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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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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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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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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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百 本 家 書

以理服人，談何容易？據理力爭，造成糾紛。
各位同工：
相信你也會同意，工作上最怕就是遇到蠻不講理的人。很有趣，不講道理的人怎麼反而總覺得自
己有理？
一起合作，最好大家都講理。然而，即使所有的人都平和地講道理，那麼，因為環境和背景的差
異，大家講的「道理」也應該是各有不同。
不能奢望所有人都跟你講同一個道理。若要人似你，除非兩個你。明白這一點，對我們的人生至
關重要。
有一種幼稚，叫只講道理。明白只講道理，不能解決很多問題，就是所有道理的開始。
實際工作中，大多數時候，大多數人，不是用理智來交流，而是在安頓彼此的情緒。
很多人不在乎交流的內容，只在乎交流的態度。你以為他關心你說的「對不對」，其實他只關心
你這個人「好不好」。
以理服人，談何容易？據理力爭，造成糾紛。用邏輯和理性來判斷的人少，用情緒和感性來理解
的人多。
孔子的弟子和一個路人爭辯，路人堅持一年只有三季。
弟子帶路人見孔子，孔子竟然同意，一年的確是三季。
「你看他全身都是綠色，肯定是草蜢化身，草蜢過不了冬季。」弟子聽了之後就想通了。
夏蟲不語冰，井蛙不語海。
想到他是「三季人」，你就平和了。
你的同工

關志康

百本主席，香港醫護學會董事。曾獲美國哈佛大學獎學金全數資助學費食宿，
攻讀領袖管理深造課程。持有香港大學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及香港中
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學碩士（EMBA）學位。
獲二零一三年安永企業家獎（中國）新興企業家大獎，及二零一二年DHL ∕
南華早報香港商業獎青年企業家獎。
jacky@bamboo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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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y1881886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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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施蘊知
成日出入廁所 小心患大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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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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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西醫 劉誠
皮膚中的不速之客

骨科專科醫生 張文康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即日可行走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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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西醫 伍文輝醫生
女性脫髮不容忽視
醫生教你急救「髮」術

資深營養學家 伍雅芬
六招預防「經前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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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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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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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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服務查詢：3907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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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Model曾志願做警察
「父母希望我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所以我從小的志願是成為警察，從來沒
有想過當模特兒。」雖然如此，遺傳了
媽媽身材高挑基因的Eunis，於中學畢
業後透過姊姊的星探朋友推薦入行。出
道至今24年，參與過無數個品牌的時
裝展，到現在成為了模特兒培訓導師，
更同時兼任電視節目主持、活動司儀、
專業形象顧問，無一不通。

求知慾永保青春

很多人喜歡將女性的年齡和外
表掛鈎，其實女人的魅力和氣
質是靠年月累積回來的，從內
心綻放出來的美麗，一定不比
短暫的青春遜色。

「若太在意年齡的問題，就會很容易變老。
抱著積極的心態生活很重要，時刻保持應有
的求知慾，學習去欣賞和理解年輕人，吸收
時下流行資訊，才可讓自己保持活力！」
Eunis從容優雅地道出這個道理，使筆者不
禁讚嘆她從內而外煥發出來的美麗。

名模陳嘉容(Eunis)有保養良
好的外在美，更有從內散發的
女人味，直接為她配上「逆齡
名模」之稱號。

「作為一個專業Model，
我無時無刻都會將
外表keep住100分！」

BamBoos!Life
陳嘉容專訪花絮

Text / Cindy Sit Design/ Lemon Lam
Photos / Anson@koomo-studio
Venue / Otto Restaurant

4

5

致力發掘模特兒新血
近年大批「模」搶攻演藝界和廣告界，他
們拍廣告、影硬照的工作和傳統模特兒的性
質有所不同，Eunis解釋：「專業模特兒的身
高最少要有5呎9吋，三圍達到標準才有資格
參加貿發局的時裝週，和平面拍攝的模特兒
有分別之處。」她亦提到近年開始參與模特
兒培訓工作，除了基本的catwalk訓練，更會
教他們儀態及應對記者技巧等。對於專業的
工作態度，她舉了一個例子：「若有護膚品
公司想找你拍廣告，皮膚一定要保養得好，
才能保持和提升客人品牌的形象及公信力。
所以不管工作心態和外表狀態都要盡量保持
100分，才能走得更長遠。」

「佛系」愛情觀
Eunis經歷過一次離婚，使她更懂得享受現
在的生活「我覺得每件事情都有好、壞的一
面！單身的時候有人陪當然開心，但忙的時
候亦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再婚的話，我
相信上天自會有安排。」提及家人，她表示
就算工作再忙，都會盡量預留週末時間陪伴
家人，若真的要出外工作，也會和他們視像
通話，保持聯繫。

Behind the scenes

從訪問過程中深深感受到Eunis從骨子裡散
發出來的氣質及對生活態度的堅持，對工作
的認真。縱然經歷了一段短暫的婚姻，但對
愛情依然抱著隨遇而安的心態，說明了「嫁
得好，不如自己活得好」，只要活得精彩，
無論任何年紀，都能綻放美麗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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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
難忘病人Con攝眼睛一年方求醫
當小編提及幾個月前一名英國老婦眼睛內藏了27隻
「歷史悠久」的隱形眼鏡時，周醫生對此亦非常震驚，
更憶述自己曾遇過病人眼藏隱形眼鏡一年的情況：「客
人發現自己眼球攝住Con後，最先是到眼鏡舖找視光師，
但視光師無能為力，寫了一封轉介信，而客人轉交到我
手上時已是一年後！」當周醫生問及客人為何遲遲未找
醫生取出隱形眼鏡時，答案竟是因平日工作太忙，亦未
有感到非常不適，所以沒有約見醫生，久而久之便將此
事拋諸腦後。周醫生感嘆幸好病人的眼球沒有發炎，經
診治後亦成功取出隱形眼鏡，並提醒大家，如遇眼睛問
題應立即找醫生，否則可能延誤病情或導致失明。

眼科醫生寧做「四眼族」都唔戴Con？
全香港有6成人都戴眼鏡，當中大部分「四眼族」都有戴隱形眼鏡(Conact lens,“Con”)的經驗。
大家選擇戴Con都是為了美觀及方便，但有些人連睡覺時仍戴著，長此下去會有什麼影響？戴Con
又可不可以延緩近視度數加深？戴Con時能否游水呢？今次小編帶著大家的疑問，邀請了香港著名
眼科專科醫生周伯展接受訪問，為一眾「四眼」巴打絲打拆解戴Con的疑問。

戴Con可延緩度數？
近視患者的眼球與正常人不同，眼軸會隨近視度數加深
而變長，而坊間亦有傳言戴隱形眼鏡可矯正近視。周醫
生解釋：「戴Con可能有助於穩定近視度數，因為Con或
可固定眼球的形狀，對減慢近視度數加深有一定幫助，
但患者亦要在醫生或註冊視光師的指導下配戴。」

