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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專利
能夠探測心血管硬度的
關志康

可攜式醫療儀

主動檢測、篩查心血管動脈
硬化是預防腦中風、心肌
梗塞、心臟病的最佳方法

懂得說話很難，懂得不說話其實更難。
學習說話，是前半生的鍛練；

獨家專利技術中心動脈硬化指標（AVI）和上臂動脈硬
化指標（API）檢測系統，90 秒快速檢測中心動脈血壓
（CSBP）及中心動脈脈壓差（CAPP），具備大數據管理，
提供藍牙和 USB 數據傳輸系統。

學習沉默，是後半生的修行。

近期香港的失業率上升，人浮於事，找工作比以前困難。但有一種人，總是有很多工作機會，就是有「分
寸」的人。
人人都喜歡和有分寸的人共事。有分寸的人懂得尊重他人，知情識趣，與他們合作，會讓人覺得舒服和溫
暖。恰到好處的分寸感，是與人融洽交往的相處之道。
我覺得，最重要的分寸是說話得體。分寸不僅是客套或是禮貌。在歲月的打磨中，你說話仍能顧及他人，
不戳別人的痛處，這很大程度上體現一個人的教養水平。

◆可攜式設計，測量過程無創、全自動、90 秒
能快速做到動脈硬化篩查。方便簡單易用，設
大數據慢性病管理系統，對症下藥，防止復發。

◆ 以 圖 表 協 助 分 析 AVI、API、CSBP、CAPP、 高
低壓，脈搏記錄數據的變化趨勢，讓中、西醫即
時按數據掌握患者病情，儘快作出醫治。

◆手臂隧道式設計，允許坐姿測量，使用方便。

◆日本技術研發，獲得 13 個國際專利。

如果說，看破是智慧，那麼不說破就是你的胸襟。口若懸河，不如適時的沉默。與人相處需張弛有道，懂
得說話很難，懂得不說話其實更難。學習說話，是前半生的鍛練；學習沉默，是後半生的修行。

◆可由電腦列印 A4 報告表，藥效評估跟蹤。

◆以手機應用程式支援多位使用者，適用於家庭健
康管理。

有一個口吃的人，說話吞吞吐吐。有次他遇到一個路人問路，剛巧這個人也有口吃。

有分寸的人，事不做絕，話不說盡。這樣既為別人留餘地，也給自己留一手。日後一旦被趕入窮巷，逼不
得已，也有牌可出。因此，能展分寸就是展內涵，能留餘地就是留天地。

他一言不發。
過後朋友問他為什麼如此無禮，不搭理這路人。他回答：「人家也有口吃，我要是回答了，他一定會以為
我是在戲弄他。」

預防危疾

藥效評估

西醫及中醫診所篩查

三高人士、亞健康一族、
糖尿病患者及有家族遺傳病
等人士，能及早檢查心血管
硬度，預防中風及心臟病等
危險，更早發現患者。

對曾患過中風及心臟
病等危疾的人士。醫生使用
PASESA 遠程及實測評估報
告，監控藥物的成效及康復
進度。

西醫、中醫診所及保健品
公司使用，為高危病人進行快速
篩查，及時發現異常心血管硬化
狀況配合醫生的診斷經驗，作出
有效評估及治療，效果顯著。

何時說話？何時沉默？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而最好的標準就是「分寸」這兩個字。

Jacky Kwan 關志康
Mrs Bee創辦人，帶領內地農村精準扶貧和家庭團聚項目。百本醫護（2293.HK）共同創辦人，曾
擔任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現為三家上市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健康教育基金會主席。
關先生持有香港大學經濟學學士及碩士，香港中文大學EMBA學位。亦曾獲美國哈佛大學全數獎學
金，攻讀領袖深造課程。

WinHorizon Limited 宏忠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佐敦上海街 80 號華海廣場 1505 室
Tel：2155 9491 Fax：2148 2081 Web: www.pasesa.hk
E-mail : info@winhorizon.com.hk www.winhorizon.com.hk

現主持香港電台節目「醫護從心出發」和「管理新思維」，文章亦可見於香港頭條日報和肇慶端州
新聞的專欄。

1

ȞၥਟҥࡊИඪټȟ

㒣㗪

Dec 20 - Jan 21 | ISSUE 9

CONTENTS

⫆⃧ㄾ圑

⋷ 䖒  ⎸߯ឹЖՖᆓϽᔮกቈ
ġġ挺䚮䠓㢏ℂ㏚ġġ

04. 格鬥女神

ь۟ЖသՖᆓีଽ৫ȂՖశЅՖᆓོ
ӰЈᙽվՄЕีЖՖᆓྃഀᡐȂՄଢ଼Ͻ
သϛॳޟϯӏϞΙȂЎڏέଽΡρ҆ЅԞкଢ଼ୈᔮ
กȂϗႱ٩ӨᆍЖသՖᆓȂճีޟඁȄ
Рҏंี ޟőłŔņŔł ЖՖᆓଢ଼ϽᔮกቈȂᐿ੫ட
ցᔮก٘ᡝՖᆓݷޑȂٮԤᚂᕛ༵ގЅޥୢټގ
及社區版供選
ᒵᐅȄ
擇。

COVER STAR

黎美言
HEALTH TIPS
12 月經惹的禍 瘀血積累成腫瘤
14 腦癇病發莫驚慌

冷靜處理保平安

17 牙周病斷不了？

非手術治療成關鍵

19 新興食材「米蕈」癌症食療紓緩治療副作用

08. 醫生夫婦的「疫」行之道
HEALTH INSIGHT

21 誤測血壓易超標
25 冰雪懷孕奇緣

管理健康的本領
冷凍卵子技術

HEALTH INSIGHT
26 脫髮損害事業？ 改善防脫有辦「髮」

FAMILY AND KIDS
30 鄉下「日」常：Miki媽媽の新年行大運
33 橫越戈壁的車手

23. 冬季健康堡壘

ġġġőłŔņŔłġłŗņĮĳıııġőœŐġĩ ᚂ ގĪġġġ

無懼生命的挑戰

HEALTH TIPS

免疫力成關鍵
編輯：健康教育基金會
設計：MAN CHAU、JOKER CHOW
出版：GBA SERVICE LTD.
地址：九龍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港城第三座20樓2010室
WWW
一般查詢／編輯部：5260 0247
廣告查詢：6743 4551

印刷商：泰業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新界大埔工業邨大貴街11-13號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2020

