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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思醫療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鄧志輝先生致詞時，
讚揚醫護團隊為香港醫療行業作出的貢獻，寄望醫護團
隊與集團一同努力，令業界持續進步，讓普羅大眾擁有
健康、美麗及快樂的人生。

神經外科專科梁顯信醫生 兒科專科陳欣永醫生 外科專科黃啟斌醫生 耳鼻喉科專科劉偉業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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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鴯鶓油？

鴯鶓油（Emu Oil）是澳洲原產鳥類—鴯鶓中
提取的一種油脂。歐洲人在十七世紀中起開始
使用鴯鶓油。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是第一批知道
鴯鶓油療效極佳的人。他們已經使用了幾千年
來保健，一直到現在，鴯鶓油屬「國寶級」的
保健產品。

鴯鶓油成分？

鴯鶓油有強大的消炎功能以及出色的肌膚滲
透性。除了含不飽和脂肪酸，還含有Ome -
ga（奧米加）3、6、9。這些脂肪酸的構成比
例在生物界中絕無僅有，適合人體吸收，接
近人體皮膚油脂的純天然成分，滲透能力超
群，能將上述脂肪酸和其天然包含的維他命 
A、D、E、F、K2，攜帶吸收進入人體。

鴯 鶓 油 萬 用 膏  乾 燥 肌 必 備

Jas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查詢︰2619 1889    Website: www.jasmineorganic.com        銷售點︰HKTVMall

遠 離 深 海 污 染    魚 油 另 一 選 擇
  源 自 歐 洲 十 七 世 紀 智 慧   
    原 產 鴯 鶓 （ E m u  ） 鳥 油 降 三 高 

功效：
 1. 提升骨質密度

 2. 有助對抗三高，減低壞指數

 3. 增加血管彈性

 4. 抗衰老，避免細胞受自由基破壞

 5. 腸道保持健康

 6. 增加指甲硬度

 7. 促進身體吸收鈣質，維持骨骼和牙齒健康

 8. 增強免疫力

 9. 減少脂肪積聚

10. 保持皮膚和頭髮健康

11. 幫助大腦和眼睛的正常，滋潤雙眼

為何選鴯鶓油？
•100%澳洲製造
•成分天然，由鴯鶓鳥提取
•避免進食可能已受污染的深海魚油
•脂肪酸的構成比例適合人體吸收，滲透能力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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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來襲

為家居、身體打造消毒抗菌盾牌
 銷售點︰HKTVMall

先技精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號碼︰(852) 2541 0008

電郵︰customer.services@apslhk.com

公司網址︰http://www.apsjapan.com

納米抗菌泡泡一

      24小時殺戮病毒惡菌

身體— 搓手泡泡

獨家銷售代理 : QS Medical Health Care HK Ltd.,

查詢電話 :  (852) 2545 4113 / (852) 2545 4255

公司網址︰https://www.qtechnologiesgroup.com/

      http://www.qshield.sg

５大優勢　傲視同群

１. 美國EN認可專利技術

２. 歐盟CE美國FDA認證

３. 用一次24小時持續殺菌

４. 不含致敏甲基異噻唑啉酮及甲基氯異
噻唑啉酮（絕無可致敏防腐劑MIT& 
CMIT）

５. 不損小孩幼嫩易敏肌膚

家居— 光觸媒除菌脫臭機

適用範圍： 家居  醫院  護理院  老人中心

最新光觸媒技術，通過專利光觸媒鋁片過濾器達到醫療水
平級的消臭滅菌技術。通過全新研發金屬鋁片光催化過濾
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解病毒和氣味，通過分解後產生
極少量的水和二氧化碳是無害化處理。

斷絕室內：╳裝修甲醛 ╳其他空氣懸浮病毒細菌

 ╳二手煙味 ╳家具異味 ╳寵物毛屑

產品特點：

1. 取得國際認可安全CE認證

2. 取得對H1N1流感病毒測試報告，分解功能達99.7%

3. 實驗證明對消臭，分解病毒及細菌的效能，是同類規格
速度最快

4. 激輕量化每台只有3.2 kg，可掛牆上或輕便移動安放枱上

5. 金屬鋁片過濾器不用更換，減少消耗品費用

 

