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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觀察家
不列顛船東責任互保協會

內容：
2 腰背損傷及提舉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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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持充足的水份

5 腎結石

6 高血壓

8“廚師角落”

親愛的船員們，
根據估計，在英國約有八成的成年人
一生中曾經歷過腰背痛。而船員因在
移動中的船上這種動態環境下拉動、
推動和搬運物件而導致拉傷的情況是
協會處理處理人身受傷案件中最常見
的案件類型。對身為船員的諸位讀者
來說，這類傷可能會影響你的工作能
力和生活方式。好消息是，大多數腰
背損傷是可以預防的而且透過運動去
鍛鍊背部是防止腰酸背痛其中的一個
好方法。船員應選擇你所喜歡的運
動，這樣會更有可能讓它成為一種習
慣，而且最好每週鍛鍊三到五次，每
次三十分鐘。在這一期的<健康觀察
家>中，我們將探索不同類型的體操
方法及分享一些如何安全地提舉、推
動重物的小秘訣。
在進行任何工作之前，請切記要：
• 進行風險評估
• 在所有安全會議和工前談話
(toolbox meeting)上特別提醒船員
提舉和搬運重物的正確方法
• 船員之間應互相鼓勵大家多做運動
和伸展

在這一期的<健康觀察家>中，我們亦
會特別強調因高血壓而引起的心血管
相關的問題，因為這是協會最常處理
的疾病索賠案件種類之一。高血壓通
常被稱為“沉默的殺手” -因為在任
何症狀顯現出來之前，只有做血壓檢
查才能知道有沒有患上高血壓。諸位
讀者你的日常生活方式對預防和治療
高血壓而言有很大的影響，而我們將
在這期的文章討論你可以怎樣做來應
對這個問題，此外我們還設計了一個
新的專欄叫做“廚師角落”- 在這裹
你可以把你最喜愛的食譜提供出來，
讓我們和協會全球各地的船員一起分
享。
我們還會探討有關脫水的病徵以及協
會常見的因慢性脫水引起疾病的索賠
案件—腎結石。脫水通常是因為沒喝
足夠的液體去及時補充流失的水分。
氣候、你所做的劇烈運動的活動量
（尤其是在炎熱的天氣時）和你的飲
食習慣都會導致脫水。
如果你對這期的文章有任何問題或意
見，歡迎你隨時聯絡我們。 我們的
電子信箱刊在最後一頁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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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背損傷

在日常工作中有很多情況都可以導致腰背痛，而涉及以下工作性質的更是比較常見：
需要用力：腰背用力不當，例如提舉或移動重物。
重複性的工作：重複地進行某些動作，尤其是那些涉及扭動或扭轉脊椎的動作。

預防腰背痛
保持你的腰背強壯和柔韌是預防腰背痛的最好方法。經
常運動、保持良好的姿勢及按照正確的方法搬運重物都
對預防腰背痛有一定的幫助。
做運動
做運動是減少及預防腰背痛的好方法，但如果你的腰背
痛持續六個星期或以上的話，在定下健身計劃之前，應
先徵求醫生的意見。
有些運動，如散步或游泳，能強化背部肌肉而不會增加
脊椎所受的壓力或因突發震動而受到壓擠。

• 屈膝左右擺腰運動- 身體仰面平躺於地上，手伸直放在
身體兩旁，用扁平的小枕頭或書墊在頭下，雙膝合著彎
曲然後擺向一側，同時雙肩要貼著地板。維持這個伸展
動作一個深呼吸的時間然後返回到原先的位置。重複以
上8至10次，左右側互相交替。
• 背肌伸展運動-身體俯臥於地上，手臂及胳膊放在胸前
然後用胳膊支撐上半身，同時雙臂按下讓上半身拱起回
升。呼吸並保持5至10秒再返回到起始位置。重複8至10
次。
如果這些體操或伸展運動讓你的疼痛加重，請立即停止。

下面是一些簡單的體操，你可以每天做數次，以幫助預
防或舒緩腰背痛。
• 下半身伸展到腳跟 - 跪在地墊上，四肢著地支撐著身
體，膝蓋應該在臀部之下而雙手應該在肩膀之下。慢慢
的把身體下半身的重心向後，屁股坐在小腿上，保持脊
椎自然彎曲。用一個深呼吸的時間維持這個伸展動作然
後返回到原先的位置。重複8至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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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肥胖和身體狀況不好等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腰痛，
所以要盡量保持健康的體重，注意營養和均衡飲食，包
括攝取足夠有助益骨骼健康的鈣和維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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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Watch

