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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年輕化
30歲後增風險

骨科專科醫生 陳禮樂

Chinese Medicine

解決產後奶量不足的問題

註冊中醫師 梁秋容

Chinese Medicine

食得其所：荔枝的醫用價值
註冊中醫師 呂兆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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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0名登記醫護人員
為醫療服務機構
提供即時醫護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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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rs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17,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registered under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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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ISO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

ISO10002:2004 投訴處理管理體系認證

ISO9001:2008 certified

ISO10002:2004 certified

當不能令人都喜歡你，至少，要令人都需要你；
當不能令人都需要你，至少，要令人都不敢得罪你。
各位同工：

朋友告訴我他辭職了，因為身邊的小人很難搞。面對再喜歡的工作，再想做
的事，當人際關係惡劣，人就很難快樂。
其實，不管你喜不喜歡，麻煩人到哪都有，就算換公司、換環境，還是會存
在這樣的人。
君子助人，小人傷人；對小人要打招呼，但少說話；不主動聊天，但也不能
絕交。可以給他一點幫忙，但不能佔他半點便宜。
君子量大，小人氣大，麻煩人令你提高自身的修養。同時，我們也要反思，
他為什麼刁難你呢？可能是你哪些方面真的做得不好？
百本有各式各樣的醫護工作，我發現，困難往往不關乎工作的性質，而是在
於崗位裡的人際關係是否良好。
當不能令人都喜歡你，至少，要令人都需要你；當不能令人都需要你，至少，
要令人都不敢得罪你。
兩個和尚過河，見一妙齡女子在河邊不敢過。老和尚主動抱著女子過了河，
之後，和小和尚繼續上路，大家不發一言。
良久之後，小和尚百思不解，忍不住問：「為什麼你要犯戒，親近女色？」
「其實，我早把女子放下了，但你卻一直把少女記掛心中，沒有放下。」
君子坦蕩蕩。
放下，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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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anjacky

Jacky18818862747

關志康

Jacky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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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S

免費入場
夏日健與美

COVER STORY 04

日期：2017年8月25日（五）
本港首個多元化醫療與健康生活資訊平台

百本
百本健康生活

節目

及26日
（六）
及26日（六）

/ BamBoOs!Life
BamBoOs! Life

時間：中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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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7:00 註冊中醫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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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敦敬
樓市指數之盲點

「腸道與代謝機能衰退的成因及預防」
講座（CNE：2分）**

INTERVIEW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個案分析
麗閣護老院

STRIKING
爆炸糖-可樂味

果纖素試用裝

25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
客戶服務熱線：
2575 5893 / 2575 5839 /
6300 9229
9515 9439

金門猛虎一條根
鎮痛貼

重溫過往期數 網上揭頁版及電子版：
http://www.bamboos.com.hk/BamboosLife.html
作者文責自負，內容不代表本公司立場。編輯
已力求資料為可靠，惟對內容之完整、準確及
有效性不作任何保證。免費訂閱，歡迎贊助惠
賜廣告。

1. 網上登記

韓保經月貼

3M荳痘隱形貼

2. 致電

3907 0217

3. WhatsApp

預約

9515 8650
首200名可獲
和田保健貼2片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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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575 5386

主辦：

印刷商：
泰業印刷有限公司

贊助機構：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2017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康營樂高鈣低脂奶粉

優先 預約方法

出版：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
地址：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
行4樓

27

逆齡好easy！養生太極和營養吸收
解構逆齡要訣
「淺談骨質疏鬆年輕化原因及防治方
法」講座（CNE：1.5分）**

雜誌服務查詢：
3549 8401

36

10:30-12:30 （只限公務員參加）

14:00-15:30 骨科專科醫生主講

（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編號：2293）

34

星期六

「盛夏輕鬆養生——保養心腦血管健康
防止中風心臟病」講座（CNE：2分）**

11:00-12:30
陳雲傑師傅及魏家威教練 Sam Sir主講

精美餐具

31

33

26/8

10:30-12:30 心臟科專科醫生主講

拉丁舞體驗班及「中醫診治的作用」
講座（CNE：2分）**

福袋 大放送 換完即止

聯絡我們

FOODIE

龍少爺
草蘆柴扉嚐辣味––金公館

Bamboos Life
百本健康生活雜誌

18:00-18:45
19:00-21:30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主講

，

M ag Lam

「認識誘發過敏性鼻炎的成因、預防
和治療方法」講座（CNE：2分）**
「夏日健與美」開幕典禮

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免費骨質密度測試*
免費糖尿病風險評估測試*
免費微循環測試*
免費咖啡招待
* 需預約

（需預約）

協辦：

16:00-17:15 婦產科專科醫生主講

「常見陰道婦科疾病成因、防治及護
理方法」講座（CNE：1分, CPD：0.5分）**
17:15-17:45

「皮膚創傷治療及傷口護理
新技術」講座

更多
禮品

登記及同時出席以上兩場
講座人仕更可獲贈
生肌有機葵花籽面霜50ml（價值：$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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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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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必有失
輿論是一把雙刃刀，它能帶來名聲，亦能使人沒落；它
有助揭開真相，亦可扭曲事實本身，而娛樂圈恰恰與輿
論密不可分。「即使一件瑣碎的事被報導出來，亦會引
來很多評論和誇張的標題，尤其在我初入行的時候，某
程度上對我來說，壓力很大。」Mag坦言自己花了兩三
年時間才學懂如何面對：「有位前輩教過我，無論good
news 或 bad news，都是good news！因為有人去討論
你，就代表著你有價值。」

，

M ag Lam

面對工作和輿論壓力，從深感困擾到克服，每一步都讓
Mag慢慢成長。「我記得第一次在勁歌金曲節目演出後，
我對於自己的表現感到不滿意，於是跑到服裝間大哭。
後來重溫片段才發現，其實表現並沒有想像般差。」
Mag對於這經歷有感而發，把感想寫在《奇怪》一歌裡：
「有道缺口 盡頭是滅絕萬有的爭鬥 趁住今天我能自救
走到文明和人類背後 怎樣走」。她不斷自問，到底甚麼
是標準？我應走一條怎樣的路？「每個人心裡面都有一
把尺，去量度自己做人的態度。別人的眼光不是最重要的，
做人做事最終要交代的人是自己，只要不影響他人，就
應該忠於自己。」

不以善小而不為
大家或會好奇，一個十幾歲的少女經歷尚淺，卻願意助
養一位小朋友，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很多時候，我
見到一些身世較坎坷的小朋友，會不期然地心疼流淚。當
看到媒體的報導和分享，相信不少朋友有同樣的體會，但
大多數人可能純粹會同情、理解。而我則認為，既然能
力上應付到的，為何我不實實際際地出一分綿力，幫助
他們一下呢？我的出發並沒有太多考慮，記得當時我拿
出自己一大半零用錢，加上媽媽的少少資助，就這樣開
始助養那位小朋友。」Mag認為人需要有使命感，不能
只顧著自己的生活，世界上還有很多弱勢群體需要大家
的幫助，這才是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2010年《超級巨星2》冠軍得主林欣彤（Mag），出眾的聲線和唱功大
獲好評，自此這位「90後小巨肺」享譽樂壇。除了音樂，原來Mag從十
幾歲開始就為慈善出力，助養了一位小朋友。年紀輕輕便有著樂於奉獻
的愛心，並付諸行動去實踐，是很少同齡人能夠做到的。相信Mag的成
長環境一定是充滿愛，才會自小就懂得分享愛。然而，長大後在工作中
難免會碰到一些強差人意的「驚喜」，不會事事如願以償。要學習勇敢
面對人生的成與敗，是成長過程的一大課題。
4

Text /Suki Cheung

Design /Katherine Cheung

BamBoos!Life
林欣彤專訪花絮

Photos /Sam@sam.photo

Mag熱愛音樂，熱愛唱歌，也藉此作為情感表達的方式，
能得到這麼多歌迷的支持，她感到很幸運，更沒想到能夠
透過歌迷的力量，為慈善多出一分力。「我不時會收到歌
迷送贈禮物作鼓勵，但我認為這些錢可以花得更有意義，
如建議他們把錢捐到不同的慈善機構、助養兒童或者領養
寵物等，這對於我來說是最好的禮物。人傳人，心傳心，
結果真的有歌迷聽到了我的心願，加入了助養行列，我感
恩收到這份無價之寶！」

5

學會欣賞自己
無論做慈善還是創作音樂，Mag都力求完美。然而，她
的堅持和執著，亦使她伴隨著不少壓力。「以前我經常
把自己做得不夠好的一面放得無限大，一直以來只懂得
要求自己，但從不會欣賞自己，亦不懂得享受過程，這
給我造成很大的無形壓力。現在我懂得於『要求自己』
和『欣賞自己』兩者間取得平衡，我發現，這不但令我
進步，也讓我更有自信地去做每一件事。」所謂「人無
完人」，只要盡自己所能，在經歷中享受過程，最後往
往會收穫更豐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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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項調查顯示，香港男女的平均壽命均居全球
首位，可見香港擁有先進的醫療條件之餘，港人亦崇尚健康
的生活方式。有見及此，香港醫護學會不但在推廣健康資訊
和服務方面不遺餘力，更每年舉辦「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
品牌大獎」，以嘉許市面上各表現出色的健康品牌。今年的
頒獎禮於早前（7月8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圓滿結束，當日
大會共頒發了10 個獎項，邀請了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立法會
議員（批發及零售界）邵家輝、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醫生、
香港護理學院副院長呂詠梅、香港醫護學會董事王珮瑤醫生
及香港醫護學會董事梁裕龍醫生擔任頒獎嘉賓，令活動錦上
添花。
撰文：小寶、Dora、阿文

