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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志康
你的同工

沒有失敗的行業，只有失敗的企業。 
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我做不到的事。

關志康
Jacky Kwan 
百本集團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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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二零一二年DHL／南華早報香港

商業獎青年企業家獎。廣東省衛生

廳屬下廣東食品藥品職業學院客座

教授，香港大學中藥藥劑學學士課

程兼任講師。

kwanjacky

jacky@bamboos.com.hk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

各位同工：

早前應邀在香港大學MBA講了一堂課，課後分別有幾個同學私下找我，談一些事業
和工作上的難題。我坦白說，我沒有什麽靈丹妙藥，但是百本的經驗告訴我，作為
一個普通人，很難事事遂願。解決問題，「變通」很重要。

老師問學生，我燒水到一半，發現柴不夠用，怎辦？學生說去買，另一個說去借。

老師說：「倒一半水就行了。」這就是變通。

失敗的人喜歡討論為何不成事，成功的人卻喜歡討論如何才成事。會變通的人遇到
困難時，馬上應變，跳出框框，設法想出解決辦法。

沒有失敗的行業，只有失敗的企業。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我做不到的事。

百本相信，大事要堅持原則，小事要靈活變通。能夠鬥智的，不需鬥力；沒法鬥力
的，更需要智取。

工作如河流，在前進的過程中，會遇到不同的阻礙。有些是無法克服，因此，我們
只可走彎路，繞道而行。避開了一道道的障礙，最終到達了大海洋。

如果你不能飛，那就跑。如果你不能跑，就走。如果走也不行，就爬，但無論如
何，你得一直想法子變通，向前推進。

一個神父問上帝：「我祈禱的時候，可以抽煙嗎？」

上帝斷然說，不行。

不遠處，他見另一個神父邊祈禱，邊抽煙，便上前查問他。

那神父說：「我問上帝吸煙時可否祈禱，上帝說祈禱什麽時候都可以。」

窮則變，變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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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角色  不同挑戰
Charlie 近來忙於拍攝由陳德森導演執導的「一個人的武林」，再次
挑戰Madam的角色。「這套戲題材有關傳統功夫，我在戲中再次飾
演一位madam，但這次與《寒戰》不同，《寒戰》中的madam是位
公關，主要留在辦公室，但這次我屬於行動組組員，有很多不同的
動作場面，同樣充滿挑戰。」

角色演活了我
小時候看過《二十四個比利》，發現原來每個人內心深處都隱藏了
多個不同性格特質。開朗有時，沉默有時；感性有時，冷漠有時。
獨處時的自己、與親愛的人相處時的自己、投入工作時的自己，每
一個自己反映的個性也截然不同。如果每個人體內真的藏著九型人
格，你認識的自己是個怎樣的人？要認識最「原裝正版」的自己，
有時候卻需要一些誘因。讓Charlie發現自己隱藏性格的，是浪漫淒
美的《梁祝》。「記得當年接拍徐克導演執導的電影，飾演祝英台一
角，角色性格活潑樂天，投入去演，讓我發掘另一個自己。有時候
演戲，演活了不同的自己。」

幕前幕後
「執導《聖誕玫瑰》是緣分，我一直也有寫作，在 09 年時忽發奇
想，除文字外能否用影像與人交流分享，用影像去inspire別人，從
而體悟背後理念。」

成功的作品除了靠演員的努力，導演的付出更功不可沒。「當演員和
執導不同，導演像要經歷一次所有角色的背景，人物性格，但演員
可只專注於自己的角色。團隊發揮得好，靠演員互動，及演員自身
的啟發和發揮。導演同演員兩者不同，很難作比較。」

演員在鏡頭前千姿百態，八面玲瓏。出色的演員更能放下
自己，全情投入演繹角色。Charlie（楊采妮）也不例外，
由《東邪西毒》裡的孝女，到《寒戰》的madam梁紫薇，
都演得入型入格，但原來要塑造一個成功的角色人物，首
要條件是緣分。「有時作為演員比較被動，例如有沒有機會
演某個角色，取決於導演是否選中你，認為你有該角色的
某種特質，所以很多角色其實自己還想挑戰。」

堅毅「小黃花」
漂亮的臉孔配上一顆善良大愛的
心，形成Charlie獨有的氣質。

「我跟李心潔、梁詠琪及許茹芸在2007年創立『小黃花
慈善基金會』，主要推動兒童項目，因為小朋友是社會
未來的主人翁，雖然很老土，但卻是事實。」Charlie更
擔任「黎炳昭藝術發展基金」活動大使，希望透過攝影
及繪畫，啟發小朋友創意、提升他們的自信。內在美大
概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Behind the scene
鏡頭後的Charlie（仍是很漂亮），表示感嘆世界不停轉變，天災人禍
無可避免。但雖環境不改，心境卻可變，她寄語鼓勵：「時刻懷有
感恩的心，好與壞事都當成是上天賜予的『禮物』及機會，學習接
受、面對、再慢慢消化，懂得珍惜最重要。」這番話，讓我想起：
有一天，一位天使落入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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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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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風吹過的冬日，寒風颯颯，世界彷彿驀然靜止，節奏
亦變得緩慢下來，有一點蕭瑟，有一點蒼涼。可是，當
一道陽光從厚厚的雲層之間映照大地之時，那種感覺，
特別溫暖。個性樂觀、臉上永遠帶著燦爛笑容的官恩
娜，就如冬日裡的陽光，讓人喜悅、溫暖、窩心。

Art Direction/ Sara Lai
Photography/ Kim Ham @ KimHco. 
Styling/ Judy Lam
Makeup/ Krisie Wong
Hair/ Eve Chiu @ Queen’s Private i Salon
Jewelry/ Van Cleef & Arpels
Wardrobe/ (TBC)
Co-ordination/ Mandy Lee
Text/ Jamie Lou

挑戰與轉變

自2004年推出第一張唱片至今，官恩娜不經不覺已經在演藝
圈工作八年。八年，一段不短的日子，即使是尋常人，或多
或少會遇上人生風浪和轉變，更何況是充滿競爭與挑戰的演
藝圈。將這八年演藝生涯形容為坐過山車般的Ella，這些年
間歷盡不少起起跌跌。雖然，曾經置身恍如冬季的低潮，面
對過大大小小光怪陸離的傳聞，但回首過去，她直言對入行
絕不後悔。

「基本上我整個事業的歷程很豐富，有高有低、有拼搏、有
艱苦，但總括來說是很快樂的，我認為自己並沒有入錯行，
我很幸運可以加入了一個任何時候想起也不會感到後悔的行
業，一個令我的人生變得精彩豐富的行業。」

曾聽說一句很有意思的說話：「No Challenge，No Change」
人往往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挑戰，才會發現不一樣的自己。剛
剛轉投華納唱片公司的Ella，坦言喜歡轉變，因為只有改變
才能令生命添上新的火花。

「現在剛剛簽新公司，有很多新的嘗試，有很多新的機會，
有很多新的同事，有很多新的事物。我喜歡這種感覺，因為
在同一個工作環境做同一樣事太久，很容易令人躲懶下來，
令人安於現狀。現在有新的環境和衝擊，希望令我的事業更
加好。」

我的第一位

事業、家庭、愛情，我們總會為生命裡的各種元素逐一排
位，對於官恩娜來說，愛情與事業固然重要，但要數生命裡
的第一位，非家人莫屬。

「假如節日有假期的話，我會希望與外婆一起到新加坡旅
行。因為外婆是在新加坡出生的，現在她已經八十三歲了，
但仍未曾回過新加坡一趟。我知道能夠好好地看一看自己出
生的地方是她的心願，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帶她回去。其實，
這段時間，只要有空檔，我便會帶她去旅行，以後亦希望可
以多點時間陪伴她。家人對我來說是唯一最重要的人，在外
面努力打拼並不是為了自己，最後也不過是希望家人能過得
更好。」

愛像嘉年華

與男友穩定發展中的Ella，直言現在的感情生活非常愉快。

「愛情從來都是令人快樂的，即使不是每一段感情都能走到
開花結果的階段，但當中總會有令人快樂的回憶與得著。以

往的愛情經歷，令我更加懂得與其他人相處，我常覺得在這個
伴侶身上學到的，未必能夠用在同一個伴侶身上，反而是兩個
人分開之後才能領悟得到。不過，所學到的一定能用於下一段
感情，令往後的感情更美滿。無論如何，愛情都是一件令人感
到快樂的事。」

簡單而隆重

每個女生總會憧憬與摯愛牽著手踏進人生新階段，即使Ella未有
結婚打算，但心裡始終會對將來的婚姻有一份期盼與幻想。

「假如將來結婚，我希望自己的婚禮能盡量簡單一點，賓客人
數不用很多，但每一位都是我們認識的摯愛親朋；不用換上多
套晚裝，簡單地換上一套裙褂便可以了，總而言之，一個小型
而溫馨的婚禮，便是我心中理想的大日子。」

官恩娜

Ella K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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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孕婦及嬰幼兒網上購物平台】