提舉重物的安
全秘訣
Safe lifting tips
工作期間，其中一個導致腰背受傷的
One of the biggest causes of back injury at
最大原因就是不正確地提舉或搬運重
work is lifting or handling objects incorrectly.
物。學習並遵照正確的提舉及推動重
Learning and following the correct method
物的姿勢和方法能防止腰背受傷及腰
for lifting and handling heavy loads can help
酸背痛。
to prevent injury and avoid back pain.

請參考以下安全秘訣:

Check out these safe lifting
and handling tips:
量力而為
身體拿穩。這可能比只用雙手緊緊地
不要提舉或搬運一些你不能輕鬆提舉 握住重物是更好的作法。
的物件。要知道，人們可以提舉某物
避免彎腰提舉重物
和是否可以安全地提舉某物這兩者之
option than gripping it tightly with the
Know your limits
間是有差別的。如果你有疑問就應徵
開始提重物時，最好先蹲低輕微的彎
hands only.
Don't lift or handle more than you can
求意見或尋求幫助。
下腰、臀部和膝蓋，事前讓腰、臀部
easily manage. There's a difference
Don't bend your back when lifting
between what people can lift and what 和膝蓋完全伸展一下。換言之，就像
A slight bending of the back, hips and
they can safely lift. If you're in doubt, seek 全蹲一樣。
在搬運重物之前請先想想
knees at the start of the lift is preferable
advice or get help.
事先計劃提舉作業。搬運的重物要放
to either fully flexing the back (stooping)
提舉重物時避免再繼續彎腰
在哪裡？盡可能使用適當的輔助工
or fully flexing the hips and knees – in
Think before you lift
具。會否需要其他同事協助搬運?
要
這種繼續彎腰的情況通常發生在當提
other words, fully squatting.
Plan the lift. Where is the load going to
除去搬運路線上的障礙物，例如廢棄
be placed? Use appropriate handling aids 舉重物之前，雙腿已經開始站直。
的包裝材料。如果提舉距離較長，比
Don’t flex the back any further
where possible. Will help be needed with
提舉重物時，避免扭轉腰部
如要從地板提到肩膀的高度，可以考
while lifting
the load? Remove obstructions, such as
This can happen if the legs begin to
discarded wrapping materials. For long
慮中途時把重物放於椅子或桌子上，
應避免扭轉腰背或靠往側身，尤其是
straighten before starting to raise the load.
lifts, such as from floor to shoulder height, 在腰部彎曲時。肩膀和臀部要保持在
再調正手掌位置重新緊握重物。
consider resting the load mid-way on a
相同的方向。若要轉身，不要只扭轉
Don't twist when you lift
table or bench to change your grip on it.
將重物貼近腰部
腰部，在提舉重物的同時移動整個腳
Avoid twisting the back or leaning
提舉重物的時候盡可能將重物貼近腰
和身軀會更好。
sideways especially while the back is bent.
Keep the load close to the waist
部。重物和脊柱(腰部位置)
之間的距
Keep your shoulders level and facing the
Keep the load close to the waist
for as
離對於脊柱和背部肌肉的總負載量而
same direction as the hips. Turning by
long as possible while lifting. The distance 保持抬頭
moving your feet is better than twisting
of the load from the spine at waist height is 當提舉重物時應保持頭部抬高。當確
言是重要因素。切記要將重物最重的
and lifting at the same ti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overall load on
一邊貼近身體。如果不能慢慢的把
保重物已經緊握，視線要向前而不是
the spine and back muscles. Keep the
重物拉近身體，可嘗試先用滾動、滑
看著手上的重物。而且搬運重物的方
Keep your head up
heaviest side of the load next to the body.
行等方法去移動重物靠近身體後再提 式應確保它不會擋著自己的視線。
Keep your head up when handling the
If closely approaching the load isn't
舉。 possible, try to slide it towards the body
load. Look ahead, not down at the load
保持動作流暢
once it has been held securely.
before trying to lift it.
穩固的姿勢
避免猛拉或抓取重物，因為這可能會
A load should always be carri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does not obscure vision.
Adopt a stable position
你的雙腳應該是分開，其中一只略微
使它難以控制並會增加受傷的風險。
Your feet should
be apart with one leg
前傾去保持平衡
(若重物在地板上，
Move smoothly
slightly forward to maintain
balance
先放下再調整
雙腳分立在重物的兩旁)
。提舉的時
Don't jerk or snatch the load as this can
(alongside the load if it's on the ground).
候可能要略微移動你的腳以保持穩定 先把重物放下，再進行調整。如果你
make it harder to keep control and can
Be prepared to move your feet during the
的姿勢。但若穿著過緊的衣服或不合
increase the risk of injury.
lift in order to maintain a stable posture. 需要精確的把重物放到某一個位置，
適的鞋類可能就不容易這樣做了。
Wearing over-tight clothing or unsuitable 應該先把它放下，然後將其滑動到所
需的位置。
Lower down, then adjust
footwear may make this difficult.
Put the load down and then adjust. If
確保抓緊重物
you need to position the load precisely,
Ensure a good hold on the load
如果可能的話，把重物抱住盡量靠近
Where possible, hug the load close
to the body. This may be a better

