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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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
-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17,000名

登記醫護人員 隨時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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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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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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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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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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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線 :

2575 5893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852) 2575 5836
：www.bamboos.com.hk

9515 9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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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工：
百本最近成功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掛牌，踏入一個新的里程碑。
和很多人一樣，雀躍之前，一定先要克服很多挑戰。克服挑戰之前，一定先要保持樂觀。
樂觀是一種工作修養：樂觀是困難中的從容，平凡中的自信，挫敗後的不屈。
不是百本一帆風順，而是我們樂觀迎接挑戰。在最艱難的時刻，再樂觀多一點，就可以越
過去。
工作無論遭遇什麼，心都要放寬一點。緊記：困難是一時的，物質是身外的，健康是無價
的。保持從容，可以幫自己度過許多難關。
沒有人要對你的成功負責，成功得要你自己憑著笑容，樂觀地去追尋。
別讓你的問題改變你的心情，要讓你的心情改變你的問題。
樂觀不用花錢，但能夠激發能量。微笑不用成本，但能夠團結力量。
失明人到親戚家作客。天黑後回家，親戚為他點了個燈籠。
盲人火冒三丈：「我是瞎的，還給我打個燈籠照路，不是嘲笑我嗎？」
「你在路上走打著燈籠，別人可以看到你，就不會把你撞倒了。」
換一個角度去看世界，自己就會容易變得樂觀。
樂觀，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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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bamboos.com.hk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

關志
志康
康

Jacky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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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各精彩
在演藝學院修讀戲劇出身的思欣自離開大台後，事業
有了更多突破。「現在工作自由度增加，也有不同的
新嘗試，工作的大方向仍然是圍繞著演藝方面的。去
年我就首度參與舞台劇公演，亦拍攝了好幾齣電影和
網絡電影，另亦有錄製歌曲等，未來都希望在這幾方
面繼續發展，畢竟自己真的很喜歡幕前工作！」。而
阿范除了拓展更多幕後工作外，近年還「撈過界」，
投資多間餐廳做老闆。「所謂民以食為天，加上餐飲
生意門檻相對較低，所以就應幾位拍檔邀請加盟入股
作新嘗試。最初開業的是一家台式飲品店，眼見生意
不俗，便開了幾間火鍋、日式料理、雞煲和西餐等餐
廳。原本以為透過明星效應能帶旺餐廳的人氣，可是
慢慢發現這並不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策略。再者，每個
合夥人都有各自的正職，把這門生意視為業餘的，日
子久了管理不善，我便逐漸退出了。現在我倒想專心
做好電影監製及娛樂公司的業務！」做生意難免會碰
釘，投資亦不時有賺有蝕，經一事，長一智，阿范不
斷總結經驗和教訓，用以往的挫敗經歷來勉勵自己，
把失敗變成寶貴的一課。阿范與思欣兩夫妻的工作生
活縱然各自各精彩，但是二人不時會互相打氣，更成
為彼此專屬的聆聽者，說說笑笑之餘，亦分擔煩惱與
哀愁，抒發過後又是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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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的華麗背後
藝人普遍予人第一印象是「身光頸靚」，令人羨慕，惟
經歷的辛酸并非行外人能真正體會到。思欣嘆道： 「提
到工作辛酸和苦樂，每行皆有。至於作為藝人，拍攝時
容易受傷或發生意外在所難免，加上長期作息不定時，
身體操勞過度，令我的頭痛情況日益嚴重。我想另一個
原因是以前經常拍攝古裝劇，女演員都要戴著那些『極
具分量』的古裝頭飾，長時間壓著頭顱不但引發頭痛，
更令頸椎承受沉重壓力，從而患上難以復原的痛症。」
原來藝人華麗風光的背後，所付出的代價卻可能是伴隨
一輩子的辛酸。然而，她深信人生最快樂之事，莫過於
為理想奮鬥，劇集播出後反應熱烈，效果令人滿意，喜
悅感早已蓋過種種辛酸，回想一切都是值得的。

提到藝人范振鋒（阿范），必然會想起經常與他拍住上的愛妻李思欣。
剛過了木婚（結婚五周年），儘管常常被傳媒及好友催促生小孩，兩夫
妻卻依然享受過著甜蜜的二人世界。思欣繼續為自己喜歡的幕前演藝工
作奮鬥，而本是DJ出身的阿范，近年涉獵多個範疇，包括開拓網上生意
以及進軍電影圈和飲食界。別以為是為了「儲奶粉錢」，其實他們倆早
已達成共識，並有著明確的目標，希望先專注事業闖一番天地。人生如
像他們般，能找到一個願意與對方共同進退，一同為追求夢想而努力的
靈魂伴侶，確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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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ue / Dreams Salon Entertainment Culture Ltd.

