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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一把尺子，量自己寬鬆，
量別人苛刻。俗語說：過得自己過得人。

其實，很多時過到自己，卻不一定過到別人。

泡

上班不久的年輕人對朋友大吐苦水：「老闆對我有成見，說我績效差，文案更是一團糟，做什麼
都百般挑剔。其實我已經盡了力！」
我怕遇上動不動說自己問心無愧的人。凡事不求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這句話本是至理名
言。然而，在職場上總說「問心無愧」，難免讓人覺得你在為自己找藉口。
不同的人對良心的標準大相徑庭，甚至相反。如何才算問心無愧，也是人言人殊。團隊工作中，
假如大家都奉行盡力而為的做事態度，質素就很參差。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一把尺子，量自己寬鬆，量別人苛刻。俗語說：過得自己過得人。其實，很
多時過到自己，卻不一定過到別人。

鋒

晚上打開門睡覺，即使你「心安理得」，但賊還是會爬進來。很多事盡了力未必就能安枕無憂，
問心無愧後問題還是要解決。
一隻烏鴉坐在樹上，無所事事。一隻小白兔問：「我能像你一樣天天打瞌睡，什麼事都不幹嗎？」
烏鴉說：「只要你問心無愧就可以啦！」
小白兔心安理得地閉上眼睛，誰不知下一秒狐狸就跳過來吃掉牠。
問心無愧也要看情況。
盡力而為，不如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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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o

有人說「所有的相見恨晚，其實都是恰逢其
時」。新一代甜美女神梁茵（Kiko）搭檔43
吋超長腿的陳睿雯（Cherub），主持旅遊節
目，竟然一拍即合。Kiko和Cherub在拍攝節
目的10天中，二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從
陌生人成為知己。鏡頭前默契十足，鏡頭後
滔滔不絕，談天說地。然而二人卻表示快要
面臨「最後合作」。到底發生什麼事？當中
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兩位個性截然不同
的少女，當初是如何熟識彼此呢？

Cherub在2016年參選港姐入行擔任主持；Kiko則在2012年
藝員訓練班畢業後成為演員。兩人在工作上甚少接觸，直到
上年的旅遊節目《識玩旅行團2》，將她們拉在一起，拍攝
過程只有短短10日，環繞多個廣東特色景點，兩人感情卻
火速上升。Kiko回憶說：「我們每天早上6點起床化妝、拍
攝、玩卡丁車、射擊、敷面膜、瞓覺。大家的真面目表露無
遺，所有樣貌都見盡。真是日對夜對，形影不離。」但回憶
不總是美好，Cherub直言自己「太老實」，經常被Kiko和
節目另一主持潘梓鋒（Bryan）整蠱：「我印象最深刻是在
魚療池的小遊戲，規則是雙腳被數千條魚包圍着，看誰堅持
最久就算贏。但我痕癢難耐，而Kiko和Bryan忍受能力非常
高，說好3人一起投降離開魚療池，結果只有我自己，接受
最終大懲罰。」拍攝結束後，兩人的關係更勝從前，經常相
約出外、飲茶、分享甜品、拍攝靚相等。

女生總會對自己身高有期望，身高172cm的Cherub正是夢
寐以求的高度。Kiko亦羨慕她高挑的Model身材：「為了避
免身高差太遠，平日和她見面，至少穿5吋以上的高跟鞋。」
Kiko笑著補充：「她反而要穿平底鞋遷就我。」而Cherub
則覺得自己太高，衣著選擇較少，與Kiko開玩笑說：「不如
我們交換，5cm換你白裡透紅皮膚。」好友外出的小秘密，
都可以成為雙方之間的打趣，感情真的是非一般的好。
對朋友的定義，她們看法各有不同。Kiko認為：「好朋友要
互補不足，知道對方的缺點，在適當的時候直言提醒對方改
進。交心的朋友不需要多，亦不需要改變自己迎合對方。」
性格隨性的Cherub卻有另一種看法：「我很喜歡交朋友，因
為可以在不同人身上發現新鮮的東西。在Kiko身上我看到女
生端莊的一面，喜歡她分享專業的護膚、養生心得。雖然她
面對陌生人的時候沉默寡言，但在我面前很喜歡笑。」Kiko
解釋：「其實Cherub很幽默，好多鬼主意，一起工作時完全
不會覺得沉悶。」在想法相同時開懷大笑；在不同時互相尊
重，Kiko與Cherub在相處時，自然隨性卻能互相配合。志趣
相投易成朋友，而二人性格互補卻能令友情更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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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ub剛於7月時暫告演藝舞台，開始挑戰商界。她
表示：「希望為演藝生涯做總結，製作一個有代表性
的相集，分享這3年的演藝心得，加上自己很喜歡拍
照，尤其喜歡拍美照。所以今次可以和Kiko一起完成
這個作品，很開心！」Kiko坦言這算是兩人以同事關
係的「最後合作」：「籌備這套作品主要是對她有很
多的不捨，懷緬一齊相處的時候，所以想在Cherub
離開前做一個總結。」兩位大忙人在兼顧自己工作之
餘，仍抽空製作這套相集，都是想增加大家相處的機
會。Kiko更透露：「作品中會考慮放小時候的照片，
記錄我們的成長過程，我還記得自己小時候是個『肥
妹仔』、『包包面』。」Cherub更大爆自己小時候牙
齒不好看，是黑歷史的絕密照片，可能會在今次的作
品中大公開，向大家表現從未展現過的、最真實的自
己。

眾所周知，Kiko擁有健康膚質，但聽到她心得是早睡
早起，補充美容覺時，Cherub表示不認同：「我平
時都很早睡，皮膚也不及Kiko這麼好，但我總忘記擦
防曬，而Kiko一向防曬做得足，難道跟這個有關？」
最後大家一致點頭認同，早睡不如塗防曬。
讓小編意想不到的是，年紀輕輕的Kiko熱衷於食療養
生，而且說得頭頭是道：「作為演員，好多時候食無
定時，又要熬夜，滋補湯水是我養生之路的『靈丹妙
藥』，如換季、熬夜、氣虛血弱的時候飲湯最好。透
過食療先調理好身體底子，再外塗護膚品。保持好狀
態，真的要多花心機。」身旁豎起大拇指的Cherub
一臉幸福：「因為我們住得很近，可以經常去Kiko
家，飲她煲的滋潤靚湯。所以我最好的保養方法當然
是『孖』住她！」

Kiko與Cherub的性格分別就像這兩套禮服一樣別具特色：粉色的Kiko純真又溫柔；
深藍色的Cherub幹練又率性，搭配一起卻如此和諧。Kiko希望日後繼續挑戰演藝
角色及主持等工作，嘗試不同路線以提升自我；Cherub決定離開娛樂圈，在
商業領域中吸收經驗。在事業上，兩人分道揚鑣，但生活中卻是密不可分
的好姐妹，真是讓小編羨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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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Updates