put it down first, then slide it into the
desired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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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充足的水份
常常會有很關於如何保持充足的水份或應該喝多少液體才能保持身體健康這類問題而健康專家經常提到的水份其實是我們在日常飲食中，包括喝水時所會攝取到的
“營養水”。
我們應該喝多少水？
這取決於個人的需求，並可以隨著每天不同的因素而變化從而影響我們的需要，例如年齡、性
別、體重、周圍環境的溫度和身體活動量。
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建議男士應每天從食物和飲料中攝取約2.5公升而女士約2公升的
水份。他們建議當中的70-80％水份應從飲料中攝取而其餘的則可以從食物中攝取。水是補
充水份最好的飲料，因為它不含糖分、卡路里或添加劑。
脫水
當你脫水時，這意味著身體所需的水份不足 - 脫水是指大量液體流失而導致身體1%或以上
的體重減輕。
即使沒有排汗，一個成人體內的水分平均每天流轉量約是體重的4％。
流失過多的液體，例如沒有喝足夠的水、出汗、嘔吐或腹瀉，都可能導致脫水。
脫水可以被分類為輕度、中度或嚴重脫水，這視乎多少液體被流失而沒有補充
回來。透過尿液可以知道體內的液體含量 - 你的尿液應該是淺的/淡黃色的
- 如果顏色比較深，那麼你需要喝更多的水份。
你的身體有特殊的機制，以確保身體保持充足的水分，例如當你
感到口渴時，這是的身體告訴你需要喝更多水。
喝不夠水/脫水的徵象:

• 黃色或棕色尿液
• 口乾舌燥
• 哭泣時少淚或無淚
• 頭痛
• 口渴
• 肌肉疲勞
• 嗜睡或疲倦
• 便秘
• 液體流失而導致身體體重減輕2%或以上，這也可能影響
你的智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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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結石
Kidney stones
如果一個人持續脫水（長期的），它可能會影響您的腎
If dehydration is ongoing (chronic), it can affect your
功能，並且增加腎結石的風險。
kidney function and increase your risk of kidney stones.
a condition that raises levels of certain
What are kidney stones?
什麼是腎結石？
有喝足夠的液體、或正服用某些藥物
substances in your urine.
Kidney stones can develop in one or both
腎結石可以出現在一個甚至兩個腎臟 或有某些疾病會增加尿液中的某種
After a kidney stone has formed, your
kidneys and most often affect people aged
內，而且最常出現在年齡30至60歲
物質，那麼形成腎結石的機會更會提
body will try to pass it out when you go to
30 to 60 years.
的人身上。
the toilet – this means it will often travel
They are quite common, with around 3 in 高。腎結石形成後，你的身體會嘗試
through the urinary system
(they kidneys,
20 and up to 2 in 20 women developing
把它從尿液自行排出
- 所以它會沿著
kidney
tubes
and
bladder).
them
at
some
stage
of
their
lives.
這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在20個人當
泌尿系統走（經過腎臟，腎管和膀
If they cause severe pain it is known as
中約3人會出現腎結石而在女士更是
胱）。
Symptoms of kidney stones
renal colic.
在20名女性當中多達2名會在人生中
Small ones may go undetected and pass
out painlessly in urine but it quite common
What causes kidney stones?
腎結石的症狀
某個階段出現腎結石。
for a stone to block part of the urinary
Waste products, such as too much calcium, 小的结石可能會被尿液冲刷排出而不
system such as the ureter, which connects
in the blood can occasionally form crystals
如腎結石引起劇烈疼痛就可能是腎絞
會感到疼痛甚至不被察覺，但常見的
the kidney to the bladder and the urethra,
that collect inside the kidneys and over time
痛。 the crystals may build up to form a hard 情況是石頭會堵住泌尿系統的一部
which is the tube that urine passes through
on its way out of the body.
stone-like lump. This is more likely to
分，比如連接腎臟到膀胱的輸尿管以
A blockage can cause severe pain and
happen if you don’t drink enough fluids, if 及當尿液排出體外的尿道。
是什麼原因導致腎結石？
sometimes causes a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you take certain medications or if you have
在血液中多餘的物質，例如過多的
鈣，可能會偶爾形成小结石藏在腎臟 有時堵住了泌尿系統會造成嚴重的疼
Treating and preventing kidney stones 痛，甚至導致泌尿道感染（UTI）。
內，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小结石可能會
It may be possible to treat the symptoms of smaller stones with medication.
結合形成一個硬狀的石塊。如果你沒