而阿范憶起往事，也不期然感嘆人生不如意事乃十常八
九，既然無可避免，倒不如把一切看化成「小小苦楚等
於激勵」吧！「於娛樂圈工作，藝人的知名度除了要靠
實力提升之外，運氣與際遇也非常重要。以前出席活動
或拍攝電影時，試過被傳媒大眾指指點點，又不明白為
何突然被導演刪減戲分。面對這些情況，內心固然忿忿
不平且不好受，但經過多年的磨練，我已學懂好好處理
自己的情緒，放下執著，現在什麼都『睇化』了，可謂
百毒不侵。我也是常常這樣開解及教導思欣的！」不愉
快的經歷總會過去，人生還有許多美好、如意之事，更
值得開懷、記載下來；兩位既屬同道中人，每當提起工
作的點滴都分外有共鳴，慶幸路途上並不孤單，這些年
來沿途一直有對方相伴，背後那股強大而溫柔的力量，
讓他們拍住上地熬過多個艱苦的時刻，現在可算是柳暗
花明了。
5

二人的幸福
自從阿范與思欣結婚後，兩人總是形影不離，人
前人後均恩愛非常，羨煞旁人。當被問及夫妻相
處之道的時候，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不外乎坦
誠、信任與體諒。「身邊有些朋友因一時之氣，
動輒便嚷著要分手或離婚，到最後真的分開了又
感到後悔，非常可惜。兩人相處偶爾出現磨擦實
在無可避免，但因小事便鬧起來而傷了彼此間的
感情，完全不值得！既然當初緣分把兩個不同背
景的陌生人牽在一起，到後來更能夠成為最好的
知己、伴侶和親人，這就更應懂得珍惜。所以每
當爭吵的時候，我都會提醒自己，眼前心愛的這
一位正是與我同甘共苦的人，我要好好珍惜她，
那道氣便自然會慢慢消掉。」聽到阿范這番心底
話，在旁的思欣亦默默點頭認同，更令她回想起
當初：「我們從相識、拍拖至結婚，只是經歷了
一段很短的時間，彼此之間的瞭解未算很深入，
結果婚後那年爭拗最多，畢竟大家都來自不同的
家庭，過往有著各自的生活習慣，所以那時候也
花了很長時間去磨合，互相遷就、接受及包容。
現在嘛，我知道他的底線是什麼，不要觸碰到讓
他受刺激就好了。」幸福沒有捷徑，只有經營；
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更是一門終身學習且值得鑽
研的學問呢！

6

INTERVIEW

樂善好施建築師——

施家殷

我一向認為，要做到樂善好施需要具備特定的條件，除
了慷慨捐輸外，還要盡心盡力去了解別人的需要，付出
時間與金錢卻不為收穫，這也能看出一個人的修為。正
正因為這些條件與物質無關，這些無形資產就顯得更難
能可貴。今期的嘉賓施家殷(Kyran)是一位國際級的著
名建築師，從立足建築界到全力投入慈善團體及建立慈
善基金會，為社會貢獻良多，地位舉足輕重，是新一代
才俊的好榜樣。

A： 為何你會加入九龍樂善堂？
K： 其中一個原因是我認為樂善堂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團體，

它是香港六大慈善團體之一，創立至今已有137年，多年來
積極推動社區教育及拓展兒童和青少年服務。此外，我加
入樂善堂皆因有一顆反叛的心，想與先父有所不同，好像
總是與他唱反調似的，如當年他加入了扶輪社，我則選擇
了獅子會；他當年是東華三院的總理，我就加入了保良局
擔任諮詢委員。後來，機緣巧合之下，有一位樂善堂前主
席誠邀我加入九龍樂善堂，既然先父未曾加入過這機構，
我便應邀一試。最初我並不踴躍參與活動，後來經過深入
了解，我漸漸對樂善堂產生了感情和歸屬感，亦十分認同
這個團體的運作模式與推行的政策。

A： 為何你說自己有一顆反叛的心？與父母的關係如何？
K： 我喜歡做一些與別不同的事，不喜歡活在父母庇蔭之下，

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我在一個慈父嚴母的
環境下長大，年幼時經常與母親吵架，我並非不受教，而
是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所以與父親的關係比較親密。但
回想一路走來，還是非常感激母親當年嚴厲的教導，才能
讓我活出豐盛的人生。

n Sze)

ra
施家殷 (Ky

建時地產主席，是全球
第二大建築師樓凱達環
球(Aedas)的創辦人，
曾主理多個宏偉建築項
目，包括美國世貿中心
紀念館、北京希爾頓酒
店、廈門國際旅遊客運
碼頭城市規劃、廣深港
高速鐵路基建工程，以
及阿布達比的Empire
Tower，均是凱達的出
品。五年前成為九龍樂
善堂當年總理，專注拓
展教育項目。現任九龍
樂善堂主席，帶領這個
擁有過百年歷史的慈善
機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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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ngel K：Kyran
A： 你剛上任九龍樂善堂主席，有什麼新「搞作」呢？
K： 我很喜歡音樂，今年作了一首「堂歌」，用以表達機構

的理念與核心價值，也聘請了英皇集團的團隊一起參與
製作，歌曲取名為《樂善好施》。創作靈感來自於自己
的姓氏「施」，「施」字作為動詞是解作向善的行為，
有施贈、施捨之意，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字，同
時象徵著施比受更有福。此外，我把樂善堂創
立137年以來的善業融入這首歌中，帶出整個
理念，製作成music video，希望以一個新穎
的模式讓更多人認識樂善堂。

A： 在未來日子有什麼計劃？
K： 幾年前，父親過馬路時被一輛貨車的倒後鏡撞到後腦，即

時腦死亡，與世長辭，當時一家人都非常難過。他離世前
的十多年，一直是做酒店專用大型電器生意，他尚有一個
心願未完成，就是把當年一手創立的王國掛牌上市，我希
望能完成他這個遺願。

A： 將來退休生活會怎樣過？
K： 我認為人不應為自己設下一個工作限期，即使到了退

休年齡，也同樣可以活躍於社會，所以我會一直參與
慈善團體的活動及建築行業的業務發展，實行「活到
老，做到老」！

後話：
每次與Kyran見面，他總散發著一種優越的
魅力，他的衣著打扮和談吐舉止，充分流露
出他的內涵與品味。同是唯美主義派的我與
他非常投契，從建築設計到經營生意，我們
無所不談，藉此乘機偷師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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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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實力非凡 允孚物望
敬賀