地址: 長沙灣道883號億利工業中心10樓6B室
查詢電話: 2111-9818   

www.ubabygroup.com

*所有陪月員均持有專業陪月員證書

設有專業顧問服務 : 具多年陪月經驗的專業顧
問，於產前產後能為媽媽提供寶貴意見。

貼心一條龍服務 : 從產前準備嬰兒用品及補身
藥材，到陪同產婦到健康院及醫院覆診至照顧
產後媽媽及初生嬰兒等的一條龍服務。

結合了中西方的坐月及產後護理知識 :
引進中醫學上的食療及湯水，還加入西方護理引進中醫學上的食療及湯水，還加入西方護理
的各種元素，令服務更專業及全面。

提供專業的跟進服務 : 坐月期間作定期電話及
家訪 (在特別及合理的情況下，可安排更換陪
月員)。 

UBaby提供最優質及最貼心的陪月服務，讓初生嬰兒及產後
媽媽得到最好的照顧，在生產後可以好好坐月，盡快投入正常的生活。

悅寶貝陪月服務

現代男女都愛網購，尤其榮升家長後，
帶著或身懷寶寶出門購物更是非常不便。
UBaby 因此成為眾多父母的心水地，即
使安坐家中都可搜羅全球孕婦嬰兒用品，
更有詳細孕婦指南及定期舉辦各種講座、
工作坊及分享會等。現在就登入
www.ubabybuy.com，與全港一眾準www.ubabybuy.com，與全港一眾準
媽咪盡情享受快樂網購，輕鬆迎接新
生命的來臨!

 www.ubabybuy.com

「最好給最好」每個準媽媽在懷孕期間都會既緊張又期待，必定會把「最好的」給自己的孩子。
在迎接這個小生命之前，各位準父母都需要裝備好自己。因此，香港醫護學會特意為各位準媽媽
舉辦了一場產前免費講座，請來婦產科專科醫生及註冊物理治療師，講解產前須知及產前運動，
助她們輕輕鬆鬆迎接小生命。是次講座全場爆滿，吸引近兩百名準父母參與，為迎接小生命作好
準備。每個家庭更獲得World Family及Novartis送出每人精美禮物包一份。

學習重點

婦產科專科醫生林思穎
註冊物理治療師陳詩薇

•懷孕初期以子宮的大小，便能計算出預產
期及能辨認是否懷有雙胞胎

•頸皮的厚度能診斷出胎兒是否健康成長

•懷孕時出現的生理變化：嘔吐、乳房壓痛、
陰道分泌增加、背痛、尿頻、呼吸短促、
足踝水腫等症狀

•胎兒太大、胎兒心跳狀態不穩、胎位不正
等都是剖腹生產決定因素

•Unimom的代表介紹他們的
電動奶泵，讓媽媽在泵奶過
程感覺更舒適。

•孕婦可做適量的運動，但應避免參與一些
引致撞擊或跌倒的活動，例如：球類活動
或單車、溜冰、騎馬

•產前運動包括手腕拉筋運動、骨盤後傾運
動、伸展健動、盤底肌肉訓練、平衡運動
等

•產後6星期後可做產後運動，能有助改善
心血管功能、減輕體重、改善心情、減少
焦慮及憂鬱

•Cryolife代表講述儲存臍帶
血的重要性

•葆露絲代表介紹孕婦選用內
衣時的心得

•寶而安送出可愛小枕頭，讓
寶寶甜美入夢

•大抽獎的幸運兒獲得寶而安
送出的沐浴牀

主辨

贊助

即時網上重溫

QR code generated on http://qrcode.littleidiot.be



「為何現代母親母乳餵養問題多多？與上一代可有分別？」有位母親問我
這個問題，我相信這其實是不少人也想知道的事情。令我反思：社會人
口、家庭、經濟和人們知識水平的改變都是影響上述問題的因素。

我生長在五十年代，當時的社會比現在簡單得多。夏季的夜晚鄰居們都在
街上乘涼，女士們圍在一起談天說地；男士們則在屋內攻打四方城；青年
們會下棋；小朋友有些玩捉迷藏、跳飛機等遊戲，而女性在外餵哺母乳亦
較為常見。相反，現在則難得一見。

經濟

從經濟角度分析，自60-70年代濟起飛開始，香港已有大部分女性外出工
作，母乳餵哺的文化便開始末落，奶粉成為大多數BB唯一的食物。但同時
因為上一代缺乏對母乳的相關認知，所以當母親們就算想尋求上一代的協
助，也顯得求助無門。

社會

若從社會層面分析，在四、五十年代，大部分家庭是祖幾代同堂居住，相
互間的照應自然較多，照顧孩子的壓力就不只落在母親們身上。而且當時
女性不需要外出工作，就算是種田的人家，母親更會把BB帶在身邊。BB
哭鬧就餵母乳，晚上母親很早便會與BB一同入睡。反觀現今社會，需要
上班的母親們工作壓力大，晚上較遲入睡，BB多是自己睡或與菲傭一起
睡。BB和母親的感情需求很強，有些BB會凌晨哭叫，只需要讓他吸吮約
五分鐘母乳，BB便可安睡到天亮。現代的家庭與親戚方面的支援相對比較
從前社會少，是由於現在的社會多為小型家庭，長輩或親戚可能並不同住
或需要外出工作，因此母親們餵哺母乳時，很難給予協助。（待續）

母乳餵養的現在與從前（上）

許美蓮 
May Hui 
本地著名的資深母嬰護理顧問，
擁有澳洲護理學士學位，同時具
有英國、香港註冊護士及香港註
冊助產士資歷，提供母嬰護理服
務逾三十年。她將多年來的經驗
與心得集結成書，教導母親們如
何給予嬰兒最好的食物，並解答
一切有關母乳餵哺的問題。

迎接生命的喜悅 ──「天使之音」胎音機
小寶寶微小但非常漫長的懷孕過程中，與寶寶的互動不能忽視，研究指出聲音能穿透子宮讓寶寶聽
到。但是，準父母怎能聽到寶寶的「說話」呢？「天使之音」胎音機讓準爸媽隨時探聽胎兒的打嗝
聲、踼腿聲、心跳聲，提前感受寶寶成長的喜悅。想同親友分享這份喜悅或送給小寶寶第一份禮物，
只要利用隨機附送的外用連接線或其他錄音器材，就可以製作一份獨一無二的禮物！

安全保證：超聲波劑量小（<20mW/cm2），遠低於美國FDA的超聲波劑量安全標準，即使長時間使
用也不會對胎兒產生不良影響。臨床實驗證明，對準媽媽及胎兒安全無害。

多項國際認證：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DA 510K)  歐盟認證 (Europe’s CE mark)
國家食品藥物監督管理局 (China’s SFDA) 韓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Korea’s KFDA)
品質管理系統（ISO13485） 品質管理系統標準驗證（ISO9001:2008）

建議零售價：$480
復康優惠價：$338

銷售點：
營康薈（Live Smart）  九龍油塘高超道38號大本型228號鋪

復康力量分店：
廣華醫院活力店 九龍窩打老道25號廣華醫院地下大堂

分銷商：
百本中醫治療中心  九龍觀塘鴻圖道52號百本中心1樓

查詢熱線： +852 2967 7282

總代理：

JMS Medical

JMS Medical Co., Ltd. 

準父母與寶寶
                             溝通 最佳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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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寫到南極山頭上的企鵝擠擁的擠擁，打架的打
架，還未好好描繪在企鵝眼中那另一山頭的人——我
們。整個團隊連工作人員大概七十人，其中三十位同
樣是甄選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大使，其餘一半則是多間
跨國企業公司的代表，當中包括香港人熟悉的英國蜆
殼石油公司、能源公司、顧問公司以及不同形式企業
的社會責任部門管理層等。整個組合能讓參與者更有
效地得到各地學界、環保團體及有關行業最為關注的
氣候變化或最受氣候變化影響行業的第一手資訊。

聰明的讀者早已聯想到一大「棚」人擅闖企鵝家園，
絕對談不上甚麼環保使命。根據碳排放量的公式計
算，若每人由自己國家出發，飛往阿根廷最南部港口
城市烏斯懷亞，平均每人的碳排放量就已達一噸。而
這個數字尚且未將前往南極的船程及回程計算在內。
為方便大家理解，簡單來說，我們全體人員去一趟南
極就相等於一個普通家庭十年的能源消耗。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去？一到埗羅伯特博士便問我
們：「你們為甚麼要來？難道要為世界製造更多碳排
放問題？」而能通過考核的答案是：我們除了要作出
碳補償外，還要有信心成為解決碳排放問題方案的一
部份。雖說得輕鬆，但做起來卻特別漫長。出發南極
前，我們逗留烏斯懷亞的三天中，大家除了有機會熱
身、相互認識外，更重要是為即將展開的十天南極旅
程作好準備。雖然早有計劃書和做足資料蒐集工作，
但沒有甚麼比得上野外求生訓練這樣一種人際催化
劑，瞬間將人與人間的稜角整合起來，令「去南極」
這件事變得立體。在交流過程中，大家對最初訂下要
完成的任務目標更加清晰，就是要讓更多人從我們的
經歷中獲得氣候變化這一議題的訊息，並由此引發思
考，想想如何於這一趟大自然的短聚中吸收最佳的養
份帶回自己的所屬地或企業。然而即便如此，離半個
南極通仍有一段路要走。（待續）