隱形眼鏡

V.S
框架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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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戴恐致盲 Color Con更易中招

上天下海無問題 最怕就係 ……

對於有近視困擾的人，戴隱形眼鏡不僅能擺脫笨重的框
架眼鏡，擴大視覺範圍，亦能避免運動時造成的不便。
雖則戴隱形眼鏡能方便了日常生活，但周醫生指出：
「不適當戴Con有可能令眼角膜透氧不足，尤其是有色
隱形眼鏡(Color Con)，染色的範圍越大，透氧度越低。
起初眼睛表面的角膜會出現水腫，若配戴時間過長、經
常戴著睡覺，更會引致角膜新生血管，甚至可致盲。就算
平時戴Con做足消毒清潔工作，亦未能解決眼睛缺氧問
題。」對此周醫生建議每星期戴Con不超過五天，每年
最好有一段時間不戴隱形眼鏡，讓眼睛有充分休息。

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因為貪靚和方便，潛水、游水、坐
飛機時都會戴著隱形眼鏡，忽略了當中對眼睛的不良影
響。周醫生補充：「戴Con需要在清潔的環境及有足夠
的淚液才安全，所以沙塵大的工作環境如地盤、油煙大
的廚房，以及有眼乾症的人士都不適宜戴Con。另外長
者或關節不靈活的人士，因他們清潔Con時可能不到位，
自己戴或除Con都有困難等，建議他們選用有框眼鏡更
安全。」配戴隱形眼鏡看似簡單，但欠缺適當處理，後
果非同小可，希望大家配戴隱形眼鏡時小心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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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贊助

後記

中西合璧

周醫生提醒大家戴Con時留意以下事項：
1. 每次戴Con不應超過10小時，每星期不要戴超過5日
2. 每次戴Con前應檢查眼睛有否「3 Good」：Feels Good（眼睛是否舒適）、Looks Good（眼睛外觀是否正常）、
Sees Good（每隻眼睛視線是否良好）；若其中一樣為「否」都不能戴Con，更要馬上看醫生
3. 每次戴Con時應從光線下檢查Con有否破損，最常見為邊緣崩缺
4. 每次浸洗Con都需按該品牌指示的時間而處理，若未有浸夠時間，餘下的惡菌更有可能引致眼睛問題
5. 每次換Con盒應用多功能隱形眼鏡藥水浸洗，時間就以該品牌指示而定
6. 每月應用除蛋白丸浸Con一次
7. 每三個月應用烚Con盒及夾等工具一次，需留意清潔Con盒扭蓋位置，其後風乾即可
8. 每年最好可連續一段時間不要戴Con，讓眼睛有充分休息

Zzzz
z

踢走失眠夜
剖析失眠成因與
免疫力之關係
醫護人員需要輪更工作及長期處於壓力工作環境，容易
導致失眠，而長期睡眠不足會導致免疫力下降，影響
健康。
我們邀請了註冊西醫及註冊中醫師為大家講解處理
失眠的方法以及剖析失眠與免疫力的關係。

講者： 註冊西醫，註冊中醫師
出席者可獲贈
白蘭氏 蟲草雞精褔袋乙份
日期： 2018年6月5日（星期二）
時間： 晚上7:00-9:30
地點： 香港醫護學會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

周伯展 眼科專科醫生

（港鐵尖沙咀∕尖東站L6 出口，直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197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系，1985年獲李寶樁慈善信託
基金海外深造獎金赴英國深造一年。回港後服務於香港政府
眼科至1989年轉為私人執業。周醫生熱心公益，身體力行到
偏遠地區，為貧困人士做白內障手術，並得到多個機構授以
榮銜，包括「世界傑出華人獎」、「亞洲太平洋學院防盲獎」
等。他於2017年更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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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醫護人員或關注睡眠問題之人士

查詢及報名： 3907 0217 /

9515 8650 薛小姐

*CNE(RN/EN)為香港護士管理局認可之持續護理教育學分。
**CPD(HW/HCA)為香港醫護學會頒發的持續醫護進修學分，學員修滿40學分可晉升成高級保健員或高級健康服務助理。

香港醫護學會 Hong Kong Health Care Federation

地址：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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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575 5891 WhatsApp：9601 6833 傳真：2778 1810 電郵：contact@healthcare.org.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HKHCF 網址：www.healthcare.org.hk

HEALTHCARE
精油配方你用對了嗎？
根據不同的失眠類型選擇合適的精油可更有效幫助釋放壓力，鬆弛肌肉及降低腦部活動力，可以「一覺瞓天光」。

90後香薰治療師教你
「一秒」入睡法
上班一族壓力大而且工時長，經常處於精神緊張的狀態，能夠「一覺瞓天光」是極奢侈
的事。不少人經過一天長時間的工作後，喜歡睡前騰出一點時間來上網、看Facebook、打機
等，因電子屏幕所釋放的藍光抑制了腦內的褪黑激素分泌，導致失眠或影響睡眠質素，
引發長期睡眠不足的惡性循環，造成「夜睡強迫症」。

失眠類型

特徵

完美主義者 ∕
緊張型

睡覺時會在床上輾轉反
側，不斷反覆思考，緊
張明天的事情辦不好，
通常會伴隨頭痛

崩潰型

因遇上親人離異、公司
倒閉、離婚等突然而沉
重的打擊，壓力如山，
對身邊事情失去興趣

缺乏安全感者 ∕
恐懼、害怕型

睡前回想令人恐懼的東
西，或者對居住環境的
恐懼，例如入住不熟悉
的酒店，疑神疑鬼，缺
乏安全感

過度興奮型

心情高漲時，交感神經
活躍，沒有想睡的意欲

使用滴數
羅馬洋甘菊
馬荷蘭

橙花
安息香

檀香
乳香

玫瑰草
佛手柑

功效
鬆馳神經系統，舒緩心
理壓力，放鬆腦部

給予人明亮清新的感覺，
幫助因哀傷失敗不快樂而
引起的失眠，可以鎮靜情
緒，舒緩心理壓力

給予人踏實的感覺，存在
感提升，減低恐懼

調整失衡的精神狀態，
過度興奮時讓人恢復平
靜，使心境變得開朗沉
著，保持情緒穩定

「手殘」系助眠大法
香薰療法是最常見的助眠方法之一，透過人手按摩方法可幫助身體吸收精油，
促進血液循環，舒壓和消除疲勞。如果懶洋洋不想動手，又想改善睡眠問題便
可以透過鼻腔吸入法幫助。利用家電或小工具輔助，讓精油擴散，精油再透過
鼻黏膜吸入，迅速進入微血管，透過血液循環系統傳送到大腦的中樞神經及身
體各器官，調和心靈。

