時光。早前獲奧比斯邀請到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參
加一個慈善活動，因而意外發現這間充滿法式情懷的
度假酒店。慈善派對於酒店的頂層天台舉行，露天的
場地擁有一絕的高空美景，可將澳門小城盡收眼下。
派對好玩之餘，又可以為慈善出一分力，令這個小假
期更添加一重意義。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大酒店

網址：https://www.ponte16.com.mo

Facebook：Sofitel Macau At Ponte 16

海風餐廳週末早午自助餐：MOP 188

雅聚廊大堂吧浪漫玫瑰下午茶：MOP 258 (兩位)

So SPA水療中心白皇后亮白淨膚療程：MOP 1,150

這間酒店也令人驚喜十足，一走進華麗雅緻的房間，馬上
看到酒店貼心準備了小甜點來迎接我們，那精緻的玫瑰花
形狀，實在美得捨不得吃。從房間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眺望
澳門的海景景緻，不過更得我歡心的並不是海景，而是那
處處充滿古舊色彩的澳門小城地道風光。
 
身為一名「吃貨」，一日三餐當然是我最注重的。早餐是
一天的開始，在這裡可以一邊享用早餐，一邊欣賞早晨的
大街小巷，讓我在這寧靜又浪漫的環境氣氛下享受一個美
好的早上。另外，酒店服務員的態度和服務都值得讚揚，
當天我吃完早餐，離開餐廳後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把手袋
遺留在會所裡，我著急地跑回餐廳向員工詢問，原來他們
早已把我的手袋存放好，等待我回去認領。這些細微的地
方都令我為這間酒店加分。

得知酒店的So SPA水療中心是與知名法國護膚品牌
L'OCCITANE合作，便趁著下午比較空閒的時間，到水療
中心享受護理療程。每到換季時分，我都會特別注重面部
的保養，因此我選做了「白皇后亮白淨膚療程」。美容師
細心地幫我護理皮膚，配合輕柔的按摩手法，令肌膚更容
易吸收養分。療程後，我感覺到肌膚瞬間綻放自然光澤，
而且身心也得到全面的放鬆，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做完水療吃下午茶是常識吧！雅聚廊大堂最近推出
以粉紅浪漫為主題的下午茶，甜點以玫瑰花入饌，
水準極高，但最吸引的還是相宜的價錢。晚餐可選
擇到酒店頂層的樂華軒餐廳用餐，這間餐廳也屬驚
喜發現之一，環境具有中國傳統特色但又帶點時尚
感；望出窗外，可飽覽澳門內港堤畔景緻，俯瞰美
麗的城市全景，尤其是黃昏時分更見迷人。菜色方
面，我特別喜愛「羊肚菌海螺燉豬展湯」，湯以紫
砂茶壺盛著，以功夫茶的形式，把湯倒入小茶杯中
享用，湯味香濃美味，而且風味獨特。主打菜「香
煎鵝肝伴六頭鮑」也甚有水準，再配上牛肝菌汁，
層次十分豐富。
 
就這樣過了悠閒的一天，簡直是愜意的生活享受。
出外旅遊不一定要等長假期，利用短短的周末到澳
門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呢！

安娜愛閒遊 Anna

http://www.annaloves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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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生活家》雜誌、香
港《飲食地圖》、澳門《鳳凰天空》雜誌等。

過一個法式小假期
週末遊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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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泰國政府旅遊局(香港）、曼谷航空

去旅行能夠乘搭直航航班固然方便，但正因如此，每次
去泰國都離不開曼谷、布吉和蘇梅等地方，實在有點納
悶！這個假期，我選擇了探訪深受歐洲遊客喜愛的隱世
天堂 ── 庫德島（Koh Kood）。要前往庫德島，先要
從曼谷轉乘曼谷航空的內陸機到噠叻府 (Trat)，之後再乘
坐一小時的噴射飛船才抵達。雖然交通轉折，但換來的
是令人不捨的海島美景。

To The Sea Resort

地址：Koh Kood, Trat, Thailand

房價：Beach Front Deluxe Room          
          Peak Season(1/11-15/12，16/1-31/5) 每晚5,800THB