發場南極夢 充充電(三)

高穎堯 
Candy Ko  

「2041」國際環保組織南極青
年大使，2013年度香港區唯一代
表。鍾情南極，更愛香港，致力
向企業、學校、非牟利組織以至
社區團體宣揚環保和綠色生活
的訊息。相信「食少餐肉，搭少
程車」可以減碳幫地球。計劃專
頁：www.facebook.com/Drea-
mAntarctica

一眾來自世界各地的南極青年大
使於「海神號」前合照。出發！

上船前往南極的港口——烏斯懷亞

Kiehl’s全力支持香港代表是次南極考察。

●

香港九龍彌敦道574-576號和富商業大廈3樓
地點: 旺角培訓中心

登記電話 :  8106  6730

費
用
全
免 

名
額
有
限

[

[

香薰油是一種天然草本精油。不同種類的香薰油，各有獨
特之處，可以幫助您紓緩身、心、靈方面的問題。

一套正確的按摩手法能令長者感到身心舒泰。因此，認識
長者按摩的技巧及知識、宜忌、掌握長者扶抱技巧等，十
分重要。

都市人生活緊張，作息失衡，常感疲勞及腰酸背痛。為了
減輕身體不適，除了生活模式及飲食習慣，正確的按摩技
巧亦是一種治療方法。再配合不同功能的香薰油，能提升
舒適感，有助紓緩各種痛症。

10月28日晚上7時 -- 8時半長者按摩知多D

香薰按摩鬆一鬆 10月9日晚上7時 -- 8時半

調配香薰好處多 10月8日晚上7時 -- 8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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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彩虹有七種顏色，每一種顏色都有其獨特的美麗，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應該是每一個獨立個體都能夠綻放美麗
的大舞台。同一天空下，享受同等的陽光，空氣和雨露，享有相同的關懷和溫暖笑臉。而這樣一個社會的形成，需

要有心人一點一滴的努力，消除誤解，溶化偏見、冷漠和隔閡。著名歌手李樂詩（Joyce）就是這樣一位有心人。她聯同
大使楊小芳（小芳），成為本年「傷健共融日」的復康之星，共同分享對生命的熱情和感悟。

有人說，上帝在你面前關上一扇門，定必為你打開另一扇窗。但如果，這扇窗蒙塵日久，連你自己都無從發現呢？也許，
你會消極認為這扇窗外的風景，也不外如是。不僅是平凡如你我，面對人生中的起落會有如此的迷茫，作為這個社會的一
份子，那些經歷過生命創痛的人們，更會因著過往的創痛而越發脆弱迷失。

雖然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願意對傷殘人士給予更多的尊重，但對「傷健共融」這個共同理念仍存有疑慮。這正正是激發
Joyce和小芳決定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為他們營造更友善環境的原因。

自小失去雙臂，但永遠充滿正能量的
復康大使小芳說：「曾有使用輪椅輔
助出入的傷殘人士，因輪椅無意中碰
觸到身邊的行人而遭受冷眼。難過和
自卑的心態迫使他從此躲在家中，拒
絕外出，避免在心靈上遭受二次的傷
害。」令人難過的事實是，往往不是
他們存有負面心理，而是曾經邁出的
那一步，得不到社會的友好回應和鼓
勵。「『傷健共融』這個主題很好，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傷殘人士『站出
來』，如有更多機構能像復康力量和
百本一樣身體力行支持這類活動，定
能讓社會變得更和諧。」

「身為母親，我會帶同兒子一
起，言傳身教讓兒子明白，世
界因有差異才顯得美麗，我們
都要支持殘疾人士。」

make up by/ photo by / Jackson Ngmake-up by / photo by / Jackson Ng

復康之星小檔案:復康大使小檔案:

     小芳

    JOYCE

如

——復康大使李樂詩、楊小芳——復康大使李樂詩、楊小芳

一年一度由香港復康力量主辦，百本全力支持的「復康力量傷健共融日2013」即將舉行，詳情如下：

地點：

日期＆時間：

Text / Mavis Kong     Photo / Lemon Lam     Design / Lemon Lam

當日參加的所有殘疾人士，
均有機會獲贈福袋一個（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所有善款將用作發展復康力量之培訓計劃及購買最新技術的「站立式輪椅」

維多利亞公園中央大草坪
26-10-2013 Sat（星期六） 2pm-9pm
27-10-2013 Sun（星期日）10am-5pm

，歡迎任何人士參加免費入場

福

Professional Partners 專業伙伴 Supporting Organaisations 全力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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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挺着大肚腩的中年男子前來求診，說他上星期在戲院看畢
一齣電影後大腿出現麻痹及刺痛的情況。這位男子除了患有糖尿病
外，身體機能尚算良好。檢查時，只發現右邊大腿前外側的皮膚感
覺麻木，輕撫時會出現刺痛，除此之外並沒有出現下肢乏力的情
況。從檢查床坐起來的時候，我發現他的大肚腩覆蓋著大腿上方，
而他穿的牛仔褲褲頭非常緊迫，還有一條很粗的皮帶，上面帶有腰
包及手提電話。其實這位病人患上的是麻痛性股痛（Meralgia Par-
esthetica），當改穿鬆身褲及多做運動減掉肚腩後，麻痹的情況自然
會在數星期後消失。

麻痛性股痛是「股外側皮神經線」在腹部進入大腿前外側的地方
（大約在腰帶經過的位置）時受到擠壓而造成的麻痹痛症。這條神
經線是由第二及第三腰神經匯集而成，負責傳導大腿皮膚的感覺，
所以當受到壓力而形成病變後會令知覺異常，間中還會出現像火燒
一樣的痛楚。

大部分出現這痛症的病人均有以下不同特徵：大肚腩、懷孕、褲頭
過緊、腰部繫上放置工具的腰帶；常見患者包括建築工人、警察、
消防員等，而糖尿病病人比正常人患上此症的機會更高出五十倍。

一般麻痛性股痛可從問診及臨床檢查推斷得知，不過醫生也要詳細
檢查病人的身體是否有其他疾病導致類似的病徵出現，如腰椎問
題、腫瘤或神經線病變。

治療方面，只要避免擠壓神經線，如改穿鬆身褲、減肥等，一般痛
症情況在數星期內便得以改善。若情況仍然持續，患者可考慮局部
注射止痛藥及類固醇，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需要施手術解除擠壓
神經線的地方。

大肚腩 緊身褲 
引起的麻痛

王嘉暉醫生 
Dr. Richard Wong
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及後在
醫管局工作超過十年，現為私人
執業骨科專科醫生。喜愛用深
入淺出方式在各媒體講解醫學
問題。在大學時開始接觸及愛上
健身運動，並在08年獲得美國
NASM健身教練資格。曾為香港
國際七人欖球賽以及東亞運動
會作駐場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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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再有幼稚園及小學爆發手足口病，一種由腸道病毒引起的兒
童傳染病，又名發疹性水皰性口腔炎。手足口病（Hand Foot Mouth   
（HFM）Disease）（包括疱疹性咽峽炎／herpangina)是一種常見於
嬰孩及小童的病毒性傳染病，通常由腸病毒（enteroviruses）如柯
薩奇病毒（coxsackie virus A）及腸病毒71型所引起，而其中的甲類
柯薩奇腸病毒感染受到特別關注，是由於它有較大機會出現嚴重的
併發症，甚至死亡。而腸病毒71（EV71）型是一種單鏈的核糖核酸
病毒（RNA virus），也是引致手足口病的病原體之一。別以為腸病
毒只會侵襲幼兒，造成發燒、口腔及手足潰瘍、出疹等病徵，其實
手足口病已向成人埋手，伺機殺個措手不及。

手、足和口腔粘膜皰疹和其破潰後形成潰瘍為手足口病的主要臨床
症狀。引發手足口病的腸道病毒有20多種（型），其中以柯薩奇病毒
A16型（Cox A16）和腸道病毒71型（EV71）最為常見。腸病毒71
型引致的手足口病備受關注，是因為它多發生於5歲以下兒童，可引
起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皰疹，少數患兒會出現心肌炎、肺水腫、
無菌性腦膜炎等併發症；重症患兒如果病情發展快甚至會死亡，因
為它能夠引致更嚴重的併發症（如病毒性腦膜炎、腦炎、類小兒痲痺
癱瘓）。手足口病的高峰期一般由初夏至秋季，亦會於冬季出現小高
峰。

手足口病是全球性傳染病，世界大部分地區均有此病流行的報
導。1957年紐西蘭首次報導該病，1958年分離出柯薩奇病毒，1959
年提出以手足口病命名。早期發現的手足口病的病原體主要為Cox 
A16型，1969年EV71在美國被首次確認。此後EV71感染與Cox A16
感染交替出現，成為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體。（待續）

手足口病（上）手足口病（上）

潘偉剛 
Poon Sir 
八十年代畢業於瑪麗醫院後留學
北美，並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和醫療行政博士學位，非典型肺
炎（SARS）疫潮後曾被借調至
新成立的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擅長專業領域有急症災難救援、
醫療行政素質管理及感染控制
預防。曾獲頒英國第36屆感染
控制年會的最佳自由文稿發表
大獎。曾任醫院護理總監一職多
年，現任私家醫院護理顧問，亦
是香港醫護學會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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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視力小偷 —— 青光眼