健康の新趣

乳癌同路人 「姊妹」增信心
乳癌顧名思義是癌細胞出現在乳房組織當中，常見於製造乳汁的乳腺體
或負責運送乳汁至乳頭的管道，然後逐步擴散至腋下淋巴結，甚至身體
其他部位。而治療方法與其他癌症治療相同，包括手術切除、放射線治
療、化學治療或荷爾蒙療法等。霍太憶述：「2003年時確診患上乳癌，
當時丈夫十分照顧我，很多事情讓我放手由他處理，全天在家休息，無
所寄托，心裏甚是難受。直到後來認識另一名乳癌康復者，即基金會的
前任主席。她的成功化療經歷，帶給我勇氣去對抗。」化療帶給患者生
理上的痛苦，使人意志消沉。視化療為敵人，整個化療過程則苦不堪言；
若視它為戰友，反而變得輕鬆。
霍太明白到復康路上患者嘗盡艱辛，同路人的支持、鼓勵讓他們獲得共
鳴感，幫助她們重獲治療希望：「不同年齡、癌症期數的患者所經歷的
困難都不一樣。例如年輕的女士擔心儀容、感情、婚姻等問題；年長的
女士則擔心家庭、子女等問題。因此我們將患者配對在不同的小組內，
讓他們在這裏可以更放鬆與人溝通。」正因為霍太自身的經歷為她增加
使命感，讓基金會支援服務透露出仔細貼心的地方。

乳癌——女性頭號癌症，
如影隨形圍繞在每位女性
的附近，本港每15位女士
中便有1人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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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癌的路上，患者要獨自忍耐一次又一次化療的苦
楚。為緩解患者心理問題，提升治療成效，一間非牟
利慈善組織—香港乳癌基金會，積極為患者提供全方
位的支援服務，並肩克服艱關。今次，香港乳癌基金
會主席霍何綺華女士及總幹事劉燕卿女士為大家分享
乳癌的迷思。此外霍太作為乳癌康復者，以同路人的
身分陪伴着各位重新出發，踏上乳癌復康路。

在《乳癌100問》一書中，霍太記錄了100名患者的故事，其中不乏感動
窩心的事情，傳遞了很多正面的乳癌資訊。最讓她印象深刻是一名事業
型女性：「她的工作目標非常清晰，一直專心向着目標拼搏，將生兒育
女放在成功後。但無奈目標達成卻確診患上乳癌，因為癌症治療的負面
影響，使懷孕變得更艱難。幸得先進醫學技術的幫助，今年我收到她的
嬰兒出生喜訊。」原以為她由此過上快樂的家庭生活，豈料最近再收到
她癌症復發的消息。反覆無常的病情，為癌症加多了一抹陰霾。霍太希
望每位來到基金會的婦女，都像是「姊妹」般，一路信任和扶持，共同
面對乳癌。她感嘆道：「患者都可以喊住來，笑住走，釋放心中的大石，
重新得到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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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發現 治療關鍵」

乳健意識地區性不同 特派護士赴澳讀護理

治療前

治療後

於第一期發現罹患乳癌，5年存活率高達97.5%。因此「及早
發現 治療關鍵」是香港乳癌基金會的宗旨。根據基金會
2018的調查，約800名年滿18歲女性裏，4成曾接受乳房X光
造影檢查，但僅2成保持每兩年的定期檢查。訪問亦進一步發
現，如果提供免費的乳房X光造影檢查服務，超過9成女性表
示則會定期檢驗。霍太指：「其實她們都了解造影檢查可以預
防乳癌，但只有少部分女性自覺進行。我覺得非常可惜，因
為在眾多癌症之中，乳癌是少數可以通過檢查診斷出來。」
近年基金會積極建議政府可帶動全民免費X光造影檢查服務：
「今年我們會再次就施政報告提交建議，這次已經是第3次
了。希望藉著特首同為女性時，為婦女們爭取福利。」

不經不覺在香港乳癌基金會主理事務已有10年，霍太為基金會奠定
清晰的發展方向，讓會內服務更加多元化：情緒支援、資訊支援、
淋巴水腫護理服務支援等。此外，香港乳癌基金會賽馬會乳健中心
（九龍）的建立是重要里程碑。根據2011年香港乳癌資料庫的調
查，接近80%的乳癌患者居於九龍或新界，而大部分入息偏低地區
的女性乳健意識明顯較低，乳房檢查習慣也不普遍。霍太指：「很
慶幸政府批出九龍牛池灣用地興建中心，以及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托基金的支持，讓我們接觸到更多有需要及高風險的人。」在今
天疫情流行下，公營醫療系統因為抗疫而疲於奔命時，乳健中心即
發揮了重要的社區作用，為緊急情況的婦女提供適時的乳健檢查。
中心的另一項特別服務：淋巴水腫護理服務，特別為乳癌手術或放
射治療的患者而設。據基金會乳癌支援中心統計，約3成乳癌患者在
接受手術兩年內，出現淋巴水腫的困擾問題，而且症狀一旦出現便
難以完全康復。有見及此，香港乳癌基金會除了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預防、診斷淋巴水腫外，更派遣護士遠赴澳洲學習淋巴水腫護理技
巧，亦邀請海外護士到中心進行教育工作。霍太介紹：「課堂中會
傳授淋巴引流與運動、皮膚護理、及壓力手套佩戴的技巧等，解決
患者的不適。各護士們都很有心，並非純屬為了金錢，我與她們聊
天時都感受到他們對患者的愛護。」

女士們日常中亦可自行檢查乳房，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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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對各界都是重大的挑戰，儘管中心活動照常舉行，但
到訪中心的患者都顯著減少。基金會為了在公共衞生安全與維
持服務中取得平衡，迅速將大部分支援服務轉為網上遙距，包
括輔導、支援小組等。網上遙距服務對基金會而言是項新嘗
試，雖然服務方式轉變，但其專業和愛心仍然不變，疫情期間
持續幫助患者維持身心靈健康。
同時，基金會迎來好消息，前申訴專員劉燕卿（Connie）在退
休後強勢加入，擔任基金會的總幹事。Connie對香港乳癌基
金會一直有認識，欣賞他們作為乳癌患者與醫療體系的橋樑角
色：「加入基金會對我來說無疑是很大的挑戰，過去一直在公
營機構工作，但這裏以健康範疇為主，要邊做邊學。相同之處
是公營機構與非牟利組織都是以服務公眾為己任，出發點都是
向大眾，目標沒有改變。」
Connie在就任的短短1個月已對基金會歸納了4項特色：
1. 專注性，以乳癌病人福祉為本
2. 專業性，服務由專業人士領導
3. 填補性，積極填補私營與公營醫療機構服務
4. 全面性，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包括乳健教育、情緒輔導、
乳房檢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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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步驟提防乳癌：

