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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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

ing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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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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名專業醫護人員於旗下登

記，所有轉介的護士和助產士均在香港

護士管理局註冊，可24小時貼身照顧

病者、長者、初生嬰兒、幼童、孕婦以

及產婦。

2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Bamboos offers 24-hour private nurs-

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17,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registered under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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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工：

普通人今天做今天的事，

             聰明人今天做明天的事，

                           懶惰人今天做昨天的事。

百本主席，香港醫護學會董事。曾獲美國哈佛大學獎學金全數資助學費食宿，
攻讀領袖管理深造課程。持有香港大學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及香港中
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學碩士（EMBA）學位。

獲二零一三年安永企業家獎（中國）新興企業家大獎，及二零一二年DHL ／
南華早報香港商業獎青年企業家獎。

關志康
你的同工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jacky@bamboos.com.hk

雖然我沒有校鬧鐘的習慣，每天都是自然醒，但起床時間一般很早，天天都是六、
七點。早起讓我可以提早處理工作。

人的記憶力有限，對自己說下一刻會記得做的一件事情，往往幾分鐘後，就有可
能忘記得一乾二淨。事情如果能夠在三分鐘內搞定，不如就當下完成它，因為把
事情記下來也要半分鐘，而且還要惦記著。

普通人今天做今天的事，聰明人今天做明天的事，懶惰人今天做昨天的事。做同
一件事，付出一樣的心機。提早完成，別人總會加分；姍姍來遲，別人不免有微
言。

很多人的工作壓力，源於從時間綽綽有餘變成迫在眉睫。那種「只剩幾個小時，
我卻什麼都沒完成」的焦慮，根本令你無法有效工作。

速度，是百本的工作文化。提早完成，那剩餘的時間你可以重複檢查工作內容，
也讓工作做得完美。

老師用一個杯子教學生時間管理。

先把卵石放進杯子，隨即又把小石放入去，老師問：「滿了吧？還可以把沙倒進
去。滿了吧？還可以把水倒進去。」

「我明白了，如果逼一下，還是可以擠出時間來多做一些事！」同學自作聰明。

老師答：「這不錯，但更重要的是，杯子空間有限，如不先把卵石放進去，以後
永遠也不能放。」

什麼是我們的卵石？

先，拔頭籌。

     關志康
Jacky Kwan

     關志康
Jacky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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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普通model
變成國際小姐

今年國際小姐剛落下帷幕，香港代表王
詠珩（Wing）在賽前備受關注，與另
一代表澳門出賽的選手Sofia「相提並
論」。在很多巴打絲打心目中，外形甜
美、身高5呎8吋半的Wing略勝一籌。
她在瑪麗曼中學畢業後，曾到英國薩塞
克斯修讀媒體研究，秀外慧中的「女學
霸」給小編印象相當有個性。採訪時被
問及其擇偶條件，Wing直言不諱地表
示，相比視覺上strong爆肌肉男，奮發
向上，甚至有少少「肚腩」的男士，更
討她歡心。

在英國讀書畢業後，Wing回
港後全職做model，影相、
拍片對她來說已經不是新鮮
事。但現在同樣面對鏡頭，
她坦言壓力大了：「以前
model的工作純粹是個人事
業，現在有了國際小姐香港
代表這個名銜，就會覺得自
己有了一份責任，言行舉止
的代表性更強，連坐姿都會
更加注意。」

王詠珩
WING WONG

2017國際小姐
香港代表

王詠珩專訪花絮
BamBoos!Life

Te
xt
 / S

uk
i C

he
un
g 
  D

es
ig
n 
/ J
as
on
 K
w
an
   
P
ho
to
s 
/ A
ns
on
@
ko
om

o-
st
ud
io
   
V
en
ue
 / D

az
zl
in
g 
ca
fé
 O
ce
an

54

COVER
Story



C

M

Y

CM

MY

CY

CMY

K

E170901WK - Bamboo.pdf   1   6/9/2017   12:18:13

講到Wing的感情生活，她不吝嗇經常
在Instagram上載與男朋友的合照，完
全不怕被人評頭品足。「我以前試過開
另一個account去post，但最後都荒廢
了。我同男朋友都覺得無所謂，開心、
有紀念性的時刻就值得記錄下來，要做
真實的自己。」這種對感情直率坦蕩的
態度，確實令小編佩服。
 
Wing去過外國讀書，但她唔會同外國
人拍拖，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而且很
明確表示：「我不喜歡肌肉男，show 
muscle的時候有壓迫感，反而有少少
肚腩都不錯。我都屬於小鳥依人性格，
亦喜歡man一點的男仔。」

毋懼坦蕩蕩
同男友Instagram放閃

整個訪問，傳統保守是Wing給小編的
最深刻印象。她坦言：「以前我無試過
著住bikini面對鏡頭，泳裝行catwalk
是最無信心的環節。所以希望透過這次
比賽，可以克服到未嘗試過的東西，
build up自己的自信心。」自信不等於
自負，學識欣賞自己與眾不同的一面，
才懂得如何欣賞他人。
 
當被問及什麼是香港精神，Wing笑著
說是打不死的蟑螂精神，她解釋：「其
實在這次比賽中，我希望至少可以做到
給人friendly的感覺，讓大家感受到香
港是一個熱情、友好的城市。」小編相
信國際小姐的光環，帶給Wing不只是
目光與掌聲，更多是內心世界的歷練與
昇華。

泳裝環節無信心　
「未試過著bikini」

6



現代

南丁格爾 南丁格爾 
難忘印度救援遍地屍骸 難忘印度救援遍地屍骸 

林崇綏博士（Dr. Susie Lum）曾因求學時看

過南丁格爾的傳記，便立志要當護士。四

十多年來，Susie曾到印度戰地等落後地區

參與拯救工作，2003年在沙士一役中統籌

護理工作，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都堅持不

懈地走醫護之路，2013年更榮獲護理界最

高榮譽「南丁格爾獎章」。雖然Susie現已

退休，但她仍是香港護理界的典範。今次

難得請到Susie接受訪問，為大家分享在醫

護界工作的苦與樂？她又如何能獲得「南

丁格爾獎章」的呢？

1971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戰爭爆發，當地戰場民

不聊生，各方面都需要緊急請求外援。當時Susie

連同一班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醫護人員不懼死亡，

帶上藥物、物資奔赴戰場參與救援工作。「在戰場

上每條街道都遍佈血淋淋的屍體，可能我們會覺得

很難受，但南丁格爾的精神就是要告訴我們無論任

何時刻，面對任何種族的人都要以救人為主。」

Susie激動地說。

當時作為一名剛入行不久的醫護人員，Susie在戰

亂中看到不少大學生、婦女等因至親離世而感到傷

心欲絕，甚至失去求生意志，但年紀輕輕的她卻在

戰亂環境中保持冷靜。Susie回憶：「我們在那裡

超過兩個星期，主要留在達卡那個重災區。因為是

戰地，戰亂令到很多人什麼都沒有了。當時人心惶

惶，我們都要很小心保管帶來的物資，好怕會被人

搶劫。這是一個深刻的經歷。」

難忘印度血淋淋屍體中救災

2003年沙士一役為林博士護士生涯
中最唏噓的經歷

曾與多國醫護人員一同前往戰地參與救援工作

2013年由國家主席習
近平頒發「南丁格爾
獎章」

剛從護士學校畢業的
林崇綏博士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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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健康生活齊「Fun」享健康生活齊「Fun」享