攝影：阿鏘（頒獎典禮） 美術：ANI、Yvo

頒獎典禮精華片段
將於 7月29日（星期六）晚上 11 時 50 分
無綫電視翡翠台播出

得 獎 品 牌 及 產 品
公司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體檢中心品牌大獎
香港仁和體檢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天然健康食品品牌大獎
澳至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產品品牌大獎
中科健康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健康食品品牌大獎
雪肌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嘉賓送上健康錦囊 人人獲益良多
頒獎禮今年已是第六年舉辦，藉此活動提醒大家要時刻關注
健康。當日，多位頒獎嘉賓分別上台致辭及分享健康心得，曾鈺成指
時下港人對健康產品及服務愈來愈殷切，是次活動正好給消費者提供
專業的選擇，各得獎品牌又可樹立榜樣，令業界精益求精。邵家輝則
說，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愈趨嚴重，所以大家要及早學懂享受健康長壽
生活之道，在選購保健產品時，應注意是否正版正貨。他又表示香港的
健康產品之所以得到消費者信任，皆因質素有保證。楊超發醫生就為
台下觀眾送上五個健康錦囊，包括適當運動、均衡飲食、恆常檢查
身體、注射預防疫苗和透過保健產品輔助，他以自己為例，表示也會
進食適量葡萄糖胺來保養關節健康。當過護士的呂詠梅認為醫護界一向
對健康產品的要求是質素為先，不會盲目追求名牌，又會嚴格及細心
挑選，是次能夠脫穎而出的得獎品牌，亦可作為大家的參考指標。

健康食品 / 產品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穩定尿酸健康品牌大獎
澳洲茶包「酸立通」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醫學營養品
（延緩腦退化配方）品牌大獎
智敏捷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
（免疫營養配方）品牌大獎
雀巢速癒素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
（血糖及膽固醇）品牌大獎
佳膳適糖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天然健康食品品牌大獎

優質、可靠 為都市人健康打氣
天然健康食品種類繁多，選擇時首
要注 意 成 分 及 功 效 ， 才 可 提 升 健 康 。
澳洲健康食品品牌 —— 澳至尊，一直堅
持以 誠 營 商 ， 嚴 選 澳 洲 優 質 原 材 料 製
造，通過澳洲藥品管理局TGA的嚴格審
核，並按照國際優良生產標準G M P規
格生產，且通過多項安全檢測及驗證，更
獲澳洲AMCL頒發Australian Made的原
產標 誌 ， 確 保 產 品 安 全 可 靠 、 功 效 顯
著，多年來得到香港醫護人員信賴，是
消費者信心之選。

張晉和蔡少芬自2014年起
擔任品牌代言人，這對恩愛
夫婦異口同聲表示，代言健
康食品最緊要本著良心，選
擇有信譽的產品，澳至尊正
好符合他們的要求。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成人紙尿褲品牌大獎
添寧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食品
（破壁草本系列）品牌大獎
草晶華系列

產品及服務備受推崇
作為業界翹楚，澳至尊不但積極拓展業務，更不忘回饋社會。澳至尊產品均在
澳洲生產及包裝，以優質高效見稱，多年來深受顧客愛戴，且屢獲各界嘉許，包括
香港品牌發展局頒發「香港名牌」、連續11年獲香港旅遊發展局頒發「優質服務
標誌」、香港知識產權署「正版正貨標誌」及商界展關懷等多個獎項，在產品質素
和專業服務上均備受肯定。現時，品牌於香港、澳門及新加坡等地設立逾百個銷售
點、專門店及品牌專櫃，為不同市場顧客提供優質的天然健康食品。

星級代言人讚不絕口
擁有幸福家庭的張晉和蔡少芬，是一對令人羨慕的模範夫妻，為了囡囡，他們更加
注重健康，除了選擇天然食材及保持均衡飲食外，對健康食品要求甚高。由於兩人的
工作時間不穩定，經常捱夜傷神，因此他們每天都會服食「藍莓護眼至尊（加強版）」，

頒獎禮結束後，一眾嘉賓在台上互相 頒獎禮在會展舉行，會場設有超過180個健康產品
祝賀一番。
及服務的展銷攤位，還有免費健康檢查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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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澳 至 尊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營 運 總 監 區 俊 傑 、 中 科 健 康 國 際
（香港）有限公司代表敖澤烽、雪肌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薜珮如、
樂本健有限公司代表崔嘉盈、愛生雅生活用紙香港有限公司高級品牌經理
馬珮盈、香港醫護學會董事關志康、香港護理學院副院長呂詠梅、立法會
議員（批發及零售界）邵家輝、香港醫護學會會長奚曉珠、香港西醫工會
會長楊超發醫生、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GBM, GBS, JP、雀巢香港有限
公司香港保健營養食品業務總監湯麗如、香港醫護學會董事梁裕龍醫
生、香港醫護學會董事王珮瑤醫生、紐迪希亞營養（香港）有限公司資深
業務拓展經理黃慧敏、香港仁和體檢市場推廣部經理朱醒威、中智藥業
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賴穎坤，於頒獎禮結束後合照留念。

3大王牌產品
藍莓護眼至尊（加強版）
每粒以10,000m g澳洲山桑
子（又名歐洲藍莓或越橘）
製成，含36%花青素苷，強
效抗氧化，有助保護視網
膜，紓緩眼睛乾澀疲勞。
深海魚油丸
通過主要重金屬測試，每粒1,000毫克
深海魚油丸，蘊含300毫克奧米加3，
可有助軟化血管，潤滑關節，改善
視力及記憶力。
蜂皇漿
有 助 激 活 人 體 細 胞 及 促 進 新陳代
謝，對改善睡眠、美容養 顏 、 增 強
抵抗力、紓緩疲勞和壓力等均有
幫助，男女皆宜。

一日一粒，保護眼睛健康，改善雙眼紅筋及黑眼圈
問題，還會服食具美容養顏及寧神安睡功效的「蜂皇
漿」，瞓得好自然容光煥發，時刻保持青春活力。

銷售點︰澳至尊專門店、萬寧、莎莎、
A E O N永旺百貨、A P I T A、
永安百貨、Market Place等
澳至尊熱線︰8108 2733
網址︰www.ausupreme.com

剛於 4 月開幕的上水匯概念店，除提供多元化
天然健康產品外，更特設營養師諮詢及日本
醫院級儀器檢測血管年齡，貼心照顧客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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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免疫營養配方）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血糖及膽固醇）品牌大獎

獨特免疫營養配方 紓緩頑疾治療副作用

選食低升糖指數食物 改善血糖水平

隨著醫學進步，頑疾的康復率經已
大大提高。手術、電療和化療雖然能消
滅患者體內異常生長的壞細胞，但無可
避免也會使健康的正常細胞受損。一些
常見的治療副作用如疲勞、疼痛、嘔吐、
胃口變差、口乾、口腔潰爛、便秘、腹
瀉及免疫力下降等，都會令頑疾患者的生
活苦不堪言。頑疾患者必須及早攝取充
足免疫營養，維持抵抗力，紓緩治療
副作用，讓身體盡快痊癒。

飲食對於血糖偏高患者來說是一個
重大命題，每天都要面對及處理，並要
留意食物的質及量，一不留神，若出現
血糖偏低，可引致不適，而長期血糖偏
高，則對心臟、血管、神經系統、足部
循環及視網膜等造成健康威脅。無論患
者是否需要藥物治療，適當的飲食調節
是十分重要。從正面角度來看，只要能
夠掌握箇中竅門，改善血糖的飲食法其
實也是一種健康的飲食習慣。
雀巢佳膳適糖是為關注血糖人士而設的營養補充品，提
供多種維他命、礦物質及微量元素。每日飲用，或有助
於穩定血糖，維持體力。

雀巢 ORAL IMPACT 速癒素營養品，每盒獨立 10 包裝，
德國製造。熱帶水果味，清新可口。

獨特免疫營養 提高頑疾患者抵抗力
雀巢ORAL IMPACT 速癒素營養品含有獨特免疫營養，當中包括精氨酸
（Arginine）、核苷酸（Nucleotides）及奧美加 3 魚油（Omega 3 Fish Oil），
有助提升頑疾患者的抵抗力及緩和治療時引起的副作用，此外每包含有303 千
卡路里及17.5克蛋白質，滿足頑疾患者額外的營養需要，維持體重及免疫
力，令患者按時完成治療，同時有助修復身體組織，促進傷口癒合。

香 港 銷 量 第 一# 豐 富 臨 床 研 究
雀巢 O R A L I M P A C T 速癒素營養品為香港銷量第一的頑疾治療專用
營養品，已連續 6 年榮獲「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營養品（免疫營養配方）
品牌大獎」*，備受頑疾患者及醫護界歡迎。雀巢 ORAL IMPACT 速癒素擁有
超過 80 項研究數據支持，以及超過 6,000 名以上患者參與研究，是歐洲臨床
營養與代謝學會（ESPEN）及美國腸外腸內營養學會（ASPEN） 推薦的頑疾
營養配方，深受各界認同。