直接吸入法

加入兩至三滴精油於紙巾或手巾上，於睡前吸聞數分
鐘後，置於枕頭旁即可

風扇 ∕冷氣擴香法

加入兩至三滴精油於棉花上，貼於風扇或冷氣機的出
風口，讓氣味擴散，夏天使用一流

蒸薰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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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水杯，加入兩至三滴精油於熱水中，把鼻子靠近
水杯，水蒸氣會把芳香分子傳送到鼻腔。於乾燥的冬
天使用，有助滋潤鼻腔及緩和鼻敏感症狀

Jessie Lau 劉婉媛
註冊英國IFA香薰治療師、美國NAHA國家整體芳療協會專業芳療師
及二級會員。多年前深受濕疹、壓力瘡等皮膚問題影響導致經常心
情低落。機緣下接觸到香薰治療，親身體會香薰治療對皮膚及身心
靈的明顯療效。多次獲邀請主講香薰治療講座及接受電台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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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士及母嬰護理
服務人員協會資訊

BB心型脷唔係CUTE 可能係「黐脷筋」
曾經遇過一位新手媽媽，她很認真地學習正確餵奶的
姿勢，寶寶飲奶時嘴巴張得很大，下唇外翻，下巴緊
貼乳房。但媽媽覺得餵奶的時候乳房很痛，即使寶寶
飲奶的次數很頻密，但體重增長卻不理想。我們除了
要觀察寶寶飲奶的情況及姿勢外，一些細微的特徵也
要多加留意。當與媽媽進行咨詢期間，寶寶開始張開
口哭，我從旁邊見到他呈心型的舌尖，就找到一個極
大的線索。

周贇女士
Catherine Chow
國際認證母乳顧問(IBCLC)、國
際生育教育協會(ICEA)會員、
國際生育教育協會(ICEA)培訓
導師及生育導師，擁有超過三
千小時專業母乳餵養指導經驗

脷根

一分鐘評估法
父母可以為寶寶做以下初步的評估：清潔雙手後用尾指沿寶寶舌頭底部左右移動，感受手指的阻力。

正常

過短

舌 繫帶過緊

當口腔內固定舌頭的一條細膜（舌繫帶）太厚或太短，便有可能影響舌頭的活動度，我們稱為「舌繫帶過短
或過緊」，大概有25％的舌繫帶緊嬰兒會出現飲奶不順的情況。若父母沒有及時發現和處理，除了會於哺乳
期間遇上困難外，寶寶長大後亦可引致發音不正，即「黐脷筋」。

可能成因：

・遺傳

・懷孕時缺乏葉酸及維生素A等

阻力的程度

處理方法

正常或只感受到少許阻力

問題不大，只需繼續觀察

明顯感受到阻力

舌頭活動可能受到限制，要多
加留意決定要否需要進行手術

手指沒法掃過舌底或直接
從舌尖繞過去

盡快咨詢醫護人員意見並安排
進行手術

若果媽媽判斷不到以上情況，可請教專業醫護人員或持有國際認證的母乳顧問。

舌繫帶緊的處理方法
手術由耳鼻喉科專科醫生進行，將連接在舌底過短及過緊的一小片舌繫帶切除。新生嬰兒階段進行手術可
以避免禁食和麻醉，但若果寶寶到了長牙階段，便需進行麻醉，手術過程出血量很少，手術後即可飲奶或
進食。而媽媽於餵奶時感到乳頭疼痛的問題亦立即得到改善。

舌繫帶對母乳餵哺的影響
寶寶因舌頭不夠靈活而飲奶不順，會經常哭鬧、脹氣、飲奶時發出滴滴答答聲、喘息換氣或飲奶時睡著等情
況，導致寶寶體重上升緩慢，甚至出現脫水；而另一種舌繫緊的寶寶，則出現完全相反的徵狀：不斷飲奶可
增加嘔奶風險，同時可引致體重不斷上升甚至超重。
母乳媽媽於餵哺時，亦因此承受乳頭受傷帶來的痛楚，若寶寶飲奶不順更可能會造成奶水減少而引起回奶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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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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及查詢 : 3549 8014（直線）/ 9515 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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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蒙療法易致癌

女性脫髮
不容忽視

荷爾蒙是人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改變細胞的新陳代謝率，從而幫
助保持容貌和健康。進入更年期後，女性體內的荷爾蒙分泌失調導致脫
髮是常見現象。因此她們往往會透過「荷爾蒙療法」來改善脫髮。伍醫
生提醒：「根據研究顯示，女性若長期單一使用高劑量的荷爾蒙藥物，
會增加患上癌症的風險，尤其是子宮頸癌和乳癌。」所以，使用荷爾蒙
藥物前應咨詢專業醫生意見，並切忌濫用。
目前較常見的「非口服藥物類治療」脫髮的方法有兩種，外塗生髮藥水
米諾地爾（Minoxidil）和激光療法。伍醫生指出：「對於週期性脫髮、天生
頭髮幼的女性，可選擇外塗生髮藥水，能夠幫助「萎縮」的頭髮繼續生
長；至於激光療法，是近年比較流行的治療脫髮的方法，透過低頻率的
激光刺激毛囊細胞，幫助頭髮毛囊自我修復、生長得更健康。」

醫生教你急救「髮」術

植髮手術會留疤痕嗎？
隨著現代醫療科技的進步，植髮手術變得越來越流行，從病人
的後腦部分提取永久性毛囊，移植到髮量較稀疏的部位，當中
技術包括「毛囊單位移植」（FUT）、「儀器提取毛囊移植」（FUE），
甚至近幾年熱門的機械臂植髮。

很多時代女性非常注重儀容，一旦梳頭時脫髮增加，發現頭髮稀
疏，又或是生完BB後髮線向後移，早已急急求診！究竟醫學上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解決女性脫髮問題？伍文輝醫生指出：「若
女士發現自己脫髮量突然增多，其實大部分都是頭髮生長週期紊
亂所引致。」正常來說，頭髮在生長期過程中被某些物質影響，
頭髮會停止生長，髮絲上出現斷口而脫落，例如化療、中毒等；
若過度減肥、壓力過大時，頭髮會進入休止期，於四個月後會開
始大量脫落，且脫落的頭髮髮根處帶有白點。

伍文輝醫生
註冊西醫

植髮毋需剃光全頭

生完BB髮線向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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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植髮中心為吸引更多客人，不惜違反國際植髮協會 (ISHRS)
的商品說明條例，以無痕植髮或無疤植髮做招徠。他再三提醒
「即使所謂微創手術，或機械臂植髮，也會留有疤痕。」

在懷孕期間，有不少女士發覺自己的髮量增多，但產後發現開始脫髮，伍醫
生解釋：「人體每日大概會掉1%的頭髮（約100條），而懷孕時身體受荷爾蒙
影響，頭髮脫落的數量會比較少，容易造成髮量增多的感覺。產後荷爾蒙回
復正常，懷孕時生長的頭髮進入休止期，連同正常每日的掉髮一起脫落，造
成脫髮量增加。」他補充，生完BB後出現「髮線向後移」的個案比
較少見。若產後真的發現頭髮開始變幼、生長速度變慢及出現
「髮線向後移」的時候，應留意月經是否正常，如月經正
常則多為家族遺傳性脫髮，如月經量較少或者經期紊
亂，則很可能是卵巢囊腫或卵巢有泡泡而影響排
卵，導致荷爾蒙失調，應盡快向醫生查詢及安排
檢查。