敬賀

熱烈祝賀百本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百舸爭流功在社稷
本是英雄自當上游

熱烈祝賀百本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近悅遠來 冠蓋盈門

陳青東理事長 暨
敬賀

敬賀

熱烈祝賀百本

熱烈祝賀百本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峻業興旺 利濟民生

敬賀

熱烈祝賀百本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龍騰虎蹴 再創新猷
東方護老機構 恩榮護老中心
敬賀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卓絕群倫 隆業偉碩

敬賀

4月21日
及22日

初夏祭2017
日期：2017年4月21日（五）

專題講座（需預約）
星期五

21/4
星期六

22/4

及22日（六）
及22日
（六）

19:00-21:30

「如何預防骨質疏鬆？骨
骼健康與飲食營養」
（CNE：2分，CPD：1分）**

時間：下午2時至晚上9時30分（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30分（六）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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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13:30

Pacific coffee專業咖啡師分享

「咖啡豆的故事及如何選
用咖啡豆和工具」

健康品牌特價展銷
免費血糖及血壓測試*
免費骨質密度檢查服務*
茶點招待

（即場沖泡示範和試飲）

14:30-16:00

「防治常見慢性疾病 ――
認識糖尿病及高血壓成因
與病徵」

尖沙咀場地首選

Pacific Coffee
精品咖啡及蝴蝶酥

（CNE：1.5分，CPD：0.5分）**

16:30-18:00

歡迎團體租用

護膚秘訣 ――「濕疹及雀
斑的防治與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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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E：1.5分，CPD：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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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預約

登記方法：
1. 致電

3. 網上登記

3907 0217

2. WhatsApp

福袋大放送

登記

9515 8650

換完即止
衍生
雙料開奶茶

首200名WhatsApp登記之入場人士，可獲贈

衍生孩之樂
草本鐵鈣軟糖

7月1日前租用可享優惠
AQ多功能配方
消毒水體驗裝

百本精美
繞線器

Lavera
保濕乳液

或
STRIKING
爆炸糖-可樂味

艾王沐浴露

綠緣高纖青汁飲

TUNG舌頭刷及
清潔凝膠試用裝

百本保留一切活動安排的最終決定權，包括獎品及其他有關安排。如有任何爭議，百本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主辦：

模礙醫院病房場景，拍攝場地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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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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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方便，扶手梯直達

租場服務熱線:2575 5689

贊助機構：

協辦：

支持機構：

醫護就業

醫護工作知多D
醫護支援人員及保健員屬於護理職級，
主要負責量度生命表徵、傷口護理、餵
食及壓點護理等等，有意入行的朋友可
以把握機會，了解一下業界的入行資訊。

新動向

進修及就業前景免費講座
講座內容：

日期： 2017年4月3日（一）、4月25日（二）

及5月16日（二）
時間： 晚上7時15分

- 8時15分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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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香港醫護學會代表

•政府政策與行業機遇
•介紹各醫護職位之工作範疇、薪金
及晉升階梯等
•護理實習課室參觀

2575 5408

歡迎應屆DSE畢業生或有意入行人士參加

香港於2017-18年度分別有天水圍醫院以及全港首間兒童醫院將
投入服務，加上港怡醫院的落成，病床數量於兩年間增加近7000
張，大大提升了醫護人員的需求。為了讓大家更了解醫護人員的
工作，香港醫護學會就業輔導主任葉展峯先生請來去年畢業的大
工作，香港醫護學會就業輔導主任葉展峯先生請來現正修讀護士
師姐回校分享，希望大家入行前能透徹地了解一位醫護人員的工
課程的醫護支援人員課程畢業生回校分享，希望大家入行前能透
作生涯。
徹地了解醫護人員的工作生涯。

?

為什麼會修讀醫護支援人員課程？

課程特色
校內評核，減低考生壓力
特長實習時數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訓練證書

醫院工作

保健員訓練課程
社福界/私家醫院/
安老院工作

診所助護專業證書
＋
注射技巧實務訓練
雙證書課程

免費實習場地練習
免費就業跟進

2017年4月13日（全日制）
2017年5月28日 / 7月13日
(兼讀制)

3 證書課程〔醫護支援人員（臨床病人服務）
訓練證書、 健康服務助理證書及急救證書〕

* 雙重認證資格（課程獲醫院管理局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
* 已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為資歷級別第二級課程，並已上載至資歷名冊。
（登記號碼:15/003486/L2；有效期為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
雙證書課程 （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2017年6月7日（全日制）
2017年4月13日（兼讀制）
2017年4月26日（全日制）
2017年4月27日（兼讀制）
注射技巧實務訓練
5月7日（逢星期日）
10:00 - 13:00
14:00 - 17:00（共2課）

查詢電話：2575 5891

*

社會福利署認可

特設18小時實習計劃，表現理想將有機會獲
聘為診所助護

: 9601 6833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護士，但因成績不理想而
未能夠入讀大學，所以決定由醫護支援人員做
起，累積一定的工作經驗後再報讀護士課程。
另醫護支援人員起薪已達$13000或更高，即
使未能成功考得護士資格，醫護支援人員升職
階梯亦見清晰明確，最快半年就可晉升成為二
級病人服務助理，薪金更可提升至$17000，
收入可觀。

?