őłŔņŔł Ӓ౨୲Ιџоӵ ĺı ऌϱȂႆֲ࠼
กЖՖᆓଢ଼Ͻឹ߯ޟᚂᕛቈᏢȂџоԤਝႱ٩
သϛॳȃЖՊఠ༬้ЖသՖᆓȄቈᏢন౩ΰᇄᚂ
௴ҢޟቈᏢσӣωȂőłŔņŔł ԤᔮกȈϛЖଢ଼
Ͻ࡙ ĩłŗŊĪȃϛωՖᆓϽ࡙ ĩłőŊĪȃᐿড়டցЅ
Жᔆ৯ȂЖՖᔆ้Ȅٲᓺ༖ᄇЖသ
ՖᆓଽӠΡρՄِȂശޟђڷቋȄ

ġġőłŔņŔłġłŗņĮĳıııġőōŖŔġĩ ޥୢ ގĪġġ

ϰ೨ֲ࠼ก໔ȂӒՌଢ଼ ĺı ऌᔮกȂП߯ᚂҡȃ
ᚂৱٺҢȂĺı ऌϱี౪ЖသՖᆓଽӠΡρȂၼҢ
σኵᐃᆓ౩ȂԤօۡ᙭ຨȂඪଽޱஶඈഀ࡙Ȃሉ
ᚔඈีȄϛॳஶඈޱџоցҢ őłŔņŔł ӵড়໌Рல
ࡣຟեȂё៖౩Ȃ٩ጒඈีᐠོȄ࣏ΟёᅿกȂ
őłŔņŔł Ѫ೩ԤᙢбЙᐠแԒᄇᔖȂفಛོᓃϚӣ
ٺҢޟޱݷȂ༈ڗЙᐠΰհಛॎყלᡗҰЅϷٴȄ

ġġ㙐⪩榔⢚株⎸尜╾ġⅰㅒⅬ峘ġġġ
ᎌӫᚂȃຨܚȃЖՖᆓஶඈϛЖȂЖՖᆓ߳ࠢ
ϴѧȃ߳ᓎϴѧȃᡝᔮϛЖȃԊՂ้ᐠᄺ௴ҢȂঅօ
őłŔņŔł ໌פഀଢ଼ϽᑢࢥȂ࣏ޱЅԞϭΣݽᕛȄ
őłŔņŔł оყߒڞօϷ ݙłŗŊ Ѕ łőŊȃńŔŃőȃńłőő Ѕ
ՖᔆޟଽճȃཀྵᓃኵᐃޟᡐϽᗍ༖ȄőłŔņŔł Ԥ
ӻሬடցᇯџȂᔮกྥጂႀᚂᕛЫྥȂ߬Ж߳ᜌȄ

ࢥၚዥጣ ĳĲĶĶġĺĵĺĲ ܖġΰᆩ ŸŸŸįűŢŴŦŴŢįũŬ

Cover Star

封面の故事

Winkie

黎美言

激戰擂台 「打」散陰霾

2020年
終於接近
尾聲了，由全
城口罩恐慌、嚴
苛的限聚令，到潮水
般的結業潮等，像是一
層陰霾籠罩了我 們 的 生
活，為各位帶來無數的
衝擊及挑戰。在這一年
裏，大家更需要勇氣面
對困境。前Hotcha女團
成員 - 黎美言（Winkie）
卻在這沉重的社會氣
氛中，逆行擔任香港
醫療護理發展協會的
「活力大使」，將正
面、積極的能量傳送
給大家。曾經的她亦
陷入失落受挫的情緒
中，但一次擂台契
機找回自我。在舞
台歌手的角色畢業
後，竟然向泰拳擂
台燃燒格鬥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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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樂壇火紅火熱的年代，Hotcha女團成員憑藉精湛
舞藝感染觀眾，在舞台上大放異彩，亦成功在每個音樂
頒獎典禮中霸佔一席之位。當時20出頭的Winkie已成為
鎂光燈下的寵兒，同時參與多個電視節目、電影及代言
廣告拍攝。隨着潮流趨勢改變，2014年Hotcha無奈宣
布解散，Winkie正式開始個人發展。時至今日她才透露
舞台後的苦況：「剛出道的3年時間，我的生活除了瞓
覺，就是訓練。曾經試過一日走9場表演，回到家都沒
有時間休息，壓力好大。」普通的打工仔還可以放假去
旅行，但對Winkie而言，假期只是一種奢望。
娛樂圈的工作是走極端的，忙的時候可以折磨人，閒起
上來可以愁窮人。個人發展階段是Winkie人生中最一籌
莫展的黑暗期：「當時情緒不太好，但2015年受邀請
參加打擂台，本來只是想試試，意想不到一打便愛上泰
拳。」從未學習拳擊的Winkie參加比賽節目《G-1格鬥
會》，竟然越挫越勇：「三場比賽中，我輸了兩場，只
贏了一場。額頭、眼角、腳跟都有受傷，但我仍然很享
受挑戰擂台的快感。」從此遙身一變Winkie成為鐵血勇
士，帶傷上陣不在話下。當日傷痕至今雖未腿色，眼角
仍稍有些凹陷、腳趾微彎，她卻不悔參與賽事：「其實
站在擂台上那刻，我已經贏了，戰勝了自己的恐懼。」
Winkie為自己揮出了漂亮的一擊彩虹，劃出了她的人生
曙光。

感悟二十九加一 家人放第一
20歲的Winkie埋頭練舞，努力追尋舞台上的星光夢，當
出現瓶頸的時候，已經踏上29+1的年齡，才發現真正
「丟失」了自己：「20歲出頭多數從自己出發。原來這
種想法限制了我，被框住在舞蹈中，什麼都不認識。直
到離開娛樂圈，結束了陀螺般的生活，發現世界很大，
不是只有我。」停下來的Winkie最想多陪家人，亦懂得
釋出自己的愛心：「我覺得香港人有很多壓力，自己以
前也是。當初開展拳擊舞蹈學校，是因為拳擊可以發洩
情緒，幫助自己紓壓，又可以為家人、朋友帶來健康。
再慢慢的接觸到其他學員，大家都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
來，就想自己是不是可以幫助到他們。」以生命影響生
命，Winkie終於找到回歸本心的路，肩負起社會責任，
Winkie的泰舞教室與多間學校及社區中心合作，希望把
活力及正能量傳遞給更多人。
今年她再進一步擔任香港醫療護理發展協會的「活力大
使」，向大眾宣揚健康訊息，以自己的經驗，呼籲勞碌
的香港人重視健康問題：「我以前做明星的時候，每日
都很累，忙到根本沒有時間考慮身體問題。即使了解運
動重要，都兼顧不到。現在明白運動是生活必要的調劑
品，有了健康的身體，才能迎接人生中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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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及撰文：Blaire Hung、Suki Cheung 編審：Amy Chan