從網上看到的植髮短片或廣告，看似操作很容易，但其實植髮非常考究醫
生的專業技術、細心和耐性。在病人後枕位置取出毛囊後，醫生需要一株
一株地將毛囊植入到頭髮稀疏的位置，亦要盡量避免傷害
到原有的頭髮，所需時間相對較長，可能每日只能完成
一宗植髮個案。
伍醫生表示：「因為女性的頭髮一般比較長，而頭
髮剃了之後每一個月只能生長1cm，如果要長回原
來的長度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對於女性來講是非
常不方便，所以為女士進行植髮時，寧願預留多點
時間進行手術，盡量避免『剃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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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親屬是指父母、兄弟姊妹或子女
父母

兄弟

成日出入廁所
小心患大腸癌
根據醫院管理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據
顯示，2015年大腸癌發病個案為5036宗，佔
全部癌症發病個案的16.6%，居於首位。

姊妹

子

女

以為生痔瘡 點知係Cancer

有家人中招 同屬高危一族

「好多人開始以為自己係生痔瘡、肛裂或者腸炎，
諱疾忌醫，到後期隨著腫瘤變大或病情持續，開始
出現貧血、體重突然急劇下降或經常覺得攰先嚟睇
醫生，檢查發現已經係癌症後期。」施醫生表示經
常遇到這類病人，皆因排便習慣於短時間內改變，
一般難以被發現，到後期出現體種下降等情況才來
求醫，這時癌細胞已經在身體內「生活」了多年。

近年大腸癌的新案例已遠超過肺癌，有人認為只要
保持飲食健康，多食蔬菜及勤做運動，便可以減低
風險。施醫生指出，除了不良的飲食習慣，因家族
遺傳而患上大腸癌之個案亦佔大比數，若發現一個
直系親屬於60歲或之前確診大腸癌，或多於一名直
系親屬在任何歲數確診了大腸癌，均屬於高風險人
士。

第四期大腸癌的
癌細胞擴散至其他器官

及早發現提高存活率
瘜肉主要分為非腫瘤性及腫瘤性，以非腫瘤性瘜肉
較為普遍，比較少機會演變成癌症。而腫瘤性瘜肉
有惡化成癌症的風險，視乎病理分類（如腺瘤及齒
狀腺瘤），瘜肉越大、變癌風險越高。若排便時發
現黏液增加，甚至大便有血，有機會是腫瘤性瘜肉
作怪。而一般人踏入50歲時應進行大腸鏡檢查，有
助及早發現或切除瘜肉以防癌。若兄弟姊妹曾有瘜
肉，自己有瘜肉的風險也較高，亦建議盡早接受檢
查。

瘜肉
腸胃肝臟科專科施蘊知醫生表示：「因為香港人喜歡多肉少菜，容易
造成便秘，但普遍人習慣了便秘當成自然，認為無需求診。當問題越
來越嚴重時才來照腸鏡（大腸內窺鏡檢查），發現瘜肉已經長滿在腸
道壁內，甚至已經患上大腸癌。」她提醒大家除了要注意飲食外，亦
要留意大便異常的情況。
她建議大家要記住4個常見的大腸癌徵狀，要時刻保持警覺：

大腸癌檢查種類

! 大便習慣改變（特別頻密或持續便秘）

施蘊知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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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科)

! 大便出血（鮮紅或深色）；並附有大量黏液
! 大便後仍有便意

檢查種類

方法

檢查頻率
（高危或年齡介乎50至75歲之人士）

大便隱血測試

指大便檢查，可按指示在家中進行

每一至兩年一次

大腸鏡檢查

利用幼管可檢查整條大腸，若期間發現瘜
肉，醫生可即時切除及抽取組織樣本進行
進一步檢查

每十年一次

! 體重下降、腹痛、嘔吐及經常感到疲倦

蒙納殊大學家庭醫學深造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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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Living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以茶入饌的智慧，於食物中加入茶葉，有養生保健的功效，
同時為菜餚增添色、香、味。《茶賦》中提到「茶，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
膻膩」。茶與中國菜餚和諧地配搭在一起，成為獨具特色的茶料理。
今期為大家分享以茶入饌的技巧， 還會介紹兩款菜式，為大家增添「新煮意」!
因菜施茶
茶葉味甘苦而獨特，味道清醇容易受其他食材影響味
道，若配搭薑、蔥、蒜、五香粉等味道較強的佐料則
很容易蓋過茶香，所以傳統以茶入饌的中國名菜莫過
於「龍井蝦仁」。但隨著新中餐潮流的發展，一些重
口味的菜式，如川菜也引入了茶膳，茶香若有若無，
卻為食物增添了層次感。

常見以茶入饌的方式：
1. 將新鮮茶葉與菜餚一起烤或炒製
2. 於菜餚中加入茶湯一起燜或燉
3. 將茶葉磨成粉撒入菜餚或製成點心
4. 用茶葉的香氣薰製食品

花膠烏龍雞湯

單叢雞翼

台灣地區出產的烏龍茶，香氣尤其清高，茶湯滋味甜
醇，受到眾多品茶者喜愛。今次選用台灣烏龍茶煲湯，
可以調和花膠和雞的滋味，增加湯的香氣，促進食慾丶
消滯且有助消化。

單叢茶香氣明顯，加上滋味濃郁，用作燜煮雞翼的配
料，也是十分有特色。但需注意投茶方法和時間，因為
單叢茶長時間放在鑊裡熬煮，容易使雞肉帶有苦澀味。

做法：

做法：

1. 雞、花膠、豬肉、粟米、紅蘿蔔、蜜棗放入煲內
煮至沸騰
2. 放入其中一個茶包於已沸騰的湯內，煲20分鐘後
取走
3. 煲約2.5小時後，放入第二個茶包浸泡約15分鐘後
取走，加鹽調味後熄火就可

1. 提前泡好單叢茶湯並保留茶包備用
2. 將蒜頭爆香、放雞翼；將第一碗茶湯和茶包，配合適
量雞汁及糖，倒入鍋燜煮5分鐘後將茶包從鑊中取出
（以免產生苦澀味）
3. 轉細火後再將第二碗茶湯倒入鑊中，繼續燜煮；待雞
翼收乾六成水分，放入第二個茶包；5分鐘後熄火並
將茶包取出
4. 灑入少許茶葉，蓋上鑊蓋燜焗一分鐘即可