協辦： 支持機構：主辦：

贊助機構：

健康薈萃繽FUN同享
冬日嘉年華

健康薈萃繽FUN同享
冬日嘉年華

（左起）家庭醫學專科陳凱旭醫生、文書職系人員協會會長麥少芬小姐、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香港醫護學會執行
幹事蔡嘉豪先生、婦科專科楊麗群醫生、香港醫護學會生命教育大使仇健明先生一起主禮百本健康日開幕儀式。
（左起）家庭醫學專科陳凱旭醫生、文書職系人員協會會長麥少芬小姐、百本主席關志康先生、香港醫護學會執行
幹事蔡嘉豪先生、婦科專科楊麗群醫生、香港醫護學會生命教育大使仇健明先生一起主禮百本健康日開幕儀式。

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
丁昭慧醫生

營養師 
李杏榆

皮膚及性病科專科
黎亦翹醫生

註冊中醫師
馮佳賢

免費健康講座免費健康講座

免費健康測試免費健康測試

健康產品攤位健康產品攤位精彩優惠精彩優惠

血糖測試
天賦檢測

血糖測試
天賦檢測 手握力測試手握力測試

講者

精彩重溫精彩重溫

「南丁格爾獎章」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為紀
念佛羅倫斯‧南丁格爾在改善傷病員護理方
面做出的卓越貢獻而設立的國際護理最高榮
譽獎。

表彰對象必須是某個國家紅十字會／紅新月
會或其附屬醫療、護理機構的積極分子或長
期助手。

他們在和平或戰爭時期，曾對傷病員、傷殘
人士及在衝突和災難中的受難者之救護工作
中表現出極大的勇氣和奉獻精神、在公共衛
生或護理教育方面有突出貢獻或開創精神。

「南丁格爾獎章」小檔案

Susie在40年的醫護生涯，她稱最唏噓是

2003年沙士爆發，在全球關注的緊急狀態

下，Susie勇於肩負起統籌護理人員、支

援隔離病房和深切治療部的工作，當中飽

含的艱辛亦只有同一戰線的醫護人員才能

體會到。Susie坦言：「當時真的覺得很

無助，醫護人員都病倒了！這時才深刻地

體會到我們不但要照顧受感染的病人，亦

更加要兼顧到Caregivers（照顧者）。」

作為一位管理者，Susie在緊急情況下以

人為本，在著重照顧病人的同時亦能兼顧

到背後的團隊，實屬是護理界不可多得的

翹楚。

40年生涯沙士一役最唏噓

在小編採訪的過程中，能深刻感受到

Susie在自己的醫護生涯中一直心無旁騖

地保持著對工作的熱誠，難怪她能成為現

代人心目中的「南丁格爾」。對於新入行

的護士，Susie覺得：「他們比老一代的

護士幸福，因為他們能夠在大學裡學習到

非常全面的護理知識。我亦非常鼓勵新入

行的護士可以多參與一些志願服務，做多

點義工工作，著重實踐而不是紙上談兵，

亦可多留意一下自己是否能做到全人照顧

（身、心、社、靈健康發展）。」有著現

代「南丁格爾」的榜樣，小編相信香港醫

護界亦存在著不少像她這樣有心的醫護人

員！

勉同行多做義工 重全人照顧

Susie一直與政府部門緊密合作，熱心提升
香港護士的質素和地位

環境及設備不足，傷者人數眾多

所有室內空間都用來安置傷者，
物資只可放戶外，但有不少民眾
會來偷物資

公佈版上貼滿死傷者資料，望親
友能尋回至親

各國於災區設立救援站協助當地
受災的國民

1.

2.

3.

4.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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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狗症恐慌 行街後不停照鏡

強迫症患者表現千奇百怪，其中一位約四十歲的男性患者，讓梁醫生記憶猶新。「他精於讀書，但
非常害怕會患上瘋狗症，當在街上被輕微碰撞，他都覺得是有貓狗傷害他，可能2個小時後回到家
中，仍要不停照鏡，再三確認自己沒有被貓狗傷害過的痕跡，這讓他無法正常生活，嚴重影響到工
作。」

不停看手機是強迫症？

現代人「機」不離手，一有時間就不由自主去check自己的WhatsApp、Facebook有無信息update。
這又跟強迫症有無關係呢？「其實這種現象也要視乎程度，才能確定這個人是否患上強迫症。有些
成年人專注力不足，但又缺乏耐心，他們需要有刺激感才會舒服。而手機帶來的未知世界，是現代
人所渴求的刺激感受。他們放下手機感到無聊了，就會又拿起按一按才有刺激感。這未談得上是強
迫症，當然，亦有可能只是掛住女朋友啦！」梁醫生更指出，「低頭族」所引致的強迫症問題，是
在智能電話面世後才有，亦是醫學界精神科領域需面對的新挑戰，與其他病症一樣，要視乎患者的
行為，對正常生活造成什麼程度上的困擾，才能斷定是否患上強迫症。

抗拒朱古力 驚到行埋一邊

強迫症患者不僅自己生活受阻，也有可能影響到身邊的人。梁醫生分享：「有位患者極不喜歡朱古
力，在家裡見到家人拿著朱古力就會感到很抗拒，自行離開。」有醫學研究表示，強迫症與生活環
境因素息息相關，每3個強迫症個案中，約有1個是由壓力引致病發。梁醫生鼓勵患者家屬：「病
情輕微的患者可能會不想看醫生，溝通上家人要多一點支持，理解和包容他們的異常行為，慢慢鼓
勵他去求醫，讓專業醫生評估他的病情，再作適切治療。」

強迫症副作用難逃一「肥」

一般傷風咳嗽不吃藥，一星期就會痊癒。但精神病的治療，尤其是強迫症至少半年以上才見成效。
「在傳統上使用藥物有血清素回收抑制劑，如百憂解（Zoloft）、樂復得（Prozac）等。抑鬱症患
者服用百憂解（Zoloft）劑量20mg就可以，但強迫症則需用上60mg，伴隨的副作用亦相對增加，
如容易疲倦、肥胖或者腸胃出現問題等。因此醫生會附加一些重性鎮靜劑（Antipsychotic），緩解
藥物副作用。」另外，認知性行為治療亦是常見的治療方法，但對於嚴重患者來說毫無作用，需結
合藥物輔助，才能發揮治療效果。

當你見到一些做事執著的朋友，如愛乾淨
勤洗手、出門前重複檢查門窗等，是否很
自然會問：「你有強迫症嗎？」當然隨口
一句玩笑，並不代表真的患上精神病。到
底不停洗手的表現到什麼程度，才算得上
強迫症呢？對患者的生活造成怎樣的困擾
呢？強迫症這個都市精神問題，會衍生到
生理病嗎？今次小編邀請到精神科專科醫
生梁偉正醫生，為大家一一拆解疑點！

梁醫生提議用3個問題來測試一下有沒有患上強
迫症：
      有沒有強迫自己，多次、重複，並持續長時間 
      地洗手？
      出門多番檢查門鎖，即使重複檢查5次、10次 
      仍放心不下？
      遇到不合理的事會不斷想著超過5、6個小時？

不停洗手洗手洗手？
3條問題測試你有無強迫症！
不停洗手洗手洗手？
3條問題測試你有無強迫症！

梁偉正 精神科專科醫生

梁偉正醫生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取得內外全
科醫學士資格。在公立醫院工作多年，曾於青山
醫院、瑪麗醫院及葵涌醫院工作。梁醫生更編寫
《釋放心中的艾味未？》一書，希望把「心理健
康」的訊息帶進社區。