ORAL IMPACT速癒素營養品
獨特免疫營養配方 功效備受認同
•Arginine（精氨酸）
製造膠原蛋白，促進傷口癒合。

注意飲食 留意食物中的升糖指數
關注血糖人士可從日常飲食來改善問題及提升健康質素，飲食
原則應盡量避免高糖、高鹽和高脂肪。進食適量碳水化合物（醣質）
，

此食譜的建議分量約共30克碳水化合物

制定個人分量之餘亦要平均分配，並謹守上限，切勿完全戒掉。亦

材料：

•Nucleotides（核苷酸）
增加Ｔ淋巴細胞，提升免疫力。

要留意和認識不同食物的升糖指數（Glycemic Index，簡稱 GI），

•Omega 3 fish oil（奧美加3 魚油）
EPA 及 DHA，有助抑制炎症。

熱水

200 毫升

佳膳適糖營養品

3 量匙

低升糖指數食物或有助於穩定血糖水平。煮食時，宜採用低脂肪的

即食燕麥片

4 湯匙

烹調方法，如蒸、炆、焗、少油快炒等，經過加工處理的調味料

做法：

如茄汁、蠔油等，不宜大量使用；如想增加食物的鮮味，可用各種
提防謬誤「餓死頑疾細胞」
坊間流傳「餓死頑疾細胞」
一謬誤，部分病人因而減少進食
分量，但餓不死頑疾細胞，
卻餓死了自己。身體缺乏足夠
營養，導致營養消耗多於吸收，
體重因而下降，抵抗力及康復
能力也會受到影響，嚴重更會導
致營養不良，形成惡病質（Cachexia），即使恢復正常膳
食也難以攝取營養，使生命受到威脅。

健康倍增
佳膳適糖配燕麥片做早餐

天然調味料如薑、蒜頭、胡椒粉、陳皮等來調味。

1. 將即食燕麥片放入碗
內，加入熱水，拌勻
後浸泡3 分鐘。
2. 然後加入佳膳適糖營

雀巢佳膳適糖 提供多種營養

養品拌勻即成。

容易配搭，簡易換算

雀巢佳膳適糖營養豐富，升糖指數為28，屬低升糖配方，提供

以下每項提供約10克碳水化合物
食品
分量
佳膳適糖
3量匙
燕麥片（生）
2湯匙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及膳食纖維，適合作為早餐，可配搭麥皮，令全日
體力充沛，健康倍增。每天飲用雀巢佳膳適糖，並配合均衡飲食、
控制食量和進食時間，或有助於穩定血糖，維持體力。而要全面

有關產品資料及任何諮詢，可致電 8202 9876
銷售點：屈臣氏、萬寧配藥部、華潤堂、裕華國貨、卓思廊、
各大註冊藥房及醫院病人合作社
網址：www.NestleHealthScience.hk
# 根據尼爾森2013年8月至2016年7月於全港超市、藥房及便利店癌症/化療/電療類別專用營養品零售調查報告
（ 2016尼爾森公司版權所有）
* 速癒素TM 營養品由2012年至2016年連續5年榮獲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品牌大獎（主辦機構：香港醫護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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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健康質素，除了注意飲食外，亦要做適量運動，宜選擇自己感
興趣及能配合生活習慣的體能活動，以及保持心情輕鬆；有多方面
的配合，以保持健康體魄。

有關產品資料及任何諮詢，可致電8202 9876
銷售點：萬寧、屈臣氏、華潤堂、指定藥房及康復店有售
網址：www.nutrendiabet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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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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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醫護人員信賴醫學營養品（延緩腦退化配方）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健康食品品牌大獎

從飲食著手 改善你的記憶力

深受愛戴 贏得「天然健康食品專家」美譽

我們都會認為年紀愈大、記性變差
實屬正常，但「無記性」是腦退化或認知
障礙的主要先兆，應及早留意。
由Nutricia研發的智敏捷（Souvenaid），
是目前市面唯一一種有助改善記憶力*的
醫學營養品，當中的獨特專利營養配方
Fortasyn Connect，有助促進腦部神經細
胞聯繫；經臨床研究指出，讓有初期認
知障礙問題人士連續服用3個月，有助改
善記憶力。想搶救你的記憶力？不妨先
從飲食著手，幫助維持腦部健康。

很多香港人都熟悉雪肌蘭，當中的
魚寶鯊魚丸更一直是王牌之選，過去盡
顯健康食品市場上的殿堂級領導地位。
雪肌蘭產品嚴選珍貴天然材料提煉而成，
效能卓越，保證「優質、安全、高效」；
且能與時並進，推出「健康管理‧美麗
一站式」的優質服務，令每位顧客都能
體驗身心健康和內外健美，贏得「天然
健康食品專家」美譽。

智敏捷備有咖啡及雲呢拿
兩款口味選擇#，適合關注
腦部健康、認知及記憶力
減退人士飲用，建議連續
3個月每日飲用一支。

125ml即飲裝
咖啡味

125ml即飲裝
雲呢拿味

鄭嘉穎和曹敏莉已是雪肌蘭超過10年的用家，二人所散發的健康美，
正好體現出雪肌蘭產品功效顯著。

# 產品是為記憶力減退人士而設的特別醫療用途食品。請向醫護人員查詢，建議在醫護人員的指導下使用。

記性差 勿輕視

專利營養配方Fortasyn Connect

一般而言，年紀愈大出現認知障礙的機會率愈高，而直系親屬患有此情況者，

雪肌蘭全線天然健康食品，均符合「優質、安全、高效」的指標，全線產品的製造

遺傳的機率亦較高。此外，有心血管問題等人士，如沒有妥善管理病情，也會較易

過程均經過嚴謹監控，更採用尖端提煉技術，製成極微細分子，能夠保留最重要的

出現認知障礙問題。據香港政府一項調查研究指出，每 100 位 65 歲以上長者，便有大約

營養，讓身體能快速吸收，發揮針對性效果。產品成分天然，更百分百通過日本政府

5 至 8 名患者，而 80 歲以上更有近 2 至 3 成的人出現不同程度的認知障礙問題。雖然

認可機構檢定，並榮獲日本、美國和歐盟等多國的效能專利認證，證明產品達國際安全

目前暫沒有根治認知障礙的方法，但如能及早發現，亦可透過藥物幫助延緩腦部退化的

標準，不含輻射、農藥 DDT、PCB、重金屬和鉛等有害物質，讓消費者可放心食用。

徵狀。認知障礙的徵狀除了記憶力減退外，亦有機會出現語言、計算、思考和理解能力

更有權威調查證實，超過 99%用家證實功效超卓，能真正改善健康，連專業的醫護人員

下降，甚至行為或情緒問題，嚴重者更可能影響社交和日常自理能力。一旦發現家人或
朋友出現這些徵狀，便應盡早求醫，對症下藥。

智敏捷含有促進腦部神經細胞聯繫的主要營養素，
支持突觸的形成，有助改善記憶力。

亦樂於信賴，令雪肌蘭再獲一項專業肯定。

專業健康團隊 貼心跟進
醫學營養配方 改善認知功能

「令您健康，是我們的使命」是雪肌蘭的宗旨，故品牌重視產品質素之餘，同時重

過去有學術文獻指，非藥物治療的認知訓練和健腦運動，能刺激腦部不同位置，

視服務質素，每年都安排資深員工到日本接受專業培訓，以加強健康美容顧問的專業水

有助改善情緒和行為問題，效果甚至媲美藥物，而維他命 B 和奧米加 3 脂肪酸等營養

準，多次蟬聯業界頒發的「專業客戶服務大獎」。為了配合「健康管理‧美麗一站式」的

成分，亦被指有助改善初期記憶力退化問題。針對認知障礙而研發的智敏捷，是一種
改善認知功能和記憶力專用的醫學營養配方，提供腦部神經細胞所需要的營養，當中的

智敏捷不時邀請專科醫生舉辦健康講座，以提升
大眾對認知障礙的關注及認識。

膽鹼、尿苷酸、奧米加 3 脂肪酸、維他命 B、C、E 及硒等成分，是維持腦部健康的關鍵
營養素之一，有助改善初期認知障礙者的記憶力。產品推出以來深得關注認知功能和記憶
力減退人士信賴，今年更首度榮獲最受醫護人員信賴品牌大獎，足證產品可靠性。

雪肌蘭３大王牌產品

產品優質 信心之選

優質服務，更成立了專業的健康團隊，由註冊中醫師、營養師、大學教授、自然療法
博士等組成，因應客人需要，度身設計適合的個人健康管理計劃，除了定期為客人跟進

（左至右）
雪肌蘭魚寶腦の源DHA
醒腦護目，減壓解鬱，幫助記性好、轉數高，更
獲最高銷量 NO.1 DHA*殊榮，男女老幼必食。

雪肌蘭魚寶鯊魚丸
最高銷量N O.1鯊魚丸 * ，全效補肺護肝，排毒
健康。獲超過96%用家認同，服食後有效增強
體質，更年輕，更白滑。
雪肌蘭魚寶藍莓活力明目素
防乾澀，抗藍光，瞬間紓緩眼睛疲勞，適合遠
近視、老花及散光人士，抗視力退化，減淡黑眼
圈、眼袋及紅筋。

改善進度外，亦會作出保健指導及教授防病知識，全面關顧客人身心健康、美麗。
銷售點︰指定屈臣氏藥房、
全線卓思廊復康用品店有售
網址：www.souvenaid.nutricia.com
查詢電話：3460 5498

銷售點： 雪 肌 蘭 專 門 店 、 屈 臣 氏 專 櫃 、
銅鑼灣Sogo、金鐘Harvey Nichols
查詢電話：（852）2882 4884
網址：www.squina.com
*「雪肌蘭魚寶腦の源 DHA」及「雪肌蘭魚寶鯊魚丸」分別榮獲「都市卓越品牌大獎 2016」— 卓越銷量 NO.1 DHA及卓越銷量 NO.1 鯊魚丸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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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醫護人員歡迎成人紙尿褲品牌大獎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健康食品（破壁草本系列）品牌大獎

