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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bA1c 臨床實証研究項目介紹 
 
 
 

請參看附上之 HbA1c 臨床實証研究項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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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立監察委員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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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Ms.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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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夏照帆院士

委員

張旭初先生

委員

譚家驅教授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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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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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ai Jin Moi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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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毅女士

委員

梁志雄先生

委員

Dr. Thit Min 
Swe
委員

羅少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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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泰英先生

委員

賴美铮女士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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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監察委員會功能 
 

監察委員會是一個獨立運作的監督機制，香港糖尿康健協會冀望，

藉由中國、香港及世界不同地域的各界別專業或知名人士，參與

是項“糖化血色素(HbA1c)臨床實証研究”，並義務擔當監察委員一

職，發揮積極的外部監察效果，提昇在完成研究項目，所發布之

臨床實証成果的公信力。 
 
各監察委員會委員在不受香港糖尿康健協會的行政部門、社會團

體和個人的干涉下，獨立行使監察權。其功能是對確保“糖化血色

素(HbA1c)臨床實証研究”項目在工作安排、資料及數據收集、草

本茶準備及病人管理等，各領域的運作在實際執行上能達到高質

量及誠實可信的要求，當中包括： 
 
a. 病患管理 

a1. 參與臨床實証研究之 II 型糖尿病人招募方式。 
a2. 二十天療程安排及執行。 
a3. 病患健康狀況評估。 
a4. 病患接受同等規格療程。 
a5. 醫護人員監察及跟進病患。 
a6. 危急應變措施。 

b. 臨床實証研究場所資質及配套設施 
b1. 場所醫療資質。 
b2. 場所醫療配套設施。 
b3. 場所衛生環境。 

c. 天然草本茶質量檢測 
c1. 天然草本茶準備過程。 
c2. 隨機抽驗天然草本茶質量。 

d. 病患膳食質量檢測 
d1. 病患膳食準備過程。 
d2. 隨機抽驗膳食質量。 

e. 資料及數據收集流程 
e1. 病患資料收集及安全性管理。 
e2. 各類數據收集及準確性驗查。 

f. 各類別工作安排及執行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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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獨立監察委員會委員職責 
 
獨立監察委員會為達到上述監委會功能之監察要求，委員們會不

定期及不定時對各領域的工作，以下述圖表(二)之方式進行監督。 
 
  圖表(二)：監察方式 

 
 
 
 
 
 
 
在委員們到達臨床實証現場後，工作人員會為各委員準備一件背

心，以作委員身份識別之用。各委員會分別隨機到各不同工作領

域，進行下列監督工作： 
 
A. 【訪談】委員隨機訪問病人、管理人員及工作人員，以了解各

不同領域工作之詳細安排及執行狀況，並在充分認識後，填寫

相關之監察委員檢查清單，最後簽署作實。 
 

B. 【詢問】委員隨機向病人、管理人員及工作人員作出詢問或質

問，以了解各不同領域之事項安排原因或該事項對臨床實証研

究工作的必要性作深入了解，並在充分理解其實際需要後，填

寫相關之監察委員檢查清單，最後簽署作實。 
 

C. 【觀察】委員在各工作領域進行獨立觀察，在觀察過程中了解

各不同領域工作之詳細安排及執行狀況，並在相關之監察委員

檢查清單中，剔選己進行觀察之工作或寫下於觀察該事項後的

個人意見，最後簽署作實。 
 

D. 【抽驗】委員在各工作領域作出隨機抽驗要求，相關需檢驗事

項會交由認可之檢驗機構作專業分析，相關報告交由提出檢驗

之委員查看後，簽署作實及交回工作人員作記錄。 
 

E. 【覆核】委員可隨機向各不同工作領域人員作出相關工作覆核

要求，在完成覆核後，填寫相關之監察委員檢查清單，最後簽

署作實。 

監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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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獨立監察工作流程及記錄 
圖表(三)：監察工作流程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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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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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其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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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監察委員簡介 (排名不分先後) 
 

 
  

林振名先生(Steve)是一位退休總警司，

於一九八九年加入香港警隊，擁有工商

管理碩士資歷。初期，他主要在刑事部

門工作，特別發展情報搜集和分析專業

技能，曾接受澳洲聯邦警察情報分析訓

練。在二零零八年，他接受挑戰轉往軍

裝部門工作，在警隊前線向市民提供各

項服務。曾任分區指揮官、區指揮官、

行動政策部門和警察機動部隊總部副校

長，並發展統籌及執行大型公眾活動和保安行動的專業技能。期

間曾參與制訂和執行針對大型活動的政策。林先生於二零一五年

晉升為總警司，並岀任中區警區指揮官和港島總區副指揮官，在

警隊服務了接近二十九年。 
  

  