不停洗手唔係潔癖咁簡單

醫學上來說，強迫症患者的極端表現，是心理與
行為上的被迫性行為。「強迫症和有潔癖的人士
在洗手時思想上會有分別，有潔癖的人洗手是為
了洗乾淨，但患有強迫症的人，他們洗手如果洗
不夠10到15分鐘，就會覺得有壓力，有強烈的
壓迫感驅使他這樣做。若然遇到問題沒有解決，
心裡就會持續5、6個小時的痛苦，這就是強迫
思想。」梁醫生會經常遇到一些患者，因為過度
洗手導致皮膚發炎，即使再三囑咐也難以控制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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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

中醫建議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化瘀生新

健脾養胃、調養氣血

目標

排清惡露、著重體力恢復

調理脾胃，加強脾胃的運化與吸收

針對缺乳媽媽
1. 氣血虛弱：滋陰補血、養心安神、健脾益氣
2. 肝鬱氣滯：疏肝理氣

產後媽媽營養及運動

・哺乳期間需要攝入額外
   - 熱量
   - 蛋白質
   - 維他命
   - 鈣、鐵、鋅等營養素

嬰幼兒

・世衛建議嬰兒頭6個月
   全母乳餵哺

・按身體情況多做產後運動
   - 會陰肌肉運動
   - 腰腹運動

・以3個階段發展寶寶咀嚼能力
   - 第1階段 (6-8個月) 
      單一米糊狀食物
   - 第2階段 (9-18個月) 
      不同質感的食物
   - 第3階段 (19-36個月) 
      迷你健康小點

氣血雙補、補腎強筋骨

馮佳賢
註冊中醫師

李杏榆
營養師

母乳含有豐富的營養和抗體，具備寶寶的成長所需，是給予寶寶最天然

的食糧。新媽媽產後的一大重任是生產足夠的母乳以應付寶寶的需要。

然而，不少媽媽因要同時照顧寶寶和家庭，而面對不少的壓力，令她們

在餵哺母乳的過程中遇上困難。註冊中醫師馮佳賢建議媽媽們可以用不

同的按摩手法催乳及注意坐月頭四週的身體調養，而營養師李杏榆亦講

解了寶寶不同階段所需食物和營養需要，讓眾媽媽能一除疑慮。

按摩催乳

穴位 ‧ 膻中穴 ‧ 少澤穴 ‧ 乳根穴
‧ 改善胸悶胸鬱

‧ 改善產後乳汁過少

‧ 疏通乳腺管

‧ 增加泌乳量‧ 環形 ‧ 螺旋形 ‧ 擠壓

坐月養身知多啲

嬰兒母親健康啲
坐月養身知多啲

 

嬰兒母親健康啲

主辦主辦 贊助贊助



C

M

Y

CM

MY

CY

CMY

K

DSA50_215X280 - 複製.pdf   1   16/11/2017   11:17:08



香港快餐講求出品快、靚、正，做茶記老闆即使無百
般武藝，亦要有十項全能的幹勁才能hold得住個場。
如今見到當年螢幕上的「吱吱鼠」伍文生（Isaac），
變成了生活中的蛋治外賣店老闆，讓小編覺得好有親
切感。原來2008年Isaac離開了TVB後，移民到澳洲
生活。近幾年他和太太回流香港開茶餐廳，夢想打造
全港最快、最新鮮的蛋牛治連鎖品牌。Isaac轉戰香港
本土飲食界，再次回到大家的視野，與小編分享了很
多茶記的行內趣事。

集體回憶關你「蛋治」
吱吱鼠伍文生爆

幾點去茶記食最新鮮食物？

集體回憶關你「蛋治」
吱吱鼠伍文生爆

幾點去茶記食最新鮮食物？

大名鼎鼎的新香園茶餐廳老闆其實是Isaac的岳父，五年前跟岳父學師，他坦
言是由通渠開始！「最初以為洗碗好簡單，做落才發現，漂白水、洗潔精、
熱滾水缺一不可。用的不是普通膠手套，而是勞工專用的手套。」由清潔到
收銀，由招呼客人到醃製牛肉，Isaac很快就上手，烘底蛋牛治更深得真傳，
三年後在大角咀開設了第一間茶餐廳。
 
這幾年間，除了學識營運茶記技術上的東西，Isaac更在岳父身上學習到如何
做人、做老闆。「岳父是潮州人，有一個好好的心態，就是任何事都要親力
親為。所以店內基本上每個崗位的工作大家都要識做，如果有人請假了，任
何人都可以頂上！當初我一間門店要請五個人，現在只要兩、三個就夠。」
全能型的員工加上有條不紊的管理理念，為Isaac的創業之路打下堅實基礎。

岳父帶入行  通渠洗碗醃肉瓣瓣都要精

短短兩年時間，Isaac的茶餐廳已開到第三間分店，他坦言：「開業頭一年，
蝕足近廿萬，並非順風順水。因為以鐵板類的菜式做外賣，直接影響食物出
品。出現問題後我們絞盡腦汁想辦法，最後決定市場target在蛋包飯、蛋牛治
同咖啡食客上面，有了主打菜式後，就慢慢開始回本了。」
 
在香港做生意，租金貴是很多創業者所面臨的一大難題，但Isaac覺得：「最
重要的還是要看產品定位，做快餐我們多數選擇工商區開店，除了租金會平
少少之外，因為主要客源是上班族，紅日我們也可以趁機休息，員工都請少
啲假。而外賣形式生意，人手成本已降低很多。加盟店一般簽三年，年半後
就開始有盈利。」原來做生意眼界放寬，面面俱到才可長做長有。

年蝕廿萬死守 轉移定位「起死回生」

當問及到有無覺得香港哪間茶餐廳的蛋治好味道，Isaac開玩笑地表示沒有，
並說：「其實我更關注的是，一些營運模式很突出的同行，例如內地現在很
流行的支付寶埋單，外賣使用美團APP。希望香港可以很快做到更電子化的
商業模式。」談到這裡，Isaac給小編的感覺，已不再是精靈可愛的吱吱鼠形
象，而是一個商業奇才！他希望：「以後白領手上拿著不一定是某知名咖啡
品牌，亦都可以是鴛鴦，不過隻杯就靚啲！」

識包裝本土鴛鴦都可取代知名咖啡品牌

其實這種說法講的可能是十幾年前一些很大的冰塊，需要用工具砸開才能使用的那
種。現在茶記用的冰全部都是由生產冰的公司提供，一包包送過來。他們的冰通過
檢測後，香港相關部門都會頒發一些證書給這些公司，所以是好安全，大家可以放
心購買凍飲品。

     聽講茶餐廳用的冰好dirty？

其實每間茶記都有自己一條沖奶茶秘方，只是大家用的分量不一樣。例如我岳父的
茶餐廳，起碼都有10種茶葉混合一齊，有些茶葉是專門用來做茶色的，還有1、2種
的茶葉來做茶味的。大型的集團基本都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找同一個茶商去處理，
所以跟對絲襪是完全無關係，是看茶葉種類、分量去決定。

     絲襪奶茶真係滑啲？

     幾時去茶餐廳吃東西最新鮮？
要看是什麼食品，例如雲吞水餃，裡面包有蝦仁，是海鮮類，當然是流量越大的舖
頭越新鮮啦！還有茶記杯奶茶、咖啡亦都很容易看得出是否新鮮，因為在正常情況
下，時間放得久，茶同咖啡都會發酸。另外，正常情況下沖奶茶的茶膽都不會沖第
二次，而我們入到茶記坐下來的洗筷子那杯茶，就是用沖奶茶的茶膽沖出來的。