Christine
醫護支援人員
(臨床病人服務)課程畢業生

修讀課程時有什麼難忘的體驗嗎？

學會課程提供充足的實習時間，理論知識配
合模擬實戰經驗，考試時自然更有信心。另
外，除了上課外，導師還向我們分享了很多
醫護人員工作的快樂與辛酸，讓我明白到從
事醫護服務不單單只是一個工作，更是一個
使命！雖然上課辛苦，但一大班同學放學後
留下來練習，大家互相鼓勵，共同進退，一
起朝著目標奮鬥。

畢業後在醫院工作如何？
合乎你的期望嗎？

?

畢業禮當天，醫管局人事部到來為我們進行
即時招聘，面試後兩星期就被安排到瑪麗醫
院工作。雖然是新入職，但每一位同事都跟
我分享了不少寶貴經驗，令我獲益良多；上
司亦給予我機會，讓我晉升為二級病人服務
助理。其後，我更成功考入了醫管局的護士
課程，實現兒時夢想！

INTERVIEW

慈善由音樂出發
本質上，音樂與慈善同出一轍，兩者均不分性別、不分年輕、不分界限。即將於2017年4月22日
呈獻的《漱玉泉遐想──王國潼、王憓慈善音樂會》正好體現了這一點，屆時來自不同界別的專
業人士將聚首為慈善傾力演出，國寶級二胡大師王國潼聯同傑出胡琴音樂家王憓、鋼琴家杜小萌
及香港眼科學會會長梁裕龍醫生為觀眾帶來一場純粹的二胡音樂演出。為善最樂，音樂會之全部
收入將不扣除成本捐贈奧比斯。

助人為本的慈善與醫學
香港眼科學會會長梁裕龍醫生是二胡初哥，為了全力支持奧比
斯而應邀擔任其中一位表演嘉賓。音樂會受惠機構奧比斯多年
以來，在治盲、防盲方面做了大量重要的工作，於世界各地為
數之不盡的人明目，亮起了無數人的心光，成績有目共睹。藉
此音樂會，梁醫生呼籲各位支持奧比斯的工作。
梁醫生認為，音樂最能感染他人，尤其是視障人士。他每天都
與視障人士接觸，衷心感受到：「病人在復原的過程中，若失
去堅持的信念，復原之路會更漫長；若是保持心光不滅，奮鬥
不懈，眼睛會復原得更快、更好，而音樂正是保持心光的重要
燃料！」視障的朋友是上佳的聽眾，他們對於音樂所表達的情
感，領會特別強。用心體會是每一個人的專利，梁醫生更幽默
地說：「無論我拉得如何，都不會影響大家眼睛的健康！」

梁裕龍醫生

渾然一體的慈善與音樂
王憓是香港二胡音樂界的典範，一直備受國際樂壇讚譽推崇，他更有「二
胡慈善音樂家」的稱號，常與各大機構攜手舉辦慈善音樂會，希望以音樂
感動他人。《漱玉泉遐想》慈善音樂會舉行在即，王憓認為感性的音樂可
帶出正能量，以音樂影響生命，這驅使他一直熱衷於推動慈善與音樂兩者
的融合。「音樂會中，我們選了盲藝人瞎子阿炳和孫文明創作的兩首傳世
名曲。兩位音樂家雖然失明，卻能創作出如此優秀的樂章，正體現了他們
的內心充滿無限的情感和正能量。他們的音樂能感動現代人，激勵他們對
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這是舉辦音樂會的最終目的。」音樂會的主題與奧
比斯秉承的理念息息相關，以二胡為慈善作出貢獻，實在意義非凡。

《漱玉泉遐想──王國潼、王憓慈善音樂會》
主辦機構：香港二胡藝術中心
日

期：2017年4月22日（星期六）

時

間：晚上八時正

地

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查詢電話：9074 5257
3761 6661

24

王憓

主辦

贊助

趕走體內「壞膽」－

菌
殺
毒
無

認識心臟健康與
植物固醇的關係 及

護心

飲食法

心臟病是本港三大殺手疾病之一，而高膽固醇是引起心臟疾病的一大元兇。膽固醇為人體必
需的一種血脂肪，負責維持細胞功能，同時也是製造各種荷爾蒙的重要成分。然而，壞膽固
醇過高容易引致心血管疾病，如血管栓塞、中風和冠心病等等。為減低患上心臟病的風險，
大家應從多方面著手降低壞膽固醇。香港醫護學會特別邀請了心臟科專科醫生劉駿良醫生及
高級註冊營養師林思為小姐，為大家解除有關心血管疾病及膽固醇超標的疑慮。

洗衣、拖地、
浸玩具

24小時抗菌

殺菌清潔濃縮液

無酒精
潔手噴霧 ∕啫喱

膽固醇過高的成因
過重或癡肥
家族性高膽固醇
不健康的生活習慣，如飲食不均衡、

空氣淨化

分解床單
尿味

空氣清潔噴霧

殺菌清潔噴霧

工作壓力大、缺乏休息和運動等

如有以下情況，應盡早檢驗膽固醇水平：
患代謝綜合症

出現心絞痛病徵

不尋常心臟功能衰退

眼、手、腳踝有黃色斑塊

有冠心病家族史或遺傳性高膽固醇歷史

殺菌、消毒、清潔一take過，毋須過水，
方便省時

劉駿良醫生

24小時抗菌，長效抗菌防霉

心臟科顧問醫生

安全無毒，小孩、孕婦、寵物均可使用

健康飲食建議
多吃

林思為小姐

高級註冊營養師

含豐富纖維素（尤其是水溶性）
食物：燕麥片、黃豆製品及蔬果
高脂魚類：鮫魚、三文魚、沙甸
魚、鯖魚及比目魚等
含植物固醇食物：果仁、植物油
及粟米等

可殺滅：手足口病病菌、金黃葡萄球菌、
H1N1流感等病毒

少吃
高飽和脂肪食物：全脂奶、全脂芝士、奶油、
牛油、雪糕及即食麵等
高反式脂肪食物：曲奇餅、炸薯條、蛋糕及
沙律醬等
高膽固醇食物：肥肉、內臟、魷魚及墨魚等
高鹽份（鈉質）食物：加工肉類、罐頭食品
及調味醬料等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Apita、UNYPIAGO、
永安百貨（彌敦道、上環分店）、全線健怡坊