10.10世界視覺日
身體力行齊支持

較早前「小斌斌被挖雙目導致失明」的新聞轟動各界，一個11歲的小
童頓時失去了視力，各界對此事都感到惋惜。對失明人士來說，那種
傍惶及無助，不足為外人道。看着這孩子受苦，心中只有無奈和絲絲
的戚戚然！如今，我們有機會幫助失明人士，在今年10月10日的「世
界視覺日」，讓我們一同買走黑暗！

「世界視覺日」是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防盲組織（IAPB），
以及超過100間國際志願團體、非政府機構及民間醫療組織發起的，奧
比斯是其中的活躍份子，並將每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四定為「世界視
覺日」，主要提醒大眾要愛惜視力，正視每人都有看得見的權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統計數字

青光眼的致盲率已位居第二，僅次於全球頭號致盲殺手白內障，由於
某些地區醫療設備落後，而且對預防眼疾的意識較薄弱，令大部分患
者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間。

據香港眼科專科醫生袁淑賢醫生指出，青光眼是香港頭號致盲殺手，
佔失明率的23%，由於青光眼的病徵不明顯，很多患者在早期難以察
覺病徵，以致未能把握診治的黃金機會。儘管現今的醫學技術未能令
青光眼患者痊癒，但只要定時檢查及接受合適的治療，患者仍能保存
部分視力。

為了幫助及紓緩視障人士的困境，奧比斯藉著今年10月10日「世界視
覺日」推出一系列黑色字款襟章，只要捐出$100或以上可獲「買走黑
暗」襟章一枚，捐款港幣$1,000或以上更可獲得全套奧比斯限量版紀
念襟章，希望大家在十月份配戴此襟章，用行動表態關懷全球失明及
視障人士，並正視全球失明問題，藉此為視障人士送暖光明及紀念
大家為「世界視覺日」的救盲行動所作出的努力。

立即捐款： orbis.org/wsd 
查詢詳情： 2595 0263

視力受損的人

2.85億

全球失明人士

約3,900萬

失明兒童

140萬

如想支持及了解奧比斯「世界視覺日」，
可透過以下方法了解

齊來買走黑暗
「買走黑暗」紀念襟章全套

激光矯視手術
可矯正近視、遠視及散光。整個手術
過程雙眼只須約20分鐘，無須使用
手術刀，而且並不會感到痛楚。

Edith
註冊護士

  經由朋友介紹，選擇了嘉賓激光矯視中
心進行手術。很開心可以於一日內完成驗
眼及手術，十分方便。手術後復元很快，
生活真的方便了不少。中心的環境十分整
潔舒適，而且儀器亦很先進。手術室設備
跟醫院差不多，而且醫護人員很細心，講
解亦十分清楚，令人感覺很舒服。手術後
還可以24小時隨時致電查詢，這種貼身服
務，令我很有信心在此接受手術。

手術室空氣質素合乎國際標準

中心設有符合國際級標準的正氣壓
手術室。地板和天花為無縫無孔設
計，備有水平式層流系統（Laminar
flow）及高效率空氣過濾器（Hepa 
filter）。中心會定期進行空氣細菌培
殖，以確保手術室空氣質素合乎國
際標準。

激光矯視知多啲...

1千多度近視適合做嗎？
能否完全矯正度數，要視乎你的眼角膜厚薄。如眼角
膜較厚，可以清除較深的近視。建議先致電預約進行
15分鐘的免費角膜厚度驗查。如因角膜太薄、度數
太深不能接受INTRALASE「無刀激光矯視手術」人
士，可以考慮進行「植入式隱形眼鏡手術」(ICL)。
進行免費角膜厚度驗查時可同時進行免費植入式隱形
眼鏡手術評估。

無刀刀刀

星期二、五  晚上 6:30-8:00 
或星期六  下午 2:30-4:00 

免費激光矯視講座及矯視前評估

查詢及留座   2388 8829   
網上預約　　 www.championlasik.com 

九龍彌敦道238號12樓1206-1211室（港鐵佐敦站E出口）

*醫護人員優惠及百本讀者矯視前評估專享優惠，
詳情請參閱本中心網站“最新優惠及消息”(需於致電登記時聲明)

Q:
A:

“

”
⋯想問更多，可致電查詢、登入中心網站討論區或參加中心 
  的免費激光矯視講座



3. 減少使用化學品（如噴髮劑、髮泥等）

這些化學品往往會對頭髮及頭皮造成一定損害，長期使用可能
會影響頭髮健康，應盡量減少使用。

中醫學的角度，烏黑頭髮反映人體的肝腎是否健康、精血是否
充足。以上資料只供參考，如有疑問，請諮詢註冊中醫師為
宜。

相信大家時常都會聽到，要有烏黑亮麗的頭髮，必須保養肝
腎。究竟肝腎與頭髮有何關係？怎樣去保養肝腎達至烏髮的效
果？

中醫對頭髮的認識

中醫經典《黃帝內經》曰：「肝藏血」、「腎藏精」。又有「腎其
華在髮」、「髮為血之餘，血盛則髮潤，血虧則髮枯」之說。
中醫認為頭髮的生長、脫落、潤澤、枯槁，主要與兩方面有
關：一是肝腎足不足，二是氣血是否虛弱。白頭髮過多往往與
肝腎不足，氣血虧虛有關。中醫認為頭髮的營養主要來源於精
血，故年少血氣充盛、腎精充足時，頭髮茂密色黑而有光澤；
年老肝血不足，腎精虧虛，頭髮則變為蒼白，易於脫落。因
此，人體的肝腎如果保養得宜、精血充足，頭髮自然會烏黑。

如何保養肝腎

中醫養肝腎的方法很多，較常用的有中藥（內服或外用）、針
灸、按摩等。此外亦可透過食療的方法保養肝腎，達到烏髮的
效果。現簡介兩款烏髮食療以作參考：

芝麻糊；功能包括補血、烏髮、養顏、強骨、潤膚。用料有黑
芝麻、粘米粉各4両。製法則利用黑芝麻、首烏磨粉與粘米粉等
量同煮糊，紅糖調味。

烏精雞蛋茶；功能包括補肝腎、益精血、滋陰壯陽；治血虛便
秘、白髮、脫髮。用料包括製首烏、製黃精各一両、雞蛋兩
隻。製法是上兩藥連同四碗水，慢火煮成兩碗，雞蛋煮熟剝
殼，與藥同煮至一碗半分量。

護髮小常識

預防勝於治療，要有烏黑亮麗的頭髮，日常生活亦有不少需注
意的地方：

1. 洗髮次數應適中

有人以為洗髮次數越多，頭髮越乾淨健康。其實洗髮過多反而
對頭髮造成傷害，因為洗髮過勤會把頭皮脂腺分泌的油脂洗
掉，使頭皮和頭髮失去天然的保護膜。一般來說，頭皮油脂分
泌旺盛的人，建議每週洗5-7次，皮膚乾燥的人則以每週3-4次
為宜。

2. 梳頭力度不可過大

梳頭的次數不宜過多，力度亦不可太猛。頭髮梳刷過多或用力
過大，特別是使用硬毛的梳子時，往往會令頭髮開叉並傷及頭
皮。

黑 髮 與 保 養 肝 腎

劉    煒 
註冊中醫師 

．仁濟醫院暨香港浸會大學中醫
診所及臨床教研中心
 （下葵涌）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
中醫師

．香港大學中醫學（針灸）碩士

．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

桑椹

頭部穴位

若有關於仁濟醫院中醫服務查詢，請瀏覽仁濟醫院網頁
www.yanchai.org.hk內中醫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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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近期進行了一項扶貧研究；適逢社聯早前亦公佈了最新
貧窮數據。我與社聯的蔡海偉先生同為扶貧委員會成員，一樣
關心貧窮問題，在此不如討論一下兩個研究的成果。工聯會研
究中有以「貧窮線」量度貧窮，以住戶入息中位數的50%劃
線。2012年的貧窮人口約有149萬，貧窮率為22.4%；而社聯
的數字約為116萬，貧窮率則為17.1%。驟眼看去，兩個數字
有差，究竟誰才符合現實？我們與社聯數字上的差異，主要由
於劃定貧窮線時，社聯是計算全港住戶的收入，而我們則只計
算「有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即住戶中最少一人有工作）收
入。理由是以「收入」計算貧窮線的方法是預設收入可反映住
戶參與社會一般生活及活動所需的能力，若把沒有從事經濟活
動的住戶也計算在內，會低估有關能力需求。以2011年的數據
為例，按社聯計法，3人家庭的貧窮線是$10,750，而工聯會的
貧窮線是$11,250，簡言之是對「貧窮」量度更為嚴格，更多人
會被納入貧窮人口。兩種計算方法很難說誰對誰錯，或者應說
民間組織資源有限，兩種方法都不夠好，因此才應由政府設立
官方貧窮線，以更嚴謹的方法量度貧窮情況。