茶餐廳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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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點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  
          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09:00-21:00
查詢熱線：3468 7383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醫學護膚之選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

純天然去斑疤美膚油
．淡化各種類型疤痕，預防妊娠紋
．改善膚色、預防肌膚老化，去除痘印
．含有專利“PurCellion Oil”，強效鎖水

Soft Silky Oil
美肌護膚精華液-1
  （莫諾伊和摩洛哥堅果─葡萄籽油）
．高效抗氧化、抗衰老
．促進膠原蛋白及彈力纖維生成
．修復肌膚脂質屏障

Soft Flavoured Oil
美肌護膚精華液-2
  （橙香味─葡萄籽油）
．天然強效進階配方，強效抗氧化、抗衰老
．促進膠原蛋白及彈力纖維生成，修復肌膚 
    脂質屏障
．修復乾性皮膚及髮絲損傷，守衛肌膚免受 
    紫外線侵害

沐浴露
．富含鋅，有效殺滅細菌及真菌
．深層清潔皮膚，預防和阻止微生物的滋長
．不含肥皂成分，尤其適用於油性、混合性
    皮膚 

洗髮液
．特殊配方，含消毒殺菌成分
．強效去屑去頭皮，紓緩頭皮痕癢
．針對頑固型頭屑、油性頭皮屑

曼琳─婦科抗菌殺毒護理配方
．強效殺菌，維持陰道PH值，保護正常
    菌群
．對抗多種婦科惡菌導致的不適症狀，
    促進組織修復與再生
．改善陰道乾澀及房事疼痛

匯涵術泰─抗菌殺毒傷口護理
配方
．各種強效配方分別針對燙傷、燒傷護理
．迅速殺菌，快速持久
．預防傷口感染，促進傷口癒合

匯涵口泰─口腔護理配方
．對抗各種口腔細菌，消除異味
．具強效抗抑菌作用，紓緩痱滋等口腔
    不適症狀
．減少厚膩舌苔形成

雅膚─皮膚護理配方
．2分鐘速效殺滅細菌
．無色、無味、安全無刺激
．有效緩解如濕疹、香港腳等各種皮膚
    問題

匯涵優貼─術後護理配方
．護創敷料，適用於術後傷口及創傷
    護理 
．特殊絲感材質，長效透氣抗菌
．不黏傷口，無痛換藥

贊助

私密處痕癢、灼痛、異味、分泌物異常⋯⋯常常被這些情況困擾的妳知道日常生活習慣可能是箇中原
因嗎？看看以下３個問題：

如３個答案是YES的話，妳比其他女性患陰道炎的機會高。婦科專科醫生楊麗群醫生及營養學家李
正雅小姐就「女性私密保養法」為題，從日常護理及飲食兩方面講解一下陰道炎的預防方法。

女性疾病老是常出現？
不得不知的私密保養法妳要知
女性疾病老是常出現？

不得不知的私密保養法妳要知

楊麗群 婦科專科醫生

李正雅 營養學家

預防陰道炎方法

每天以清水清潔陰部一次

保持陰部乾爽

選擇透氣、吸濕的棉內褲

避免使用護墊及浸浴

「營養絕配」組合 增加私密處抵抗力的食物

益生菌

益生元

番茄、洋蔥、蒜頭、
大蔥、蘆筍、雜莓、
香蕉、豆類

原味乳酪、
發酵食物（納豆、麵豉）、
醃製品（酸瓜、泡菜）

妳常常穿緊身褲嗎？ 妳有使用護墊的習慣嗎？ 妳每天清潔私密處多於一次？



產後調理得宜，不單加快媽媽復元，
更有助她們照顧嬰兒；相反，如坐月
沒有好好調理，後遺症可能會慢慢浮
現，如偏頭痛（頭風）、關節痛、肌
肉酸痛、腰背疼痛等。助產士及母嬰
護理服務人員協會（協會）於11月1
日舉行了陪月進修講座，邀請了營養
學家伍雅芬小姐及註冊中醫梁秋容博
士分享中西產後食療注意事項。

很多媽媽心急於產後馬上修身，其實產後的１個半月內是不能盲目節食的！
以下建議的每日飲食分量可補充產後媽媽的營養需要：

從中醫角度看，坐月調理對產後媽媽特別重要，而坐月一般分為休養期、進補期
及大補期：

每日建議分量： 4至5分
1份相等於⋯

1平碗飯／1½碗通粉／
10平湯匙麥皮

由香港醫護學會成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母嬰護理員的專業水平，鼓勵同業持續進修母嬰
護理相關的知識。會員可優先報讀本會之資助課程、盡享購物優惠及獲邀參與不同主題的研
討會和交流會，接收最新的行業資訊和知識。

登記及查詢 : 3549 8014（直線）/ 9515 8650

關於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

中西合璧食療──助產後媽媽回復最佳狀態

產後媽媽特別需要的營養素

把握產後30天──中醫坐月食療

伍雅芬
營養學家
伍雅芬
營養學家

國家認證中醫藥膳製作師、
食物安全管理碩士、自然療
法醫學深造文憑。

梁秋容博士
註冊中醫
梁秋容博士
註冊中醫

於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畢
業，並獲得中醫學學士及生物
醫學理學士（榮譽）雙學位。

營養素 功用及好處

蛋白質 有助製造母乳、調節血壓、保持大腦靈活

鐵質 調節生理機能、養顏美容、減少疲勞感、產後補養

乳鐵蛋白 與鐵質結合，促進人體吸收、抗氧化、提升免疫力及抗發炎能力

維他命D 強化骨骼、提升免疫力、有助神經及肌肉系統

膳食纖維 促進腸胃蠕動，紓解便秘，同時把吸附腸道中的有害物質並排出

穀物類
每日建議分量： 4至5分
1份相等於⋯

½碗煮熟的蔬菜

蔬菜類

每日建議分量： 3分
1份相等於⋯

1個中型水果（如蘋果、橙）／
2個小型水果（如奇異果）

水果類

每日建議分量： 6至7分
1份相等於⋯

1兩肉／1隻蛋／
3/4磚豆腐

肉、魚、蛋及代替品
每日建議分量： 2分
1份相等於⋯

1杯低脂奶或加鈣豆奶／
2片低脂芝士

奶類及代替品

每日建議分量： 10分以上
1份相等於⋯

1杯清湯或清水

流質
每日建議分量： 少量
油脂、糖、鹽

一眾協會會員留心聆聽講者分享一眾協會會員留心聆聽講者分享

產後時間 建議食品

產後第0-10天

休養期──
平補、去瘀血

炒米茶

材料：白米
製法：先洗淨白米，待乾；再用白鑊將
米炒約10分鐘至微微金黃色即可；待炒
米放涼後可沖「米水」之用
*功效：去清瘀血，強身抗風寒

產後第11-20天

進補期──
溫補、補血潤腸
胃、壯腰補腎

產後第21-30天

大補期──
養血、補元氣

花生章魚湯

材料：章魚三兩，花生二兩，豬肉適量
製法：將水燒開，放入所有材料，慢火
煲1.5-2小時，加鹽調味
*功效：補腦固腰腎

人蔘當歸煲烏雞

材料：烏雞1隻，人蔘15克，當歸10克，
紅棗10枚
製法：先將藥材用水浸透，將水燒開，
並放入所有材料，慢火煲1.5小時，加
鹽調味
*功效：強身、行補氣血

助產士及母嬰護理
   服務人員協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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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十分一港人患糖尿 預防刻不容緩十分一港人患糖尿 預防刻不容緩
全球每6秒就有一個人死於糖尿病，本港每10個人就有1個人患有二型糖尿病，而大部份患者都在無
徵狀的情況下患上糖尿病。即使你每天都會接觸到這些資訊，但你又有沒有認真去了解過糖尿病的嚴
重性?尤其是在香港工作的都市人，每天都身處於食無定時和多肉少菜的環境下，很容易就會忽略了
患上糖尿病的風險。香港醫護學會為了提醒各位都市人，請來了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丁昭慧醫生
和營養學家李正雅小姐分享糖尿病的成因及其護理方法，以提高大家對糖尿病的警覺性。