R

根據TUV SGS PSB測試結果
已通過BSEN:1040及AOAC official Method 916.02抗細菌病
毒測試，有效殺滅細菌病毒如 : Salmonella, P. aeruginosa,
S. aureus, MRSA達99.99999%
Effective against
Gram-negative bacteria (P. aeruginosa), Gram-positive
bacteria (Staph. Aureus), MRSA, HFMD*, H1N1 Influenza
A*, Human Coronavirus*, Mould & Mildew

www.familoves.hk
查詢電話：2624 8882

www.facebook.com/familoves.hk

HEALTHCARE

縱火事件後感

大便銀行

早前，港鐵發生了罕有的縱火事件，多名乘客不幸被燒
傷，後來有報導指疑犯有精神病紀錄，事發時他在列車車
廂大聲說話，然後點火，最終傷及自己和他人。由於事發
當天是週末前夕，又正值下班的繁忙時間，目睹及經歷事
件的乘客眾多，車站更需要全面封閉，影響甚大。事件之
嚴重程度令全香港人高度關注，尤其關注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時的安全和危機應變之對策。另外，亦有不少人存有疑
問，到底精神障礙患者是否較容易出現暴力或縱火行為。

近期城中熱話——有機構於香港設立「大便銀行」，招
募香港人參與腸道細菌研究，以協助治療腸道感染病患
者。原來「黃金」真的可以換錢，對現代非農業社會來
說有點難以想像，但大便確實是有潛在的醫療用途。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一般理解大便為未消化掉的食物殘
餘物。其實我們消化道吸收營養的能力很強，大部分食
物營養都會被人體吸收，因此需要排泄的雜質並不多。
而大便所含的主要成分是腸道的死皮和細菌，這些細菌
具有醫學價值和市場需求。

一般人對精神障礙患者存有偏見，認為患者較其他人危
險。這些偏見均源自對精神障礙缺乏認識，或對精神疾病
有錯誤理解。事實上，大部分患者是沒有危險性的。至今
暫時沒有足夠證據顯示精神障礙患者比其他人更為暴力，
反而值得注意的是，濫用酒精或藥物會使人更容易出現暴
力行為。

細菌於上個世紀被發現時，醫生們視之為傳染病的萬惡
之源，恨不得除之而後快，但其後漸漸意識到人體內是
不能完全無菌的。有研究指出，皮膚表面和腸道內長期
定居的細菌數量比人體自身細胞還要多。人體細菌的數
量之多反映其重要性，而好的腸道細菌更是身體不可或
缺的部分。那麼，細菌到底有多重要？

乘搭列車時，假如有乘客在車廂中自言自語，或忽然大聲
講話，舞動手腳，你會保持冷靜，還是會馬上提高戒備？
假如你坐在座位上，突然有一位行為怪異、自我發笑的人
在隔鄰坐下，你會表現得若無其事，還是立即離座遠離那
人呢？假如你安坐而不作反應，或許會感到不自在，擔心
隨時受到影響；假如反應太大，又會擔心刺激那人的情
緒，出現難以估計的後果。

很多食物於進食後並不容易消化，要依靠部分腸道內的
細菌消化成可吸收的物質。如果缺少這些菌落，人們輕
則會感到腸胃氣脹、腹瀉，重則導致營養不良。另外，
不同種類的細菌在腸內會互相抑制對方的過量繁殖，相
生相剋，避免有任何一類細菌異常坐大。如果部分種類
的細菌被殺死，其他細菌如黴菌等各類微生物就有機
可乘，在原位過量繁殖，影響人體健康。由此可見，保
持腸道內的細菌平衡十分重要，良好的腸道環境更有助
降低人們患上肥胖症、糖尿病、敏感病和心血管病的機
會。
到底維持腸道中不同菌落的平衡與大便捐贈有何關係
呢？原來每個人的腸道細菌分佈各有不同，且受著多種
因素影響，例如服用抗生素、患急性腸胃炎、不良飲食
習慣、飲酒或飲用過量代糖飲品，甚至是嬰幼兒時期飲
用母乳或奶粉等因素都會影響腸道細菌的平衡。當腸道
內的菌落失衡時，可補救的方法並不多。市面上的益
生菌飲品或補充劑只含有少數種類的細菌，而且效用並
不大。當然，有部分特殊抗生素對恢復腸道內菌落平衡
有幫助，但非對人人有效。醫學界現正積極研究如何把
腸道健康人士腸內的細菌環境「移植」到腸道感染病患
者身上，希望藉此為患者提供適切的治療。雖然腸道內
存在的細菌種類的數量至今還未有定論，增加了這方面
研究的難度。然而，健康人士的大便的確有助患者腸道
細菌環境的研究，更可能有機會找出治療部分腸胃病的
有效方法，可見「大便銀行」是具有一定的醫學研究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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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當中，我們或許會在公眾場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中
遇到疑似精神障礙患者，這些人可能作出各種意想不到的
言語行為，假如在沒有影響別人的情況下，大家可以繼續
保持自己的狀態。反之，假如他們出現自傷或傷害別人的
行為，便應提高警覺，作出即時反應。「精神健康急救」
(Mental Health First Aid)是從外國引進的概念，坊間有精
神健康服務的志願機構提供相關課程，讓有興趣人士學習
精神健康的急救方法，以面對不同的突發情況，例如處理
途人企圖割脈自殺、應付乘客在巴士上醉酒大叫等情緒失
控的行為。
平日多一點了解患者，多給予他們包容和體諒，甚至有需
要時向他們表達關心和提供支援，這是對他們最大的支
持。假如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患者持有正面的態度，這有
助營造較平和的氣氛，使患者不會感到備受壓力和被威
脅，或可減少同類慘劇再度發生。