我們與社聯數字雖有出入，但對於貧窮趨勢的判斷則相若，就
是近年貧窮率沒有甚麼變動，相比起10年前甚至輕微下跌。這
樣的數據對於我們關注貧窮的組織而言似乎是自打嘴巴。但大
家細想一下，沒有變化，真的是值得欣慰的事？回顧過去10
年香港的經濟表現，在2001年至2012年間，本地生產總值上
升54.6％。餅做大了，但貧窮的人繼續貧窮，所謂的「滴漏效
應」不攻自破。

只簡單地做大個餅並不足夠，問題是如何分配這個餅。先不說
「再分配」的社會福利政策，我們今天談「首次分配」。根據
我們的研究，2011年實施最低工資後，貧窮情況有所改善。
除了在職貧窮率有所下跌；收入十等分組別中，最低收入組別
的收入升幅大增。可見，最低工資的確在「首次分配」層面，
有助扶貧。但誠如社聯所言，現時最低工資兩年一檢，扶貧效
果未能持續，另外工資水平的釐訂也未採用「生活工資」的概
念，可能忽略基層勞工的實際生活負擔。

作為一個工會組織，勞工始終是我們最關心的一群。在職貧窮
仍然嚴峻，這一點我們與社聯的看法一致。然而，社聯指出在
職貧窮住戶中，有8成住戶家中最少有一人從事全職工作，故此
工時不足，不是致貧主因。那麼鼓勵就業是否不應作為扶貧政
策重點？這點值得商榷。首先，現時很多家庭都是雙職家庭，
只以一人工作為標準，會否與現實不符？另外，我們研究貧窮
住戶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發現數字由2001年的34.9%，下降至

為誰扶貧？與社聯討論貧窮情況為誰扶貧？與社聯討論貧窮情況

林淑儀 
Lam Shuk Yee
香港工聯會會長。自1968年
參加工會義務工作，致力改善
僱員權益和制訂本港的勞工政
策。現職為香港工會聯合會會
長，及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
工會副主席。林淑儀女士自第
八屆（1993年）起至今獲委
任為全國政協委員，現任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
會、關愛基金督導委員會及社
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之委員；於
2003年及2010年，分別獲特區
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和銀紫荊
星章。

林淑儀女士關心婦女事務，積
極關注婦女勞工問題，為其發
聲，曾擔任工聯會婦女事務委
員會主任，及中華全國婦女聯
合會（全國婦聯）代表，推動
婦女福利工作等事務。

特約銷售點﹕

甜     維     康

Hotline: (852) 2388-2921   E-mail: info@stevianna.com             SteviannaNZ

新西蘭甜維康天然健康糖
邊度可以享受天然健康糖的甜味？
記得口黎美食博覽 (3D-A10) 攤位，
親身感受用天然健康糖造口既美味甜品口拉！！

香港美食博覽:
日期: 8月15-19日 (星期四至一)
時間: 10:00 am ‒ 10:00 pm (星期一除外)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攤位編號：3D-A10）

2012年的29.2%，雖然下跌由人口老化影響，但亦不能否定
貧窮人口的勞動參與不足。鼓勵基層積極脫貧，相信不會有人
反對。我們曾與一些貧窮住戶進行家訪，他們大多認為有工做
比無工做好，但為何貧窮住戶的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工聯會
制定了一套「就業為本、積極扶貧」的政策建議，予以政府參
考。篇幅有限，有關建議留待日後再與各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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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夢想」是每一個人寫過的題目，你還記得內容
嗎？有多少人實踐了兒時的夢想呢？今期訪問了香港
瑪麗醫院急症科副顧問醫生鍾浩然醫生，分享他的醫
生偵探夢外，還有他成為飛行醫官的趣事。

福爾摩斯是英國著名小說家柯南道爾筆下的出色偵探。他對於每宗案件都
會尋根問底，直至謎團被解開。作為急症室醫生，需要在最短的時間找出
患者的病因，才能對症下藥。雖然工作崗位與福爾摩斯大相徑庭，但性質
有異工同曲之妙。兩者要尋找蛛絲馬跡，找出破綻，務求將原兇抽出來。
要成為出類拔萃的福爾摩斯，除了有學識、經驗和洞察力外，關鍵是決心
和勇氣。要成為一位偵探不是難事，但要成為一位鶴立雞群的偵探取決於
態度。鍾醫生以《急症室的福爾摩斯》為標題，除了給讀者了解急症專科
的工作和醫護人員的職責，更希望透過過往的經驗來鼓勵同儕，要成為出
色的「偵探」，要有探究的精神，而當中的決心和勇氣更不可或缺。

福爾摩斯能每一次成功破案，除了靠他機
智勇謀外，他的助手華生更功不可沒。就
如在急症室中的護士。由於到急症室求
診的人數眾多，在急症室的護士會根據
經驗將幾百名病者分類，將最危急的病
人篩選出來，並會協助急症室醫生進行
治療。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追逐   夢想實踐 ‧ ‧

我與福爾摩斯

華生與我

「救急扶危是我的夢想，能實現這個夢，擔當醫生是我不二之選。」鍾浩
然醫生續說：「雖然自幼家中環境一般，但憑著個人的努力考進了香港大
學醫學院。」在畢業的那一年，鍾醫生選擇了瑪麗醫院急症室作為實習的
地方。並在隨後的一年成為瑪麗醫院急症室的醫生。  

「前途好、高收入、穩定工時和舒服工作不是考慮的重點，最重要是能實
踐我的夢想——救急扶危，所以選擇了最前線的急症室作為工作崗位。」
除了16年的急症室專科經驗，鍾醫生在2003年加入飛行服務隊成為隨行醫
官，不但能滿足其愛冒險精神，更能遨遊天際和穿上帥氣的紀律性制服。

現在飛行服務隊的隨行醫護人士包括31名醫生和27名護士，全部醫護人員
都是義務參與，並利用工餘的時間進行飛行救援。「在過去10年的飛行拯
救服務，最難忘的一件事發生在2006年的夏天。有一名醉酒的男子途經西
貢深涌村不小心跌落溪澗，當我們抵達現場時，該名男子在水中已浸了幾
小時，而且沒了心跳和脈搏。在沒有藥物的情況下，憑藉多年的經驗，我
們成功搶救該名男子，令他恢復心跳及脈搏。在正常情況下，腦部缺氧超
過4分鐘，腦細胞已經壞死。在沒有醫療設備的情況下，能成功搶救到該
名男子，實在令人鼓舞！」鍾醫生憶述。

Interview  / Suki
Photos  /  Lemon

Design  /  David

書名：急症室的福爾摩斯
作者：鍾浩然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鍾浩然醫生

智勇雙全‧急症室偵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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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在內地的中醫治療首選

位於深圳市的德仁中醫會館以中醫藥服務為導向，著
重於中醫看診、理療、食療、保健、養生、美容等中
醫傳統業務。服務主要分為全方位的中醫專家服務團
隊、中醫協力廠商服務團隊、香港名中醫工作室、客
家名中醫工作室及蕭勁夫名中醫工作室，糅合不同醫
術，切合各人不同需要，為身在內地的港人提供最安
全及貼心的中醫服務。其中由蕭勁夫教授開辦的「蕭
勁夫名中醫工作室」，更是會館的主要亮點。蕭教
授於1963年畢業於廣州中醫學院醫療系，更在
2007年獲得全國首屆「中醫骨傷名師」稱號，
擅長對骨折與關節損傷、軟組織損傷及骨病的
治療，不少港人經常上訪就醫。

——國內首家中醫會館——國內首家中醫會館

會館設施

包括床位、藥房、煎藥
室、候診廳、鯉魚觀賞
池、針灸室、中醫康復
室、食療體驗室、美容
室、中醫特色藥蒸房等
設施。

德仁德仁

德仁中醫會館

中 醫 會 館

地址：深圳市南山區後海大道1094-4廣物花園商鋪（工業七路東南側） 
電話：（86）0755-26829588  （86）18929355361 / 18925201861（諮詢）

日行一善小廣場
德仁中醫會館創立之始，宣導日行一善，培
養德仁素養。謹守中醫傳統之美德，四季順
時養生，力求天人合一。為此，特別在館外
設立日行一善小廣場。徵集名老中醫關於四
季順時養生的驗方、茶方，以日行一善理念
貫穿於全體同仁工作的每一個細節中。

每天晚上7:30 - 8:30免費供應四季順時養
生茶，宣傳中醫順時養生的治未病思想；
不定期舉辦小型中醫沙龍，為街坊鄰里提
供免費的中醫體質辨識服務；
組織社會各界愛心人士，開展小型的公益
慈善活動。

1.

2.

3.