光觸媒技術  醫療級淨化空氣

 銷售點︰HKTV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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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鼾聲大到好似飛機飛過！」相信不少人都曾被枕邊
人投訴過睡覺時發出鼻鼾聲，漫漫長夜，鼻鼾聲不斷，
擾人清夢。但鼻鼾聲的大小原來正正反映一個人是否患
上睡眠窒息症。因睡眠窒息症患者會有嚴重的鼻鼾，且
鼻鼾聲會突然終止，呼吸間歇停頓，情況嚴重時更可導
致心肌肥大、冠心病、甚至中風。今次，耳鼻喉科專科
醫生劉偉業醫生為我們講解更多睡眠窒息症的病徵、治
療及預防等資訊，希望提高大家對睡眠窒息的警覺性。

淺
層

深
層

睡
眠
的
深
度

朦朧狀態

熟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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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治療VS傳統化療

傳統化療是轉移性膀胱癌的第一線治療方法。若效果未如理想，就可轉用另一種化療藥物或創新的免疫
療法作為第二線治療。但對於一些不適合化療的患者，醫生會考慮於第一線直接採用免疫治療方法。
 
而據研究數據所得，患者在第一線治療時使用免疫療法，治療反應率約是30%，存活率大概是50%。而
在第二線治療時使用免疫療法，治療反應率更是化療的2倍，療效持久性亦高出約5倍之多，整體存活期
的中位數比傳統化療更可以延長40%。而最新的資料亦顯示，患者在接受第3年的免疫療法時，平均存活
率亦比化療高出2倍。雖然免疫治療也會引起副作用，但整體的副作用反應較化療為少及輕微。因而部分 
身體機能衰退的長者或腎功能不全的患者也適合使用，使更多轉移性膀胱癌患者受惠。

以往，化療是治療轉移性膀胱癌的僅有選擇。但近年，
免疫治療的醫學研究日趨成熟，腫瘤科醫生逐漸開始
應用免疫治療幫助晚期的膀胱癌患者。
 
香港醫護市場調查及策劃一直十分關注癌症治療及預
防問題，於本年1月6日參與香港泌尿腫瘤科學會舉行
的新聞發布會。亦在當日，訪問了泌尿腫瘤科學會會
長鄺維基醫生（臨床腫瘤科專科）及副會長潘明駿醫
生（臨床腫瘤科專科），了解免疫治療如何幫助膀胱
癌病人。

會長鄺維基醫生認為：「免疫治療是利用人體自身的免
疫系統對抗癌細胞。現時最為常用的藥物是『PD-1』
或『PD-L1抑制劑』，它們的作用是阻截癌細胞向免
疫系統發出的誤導訊號，令到一直躲避免疫系統攻擊
的癌細胞無法再隱藏。而讓免疫系統可以重新辨認癌
細胞，繼而攻擊和殺死它們。」

香港醫護市場調查及策劃專訪系列
Health Insight

健康の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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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玩~

我地2歲啦，
重45公斤！

農場故事
「有機薈低碳農莊」於
2010年創立，一直以有
機種植為首要目的，渴
望讓緊張的都市人在假
日享受農耕樂趣，為生
活帶來健康及平衡。

羊駝冷知識 
羊駝並不是馬或綿羊，
而是屬於駱駝科
小心不要驚動羊駝，牠
真的會無情吐口水
羊駝平均壽命25歲
（1歲相等於人類4歲）

紀念品站
離開之前在紀念品店走走，分
分鐘可選中心水羊駝精品帶回
家留念。 

親親羊駝
農場有2男2女，從頸圈
的顏色可以分辨：藍色
代表男仔；紅色則代表
女仔。家長及小朋友可
以進入羊駝草地，零距
離親密接觸牠們及餵飼
飼料。

親子工作坊 
除了可以品嚐豐富
的「菠蘿全宴」，
更有各式各樣的工作
坊：雪糕菠蘿包、菠蘿特飲、
羊駝曲奇餅、羊駝空氣鳳梨瓶景製作等。

靚靚影相位置
農莊裡的特色打卡位多不
勝數，包括菠蘿小徑、菠
蘿拱門、菠蘿拍照框架、
巨型菠蘿，菠蘿蒙古帳篷
等，你又點可以錯過呢！

充氣彈床、釣魚體驗區
小朋友可以與朋友們跳彈
床，還可以借用小魚杆，
享受釣魚樂趣。

菠蘿知識館  
原來菠蘿跟鳳梨不一樣，雖
然同屬鳳梨科，但在形態、
風味和口感方面有著一些區
別。菠蘿知識館就解答多條
菠蘿冷知識，讓你可以成為
菠蘿「萬事通」。 

有機薈低碳農莊
Go Green Organic Farm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錦河路四排石村
        （鄰近西鐵錦上路站A出口步行約三分鐘）
電話：5579 2178 / 3489 2778
網址：www.gogreenlife.com.hk
Facebook：有機薈低碳農莊 Go Green Organic  
                    Farm
交通：

Website Facebook

1.