吳昊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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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宗顯
精神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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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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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對痛經的治療
及調護

CHINESE

Medicine

我們不時聽到身邊的女士訴苦，常受著經痛的困擾。很多
人認為紓緩這些生理痛楚的方法就只有服食止痛藥或熱
敷。然而，大家有否想過中醫也能幫助你遠離痛楚？
中醫稱經痛為「痛經」，女子於經期前後或來經期間會出
現小腹疼痛、暈眩或精神疲乏等徵狀，嚴重者更需卧床休
息。從中醫角度理解，形成痛經的原因主要是氣血運行不
暢，沖任失調。

醫學護膚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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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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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 Silky Oil
美肌護膚精華液-1
（莫諾伊和摩洛哥堅果─葡萄籽油）

匯涵術泰─抗菌殺毒傷口護理
配方

Soft Flavoured Oil
美肌護膚精華液-2
（橙香味─葡萄籽油）

匯涵口泰─口腔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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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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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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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各種口腔細菌，消除異味
．具強效抗抑菌作用，舒緩痱滋等口腔
不適症狀
．減少厚膩舌苔形成

雅膚─皮膚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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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頭皮痕癢
．針對頑固型頭屑、油性頭皮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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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點

中醫證型方面大致可分為「不通則痛」與「不榮則痛」。
「不通則痛」是指因氣血不通，以致氣血凝滯於子宮，
引起疼痛。導致氣血不通的因素有很多，臨床上最常見氣
滯血瘀型痛經的患者大多數是由於情緒緊張，睡眠質素
欠佳或是體內寒氣盛，令體內的氣血不能正常活動，形成
瘀血，當瘀血不能正常排出體外時便會出現痛經。其表現
為經期小腹脹痛、拒按（即疼痛部位因按壓而增痛），經
血量少或排出不暢，經色紫暗夾血塊，血塊排出則疼痛減
輕，伴胸脅乳房脹痛。「不榮則痛」中的「不榮」即氣血
不足，氣血不能正常推動，引致子宮失養而產生疼痛。其
疼痛一般出現在來經後期或月經乾淨後，小腹隱痛喜按，
月經色淡且量少，質稀，伴神疲乏力，面色蒼白等徵狀。
在治療方面，中醫會以內服中藥為主，加以針灸，輔以食
療等綜合治療方法，助患者從根本解決問題，以同時達致
治標及治本的成效。氣血不通的治療方法以活血化瘀、行
氣止痛為主，常用方劑為血腑逐瘀湯，藥量隨症加減。氣
血不足者則以溫經補血、暖宮止痛為主，常用方劑為溫經
湯加減。針刺可疏通氣血，加以艾灸溫經暖宮可大大提升
止痛作用，亦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而經前適量地飲用玫瑰
花茶也可起到活血調經，緩和痛經的作用。
預防痛經應由平日生活做起，如注重經期後的衛生，以減
少痛經發生；經期時注意保暖，避免受寒，也不可過用寒
涼或滋膩的藥物和服食生冷食物；保持心境愉快，氣機暢
達，有助經血流暢；注意休息，減少進行劇烈運動，宜作
散步等適量運動。除此之外，也不可忽視作定期檢查，先
以西醫的診斷手法排除器質性病變引起的痛經，這能更明
確地找出病因，因而對症下藥。

何昕
註冊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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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0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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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熱線：3468 7383

31

四種影響婚姻
關係的因素

新登場

酵素皂

3 1
合

家庭存在分歧和衝突是無可避免的，作為父母要緊記保持良好
婚姻關係的重要性。心理學家約翰．戈特(John Gottman)被稱
為婚姻教父，當他談及一段婚姻破裂的因素時，他介定了四種
關係問題，被視為婚姻中的「毒藥」。實際上，很多離婚律師
也有相同的看法。

膠原蛋白酵素活性滋養皂
潔面，保濕，養護肌膚
獨特「膠原蛋白及花青素」成份，
為肌膚注入養護能量、增加彈性，
令肌膚全日維持水嫩彈滑

1

2

潔面，去黑頭，去油脂粒
茶樹萃取物酵素具殺菌、消毒的功
效，能深入毛孔溶解黑頭及粉刺
適用於女性敏感部位，能消毒殺菌
除異味，帶來潔淨清爽的感覺

亮白
肌膚

用泡沫按摩潔
面至少40秒至
1分鐘

過清水

4

木瓜酵素能去除舊角質層同時潔淨
肌膚，使肌膚回復自然亮麗膚色

用平時的爽膚
水、乳液作最
後潤膚程序

無防腐劑

日本酵素之父，日本Q10之父——龟川博士30年之研究成果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尖咀梳士巴利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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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9:00 ﹣21:00 電話：3468 7383