K pop泰拳舞蹈 極速瘦身課程
Winkie開辦的學校糅合了泰拳及舞蹈，將自己最喜愛的元素加至其
中，建立出與別不同的「泰拳舞蹈」課程，強調音樂與運動結合。
來自30歲的人生感悟，Winkie最大的目標是為港人生活注入活力。
同時為眾女士的「瘦身減肥」事業服務：「我自己都很愛吃，喜歡
泰拳的原因之一就是瘦得快。但知道女生們擔心打泰拳會操大隻，
因而害怕嘗試。」Winkie想為泰拳平反，融合新的概念，以舞步增
加拉筋動作：「泰拳之中有很多地方，都具備節拍性，配合音樂其
實能夠和諧地變成舞蹈。我希望以舞步緩解肌肉壓力，消除愛美女
生的顧慮。」Winkie表示初學者亦能很快上手：「我在流行音樂，
如K Pop、Hip Hop、電音等基礎上重新編舞。熟悉的音樂下，容
易找到節拍跟上舞步。既可以學習正當的防衛技巧，一舉兩得。」
而圈中好友亦相當支持Winkie，包括Bob、鍾舒漫、泳兒、朱紫嬈
等，不時參加Winkie的泰拳舞蹈課程，與學員們一同強身健體。

平淡中的浪漫 森林系婚禮
平時Winkie抽時間陪伴父母，但大時大節就想和男朋友拍拖度過。
然而，對於慶祝聖誕Winkie卻不抱期望：「男朋友比較木訥，不是
有趣的那類型，很多時都是我在製造驚喜。我們對雙方都習慣成自
然，像是老夫老妻，平時見面都喜歡宅在家中。」當小編問及少了
激情，會否害怕感情在沉默中消失，Winkie從容地表示相信細水長
流，在生活中找到的默契最讓她感動：「他是行動派，平時不多說
話。但當我失意時，深刻感受到他會為我緊張，傳訊息鼓勵我，來
到屋企準備晚餐，再忙都會安排時間給予陪伴，照顧我的情緒。這
些平淡生活的點滴，卻是令我最難忘。」
關於婚姻大事，Winkie希望在心態、條件都有充足準備後，才與雙
方父母討論。雖然她不著急，但提及夢想婚禮，Winkie頓時溶化成
為小女人：「我從小就希望有森林系的婚禮。想在外國綠草如茵的
大自然裡，在莊嚴宏偉的城堡下舉行，如果可以有白馬迎送當然最
好。」小編相信男朋友若要求婚，就需考慮多一項條件：各國通關
時才可實現。
今年的難關特別多，時間若可以逆行重新開始，2020年可能會開
心點。Winkie今年同時經歷至親離開的黑暗時光，從中明白逝者已
矣，生者如斯的道理。正如《TENET天能》中的對白：「What’s
happened, happened.」當下的心態正是改變未來的關鍵。Winkie
從拳擊得到力量，亦以此希望鼓勵各位：「打拳可以挑戰自我，跳
舞可以令你重拾信心，若要健康必須運動，若要運動必須創新。」
擁有健康和活力的身體，就是邁向2021年的成功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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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kie的健康呼籲

Health Insight

「疫」來順受 會過去的困難

健康の慧眼

前一陣子疫情高峰期，社會高度戒備。學校、企業紛紛變身推出線上
模式和實行視像授課、在家工作。居家抗疫驟然變成生活常態，平日
短暫的家人相聚時間成數倍增長。Joyce作為知名電台節目主持人，工
作中曾聽到一則家庭煩惱：「有位媽媽打來訴苦，說女兒經常起身不
摺被，罵她也不聽。」母女間因為房間整潔問題爭執不斷，Joyce便為
母親分析：「這個問題對女兒的生活或學業，有沒有帶來嚴重影響？
答案是沒有。但卻影響著妳們的關係。」歸根究底，是疫情帶來的生
活壓力，導致精神緊張，從而影響家庭和睦。
對於今年持續低迷的社會氣氛，朱醫生有這樣的理解：「新冠病毒令
公眾情緒繃緊，正是因為第2波、第3波疫情反覆出現，看不到何時終
止。」每次確診數字下降、社會限制放寬，病毒就會乘虛而入，再次
爆發大規模感染。曾參與推動社區情緒健康計劃的朱醫生建議：「大
家要抱着希望，疫情總會過去的。過去的人生難關，現在回望，其實
都只是小事一椿。」猖獗的疫情正如黎明前的黑暗，否極泰來。
Joyce認為寵物是最好的陪伴，可以幫助各位走過逆
境。她大方分享愛貓Coffee的照片，每次看着牠慵
懶的姿勢，負面情緒都可以慢慢解開。有時壓力容
易讓人鑽牛角尖，難以釋懷。Joyce亦有小方法幫
助各位打開心窗：「每天將不開心的事情寫在紙
上，一個月後，重新回看千絲萬縷的煩心事，可
能只剩下數件。」俗語說：「船到橋頭自然直。」
解決問題的答案可能就在身邊，只是當時過於執着
問題的本身。

朱偉星醫生

楊子矜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健康教育基金會副主席

資深傳媒人

不懼感染堅守醫護崗位 電台達人挑戰廚藝
從最初疫情發展至今，朱醫生一直秉承着醫者父母心，堅守崗位：「我
作為社區醫生，根本不能退下來，連我都退縮，病人怎麼辦？」Joyce為
此非常擔心，卻要盡力掩蓋心裡的不安。根據朱醫生當時的判斷：「雖
然診所被認為是高危地方，但因為新冠病毒會某程度透過空氣傳播，即
使不在診所，平常人乘搭交通工具、公眾地方也有可能被感染。做足防
護措施，在診所內戴口罩、勤洗手、禁止用手觸摸眼睛；進行採樣時，
以妥善的手法及適當的位置為患者進行，都能確保自己安全。」朱醫生
冷靜理性的處理方法，帶給Joyce信心。然而，面對疫情，診所仍無法避
免迎上業界寒冬：「疫情最高峰時期，來求診的人數大幅下降了4成。對
醫生們的生計影響難以想像，我們診所亦遇到很大的難關。」熬過最苦
的日子，市民生活大致恢復正常。朱醫生卻絲毫不敢放鬆診所的安全措
施，並已添置強力空氣淨化機，以應付未來更大一波疫情。