糖尿病的病徵 糖尿病高危因素

肥胖

缺乏運動

吸煙

近親有糖尿病

・
・
・
・

高血壓

高膽固醇

40歲以上

・
・
・

糖尿病是一種代謝性疾病，患者
的血糖水平長期高於標準值

糖尿病患者會有多食、多飲、
頻尿和體重下降等症狀

糖尿病亦有機會引發其他併發
症如心臟病、中風、腎病、糖
尿眼、糖尿腳、神經病變等

・

・

・

如何護理及預防糖尿病?

要有均衡飲食和留
意含有「醣」的食
物種類如澱粉質、
生果和奶

避免食用或飲用高
脂肪和高糖份的食
物和飲品

可以低升糖指數營
養品代替

善用食物交換法如
以一湯匙薯仔或番
薯取代一湯匙白飯飲食控制

減重達11%的糖尿
病人總疾病死亡率
能降低至25%

只需減少體重1 %，
就能顯著改善血糖，
減低併發症及死亡率

運動及
體重控制

丁昭慧
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李正雅
營養學家

近日網上流傳一段影片，內容為8分多鐘內狂夾100條粉刺，雖然看完影片有人會感到滿足、療
癒，但同時引起了不少人對此種做法的疑惑。

想要弄清事實，就先要了解到底黑頭是什麼？黑頭是一種開放性的粉刺，由於毛孔被皮屑和角
質化的表皮阻塞，以致皮脂線分泌的油脂無法排出，最後被外界空氣氧化成黑頭。

而毛孔因長期被黑頭撐大，令周邊的膠原蛋白跟彈性蛋白逐漸失去原有繃緊的作用，所以就算
擠走黑頭，留下的只有大大的毛孔。

看似簡單，而你每天在做的黑頭清除方法到底是不是正確呢？其實如影片用夾夾、用手去擠或
用撕拉式黑頭貼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不單令毛孔越擠越粗，更會嚴重損傷皮膚結構組織，
有機會形成永久疤痕。

所以我建議大家從以下飲食及潔護膚產品開始入手：

 •避免進食令油脂分泌更加旺盛的食品，如奶類製品及高糖份食物
 •保持面部清潔，每天使用無油配方（Oil-free）或無致粉刺性（Non-comedogenic）潔面產 
   品清潔面部2至3次
 •使用可溶解粉刺（Comedolytic）藥膏，如外用維他命A酸（Adapalene / Tretinoin）或過  
   氧化苯甲酰（Benzoyl peroxide）；此類外用藥物需持續使用數週至數月才可改善粉刺問題
 •可採用果酸換膚治療，去除老舊角質層，以免堵塞毛囊開口
 •如情況嚴重，跟從醫生指示下可考慮使用口服異維A酸（Isotretinoin）

以上建議只供參考，個別人士之皮膚性質及體質有異，詳情請向皮膚科專科醫生查詢。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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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
？

黎亦翹 皮膚科專科醫生
擁有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
院院士（內科）、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英國卡的夫大學皮膚碩士
及英國倫敦皇家醫學院兒科文憑專業資格。過往為多場皮膚醫學講座主
講及於多份報章撰寫醫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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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秋冬轉季時段，天氣轉涼乾燥，若不好好保重身體，便容易出現傷風、感冒等
症狀。至於對一眾鼻敏感患者來說，轉季也會為他們帶來「惡夢」。一個噴嚏，原
來有著不同的暗示。

香港醫護學會邀請了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盧浩然醫生，為市民講解一般傷風、感冒
與鼻敏感的分別；另外，註冊中醫師李亦寧醫師則向大家指出什麼體質的人士會成
為鼻敏感的高危族。

秋冬轉季鼻敏感來襲
中西醫紓緩不適有妙法
秋冬轉季鼻敏感來襲
中西醫紓緩不適有妙法

主辦主辦 贊助贊助

治療鼻敏感的方法及建議如何區分鼻敏感和傷風感冒？

鼻敏感
病發源頭

發燒

鼻水

鼻腔分泌物

喉嚨

持續日子

致敏原

透明

發癢

傷風、感冒
病毒

較黃色

腫痛、發炎

3至7天

鹽水洗鼻：用低濃度生理鹽水清洗，沖走
鼻內的致敏原，可短暫紓緩不適

藥物治療：口服抗組織胺、消炎噴鼻劑、
通鼻塞藥（口服或滴鼻）

保持家居環境清潔、乾爽和空氣流通，避
免塵埃積聚

保持適量運動、充足睡眠

‧

‧

‧

‧

盧浩然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盧浩然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鼻敏感易發體質

‧氣虛體質：容易疲乏，元氣不足、氣短、自汗等表現

‧陽虛體質：手腳冰涼，夏天不喜歡吹空調、不喜冷飲

‧特稟體質：由於稟賦不足或遺傳等因素造成的特殊體 
    質，如屬過敏體質，則易對藥物、食物、氣味、花粉 
    等過敏

增強抵抗力的保健食療

核桃山藥粥

材料：核桃肉12克、山藥15克、 糙米1杯
製法：核桃肉切細，山藥切成小段，與糙米共煮成粥
功效：健脾補氣益腎

李亦寧
註冊中醫師
李亦寧
註冊中醫師

持續／間歇性
病徵在早、晚或某些情況
（如空氣不流通、接觸香水或
化學品氣味等）會特別顯著

港人男女平均壽命分別為81及87歲，若以三分一時間計算，平均睡覺時間有27年及29年之久，
雖然世間並無最正確睡姿之說，但不正確的睡姿卻是多不勝數。特別在入冬後，不少人更是喜
歡把自己的身體捲成「蝦米」狀保暖。不正確睡姿不但影響睡眠質素，長遠還會影響身體脊椎
的健康及功能，「瞓厲頸」、腰背痛這些狀況時有發生，令人在日間時精神萎靡，不能集中精
神。若想要「安枕無憂」，關鍵就是培養良好和正確的睡姿以及懂得如何選擇一個睡得健康的
枕頭。

認識脊椎結構
從人體正面觀察脊椎應成一直線，若從側面觀察，脊椎於頸椎及腰椎位置應分別有一個天然的
生理弧度，提供減壓、避震及活動的功能。最頂七塊是頸椎骨，擁有一個稍向前的弧度。由於
每個人生長發育的環境都不同，各人的頸椎弧度都有着稍微的差異。人人睡姿各有不同，無論
仰睡或側睡，甚至交替兩種睡姿，也應當維持著一個天然的弧度，便是合適的睡姿。 