2

看一看

網上遙距服務 疫情下重新出發

4

面對鏡子雙手垂直放鬆，觀察兩乳曲線是否對
稱及乳房形狀是否突然改變、出現異常腫塊、
或出現皮膚凹陷

3

摸一摸

以食、中、無名指的指腹以乳頭為中心，順時
鐘檢查，由內而外摸索3至4圈；感覺是否有不
正常的腫塊。檢查範圍由兩側鎖骨至肋骨及腋
下位置

4

躺著摸
以平躺的姿勢，重覆步驟2。右手檢查左側
乳房是否有硬塊；再換手檢查。之後將手臂上
舉，輕輕用手摸腋下檢查是否有淋巴結腫大

擠一擠
以兩指擠壓雙側乳頭，檢查有無異常分泌物

如果婦女年過40歲，應每兩年接受乳房X光造影篩查。若有懷疑，則需要盡早求醫或向香港
乳癌基金會預約檢查。
香港乳癌基金會
查詢電話
賽馬會乳健中心（九龍）：(852) 2597 3200
香港中心：(852) 3143 7333

香港乳癌基金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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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Updates

健康の新趣

嬰兒出生為家庭增添幸福快樂，父母為他考慮的事情卻越來越多。選擇「嬰兒奶粉」
還是「母乳餵哺」？已經可以為父母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很多新手母親希望生產前
多了解哺乳知識，做好準備迎接新成員。何書韻醫生也是一位媽媽，以她專業知識及
豐富經驗，為大家解答母乳疑問。

醫學研究已證明母乳是最天然的嬰兒食物，提供嬰兒所需的養分
及抗體，減少患腸胃炎、呼吸道感染、濕疹、哮喘等疾病。世界
衛生組織亦建議母乳餵哺應在至少6－24個月期間，可確保嬰兒
建立健康的未來。何醫生體會到母乳餵哺增加母子連結的神奇魔
力：「我在餵哺母乳時，每次低頭看着孩子喝奶的表情，而且它
雙手貼上胸部的瞬間，肌膚與肌膚之間的接觸，我感覺到我們倆
人緊密聯繫在一起。」給予嬰兒溫暖和建立安全感；餵哺期間親
子互動，讓母親與孩子持續增加關懷和愛。
其實社會上對餵哺母乳仍存在很多誤解，何醫生憶述哺乳時，有
不少辛酸的回憶：「我曾在傷健廁所餵哺過，當時內心頗為難受，
為何別人在餐廳用膳，孩子卻要躲在廁所內呢？」在奶粉未現世
前，母乳餵哺是必然的事情。但受刻板觀念的影響，旁人對女性
坦露的胸部為之抗拒。雖然社會氣氛已漸漸開放，不少商場設施
都添置母嬰餵哺室，仍有不少人對公眾哺乳的行為避之不及。何
醫生寄望未來社會可以更開放，而家人亦應給母親更多支持和鼓
勵：「常聽說哺乳媽媽對親戚前輩的意見感到壓力，例如『母乳
餵得太慢』、『孩子不夠飽』等，家人反而應多聽母親意見，給
予肯定，便可發揮很大的作用。」

何書韻醫生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
士，獲得澳洲皇家全科醫學院院士、
卡迪夫大學實用皮膚科深造文憑等
資格。何醫生經常接觸關於孕婦及
嬰兒的健康疑問，亦關心母乳對母
嬰的身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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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強

初生嬰兒需要經常喝奶，新手媽媽為此想出千奇
百法增加母乳產量。而坊間對母乳不足普遍存有
迷思：乳房大小會不會影響奶量？剛生完，為什
麼還是沒有漲奶？何醫生為各位母親解釋：「母
乳是女性的自然本能，在寶寶有需要的時候，身
體會作出適當的調節。餵哺次數越頻密，母乳便
會越多。」當然，正確的技巧能讓嬰兒更有效吸
吮：「嬰兒不單用嘴巴，亦運用到口腔全部肌肉，
乳頭要放到靠近喉嚨的位置，才是最有效的餵哺
姿勢。」如果姿勢不當，會阻礙乳汁傳送、影響
製奶分量，引致乳頭磨損、乳腺阻塞，甚至乳腺
炎。何醫生還提醒父母們，若懷疑奶量不足，先
要撇除主觀性的推測，客觀的檢視嬰兒身體反應
再做判斷。

菌
殺
電
閃
子
等離
室內安全 UPUP

UP

1秒殺99.99%致病原
斷奶是母子二人共同參與的過程，要確保孩子擁有
健康的身體，就要讓他多接觸外界食物，吸收更豐
富的營養。何醫生分享到：「我的孩子1歲半斷奶，
是很自然的過程，期間未有很大的不適。早留意到
他對其他食物充滿興趣，如三文魚、乳酪、生果、蔬
菜等，我就明白到他的成長已到了另一個階段。」
何醫生形容孩子斷奶是「見步行步」，觀察孩子的
改變而作出配合。她在旁邊陪伴孩子逐漸成長，當
時她心中都頗為不捨得：「放工回家準備餵哺時，
走過去他都已經不太情願。但會希望我講故事給他
聽、或與他一起玩耍，我唯有在其他地方滿足他情
感需要。」何醫生建議若孩子對斷奶過程表現反感
或「扭計」，可以考慮先暫停過程，不要造成孩子
的負擔，以免疏遠與母親的關係。同時可注意孩子
是否在營養、心靈上得到滿足，以代替斷奶時帶給
他的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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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患上乳癌的母親或許都會憂慮，自己的母乳是否
會有損嬰兒的健康。何醫生明確表示，已康復及沒
有服用荷爾蒙藥或化學治療的患者，母乳是安全及
健康：「若只進行單邊乳房切除手術，乳癌康復者
仍然可以餵哺母乳。堅持密密餵，增加單邊乳房奶
量，可以盡量滿足嬰兒的食量需要。」但部分癌症治
療可能會為母乳餵哺帶來局限，令乳房組織僵化，
影響乳汁分泌。何醫生鼓勵各位康復者，即使是普
通的母親都會在首次餵哺時遇上困難。只要姿勢正
確，仍然可以提供足夠的母乳營養給孩子。
一直以來，母乳餵哺對女性的身體製造多分健康保
護，外國有研究顯示母乳餵哺超過12個月的婦女，患
上乳癌機會減少3－4%。乳癌為女性健康上的最大
威脅，而母乳餵哺則可降低患癌風險。
現代女性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親力親為的哺乳時
間有限。縱然哺乳過程中困難重重，但憑著母子連
心及與生俱來的愛，媽媽希望盡最大的努力，給予
孩子最寶貴的健康滋養。家人們的支持與幫助，對
新手媽媽非常重要。而社會的諒解及措施上的支
援，亦可以為嬰兒建立更美好的「用膳」空間，營
造更和諧的母乳餵哺環境。

Plascide等離子技術運用嶄新科技，透過大量微型閃電產生高能
量的正、負離子。在空氣滅菌機裝置內，配合相關的物理、化學
作用，從而破壞並殺滅空氣中的致病原及有效過濾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

破壞

全球專利

＞90%
細菌

晨曦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今期特別推介
最新產品Air Halo Deskmate
Model桌面型空氣滅菌機，
體積小型，只有333mm長
x140mm闊x283mm高，覆
蓋範圍達25 m2 (250 ft2)，適
合家居、寫字樓、貴賓室等
使用，歡迎查詢選購。
網址： www.whyme.com.hk/deskmate