醫生夫婦的

「疫」行之道
疫情關係，大家的社交距離不得不保持在1.5米以上，以保障
個人及公眾健康。朋友、家人及同事的聚會減少了，人與人之
間漸漸變得生疏。而居家抗疫期間，同一屋簷下的家人朝夕相
對，距離拉近了，但爭吵亦多了，難免影響家人彼此的關係。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朱偉星醫生及太太楊子矜（Joyce）分享獨
到的夫妻相處之道，以及如何積極面對疫情的態度，與各位共
度時艱。

採訪及撰文：Blaire Hung, Suki Cheung 編審：Amy Chan
Joyce的廚藝亦刊登在《明報》中「疫情下
的百般滋味」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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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同樣感受到疫情的考驗，接受在家廚神的挑戰。夫妻二人原本習慣
外出晚餐，限制堂食期間，卻不得不為家人一展廚藝，她解釋：「我們
都很愛吃，但不喜歡叫外賣，只好買餸回家煮晚餐。但我煮東西沒有習
慣記下分量，即使一樣的菜式，每次會煮出不同的味道。而我最感動的
是，無論我煮什麼，丈夫都會照單全收。」其實Joyce的工作同樣忙碌，
在大氣電波廣播電台節目，只能安排與同事午飯後買餸，時間緊迫。而
朱醫生大讚Joyce的廚藝，同時非常感激太太的付出：「她煮的所有菜式
都色、香、味俱全。但她的工作也很繁重，下班回來還要匆忙下廚，太
辛苦了。有時她回家太累，我們一齊吃即食麵也別有一番風味。」如此
體貼的關懷，讓小編羨慕不已。相信家人的欣賞及支持，就是住家廚神
們最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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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純蟲草菌絲體 60粒裝
強化抗病力 補救瞞腎兩虛

夫妻話題不斷 維持關係的基本

迎接2021年 重新出發去旅行

這對模範夫妻經常被朋友打趣：「二人走到哪裏都糖黐
豆，不厭倦嗎？」朱醫生和Joyce就大方回應：「除了一
些不適合帶Joyce的醫學會議或聚會，其他活動都會與對
方一起。」Joyce回顧十多年前初相識的經歷，原來他們
是以聲音結緣：「每星期15分鐘的電台醫療資訊環節，
從電話認識朱醫生，但一直未見面。直到後來有機會與
朋友一起邀約朱醫生食飯，才開始了第一次見面。」從
此大家便走進彼此的世界，並步入婚姻殿堂。

來年世界體壇盛事－東京奧運會正式開幕，封鎖的關口
可望打開，朱醫生大膽預計：「新冠疫苗開始生產，日
本政府或許只會允許各國的選手、觀眾打了疫苗後，才
容許進入境內，明年要自由旅行只有靠疫苗了。」朱醫
生與Joyce已計劃下一個旅行目的地。Joyce表示：「通
關後，最希望就是去自駕遊，上次我與丈夫去了5天的山
西，每天遊走幾百公里。沿途風景怡人，天氣晴朗，旅
費更非常便宜，每天都很快活。所以這次旅行完結後，
已確定以後每年一次內地自駕遊。」

相信不少情侶或以為結了婚，這段感情就已修成正果。
然而時間卻是雙刃刀，可讓感情延續，亦會讓感情由濃
轉淡。Joyce分享到：「我們的話題不斷，從電視劇到新
聞，什麼都拿出來與對方討論，因為我對丈夫的事都相
當感興趣。」他們認為維持關係的秘訣就是和伴侶多溝
通：「之前我的診所要搬遷，我都會拿來與Joyce討論，
新診所的設計、選址等事宜。」朱醫生笑言，太太的說
話就是要多聽，成功男人的背後就是要有個她。
結婚誓言中：「無論是順境或是逆境、富裕或貧窮、健
康或疾病，我將毫無保留的愛你。」將當刻的感動維繫
到長相廝守，朱醫生與Joyce努力在平凡日子增加樂趣，
玩笑間保持情趣，拖着彼此走過今年疫情的困境，與及
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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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心專方 60粒裝

有助增加
血管舒張
本港醫院
臨床測試

正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不妨一早計劃2021年的假期運
用，在萬眾期待的通關宣布前做好準備。但朱醫生提醒
各位仍需要緊守今個冬天：「對抗第4波的疫情都是老生
常談的事情，如多做運動、多休息、多吃健康食物等，
保持健康的體魄，可以有效減低自己患病的機會。」只
要度過了這個冬季，希望就在明天。

4

改善血管 保持血管順暢

改善血管
彈性不足
及內壁厚度

屈臣氏「綠養坊」保健資訊坊
香港—上環信德中心，鑼灣銅恩平道，太古城中心
九龍—旺角胡社生行，觀塘鱷魚恤中心
新界—上水彩園商場，元朗教育路，葵芳新都會廣場
結果以香港生物科技研究有限公司(香港中文大學附屬公司)之「綠養坊」純蟲草測驗支報告，及”Comparison of Protective Effects between Cultured Cordyceps Militaris and Natural
Cordyceps Sinensis against Oxidative Damag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54 3132-3138 (2006) 的有效成份蟲草腺苷數據作比較
Ipsos 於2013年針對200位於過去3個月每月至少服用60粒或每日至少服用2粒綠養坊純蟲草人士之保健產品調查結果。
純冬蟲夏草主要藥效研究資料及文獻資料” (2003)
專方曾在2003年邀請100名病人於本港醫院進行臨床測試，結果證實，服用專方6個月後，有助增加血管舒張(Flow-mediated dilation)及改善血管內壁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
從而令血管更暢通。此臨床實驗研究更被刊於「2004年香港心臟學會論文報告Abstract 10」，被評為是103份報告中最好的首6個報告之一，得到醫學界的肯定。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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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類型人士更容易患子宮腺肌瘤？
任何有月經周期的人士都可患上子宮腺肌瘤。但沒有懷孕過的婦女，產生子宮腺肌
瘤的機率比較大。因在懷孕的時候，有長達10個月以上生理期會停止，子宮能得到
充分的休息。所以未曾生育過的婦女，最好能定期作身體檢查。此外，若有家族遺
傳史、月經期較早出現或更年期較晚出現的因素，此類婦女亦須特別留意，都會容
易發生子宮腺肌瘤。
一般治療方法主要是利用荷爾蒙藥，包括一般避孕丸或黃體酮，減低月經流量及痛
楚。長久使用黃體酮可能會引致肌腺瘤縮小，但藥物治療不能馬上見效，亦未必能
治本，存在一定副作用。