健康為大百姓當無病，

仁愛至上名醫圖濟世

健康為大百姓當無病，

仁愛至上名醫圖濟世
創新不一定會成功，但一成不變便注定失敗，尤其於醫療管理中，大膽創
新的意念不但為機構帶來發展，最終得益的也是求醫者。敢想敢做，打造

嶄新中醫服務概念的佼佼者——德仁中醫會館。

港人最愛中醫養生

中醫辨證論治，不但能治標治本，更能防病養生。但中醫診症
療程所需時間較長，而且要找一位能「夾」自己的中醫，少不
免要碰碰運氣。德仁中醫會館明白求診者的急切需要，因此除
了設立不同類型的專業中醫團隊，讓求診者有更多選擇外，更
設有「至信大藥房」，提供一站式診斷、配藥及煎藥服務，以
滿足客人追求完美品質和便捷的要求。藥房設備現代化，與香
港本地的大型藥房管理無異，讓港人身在內地也能享用優質中
醫服務。

將客家文化融入中醫管理

客家文化源遠流長，除著名的飲食、工藝及戲劇外，由於客家
人遍佈全國各地，客家文化孕育出的中醫專家匯集了各地文化
及行醫經驗所得，擁有許多的客家人村居的實用驗方，偏重於
傳統的養生方式，以「醫食同源」的理念貫穿中醫保健的健康
體系。

蕭勁夫教授蕭勁夫教授



‧求職者在眾多空缺中選擇合適的工作

熱門 入行資訊熱門 入行資訊

查詢：2575 5689          網址：www.healthcare.org.hk

保建員訓練課程

就業醫護

新動向
前景及培訓免費講座

就業醫護

新動向
前景及培訓免費講座

香港人口急劇老化，令安老服務業人手需求大增。香港醫護學會於
八月十六日舉辦了業界招聘日，共有23間機構參與。這次招聘提供
逾百個護理及助理空缺，職位包括保健員、起居照顧員、護理員、
潔淨員、廚師和司機等職位。以上職位每月平均薪金超過一萬港
元，當中不少職位只要求中三或中五程度的學歷，但必須完成指定
的護理證書課程。

剛剛完成了保健員訓練課程的張先生申請了一間資助院舍的保健員職位空缺，主要

負責派藥及為長者量度生命表徵。他表示有志投身安老服務業，但保健員只是短期

目標，預期工作一年左右，再銜接成為登記護士。

另一位剛完成保健員訓練課程的張同學亦希望以保健員作為踏腳石，先入行汲取經

驗，並打算在工餘時進修醫護相關課程，以便日後投考登記護士。

同場亦有不少求職者認為行業前景樂觀，且有良好的晉升階梯。更有不少應屆文憑

試畢業生指自己本想投身護士行列，因此在未完成相關訓練前，希望先從護理員工

作開始，先汲取經驗，打好基礎。

「從事這行業首要條件是有愛心，並不是學歷。」當日有份參與招聘的佛教寶靜護

理安老院的代表示。「人口老化愈趨嚴重，護理行業的人手不足問題迫在眉睫，投

身這個行業，定必有充足的就業機會。」

為協助業界解決人才短缺問題，香港醫護學會定期

舉辦「醫護就業新動向——前景及培訓免費講座」，

為有志投身醫護行業人士介紹行業的前景、各職級

的工作範圍以及性質等，費用全免，想進一步了解

醫護行業的朋友可致電查詢報名。

招
香港醫護學會香港醫護學會

聘日
服務業
持續人手短缺

安老服務業
持續人手短缺

安老

講座日期: 10月8日、10月29日、11月19日
時間：19:15 - 20:15 
地點：觀塘鴻圖道52號百本中心15樓（觀塘港鐵站B3出口）

報名及查詢：2575 5190 歐小姐 

特別適合喜歡與長者相處，又希望投身長者服務行

業的人士。課程內容包括專業醫學知識如人體結構

功能、傳染病控制等，亦有實用技能，如急救學及藥

物處理。於課程中，同學可學習到如何協助長者於安

老院中生活，包括和長者溝通的技巧。同學只要完

成維期兩個月的全日制課程，就可畢業，並立即投

身護老行業。

修業時間：兩個月（全日）／六個月（兼讀）
最新開課日期︰11月6日（全日）／10月16日（兼讀）
上課時間：09：00-18：00（全日）／19:00-22:00（兼讀）

老婆：「我想應該會吧！」

老公：「那麼萬一不是很有錢，而我們又真的生病了，孩子怎
麼辦？不理我們？還是向別人借錢來照顧我們？他的壓
力是不是更大？」

老婆：「那確實是，我們不能拖累孩子的。」

老公：「你確定嗎？」

老婆：「肯定的。」

老公：「買保險，就可以解決了問題，如果不生病的話，老了
還可以把錢拿回來，多好啊！」

老婆聽後，笑笑地點頭了。

可能有讀者會認為這是推銷保險的技倆。

但請細心想一想，要維持一個幸福的家庭，不是只憑嘴巴上的
愛，還有很多現實的生活問題要解決，特別是在一些人生的重
大事情上。

適當及適合的財務安排，是對伴侶和家庭，愛和責任的體現。

而保險產品是一個較為低成本及有效的財務工具。

祝各位讀者，幸福快樂！

www.facebook.com/octopusparents 查詢及訂購電話：9228 4636 各大書局有售

2013年又一熱爆親子關係名詞：

豐富內容豐富內容

名家推薦名家推薦

熱爆網絡「八爪魚家長」專頁主持人分享優質教育學

檢閱本地新興父母族群「八爪魚家長」百態

針對大忙人父母，傳授輕鬆合宜教養法寶

探視本地教育及學校的千奇百怪現象，見招拆招

熱爆網絡「八爪魚家長」專頁主持人分享優質教育學

檢閱本地新興父母族群「八爪魚家長」百態

針對大忙人父母，傳授輕鬆合宜教養法寶

探視本地教育及學校的千奇百怪現象，見招拆招

陳志輝教授　中文大學EMBA課程總監
「不論你是不是CEO，作為家長，這是
一本非常值得看之書。」

陳美梅校長　聖若瑟書院
「兩位作者各有不同背景，但同樣有
『八爪魚咁多爪』，值得各位借鏡。」

Snoopy校長林浣心　英華小學
「『笑中有序、罵中有品』，值得捧
場。」

林子琪副校長　創價幼稚園
「兩位爸爸的一些想法和決定，都以
孩子擁有『快樂童年』為依歸。」

八爪魚家長八爪魚家長

香港專科手術及內窺鏡中心
The Specialists Surgery and Endoscopy Centre

診所助理
中五或以上教育程度，無須相關經驗，
本中心會自行提供免費專業培訓
懂中、英文讀寫
懂一般電腦操作、一般互聯網知識及MS 
Word
暑期工、實習生及兼職免問

為配合公司業務發展，現誠聘以下職位： 

入職薪酬由 $8,500 - $13,000 (勤工獎金另計)
具健康服務助理，有相關培訓証書，或有醫院工作經驗者，可擁有
較高入職起薪點

工作時間：星期一至六,早上九時至下午七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免

費
專
業
培
訓

有意申請以上職位者請致電 3405 8276 或 將履歷電郵至: hr@specialists.hk 
所有應徵者提供的資料只作有關招聘的用途，落選應徵者的個人資料會於6個月內銷毀。

在互聯網上看到以下一則小故事，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公：「今天我給自己買了一份保險。」

老婆：「神經病，買什麼保險，沒用的！」

老公：「可以保三百萬，還包括危疾和醫療保險。我也給你買
一份，你只要簽名就可以，費用由我付吧！」

老婆：「不買！你把錢給我，我自己存起來。」

老公：「不行，保險是一定要買的！」

老婆重覆：「不買就是不買，你把錢給我，我幫你存着！」

老公問：「老婆，你覺得我愛你嗎？」

老婆答：「你肯定要愛我啦，你不愛我，愛誰？怎麼啦？」

老公再問：「如果我現在大病了，我們又沒有錢，你會到處借
錢來幫我治病嗎？」

老婆答：「當然會啊！」

老公：「那你覺得到那個時侯，我願意看見你低聲下氣地跟別
人借錢，之後還要花氣力把錢還給債主嗎？」

老婆：「不想，當然不想啊！」

老公：「老婆，那麼你愛我嗎？」

老婆：「我當然愛你啦，不愛你愛誰？人都嫁了給你，孩子也
生了，怎麼啦？」

老公：「如果你生大病了，那個到處借錢來幫你治病的人會是
誰？」

老婆：（猶豫了一會）「是你啊！」

老公：「那你想不想你的老公，到那時侯，低聲下氣地跟別人
借錢，之後也要把錢還給債主？」

老婆：「不想，當然不想啊！」

老公：「那麼你愛我們的孩子嗎？」

老婆：「那當然愛啊，我愛你，也愛孩子。」

老公：「那如果有一天我們都老了，身體不好住院了，那個到
處借錢來照顧我們的人會是誰？為我們擔心的人又會是
誰？」

老婆：「是我們的孩子，他得照顧我們！」

老公：「那時候孩子是否事業有成，有很多錢？」

我把你的錢存下來？

蔡子健
Ellesmere Choy
行年三十有餘，在電視台工作
十多年，因工作關係，曾經遊
歷三十多個國家。單身，擁有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認可財務策
劃師（CFP）和特許財務策劃師
（FChFP）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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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順堂董事長宋鋼先生於會上分享創辦和順堂
     的理念