阻控
流感傳播

首選
空氣滅菌

限時優惠
在2020年10月31日或之前購買Air Halo Deskmate
Model桌面型乙部，即送24個月保養期。購買兩
部，送24個月保養期、免運費及專人安裝。
歡迎查詢選購，請致電：(＋852) 6101 0777

*Plascide等離子技術已在香港國際機場控制塔、港鐵落馬洲及羅湖口岸、西
九高鐵站和多間護老院舍等機構使用

P & J TECHNOLOGY LIMITED
晨曦創新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提供多元化方案，
設計及生產醫療用品、殺菌空氣淨化、水耕種植
和太陽能系統、環保廚餘處理。

A-one Tech 以大健康為核心業務，專注於研發和
生產。而Plascide的名字由Plasma（等離子的英
文名）+ cide（殺滅的拉丁語）組合而成，代表
著微閃電技術以消滅病菌為主要目
的，減少空氣中交叉感染的風險，
防止經濟及人民生命受損。

查詢熱線 : (+852) 6101 0777
E mail : jlun@pnjtec.com
晨曦創新科技有限公司市場總監倫文早先生和
A-one Tech徐奕偉教授出席2020.07產品簡介會

Health Insight

健康の慧眼

秋冬疫情恐惡化

香港醫護市場調查及策劃專訪系列

該如何應對？

環球著名香港大學微生物及環境生態學家
Dr. Sanjay Nagarkar, Ph.D :

疫情下的解決方案
Dr. Sanjay認為傳染病一直不斷肆虐，從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1957年的亞洲流感、1968
年的香港流感，到近年2003沙士、2009年禽流感、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症、2015伊波拉病
毒到現在的新型冠狀病毒，都提醒我們不要忽視可怕的流行病毒，必須時刻做好防疫工作。

COVID-19新型冠狀病十分可怕
截至2020年9月11日，本港已有4900多宗確診，而全球
2804萬人確診，傳播數字驚人。Dr.Sanjay提出此病是由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或稱嚴重急性呼吸綜合
症冠狀病毒2型）所引致的人類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同時，
相較於引起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亦稱「沙士」）

早前政府專家顧問之一講座教授袁
國勇表示，預計新型肺炎疫情在秋
冬會再次惡化，預計秋天會有第
四波疫情。究竟在漫長的疫情戰底
下，我們該如何做好防疫？環球著
名香港大學微生物及環境生態學家
Dr. Sanjay Nagarkar, Ph.D [1] 分享疫
情發展及抗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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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冠狀病毒（SARS-CoV），SARS-CoV-2更容易感染
人類呼吸道和眼角膜。而SARS-CoV-2的感染程度與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相若，所以引起新型冠狀病毒大
流行的SARS-CoV-2的傳染性較SARS-CoV為高。有研
究顯示，SARS-CoV-2可以在光滑的表面（例如：不銹
鋼、玻璃及塑料）上存活一段長時間（3-9天）。如果濕
度及溫度適合新冠病毒更可以存活超過21天。所以面對
今次疫情，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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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四元素 慎選消毒產品
Dr. Sanjay提醒防疫注意四個元素：家居衛生、配戴口罩、消毒、隔離。抗疫期間，消毒產品
是各家各戶必備產品。然而市面上不少產品聲稱可殺滅多種病毒和細菌。究竟消費者應如何
選擇？Dr. Sanjay提醒選擇時要考慮以下四點：

消毒用品（Decontaminating Agent）

Oxidation Capacity 氧化能力

Ozone 臭氧

2e-

Peracetic Acid 過氧乙酸

2e-

Hydrogen Peroxide 雙氧水

2e-

Bleach 漂白水

2e-

Chlorine Dioxide 二氧化氯

5e- (最高)

Dr.Sanjay強調：「二氧化氯應用歷史已有二百多年，
利用強氧化方式破壞細菌／細胞結構及病毒蛋白質結
構的作用，使其失去活性來消毒。能有效地氧化細胞
內的酶，對比漂白水、臭氧等氧化能力高，同時亦大
大減低對環境生態的破壞（見附圖），以及快速抑制
蛋白質合成，達到抑菌、殺菌效果。對人畜無副作用
的同時具備效用持久、無毒性、不破壞環境等特點。」
現時市面上有成分為二氧化氯（ClO2）的消毒產品以
片裝推出市面。方便儲存及攜帶，將消毒片放於水中
便變成消毒水，可直接噴於雙手、衣物、餐具、地板、
牆壁、空氣、欄桿、門柄及物品表面，更可將飄浮在
空間中的病毒、細菌和黴菌徹底去除和消毒，還具除
臭除甲醛功效。

為何使用二氧化氯（ClO2）？
‧有效抑菌、殺菌 -》多個科研結果已證實

選擇消毒產品時要考慮什麼？

‧安全、穩定 -》應用超過200年
‧環保

‧效用

‧殺滅時間

‧安全

‧易用

二氧化氯（ClO2）是第4代高效環保消毒劑
Dr. Sanjay提及市面上消毒產品眾多，當中二氧化氯（ClO 2 ）是一個高

相信二氧化氯（ClO2）為現時消毒既安全、有效及經濟的理想方案。
註 1. Dr. Sanjay Nagarkar, Ph.D 是獨立科學家，專注於生物科學，尤精於微生物及環境生態學，在港超過30年。
（資料由Dr. Sanjay Nagarkar, Ph.D及客戶提供）

效環保消毒劑。二氧化氯除獲得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世界糧食組織
（FAO）推薦為人類第四代安全環保消毒劑。更被多個國際組織，包括歐
盟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推薦為安全消毒用品。證明其能力及作用備受
肯定。
二氧化氯是屬於氧化系的殺菌劑，有強力氧化作用，對細菌、病毒等微生
物的細胞有較強的吸附和穿透能力，能破壞病毒、細菌細胞膜上的酶，達
到抑菌、殺菌效果。

黃夢璇 Moon 香港醫護市場調查及策劃有限公司創辦人
活躍於醫護及保健界，現為中小企國際聯盟-安老及殘疾服務聯會顧問及健
康教育基金會高級執行幹事。曾為不少知名藥廠、健康產品品牌、科研機
構、慈善團體以至官方機構「度橋」，透過市場調查、真人測試、研究及
新聞發布等獨特策略打入各大健康市場。打滾醫護市場多年，認識不少行
內精英，希望藉此專欄造訪不同的人物及組織，了解他們對醫護界及社區
的貢獻，讓更多同行以至公眾有更多交流機會。
如欲了解專訪中的研究項目，請發電郵至info@hkhmr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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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Tips

流感來襲

健康の貼士

為家居、身體打造消毒抗菌盾牌
銷售點︰HKTVMall

身體 — 搓手泡泡

生
病
萬
斜
歪
盆
骨
增
產
難
育
不
病
婦科

納米抗菌泡泡一
24小時殺戮病毒惡菌
５大優勢

傲視同群

Dr Yan 吳錞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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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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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損小孩幼嫩易敏肌膚