月經惹的禍
瘀血積累成腫瘤

若要快速解決子宮肌腺瘤，過往多會利用開刀手術進行子宮切除術。或將子宮表面
切開把可見到的子宮肌腺瘤移除。但此類方法有不少隱憂：
1.復原期較長：術後需留院4至5天，並需2至4星期的復原期
2.完全切除難道較高：子宮肌腺瘤的位置一般很難清晰地跟子宮肌肉分開，所以完全
切除的機會不高，復發的可能性亦會較高
3.對子宮造成傷口：開刀切除子宮肌腺瘤後，子宮肌肉會留有很大的傷口，有機會在
懷孕時破裂，引致嚴重出血和其他併發症

子宮內出現腫瘤是很常見的事情，大約有30％的婦女都曾患上。子宮腫瘤可分為不同類型，但每
當婦女發現長出腫瘤時，多數會認為是「子宮肌瘤」。然而，「子宮腺肌瘤」亦是一種常見的子
宮腫瘤，卻經常被大眾忽視。
什麼是子宮腺肌瘤？
如果沒有懷孕，每逢月經周期子宮內膜會分解、剝落，形
成月經排出體外。但有些子宮內膜會意外流到其他地方，
如卵巢、盆腔、附近子宮肌肉等，即「子宮內膜異位」。
若經血跑到卵巢可叫作「朱古力瘤」；一旦走進子宮內的
肌肉，則會慢慢成為「腺肌瘤」。
在子宮深處的經血若排不出來，會造成劇烈的經痛。嚴重
者可以影響日常活動，包括工作、步行、坐著等都會感到
疼痛。而這些瘀血長年累月堆積在肌肉層裏，會造成子宮
肥大，逐步將子宮肌肉纖維破壞，從而讓子宮無法正常收
縮，因而釀成經血過量、血崩情況。子宮肥大同時會壓迫
骨盆肌肉、膀胱、大腸及輸尿管，可導致便秘、滲尿，嚴
重者更可令腎功能受損。
有研究報告指出，患有子宮肌腺瘤的女士懷孕率不足2成。
但患有子宮內膜異位卻沒有子宮肌腺瘤的女士，累積懷孕
率可高達8成。在移除肌腺瘤後，女士的懷孕率亦只可小幅
度提升至3.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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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軒醫生

婦產科專科醫生

畢業於英國倫敦King’s College London。
擁有多項專業資格，並於英國、澳洲和
香港任職醫生超過15年。現為政府醫院
專科醫生和義工同行成員之一。

子宮腺肌瘤影響生育的主要原因包括：
1. 子宮內腔變形：阻擋精子、卵子結合或胚胎着床

近年，最新技術就是利用高頻率聚焦超聲波（HIFU），
無創手術治療子宮腺肌瘤。 HIFU原理類似於運用凸透
鏡聚焦太陽光，將體內超聲波能量聚焦於體內，使靶
區組織瞬間達到60－90。C異常高溫，導致其子宮腺肌
瘤凝固及壞死。壞死組織可逐漸被身體吸收，以達致
治療目的。
經過HIFU手術後，腺肌瘤需要數月時間慢慢吸收，達
到最理想的效果。然而，研究指出使用HIFU治療，大
概可在半年內把腺肌瘤的大小減除一半；在6個月後可
以減少50%－90%或以上。HIFU治療好處在於技術能
達至無創傷、無傷口，日間手術不需預先住院，3天後
便能回復正常，同時不會影響懷孕的機會。當然HIFU
亦有缺點，有機會傷及肚部皮膚（0.3%）或附近腸道
（少於0.1%），但相對於開刀手術傷及其他器官的風
險較為低。

2. 子宮內的自由基（Free Radicals）增加：影響卵
子或胚胎發育
3. Alpha 4、Integrin B3、Hoxa 10和雌激素黃體酮
不平衡：影響胚胎着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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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方法
電腦斷層掃描(CT)或磁力共振(MRI)：可顯示大腦的結構，並找出
引致腦癇的腦部問題如腫瘤、疤痕等。
腦電圖(EEG)：測量和記錄大腦電流活動的模式，從圖象中找出
反常的電波和其位置，協助醫生診斷。檢查過程需要開合眼睛或
望着閃光等。

腦癇病發莫驚慌
冷靜處理保平安

腦癇發作時的處理方法
1. 保持鎮定並記下患者病發時的經過和癥兆，大多數腦癇發作只持續5分鐘以下。
2. 若患者出現全身性發作，切勿強行制止患者身體抽搐。
3. 解鬆患者身上（尤其頸部）衣物及除掉眼鏡。
4. 切勿強行撬開患者牙關，或將任何東西放進口內。
5. 保護並陪伴患者，可用柔軟的物件保護頭部，防止抽搐時意外撞傷。
6. 可能的話，慢慢將患者放到地板上並翻成側臥。

腦癇症是一種腦部中樞神經系統的疾病，成因由於腦部神
經細胞出現突發的異常電流活動，包括患上腦部感染、中
風、頭部創傷、腦腫瘤、代謝異常等，引致大腦神經功能
短暫紊亂。但大部分腦癇症個案都是成因不明的。

溫光安醫生

7. 抽搐停止後，以復原臥式（見左圖）讓患者休息並確保患者的氣道暢通。

急症科專科醫生

8. 盡快召喚救護車將患者送往醫院，並陪伴患者直至救護員到場或至患者完全清醒。

畢業於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現任
香港急症醫學會會長

腦癇症的病癥

日常護理

腦癇發作大致分為「局部性發作」和「全身性發作」：
局部性發作
腦部影響範圍

大腦其中一部分受影響

可能有短暫失神、發呆，亦
可能出現在清醒狀態

全身性發作
兩邊大腦均受影響
會突然失去知覺，清醒後感
到非常疲倦及渴睡，並記不
起病發時的事情

為減低腦癇發作的機會，患者謹記準時服用抗腦癇藥物；保持作息定
時，擁有充足睡眠；避免壓力過大；更要遠離酒精及毒品。
值得一提的是，6歲以下的幼童在發高燒時也可能出現類似腦癇症的
抽搐，俗稱「小兒急驚風」。這情況通常在6歲以後就會消失，家長
無需過分恐慌。處理方法與上述描述一樣，但為安全起見，亦需盡快
帶同幼童前住醫院進行評估。

全身肌肉僵硬、手腳抽搐

常見病癥
肌肉抽動或做出一些無意識
的動作，如扯衣服等

牙關緊閉、口吐白沫
失禁

病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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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0秒至5分鐘