*敏感皮膚適用

1. 批評
批評往往會以人身攻擊的方式進行，例如：「你好自私！」、
「你好窮！」或「你不負責任！」等等。這些批評往往是針對
個人性格，而不是指出個人行為（可改變的行為）。原因是，
當我們受到伴侶傷害時，使我們失去理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2. 鄙視
當伴侶持鄙視的表達態度與我們相處，會使人感到缺乏尊重，
甚至會產生厭惡的感覺。這些行為可以是非語言上，例如：眼
睛滾動、諷刺和敵對的態度。鄙視是婚姻關係中的一種「毒
藥」，因為它會破壞伴侶之間解決衝突的意欲。
3. 防禦性

潔面，亮白，去死皮

無添加

雙手濕水捽皂
至起泡10秒

3

木瓜酵素活性潔膚皂

成份天然

若要維持一段良好的婚姻關係，以下四種常見的行為需要盡量
避免：

使用方法

茶樹酵素活性潔膚皂

深層
清潔

Living

許多父母非常都專注孩子的發展，卻忽略自己與配偶的關係。
事實上，父母之間的相處對子女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因為
父母就是孩子們學習的模範。子女會通過觀察父母之間的相處
方式，從中學習與異性的相處之道，例如一些沒有明文規定，
但又間接存在的規則。因此，父母的正面關係，對於整個家庭
及孩子的幸福是至關重要的。

洗面 卸妝 深層清潔

滋潤
保濕

SMART

防禦性是一種逃避問題的行為和不負責任的表現。伴侶之間只
顧著互相指責，而不是努力試圖去解決問題，這只會變成一場
互相責備而沒有贏家的遊戲。
4. 築牆
於雙方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石牆」，對於彼此的關係是相當
具破壞性。此情況會帶出一個訊息，就是「對我而言，與你溝
通已經不再重要。」，這樣會使對方感到孤單或被遺棄，當心
連心的感覺漸漸遠去時，情感關係亦會慢慢被燃燒殆盡。
以上四種行為當中，鄙視是最可怕的「毒藥」。鄙視，證明你
已給對方作了一個判斷，並對其產生了厭惡感，同時希望藉此
突顯出自我的優越感。人與人之間相處是一門很深的學問，遇
到分歧和衝突時，緊記避免以上行為，免得令雙方關係再度惡
化。

衛菁菁
臨床心理學家
私人執業臨床心理學家，多年來熱心於幼
兒教育以及為家庭提供社區支援服務，包
括個人和婚姻輔導服務。另曾於心理健康
診所、社區中心和幼兒學校提供治療和專
業諮詢服務。

以上宣傳並沒有全面代表性，產品效果因人而異

總經銷 ∕銷售點：葵康（香港）有限公司 KWAI HONG (H.K.) LIMITED
地址：香港粉嶺安樂村業和街19號地下
服務熱線：2421 1121 / 9319 5161
電郵：stskhk11@gmail.com

www.itamac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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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老生常談的話當真不假！早前有機會
與三位傳媒朋友一同到海南島三天，感受該城市新的一面，當然最重要的
是用餐體驗。

在海南島體驗的餐廳位於海口朗廷酒店內的
「唐閣」，該餐廳是與榮獲香港米芝蓮三星
殊榮的「唐閣」同系。「唐閣」一向是我的
心水中菜餐廳之一，今次更有幸在海南島碰
上行政總廚 Alex Chow， 實在意外。Alex來
自香港，曾於米芝蓮級食府「利苑」任職多
年，為人風趣且健談。他平日喜歡逛海鮮市
場，也會將身邊細微的事物及生活點滴化作
靈感入饌。

為了在菜式上加入海南元素，午餐的飲品都
經過特別挑選，用「椰子水」來陪襯「海南
綠茶」真是別出心裁。午餐以精緻點心打頭
陣，包括「意大利黑醋鱈魚粒」、「舟山海
蜇頭」、「蜂蜜叉燒」和「海南蔬菜卷」，
說真的，全部都很好吃。我特別喜愛用黑毛
豬做的叉燒，小小的一件，面層塗上蜜糖，
肉嫩鬆軟。另外，「海南蔬菜卷」配上自家
製芝麻醬，為整頓午飯帶來一個清新的開始。

海鮮方面除了蝦以外，這家餐廳還保留了香港「唐閣」的名
物——「砵酒焗薄殼生蠔」，蠔是我心水海鮮的三甲之一，
今次更就地取材，吃新鮮的本地貨，棄用大而無當的桶蠔。
做法上，把蠔焗熟後灑上砵酒，酒會在加熱後化成糖分，脆
脆地包著生蠔，熱烘烘，非常好吃。另外，廚師為我們準備
了「清蒸野生青衣」，這道菜用上本地海魚，食材是Alex當
天早上親自在街市蒐羅的，肉質嫰滑，蒸的時間亦拿捏得剛
好。從挑選食材至菜式上枱，Alex都有參與其中，由此可感
受到Alex於食材的要求十分嚴謹，正因為這份認真且專業的
態度，我們才可以吃到既新鮮又美味的佳品。
令我眼前一亮的是「芥末藤椒澳洲小和牛」，原
味澳洲和牛粒抹上藤椒和青芥，是大膽且新穎的
配搭。牛肉自身的味道濃郁，配上花椒吊味，把
味道推至另一個層次，變得更加立體。牛肉質感
柔軟得無話可說，有入口即溶的感覺。