只需輕輕扶持 讓摯愛邁步向前

專利破壁技術 提升中藥功效

隨著年齡增長，健康狀況或多或少
會產 生 變 化 ， 其 中 尿 滲 和 失 禁 問 題 ，
更是十分普遍，令患者日常生活受到極大
限制 ， 甚 至 影 響 自 尊 心 。 來 自 瑞 典 的
添寧（T E N A），憑藉 50 年以上的失禁
照護經驗，加上優質生活的設計理念，
推出的添寧復健尿褲，猶如加厚內褲般
輕巧又易穿脫，適合可自行走動、輔助
下可行走或於他人扶持下可坐立的漏尿
人士使用，而家人只需從旁輕輕扶持，
便可助身邊摯愛重拾自信與活力。

2015年7月在香港上市的中智藥業，
致力將中藥養生概念從中山推廣至廣東，
再由廣東推廣至全國，並逐步邁向國際。
經過10多年發展及研究，成功開創
「草晶華‧破壁草本」專利技術，將單味
中藥材製成顆粒狀，其粉狀小支包裝
品質穩定、不易受潮，可直接沖泡服用，
而且攜帶方便，尤其適合生活繁忙又注重
健康的都市人。

復健尿褲設計輕巧
透氣，沒有一般成人
紙尿片的厚重感，
使用者更可自行處理
更換問題，免卻尷尬
之餘，亦能減輕家人
照顧的負擔。

「草晶華‧破壁草本」系列突破傳統中藥飲用
模式，無需煎煮，即沖即飲，十分方便。

尿失禁打擊自信 影響家人關係

添寧復健尿褲系列

不少長者認為失禁是羞於啟齒的問題，在自尊心作祟和不想引起尷尬的情況

很多人都相信中藥的療效，但往往沒有時間煎煮，為迎合都市人的需要，中智

下，或會令他們避開正常社交生活，而減少長時間出外的機會。即使患者願意使用

積極改變中藥材現有形態，打造嶄新便捷的養生模式，令中藥更普及和生活化。與

紙尿片，家人亦需從旁協助清潔及更換，有機會加重照顧者的精神和生活壓力，影響

此同時，中智認為中藥要走向國際化，必須建立一套標準，才可讓全球用家安心服

彼此關係。因此，使用合適的失禁產品，不單有助解決患者的生活困擾，更能減輕

用，因此在產品原材料方面，中智與全國各地及加拿大的第三方中藥材G A P種植

家人照顧的負擔。

基地合作，選取無重金屬污染及農藥殘留的道地藥材，不含硫磺，且無添加任何輔

易穿脫設計 自行處理免尷尬
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有售的添寧，是全球No.1成人失禁用品品牌 # ，其中設計

復健尿褲備有輕巧型和長效型兩款型號，使用
者可因應不同尿失禁程度和場合需要來選擇，
設計貼心周到。

擁有優秀科研團隊
在追求優質原材料的同時，中智擁有強大的科研團隊，匯聚中外草本專家，研發

照護，配合獨特的抗菌抑味技術及鎖濕防漏設計，有助消除異味及漏尿的機會，穿著

出多款產品及多項專利，攜手合力讓中藥現代化。其中採用氣流粉碎破壁技術及中智

後外表也不著痕跡；就算全日外出或需乘坐長途車，只要隨身帶備尿褲更換，便能輕鬆

無添 加 成 形 專 利 技 術 製 成 的 「 草 晶 華 ‧ 破 壁 草 本 」 系 列 ， 王 牌 產 品 包 括 羅 漢 果 、
茯苓、桔梗、葛根、決明子、山楂及玫瑰花等，簡單以熱水沖泡，即可飲用，方便
輕巧型
（約2次尿量）

適合以下漏尿人士使用：

可自行走動

#

輔助下可行走

輔助下可坐立

認知障礙症

長效型
（約 4 次尿量）

銷售點︰惠康、百佳、AEON、HKTVmall、
各大藥房及復康用品專門店
查詢電話：2741 8111
網址：www.tena.com.hk

破壁草本4大好處

料製成顆粒，保持中藥的天然性，從源頭保障產品質量及安全。

輕巧的添寧復健尿褲，是專為有漏尿問題的患者，提供可自行穿著，又易於更換的

無憂地享受社交生活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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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藥標準化

又易吸收，大受消費者歡迎。早前，更開設了「草晶華‧破壁草本」體驗店，弘揚
中草藥文化，向全世界推廣集團的核心價值 —— 智造健康生活。

1. 安全︰ 嚴 控 破 壁 草 本 的 採 收 、 儲 存 及 生 產
過程，保證產品安全。
2. 高效︰ 破壁草本經過藥材細胞破壁，可完全
釋出高達九成的有效成分。
3. 便捷︰ 夥 粒 狀 產 品 可 直 接 沖 水 飲 用 ， 無 需
花時間煎煮，方便快捷。
4. 穩定︰ 破壁草本保證產品成分的一致性，品質
穩定。

查詢電話︰2956 3737
網址︰www.cjh.com.hk

數據來源："INCONTINENCE"4th Edition 2009; Editors Paul Abrams, Linda Cardozo, Saad Khoury, Alan Wein; Health
Publication Ltd 2009 (ISBN 0-9546956-8-2).

15

最受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產品品牌大獎

從亞健康到頑疾 中科為你健康護航
默默耕耘33年的中科，全球擁有數
百萬忠實用家，一直以「天然、安全、
高效」為準則，為都市人提供最妥貼的
健康管理方案，包括現代人兩大挑戰︰
亞健康和頑疾。中科是「中國靈芝研究
先驅者」，擁有兩項 PCT 國際發明專利
和130項國家專利，並獲得兩屆「最受
醫護人員歡迎保健產品品牌大獎」，一系
列優質健康產品遠銷至新加坡、美國等
國家和地區，幫助逾百萬人重拾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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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愛特」+「靈芝孢子油」組方
靈芝總三萜含量≧54.2%，真菌
多糖≧30%，有助提高免疫細胞
殺滅頑疾細胞的能力，降低治療
期的副作用，提升患者生活質素。

亞健康系列

產品。每款產品上市前均經過數年精心專研和考證，確保產品功效和安全性。所有產品
均在中科自設GMP藥廠生產，該廠擁有全球領先的 CO 2 超臨界萃取技術、現代常溫純
物理破壁技術、靈芝孢子粉指紋圖譜技術、全冷鏈技術、靈芝三萜測定技術及靈芝太空
培育技術等，不僅在技術上保證了產品的純度和質量，更能從選擇天然原料開始層層
把關，並通過香港認可檢定中心檢測，確保每粒中科出產的健康產品功效，讓消費者

亞健康和頑疾是現代人面臨的兩大挑戰，前者會慢慢吞噬健康，降低生活品質；
後者更會威脅生命，有見及此，中科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務。在亞健康方面，除了兩款
明星產品中科「番茄紅素」及「蜂棘養胃丸」外，還有幫助對抗三高的「血管清」、養護

組方，有助迅速提升免疫力，減輕治療期間的副作用。中科堅信，讓客戶信賴你，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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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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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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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髮液

匯涵優貼─術後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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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的「骨痛靈」等。至於頑疾方面，有進入二期臨床的中科「愛特」與「靈芝孢子油」
銷售點：全線萬寧（亞健康產品）
    中科專賣店（頑疾產品）
中科健康專線：28770822
網址︰www.zhongke.com.hk

匯涵口泰─口腔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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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蜂棘養胃丸」
蘊含天然蜂膠和沙棘，有助
中和胃酸、減少胃酸刺激，
形成胃黏膜保護層並增強黏膜
防禦機能，根源養胃，紓緩
胃酸倒流及消化不良，減少
症狀再次發作。

心臟健康的「蝦紅素」、改善眼乾眼澀的「眼潤清」、對抗高尿酸的「酸速清」及紓緩關節

只有一條：提供最優質的產品，這正是中科一直所堅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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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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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膚─皮膚護理配方

食得安全又放心。

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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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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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番茄紅素」
提取自新鮮番茄，每8.8磅提取
一粒，每粒含25毫克天然番茄
紅素，一日一粒，維持前列腺
健康，視帝夏雨亦是產品的星級
用家。

曼琳─婦科抗菌殺毒護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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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尖端科技研製健康產品
中科擁有由數十名科學家組成的「中科研究院」，自 主 研 發 頑 疾 及 各 種 亞 健 康

醫用生物膠體分散劑

銷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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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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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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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09:00-21:00
查詢熱線：3468 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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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析癌症謬誤 把握治療黃金期
眾多癌症患者確診後都會特別注意日常起居飲食，亦有不少患者誤信有關
食物及治療的坊間傳言，錯失治療黃金期。然而，治療時間對患者十分關
鍵，愈早接受正統醫學治療，愈能提升治癒率。有見及此，臨床腫瘤科專
科陳亮祖醫生編寫了《癌症謬誤100解──把握治療黃金期》一書，希望
能夠幫助大眾，尤其是癌症病人釋除疑慮。
謬誤1 進食鹼性食物和飲用鹼性水可以改變體內的酸鹼度，達至防癌和治癌嗎？