網址：https://tothesea-kohkood.com/

入住簡約風的私密獨立屋
這次旅行入住島上位於南面的To The Sea Resort ，讓我可以遠
離煩囂，享受恬靜優美的大自然風光。度假酒店有十數間獨立
式別墅，提供三種房型選擇，我選的當然是面向泳池和沙灘景
色的Beach Front Deluxe Room。房間露台設有吊床，可以坐
著吊床一邊看太陽下山沒入大海，一邊靜聽海浪聲，這樣的生
活確是寫意。房間的設計採取簡約風格，以木板配搭灰色的牆
壁，予人一種簡約、舒適的感覺。拉開木門，背後是寬敞的洗
手間，內裡設備一應俱全，更貼心地為女士設置多功能的梳妝
檯，就連鋪在地上的地磚也充滿異國風情；浴室雖設於戶外空
間，但私隱度極高，讓住客放心盡情享受露天洗澡的樂趣。

歎Infinity Pool  擁無敵泳灘
說到度假酒店的設施，光是與三五知己在那個半圓
無邊際的泳池戲水已經很滿足。泳池還提供飛馬、
天鵝和薄餅等不同造型的浮床，讓大家玩得樂而忘
返。另外，位於度假酒店前是一個水清沙幼的天然
海灘，海水清澈得連海床的紋理也看得到，住客可
向酒店免費借用獨木舟和直立板出海，飽覽更多風
景，或可在海灘上靜靜地看夕陽亦教人著迷。

一日三餐   收費平民價
住在海島最擔心的就是要四出覓食，但又怕酒店內
的餐飲價格偏高。幸好To The Sea Resort的餐廳收
費均屬「平民價」，可享用地道的小菜如泰式羅勒
葉牛肉、魚露炒椰菜、豬肉泡飯和海鮮意粉等；或
由專人負責燒烤美食，即使是海鮮，價錢亦只是百
餘銖泰幣，收費相當便宜。酒店的早餐採用半自助
形式，食物種類豐富，除了有麵包和粟米片，還有
提供泡飯、奄列及全日早餐作選擇，可說是完全不
需要為三餐煩惱，讓腦袋真正放假。

瀑布池塘  膽大跳水禁攀石
在庫德島上，若不想整天留在酒店，還可以選擇入山看瀑布。
Klong Chao Waterfall是島上三大瀑布之一，到達入口後仍需徒
步走約十五分鐘，穿過叢林和攀過多塊大石後才看到瀑布。瀑
布約有數層樓高，水量充沛，氣勢磅礡，遊客可從瀑布對岸的
岩石平台上觀賞。另一個瀑布Klong Yai Kee Waterfall的水量不
及前者多，但如果想避開人潮，靜靜地欣賞大自然瀑布景觀，
這裡是不錯的選擇。想要更接近瀑布，大家可以跳入池中游泳
或在石旁跳水，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樂趣，當日還有位外國遊客
在瀑布石牆上徒手攀石，看得旁邊的人大為緊張，但大家還是
要照顧自身安全，千萬不要模仿危險的動作。

旅神TravelMaster Joanne
旅遊專欄博客，以環遊世界為目標。旅
途中最愛發掘當地故事，分享深度遊體
驗。文章見於Yahoo旅遊、DCfever、
UBlog等。

旅神TravelMaster

隱世庫德島度假
尋覓泰版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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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鳴謝：泰國政府旅遊局(香港）、曼谷航空

去旅行能夠乘搭直航航班固然方便，但正因如此，每次
去泰國都離不開曼谷、布吉和蘇梅等地方，實在有點納
悶！這個假期，我選擇了探訪深受歐洲遊客喜愛的隱世
天堂 ── 庫德島（Koh Kood）。要前往庫德島，先要
從曼谷轉乘曼谷航空的內陸機到噠叻府 (Trat)，之後再乘
坐一小時的噴射飛船才抵達。雖然交通轉折，但換來的
是令人不捨的海島美景。

To The Sea Resort

地址：Koh Kood, Trat, Thailand

房價：Beach Front Deluxe Room          
          Peak Season(1/11-15/12，16/1-31/5) 每晚5,800THB

網址：https://tothesea-kohkood.com/

入住簡約風的私密獨立屋
這次旅行入住島上位於南面的To The Sea Resort ，讓我可以遠
離煩囂，享受恬靜優美的大自然風光。度假酒店有十數間獨立
式別墅，提供三種房型選擇，我選的當然是面向泳池和沙灘景
色的Beach Front Deluxe Room。房間露台設有吊床，可以坐
著吊床一邊看太陽下山沒入大海，一邊靜聽海浪聲，這樣的生
活確是寫意。房間的設計採取簡約風格，以木板配搭灰色的牆
壁，予人一種簡約、舒適的感覺。拉開木門，背後是寬敞的洗
手間，內裡設備一應俱全，更貼心地為女士設置多功能的梳妝
檯，就連鋪在地上的地磚也充滿異國風情；浴室雖設於戶外空
間，但私隱度極高，讓住客放心盡情享受露天洗澡的樂趣。