Symptoms include:
• Severe pain in the side and
症狀包括：
back, below the ribs
•• 在側面和肋骨以下的背部出
Pain that spreads to the lower
abdomen and groin
現嚴重疼痛
• Pain that comes in waves and
• 疼痛蔓延到下腹及陰部
fluctuates in intensity
•• 一陣陣及強度無規律的疼痛
Pain on urination
•• 排尿疼痛
Pink, red or brown urine
•• 粉紅色，紅色或褐色的尿
Cloudy or foul-smelling urine
• Nausea and vomiting
• 混濁或惡臭的尿液
• Persistent need to urinate
•• 噁心感和嘔吐
Urinating more often than
usual
• 經常需要小便
•• 比平時更經常小便
Fever and chills if an infection
is present
發燒和發冷(當感染時)
•• Urinating small amounts of
• 只排出少量的尿液
urine

Larger stones may need to be broken up using ultrasound or laser surgery – sometimes keyhole surgery may be needed to remove very
large kidney stones.
To avoid getting kidney stones, make sure you drink plenty of water every day so you don’t become dehydrated. Drinks such as tea, coffee
and fruit juice can count towards your fluid intake but water is the healthiest option.
治療和預防腎結石
You should also make sure you drink more when it’s hot or when you’re exercising to replenish fluids lost through sweating or when you are
較小塊的結石或許可以藉由藥物治療。
working in a hot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engine room.
If your kidney stone is caused by too much calcium, you may be advised by your doctor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oxalates in your diet –
these can be found in foods such as beetroot, asparagus, rhubarb, chocolate, berries, leeks
celery, almonds, peanuts, cashews, soy
但是如果結石較大塊的話，可能需要使用超聲波或雷射手術把石塊打碎
— parsley,
有時更可能需要利用鎖孔手術來取出更大
products and grains such as oatmeal, wheat germ and wholewheat.
的腎結石。

為了避免形成腎結石，每天應喝大量的水以防止自己脫水。茶、咖啡和果汁等飲料可以計入你的液體攝入量，但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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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健康的選擇。特別是在以下情況就應該多喝飲料，例如天氣很熱的時候或當你運動時應補充因流汗而流失的水分，
或者是當你在炎熱的環境中工作時(例如:機房)。
如果你的腎結石是因過多的鈣形成的話，你的醫生可能會建議你在日常飲食中減少草酸量的攝取 - 高草酸量的食物包
括紅甜菜根、蘆筍、大黃、巧克力、莓果、韭蔥、香菜、芹菜、杏仁、花生、腰果、大豆產品和穀物如燕麥，小麥胚
芽和全麥。
《健康觀察家》第5卷 第2期 2016年7月

5

健康觀察家

高血壓
高血壓通常沒有明顯的症狀，但如果未經治療，會增加心臟病發作，心力衰竭，腎
臟疾病，中風或癡呆的風險。
每四名成年人中都會有一名受高血壓影響，而唯一可以知道有沒有高血壓的
方式就是做血壓檢查。
所有成年人應定期檢查其血壓。做血壓檢查很容易，而且可能會救你一命。