家居 — 光觸媒除菌脫臭機
光觸媒技術
適用範圍： 家居

醫療級淨化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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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煙味

╳其他空氣懸浮病毒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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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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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姿勢若沒有注意，習慣性地形成不良駝背坐
姿、翹腳、三七步站姿等都會造成寒背、頸椎前傾、
脊椎側彎及骨盆歪斜等問題。骨骼錯位問題會影響健
康、外觀、體型問題，例如寒背的人士，會造成視覺
上「虎背熊腰」的假肥胖體型。在內臟方面，亦會使
腸道臑動不順暢，造成腸胃欠佳、消化不良。透過骨
骼重建工程，能迅速持久令寒背挺直、重拾健美體
格。
骨盆居身體的中樞位置，上接軀幹、下接下肢。若骨
盆長時間歪斜，讓骨骼長期處於不當的壓力下，有可
能造成腰痠背痛、坐骨神經痛、椎間盤突出，還會出
現假性長短腳，引發膝蓋或足踝疼痛。骨盆不正對女
性造成的困擾更為嚴重，會影響女性經期代謝，形成
經痛、經期不準、有血塊、容易造成不育。把骨盆正
位就可以馬上獲得止痛效果，解決以上問題。
同時，長期錯誤的坐姿及站姿可造成骨盆歪斜，增加
懷孕及生育困難，或導致嚴重難產。骨盆歪斜可引致
子宮跟著傾斜、後曲，懷孕時易造成胎位不正。臨床經
驗觀察顯示，母親的骨盆與嬰兒的健康及生產過程有
直接關係。臨盆時，骨盆關節會擴張才能順利生產。
但因骨盆歪斜影響肌肉群及脊椎穩定性，阻礙關節正
常肌肉張開，而造成難產情況。嬰兒若在過程中受到
傷害，會影響它們的成長：如腦部、骨骼、心肺、腸
胃等器官的發育及病變。當恥骨聯合無法張開時，嬰
兒頭顱就無法滑出產道，甚至被卡在產道進退兩難，
嬰兒窒息時間太久，會造成嬰兒缺氧而死亡。

自然醫學博士

加拿大註冊自然醫學博士，香港科技大學碩
士等多項資格。亦為國際專業教育學院院
長、Oxford HealthCare Centre 院長。專注
於脊椎側彎、駝背寒背、高低肩、面部骨骼
正位、椎間盤突出、痛症等骨骼問題，及研
創「創新科研：骨骼重建醫學技術」。

其實從神經解剖學及生物力學的理解，人的骨骼與器
官是整體性的，骨骼之間環環相扣。透過專門的儀器
及結合自然醫學技術，可以用手術以外的方式，改善
骨骼健康問題。這項創新科研醫學技術亦稱—骨骼重
建工程，按照病人情況施以精準的力度、方向、位置
及技術，幫助體格調正。過程無痛無創，零副作用，
天然安全。完成第一次療程亦可即時見到明顯效果，
而且效果持久。
骨骼錯位會導致身體力
學上的失調，進而干擾
神經系統的作用，建議
本身已經有脊椎側彎、
駝背寒背、高低肩、骨
盆歪斜、痠痛等骨骼錯
位的情況，應該盡快尋
求專業評估與治療。

骨盆歪斜

今期讀者優惠：
免費《全身骨骼檢查，連即場報告講解分析》
登記熱線：2588 1388 WhatsApp: 6567 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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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點︰
HKTVMall

5. 金屬鋁片過濾器不用更換，減少消耗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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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冬
天如何
過？
提升免
疫力抗
肺炎

櫻花

蜂蜜

馬鞭草

淡雅櫻花芳香，輕
盈絲滑呵護備至

富含天然蜂蜜成份，
有效保濕滋養肌膚

舒緩解壓，放鬆身
心，清爽柔潤加倍

價格：每盒$100

香港過去幾年的冬天都不是太冷，但每年冬季也是傳
染病的活躍時期，引致慢性病患者因流感而入院的數
字季度性上升，而今年更嚴峻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出
現，各地專家都在預告冬天將會再來一波，或會爆發
更大的疫情。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1. 注射流感疫苗。特別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因新冠
肺炎初期病癥與流感相似。若注射疫苗後，出現病
癥可更早向新冠肺炎方向考慮。
2. 注射肺炎球菌疫苗。可預防在感染新冠病毒後，引
起的肺炎鏈球菌感染，保護肺部免受更嚴重傷害。
3. 提高警覺，主動進行自我檢測。特別當工作環境或
居住範圍出現受感染個案，可先使用坊間快速、高
準確度的病毒測試，保障自己及家人的健康。

Why

朱偉星醫生

家庭科專科醫生

擁有多項專科資格，包括澳洲新南威爾
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澳洲皇家全科
醫學院院士、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家庭醫學） 。

雖然新型病毒稱呼為「新冠肺炎」，但累積的證據
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可引發全面的血管病變，導致不
同器官發生炎症。老生常談：人類有與生俱來的免
疫力，抵禦病魔。免疫力容易受外界影響，包括年
齡、天氣、精神壓力等，一不留神會讓病菌乘虛而
入，感染流行性感冒、傳染病、炎症等疾病，因此
後天的環境、飲食習慣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4. 多關心身邊朋友。互相扶持，保持情緒穩定。
5. 增強免疫力。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可以為身體無
時無刻建立一套完善的防護系統：
a. 睡眠充足
b. 適當運動
c. 保持心情開朗，不要只關在家裏，趁著秋天，到
空曠地方、郊外、海邊走走，把積壓的悶氣驅散
d. 清淡飲食，不要讓消化系統和腎臟過度負荷
e. 攝取均衡營養，可多進食包括含豐富維他命、益
生菌或抑制病菌入侵身體的食物，如深海魚類、
雞蛋、豆類、蔬菜類等

We help family reunion.
We provide jobs in villages.
Mothers could come back from
cities and take care of their kids.

訂購方法：

WhatsApp 5260 0247

www.MrsBe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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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小球藻含有高於一般蔬菜的葉綠素，( 比羽衣甘

黃婉霞博士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藍高 5 倍 ) 纖維和酵素 ，
增生腸內益菌群 ，加速
腸胃正常蠕動 ，
紓緩便秘難題 特別適合不愛吃菜
的人士及食菜有困難的老年人。

說起HPV疫苗，相信市民都不
陌生，但其學名卻少有人提起—「人類
乳頭瘤病毒疫苗」。由於HPV病毒主要通過性行
為傳播，病毒可引起生殖器官皮膚或黏膜長疣。而其
中10多種HPV病毒可在感染後引致癌症。世界衞生組
織已公佈，HPV疫苗注射可以有效減少HPV病毒的感
染風險，成為社會性的預防措施。