專科醫生．營養學家為育嬰從業員解讀
黃疸、濕疹、敏感性哮喘常見初生嬰兒問題

其實人體血液的酸鹼值介乎7.35 至 7.45 之間，屬弱鹼性。當體內的酸鹼平衡出現改變時，腎臟及呼吸系統便會進行調整，讓身體
回復酸鹼平衡的正常狀態。血液酸鹼值若超出正常指標，代表身體調節功能出了問題。可是人體不會因為進食酸性食物而令血液改
變成酸性，更沒有證據顯示鹼性物質有防癌及治癌效果。

謬誤2

牛肉太毒，雞肉有激素，癌症患者應避免進食？

癌症患者極需攝取足夠蛋白質，以支持過渡療程和幫助身體細胞修復。治療中的癌症病人每天需要蛋白質的分量為1.2-1.5克 ∕每公
斤體重，比一般成年人多。有很多不同種類的食物也含有豐富蛋白質，肉類是其中一種。建議多吃優質肉類，包括牛肉和雞肉。現
時入口的雞隻必須經過嚴格檢疫，確定激素和抗生素含量合格才准許入口，故無需過分憂慮。如要避免吸收過多動物脂肪，可先去
皮和避免吃翼尖及腳。

謬誤3

營養豐富的食物為癌細胞進補，助其生長？

從事助產士及陪月員工作，經常面對初生嬰兒黃疸、濕疹、敏感性哮喘問題，而面對產
後媽媽則是進補及營養吸收的問題。香港醫護學會屬下的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
會，邀請了兒科專科醫生徐傑以及營養學家曾詠詩小姐向從事育嬰行業的護理人員講解有關
護理的資訊。
敏感性哮喘

病徵： 持續咳及發出喘嗚聲、

問題： 曬太陽是否有效改善

謬誤4 接受放射治療後，會將輻射帶回家，影響家人健康？

黃疸？

絕大部分的放射治療屬「體外」形式，一旦離開放射治療機器範圍，患者體內便不存在輻
射。部分患者需要接受「體內放射」的治療，例如：放射性同位素治療──口服放射碘
131治療，或將放射源植入體內，會令患者的身體帶有微量輻射，但此等微量的輻射對家
人的影響有限，無需過分憂慮。

兒科專科醫生

徐傑

化療療程通常以三星期為一週期，白血球數量一般在第7至第14天開始下降，增加患者受
感染機會。醫生建議患者應避免到人煙稠密或烏煙瘴氣的地方，多到空氣清新的公園或戶
外地方散步，舒展身心。同時以少食多餐方式，盡量攝取營養，以提升身體抵抗力，維持
生活質素。

天氣轉時咳、晚上睡
覺時咳、運動時咳、
情緒波動時咳

問題： 為什麼有濕疹？
解答： 濕疹屬一種過敏反應，

主要是遺傳性或外來
致敏原影響免疫系統，
常見如塵蟎過敏，亦
會增加患濕疹的機會。
一般使用經由醫生處
方的保濕潤膚及類固
醇藥膏可有效紓緩濕
疹不適。

療黃疸，相反更可能
導致嬰兒皮膚灼傷或
眼睛受損。

問題： 如何有效減低敏感性

哮喘？

解答： 減少接觸毛毛玩具、

避免使用地氈、勤吸
塵、定期清洗冷氣機

建議婦女∕孕婦每日營養攝取量

預防白血球過低 攝取營養尤為重要
註冊營養師潘仕寶女士指出：「高達八成晚期癌症患者會有營養不良問題，甚至有兩成癌
症病人是死於營養不良，而非死於患症本身。癌症可導致身體新陳代謝異常及營養攝取不
足，令病人營養嚴重不良而形成惡病質 (Cachexia) : 肌肉耗損、脂肪流失、體重減輕、
免疫力下降、厭食、疲倦等。」她建議癌症患者治療前，攝取足夠的營養如蛋白質、碳水
化合物和脂肪，以增加身體儲備，為治療做好準備。

食物種類

食用分量（以每份計算）

婦女（份）

孕婦∕哺乳期（份）

奶類
蛋白質類
五穀類
蔬菜類
水果
脂肪
流質

1杯（240毫升）
肉類40克或1隻蛋（中型）
1碗
煮熟（半碗）
1個蘋果或半條香蕉
1茶匙
1杯

1－2
4－6
2－3
3
2
6
6

3
6－8
4
3
2
6
8

家常菜單推介：

嬰護理服務

人

員

士

母

on

助產

協會
c i a ti

n

d

Ma

sA

sa

sso

i ve

番茄薯仔三文魚湯
合桃露

及

M id w

冬菇馬蹄蒸肉餅
彩椒腰果炒雞柳

水泡、滲出液體

解答： 曬太陽不能有效地治

謬誤5 化療期間不可外出，要在家中「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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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

病徵： 皮膚痕癢、紅腫、有

出現脫水、小便量減
少、胃口下降、活動
量明顯減少

癌症治療能殺死癌細胞，但同時亦會傷害正常細胞。人體有自我修復機制，癌症患者在治療期間更需要攝取足夠的營養，以幫助細
胞修復；若癌症患者能保持體重，其根治疾病或成功控制病情的機會會顯著提高。醫學研究指若患者營養不良，會使正常細胞無法
對抗癌細胞和加速癌細胞不正常分裂，加重病情。建議患者多進食有營養的食物，例如肉類、海鮮、奶製品、黃豆製品及果仁等。

蛋花肉碎粥
雞蛋牛油果三文治

黃疸

病徵： 皮膚發黃、眼白發黃、

te r n

a l - C h i l d C a re

gi v

er

營養學家

曾詠詩小姐

由香港醫護學會成立的助產士及母嬰護理服務人員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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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登記及查詢 : 3549 8014（直線）/ 9515 8650
電子登記表格：goo.gl/8ZnFv4

協會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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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年輕化 30歲後增風險
圓滿結束
精彩重溫

攜手為健康生活打氣

想參加下次百本健康日
活動？記得留意百本
Facebook專頁啦！
Bamboos.com.hk

專題講座邀請了香港綜合太極總會會長現場示範強身健體的動作；
營養師分享保護腸道健康心得；註冊脊醫介紹簡單護脊技巧等

豐富禮品大放送，每位入場
人士均收獲多多，滿載而歸
人士均收穫多多，滿載而歸

現場提供多項免費健康測試，
有助大家掌握健康狀況

陳禮樂 骨科專科醫生
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骨科）及英國愛丁堡皇
家外科醫學院院士學位。

很多人認為骨質疏鬆是老年人才會遇到的問題，但事實在現
今社會，港人普遍缺乏運動、少到戶外吸收陽光，加上一般
人沒有喝牛奶及進食芝士的習慣，鈣攝取量不足，使港人在
中年後大大增加患上骨質疏鬆症的風險。有調查顯示，港人
比歐美人士較易出現骨質疏鬆，而其風險由30歲後已開始增
加。故此我們年輕時便要注重骨骼健康，預防應及早開始！
骨骼新陳代謝日漸減慢 影響鈣質吸收
人體每天都會有新的骨骼組織形成和流失，由骨芽細胞負責
製造和修補骨質，而破骨細胞則不斷侵蝕老化的骨質，這就
是骨骼的新陳代謝過程。骨的新陳代謝愈好，骨質密度就愈
高。骨骼要有效地吸收並儲存鈣，骨骼才會健康。骨質密度
的高峰期一般為25至30歲，大約在30歲後骨代謝日漸減慢，
加劇了破骨細胞的產生。這時破骨細胞比骨芽細胞更活躍，
意味人體骨質被侵蝕的速度比造骨快，骨頭上便會形成很多
小洞，導致鈣質流失。更年期後的女士因體內雌激素急劇下
降，骨質流失更加快，她們會成為骨質疏鬆症的高危族。
不良都市飲食習慣 加速鈣流失
大量臨床研究顯示，不論男女老幼，鈉的攝取量一旦過高，
就會加劇鈣質的流失。亞洲人一般口味偏重，喜歡偏咸的食

健康主題展銷攤位，從日常生活、健康飲食、
美容資訊、以至高科技產品和服務應有盡有

主辦：

贊助機構：

物，加上港人經常出外用餐，在日常飲食中，不知不覺間攝
取過量鈉、鹽、蛋白質和咖啡因等，又少食高鈣食物，增加
鈣質流失的機會。此外，不少港人缺乏運動，關節骨骼受傷
的機會也隨之增加。而不少白領接觸陽光的機會較少，即使
在戶外，很多人（尤其是愛美、注重美白的女士們）都會出
動太陽傘和塗上厚厚的防曬霜，這均會阻礙體內維生素D的合
成，降低鈣吸收的效率。
補充營養才能鎖鈣補骨
要保持骨骼健康，除維持骨骼中的鈣含量，更應注意骨質密
度。成年人每天需攝取1000-1200毫克鈣質，建議多吃奶類製
品、乾果和綠葉蔬菜等，亦可考慮選擇合適的營養補充品，
抑制破骨細胞的生長、活化造骨細胞，使骨骼的新陳代謝維
持在健康水平，減低骨質流失的機會，有效預防骨質疏鬆。

HEALTHCARE

避免醫療失誤的自保法

朱偉星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前醫院管理局東聯網家庭醫學部部門主管，現任新城財經台《我的事務所》及港台第
一台《精靈一點》嘉賓主持。