約30秒至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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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斷不了？
非手術治療成關鍵
牙周病是牙齒附近組織病變的統稱，即牙肉、牙骨發
炎， 而不是牙齒出現問題。初期癥狀包括，牙肉紅腫、
流血、口氣等，嚴重者則會牙肉嚴重萎縮、牙縫增大、
牙齒鬆動搖擺及移位，或甚至脫落。
非手術性牙周治療 NSPT
牙周病是慢性病，需要長期跟蹤治療的疾病。口服藥
物或漱口水只可緩解病癥，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不
論其嚴重程度，牙醫都會建議先作「非手術牙周治療
Non Surgical Periodontal Therapy, NSPT」。其後再根
據患者口腔情況，建議患者進行牙周手術或者進入維護
性治療。因此非手術牙周治療是治療牙周病的最重要一
環，把牙齒表面及牙周袋內的牙結石和牙菌膜清除。
深層牙根刮治 Root Surface Instrumentation - RSI
若普通洗牙仍未能清除牙肉深處的牙石，牙醫會配合麻
醉藥和特定工具深入牙周袋內做「深層清潔」，促使牙
周組織癒合康復。進行「深層牙根刮治」後，大部分病
人已有滿意的治療效果，之後只需配合定期檢查及普通
洗牙，便可穩定牙周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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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私人執業。

而牙周病患者仍需要配合以下的口腔護理及牙齒檢查：
定期牙周維護 Supportive Periodontal Therapy - SPT
已經萎縮的牙骨和牙齦不會再次生長回來，需要妥善的
定期檢查以控制病情。患者需要每3－6個月覆診作定期
牙周維護，以監察牙石、牙菌膜的積累情況。
口腔衛生訓練 Oral Hygiene Instruction - OHI
醫生或口腔衛生員會教導患者如何有效使用牙刷、牙縫
刷、牙線等工具，保持每天的牙齒、牙齦清潔，確保牙
周組織恢復健康。
牙周病並不像感冒發燒，依靠治療完成便可痊癒，而是
需要定期檢查的「控制疾病」。因此患者切勿疏忽定期
覆診的重要性，以免損害口腔健康與牙齒的功能。

RSI清除牙石積聚在牙周袋的清況

17

流感來襲
為家居、身體打造消毒抗菌盾牌
身體 — 搓手泡泡

材
食
興
新

納米抗菌泡泡一
24小時殺戮病毒惡菌
５大優勢

「

銷售點︰HKTVMall

米蕈 」

療
食
症
癌
用
作
副
緩治療
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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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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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人體營養學碩士 Michelle Lau 表示，
癌症病人化療期間的副作用，有時會嚴重威脅患者的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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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是本港 10 大死因的榜
首，患癌的人數有增無減。傳統的癌症治療方法如
手術、化療（抗癌藥）和放射治療等，都可能產生副作
用，引致生理的損傷和因功能紊亂而出現的病理變化。
因此，透過營養和飲食紓緩這些副作用，日益受到重
視，美國學者更從日本米的米糠中，提取到有助癌症病
人紓緩治療副作用的成分。

╳寵物毛屑

「化療，是以毒性藥物（Cytotoxic Drugs）消滅或抑
制癌細胞，破壞腫瘤細胞增生的能力，但同時也會破壞
體內正常的細胞。當化療藥物進入體內後，代謝器官如
肝、腎的功能運作受阻，不能完全將體內代謝產生的廢
物和毒素排出體外。因此，接受化療的病人經常會出現
一些不適的反應，例如脫髮、吞嚥困難、食慾不振、營
養失調等。這些副作用很多時候都困擾著他們，令日常
飲食受到限制，影響生活質素，並導致情緒低落、精神
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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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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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癌症病人會變得胃口欠佳，但偏偏他們其實最需要
多些營養來幫助抗癌。一般建議，癌症病人應根據他們
的體重，每公斤體重每日至少要攝取 25-30 卡路里，如
果出現營養不良或體重下降，有機會影響抗癌的效果。
「所以改善病人胃口很重要，」Michelle Lau 說︰「癌

Michelle Lau 營養師
專注範疇包括運動營養學、體重管理、
兒童和婦女營養學。更與團隊積極推
廣均衡營養飲食的概念，如舉辦各類
大型健康活動及講座，並為多間機構
擔任營養顧問和課程講師。曾接受不
同報章、雜誌和媒體訪問，宣揚健康
飲食訊息。

症病人的身體，比起一般人需要更多的蛋白質和能量，
去對抗癌細胞所造成的炎症。因此必須注意均衡飲食，
兩餐之間可以吃少量開胃的小食，改善胃口。食療可包
括洋蔥、薑、米糠等。」
米糠怎樣吃？ Michelle Lau 表示，米糠含有大約 5%
的水溶性食物纖維，卻難以直接進食消化，需經過 3
個月時間生物分解，提取製作出米蕈（音「尋」）供
直接食用。她解釋︰「米蕈是 1992 年首次在日本米
發現。美國加州 UCLA/Drew 醫科大學的免疫學權威
M. Ghoneum 教授發現，米蕈中所含的阿拉伯木聚糖，
能增強免疫力，恢復腫瘤導致的天然免疫系統失衡，輔
助常規的癌症療法。」
我們日常吃白米，由於已去掉米糠，所含的米蕈很少。
而米蕈經過提取和乾燥之後，是一種粉狀，易溶於水，
方便加進日常的飯和粥中。但 Michelle Lau 提醒，癌
症病人食療並非單靠米蕈便可，最重要的是整體營養充
足均衡，並應戒煙、少酒，避免吃加工肉類等。

5. 金屬鋁片過濾器不用更換，減少消耗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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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高血壓在本港相當常見，15至24歲人士有5％機會患上
高血壓；而65至84歲人士則升至65％*，平均每20名長
者就有13位患上高血壓。高血壓可引起其他致命的併發
症，包括心臟衰竭、冠心病、腎衰竭等。一般沒有明顯
的病癥，部分患者到併發症出現時才察覺。
病人經常會混淆血壓偏高與高血壓的分別。在家中測量
血壓時都是正常水平，卻在醫院中顯示過高，懷疑家中
血壓計是否異常。其實血壓會受各種因素影響而上升，
包括運動、情緒、壓力等。病人趕到醫院未有足夠的休
息時間；或面對「白袍血壓高」的現象，看到醫生、護
士特別緊張，均可影響血壓數值的準確性。其他常見的
血壓問題亦包括：