 State Registered Nurse from Lewisham 
Hospital London 

 Bachelor of Nursing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Certificate of Diabetes Clinic Management 
(University Hospital K.L. Malaysia) 

 12 years diabetic educator work 
experience at General Hospital Kuching, 
Sarawak  

 Research assistant work experience at 
General Hospital Kuching, Sarawak 

 Part time lecture to Unimas (Univeristy of 
Sarawak) medical students 

 Actively involved in Diabetic Association activities since 1988 in health 
screening for the general public counseling, organizing and assist in 
diabetic camps 

 Given award by ‘Agong’ (i.e. Ruler of Malaysia) in 2003 
 Rotary club award 2000 
 Excellent award from Sarawak General Hospital as a pioneer in diabetes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tribution to diabetes care. 

林振名先生 PMSM 
 

Ms. Dang Chung Giek 

主席 

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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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衛生學部夏照帆院士任第二

軍醫大學長海醫院燒傷外科主任

醫師教授，是中國燒傷領域的權

威。夏院士主要從事於燒傷後的

康復研究，包括燒傷後全身炎症

反應綜合症、膿毒症以及燒傷創

面修復技術，將皮瓣、顯微外科

等整形外科技術應用於特殊部位

作深度燒傷處理，在中國開展了

燒傷後的心理康復、功能康復等治療，並於 2013 年當選中國工程

院院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Homeopathy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Sociology 
 President, Malaysian United Dayak Islamic 
Brotherhood Association(PEDI) Sarawak 
 President, PANGGAU La Via Campesina 
Malaysia Council 
 Public Relation Bureau Chief Homeopathy 
Malaysia Council 
 Member of Malaysia Homeopathic 
Medical & Practitioner Council 

 Member of Malaysia Society for Complementary Therapists 
 Member Indian Board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Calcutta India 
 Committee Member of Standard & Criteria of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Division Ministry of Health Malaysia 
 Permanent Member of A Working Group for Standard and Criteria for 

Traditional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of MQA 
 Membe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For World Peace 
 Member of Global Health Activism Network-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anada 
 Member of Malaysian Homeopathic Practitioner Association 

 
 

夏照帆院士 
 

Prof. Dr. Razali Bolhi, PHom 
 

委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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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倩婷女士(Alta)於一九八零年在瑪麗

醫院受訓，成為註冊護士，後更受訓為

註冊助產士，並獲取護理學士資歷。註

冊後，她曾於不同類型的病房服務，如

內科、外科、婦科、耳鼻喉科、皮膚科、

眼科、瘤腫科。在一九九零年初，簡女

士接受骨髓移植專科護理培訓，協助開

療展香港的骨髓移植服務。 除執行臨床

護理職務，更向患者及親友提供醫療保

健知識，和各團隊合作，提供全面的照顧。她的職務不斷擴展至

行政管理，還協助醫療研究，培訓人才。她逐步晉升至病房經理，

曾經主管腦內科、心臟科及造血幹細胞移植中心，在護理行業服

務了三十七年。 
 

  

1. M.B.,B.S (Yangon)  
Bachelor of Medicine & Bachelor of Surgery 
2. MPHM 
Master of Primary Health Care Management  
25th Batch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  
3. Certificat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by Young Leadership Program of JACA(Japan)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Medicine (1) 
Yangon, he was working as a House Surgeon for 1 
year at Government Hospitals around Yagon 
Division and Ayarwaddy Division. 
Then he was doing Master Degree of Primary 

Health Care Management at Mahidol University of Bangkok. During his Intensive 2 
years of doing MPHM, he visited many hospitals, clinics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centers of Thailand for knowledge sharing/ training and studying health care 
management programs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credits requirement for my 
Master Degree. 
 
He graduated after 2 year by finishing and publishing his thesis regarding Factors 
influencing HIV/AIDS preventive Behavior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in Myanmar. 
 
Once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Mahidol, he was working for 6 months as medical 
coordinator in Yangon International medical Service of Bumrungrad International 
Hospital, Bangkok. 
 