近期環繞鄧桂思女士的醫療事件話題，在社會上引發的討論
不絕。但在這裡我暫不詳細討論有關鄧女士的個案，反想與
讀者探討一下醫療紀錄的問題，因為這其實和我們每個人都
切身相關。
一般市民看病時會告訴醫生相關病情，以為這便會把資料記
錄在案，日後翻查便不會有遺漏。但事實並非那麼簡單，須
知道在電子化醫療紀錄年代以前，病人有什麼特別病徵，或
需要注意的事項如藥物敏感，醫護人員都會用特別顏色的印
章大大的蓋在病歷本上，這些工序大多由護士執行，醫生相
對較少做這個工作。
理論上，現今電子病歷或醫療紀錄可以把病人的疾病史、健
康狀況等紀錄得更全面。但在電腦範疇中，有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Garbage in, garbage out＂，就是說要輸入有用的
資料，才能在電腦上看到有用的資訊，反之亦然。在電子病
歷系統的設計上，可以讓醫生一邊診症，一邊輸入資料，而
輸入的資料將來可以用得著，這是極之考究系統設計者的功
夫。以藥物敏感為例，以前只要護士拿起枱上的紅印打在病

歷表上，以後每一個接觸同一病人的醫護人員便知道該病人
有藥物敏感史。但在電子病歷或醫療紀錄上，縱使醫生輸入
了病人的藥物敏感史，那只會是在一大堆文字檔裡出現的其
中一句，要是在醫生看病時把紀錄顯示出來或作出提示，必
須開設特定的藥物敏感檔案，所以起不了很大的提醒作用。
以上我所說的並不是為醫護人員開脫，或者埋怨病歷電腦化
失敗；而是想大家明白每一個程式都是異常複雜，絕不是簡
簡單單、隨隨便便就能拿出來用。一方面醫院和醫護人員都
需要想辦法，不斷完善電腦化病歷的系統設計和運用；而作
為病人或家屬，亦不能理所當然地以為在病歷電腦化後，醫
生會全面瞭解病人的病史。病人看病時，如有任何特別或重
要的注意事項、藥物敏感史，都要不厭其煩，再一次告訴醫
生，這是最好的自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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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產後奶量不足的問題

香港醫護學會 研究指出

1個月有效令

約

壞

指

80%用家
*

數下

降

每粒含EPA+DHA

500毫克

達

梁秋容 註冊中醫師
獲南京中醫藥大學婦科學博士學位，並同時榮獲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學士及香港浸
會大學生物醫學（榮譽）理學士學位。

近年愈來愈多人認識到餵哺母乳的好處，相信很多準媽媽也
期望生小寶寶後能餵哺母乳。可是，每位媽媽的體質各有不
同，乳腺可產生的乳汁未必能夠完全滿足小寶寶的需求，而
產後奶量不足正是很多新手媽媽最常遇見的問題，部分媽媽
更會因為奶量不足，甚至產後缺乳前來求診。要知道問題的
成因，我們可以先從母乳的生成開始探討。
一般婦女在分娩後，乳房便會開始自然分泌乳汁。中醫認為，
母乳的生成與脾、胃及肝臟等有密切的關係。古時有醫家指
出：「乳汁為氣血所化，而源出於胃，實水穀精華也。」脾
胃為「氣血生化之源」，我們日常進食後，首先會經過「胃」
的受納而產生腐熟作用，其後由「脾」對水穀進行運輸和轉
化，化生氣血輸佈全身，上至乳則生成乳汁。然而，若懷孕
期間或生產過程中氣血耗傷過多，或平素脾胃不健，則會令
氣血虛弱，從而減少乳汁的生成。此外，肝的疏泄作用，與
氣血和乳汁的暢行程度有直接關係，如果產婦情緒波動，或
者壓力過大，導致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使肝氣鬱滯不通，引
致乳腺閉塞、乳汁排放不暢，甚至出現缺乳的情況，亦即古
書《儒門事親》所云：「或因啼、哭、悲、怒、鬱、結，氣
溢閉塞，以致乳脈不行。」

強心奧米加３（60粒裝）
* 香港醫護學會於2017年3月至6月期間邀請26位志願人士，於1個月內每天服用三粒加拿大楓之寶「強心奧米加3」魚油丸，平均約8成測試者壞指數下降。

ADRIEN GAGNON楓之寶

ADRIEN GAGNON楓之寶查詢電話 : 2126 1168
維健生香港有限公司 Vital Care Hong Kong Limited

臨床上，大多數婦女之所以餵哺母乳時感到不順利，實際與
其「肝鬱氣滯」或「氣血虛弱」有關。她們部分因情志鬱悶
不樂引致肝鬱氣滯、乳汁排放不暢，或伴有乳房脹硬、疼痛
等情況；氣血虛弱者，則可見乳汁稀少，甚至乳汁全無，或
伴有面色蒼白、倦怠乏力等徵狀。因此，中醫師治療時必須

對症下藥，辨證論治。坊間時有誤解，媽媽哺乳期間不能服
用中藥。其實不少中藥均有促進乳汁生成或通乳的作用，且
不會對初生嬰兒構成不良影響。如中醫傳統方劑「下乳湧泉
散」是出自《清太醫院配方》，當中漏蘆、通草、穿山甲、
王不留行等中藥均有通結下乳的作用。
除了中藥治療，新手媽媽在飲食方面應以易消化、易吸收為
主，任何辛辣、生冷、油膩之品宜少食；木瓜、魚類、章魚、
豬手等均為有助上奶的食物，不妨多吃。哺乳期間建議媽媽
飲用足夠的水或湯，保持身體水分充足以生產足夠的母乳。
另外，部分食物如乳鴿、韭菜、椰菜花、咖啡、菠蘿、淡豆
豉、麥芽等有回乳作用，哺乳期間則少碰為妙。
此外，新手媽媽亦要注意餵哺母乳時的姿勢，應讓小寶寶準
確地吸吮母乳，減少乳頭受傷的機會。現時，衛生署轄下的
母嬰健康院均有護士指導母乳餵哺的正確姿勢，如有疑問，
不妨向專人請教。至於在餵哺前按摩乳房四周，亦可使經絡
氣血通暢，易於餵哺。如有乳腺閉塞、發炎等情況，應立即
求醫處理。
其實餵哺母乳是母親的天職，如要實行並不困難，保持充分
休息，吸取足夠的營養，時刻放鬆心情，不要過分在意奶量
的多少，每次餵哺母乳時好好享受和小寶寶的親密時間。新
手媽媽千萬不要輕易放棄，持之以恆，很快便會熟能生巧，
定能為小寶寶提供足夠且獨一無二的最佳天然食物。
25

CHINESE

Medicine

食得其所：荔枝的醫用價值

呂兆陞 註冊中醫師
擁有香港大學中醫全科學士（全日制）及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理學碩士學位，同時亦
擔任星匯網網上電台中醫節目主持。

蘇東坡詩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蘇東
坡被貶官來到廣東地區，卻對荔枝這種嶺南特產情有獨鍾。
自古以來，荔枝是珍品，以鮮美可口著稱。然而，俗語謂
「一粒荔枝三把火」，多食荔枝亦會引起身體不適。

因鹽具有清熱下火的作用，其可以中和荔枝的溫熱性質。此
外，一些清熱消暑的食療，也可以作為緩解荔枝熱性的方法。
例如於進食荔枝後，用綠豆煮湯飲用，一方面可以清解暑熱，
另一方面可以預防荔枝的熱性所帶來的不適。

荔枝性熱 不宜多食
中醫認為，荔枝味甘、酸、性溫，入心、脾、肝經。荔枝的
當造季節正值炎夏，而荔枝性溫，有些人吃了會容易上火。
《本草綱目》裡記載：「荔枝氣味純陽，其性微熱。鮮者食
多，即齦腫口痛也。」意指過量食用荔枝會引起牙肉腫痛、
口舌疼痛等常見的上火徵狀。

食得其所 荔枝一身都是寶
其實荔枝有很好的醫用價值。荔枝的果肉具有補脾益肝、理
氣補血、溫中止痛、補心安神的作用。體質虛寒或氣血虛弱
的人士，適量食用荔枝，可有很好的補益作用。而荔枝乾的
補益效果則稍次，但燥熱之性也較緩和，適合老年人及體質
虛弱人士作食療用。此外，荔枝核具有行氣散結，祛寒止痛
及溫腎的作用，常用於紓緩小腸氣、少腹疼痛、睾丸疾患等。
近年更有臨床研究發現荔枝核具有降血糖的作用。

就個人體質而言，有些人尤其不宜進食荔枝。體質屬於陽熱
偏亢或陰虛火旺者，多食荔枝會更容易產生陽熱偏盛的情況，
出現口舌生瘡、大便秘結、皮膚炎症、心煩氣躁、睡眠不佳
等徵狀。另外，老年人、小童及糖尿病患者，由於他們的身
體對於血糖的調節能力較差，過量食用荔枝會容易使血糖值
出現急劇變化，造成身體不適，所以不宜多食。

由此可見，蘇東坡所指「日啖荔枝三百顆」，如果他不是
「文人多大話」的話，估計他的體質屬於比較虛寒的類型了。

平衡陰陽 解救有法
據《本草綱目》記載，用荔枝殼煎水飲用，可解荔枝熱。這
是古籍記載的解熱方法，但應用起來並不方便，而且味道較
差。較簡單的解熱方法是先將荔枝去皮，然後浸鹽水再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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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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護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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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視劇看香港的青黃不接問題

新動向

進修及就業前景免費講座
日期： 2017年4月3日（一）、4月25日（二）
日期： 2017年8月8日（二）及 8月22日（二）

講座內容：

及5月16日（二）

•政府政策與行業機遇
•政府政策與行業機遇
時間： 19:15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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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各醫護職位之工作範疇、薪金
•介紹各醫護職位之工作範疇、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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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出口 ，步行8-10分鐘 ∕
及晉升階梯等
及晉升階梯等
（港鐵尖沙咀站 ∕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
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護理實習課室參觀
•參觀護理實習課室