2、3.  參觀和順堂中醫藥文化展覽館

4.  和順堂精品中藥檢測中心

5、6.和順堂精品中藥生產基地的藥品生產過程

7.  跑馬地和順堂 

8.  40多個深港中醫藥組織共140代表成員合照

和順堂醫藥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跑馬地奕陰街14-18號鋪地下2號鋪（養和醫院對面東行50米）
電話：2739 5328               網址：http://www.wellsoon.cn/

立足深圳、在7年內擴展分店達36間的聞名中醫
藥館「和順堂醫藥有限公司」（和順堂）在國
內成功鑄造了「名藥、名醫、名店、名廠」的
金漆招牌。為了推動深港中醫藥業，和順堂聯
同深圳市老中醫協會於2013年8月25日策動了
「深港中醫藥界同仁學術交流會」。

超過40個中醫藥團體領袖參與  盛況空前
參加是次活動的成員包括來自深港兩地中醫藥界40多個團體包
括香港中醫藥發展委員會中藥組主席範佐浩先生、香港中醫藥管
理委員會中醫組主席黃傑先生、南方醫科大學香港校友會會長胡
永祥先生、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長陳永光先生等共140多名的中
醫師及業界翹楚，參觀了和順堂精品中藥生產基地──國際水準
的生產車間、工程實驗室、研發中心以及近萬平米的15℃恒温
倉儲設施。和順堂將原產地的中藥材原材料炮製為精品中藥材，
並有恆溫室保存，做好獨立包裝後，送到各分店，開包的藥材更
不用洗浸就可使用。其精品中藥飲片，是通過國家GMP認證的
和順本草生產（GMP證書編號：粵M1057），故市民亦可到店
內購買藥材用作煲湯之用。

香港中聯辦、深圳市藥監局、深圳市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委員
會、坪山新區管委會、深圳市老中醫協會等單位的領袖及和順堂
董事長宋鋼先生十分隆重其事，分別於是次交流會中致辭，探討
深港兩地中醫藥界合作的可能性，並且提出定期開展深港中醫藥
界交流活動，得到了與會人員的熱烈回應與支持。此次活動的成
功舉辦對推動中醫藥產業發展具有重大且深遠的意義。

坐落於跑馬地奕蔭街18號仁麗苑地下2號舖的和順
堂香港分店「和順堂國醫藥館」，是深圳市和順
堂醫藥有限公司第27間分店，亦是和順堂在香港
開設的首間醫藥館，可讓香港市民也能接受頂級
的中醫醫療服務。

香港也有和順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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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安老院能成功獲得第三次認證，院舍全體員工感到十分高

興，未來將會從持續改善方面著手，務求精益求精，營造一間

優質的院舍，服務區內長者。

院舍的最大優點為其醫護設備完備，員工亦具有專業的護理水

平。院舍與員工、院友及家屬設有溝通會議，亦有投訴機制。

安全措施符合要求，應急措施方面，院舍已設有相關指引及演

練，服務質素達標。

仁人安老院在葵涌區內為長者服務逾十年，本年獲社署認可

為「甲一級買位院舍」，管理水平達到政府標準，更第三年

榮獲「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認證，服務質素備受肯定，以

下為院舍特色：

硬件方面：

~ 寬敞活動空間；床位為獨立房間，提供一定的私隱度

~ 設有基本運動設備、復康器材、活動室、輪椅專用電梯及長者遊

  走器，設備保養良好

~ 院舍設有醫療室，醫療設備齊全及保養良好

軟件方面：

~ 膳食符合要求，有擬定四星期餐單及特別膳食安排

~ 護理人員能適時處理長者的需要，尊重長者的私隱；亦定期安

  排醫生到訪

~ 設有活動時間表，定期為長者舉辦不同的活動以提供足夠

  的社交支援服務

院內設有獨立的醫療室

院友們參與戶外活動留影

香港醫護學會幹事與負責人合照

院舍於新春期間舉辦賀年活動

欲了解計更多長者「優質長者服務
計劃」詳情，請瀏覽：

www.healthcare.org.hk

或致電 3549 8014 查詢

仁人安老院有限公司
甲一級院舍　仁心護長者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 —— 獲認證機構個案分析

計劃為本港首個長者服務的相關優質服務評審計劃。申請計劃的長
者服務營運機構需通過評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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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號，讓消費
者得悉其服務水平已得到客觀的認同。

主辦 評核

機構資料

名稱：仁人安老院有限公司

地址：新界葵涌禾塘咀街87-89號美葵大廈2字樓全層

電話：2429 8222

傳真：2401 2313

電郵：yanyan@vdocare.biz

網址：http://www.vdocare.biz/

面積：15,000平方呎

床位：108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500-8,500（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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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報名: 8206 6160   (報名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下午6:00)

網 上 報 名: http://www.rehabexpress.com.hk/onlinereg1020.php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歡迎任何人士參與
費用全免

贊助機構:

主辦機構: 

傳真報名:請填妥下方的回條及傳真至 2710 8322                                 查詢電話: 8206 6160

參加者姓名:                             聯 絡 電 話 :                             電 郵 地 址 :                                                

通 訊 地 址:                                                                                                                                        

索取門票數量：□ 一張  □ 二張  □ 三張 (門票於收到確認後寄出) ＜小兒濕疹「理」要知＞

參加者
可獲

紀念品
乙份

濕 疹 是 本 港 常 見 的 兒 童 過 敏 病 症， 據 統 計， 每 五 名 小 朋 友

便有一人患此症。雖然此症不會傳染，但一旦發作又痕又癢，

令 小 朋 友 寢 食 難 安 及 影 響 社 交 生 活 等。  很 多 家 長 亦 擔 心 塗

抹 外 用 類 固 醇 會 有 不 良 副 作 用， 讓 我 們 一 同 解 構 濕 疹 的 成

因、治療及護理方法！

講座日期： 2013年10月20日 (星期日)

講座時間： 上午11:00至下午1:00

講座地點： 鰂魚涌社區會堂(港鐵太古站B出口)

講座地址： 香港基利路1號

  鰂魚涌社區綜合大樓地下

主講嘉賓： 陳延珮醫生 (兒科專科醫生)

QR code 網上報名
http://www.rehabexpress.
com.hk/onlinereg1020.php

專 題 健 康 講 座

小兒濕疹

「理」要知

糖
尿
科
用
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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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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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訂購電話  8206 6160         訂購傳真  2710 8322
訂購表格全港首創復康專題雜誌

客戶名稱：	 	訂購日期：	

電話：	 	 	 	 	 	 	 	 	 	 	 	 	 	 	 	 	 	 	 	 	 	 	 	 	 	 	 	 		傳真：	 	電郵：	

送貨地址：	 		

要求送貨日期：	 	顧客簽署：	

      注意：由於個別病者的情況不同，故建議病者必需向專業醫護人員尋求正確的診斷和合適的產品、品牌及份量。

精選貨品 貨品編號 貨品敘述 貨品規格
售價

(HK$) 訂貨數量 金額

血

糖

機

套

裝

雅培Optium Xceed
血糖機套裝

RDB-ALL-008 輕巧設計，快速準確
獨立包裝試紙，4年保養

包括50張試紙 ，100支針 ，
1部血糖機 680 

強生One touch ultra 
血糖機套裝

RDB-JJL-002 快速採血，簡易處理
永久保養

包括 100張試紙 ，100支針 ，
1部血糖機 600 

羅氏Accu-Chek Performa 
血糖機套裝

RDB-RDL-016 新型號，快速準確，微血量
永久保養

包括50張試紙，
100支針，1部血糖機 680 

拜耳CONTOUR TS
(拜安康) 血糖機套裝 RDB-BDL-012 最新免調碼型號，永久保用

包括50張試紙，100支針，
1部血糖機 600

拜耳BREEZE 2
(拜安捷2)血糖機套裝 RDB-BDL-014 最新免調碼型號，嶄新獨立包

裝碟式試紙，永久保用
包括50張試紙，100支針，

1部血糖機 599

CareSens II
專業型血糖機套裝

RDB-HTH-006 微血量0.5微升，仿如無痛
5年免費保用

包括50張試紙 ，100支針 
採血筆1支，電池及輕便套1個 498 

CareSens N
血糖機

RDB-HTH-008 自動調碼，只需0.5微升血量，5秒顯
示結果，設有響鬧提示，永久保用

包括100張試紙，100 支針，
1部血糖機 550 

血                             

糖                        

試        

紙

雅培 Optium 血糖試紙 RDB-ALL-003 雅培確安妥血糖機專用試紙  50片裝 230 

強生Ultra test strip RDB-JJL-004 強生one touch ultra血糖機專用
試紙

50片裝 240

羅氏Accu-Chek Advantage 
血糖試紙

RDB-RDL-002 羅氏Accu-Chek Advantage血糖機專用
試紙

50片裝 230 

羅氏Accu-Chek Performa
血糖試紙

RDB-RDL-017 羅氏Accu-Chek Performa血糖機專用 
試紙

 50片裝 245 

拜耳ELITE
血糖試紙

RDB-BDL-002 拜耳ELITE/ XL 血糖機專用試紙 50片裝 230

拜耳CONTOUR TS
(拜安康)血糖試紙 RDB-BDL-013 拜耳CONTOUR TS (拜安康) 血糖

機專用試紙
50片裝 220

拜耳BREEZE 2
(拜安捷2)血糖試紙 RDB-BDL-015 拜耳BREEZE 2 (拜安捷2) 血糖機

專用試紙
50片裝 240

CareSens血糖試紙 RDB-HTH-001 CareSens血糖機專用試紙  50片裝 220 
CareSens N 血糖試紙 RDB-HTH-009 CareSens N血糖機專用試紙  50片裝 210