材料：
材料：

雞

半隻

花膠

60克

豬肉

100克

凍頂烏龍茶

14克（分為2包－每包7克）

粟米

1條

紅蘿蔔

1條

蜜棗

2粒

鹽

少許

雞翼

10隻

鳳凰單叢茶

14克（分為2包－每包7克）

雞汁

4湯匙

糖

2茶匙

梁藝桐 茶藝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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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熱愛中國文化及品茗中國茶。具有國家高級（一級）茶藝技師、國家高
級（一級）評茶師、國家茶藝師評審員及國際商務禮儀導師的資格，亦為中
國國家茶藝師及評茶師考試之評委。現擔任酒店茶室及茶葉品牌之顧問。個
人著作《知茶達禮》，闡述茶藝與國際商務、氣質形象與品味培養等內容。
不時為雜誌撰寫茶事與生活類別專欄，積極推廣茶藝與身心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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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中的不速之客

黑色素瘤
皮膚癌於香港的發病率較西方低，容易被忽略，
今期的Q&A專訪，我們邀請了註冊西醫劉誠醫生
分享「惡性黑色素瘤及皮膚癌的冷知識」！

Q.
A.

一般普通痣與惡性黑色素瘤的分別？
皮膚是身體最大的器官，其結構可分為三層，分別為表皮層、真皮層及皮下組織。
皮膚表皮主要由三種細胞構成：基底細胞、鱗狀細胞及黑色素細胞。常見的皮膚癌
是根據發生癌變的細胞而命名的，包括基底細胞癌(Basal cell carcinoma)、鱗狀
細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及黑色素瘤(Melanoma)。三種皮膚癌中以基底細
胞癌最為常見，但幸好基底細胞癌一般也是三者中長得最慢的腫瘤而且甚少擴散，
及時切除得話一般都能根治。相反黑色素瘤為三者中最罕見，但卻是最「毒」的皮
膚癌，稍微延誤診斷和治療的話，腫瘤可能會隨時擴散並奪去生命。

黑痣

黑色素瘤

亞洲人士大部分的黑色素瘤都生長在手腳上，而較少長於臉上。亞洲人若不幸在臉上長出黑色的惡性皮膚
瘤，其實大多是有色的基底細胞癌(Pigmented basal cell carcinoma)而非黑色素瘤(Melanoma)。當然，若
有疑惑，最好的做法是盡早向有經驗的醫生尋求幫助。

Q.
A.

哪一類人士屬高風險？

Q.
A.

陽光無處不在，如何才能預防皮膚癌？

假如你經常接觸陽光的紫外線（包括人工曬燈床）、較一般人容易曬傷、家族中曾有皮膚癌病史、曾經嚴重
曬傷、曾接受紫外線照射治療皮膚病或免疫系統較弱的人士，均屬於高風險類別。

在強烈陽光下直接照射15分鐘就會增加患上皮膚癌的風險，如需要長時間在戶外逗
留的人士，應使用能夠阻擋紫外線的傘子、太陽眼鏡、闊邊帽及穿著長袖寬鬆的衣
物。除了天然的陽光外，太陽燈（即人工曬燈床）所釋放的紫外線輻射，會直接損
害皮膚，所以絕對不要使用。
另外，於進行戶外活動15-30分鐘前，應先塗上可阻隔紫外線A及紫外線B的防曬液，
並謹記每兩小時及於出汗或游泳後再補塗。
總括來說，若皮膚出現異常變化都應及早找醫生治理。

劉誠醫生
註冊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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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肚痛

「
」
如果話「旅行能醫百病」，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好認同。
曾經遇過一個個因肚痛而求診個案，一名中年男士話成日胃痛、肚痛，所以我哋傾好，等佢短
期內去完日本旅行，再返嚟做身體檢查，check吓有冇生理毛病。
一個星期之後再見到呢位中年男士，佢話「好奇怪喎，我喺日本果幾日，咩痛都無喎！不過一
落機返香港，又開始唔舒服！咁需唔需要檢查？」
其實佢嘅肚痛胃痛，好大機會係嚟自香港嘅壓力。
醫學上嘅名稱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因為長期受壓力而導致腸胃功能唔好，所以好多時候去
旅行，壓力放埋一邊，肚痛自然會好返。
當然無可能次次都去日本睇醫生啦，我哋會建議長期受到「腸易激綜合症」困擾嘅患者，都係
去返家庭醫生睇睇會好啲。

問問Dr Friend
問問Dr. Friend 是一個多元化的人氣網上平台，將多位不多專科醫生的
所見所聞、熱門個案集結，與大家互動交流。
同時設立專線，讓大家遇事時，可直接用短訊咨詢醫生意見，像平日找
朋友幫忙一樣。
分享站：www.facebook.com/askdr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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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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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Living

O!

N

NO!

教你如何輕鬆面對

童
魔
o
w
T
Trouble

NO!

當孩子由2-3歲踏入自主期開始（即傳說
中的Trouble Two），便有自己的想法，
這時家長究竟該如何應對呢？若親子間
發生意見不合的情況，又該怎麼辦呢？

實戰例子：
天氣轉冷，但孩子不想穿外套出門，這時家長應以「同理心」
再一次詢問孩子的意願，理解孩子的動機，究竟為了反對而反
對？還是孩子只是單純想挑選漂亮的外套才出門？

DO

DO

「媽咪知道妳想著裙仔，
但而家出面天氣好凍，妹
妹想要加黃色外套定紅色
外套呢？」
透過提供自己認同的選擇，藉
此讓孩子認為有自己決定的權
利，以免孩子認為父母不尊重
他，而更堅持自己的選擇

DON’T

「媽咪幫你帶著，等你凍
時你同我講！」

「等陣間凍親，你就知道！」

先順從孩子，給彼此一個下台
階，家長不用堅持當下就要孩
子屈服，因為2至3歲的孩子，
均希望大人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

切記要避免跟孩子講悔氣話，
導致雙方關係僵持不下

小心扼殺硬頸小孩的領導才能
當孩子兩歲以後，就開始會有自己的思想及個性，懂得如何表達想法及爭
取做決定，因此家長經常苦惱小孩怎麼突然由天使變成惡魔。但其實每個
孩子都有與生俱來的特性，「硬頸」的孩子被認為小時候不好教，但長大
後在學校及職場，都具有領導的潛能，而堅持度低的孩子，家長說什麼都
跟著做，習慣「被動」，到進入團體生活時，反而不會表達自己想法。建
議家長應鼓勵每種特質的孩子發揮個人特點，並試著去磨練，就能有正向
的成長空間。

家長心態調節：不能再一言堂
早期幼兒教育顧問Ken Sir說：「孩子總會堅持自
己要穿哪件衣服、拿哪個東西、玩哪個玩具或要做
哪件事情，家長可以先衡量孩子的選擇是否會影響
到自身安全，再做後續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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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孩子的個性和氣質沒有絕對的好壞，即使現在
認為孩子很難教，總是考驗你的理智和心臟強度，
但父母只要反過來試著用他們的角度去同理孩子的想
法，就能理解他們內心多渴望家長的等待和耐心，孩
子只是用不一樣的方式來確定父母是否還愛自己。家長
只要讓孩子知道，無論如何你都愛著他們，親子之間
就能夠持續有討論及溝通的空間，「家長們請加油，
不要放棄！」