講者：
講者：香港醫護學會代表
香港醫護學會代表

歡迎應屆DSE畢業生或有意入行人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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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13日（全日制）
2017年9月11日（全日制）
2017年5月28日 // 9月10日
7月13日
(臨床病人服務)訓練證書 2017年8月15日
(兼讀制)
（兼讀制）
醫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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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實習場地供練習
免費就業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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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重認證資格（課程獲醫院管理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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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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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號碼:15/003486/L2；有效期為2016年2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

2017年8月2日（全日制）
2017年6月7日（全日制）
2017年8月4日 / 10月10日
（兼讀制）
2017年4月13日（兼讀制）
2017年9月14日（全日制）
逢星期一至五

雙證書課程 （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雙證書課程 （保健員訓練證書及急救證書）

**社會福利署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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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14日（兼讀制）
聘為診所助護
逢星期一至五
2017年8月2日（注射技巧訓練）
逢星期三
2017年8月13日（注射技巧訓練）
逢星期三

查詢電話：2575 5891

: 9601 6833

邵志堯 Kenny Siu
江西財經大學客座教授、資深測量師，曾任多家香港上市公司高管。九十年代初到內
地發展，對國情非常熟悉。著有《擁抱地產霸權》一書，多次接受中外媒體訪問。現
定期在報紙、雜誌發表文章，並經常出席論壇，分享實戰經驗和獨特見解。
投資大師彼德．連治(Peter Lynch)曾經說過：「要在生活中
尋找投資機會。」筆者非常同意，文章將會以顯淺的生活例
子，闡明現今社會的經濟現象。
今天我們看到的電視劇，主要反映當今主流社會的動態和意
識形態。筆者發現，近期香港大台播放的電視劇集中，男女
主角的年齡加起來超過一百歲已成常態。例如黎耀祥加毛舜
筠是110歲、張兆輝加陳松伶是100歲，最年輕的一對是林文
龍跟宣萱，加起來96歲。音樂節目更甚，許冠傑加譚詠麟是
138歲，汪明荃加鄭少秋也是138歲，整個節目猶如老人院舉
辦聯歡會。早於幾十年前，年屆五十多歲的便已成為祖父、母，
如今一把年紀的他們仍在螢幕上演繹談情說愛的情節，雖然
筆者與他們年紀相若，但我委實接受不了由他們演繹這些情
節，更可況是九十後和千禧後的新一代呢？
大家可能會感到好奇，香港電視劇集為什麼仍由老一輩擔任
主角？是因為觀眾皆是上年紀的人？還是年輕主角與觀眾產
生不了共鳴？說實話，談情說愛的情節，給年輕小夥子去演
繹，方能讓人賞心悅目。八十年代的《新紮師兄》，當時主
角梁朝偉和張曼玉的年齡加起來才不到五十歲。為什麼短短
三十年間，香港電視劇集男女主角的年齡之和會翻了一番？
我認為這表面看來是電視台或個別劇集的的問題，實際上反
映了現今社會普遍遇到的問題。

老一輩的人常嫌棄說：「一蟹不如一蟹」；而八、九十後則
說：「老海鮮(Old Seafood)，霸著茅廁不拉屎」。不同的論
述各有支持者，互有指罵或拳來腳往，好不精彩。筆者認為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香港已過了高速發展期。九
十年代初，大量六、七十後的港人移民外國或出國讀書，
「浸完鹹水」使競爭力大大提升，但近年中國大陸崛起，香
港年輕一代需面對較大的競爭壓力。加上香港已發展成為一
個成熟的經濟體，不可能再有如八、九十年代雙位數的高速
GDP增長，新一代自然面對更大競爭了。
雖然競爭力被削弱，但筆者倒不認同「一蟹不如一蟹」的說
法。我認為時下香港最頂尖的年青人比筆者當年的更優秀，成
功企業的經營者也愈來愈年輕。據統計，全球十大市值最高
的公司的平均「歲數」，由2006年的88歲大幅下降至2016
年的42歲，當中市值四千多億美元的Facebook更只得十三
歲。如今，創業成本相對低廉，科技、網絡相互結合，使得
我們能在投入後的短時間內取得豐碩成果，若能把握機遇，
世界是屬於年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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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阻礙學習的因素

黃慧玟 Natalie Evie
`
Evie Beaute護膚品和Natalie
Evie Consulting創辦人，曾任頂尖投資銀行執行董
事，亦於不同的媒體撰文，2015年更榮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頒發特殊貢獻獎。作
為企管導師和高管教練，一直致力培養學員情緒智能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希望讓學員們在職場上可發揮所長，同時提高機構人力資源的潛能。
作為企管導師，我有時也會質疑一般培訓的實際效用，尤其是
有關Soft skills的培訓。我不是懷疑導師的價值，但一個成功的
培訓，除了需要學員投入之餘，更需要他們擁有正確的觀念和
心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歸根究底，大多數人說想改變，其
實他們都缺乏一種根本的決心。很多時候，他們並不是真的想
改，而是想不改而有變，所以有人不停接受培訓，不停閱讀一
些教導如何提升自己的書本或文章，令自我感覺良好，以為這
些行動能令他們逐漸接近目標。可能他們會因此產生一些表面
或短暫的變化，但事實上這些做法往往是逃避核心問題的藉口，
因為要真正的改變，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先改變自己。
有意欲改變的人尚且會容易陷入這樣的迷思，但一個團隊裡不
是每個人都有提升自己的覺悟能力，可以想像一位領導想提升
團隊的能力是談何容易呢？

第二個問題是難以面對自我──從根本上改變自己，往往涉及
承認自己以前的做法或取向其實是不恰當的，亦就是說，對於
過往不理想的成果基本上是自己的責任，是自己對自己有所虧
欠。雖然只是面對自己，但很少人能坦然承認自己的不足，自
我意識作祟，使我們總會努力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辯護，把過
錯或不足歸咎於自身以外的原因。
要改變，我的策略就是透過靈活和個人化的技巧，幫助學員逐
一克服以上兩個阻礙學習的因素。
對付惰性的方法，就是把複雜而詳細的學習要點分解至多個容
易接受的小份。我不期望學員們能記下所有學過的細節，所以
最後我會告訴他們，如果忘記了學習的要點可以怎辦。另外，
我會為學員提供一份易記、易用的後備錦囊，這就是我送給他
們的禮物，目的是讓他們覺得改變是可行和容易做到的事。每
當他們執行每一小份而得到成功，都會變為一種自身的動力，
鼓勵他們繼續走改變的路，不會半途而廢。

那為什麼大部分人都是紙上談兵呢？我認為有以下兩個核心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惰性──就算多麼勤力的人，都擺脫不了惰性的
本質。變化是一項艱辛的工程，人們通常開始時都是滿腔熱誠，
但漸漸地會容易失去動力和興趣。如健身公司的職員都會在每
年的年頭把握時機推銷會籍，因為新年很多人會立下改善身型或
健康的目標，而隨著時間過去，真正使用健身室的人會愈來愈
少。健身公司就是看準了人的惰性，把握年頭銷售的時機多賣
出幾個會籍，賣多也不用擔心設施不夠用。

針對第二點關於面對自我的困難，辦法就是剷除命題中的判斷
成分──將學習課題和理論的定位，由對錯轉移至因果、事實
和邏輯。對於有關專業形象這個人化的題目，這點尤其重要。
一旦放開了主觀對錯的判斷，就可以克服自我意識的干擾，專
注學習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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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指數之盲點

汪敦敬 Lawrance Wong
從事地產界已逾33年，現為祥益地產總裁；於不同報章、雜誌及網上平台撰寫樓市
評論文章20多年，並於2009年金融海嘯後，認為市場會出現新的秩序及邏輯，於是
主力撰寫有關新常態文章。
樓市數據是誠實的，使用房產指數以分析及掌握市場的變化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可是，今時今日的市場發展正不斷變質
和被扭曲，令傳統的樓市分析觀念和方法也幾乎失效！因此，
我們應該就著新發展常態，「更新」房產指數，因時制宜！

即在圖表上多畫一個趨勢圖供各位參考。所謂「回歸分析法」，
就是將整個統計時段的每一宗成交成為一個面，然後找出每
個點之間的線性關係，將總體誤差減至最低，從而分析樓市
表現。

參考房產指數進行分析時，必須了解有關指數所針對的統計
範圍、數據滯後程度，以及成份屋苑數量，這些都能反映市
場的變化程度。

事實上，每一個統計方法都有其特定形式和計算範圍，反映
著不同的價值，同時也存在不同的盲點。很多人看圖表分析，
包括近代較多人沿用的牛熊市概念，都是著重以圖像為本以
推敲結果，但往往忽略了真正最基本的市場因素才是衍生圖
表的根。我們要清楚知道，數據本身只是反映市場的果，其
只可以作為一個令整體結果更完整及有規律的互動因素，但
我們不應隨意定位，倒果為因，迷信圖像。

2009年之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令有限的資產面對無限的資
金，市場自然日益「價升量跌」。當樓市成交愈來愈少的時
候，傳統樓市指數的統計方法便面臨考驗。因為在整體成交
少的情況下，有關成份屋苑可能根本沒有成交，或者成交少
得可憐，這自然反映不了大市的實際變化。即使「祥益指數」
是以屯門區絕大部分的二手私人屋苑來做統計，但我認為因
整體市場成交實在太少，指數並未能夠充分且快捷地反映市
場環境，這便是傳統分析方法應用於樓市新常態的缺憾！
因此，我建議在顯示走勢的傳統圖表加上「回歸分析法」，