ü

若近期血壓偏高，有什麼辦法可以回覆正常？
指數若只是暫時升高，並不代表患上高血壓。但若每天
指數持續過高，即上壓高於130及下壓高於80，便需盡
快向醫生查詢。除了處方降血壓藥物，生活習慣亦會建
議作調整，如降低鹽分攝取及適量運動，都可以幫助控
制血壓數值。
是否只有長者才需要每天量血壓？
長者確實會較易患上高血壓，但疾病開始有年輕化趨
勢，若發覺自己有患高血壓的風險，建議在家居添置
血壓計，確保每天血壓在正常水平，定時檢測血壓情
況。另外初產婦亦有較大機會罹患「妊娠高血壓」，
影響孕婦及胎兒的健康，因此亦建議孕婦每天定時記
錄血壓情況，而選擇血壓計時需留意是否列明適合孕
婦使用，她們需要較精準的血壓計。

HIGH

陸毅康醫生

心臟科專科醫生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得英國皇家
內科醫學院院士、香港內科醫學院院
士、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等資格。
現為私人執業以及擔任伊利沙伯醫院、
葛量洪醫院和博愛醫院的名譽副顧問
醫生。

家居量度血壓會否與醫院不同？
雖然醫院使用的血壓計較為專業，但市面上的血壓計都
可準確測量數值。一般的手臂式血壓計可量度較為粗大
的「撓動脈」，測量數值比較接近醫院檢查結果。而手
腕式血壓計則方便經常出外的病人，容易攜帶。在自行
量度血壓時，應保持心情冷靜及靜止狀態。若血壓計設
有探測靜止狀態的功能就更好，家人可從旁觀察過程是
否恰當，避免影響測量血壓結果。盡量把血壓計放置與
心臟同樣的高度，完成後記錄每次的血壓數值及測量時
間，以便醫生了解病人詳細的情況。
建議選擇一些設手機應用程式記錄數據的家居血壓計，
並用顏色顯示血壓風險指標，方便病人及其家人監察血
壓狀態。而且可比對過去7天血壓的平均值和總括每次
測量平均值，及早在血壓出現變化時，作出相對應的預
防措施，減少患上致命併發症的風險。若病人仍是對家
居血壓計有所懷疑，可帶同前往至醫院，與醫生檢查兩
者測量數值的差異。

* 數據取自網站：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2019）。高血壓中的 《2014/15
年度人口健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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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仍以新冠肺炎稱呼這個疾病，但累積的證據皆
指出病毒可引發全面的血管病變，導致不同器官發生炎
症。在這年的抗爭中，病學專家和科學家已對這個新型
病毒，及所引發的併發症有了更多認識，治療手法也更
加精確。不少疫苗研發的消息為公眾帶來曙光。但現實
來說，疫苗研制成功後，大量生產供應全球還有一定時
日。在投產初期，國家的實力、經濟成重要因素，能影
響誰先得到疫苗保護。
本港曾嘗試推行2星期的全民檢測計劃，雖然是很好的
機會杜絕病源，一次過找出潛藏在社會的隱形患者，讓
社會活動恢復正常。但基於各種原因，這次的計劃最後
只有178萬3千人參與。即使找到幾十位隱形患者，停止
了好幾條社區中的傳播鍊，防止病毒擴散。但畢竟只是
約1/4的香港人口接受檢測，未能完全終止新冠病毒的
威脅，零星的感染個案仍然不斷發生。
而根據專家統計，雖然病毒的傳播力強，但不是每位感
染者都會引致嚴重病變。每100名感染者中，約80名可
能只出現輕微類似感冒的病癥，稍加休息便已復原。其
餘20位會有較嚴重的狀況；當中的5位患者更可嚴重
至到深切隔離治療。死亡率約在0.5至1人，而失救的病
人以長者、長期病患或慢性疾病患者為主。部分患者幾
星期內慢慢復原，亦有部分康復者仍有不適，出現後遺
症。

朱偉星醫生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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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擔任健康教育基金會副主
席。

飲食容易高油、鹽、糖，應該儘量留心，多選擇天然食
材、配合均衡飲食才是對健康作出的好選擇，特別可挑
選如深海魚類、雞蛋、豆類、蔬菜類等食物，因為這些
食物含有蛋白酶L抑制因子(CLI)，可產生抑壓蛋白酶L
的作用。若平常較少攝取上述食物，亦可留意坊間一些
含CLI成分的健康保健品去補充。
病毒入侵身體細胞，需要蛋白酶L的輔助，所以CLI能夠
抑制蛋白酶L的功能，從而減低病毒感染細胞的機會，
保持細胞健康、正常。
今年是艱難的一年，但只要過了這個冬天，明年春天將
會是另一個景象，回頭一望，可能會發現是人生難得的
經驗！

為減低病毒對身體的侵害，增強自身免疫力尤為重要。
都市人生活忙碌，出外用膳快速解決三餐需要，但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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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小球藻含有高於一般蔬菜的葉綠素，( 比羽衣甘

梁家康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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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推動輔助生育技術的發展及教育
工作。擁有英國、美國、加拿大、香
港婦產科學院榮授院士。

03

近年，不少女明星公開自己做了
「雪卵」，亦有不少劇集、電影情節出現
「雪卵」橋段，相信大家對冷凍卵子技術都不陌
生。但其過程就甚少被提起，「雪卵」需利用荷爾蒙藥
物刺激卵巢製造多顆卵子。在無痛情況下，經陰道到卵
巢內抽取出卵子，透過玻璃化冷凍技術令年輕卵子進入
休眠期，儲存在液態氮中。到將來想生小孩時，便將其
解凍，進行體外受孕，把胚胎移植回母體內，繼續懷孕
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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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人可考慮「雪卵」？
「雪卵」的目的是保存年輕卵子，就算等到40歲或以後
才計劃生育，年輕的卵子可以增加懷孕成功率。不少新
時代女性想先為事業拼搏或享受青春的自由生活，延後
生兒育女的念頭。透過「雪卵」可以為她們的生育計劃
添加一份保障，不必立刻為家庭放棄理想，又可以減少
擔心日後因年歲而增的懷孕難題。

05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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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醫學科專科醫生

適合
關注三高

何時做「雪卵」最理想？
由於香港生殖條例規定，卵子只可以保存10年，所以女
士在33–37歲期間冷凍卵子比較合適，既可留住受孕能
力較高的卵子，亦可用盡10年期限來計劃家庭生活。曾
經有一名婦女35歲時進行「雪卵」，等到42歲時才解凍
卵子懷孕，體外受孕的成功率可達至約50%。若她沒有
預先作準備，用42歲時的卵子做體外受孕，成功率可以
跌到不多於20%。