身體捲曲睡的影響
當身體捲曲時，頭部便會不期然向前屈曲，原本向後的「C」形頸椎亦有可能變得筆直，甚至
以反「C」的形態出現。不單止頸部兩邊的肌肉及筋腱處於拉扯的狀態，頸椎很容易出現錯位
問題，其保護的神經線亦同時被拉扯或給錯位的頸椎壓著，肩頸肌肉亦會因拉扯而引致疼痛及
發炎，甚或手部出現麻痺感而在半夜驚醒。除了頸椎不正常地受壓，雙膝向上身屈曲亦會令血
液循環系統受阻，減少血液流通小腿及腳掌，雙膝在此情況下因承受不必要的壓力，而有機會
令關節皺褶發炎，容易造成關節勞損。另外「蝦米」的屈曲形態，不但不能令胸椎及背部的肌
肉得到充份的承托，反而容易令背部肌肉繃緊，造成脊椎錯位，起身時背肌亦會感到痛楚。

如何選擇一個睡得舒適健康的枕頭？
切記要留意枕頭的高度適中，應以仰臥時使頭部與軀幹保持水平線為標準。太高或太低的枕頭
都會對頸椎健康造成不良影響，長遠而言或會改變正常的頸椎生理弧度。若甦醒或睡眠時，發
現頭部持續向同一邊傾側或有頸痛的徵狀，建議就醫作詳細檢查及諮詢專業意見，以免問題惡
化。 

 
 
 

   

小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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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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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雋頎 脊骨神經科醫生

擁有澳洲脊椎神經科學院學士，香港註冊脊醫，香港執業脊醫協會會
員，過往曾於多過不同場合主講及於多份報章雜誌撰寫醫學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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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純度TG型深海魚油膠囊系列高純度TG型深海魚油膠囊系列

純淨南極海域磷蝦油純淨南極海域磷蝦油

源自英國     健康首選      

Ideal for Health

功效： 
或有助於穩定血壓、血脂及
膽固醇#

有助改善血液粘度，活化血
管、維護心腦血管健康
呵護關節
提高自身免疫力，有助對抗
各種炎症
健腦益智，保護視力

功效： 
健腦益智、防止老年癡呆
增強腦細胞活力，提高記憶力
保護健康視力
預防與年齡相關的眼睛疾病，
如黃斑變性，視網膜色素變性
和白內障

功效： 
顯著減少晨僵、關節腫脹及
關節疼痛
優異的抗擊炎症性能、提高
身體免疫力
或有助於穩定血壓、血脂及
膽固醇#

有助改善血液粘度，活化血
管、維護心腦血管健康

功效： 
促進兒童、青少年的大腦及視
力發育及保護視力
增強腦細胞活力，提高記憶力
提高學習能力及專注力
增強體質，抗過敏

海雀智關心
血管健康・保護心腦

海雀智精靈
精靈老年・補眼健腦

海雀智活力
呵護關節・抗擊炎症

海雀智多星
兒童大腦・視力發展

Omega-3總含量高達70%
選用IFOS（國際魚油檢測標準機構）評為第一家5星級魚     
油供應商， 專利純化魚油技術PUREMAX製造

海雀磷蝦油

增強免疫・對抗衰老

銷售點：

總代理：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
行4樓（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步行
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步行
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環科亞太（香港）有限公司
Tel: 3622 1771     Fax: 3622 1853
Email: info@globaltech.hk

www.puffin.hk

最優質專利
純化魚油技術

選用挪威Aker公司專利提煉技術
Superba2製造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

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

增強個人免疫力，抵抗病毒感染
有助改善濕疹，異位性皮炎及皮屑問題
幫助睡眠，緩解運動疲勞，迅速恢復體能
緩解經前綜合症，促進身心健康
捕捉自由基、抗氧化、抗衰老，促進皮膚
新陳代謝

功效：

喜歡大自然的我，眼見都市人的生活越來越繁忙、工作壓力又大，精神狀態非常緊張，夢到工
作及失眠的情況十分普遍；如你有同樣情況又想用天然的方法來紓緩？希望以下介紹的花草功
效及用法能助你入睡。

薰衣草（Lavender）將6滴
左右薰衣草油加入浴缸、
攪勻後浸浴，可放鬆自律
神經

天竺葵（Geranium）可刺
激腎上腺皮質分泌，腎上
腺皮質可調節體內荷爾蒙
水平，所以是很好的荷爾
蒙平衡劑。建議將3滴天竺
葵精油以香薰方法使用

絲柏（Cypress）可消除疲
勞、紓緩憤怒情緒、心情
緊張及壓力、淨化心靈。
用香薰方式加入2滴絲柏精
油使用

橙花（Neroli）從苦橙白色
花瓣中提取精華，治療失
眠十分有效，有鎮定神經
之用，改善頭痛及頭暈等
問題。每晚3滴橙花加2滴
洋甘菊已可香甜入睡

8
款
花
草
助
放
鬆
入
眠

鼠尾草（Sage）用2滴鼠尾
草精油以浸腳方法使用，
改善頭痛和偏頭痛，同時
可紓緩焦慮

乳香（Boswellia）有調氣
活血、紓緩痛經、產後瘀
血刺痛的功效。可以1滴乳
香精油以浸浴或香薰方法
使用

佛手柑（Bergamot）將2滴
佛手柑精油以香薰方法使
用，可抗沮喪、退腸胃脹
氣

洋甘菊（Camomile）一般
以泡茶的方式治療暴飲暴
食後致消化不良的不適。
對失眠患者來說洋甘菊有
效改善因壓力引起的睡眠
困擾

*以上為建議使用方法，個別人士對花草的反應各有不同，使用前請先諮詢醫生的專業意見。

郭致因 Gammy Kwok
現任草姬國際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擁有加拿大卑詩大學護理學系學位及
本港註冊護士專業資格，曾修讀自然療法醫師課程，現為香港中文大學
EMBA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研究生。於2006年獲得由城市青年商會頒發的
「創意創業大獎」，2015-2017年擔任創意創業會董事及副會長；另為
九龍樂善堂當年總理；平日喜歡繪畫及寫作各類健康書籍及專欄，推動
大眾關注健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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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雙手在身後緊握毛巾，與肩同闊
2. 雙腳緊合
3. 彎膝
4. 身體重心稍微向前傾
5. 緊縮肚子
6. 雙手伸直
7. 一下一下向上提高

連續提高10次；最後，放鬆站立；重複動作

21. 雙腳緊合
2. 雙手緊握毛巾兩端
3. 伸直舉高
4. 左手手臂貼著耳
5. 向右下拉，同時微向右側彎腰

每邊維持10秒；左右邊交換再來一次

* 如左側的腰感到肌肉拉扯感動作就為之正確

1. 雙腳打開，與肩同闊
2. 雙手緊握毛巾兩端
3. 伸直舉高
4. 慢慢彎腰向前推

維持10秒，直立；重複動作

1. 雙腳打開，與肩同闊
2. 雙手緊握毛巾兩端
3. 將毛巾放身後
4. 毛巾要靠著背部、用力拉緊成直線
5. 手肘要緊貼腰
6. 雙手緊握毛巾向前推

維持10秒；重複動作

* 就像健身房的開合運動一樣

1. 雙腳打開，與肩同闊
2. 雙手緊握毛巾兩端，拉直
3. 舉高雙手，左手繞到頭後
4. 將毛巾拉成45度角

維持10秒；左右邊交換再來一次

第一式 第二式

第三式 第四式

第五式

打邊爐、聖誕大餐、各式各樣的派對聚會......是時候計一計最近你吃了多少「脂肪」落
肚！正當大家忙著「減腩」之際，請看看手臂上的「BYE BYE肉」，它正悄悄地「茁
壯成長」！不要看輕簡單的10分鐘毛巾操，韓日台的絲打們正熱烈追捧中，試完都說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快拿著毛巾與「BYE BYE肉」講BYE BYE啦！