2.

3.

養寵物的你
可以帶同你
的寵物前往
農莊

西鐵錦上路站A出口，步行約3至5
分鐘內即到達農莊。
旅遊巴可於指定地點上落客，步行
約3分鐘即到達農莊。
駕駛人士可使用錦上路西鐵站旁之
公共露天停車場，停泊後，找回停
車場入口處，步行約3分鐘即到達
農莊。

1.

2.

3.

Family and Kids
親子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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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Tips
健康の貼士

女士懷孕後都需要貼心呵護，除了注意飲食外，私密

處護理亦非常重要。因為懷孕期陰道內pH值會改變，

導致產生不正常分泌物，引發婦科問題，包括私密處

會容易受到感染、痕癢、有異味。過多分泌物都會帶

來不適感，若處理不當更會引致嚴重問題，所以無論

產前及產後都需要貼心護理。

韓國17年品牌Wettrust私密護理產品會完全照顧到孕

婦們的需要。其所用成份都以草本及天然成分製造。

全韓國製造，經過嚴格檢驗，絕對適合孕婦使用。

網店：
www.alphahygienic.com/shop/ 

網店：
www.alphahygienic.com/shop/ 

網店：
www.alphahygienic.com/shop/ 

COFFEE

ALPHA 網店：
www.alphahygienic.com/shop/ HYGIENIC

專業私密護理

WhatsApp (一般查詢) : 6556 6425

痕癢惡露BYE BYE

Wettrust 女性茶樹噴霧

可抑制細菌及止痕癢，直接噴於外

陰或底褲上都可。

私密處搔癢時可用茶樹噴霧，有效

止痕及抑制細菌。

Wettrust 100% 茶樹有機棉

100%有機樹棉通過皮膚科測試，

絕對適合女性使用。可用於拭抹分

泌物，有絕佳的抗菌及止痕癢作

用。

Inclear

至於生完BB後更需要妥善護理，很多

女性都會因為惡露久久未能清除而非

常困擾。其實只要在生完小寶寶15

天後，使用Inclear就可以幫助清理惡

露，加強保護私密處，更加容易恢復

健康身體。媽咪健康，BB都健康。

Wettrust 茶樹潔膚泡沫

每晚使用潔膚泡沫，從而達到保護、

抗菌、保濕及抗氧化的作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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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trust 茶樹潔膚泡沫

每晚使用潔膚泡沫，從而達到保護、

抗菌、保濕及抗氧化的作用。

分



Health Tips
健康の貼士

HealthFirst DHA來自加拿大芬迪灣的海藻，經過環保、無化

學萃取過程，確保無任何重金屬及魚腥味。HealthFirst MCT
可持續地從椰子中提取，富含辛酸（C8）及癸酸（C10），

不會堆積在血管中，和一般長鏈脂肪酸有所不同。

絕無魚腥味DHA+MCT

X不含雞蛋    X不含麩質    X不含乳糖     X不含反式脂肪

X不含大豆成分    X不含基因改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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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腦部及視力發展
增強思考、記憶及專注力

 令視覺更敏銳
改善過敏體質

 有助穩定血脂及膽固醇
 維持心腦血管健康
 促進腦細胞活動
 改善記憶、思考清晰

條款及細則：
1. 此券有效期至2020年3月6日 
2. 如親臨本中心購買，請於付款前出示此券。 
3. 此券只可使用一次。 
4. 此券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亦不可兌換現金及
 其他貨品， 
5. 此券如有修改或損毀恕不接受。影印本無效。 
6. 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HealthFirst保留
 更改、終止及不時修改有關活動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7. 如有任何爭議，HealthFirst保留最終決定權

查詢/訂購：

hkhealthfirst

healthfirst_hk 28990334/28990313

62915696

營養首選
早餐味 朱古力棉花

糖味 楓糖煙肉
味

買二送一優惠
地  址︰香港筲箕灣道283號海景廣場18樓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早上十時至晚上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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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Tips
健康の貼士

優油自在 家肥屋潤

新年限定

無麩質純素曲奇

100
%山茶油

給長輩親友
送上至愛溫暖祝福!