血

糖

機

用

採

血

針

雅培採血針 RDB-ALL-006 適用雅培各式血糖機 100支裝 85

強生採血針 RDB-JJL-007 適用強生 one touch ultra 血糖機 100支裝 80

羅氏Accu-Chek Softclix 
採血針

RDB-RDL-009 適用羅氏血糖機 200支裝 210

羅氏Accu-Chek Multiclix  
採血針102's RDB-RDL-018 適用羅氏Accu-Chek Multiclix採血筆  102片裝 125 

拜耳MICROLET採血針 RDB-BDL-004 適用拜耳血糖機 200支裝 130

安士滴一次性安全採血針 RDB-BTO-001 快速準確 ，近乎無痛，密封式，便攜式 100針/盒 185 

安士滴無菌一次性採血針
30G-F方型速幼針100's RDB-BTO-002 安全密封，極幼設計，適用於多種牌子

採血筆
100針/盒 80 

安士滴無菌一次性採血針
30G-R圓型速幼針100's RDB-BTO-003 安全密封，極幼設計，適用於多種牌子

採血筆
100針/盒 60 

CareSens採血針(100's) RDB-HTH-003 適用 CareSens 專業型血糖機 100支裝 80 

胰
島
素
注
射
筆
及
針

諾和筆胰島素注射器 
(NOVO PEN 4) RDB-NNL-003 — 1枝 560 

諾和筆針咀30G x 8mm RDB-NNL-001 適用於諾和筆胰島素注射器及多款牌子注射筆 30G x 8mm，100粒 158 
諾和筆針咀31G x 6mm  RDB-NNL-004 適用於諾和筆胰島素注射器及多款牌子注射筆 31G x 6mm，100粒 158 
BD胰島素注射針咀 30G x 8mm RDB-UIC-002 適用於多款牌子注射筆 30G x 8mm，100粒 148 
BD胰島素注射針咀 31G x 5mm RDB-UIC-003 適用於多款牌子注射筆 31G x 5mm，100粒 148 
BD胰島素注射針咀 31G x 8mm RDB-UIC-004 適用於多款牌子注射筆 31G x 8mm，100粒 148 
BD胰島素針筒 1/2cc 30G x 8mm RDB-UIC-008 — 1/2cc 30G x 8mm，100支裝 158 
BD胰島素針筒 1cc 30G x 8mm RDB-UIC-009 — 1cc 30G x 8mm，100支裝 150 
BD micro-Fine 32Gx4mm 
注射筆專用針頭

RDB-UIC-038 適用於多款牌子注射筆 32Gx4mm，100粒 160 

「MaiMed」酒精棉 RWC- LCH-018 3 cm x 6.5cm 1 盒200 片 29 
抗糖茶 RCH-UIC-001 純天然，或有助穩定血糖，延緩血管氧化 60包/盒 240

下以確認訂購後交易方可作實。

 三、以上貨品倘有價格或產品包裝更改，以電話覆單作準作實。

 四、運費：以上貨品購滿港幣$300元以上免費送貨，少於港幣$300元須收取港幣$50元的送貨
費。離島區暫不提供送貨服務。

 五、貨品如有損壞或錯漏，請於七天內與本公司聯絡處理。貨品之退換必須連同原箱包裝。
貨品一經使用，恕不退換。

 六、於經確認後的送貨時間內，若送貨地址無人接收貨品而須安排第二次送貨，復康速遞將
收取HK$50作為額外運輸費用。

備註：大量貨品不能盡錄，請到各「卓思廊」復康用品專賣店參觀選購。
 以上價目僅供「復康速遞」直銷訂購所用，與「卓思廊」復康用品專賣店價目不盡相符，敬請

閣下留意。

　　　一、付款方法：a )請把款項存入本公司恆生銀行帳戶：2 6 4 - 0 8 7 2 1 4 - 0 0 7，然後把存款單傳真至
本公司 -2710 8322。

  b )顧客可郵寄支票給我們，支票抬頭請書「明途聯繫有限公司」，待確認款項
收妥後，將盡快安排送貨。

　　　二、不論以任何形式訂購，敬請提供準確之聯絡電話及送貨地址，「復康速遞」以電話聯絡閣









根據香港衞生署公佈的數據，乳癌是本港女性頭三位的癌症殺手。但根據2013年
9月29日公佈的《香港乳癌資料庫第五號報告》指出，香港的女性尤其是40至59
歲的組別是罹患乳癌的高峰期。由於該群組大約8成的患者沒有定期進行檢測，
而有定期進行檢測的患者所發現的乳癌期數多屬於早期。這明顯表示定期檢測乳
癌能有助提早發現乳癌，同時可減低切除全乳及化療的機會，因此，婦女應防範
於未然，定期進行乳房檢測，避免成為乳癌的目標。

香港乳癌資料庫督導委員會主席張淑儀醫生表示，香港確診乳癌的年齡中位數是49歲，而
美國和澳洲確診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61歲及62歲，與外國相比，香港女性確診乳癌的年齡
比海外的女性較年輕。而最令人擔憂的是在30至39歲及40至49歲的年齡組別，確診的比例
分別是百份之12和40，是海外的2至3倍。

在40歲以上群組，有定期檢測比有癥狀下發現的乳癌期數多屬早期，大約有4成的定期檢測
患者是屬於原位乳癌，其癌症維持在原發位置的細胞表層內生長，而沒有入侵乳房內更深
層的組織或擴散至身體其他器官。而「定期檢測組」比「有癥狀檢測組」所發現的入侵性
腫瘤平均小1厘米。除此之外，接近7成的「有癥狀檢測組」患者需要進行全乳切除手術，
比「定期檢測組」多出2成。另外，有癥狀下發現乳癌患者接受化療比率較有定期檢測的患
者高3倍。所以定期檢測能有效地監測乳房的變異。

乳癌基金會主席霍何綺華作為乳癌康復者，深深體會到患上乳癌的痛苦。作為過來人，她
說：「雖然進行乳房X光造影的過程會感到輕微不適，但相比化療前後帶來的痛楚，寧願每
2年進行定期乳房檢測來監測乳房的健康。」

40 歲以上群組患者綜合分析及比較 

 定期檢測發現 有癥狀下發現 

確診早期癌症率 8% 40% 

入侵性腫瘤平均大小（直徑） 1.3 厘米 2.3 厘米 

乳房保留手術 54% 33% 

全乳切除手術 46% 67% 

接受化療比率 25% 66% 

 

在第五號報告中，香港乳癌基金會共收集和分析9,804名乳癌患者的病患記錄、生活模式、
檢查乳房習慣和治療前後的生理及心理變化，從而探討及制訂防治乳癌的方法。有8成半的
女性患者在有癥狀下發現患上乳癌，是海外的4倍。而有推行全民乳房健康普查的國家，相
比香港，不但能提早發現乳癌，令患者得到適切的治療，也減輕化療帶來的副作用。

 
香港乳癌資料庫督導委員會成員
李沛基醫生

香港乳癌資料庫督導委員會主席
張淑儀醫生

香港乳癌基金會主席
霍何綺華女士

為提高女性對乳房健康的關注，香港乳癌基金會於10月20日在山
頂舉行「乳健同行2013」步行籌款，籌得的款項將支持基金會在
推廣乳房健康及支援乳癌患者的工作。
查詢電話: 31437311

保全乳  防化療
 定期檢測
  乳房健康



Jul2013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549 8270

最新加入派發點 
  健樂伸展治療中心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
  3-3a時財商業大廈6樓全層

Jul2013

派發點
印刷版：免費郵寄到超過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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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溫精彩文章：http://www.bamboos.com.hk/BamboosLife.html



專業護理  貼心服務
百本提供24小時私家看護服務。百本所有
護士和助產士均在香港護士管理局註冊，
嚴格挑選出來的一萬多名醫護人員能為客
人提供住院及家居看護服務，如貼身照顧
初生嬰兒、幼童、孕婦、產婦、長者和病
者等服務，並可提供往來本港、內地及海
外的護送服務。

完善保障
百本為提供的護理服務購買高達港幣300
萬元保額的專業責任保險，令客人更安心
選用百本轉介的醫護人員及護理服務。

國際級優質服務
百本的專業護理服務獲得 ISO9001:2008「品質管理系統」及
ISO10002:2004「投訴處理管理體系」認證，標誌百本的服務管理及
品質達至國際認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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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醫療機構等，提供全面的即時醫護人手解決方案。

地址：香港柴灣利眾街24號東貿廣場16樓B-C室 電話：(852) 2575 5893 / 2575 5839 / 6300 9229
傳真：(852) 2575 5836      電郵：contact@bamboos.com.hk
網頁：www.bamboos.com.hk                   ：www.facebook.com/Bamboos.com.hk

-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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