03
，

雖然大部分人認為HPV疫苗只為女性而設，專屬預防
子宮頸癌的接種疫苗。但近年研究發現，男生也有接
種疫苗的需要，可防止HPV病毒引起的多種男性疾病，
包括咽喉癌、陰莖癌、肛門癌及生殖器官濕疣（俗稱
「椰菜花」）。令人驚訝的是，80％以上的肛門癌和
約50％的陰莖癌是由致癌的HPV病毒引發的。除此之
外，男性濕疣的患病率也高於女性。以美國為例，
2013—14年的數據顯示，成年男性和女性（年齡在
18—59歲間）的HPV生殖器相關患病率分別為
45.2%和39.9%。而香港的數字更超越美國，每年
有超過1萬宗濕疣新症，發生率比西方國家還要高。
同時數字比患上子宮頸癌高出約30倍。因此，為減低
男士的生殖器官疾病，接種HPV疫苗有確實的需要。

04 小球藻的 CGF 可活化及修復細胞

改善新陳代謝 延緩衰老特別有效增
生膠原蛋白 撫平細紋及淡斑 提升皮膚光澤及彈性 有效保持年輕肌膚

05

適合

素食
網上或電話訂購:
www.sunchlorellahk.com
(852) 2310 8649
(852) 9727 0632

適合
關注三高

護理學院副教授

致力在婦女健康及家庭暴力領域中研
究。積極聯繫社區內不同機構，提供
各項具醫學實證而設的健康項目，包
括預防親密伴侶的暴力行為及HPV疫
苗接種，為促進婦女健康知識和身心
健康作出貢獻。

13.1%大幅降低至5.7%。另外，丹麥的一項研究表示，
將4價HPV疫苗計劃推廣至女童和男童，與只為女童提
供接種疫苗相比，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預防濕疣、癌
前病變及癌症的發生。多國的成果提供強而有力的說
服力，證明HPV疫苗是一項具有成本效益的社會性預
防措施。
自2019/2020學年起，香港衞生署亦將HPV疫苗加入到
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中，政府資助小學5年級的女童免費
接種2價HPV疫苗。現時香港共有3款合資格的HPV疫
苗，分別是2價、4價和9價疫苗，其中4和9價均適合男
生注射。儘管現時男生需要自費接種疫苗，但以自己、
將來伴侶及社會角度考慮，減低感染HPV病毒及其他
衍生疾病的風險，還是非常值得去注射HPV疫苗的。

近年來，澳洲、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也在積極推廣
HPV疫苗接種計劃，並取得良好的效果。澳洲自2007
年起啟動全國範圍的疫苗接種計劃，免費為女童提供
4價HPV疫苗注射。同時在2007年開始，為社區中26
歲以下的女性提供疫苗注射。研究者追蹤7年的疫苗
接種成果，發現年輕男女的濕疣發生率由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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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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u ）鳥油降三高

什麼是鴯鶓油？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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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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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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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骨質密度
有助對抗三高，減低壞指數
增加血管彈性
抗衰老，避免細胞受自由基破壞
腸道保持健康
增加指甲硬度
促進身體吸收鈣質，維持骨骼和牙齒健康
增強免疫力
減少脂肪積聚
保持皮膚和頭髮健康
幫助大腦和眼睛的正常，滋潤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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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Website: www.jasmineorganic.com

銷售點︰HKTVMall

陳澔賢醫生 全科牙科醫生
畢業於香港大學牙醫學院，曾在菲獵
牙科醫院擔任駐院牙醫。後赴英國深
造並獲得倫敦英皇家學院臨床牙科碩
士（固定及活動修復齒科）。擁有愛
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植齒學文憑、愛
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牙科學系院員和
格拉斯哥皇家醫學院牙科學系院員等
資格。現為私人執業。

原，部分更會有永久性後遺症。手術前，應先向牙科
醫生或口腔頜面外科專科醫生作出詳細評估及拍攝X光
片（2D傳統全景片 / 3D電腦掃描CBCT）以確認神經
線和智慧齒牙腳的距離，從而減低手術風險。
圖中左下角：智慧齒引起牙源性囊腫(Dentigerous Cyst)

智慧齒不痛可以保留？
美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建議，若智慧齒病變機會率
高，應提早剝脫。因年輕患者進行手術，可加速康復
時間、減低手術難度；反之手術風險和困難性隨年歲
增加。
因智慧齒生長在口腔深處，難以保持清潔。常有求診
者因智慧齒引起的牙肉腫痛和蛀牙前來求診。若拖延
日久，可以導致附近的大牙鬆脫或嚴重蛀牙，最後需
要一同拔除。假若智慧齒可以完整地萌出和正常清
潔，又或者深埋在牙槽骨內，完全無法接觸到口腔都
可以不用脫除，只需要定期覆診檢查便可。

為何選鴯鶓油？

查詢︰2619 1889

生智慧齒是大部分人都會經歷的口腔問題。臨床檢查
經驗顯示只有少數人可以完全正常萌出或毫無癥狀。
現代人由於顎骨進化縮小，導致智慧齒較難正常萌出
（或作阻生智慧齒 Impacted Wisdom Tooth）。食物
殘渣和牙菌膜不斷積聚，容易引起蛀牙和牙冠周炎。
某些案例，甚至引起牙源性囊腫（Dentigerous Cyst），
極端案例需要口腔頜面外科專科醫生切除才能康復。

阻生智慧齒手術有什麼風險？
上顎智慧齒一般可以正常萌出，風險不高。下顎智慧
齒則靠近下齒槽神經線（ID nerve）或舌神經（Lingual
nerve），手術過程有機會傷及感覺神經線，令嘴唇
下顎失去知覺，舌頭也會失去味覺。患者在飲食、燙
傷或咬傷嘴唇等情況下亦毫無感覺。需數個月才可復

新法剝智慧齒免傷神經：牙冠切除術（Coronectomy）
智慧齒牙腳太長或神經線較淺，兩者距離會相當接近，
甚至會出現重疊情況。進行傳統拔牙手術有機會傷及
神經。另一手術方法可以只切除智慧齒牙冠並把靠近
神經線的牙腳保留在顎骨裏—即牙冠切除術（Coronectomy）。香港大學牙醫學院的臨床研究表示，此方法
可減少8成半後遺症的出現。而留在牙肉內的牙腳，於
手術後1年平均只向上移動3mm，之後便會停止移動。
即使出現牙腳外露，需要再施行手術，屆時牙根亦已
遠離神經線，減低後遺症風險。
牙冠切除術

手術前

手術後
（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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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方法
由於其他的腸胃疾病，如急性腸胃炎，也有類似的肚痛及腹瀉癥狀，所以很難單從問診就可診斷出急性闌
尾炎。而病發時間可在幾個小時到1－2天的時間。如果時間太長，闌尾炎可能已經穿孔變成急性腹膜炎了。
因臨床癥狀和病症的不確定性，常見的診斷方法需要配合驗血、超聲波和電腦掃描確定肚痛的成因。

驗血
接近9成的患者白血球指數會上升，而其中以中性粒細胞增
多最為顯著，其次C-反應蛋白指數亦會上升。如果指數高
出平均水平，亦可能顯示闌尾已經壞死，為極其危險的訊
號。