歎Infinity Pool  擁無敵泳灘
說到度假酒店的設施，光是與三五知己在那個半圓
無邊際的泳池戲水已經很滿足。泳池還提供飛馬、
天鵝和薄餅等不同造型的浮床，讓大家玩得樂而忘
返。另外，位於度假酒店前是一個水清沙幼的天然
海灘，海水清澈得連海床的紋理也看得到，住客可
向酒店免費借用獨木舟和直立板出海，飽覽更多風
景，或可在海灘上靜靜地看夕陽亦教人著迷。

一日三餐   收費平民價
住在海島最擔心的就是要四出覓食，但又怕酒店內
的餐飲價格偏高。幸好To The Sea Resort的餐廳收
費均屬「平民價」，可享用地道的小菜如泰式羅勒
葉牛肉、魚露炒椰菜、豬肉泡飯和海鮮意粉等；或
由專人負責燒烤美食，即使是海鮮，價錢亦只是百
餘銖泰幣，收費相當便宜。酒店的早餐採用半自助
形式，食物種類豐富，除了有麵包和粟米片，還有
提供泡飯、奄列及全日早餐作選擇，可說是完全不
需要為三餐煩惱，讓腦袋真正放假。

瀑布池塘  膽大跳水禁攀石
在庫德島上，若不想整天留在酒店，還可以選擇入山看瀑布。
Klong Chao Waterfall是島上三大瀑布之一，到達入口後仍需徒
步走約十五分鐘，穿過叢林和攀過多塊大石後才看到瀑布。瀑
布約有數層樓高，水量充沛，氣勢磅礡，遊客可從瀑布對岸的
岩石平台上觀賞。另一個瀑布Klong Yai Kee Waterfall的水量不
及前者多，但如果想避開人潮，靜靜地欣賞大自然瀑布景觀，
這裡是不錯的選擇。想要更接近瀑布，大家可以跳入池中游泳
或在石旁跳水，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樂趣，當日還有位外國遊客
在瀑布石牆上徒手攀石，看得旁邊的人大為緊張，但大家還是
要照顧自身安全，千萬不要模仿危險的動作。

旅神TravelMaster Joanne
旅遊專欄博客，以環遊世界為目標。旅
途中最愛發掘當地故事，分享深度遊體
驗。文章見於Yahoo旅遊、DCfever、
UBlog等。

旅神TravelMaster

隱世庫德島度假
尋覓泰版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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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脷洲護老中心
機構資料

名稱：鴨脷洲護老中心

地址：鴨脷洲利枝道138號鴨脷洲中心

            地下入口大堂，1字樓及2字樓

電話：2870 1862

面積：30,000平方呎

床位：280張
為長者提供周全的照顧，滿足院友各項需要，致力促進其身

心健康，保持與家人及社區的連繫，讓長者樂享豐盛晚年。

設施方面：

•

•

•

接待處設於入口位置，方便員工處理到訪客人的查詢

院舍附近設有一個小型休憩公園，空氣清新且環境優美

一樓院舍的樓梯間精心佈置，貼滿院友的活動照片，感覺

溫馨

制定異常血糖處理指引及紀錄表格，如有院友出現血糖異

常，員工可即時作出恰當處理

院舍設有護理站及藥房，藥物存放、派發、核對及紀錄等

方面均設有規管制度

設有意見表格及收集箱，亦會定期與院友及家屬聯絡，管

理層亦會即時跟進及處理各項查詢及問題

院長有感：

評核員評價：

參與「優質長者服務計劃」乃本院發展的重要里程

碑。未來我們將會繼續在護理、感染控制、意外處

理、環境衛生、膳食及人手等範疇不斷努力，為院友

提供更優質及安心的住宿與護理。

鴨脷洲護老中心是首次參與本計劃，軟件及硬件均符

合優質院舍的基本要求。主管及員工亦積極配合計

劃，憑著持續改善及提升的精神，相信院舍未來一定

會有更齊全及體貼的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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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ealthcare.org.hk或致電 3549 8014 查詢

•設有寬敞的活動空間
•定期為長者舉辦聚會，如可讓他們動動腦筋的
    麻雀大比拼

•安排院友每天進行手眼協調訓練 —— 捉地鼠

鴨脷洲
護老中心

服務方面：

•

•

•

盡心服務    照顧周全

獲
認
證
機
構
個
案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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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仁安醫院                瑪麗醫院 