 

簡倩停女士 

Dr. Thit Min Swe 
 

委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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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早期成為铝供應商為根基，陳先生已從

事建築行業三十余年，並参與了無數政府

及本地工程。隨後，陳先生以响應“大健

康”理念為前提而投身于醫療及保健業，

以協助他人為己任並推廣全人健康及再生

醫學。 
 
陳先生貴為保生大帝信徒會的願問，一直

儘心竭力，並在能力范圍内為雪隆區病人，

提供赠醫施藥服務。從 2009 年至今，保

生大帝赠醫施藥中心已陸陸續續為超過兩

萬五千人提供服務及免费中藥。在服務期间，陳先生和保生大帝

中醫師團也協助了無數的糖尿病、高血壓等的病患者。 
 
 
 

  

張先生在 EDITH COWAN 大學（澳洲）

獲取了商業管理本科學位，隨後成為了

獨家手術室醫療設備供應商，至今已有

八年了。在五年前，張先生也開始投資

于再生醫學，並為世界各地提供再生醫

學服務。 
 
在 2016 年，張先生與他的伙伴創立了

BIO GENX SOLUTION 有限公司，並專注

于提供各種優質醫療服務及再生醫療服

務。張先生也是使命宣教關懷中心的成员，並為該组織的社會福

利計劃提共各種幫助及服務。除此，張先生是保生大帝赠醫施藥

中心的現任顧問之一。此外，張先生也一直活躍于各種社會責任

及公益活動。 
 

 
 
 

陳泰英先生 
 

張旭初先生 
 

委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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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區區議會-民選區議員  
 東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副主

席 
 東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 
 民建聯東區支部副主席 
 慈惠婦女會會長 
 香港匯青社執行主席 
 香港青年協進會副主席 
 筲箕灣柴灣坊眾會副理事長 

 聚賢舍副主席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青年委員會委員 
 惠東同鄉會名譽會長 
 香港台山同鄉總會(港島分會)名譽會長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港島東分會會務顧問 
 明華賢毅社名譽顧問 
 健宜社名譽顧問 
 五行小販福利會名譽顧問 
 筲箕灣漁業商會名譽顧問 

 
 

  

 曾任廣州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

護理部主任 
 廣東省養老服務業協會養老護理

專業委員會主任 
 廣州護理學會辦公室主任 
 一家依(廣州)養老服務有限公司質

量總監 
專注于腫瘤外科護理研究及豐富的

臨床護理經驗。曾在中華護理雜

誌、中國實用護理雜誌、中山醫護

理雜誌及南方護理雜誌等發表多篇

專科護理及護理管理論文。 
 

林心廉先生 

張毅女士 委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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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 
 2012 年獲頒授行政長官社區服務奬狀 
 2008-2019 年荃灣區議會-民選區議員 
 2012-2022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大會代表選舉會議成員 
 2013-2021 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惠州市惠城區第八屆委員會會員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院士 
 勞工及福利局康復諮詢委員會委員 

 新界南總區減少交通意外協調委員會成員 
 運輸及房屋局上訴委員會(房屋)委員 
 仁濟醫院管治委員會成員 
 展程控股有限公司(08240-HK)獨立非執行董事 
 荃灣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 
 荃灣商會學校校董 
 愛心飯團慈善有限公司常務副會長 

 

  

 廣東省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內分泌科

護士長 
 廣東省糖尿病專科護士；副主任護

師；護理碩士研究生 
 廣東省護理學會糖尿病專委會副主任

委員 
 廣東省護士學會糖尿病護士分會副會

長 
 廣州護理學會糖尿病專業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兼秘書 
在糖尿病護理領域有豐富的臨床經驗；

擅長于糖尿病患者教育管理及糖尿病足

護理及傷口處理；主持及參與了省級課

題研究 2 項，市級課題研究 3 項，院級

課題研究 4 項。 
 
 

羅少傑先生 MH 

赖美铮女士 
 

委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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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原佛山市政協副主席 
 原佛山市科協副主席 
 原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 
 心胸外科主任醫師 
 中山大學及廣東醫學院研究生導師 
 中山大學醫藥衛生管理 EMBA 客座教授 
 佛山市醫學會名譽會長 
 佛山市醫學會外科學會主任委員 
 廣東省醫學會理事 
 廣東省醫學會胸心血管外科學會常務委

員 
 廣東省微量元素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 
 廣東省抗癌協會肺癌專業學會委員 
 美國內鏡醫生協會會員 

 

  

 State Enrolled Assistant Nurse at SGH 
Sarawak. 

 State Registered Nurse at GH K L. 
 Midwifery at SGH Sarawak. 
 Diabetes Clinic Management at 

University Malaya K L. 
 Advanced Diploma in Diabetes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Malaya K L. 
Working experience 
 13 years general nursing  
 5 years midwife 

 16 years outpatient clinic experience include 14years as Diabetes 
Educator & Diabetes Clinic Management 

 Initiated 1st Diabetes Registry in Sarawak at KK JM Kuching, 
Sarawak 

 Initiated 1st Diabetes Clinic in Sarawak 
 As Diabetes Clinics Supervisor & Monitor in Sarawak for 2 years 

  

譚家驅教授 
 

Ms. Lai Jin Moi 
 

委員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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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監察委員會檢查項目清單_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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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監察委員會檢查項目清單_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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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_監察委員會檢查項目清單_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