什麼是高血壓？
心臟
心臟是約拳頭大小的肌造器官。它負
責將血液泵到身體的各個部份，而每
分鐘跳動大約70次。血液離開心臟
的右心室後會到達你的肺臟，在那裡
吸收氧氣。充滿氧氣的血會回到你的
心臟，然後通過動脈泵送到身體其他
器官。血液會經過血管回到心臟然後
再次被泵送到你的肺臟。這個過程稱
為血液循環。血液需要一定的壓力來
推動其流通。然而，如果你的血管中
有太多的壓力，它會給你的動脈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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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帶來額外的負荷，這可能導致嚴重
的疾病，例如: 心臟病發作、心力衰
竭、腎臟疾病、中風或癡呆。計量血
壓的單位等同於“水銀的壓力(以毫
米計)”
，一般是以兩個數值予以記錄:
• 收縮壓(又稱“上壓”)- 這是當心臟
收縮時，心室泵出血液(心跳)產生的
壓力。
• 舒張壓(又稱“下壓”)- 這是當心
臟放鬆，在心跳與心跳之間那時候的
壓力，這反映了你的動脈對血流的抵

抗力。
例如:如果你的醫生說你的血壓是
140/90mmHg，這代表你的收縮壓
為140 mmHg，舒張壓 90mmHg。
血壓超過140/90mmHg的數值表示
高血壓（Hypertension）
，但應嘗試
在不同時候/情況計量血壓才能得出
較準確的判斷。血壓數值低於
120/80mmHg是被認為最理想的。

健康觀察家

180/0

血壓數值

90

正常

收縮壓: 少於120mmHg
舒張壓: 少於80mmHg

正常偏高

收縮壓: 120 -139mmHg
舒張壓: 80- 90 mmHg

高血壓

收縮壓: 140 mmHg或以上
舒張壓: 90 mmHg或以上

80

135

45

90

誰屬於最高危?
隨著年齡增長，患上高血壓的機會也會增加。雖
然高血壓的病因不是很明確，但你若有以下的情
況，風險就會增加：
• 年齡在65歲以上
• 超重
• 有患高血壓的親戚
• 吃太多鹽
• 沒有吃足夠的水果和蔬菜
• 沒有做足夠的運動
• 喝太多酒
• 喝太多的咖啡（或其他有咖啡因的飲料）
• 吸煙
如果你屬於上面的任何其中一組人，請嘗試改變
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降低患上高血壓的風險。此
外，應考慮定期檢查血壓。

預防高血壓
健康飲食、保持健康的體重、定期運
動、適量地喝酒和不吸煙等等可以避
免高血壓。管理糖尿病等現有的身體
狀況以及控制壓力也很重要。這在去
年9月份的“健康觀察家”中有詳細
討論，請參見網址為：
http://www.britanniapandi.com/pub
lications/health-watch/

飲食
減少日常飲食中的鹽量攝取（記住，
有些食物例如大豆含有高量的鹽）。
鹽會提高你的血壓，你吃的鹽越多，
你的血壓就越高。我們每天應吃少於
6g（0.2盎司）的鹽，這大概是一小
茶匙的份量。攝取過多的鹽不一定是
因為你在食物里添加了鹽- 其實我們
所攝取的鹽約75％已經來自日常食

物中，例如麵包，早餐麥片和現成的
飯菜。所以記住，不要再自動在食物
裏添加鹽 - 要先嚐嚐它的味道。許多
人有添加鹽的習慣，但這通常是不
必要的，而且你的食物沒有它也很美
味。
如果想知道做飯少放鹽的辦法，請參
見在第8頁的“廚師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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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減少鹽量，記得要保持低脂肪的
飲食，以及多吃高纖維的食物（如全
麥米，麵包和麵食）和大量的水果和
蔬菜 - 這些都有助於降低血壓。水果
和蔬菜中有很多維生素和礦物質以及
纖維，這些都會讓你的身體保持良好
的狀態。我們應盡量每天要吃五份水
果和蔬菜(每份80g)“每日5份蔬果”
的準則。 作為參考，一份大概是3到
4湯匙煮熟的蔬菜（罐頭和冷凍蔬菜
都可以計入“每日5份蔬果”裏）。至
於水果，一份是大約兩個較小水果
(例如:李子) 或一個較大的水果(例如:
蘋果)。
酒精
經常喝超過衛生局所建議水平的酒量
會導致你的血壓隨著時間提高。喝酒
量應保持在建議水平，這是減少患上
高血壓的最佳方法。
每一個國家的建議水平都不同，根據
英國的指引和建議：
• 男性和女性每周都不應喝超過14
個單位
• 如果你每週喝多達14個單位那就應
該分開成三天或三天以上來喝（即
不要在一兩天內喝掉所有的單位）