三本山茶油 祝賀

冒煙點高達250°C
配合東方烹飪習慣

有機 初榨 冷壓

2020樂活博覽及亞洲素食展
21-23 FEB 2020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 展覽廳3F&3G
Booth E05 - 三本山茶油

掃描QRcode，到攤位可獲贈精美禮品乙份

網上購買: sunplancamelliaoil.com   訂購熱線 / Whatsapp: 6768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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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Tips
健康の貼士

 

免疫細胞培養安全嗎？ 

根據日本法律規定，這些細胞需要在指定的培養設施中

培養，醫療機構和其他機構也必須遵守。醫療機構需制

訂針對細胞治療的處方計劃，並要獲得特別授權的委員

會批准。  

（資訊由客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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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Tips
健康の貼士

1.病因

‧正常情況下，肩關節囊會分泌潤滑液令肩關節可以順利

活動。

‧患者因肩關節囊發炎引致疼痛、變厚、纖維化、潤滑液

減少進而沾黏，令關節活動範圍受到限制，導致關節僵

硬，因此又稱為「冰凍肩」（Frozen Shoulder）。

2.常見症狀

‧最明顯的徵狀為肩關節疼痛，或感到僵硬。

‧晚上無法朝患側方向睡。

‧肩關節不能外旋、雙手無法高舉，甚至不能做梳頭髮、

穿衣或抓背的動作。

3.病程階段（共分為三個階段）

冬天河水結冰封凍，春回冰雪消融，五十肩也會經歷結

冰、冰凍和解凍的漸進過程。病程通常持續兩、三年。

可能長達2至9個月之久。這個階段的患者肩關節囊會開

始發炎並感到疼痛，肩關節的活動範圍亦會減少。日積月

累，肩痛開始限制上肢功能，穿衣服或洗澡擦背時都會疼

痛。

一般維持4至12個月。此階段炎症反應開始減

退，疼痛程度會相對減低，但患者的肩關

節已經僵硬，越發限制關節活動，特別是

外展及旋轉動作。即使是穿衣服、高舉物

件、擦背、洗頭等日常生活動作，患者都

難以應付。由於疼痛依然，患者不敢多作

運動，往往導致肩肌群萎縮。

可能維持6至9個月。解凍期是指疼痛已完全消失，手與肩
活動範圍慢慢地增加，逐漸恢復正常。

 4.治療方法（非手術治療）

‧藥物治療：非類固醇類消炎藥物（NSAID）如阿斯匹
靈，或局部注射類固醇（Steroid）。

‧肩關節擴張術（Hydrodilation）。
‧物理治療：較常使用熱敷、超音波和紅外線等電療減低

疼痛感。
‧復康運動：伸展肩關節，以幫助肩膀恢復。
‧職業治療：治療師評估後會為病

人設計活動及用輔助器具幫助
日常生活，如穿衣，洗澡等
等。康復活動的範圍，例如
外旋運動，牽拉運動等。

‧如以上方法未能舒緩痛症
或改善情況，便需考慮進
行肩關節內視鏡（Shoulder 
Arthroscopy）手術，其後須
接受數周的復康運動，令關
節可恢復正常活動範圍。

肩關節是人體內最靈活和活動範圍最大的關節之一，無論打手
機、飲水、沖涼總要依賴雙手協助！五十肩是其中一種較常見
的中年人病症，特別40至60歲左右人士，女性患者亦普遍多於
男性。五十肩令患者肩膀感到疼痛、活動受限制，從而令患者
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但到底什麼是五十肩？

肩關節是人體內最靈活和活動範圍最大的關節之一，無論打手
機、飲水、沖涼總要依賴雙手協助！五十肩是其中一種較常見
的中年人病症，特別40至60歲左右人士，女性患者亦普遍多於
男性。五十肩令患者肩膀感到疼痛、活動受限制，從而令患者
對日常活動失去興趣。但到底什麼是五十肩？

   

五十肩五十肩

症痛見常最年中 症痛見常最年中

之——之——

伍時豐博士 註冊職業治療師

便利醫的共同創辦人兼主席。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再於英國赫爾
大學深造醫療服務研究碩士及醫療政策與管理博士，除了臨床工作
外，伍博士也在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教學，也曾任教於香
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對公共衛生、醫療管理及改革的課題作研
究，他也是澳大利亞醫療服務管理學院的院士，香港醫務行政學院
院士及委員。
查詢：3619 7661     Email: info@easyhealthcare.com.hk