Ken Sir

現任Parent Club 首席顧問，曾任香
港專上教育學院早期教育文憑課程講
師及為都市日報撰寫胎教專欄，多年
來醉心研究早期教育對孩子成長的影
響，自2008年開始致力推動以「要改
變孩子，先要改變父母」為基礎的家
長課程，2009年榮獲TVB週刊選為
2009年最強幼兒教育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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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男必讀

營養師拆解「M到大晒」原因
不少女生在月經來潮的一至兩週因體內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比例失調，導致出
現情緒不穩、疲倦、乳房脹痛、嗜食或頭痛等情況，這些症狀都統稱為經前
綜合症（PMS）。今期分享一下經前綜合症的常見徵狀及預防方法，幫大家
輕鬆踢走不適。

常見的經前綜合症症狀

伍雅芬
資深營養學家
國家認證中醫藥膳製作師
食物安全管理碩士
自然療法法醫學深造文憑

28

• 變得情緒化，如憂慮、易怒、煩躁不安、情
緒起伏較大
• 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感到疲倦，甚至出現渴
睡情況
• 特別想吃一些甜的零食，如朱古力、糖果等
• 出現痛症，如腹痛、肚痛、肌肉疼痛
• 腸胃不適，如便秘、腹脹，嚴重者可能會出
現噁心的情況
• 乳房脹痛，並引致上背部位感到酸痛
• 失眠，或因其他經前綜合症的症狀影響睡眠
質素
• 出現水腫情況，特別是小腿、眼部、面頰及
手指

預防方法

6大飲食法則

1. 多做運動
如急步行、游泳等，尤其是在月經前一
星期，可舒緩症狀及消除疲勞

多進食含豐富維他命、礦物質、蛋白質及重
要脂肪酸的食物，有助促進新陳代謝，減低
身體不適的機會

2. 不要吸煙
煙中的尼古丁會使女性激素的分泌量下
降，導致月經失調

增加進食富含鉀的食物，如魚類、豆類和椰
菜花，有去水腫的作用

3. 月經前兩星期，減少飲用含咖啡因和酒
精的飲品
咖啡因和酒精會使體內的維他命B、鈣
及鐵質容易流失而感到疲倦
4. 有充足的睡眠
睡眠不足會影響情緒的起伏
5. 多參與減壓活動
如太極、冥想、散步、畫畫等，因壓力
會影響月經的正常周期，引致月經失調

多喝薑茶或以薑作主要調味有助舒緩腸胃不
適及腹脹
減少糖和鹽的攝取量可舒緩腹脹、水腫、乳
房脹痛及頭痛
戒掉含咖啡因的飲料可減輕焦慮、抑鬱等不
安的情緒
避免進食較難消化的食物，因為這些食物會
加重消化系統的負擔，加劇腸胃不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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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痛餐教學
材料
綠豆芽
豆乾

300克
2片（切絲）

調味料
鹽
醋
麻油

半茶匙
1茶匙
1湯匙

做法

豆乾伴綠豆芽（二人份量）

1. 綠豆芽摘掉頭尾端，洗淨備用；大火煮滾一鍋水，下
綠豆芽煮約1分鐘，取出，以凍水略浸泡，瀝乾水份。
2. 下調味料於綠豆芽中，拌勻，備用。
3. 中火燒熱鍋，下1茶匙油，加入豆乾略炒3分鐘，取
出與綠豆芽拌勻，即成。

材料
薏仁
冬瓜
中蝦
瘦肉
鮮冬菇
海帶
薑片
非洲小米

50克
500克
4隻
100克（洗淨，切粒）
3粒（洗淨，切粒）
100克（用水浸泡）
2塊
50克

調味料
鹽
醋
麻油

雜錦冬瓜粒湯配非洲小米（二人份量）

半茶匙
1茶匙
1湯匙

做法
1. 薏仁洗淨，預先用清水浸泡一晚。
2. 冬瓜去瓤，洗淨、切粒。
3. 中蝦洗淨、去頭、切粒。
4. 下一茶匙油以大火燒熱鑊，爆香薑片，加入海帶、
冬菇、瘦肉、中蝦及冬瓜略炒。
5. 下水及薏仁，煮滾後轉慢火，加蓋煲約20分鐘。
6. 熄火後加入非洲小米，下鹽再加蓋焗3分鐘即成。
素食建議
以80克紅扁豆及1杯甘筍粒代替瘦肉及中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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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雀磷蝦油
Puffin Krill Oil
磷蝦油
是什麽？

• 採捕自純淨南極無污染海域的細小磷蝦
• 通過專利技術Flexitech 提錬加工而成
• 富含易被人體吸收、利用的磷脂型
Omega 3、蝦青素及膽鹼
TM

磷脂型 OMEGA-3 • 容易被人體識別、吸收和利用
（不飽和脂肪酸） • 對心腦血管、神經、關節、視力及皮膚保養有顯著益處
蝦青素

• 自然界中強大的天然抗氧化劑

膽鹼

• 長期缺乏攝取膽鹼可引致肝、腎、胰腺毛病、記憶紊亂
和生長障礙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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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南極

健康首選

適用人群
抗衰老，抗皺以及消除皮膚色班
經前不適，停經女性
此產品或有助於穩定膽固醇
免疫力低下，易疲勞人士
青少年的大腦和視力發展
選用挪威Aker公司專利提煉技術
Superba2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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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環科亞太（香港）有限公司
Tel: 3622 1771

Fax: 3622 1853

Email: info@globaltech.hk

www.puffi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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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屆傑出推銷員獎（DSA）
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及市場推銷研究社主辦每年一度的「傑出推銷員獎」，今年
以「海納百川 匯聚金禧」為主題，評判團均是來自不同業界的精英。

傑出推銷員們怎樣紓緩當年參加DSA及平日「跑數」的壓力？
梁俊傑 第40屆傑出推銷員獎Top 5得主
「享受壓力、熱愛挑戰」是真正減壓之道；
「行山」正是有效之法。
儘管需在崎嶇的環境下迎難而上，但行山可
讓人遠離繁囂、享受大自然及鍛練身體；身
體亦會分泌出腦內嗎啡（安多酚），使人心
情愉快；行山後會讓人身心放鬆，便能容易
入睡，忘卻煩憂。
傑出推銷員能夠「享受壓力、熱愛挑戰」，
自然能再創高峰！

楊秋容 第42屆傑出推銷員獎Top 5得主
遇到參加比賽或者工作上既壓力，我會讓
自己有獨處的時間去思考自己可以改善或
再進步的地方；另外，我認為最佳減壓方
法就是做運動，如游泳，跑步，將壓力減
低，然後明天繼續努力。正所謂「忘記背
後，努力向前」，向著標竿直跑！