想睇真人示範？
快d掃下個QR code啦！

以下每組動作只需維持10秒，重複10次就可。

請注意

請注意

請注意

請注意

請注意

都市人生活忙碌，不是每人每日都可騰空半小時來做
運動，加上健身房會藉不是人人都能負擔得起⋯⋯種
種的原因令一眾絲打們對「運動」十分卻步。因此，
大家可試試以上簡單毛巾操，每日只需10分鐘就可達
理想效果。但請大家留意，做運動時要量力而為呀！

45 45

  韓日台絲打們熱捧毛巾操 

  「Fing走Bye Bye肉」

Purple@瘦手臂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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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首創的「黃金時代展覽暨高峰會」已成為全城一年一度的盛會，會場展示來自世界各地數千項的先進及

優質產品、科技和服務，鼓勵和協助黃金一代（指四十五歲及以上人士）過豐盛、健康和優質的生活。

即埸還有一系列的講座、健康測試、互動環節、工作

坊、表演等精彩活動，誠邀全家大細一同參與！

展品相當豐富，包括尖端科技、智能家居、健康食品、

醫療輔助器具、家居護理、復康保健、持續教育、財務

策劃、時尚生活用品、生死教育和社會服務等，為消費

者帶來嶄新體驗。

邀請了70多位本地和國際重量級主講者，深入探討在醫

療、科技、房屋、家居照顧和金融等方面的創新方案；

此外，還有名人嘉賓分享寶貴經驗。座位有限，參加者

請預先登記。

(852) 6513 1041查詢熱線

展覽專頁: 
http://goldenage.foundation/expo-2018/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gafhk/

高峰會登記: 
http://goldenage.foundation/summit-
registration-2018/

*入場贈券：憑此頁可免費進場參觀；現場作簡單登記更可獲贈優惠券乙份！

學術機構：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香港理工大學活齡學院
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支持機構：
香港美國商會
錢家有道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香港工業總會
好單位
香港製衣同業協進會
香港安老諮詢委員會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主辦機構：
黃金時代基金會
(慈善團體編號：91/14446)

合作伙伴：
安老事務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國際老齡聯合會

健康護理伙伴：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復康會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
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
國際食品安全協會
尊賢會
華員會退休公務員分會
國際扶輪 3450 區
社企民間高峰會
東華三院
詠翔

(Email: info@goldenage.foundation)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2018 / 01 / 26 - 28 (星期五至日) 11am - 7pm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1 C 展 館

龍少爺 Daniel Ho
著名生活飲食專欄博客，網址累積超過100萬瀏覽量。另外，曾著作書
本《五味樂緣》、《優秀韓餐廳指南──香港篇》及主持NOWTV飲食節
目「食Guide」，現於不同雜誌和網絡平台撰文及拍攝飲食節目。
網誌：www.siuyeahdragon.com

打邊爐新熱點
加拿大蟹海鮮湯底 鮮味十足

每年12月，又到知己良朋圍着打邊爐暖笠笠的季節。
「鍋居」開業四年，是平時朋友飯局的恆常地點，對
餐廳的皇牌和抵食必點之選都瞭如指掌。

「金湯加拿大蟹鍋」用上白蜆和加拿大蟹腳，做出鮮
甜的味道，和南瓜、番茄等蔬菜一齊滾，未開蓋已傳
出濃烈香味。淥過海鮮後的湯更是精華所在，萬萬不
能浪費。

鮮甜的湯底用來搭配海鮮最適合不過，所以「蘇格蘭
蟶子」及「貴妃蚌」是必點的鮮味之選：貴妃蚌肉質爽
彈，味道鮮甜；另外蘇格蘭蟶子，以爽甜作賣點，可
以切開多片，一起分享。舖頭更專誠安排了侍應為你
炮製食物。

鍋居的響鈴一向都比滿分更高分，可稱為「200分響鈴」，
因為它都是新鮮即炸即上桌，爆脆熱辣！

打邊爐常吃的餃類丸類都一應俱全，但全自家手作，自
然成為亮點。尤其「韮菜餃」，每淡都Juicy到滿口韮菜
和肉汁，惹味不在話下。手打丸則由師傅每日新鮮打起，
特別推介混入蝦粒，造出兩重口感的「鮮蝦丸」；陳皮
香味濃郁的「陳皮牛肉丸」；彈牙的「手打墨丸魚」。

用和牛打邊爐不是新鮮事，主打「A4級鹿兒島和牛」真
心一絕，油脂平佈均衡，輕輕放鍋焯一焯，混著鮮味湯
汁放入口中，肉質細嫩的牛肉剛入口就像要融化，幾乎
無須咀嚼便瀡入喉嚨。

地址：深水埗福華街191號地下
電話：2780 1618
營業時間：17：00－03：00

鍋居火鍋專門店

A4級鹿兒島和牛，肉質嫩滑，雪花
平均分佈於每片肥牛
A4級鹿兒島和牛，肉質嫩滑，雪花
平均分佈於每片肥牛

自家製餃子和手打丸類，加入特色
食材，別具風味
自家製餃子和手打丸類，加入特色
食材，別具風味

「金湯加拿大蟹鍋」集合新鮮蟹腳，
蜆肉和蔬菜作湯底
「金湯加拿大蟹鍋」集合新鮮蟹腳，
蜆肉和蔬菜作湯底

蘇格蘭蟶子和貴妃蚌，味道鮮甜，肉
質爽彈
蘇格蘭蟶子和貴妃蚌，味道鮮甜，肉
質爽彈

響鈴即叫即炸，滿口酥脆響鈴即叫即炸，滿口酥脆

環境
服務
價錢
味道
人均消費：$100－200
                （只限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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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有感：
很榮幸能夠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感謝全院各部門同事在評審
期間的努力。我們承諾日後會不斷提升院舍的環境、配套及護理服務。

瑞康護老中心第二年通過「優質者服務計劃」，服務質素比往年有所進
步和提升，值得嘉許。管理層及員工態度保持良好水平，十分積極，如
有問題會即時跟進，並樂意配合提供詳細資料。冀望院舍能秉承優質院
舍的精神，為院友提供優質環境及服務，讓他們放心入住。

評核員評價：

地址：灣仔莊士敦道18號嘉寧大廈3字樓
電話：3110 2021
傳真：3110 2023
電郵：wcshuihong@yahoo.com.hk
面積：10,000平方呎
床位：80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9,000起（只供參考）

機構資料

秉承「榮神益人的宗旨，務求每位院友能得到卓越的護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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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詳情，請瀏覽：www.healthcare.org.hkwww.healthcare.org.hk或致電或致電 3549 80143549 8014查詢查詢QESS/2014QESS/2014

設施方面
院舍設有獨立房間，提供合適
的居住面積，私隱度足夠

院舍地方寬敞，設有大廳作用
膳及活動，公用空間十分充足

出入口均設有密碼鎖及感應器，
大廈地下入口設有鐵閘及管理
處，防止長者走失

‧

‧

‧

服務方面

‧

‧

‧

院舍定期安排醫生、註冊護士
等醫護人員到院舍為長者進行
健康檢查及評估

定期為院友舉辦不同的活動，
如義工探訪、歌唱表演、生日
會等

設有不同運動器材，讓院友舒
展筋骨

瑞康護老中心 善待長者 專業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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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及銷售點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549 8029