數據雖可貴，卻是沒有完美的。我希望透過以整體數據為基
礎的市場分析，彌補少成交量的單一指數結論的不足之處，
從而有助各位可以較全面地掌握市場。比別人早一步掌握市
場變化，投資便可早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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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趨勢在變，人的口味亦隨年齡而改變。最近我發
覺喜歡尋麻問辣的朋友愈來愈多，連本身丁點兒辣也
受不了的我，亦愛上酸麻辣帶來的刺激感！吃辣不但
辣度要強勁，味道上也有要求，一股死辣的那種可不
成！今次到「金公館」嚐辣，餐廳請來重慶的大廚坐
鎮，以地道手法烹調出甜、酸、麻、辣、香、鹹的特
色川菜，菜式令人喜出望外。

這裡不但室內裝潢讓人感覺穿越古代，菜館內不少菜式名稱都與名著《三國演義》有關，帶出了蜀國與四川的關係：「瓦
口天蕩──招牌口水雞」就是取自《三國演義》中的「猛張飛智取瓦口隘，老黃忠計奪天蕩山」。其賣相雖然滿盤紅油，
味道卻出奇地不太辣，入口先帶麻再滲出微辣，層次感不錯。雞肉頗嫩，上面放滿辣椒粒，惟調味醬稍微將雞味掩蓋了。

「金公館」位於灣仔，入口處是仿竹籬茅舍的設計，
在曲折柴扉中轉入餐廳，有入草蘆拜訪的感覺，可謂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樸實具風味的裝潢令
人心境放鬆。

「空城之計──青城山南瓜粉蒸排骨」的空城之計指南瓜中空成為盅，今次「城內」更有惹味排骨呢！果真內有乾坤，排
骨比南瓜肉更討我歡心。
「三顧草蘆──青椒清香鱸魚」以酸為主導，鱸魚片有預期中的嫩滑口感，最意料不到的是湯汁下面原來是烏冬。酸湯汁
配上幼滑烏冬，是一個意外合拍的配搭，十分合我的口味，一口氣連吃了三小碗！

先以涼菜小食「金縷玉衣──蒜泥白玉」拉開序幕，蒜泥夾在
青瓜片與薄切半肥瘦豬肉中間，蒜香味濃，令席間人人都「呵
氣如蘭」。味鮮而淡的「胡麻鮮淮山」亦是一款不帶辣味的好
選擇，可用來清清味蕾，又或配搭其他辣菜一併食用。

前菜除了有清新可口的小食，還有賣相刺激但實際辣度溫柔的
「虎皮尖椒」，看似是地獄級的辣度，但大辣椒十之八九都不
太辣，而且去籽燒煮，不太辣之餘還留下不錯的口感。最後一
味在紅油上的「麻辣貢菜」，貫徹川菜特色的香口味道。

眼前菜式火熱動感十足，怎能少
了飲品搭配呢！「熱香花果茶」
以花入茶，氣味清怡，好作一個
平衡。大伙人可以點一壺，一嚐
淡淡的花香滋味。

主菜方面，先來一個「霸王項羽──霸王炒辣子雞」霸氣上
桌，以西楚霸王作比喻，提示大家在辣度方面相當有霸氣。
菜式口感乾身不油膩，肉質嫰滑。嚐完辣子雞的辛辣風味，
再來一款茶香濃淡得宜的「雁塔題名──馳名樟茶鴨」，這
是傳統的川菜之一，做法講究，可見下了不少功夫。入口啖
啖肉，配飯吃也不錯，是不嗜辣的好選擇。下次再來必點！

吃川菜必點以水煮方式烹調的菜餚，這次點了「麻
辣水煮桂花魚片（大辣）」及「麻辣水煮滑牛肉」兩
款菜式，兩大盤看上去一片泛紅，配上炸子彈椒及
紅辣椒，十分惹味！桂花魚片、牛肉片煮得恰到好
處，鍋中的大豆芽及薯粉吸收了湯底的鮮味辣汁，
讓人邊吃邊流汗，暢快十足，只是整體調味上略鹹
了一點。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川菜館內亦能吃到「港式燒
賣」。「熱情果籠仔蝦球」非常厚肉爽口，一口一
籠，果香縈繞，味道層次感豐富，相當精緻。最後
「鳳梨咕嚕肉」是為不嗜辣的朋友推薦的一款酸甜
菜式，酸甜搭配剛剛好，十分醒胃！

金公館
地址：

銅鑼灣謝菲道379-389號
特麗樓1樓全層及地下5號舖
2528 6189
電話：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日 11:30－15:00
17:3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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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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閣護老院

寧靜居所

家的感覺

機構資料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閣商場二期
21-26號地舖
電話：3583 0908
傳真：3583 0909
電郵：laikokhome@yahoo.com.hk
面積：4,202平方呎
床位：56張
院費：單人房基本月費$6,000起（只供參考）

讓院友在熟悉的社區中得到適當的個人及起居照顧，並鼓勵其家屬及
親友共同負起照顧責任，發揮「社區照顧」及「老有所養」之精神。

院長有感：

設施方面

香港醫護學會舉辦的「優質長者服務計劃」，對我們起了監督作用，
促使我們不斷提升服務水平，由此提升本院舍的口碑及知名度，增加
院友及家屬對我們的信心。我們承諾繼續保持服務水準，讓院友在院
舍安享晚年及其家屬更安心。

• 鄰近長沙灣港鐵站，地舖設計方
便長者出入。門外設有寬敞的花
園供長者休憩及活動

評核員評價：
麗閣第四年成功通過「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評審，管理層及前線員
工的無間合作功不可沒。院舍環境優美，光線充足，空氣流通，提供
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予院友。此外，院舍的員工服務態度良好，與院
友相處融洽，生活愉快，屬同區內有質素的院舍之一。

• 牆壁張貼出不同的照片及圖畫，
幫助院友訓練記憶
• 於不同節日作各種主題的裝飾，
使院友能感受濃厚節日氣氛。
員工會每日更換鮮花，使環境
更舒適

服務方面
• 醫護及健康支援服務充足，會
定期安排註冊西醫、中醫、牙
醫、物理治療師等到訪及檢查
• 院長及主管定期與院友及其家
屬單獨會面，能更全面了解院
友需要
• 主管和職員在院舍服務多年，
流動率較低，與院友建立深厚
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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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訂閱及查詢熱線：(852)

3549 8401

多元化

明星
專訪

醫療 與健康生活
資訊平台

專欄
分享

醫療
資訊

Facebook

百本 健康生活雜誌/BamBoOs!Life
百本

www.bambooslife.hk

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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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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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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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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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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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營診所/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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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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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院校及圖書館

41間
57間
58間
64間
116間
143間
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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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16-18號
萬年大廈
2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48號
格蘭中心
20間 尖沙咀堪富利士道8號
興瑋大廈
21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36號
恆隆中心
22間 銅鑼灣百德新街2-20號
東角中心
24間
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
24間 恆成大廈
佐敦彌敦道363號
30間 南豐中心
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
30間 264-298號
卡佛大廈
35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70號
彌敦道26號
35間 尖沙咀彌敦道26號

中建大廈
70間
40間 中環畢打街1-3號
雅蘭中心一期
80間
40間 旺角彌敦道639號
萬邦行
80間
40間 中環皇后大道中33號
嘉賓大廈
40間 佐敦彌敦道301-309號 80間
尖沙咀亞太中心
90間
45間 尖沙咀漢口道28號
旺角中心
旺角彌敦道688號
151間
45間
50間
52間
60間
60間

商戶

機構及團體

Dr. Kong
iDANCE
余道生行
永隆私人銀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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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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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花村耆康學院方樹泉發展中心

C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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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校園及紅磡灣校園）

BamBoOs!Life
現於Circle K及各大報攤有售

百本店
Bamboos Shop
凡購物即送您
獨家設計百本原子筆1枝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敏感皮膚
濕疹專用

個人護理
必備

無患子洗髮精
深入腋下毛孔
溶解積聚油脂

夏日推介

優惠
發售

無患子抹草
泡澡精油

無患子植物
香體磨砂霜

生薑

何首烏

韓國LG Perioe Total 7
多效口腔護理牙膏

美肌之誌面膜系列

板町酵素潔膚皂

茶樹

原價：$198

$178
原價：$89.9

碧柔潔面系列

$69.9

膠原蛋白

茶樹

敏感護理

木瓜

el8te系列

原價：$160

$120

愛家天然手工皂

原味

強效

香港老字號品牌 中藥廠生產信心保證
韓國Mamonde
羊奶玫瑰保濕
100%天然的油脂及藥草製造
花萃補水補濕鎮定爽膚水 沐浴乳

炭薄荷
潔膚露

迷迭香柑橘
洗髮露

羊奶玫瑰
保濕面霜

羊奶寶寶
溫和沐浴露

GOLD LIFE NUTRITION系列

草姬系列

保健養生
系列
腦還童
源自澳洲 全系呵護
首席健康品牌

挪威阿斯麥系列
兒童魚油

肺健寶
肝健
呼吸系統配方 排毒護肝配方

活心丸

亮目丸

麥蘆卡
葡萄籽 蜂膠1000 蜂蜜5+

衍生小兒食品系列

月見草油

NewSOKA系列

複合維生素

鯊魚軟骨粉

牛初乳片 蜂王漿

開奶茶

七星茶

御醣方茶及御酯方茶
*圖片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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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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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9:00 - 21:00
查詢電話： 3468 7383
百本店 Bamboos Shop

最新購物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