何思遠 第44屆傑出推銷員獎最佳表現大獎得主
如果因DSA或日常工作而有壓力，那麼恭喜
你，因為你正在成長。世間並沒有零壓力
的工作，別讓自己在事情做好前，被壓力
絆倒；亦不要為逃避壓力而只顧玩樂。壓
力永遠存在，承認它，並做好你應做的，
它自然就會消失。煤和鑽石的分別就是後
者能抵住高壓，最後發出閃亮的光芒。

評分標準
短文（15%）

面試成績（85%）

公司撰寫
20% 具有責任感承擔之能力

20%
20%
30%
30%

參賽者撰寫
20% 從事銷售 / 市場推廣行業之原因
20% 對從事行業之貢獻
40% 對本屆主題「與眾不同」之見解

建立客戶關係的能力
產品和市場認識
銷售技巧
有效銷售技巧

每個評分標準均有不同的比重，得分在65分或以上為合格

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有效銷售）

（一分鐘） 準備時間
（三分鐘） 被提名人介紹其在附頁III
填寫之產品或服務
（三分鐘） 接受評判提問

（兩分鐘） 被提名人隨意選擇出
一項銷售物件及銷售
對象向評判團所扮演
之銷售對象推廣產品
。銷售內容及手法需
合乎實際情況及具說
服力。例如：賣梳子
予和尚。

當中有效銷售環節十分具挑戰性，參賽者需花長時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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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小慧 第47屆傑出推銷員獎Top 5得主
銷售人員壓力的來源，部分
來自信心不足。試想想，如
果意志消沉地面對客人，誰
會買你的產品？目標不達，
壓力只會愈趨增加。
面對銷售目標限期將至，與
其浪費時間自我質疑，不如
爭取時間鑽研銷售技巧。工
多藝熟之餘，同時自信心亦
會一步步鞏固。
懷著充足信心向客户展示自
己高效的工作能力及良好的
形象，銷售業務自然事半功
倍。

鄭凱謙 第48屆傑出推銷員獎得獎者
之前參加被譽為「銷售業界
奧斯卡」的傑出推銷員獎時
的確有很大壓力，不單是源
於公司，最主要的更是對自
己的期望。
當壓力太大時我會選擇與相
機同遊，到外地散心，放下
平日生活的煩惱，透過鏡頭
去體驗異國生活。

SME Club 小檔案
什麼是SME Club?

什麼是傑出推銷員獎?

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SME Club）是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HKMA）於1966年
成立的首個專業研究社，亦是國際市
場推銷研究社（SMEI）的香港分會。
本會會員是市場推銷的專業人員或學者，目的是藉著更理想
的市場銷售，推廣更高的生活水準，也向從事市場推銷的人
員提供有效而持續的專業培訓。除了主辦講座、研討會和其
他同業聚會外，本社每年也會籌辦傑出推銷員獎，對表現卓
越的推銷員作出認可及嘉許。

傑出推銷員獎項計劃（DSA）在1968年
於香港成立，這是一項國際盛事，旨在
讓公眾對各出色的推銷人員給予嘉許。
這項計劃在1950年於美國創立，現已獲
世界推銷精英的認同，成為推銷員至高榮譽的標準。在香港，這
個計劃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HKMA）及市場推銷研究社（SME
Club）聯合主辦，每年在香港舉行。今年，傑出推銷員獎已步入
第五十年，繼續向市場推銷的精英作出嘉許。

第五十屆傑出推銷員獎
將於2018年6月15日假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如有興趣參與這項金禧
盛事的頒獎典禮，請致電2826 0527
查詢。約定你！
查詢電話：2826 0527

SME Club website

SME Club Facebook page

電郵：kavitalam@hkma.org.hk

35

圓滿舉行

春夏盛典

精彩重溫

百本健康日——春夏盛典已於4月13及14日順利舉行，活動現場設有多個
展銷攤位、免費健康檢測服務及健康講座，感謝各位支持！

專題健康講座

講者

註冊西醫
陸偉亮醫生

心臟科專科
馮子恩醫生

免費茶點招待

免費健康檢測

骨科專科
張文康醫生

腸胃肝臟科專科
施蘊知醫生

健康攤位

血紅素檢測

經絡測試
主辦：

站姿分析
協辦：

贊助機構：

AlphaHygienic

臨床腫瘤科專科
黃麗珊醫生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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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質內視鏡日間檢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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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0

課室 4

65

課室 10

70

課室 5

70

演講廳 9+10

110

演講廳及多用途室
3+4+5

200

課室 7

40

課室 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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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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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示此廣告即享折扣優惠，歡迎致電 2352 2180 查詢

費用詳情

及

SMART

贊助

主辦

幫倒忙

Living

脫髮 有因
遺傳佔9成
朋友的爸爸居於國內，不幸患上前列腺癌。因癌細胞擴散到骨，現正使用荷爾蒙抗癌藥和補骨
針以預防骨轉移併發症。最近，他的骨痛惡化了，決定專程來港打一種尚未在國內供應的新型
補骨針，希望能夠消除纏人的痛症。但是，替他處方他想要的補骨針，真能解決問題嗎？

現代人愈來愈注重自身的形象，無論男士抑或女
士，對脫髮問題都尤為敏感。對於坊間盛傳
「每日脫落的頭髮超過100條，就是屬於脫
髮」的說法，究竟是否屬實？面對脫髮，
我們可透過什麼治療方法應對？香港醫護
學會邀請了註冊西醫林民醫生，從醫學角
度為大家講解脫髮的成因與防治方法。

病人服用現在的荷爾蒙治療已有一年之多，最近癌指數PSA亦有上升趨勢。由此推測，骨痛惡
化極大可能是源於癌症惡化。而病人對上一注射補骨針是在六天前，若於短時間內使用更強的
補骨針，可能導致低血鈣症。假如按他的意願為他處方新型補骨針，恐怕只會幫倒忙！
我拒絕了他的請求後，他一臉無奈。難耐的背痛令他天天失眠，情緒崩潰。雖然不能為他注射
新型補骨針，但我可以為他轉換止痛藥並調較劑量，解決燃眉之急。同時要對症下藥，為他安
排全身掃描，重新評估病情，建議可行的治療策略。這才是真正的「幫到忙」！

每日脫髮量多少才屬正常，
一般取決於自身髮量多少
林民醫生
註冊西醫

脫髮成因
遺傳
壓力
不適當的
頭髮護理
疾病
藥物
營養不良

男性佔95%，女性佔70%
因生活、學習、工作等壓力
使用化學成份高的染髮劑，經常電髮、燙髮等
頭皮癬、紅斑狼瘡症、貧血、甲狀腺功能過高/低等
抗癌藥物
節食、採取低蛋白質、低鐵質的飲食等