90間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151間
余道生行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37號余道
生行801-804室                                      
10間
彌敦道26號
尖沙咀彌敦道26號                         
60間

長者地區中心 
                      4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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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29號                        
5間      
惠豐中心
旺角彌敦道664號                           
10間
愛賓大廈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          
15間
永隆私人銀行中心
香港中環交易廣場二期
32樓3201-3204                              
10間

Dr. Kong 
iDANCE
御藥堂中醫中藥坊
安康護理有限公司
陳玉儀體重及飲食管理
Grace Time Asia Limited(Jo-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診療機構

私營診所/化驗所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仁安醫院

屯門醫院

北區醫院

東華東院

仁濟醫院

九龍醫院

廣華醫院

播道醫院

養和醫院

寶血醫院

靈實醫院

明愛醫院

聖母醫院

沙田醫院

瑪麗醫院

博愛醫院

嘉諾撒醫院

將軍澳醫院

聖保祿醫院

律敦治醫院

葛量洪醫院

黃竹坑醫院

瑪嘉烈醫院

鄧肇堅醫院

聖德肋撒醫院
香港港安醫院
荃灣港安醫院
香港浸信會醫院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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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地區中心                     41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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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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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及團體
善寧會
卓越之友
香港哮喘會
乳癌基金會   
香港復康力量
勞聯僱員進修中心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
完美資源（香港）有限公司
杏花村耆康學院方樹泉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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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行                                     
中環皇后大道中29號                              
衡怡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
惠豐中心
旺角彌敦道664號                           
利東大廈
中環利源東街9號
海富中心
金鐘夏愨道18號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71號
愛賓大廈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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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廣場
中環德己立街1-13號
太子大廈 
中環遮打道10號

5間

6間
 

10間
 

10間
 

10間
 

10間
 

15間
 

15間

15間

20間

20間

禮頓中心
銅鑼灣禮頓道77號
希爾頓中心
沙田正街3-9號
恒生旺角大廈 
旺角彌敦道677號
美麗華大廈
尖沙咀彌敦道132號
騏生商業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6號
恩平中心
銅鑼灣恩平道44-48號
新寶廣場
佐敦佐敦道23-29號
德成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20號
京華中心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5-19號
海洋中心
尖沙咀廣東道5號
美國銀行中心 
中環夏愨道12號

新世界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16-18號
萬年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
格蘭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
興瑋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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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豐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264-298號
卡佛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彌敦道26號
尖沙咀彌敦道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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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

 醫療與健康生活
                 資訊平台

多元化

 醫療與健康生活
                 資訊平台

BamBoOs!Life

現於Circle K及各大報攤有售

BamBoOs!Life

現於Circle K及各大報攤有售

BamBoOs!Life

現於Circle K及各大報攤有售

BamBoOs!Life

現於Circle K及各大報攤有售

20間

20間

20間

21間

22間

24間

24間

30間

30間

35間

35間

40間

40間

40間

40間

45間

45間

50間

52間

60間

60間

70間

80間

80間

80間

90間

151間

www.bambooslife.hk 百本健康生活 / Bamboos Life 百本

17,000名登記醫護人員17,000名登記醫護人員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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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

ing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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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

ing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

tions.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編號：2293）
(HKEx Main Board Stock Code: 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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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名專業醫護人員於旗下登

記，所有轉介的護士和助產士均在香港

護士管理局註冊，可24小時貼身照顧

病者、長者、初生嬰兒、幼童、孕婦以

及產婦。

2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Bamboos offers 24-hour private nurs-

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17,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registered under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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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名專業醫護人員於旗下登

記，所有轉介的護士和助產士均在香港

護士管理局註冊，可24小時貼身照顧

病者、長者、初生嬰兒、幼童、孕婦以

及產婦。

2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Bamboos offers 24-hour private nurs-

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17,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registered under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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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Mamonde
花萃補水補濕鎮定爽膚水

韓國Mamonde
花萃補水補濕鎮定爽膚水

原價：$160

$120

最新購物優惠最新購物優惠

Bamboos Shop
百本店

百本店 Bamboos Shop

查詢電話：  3468 7383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
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
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9:00 - 21:00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9:00 - 21:00
查詢電話：  3468 7383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請從速選購。百本保留一切優惠及條款之最終決定權。*特價貨品數量有限，請從速選購。百本保留一切優惠及條款之最終決定權。

原價：$89.9

$69.9

敏感皮膚
濕疹專用
敏感皮膚
濕疹專用

愛家天然手工皂愛家天然手工皂

100%天然的油脂及藥草製造100%天然的油脂及藥草製造
香港老字號品牌  中藥廠生產信心保證香港老字號品牌  中藥廠生產信心保證

美白修護美白修護牙齦護理牙齦護理

防牙周病防牙周病 防口臭防口臭

獨創日本專利a-TCP美白終極修護牙膏獨創日本專利a-TCP美白終極修護牙膏

保健養生
系列

保健養生
系列

鯊魚軟骨粉鯊魚軟骨粉

兒童魚油兒童魚油 複合維生素複合維生素

牛初乳片牛初乳片 蜂王漿蜂王漿

板町酵素潔膚皂板町酵素潔膚皂

膠原蛋白膠原蛋白 茶樹茶樹 木瓜木瓜韓國Wettrust女性護理系列韓國Wettrust女性護理系列

NewSOKA系列NewSOKA系列

御醣方茶及御酯方茶御醣方茶及御酯方茶

草姬系列草姬系列

腦還童腦還童 活心丸活心丸 亮目丸亮目丸

*圖片只供參考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凡購物即送您 
獨家設計百本原子筆1支

凡購物即送您 
獨家設計百本原子筆1支

源自澳洲 全系呵護
首席健康品牌
源自澳洲 全系呵護
首席健康品牌

美肌之誌面膜系列美肌之誌面膜系列

無患子抹草
泡澡精油
無患子抹草
泡澡精油

皮膚護理系列皮膚護理系列

挪威阿斯麥系列挪威阿斯麥系列

肝健
排毒護肝配方

肝健
排毒護肝配方

肺健寶
呼吸系統配方
肺健寶

呼吸系統配方

GOLD LIFE NUTRITION系列GOLD LIFE NUTRITION系列

月見草油月見草油
麥蘆卡
蜂蜜5+
麥蘆卡
蜂蜜5+蜂膠1000蜂膠1000葡萄籽葡萄籽

必備必備

原價：$198

$178

個人護理個人護理

衍生小兒食品系列 衍生小兒食品系列 

開奶茶開奶茶 七星茶七星茶

無患子洗髮精無患子洗髮精

生薑生薑 茶樹茶樹 何首烏何首烏

el8te系列el8te系列

羊奶玫瑰保濕
沐浴乳

羊奶玫瑰保濕
沐浴乳

炭薄荷
潔膚露
炭薄荷
潔膚露

迷迭香柑橘
洗髮露
迷迭香柑橘
洗髮露

羊奶寶寶
溫和沐浴露
羊奶寶寶
溫和沐浴露

羊奶玫瑰
保濕面霜
羊奶玫瑰
保濕面霜

獨家呈獻獨家呈獻
低敏配方

減低敏感痕癢

低敏配方

減低敏感痕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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