急性闌尾炎—在香港俗稱「盲腸炎」，是一種常見
的外科急症。病情如果處理不好，會變成腹膜炎，
甚至會有生命危險。雖然近年有人提倡使用抗生素
作為治療早期闌尾炎的手段，但傳統的治療方法還
是建議進行闌尾切除手術。

超聲波
現代急症醫學中，腹部超聲波已經變成了像聽筒一樣方便
的診斷工具。超聲波沒有輻射，適合在老人及兒童的身上
應用。但要留意，超聲波是有效的納入（rule-in）診斷工
具，即是說一旦超聲波看到闌尾炎，就可以確診。但並非
排除（rule-out）診斷工具，即就算從超聲波中看不到闌尾
炎，仍然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若這階段仍未確定肚痛的
成因，下一步就可以進行電腦掃描診斷了。

大部分闌尾炎病人主訴肚痛，主要在肚臍附近，
幾個小時後痛楚位置轉移到右下腹。兒童由於體
型較小，部分主訴右上腹或右邊肋骨旁會出現痛
楚。除了肚痛，其他典型的病癥包括食欲不振、
噁心、嘔吐及發燒。身體檢查方面，9成以上的患
者在觸診時，腹部右下方會出現疼痛，不過最為
明顯的癥狀是反彈壓痛（rebound tenderness）、
敲擊疼痛（percussion tenderness）和腹部僵硬
（muscle guarding）。

蔡振興醫生

急症科專科醫生

電腦掃描
根據外國的臨床指引*，目前公認的診斷標準是腹部電腦掃
描。如果電腦掃描沒有發現闌尾的炎症的問題，就能排除
闌尾炎的可能性。

急性闌尾炎是嚴重的急症，如果處理不好，可以變成腹膜炎。
因此出現持續的腹痛，千萬不要胡亂吃藥，最好盡快約見醫生，
及早檢查。

畢業於中文大學醫學院。曾是香港急
症醫學會前會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李
嘉誠醫學院名譽臨床副教授及香港中
文大學醫學院名譽臨床副教授。
*參考書目：[Guideline] National Guideline Clearinghouse (NGC). Guideline summary: Clinical policy: critical issues in the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appendicitis. Annals of emergency medicine 55(1):71-116 · Januar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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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の貼士

個案二
6月中旬，另一位病人同樣地在家中強制隔離時，出現右下腹疼痛和發
燒。雖然新冠肺炎測試結果一天比一天快，由初期的數天，到數小時
便可以得出結果，加快了檢查速度。可是即使是數小時，亦可耽誤病
情。病人在測試結果呈陰性後，經過公立醫院醫生判斷，已需進行較
複雜的盲腸切除手術。

耽誤盲腸炎症
秒變嚴重發膿瘡
急性盲腸炎是常見的外科疾病，如果處理適宜，術後只需2－3天便能康復出院。但如果延後手術時間或術後護理不
當，可導致炎症惡化及引起嚴重的併發症。然而新冠肺炎從年初至今肆虐全城，乃至全球。對外科病人的影響絕對
不能忽視，以下想和大家分享疫情下的3個案例。

手術最後順利完成，但3天後病人感到右邊腰間劇痛。經過1個多星期
的檢查，發現腹腔裏出現一個大膿瘡，需要另外接受「超聲波導引經
皮引流術」抽出組織。但在術後的1個月多，病人還是反覆肚痛和持續
發燒。轉介至私家醫院後，我跟進他的治療記錄、安排臨床和掃描檢
查，確定背部已經長出直徑14cm的膿瘡和嚴重的敗血病，相信是嚴重
急性盲腸炎的術後併發症。初步穩定病情後，病人才可以接受背部放
膿手術，慢慢處理病情，花費更多住院及清洗傷口的時間。

個案三
7月頭，再次接到一位急性盲腸炎病人，從公立醫院急症室轉介
往私家醫院。而不同的是，這次病人在得到新冠肺炎陰性結果
後，懷疑是急性盲腸炎期間，二話不說要求轉院。從確診至為
病人完成微創盲腸切除手術，不到1天的時間迅速處理炎症，讓
病人可以盡快康復。術後第2天，病人便可以進食，第3天已經
出院了。

個案一
3月18日晚上，我突然收到一位病人的來電請求協助。他在3天
前回到香港，身體出現肚痛及發燒的反應，隔天便立即進入公立
醫院找出病因。可是正因他當時發燒癥狀與新冠肺炎吻合，入院
前需要做病毒測試。還被安排先入住隔離病房，直至結果呈陰性
後，才被轉至外科病房，拖延了電腦掃描的診症時間。當時醫生
已經在確診急性盲腸炎後，幫他輪候緊急手術。可是手術室已爆
滿，整整1天仍沒有位置。最後他向我聯絡，幫忙轉介到私家醫
院治療。

藉著以上個案，可了解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確為本港的醫療系統帶
來莫大的壓力。每天急症室中有不少發燒病人，當中有機會潛藏新冠肺
炎患者，但亦會是急性外科疾病的患者，包括急性盲腸炎、急性膽囊
炎，甚至是致命的腹膜炎。以往在急症室內發現外科疾病，可以直接送
往外科病房。但由於新冠肺炎的影響下，發燒的病人首先要進行快速測
試，確定為陰性後才轉送至相關專科病房，錯失了不少寶貴的治療時
間。急性外科疾病是分秒必爭的，盡早確診可以減輕治療的難度。因此
不能忽視新冠肺炎檢測時間的速度，若可縮短結果等候結果時間，可以
避免急性外科病人加重病情和出現手術相關的併發症。

儘管私家醫院有較快的急症服務，但剛好3月19日政府實施強制
家居檢疫，外地回港的市民須要在家中自我隔離14天。我嘗試
詢問多間私家醫院，也遭到拒絕。好不容易終於找到一間私家醫
院，但附帶條件是病人須在3月19日零晨零時前入院。
病人在最倉促的時間，成功由公立轉往私家醫院。而我亦立即為
他作出相關的診斷檢查，但病情已經惡化至腹膜炎症及出現早期
的敗血病癥狀。為免更長的耽誤，當晚凌晨我已幫他做了緊急手
術。手術期間，他的盲腸已經嚴重潰爛，腹腔有大量膿瘡。還好
其他周邊的器官，如大腸還算健康。由於病情惡化導致手術傷口
較大，病人需要較長的康復時間，2個多星期才能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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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傑醫生

外科專科醫生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得英國愛丁
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外科醫
學院院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等
資格。主要治療結直腸、胃食道、肝
膽胰等外科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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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nd Kids

親子の活動
即使居住在東京，Miki認為生活節奏與香港比較會慢一點，
有趣多點。實現了很多她以前的夢想，如相約朋友在放工
後吃個飯，在絢麗多彩的商店街，如新宿、原宿、涉谷、
台場等隨意行逛。到了周末更帶同家人來回江之島、東京
迪士尼樂園、近郊的溫泉旅館，放鬆休息。最近，在新冠
肺炎的影響下，企業都變成了Work From Home，Miki亦嘗
試計劃2日1夜的短途旅行，來往京都、大阪等地方。只要
花點心思，生活可以變得非常幸福。Miki真的非常感恩，
有更多時間一家三口享受天倫之樂。