防治方法
生髮水（Minoxidil）
FDA 認可
非那甾胺（Finasteride）
FDA 認可

黃麗珊 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
深信醫生除了「用腦」作醫學判斷，更要「用心」照顧病人感受。行醫
的心願，是成為病人和病人家屬信任的「盲公竹」，帶領他們順利走過
癌症旅途。
40

低能量激光LLLT治療
FDA 認可
植髮
其他

每日外塗兩次，增加頭皮血液循環，令毛囊細胞獲
得更多營養，使用時間根據患者脫髮情況改善而定
口服荷爾蒙調節藥控制脫髮（僅供男性服用），服
用過程中患者可能會出現作嘔作悶等副作用，但未
有數據顯示會致陽痿
合適的低能量激光可滲透頭皮3-5mm達至毛囊，增
加細胞繁殖，刺激頭髮生長，並改善頭皮炎症，可
家中使用
在髮量多的頭皮處，透過器械將頭髮毛囊及周圍部
分組織一併完整切取，移植到髮量少的地方
微能量激光治療、增髮纖維粉、假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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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即日可行走做運動
膝關節連接著小腿骨和大腿骨，以方便活動及行走。因長者經過長年累
月的活動和磨損，膝關節的軟骨變薄，容易導致退化性關節炎。
很多人認為進行人工關節置換手術後只要臥床休息一星期，才能夠「腳
踏實地」。不少患者寧願長期忍痛到關節完全退化後才進行手術。但醫
學科技發展先進，最新的膝關節置換手術，病人於手術後最快可於即日
落床行走，入院日數由三星期，減至少於一星期已可出院。
我們邀請到香港大學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臨床助理教授及骨科專科張文
康醫生，為我們分享最新的關節置換手術。
全膝人工關節

骨科專科醫生
張文康

半膝人工關節

關節手術 早做早著數
以往的患者因為擔心手術後的痛楚及復原時間，會等膝關節完全老化才
進行手術，但因現時的手術會利用機械臂進行，植入人工關節的精準度
提高，即使只是置換半個關節，難度亦不大。同時因無需等到完全退化
才進行手術，創傷較少，可減低痛楚同時縮短康復時間。

半膝關節置換好處
•創傷較少
•感覺更自然

•出血較少
•更快康復

•保留更多的骨頭

•保留韌帶

全膝關節存活率提高
「機械臂是我們的得力助手！」傳統手術因為要靠人手置換，植入的精準
度提高，但因機械臂可以「幫吓眼」，精準度得以大大提高，使關節可以
更耐用，超過80%的人工關節存活率更可達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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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主辦

Living

贊助

肉桂

「

點止香料咁簡單

」
肉桂粉常用於飲料或糕餅上，香味四溢又可口，原來很多醫學研究指出肉桂對糖尿病人有很
大幫助。
【第２強的抗氧化功效】
科學家在26種草本中發現肉桂的抗氧化功效排行第二。抗氧化即是降低游離基對破壞身體細
胞的科學作用。
一個研究發現糖尿病人在12週內，每天服用500mg的肉桂提取物，有明顯的抗氧化功效。
另外，肉桂能增強細胞對葡萄糖的吸收及增加胰島素的敏感度，從而降低血糖值。肉桂粉對
中央肥胖症亦有明顯效果，因為它能分解深層脂肪。
【肉桂茶食療】
材料（一天份量）：山楂
肉桂
生薑
水

15克
3克
15克
6碗

做法：水煮沸，把材料加入煮5分鐘即可

【注意事項】
肉桂有降血壓及血糖效果，服用相關藥物者請注意。另外，肉桂可能有抗凝血效果，因此服
用抗凝藥物、凝血障礙或手術前兩周請避免服用。

18
年 收 到 3 0 ,3
一
，
字
數
護
統計
最新的癌症 斷增加的趨勢。香港醫
港
本
布
公
授
不
中心
港癌症資料 有一個新症，數字亦有 學生命科學部高錦明教
香
局
理
管
大
便
醫院
及香港科技
，每17分鐘
生
案
醫
個
珊
診
麗
確
科黃
癌症
床腫瘤科專
臨
了
治療方法。
請
及
邀
防
預
學會
、
癌症的成因
為大家講解
黃麗珊醫生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
黃醫生指出，雖然癌症不能完全避免，但從日常生活中多加
注意，可減低癌細胞形成的風險，當中包括：
保持正常體重
每日進行最少30分鐘的運動
吃不同種類的蔬果、 穀類和豆類
限制飲酒（男士一天不應超過兩杯，女士不應多過一杯）
切勿吸食或嘴嚼煙草類產品
不建議食用高鹽分或鹽醃的食物
避免飲用高糖飲品和高「熱量密度」的食物
盡量少吃紅肉和加工肉類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高錦明教授
分享魚鯊烯與抗氧化的關連：

魚鯊烯與抗癌的關連
抗氧化

郭致因 Gammy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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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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魚鯊烯能清除癌變過程中產生的自由基，減慢癌變速度

排毒
• 阻止dioxins（二噁英）及相關的致癌物質從腸道吸收，
減低其致癌的機會
• 促進有害化合物排出體外

解毒
• 促進肝臟解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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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
專業認真 服務用心
機構資料
地址：香港仔田灣漁歌街5號
碧麗大廈地下、閣樓及1樓
電話：2870 0792
電郵：aberdeen@granyet.com.hk
面積：10,118平方呎
床位：100張

設施方面
以「用心照顧，細心關懷，長者開心，家人放心」
為宗旨提供優質護理服務。

院長有感：
再次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很感謝我們的管理層和前線
員工的努力。在每次的評審過程中，評審員都會給予我們不同
意見，驅使了我們不斷進步，確實是獲益良多。

評核員評價：
鈞溢（香港仔）安老院的表現比去年更見進步，在軟件及硬件
方面均能達致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員工態度良好積極，前線員
工均穿著制服、佩帶名牌及儀容整潔，對院友們態度認真、誠
懇。

• 院舍裝修豪華，環境光線充足及空
氣流通，給院友一個舒適的生活環
境
• 為保障院友食物安全，廚房管理嚴
謹，雪櫃及微波爐均有根據SQS服
務質素標準定期清潔及檢查
• 設有各種物理治療器材，讓院友可
舒展筋骨

服務方面
• 假日帶領長者到酒樓聚餐，與眾
同樂
• 制訂個人護理計劃，定期安排醫
生、物理治療師等醫護人員到訪
院舍及進行評估
• 聘用駐院註冊護士配合物理治療
師、社工及營養師等，為院友提
供全面的身心照顧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計劃為本港長者服務的評審計劃。計劃申請者需通過評核，才可獲得「優
質長者服務」的資格。營運機構得到有關資格後，可展示「優質長者服務
計劃」徽號，讓消費者得悉其服務水平獲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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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優質長者服務計劃」詳情，請瀏覽：www.healthcare.org.hk或致電

3549 8014 查詢

派發及銷售點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907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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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