來到海南，也要吃一下文昌雞吧！「鮮花椒霸王文昌雞」用上走地雞，外皮薄而脆，還包含著一層
薄薄的啫喱，吃下並不會覺得膩，連一向少吃雞皮的我也忍不住試試看。
吃過海鮮跟肉，來個蔬菜解解膩！「手打雲吞浸菜苗」的湯汁鮮甜，點滴也捨不得浪費。要炮製好
喝的上湯，秘訣是用多於一種魚及食材來熬製，這道菜當然也不例外。另外，完全吸收了湯汁精華
的嫩菜，更是甜上加甜。
五穀雜糧一直被營養學家推崇為健康食材，這裡的
「肥叉炒蛋白五穀飯」用料十足，炒飯底有蛋、蝦
粒、帶子、肥叉等，吃的時候可以加入XO醬，完
全不覺得粗糙，營養搭配，爽口入味！
最後出場的點心相當有仙氣，煙霧瀰漫的「燕晶瑩」、「蘿蔔酥」和「生煎包」非常精緻，其中蘿
蔔酥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外形做得像紅蘿蔔，實際上是用蘿蔔絲做成酥餅，蘿蔔蓉很清甜，也為整
頓飯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唐閣
吃完頭盤，主菜也陸續登場，「紅蔘海馬燉花膠」湯頭鮮甜帶清香，有行氣活血的功效。然而，
大家都把亮點放在那隻海馬上，因為這海馬真的可以整隻吃掉呢！而海南蝦也相當有分量，當我
看到這道「薄煎野生對蝦扒」，起初以為是用了來自東南亞的虎蝦來製作，一問才知原來是本地
蝦，相當厚肉兼有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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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南省海口市濱海大道77號
海口朗廷酒店43樓
+86 898 6696 9777
11:30-14:30（午市）
17:30-21:30（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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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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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資料
名稱：兆善護老中心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埔道19 - 23號
三英大廈1樓全層
電話：2777 5300
面積：4,741呎
床位：46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000起（只供參考）

兆善護老中心
全心服務 讓長者居院如家
以專業及愛心為宗旨，致力提升香港的長者服務水
平，提供高質素及全面的護理服務。
設施方面：
• 每個床位亦設可趟式布簾，方便員工巡視以處理
長者所需，亦能充分保障每個院友的私隱
• 院舍傢俱設計及佈置符合安全，而且整體設施保
養良好
• 考慮到食水的水質及安全，院舍特別增設濾水
器，讓院友及家屬安心

服務方面：
• 為保持員工質素，管理層每月均會舉行員工大
會，並將員工守則、職責及工作指引張貼於壁報
板上
• 院長安排員工定時陪同院友上落樓梯，能達到物
理治療之用
• 定期進行消防演習，增強院友及員工的消防安全
意識

•學生義工到院舍探訪並送贈小禮物予院友

院長有感：

近年通過專業的評審制度，我們院舍的員工
從而得到正確安老及護理的概念，並將以往
的潛在問題改善。評審員對本院的硬件和軟
件均提出改善意見，有助本院提供高水準的
服務及設施。

評核員評價： 院舍環境十分整潔，管理層於院舍特別增設
免沖洗消毒液，員工亦很重視於護理過程中
的消毒程序，反映院舍的環境衛生及防疫
意識很強，並能確保長者健康，免受細菌感
染。除此以外，院舍亦安排員工積極參與不
同的培訓活動，有助提升服務質素。希望
院舍能繼續推行持續改善的文化，提升院舍
各項軟硬件，為長者提供一個優質的居住環
境。

•義工帶領院友進行靈康操練習

•院舍新設置還原水機，過濾食水，讓院友放
心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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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發點
1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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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bamboos.com.hk/BamboosLif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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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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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診療機構
杏澤醫療
百樂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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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美兆健管中心
香港綜合腫瘤中心
嘉賓激光矯視中心
香港視覺護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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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美肌皮膚外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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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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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營診所 ／化驗所
衡怡大廈
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
利東大廈
中環利源東街9號

6間
10間

永安集團大廈
中環德輔道中71號
海富中心
金鐘夏慤道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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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軒廣場
中環皇后大道中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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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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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海港
城海洋中心12及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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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70間

東駿苑
盈富閣
康翠臺
銀輝大廈

80間

九龍區

2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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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中心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20間

全港長者服務機構

10間
10間
15間
15間
20間

2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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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間

商廈

20間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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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間

90間

8號居
金達閣
頤樂居
怡發花園

151間

新界區

80間

41間
57間
58間
64間
116間
143間
576間

金輝行
華人行
惠豐中心
新和富大廈
景隆商業大廈
中安工業大廈
永隆私人銀行中心
中邦商業大廈
合群大廈

商戶
Dr. Kong
iDANCE
JMS Medical
Jasmine Organic
ZEnana Medical Beauty
CLP Power Hong Kong Ltd
VIC Computer (HK) Limited
Supermas Global (HK) Ltd
洗樓王
復康速遞
本草安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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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60間

光明臺
嘉隆苑
鯉景灣

蝶翠峰
錦泰苑
金馬大廈

嘉裕閣
嘉富大廈
豐景苑

金安大廈
百營中心
采頤花園

富安花園
顯徑嘉田苑
邁亞美海灣

機構及團體
善寧會
卓越之友
香港哮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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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g Dog Come Wond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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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昍逵閣
嘉洋大廈
頌月花園

Oct2015

手拖手
跑去環島協進會

Features

裕安商業大廈
灣仔駱克道385-387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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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寶慶大廈
銅鑼灣軒尼詩道427-429號

獨家派發代理

港島區
52間

3549 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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