日本文化有獨特的魅力，Miki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不同日本最新資訊，包括健康飲食及育兒的
小貼士。

日本喝茶文化，歷史沿遠悠長。抹茶無疑是香港人最廣為熟悉的茶種，
但是當中1個日本縣市所出產的茶葉，卻藏有少為人知的健康秘密。它就
是「丹波產熊野園兒茶素綠茶」－兵庫縣‧丹波篠山市的「熊野園」茶
園。已超過1200年的歷史，在文獻「日本史略」中已有記載，江戶時代
成為大阪流行的茶葉之一。由於丹波地區平均氣溫較低，日夜溫差相距
甚大。清晨容易形成「丹波霧」，遮擋日光，令茶樹儲存更多氨基酸，
令茶葉產量更豐盛。現在，丹波地區出產量亦佔兵庫縣的總茶量70%。

丹波產熊野園兒茶素綠茶

移居可能是大家的夢想，而Miki將夢想化成現實。於7年前決定隻身前往日本升讀大學，
修讀Computer Science（電腦科學系）。畢業後，選擇留日找工作，遇上了剛準備在當地
創業的老公Daman。之後，小寶寶Juby更意料之外出生了，令夫妻二人手足無措，亦讓
他們迅速地融入日本的生活節奏當中，正式在日本落地生根，將日本成為第二個家。

丹波煎茶

「丹波產熊野園兒茶素綠茶」由清明堂引入香港售賣，亦有丹波黑豆綠
茶、黑豆焙茶、煎茶及玄米茶可於銅鑼灣SOGO B2超市選擇。
丹波焙茶

部分香港人經常以「返鄉下」形容日本旅行，而
Miki父母及其他親戚也喜愛回到「鄉下」探望
她們。每次親友到訪都有源源不絕的問題，
對日本生活充滿着好奇，Miki才發現自己
的「日」常在其他人眼中是如此不平凡。
因此Miki最近建立了Youtube頻道，剪輯
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時為暫時未能
「回鄉」的親朋好友解鄉愁，發掘日本地
道新潮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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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波黑豆綠茶

而由茶園「熊野園」研發的「丹波產熊野園兒茶素綠茶」，從一番茶提
鍊而成。經日本檢測鑑定，其兒茶素含量達130mg/ml（毫克/毫升）。
台灣曾有研究指出兒茶素在195μg/ml（微克/毫升）的濃度或以上，即
具有抑制SARS冠狀病毒的複製能力。換句話說，兒茶素綠茶在今次冠
狀病毒疫情下，可發揮保護作用。茶向來都有不少益處，而日本的小孩
子從小亦養成喝日本茶的習慣，飲對了日本茶可以為家人帶來健康。

丹波玄米茶

以上資料由株式會社清明堂（日式珍珠奶茶專門店）提供

日本四季分明，秋天時令的食品就是和栗。2年前，Miki曾經去到丹波篠山尋找古
老茶園「熊野園」，製作日式的珍珠奶茶。碰巧正是秋天，有幸一嚐日本名產「丹
波栗」，其栗子比平時栗子大1倍，香味濃厚，實在是一試難忘。丹波栗到10月才
收成。同時亦有不同秋栗零食推出，讓大家感受日本秋天的味道。想觀看更多片段，
可到Youtube頻道「日本秋天的味道」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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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nd Kids

親子の活動

個案編號：3609

個案內容由www.lifewire.hk提供：

100港元或以上的捐款可申請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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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網絡

健康の本
雙月刊
醫院

OCTOBER

「乳健同躍動2020」為期整個10月，為大眾提供一個既可運動，又可做善事
的平台。參加者可自行選擇運動項目，例如步行、跑步、行山、瑜伽、掌上壓
等，跨越時間及地域的限制，以籌集更多的善款幫助本地乳癌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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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邦行
共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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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間
‧
永安集團大廈 共10間 ‧
太子大廈
共5間
‧
海富中心
共5間
‧
利東大廈
共10間 ‧
萬年大廈
共30間 ‧
興瑋大廈
共30間 ‧
恒隆中心
共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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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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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恆生銅鑼灣大廈 共12間
九龍行
共13間
嘉賓商業
共122間
華人銀行東區大廈 共30間
恆成大廈
共50間
新寶廣場
共5間
彌敦道238
共25間
彌敦道335
共15間
明珠大廈
共5間
南豐中心
共50間
朗豪坊及租務部 共8間
彌敦道168
共12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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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資源（香港）
德善堂中醫
藥師堂國際中醫藥業
健福堂中醫集團
黃祥華中醫
港專醫療中心

基金會網站

一齊玩啦！

可掃描上方二維碼，
緊貼「乳健同躍動2020」資訊!

病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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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代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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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健康教育基金會
健康教育基金會
‧
Facebook
Web

6743 4551 黃小姐

仲唔快啲報名！

網上報名：www.pinktogether.hk
支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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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查詢/合作

3143 7371 / 3143 7312
pinktogether@hkbc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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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或
美容機構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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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商業
大廈

‧ 寶峯園
再生會
‧ 美華閣
善寧會
‧ 壽菊路
乳癌基金會
‧ 高雅苑
香港復康力量
‧ 高雲閣
香港腎臟基金會
‧ 雅麗苑
香港病人組織聯盟
‧ 盈富閣
智友站
‧ 愉景樓
長者安居協會
‧ 翠荷苑
香港哮喘會
‧ 聚賢逸居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 景隆商業大廈
香港柏金遜症會
‧ 裕安商業大廈
再見BB關懷社
‧ 中邦商業大廈
東區腎友自助會
‧ 百營商業大廈
香港強脊會
‧ 秀平商業大廈
香港血友病會
‧ 萬利廣場二期
健樂社
‧ 嘉富大廈
香港癌症基金會
‧ 安寧大廈
互勉會
‧ 銀輝大廈
外科妍勵會
‧ 嘉洋大廈
香港肌無力協會
‧ 英皇中心
香港視障視全人仕協會
‧ 崇蘭大廈
康青會
‧ 麗怡大廈
兒瞳樂
‧ 恒陞大樓
香港心康會
‧ 卿旺大廈
香港心臟移植協康會
‧ 持平大廈
新心之友
‧ 泰達大廈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香港兒童肝臟移植互勵會 ‧ 永吉利商業大廈
‧ 興隆大廈
腎之友
‧ The Hive
腎康會
‧ The Wave
香港糖尿互協會
‧ K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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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香港罕有疾病聯盟
親和坊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會所
生命熱線
育智中心
‧ 香港大學明德學院
西貢區社區中心
‧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伸手助人協會
‧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扶康會
‧ CUHK EMBA教育中心
香港中國婦女會
‧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持續教育學院
婚姻及家庭培育中心 ‧ 香港理工醫療及社會
婚姻調解服務中心
‧ 科學院
香港仔坊會
‧ 香港痛症物理治療中心
香港復康會
‧ AASFP 亞洲運動及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 體適能專業學院
‧ ABC pathways School

5260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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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