35





健康の本

派發網絡

雙月刊

• 嘉諾撒醫院
• 香港港安醫院 – 司徒拔道
• 香港養和醫院
• 聖保祿醫院
• 港怡醫院
• 香港浸信會醫院
• 聖德肋撒醫院
• 播道醫院
• 香港港安醫院 – 荃灣
• 仁安醫院
•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 東華東院
• 律敦治醫院
• 鄧肇堅醫院
• 黃竹坑醫院
• 舂磡角慈氏護養院
• 瑪麗醫院
• 葛量洪醫院
• 麥理浩復康院
• 贊育醫院
• 伊利沙伯醫院
• 九龍醫院
• 聖母醫院
•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 將軍澳醫院
• 靈實醫院
• 瑪嘉烈醫院
• 明愛醫院
• 寶血醫院 ( 明愛 )
• 仁濟醫院
• 葵涌醫院
• 北大嶼山醫院
• 香港兒童醫院

• DR REBORN
• Spine Central
• UMH Dental
• HKAI
• Young Aesthetics 
• Dermagic
• Prodermalab
• 香港仁和體檢
• 香港安苗醫療中心
• 紐約脊醫及物理治療中心
• 仁生腫瘤及癌症中心
• 仁輝內視鏡及日間醫療中心
• 博思醫學診斷中心
• 聯匯專科中心
• 智健康
• 智健堂
• 新都專科醫療中心
• 便利醫

共10間
 
共2間
 
共2間
共2間
 

 
共10間
共2間
共2間

共3間
 

• 萬邦行 共80間
• 卡彿大廈 共60間
• 中建大廈 共30間
• 美國銀行中心 共20間
• 華人行 共5間
• 永安中心 共15間
• 太子大廈 共5間
• 海富中心 共10間
• 利東大廈 共10間
• 萬年大廈 共38間
• 興瑋大廈 共43間
• 恒隆中心 共80間
• 禮頓中心 共16間
• 東角中心 共80間
• 京華中心 共40間 
• 海洋中心 共50間
• 美麗華大廈  共15間
• 彌敦道26號 共103間
• 亞太中心 共100間
• 旺角中心 共150間
• 雅蘭中心 共70間
• 信和中心 共15間
• 惠豐中心 共8間
• 旺角商業大廈 共20間
• 恆生旺角大廈 共12間
• 九龍行 共13間
• 嘉賓商業  共122間

• 香港大學明德學院
•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 CUHK EMBA教育中心
•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 香港理工醫療及社會科學院
• 香港痛症物理治療中心
• AASFP 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 ABC pathways School

• 景隆商業大廈 
• 裕安商業大廈 
• 中邦商業大廈 
• 百營商業大廈
• 秀平商業大廈 
• 泰達大廈 
• 永吉利商業大廈

• 再生會 
• 善寧會  
• 乳癌基金會 
• 香港復康力量
• 香港腎臟基金會 
•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 智友站
• 長者安居協會
• 香港哮喘會
•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 香港柏金遜症會
• 再見BB關懷社
• 東區腎友自助會
• 香港強脊會
• 香港血友病會
• 健樂社
• 香港癌症基金會
• 互勉會
• 外科妍勵會
• 香港肌無力協會
• 香港視障視全人仕協會
• 康青會
• 兒瞳樂
• 香港心康會
• 香港心臟移植協康會
• 新心之友
•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 香港兒童肝臟移植互勵會
• 腎之友
• 腎康會
• 香港糖尿互協會
• 香港銀屑病友會
• 痛症紓緩組
• 華樂會
• 香港地中海型貧血病協會
• 自強協會
• 香港罕有疾病聯盟

 醫院  診所 病人組織
醫療或

美容機構

學校

商業大廈

健康教育基金會
Facebook

獨家代理

免責聲明

本刊作者文責自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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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讀者應就個人或家人的身體狀況，向專業醫療人士尋

求具體諮詢。本刊之廣告內容均由客戶提供，我們不保證產品或服務之質素和效能，如有垂詢可直接聯絡商戶。

廣告查詢/合作

6743 4551 黃小姐

健康教育基金會
Web

健康雜誌是健康教育基金會旗下的雜誌，更多相關資訊，
請查詢我們的facebook和網站：

若貴診所，機構和商戶有興趣成為《Health Easy 健康の本》
派發點，歡迎與我們聯絡   5260 0247。

• 興隆大廈
• The Hive 
• The Wave
• Kr 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