屯門醫院                仁濟醫院

北區醫院                博愛醫院

東華東院             嘉諾撒醫院

港安醫院             聖保祿醫院

廣華醫院             律敦治醫院

播道醫院             葛量洪醫院

養和醫院             黃竹坑醫院

寶血醫院             瑪嘉烈醫院

靈實醫院             鄧肇堅醫院

明愛醫院             黃大仙醫院

聖母醫院             將軍澳醫院

浸會醫院         香港浸會醫院

沙田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東華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私營診所 ／化驗所
衡怡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              6間

診療機構
杏澤醫療

百樂化驗所

和順堂（灣仔） 

中醫教研中心

明德醫療中心

港安醫療中心

紐約醫療集團

恩霖醫療（葵涌） 

御藥堂中醫中藥坊

廣泰中醫診療中心

健樂伸展治療中心 

美兆香港健檢中心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嘉賓激光矯視中心

保瑞醫療有限公司

健視視光中心（荃灣） 

康健中醫診所（屯門） 

岱磯化學病理（旺角） 

奧健運動脊椎治療中心

香港伸展運動治療中心

2010眼專科白內障中心

香港精神科及綜合醫療中心

嘉賓眼科專科中心（銅鑼灣）

播道醫院社區診所（牛頭角）

養和醫健專科中心（中環、金

鐘、西環、鰂魚涌）

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有

限公司－灣仔脊科診所

仁安醫院荃灣分科診所（荃

灣、尖沙咀、馬鞍山、將軍

澳）

機構及團體
善寧會         
卓越之友      
乳癌基金會   
韓氏宗親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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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廈
金輝行         
華人行      
惠豐中心   
新和富大廈
中安工業大廈
永隆私人銀行中心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長者活動中心       57間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8間
自負盈虧及合約院舍   64間
長者鄰舍中心     116間
津貼及合約院舍 143間
私營安老院 576間

住宅

港島區
光明臺                       嘉洋大廈

嘉隆苑                       頌月花園

鯉景灣                       嘉富大廈 

嘉裕閣                       銀輝大廈

豐景苑 

東駿苑

盈富閣 

康翠臺

九龍區
8號居                         金安大廈

金達閣                       百營中心

頤樂居                       采頤花園

怡發花園 

新界區
蝶翠峰                       富安花園

錦泰苑                   顯徑嘉田苑

金馬大廈                邁亞美海灣

 

商戶
Dr. Kong 

iDANCE

THE WAVE

The Stadium

JMS Medical

Jasmine Organic

Fitness & Thai Boxing 

ZEnana Medical Beauty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VIC Computer (HK) Limited

SUPERMAX GLOBAL (HK) 

LIMITED

洗樓王

珠記冰室

復康速遞

本草安和堂

曼克頓餐廳

好好生活百貨

安康護理有限公司

前茂企業有限公司

Uber司機夥伴中心

陳玉儀體重及飲食管理

浚健營養及健康顧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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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

學院（西九龍校園及紅磡灣校

園）

   最新加入

    派發點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549 8401

獨家派發代理

利東大廈

中環利源東街9號             10間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71號           10間

海富中心

金鐘夏慤道18號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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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軒廣場 

中環皇后大道中9號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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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海港

城海洋中心12及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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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298號                             52間

香港哮喘會 
香港九龍油麻地上海街402號地下

長者地區中心   41間

Dog Dog Come Wonderland 
九龍清水灣道6咪半井欄樹

派發點

印刷版：免費郵寄到超過16,000位百本的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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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amboos.com.hk/BamboosLife.html

Social Welfare

慎選老人院

馬錦華

Features

跑去環島手拖手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Medical

瞓唔著，到底食唔食安眠藥？

張力智醫生

Oct2015

卡佛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60間

中建大廈 

中環畢打街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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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大廈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    80間

亞太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90間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151間



2017勵志新作
《你微笑，世界也微笑》

現正接受預訂！

2017勵志新作
《你微笑，世界也微笑》

現正接受預訂！

由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Jacky)執筆、B.Duck創
辦人許夏林先生(Eddie)插畫，輯錄超過30篇心
情小品，讓我們透過勵志且具正能量的故事，
學習以樂觀的態度和微笑，面對
人生各種各樣的挑戰。

由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Jacky)執筆、B.Duck創
辦人許夏林先生(Eddie)插畫，輯錄超過30篇心
情小品，讓我們透過勵志且具正能量的故事，
學習以樂觀的態度和微笑，面對
人生各種各樣的挑戰。

B.Duck
特別版精美小鏡子

作者：關志康     插畫：B.Duck

定價：HK$200

隨書附送隨書附送

預訂及查詢： 
   3549 8402   9515 4893
預訂及查詢： 
   3549 8402   9515 4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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