飲料中含有多少單位的酒精，取決於
酒精濃度和飲料的大小。作為粗略的
指引，一罐普通強度的啤酒大概是兩
個單位，一大杯葡萄酒有3個單位，
而一杯烈酒是一個單位。切記酒精的
卡路里含量高，所以會使你增加體重
及血壓。
重量
超重代表你的心臟需要更努力地工作
以輸送血液到全身，這將會導致血壓
提高。如果你需要減輕體重，值得記
住的是就算是只減去幾公斤/磅也會
對你的血壓和你的整體健康有很大的
幫助。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的身高體
重指數（BMI）。BMI是透過你的體
重，身高和年齡計算得知的指數，並
且可以由你的醫生甚至使用網路計算
器幫你計算出來(例如：
http://www.nhs.uk/Tools/Pages/
Healthyweightcalculator.aspx)。
做運動
身體活躍和定期運動能降低血壓，從
而保持你的心臟和血管在良好狀態。
定期運動也可以幫助你減肥，這有助
於降低你的血壓。

你每星期應該做至少150分鐘的中等
強度的有氧運動（例如騎自行車或快
步走路）。這些運動應該會讓你身體
感到溫暖和略微喘不過氣來。超重的
人可能只需要走上一個斜坡或一段樓
梯就能有這種感覺了。其實你不一定
要到健身房或運動場才可以做運動，
有很多網路上的健身計劃可以讓你在
狹小的空間及無需特殊設備的情況下
做運動。
吸煙
吸煙不會直接導致高血壓，但會增加
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風險。吸煙，像
高血壓一樣，會使你的動脈縮小。如
果你吸煙同時有高血壓，你的動脈將
縮小得更快而且患上心臟病或肺病的
風險將會大大增加。
咖啡因
每天喝四杯咖啡可能會增加你的血
壓。如果你非常喜歡喝咖啡、茶或其
他咖啡因飲料（例如:可樂和一些能量
飲料），你應該考慮少喝一點。喝茶
和咖啡作為均衡飲食的一部分是沒問
題的，但重要的是這些飲料不應是你
唯一的液體來源。

“廚師角落”
如上所述，吃太多的鹽可以導致高血壓。以下是一些如何做飯少放鹽的方
法。許多人烹飪的時候都會在食物中加鹽，但是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不使
用任何鹽的情況下添加味道。
請看看以下其他選擇：
• 使用黑胡椒作為調味料以代替鹽。可以把它加在義大利麵，雞蛋，比薩，
魚和湯裏。
• 可以在義大利麵，蔬菜和肉類菜餚裏添加新鮮的草藥和香料。炒菜時，
可以使用大蒜、薑、辣椒和酸橙來代替醬油調味，因醬油含鹽量非常高。
• 以烘焙或燒烤的方法烹煮蔬菜，例如紅辣椒、西紅柿、西葫蘆、茴香、歐
洲防風草和瓜類食材，這樣的話不添加鹽也能自然地帶出食物風味。
• 使用熟透的 (或罐裝的)番茄 和大蒜製作醬汁。
你不妨也分享一下在船上如何更健康地做料理和享用食物的心得? 我們將在
日後的<健康觀察家> 中出版你最喜歡的食譜，我們期待你的回覆。請將你的
建議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我們的編輯：healthwatch@triley.co.uk

連絡方法：
Tindall Riley (Britannia) Limited, Regis House, 45 King William Street, London, EC4R 9AN
電子信箱：healthwatch@triley.co.uk 電話：+44 (0)20 7407 3588 傳真：+44 (0)207403 3942
網址 : www.britanniapandi.com (中文翻譯: 不列顛船東責任互保協會(香港)) (譯註：英文原文若與中文翻譯有出入，則以英文原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