聽聞很多人到海外做「雪卵」，有什麼因素要考慮？
以技術層面來說，香港的冷凍卵子技術跟歐美國家同樣
先進。而且香港有嚴謹的法例管制所有輔助生育中心，
對病人有充分的保障。需要考慮的是，將卵子儲存於境
外，將來亦需要在當地進行體外受孕。舟居勞頓，對懷
孕未必是一件好事。就以今年的疫情為例，國際間都有
不少封城措施，即使今年貴為「雙春兼潤月」的結婚好
年，想好事成雙，亦錯過了到境外解凍「雪卵」的黃金
時機。
「雪卵」過程會不會很痛？
不少女士聽到「打針」、「手術」就非常擔心，覺得
「雪卵」是高風險的醫療程序。其實打針只是簡單皮下
的注射，藥物沒什麼副作用。而取卵手術無需住院，在
日間中心進行麻醉後，進行30–45分鐘的手術，期間
不會感到痛楚，無需過分擔憂。
如果對「雪卵」仍有許多疑問，最好向專業醫生了解更
多詳情。不論是否決定「雪卵」，每個在合適生育年齡
的女士，應該定期接受婦科檢查。已為懷孕定下時間表
的婦女，亦應該同時加入生育力或卵巢功能的評估，讓
美好的家庭和人生規劃進行得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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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の慧眼

脫髮對在職女性的影響

香港醫護市場調查及策劃專訪系列

導致脫髮的原因：

脫髮的困擾問題：

認為是「電/染/駁髮或造型」

感到困擾的管理階層

35.8%

84.7%

認為是「精神壓力」

感到困擾的一般員工

33.8%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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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髮對生活影響：
感到「害怕被歧視」

72.8%
感到「有損兩性關係」

67.9%

脫髮損害事業?
改善防脫有辦「髮」

感到「有損工作晉升/待遇(包括業績)」

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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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6成脫髮令女性事業受損
醫生分享改善辦「髮」
了解坊間紋髮及醫學紋髮

香港醫護市場調查及策劃早前調查脫髮對在職
女性的影響，超過6成脫髮女性事業受損，脫
髮問題對日常生活、工作均有影響，不容
忽視。有調查 (備註)指出本港有四分一脫髮
男性感到困擾，但感到影響前途的卻只
有一成。然而，脫髮對於職場女性的
影響究竟有多大？

女性脫髮原因較複雜
職場壓力逼令毛囊「請假」
女性要遠離脫髮，必須先找出原因。本港有註冊西
醫指出：「95%男士脫髮是因為遺傳，女性脫髮的
原因則較多和複雜。」當中，不少職場女性注重儀
容，經常電、染或過度造型：「造型時的拉扯力度
及使用含有化學成分的造型劑，特別是高濃度雙氧
水，都有機會破壞毛囊，令毛囊壞死。」精神壓力
也不容忽視：「正常的頭髮有80-90%的毛囊處於生
長期；10-20％處於休息階段。但壓力催使更多的毛
囊進入休眠狀態，造成脫髮。」

備註：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民意研究計劃《有關
脫髮對男性心理影響的調查》，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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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脫方法多 需按情況慎選
日常護理

每天簡單的按摩頭皮、眉心及太陽穴附近位置，可以改善血液循環；少外出或曬太陽
的人士，應適當補充維他命D；

防脫髮洗髮水／護髮素

據醫生分析，坊間處理脫髮的產品很多，大部分沒有通過臨床測試，未能證實其防脫
髮的功效，及提供客觀的評價，若價錢便宜，作為日常用品，也不妨一試；

米諾地爾 Minoxidil

是現時唯一獲得美國 FDA 認可的生髮水，能夠有效改善脫髮，但必需長期使用。使
用過量會引起皮膚敏感，要留意使用初期或停用時會有機會出現大量脫髮；

纖維粉

可以減少頭皮反光，但遇水融化，不適合運動大量出汗及雨天時使用；

植髮

可以一次性作出明顯改善，後尾勺必須要有足夠的健康頭髮作移植，及要待八個月才
見效果，未必適合所有脫髮人士；

醫學紋髮 SMP

如果使用上述方法效果未如理想，也可以考慮紋頭髮，如有疑問應先諮詢醫生的專業
意見，作出評估。

什麼是紋髮 SMP?
SMP 是 Scalp Micropigmentation 的簡稱，大概十年前，美國的著
名植髮權威 Dr William Rassman 在傳統頭皮紋繡的基礎上演變出
來的，被形容為「藝術與醫學的結合」，在國外非常流行。香港在
數年前已引入了 SMP，由紋繡師、美容師及髮型師提供服務，但由
於技術沒有受監管，政府對技師的培訓亦沒有什麼要求，出現不少
失敗的案例，多次引起本港皮膚專科醫生的關注，在報章上刊登負
面的貼文。
醫學界有見及此，有意將 SMP 規範化，集合多個國家不同技術加以
改良，更能符合東方人髮質，經過無數次在皮膚上的測試，成功研
發出一套獨特的技術：「醫學紋髮」。

醫學紋髮與一般紋髮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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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生專業評估–
接受醫學紋髮的人，必先由醫生評估是否適合和有需要，及判斷有
沒有其他選擇可考慮。醫生會詳細講解醫學紋髮的好處及壞處，必
要時或會建議配合藥物甚至植髮。
2. 安全–
進行醫學紋髮前，會要求客人進行 HIV 及丙型肝炎的快速測試，排
除交叉感染的出現；醫學紋髮也必需在無菌的情況之下由醫護人員
進行，大大減低風險。術後也會安排定期跟進，加速復原。
3. 無痛–
進行醫學紋髮前，醫生會先注射局部麻醉，確保在完全無痛的情況
下進行，減低客人的不適。
4. 效果持久–
在無痛的情況下，醫生下針可以比較深，墨水可以深入表皮層，令
色澤維持更長的時間。
5. 效果自然–
一般紋頭髮主要是在頭皮上塗滿顏色、用電針機點上圓點或飄出一
條一條長長的頭髮；醫學紋髮則是根據客人頭髮原有的密度，刻出
接近相同數量的短頭髮。客人無論將來是長頭髮或是短頭髮，都能
夠保持自然效果。」

真實分享
身為公司高層的Nicole，在發布會上分
享個人經歷：「試過做視像會議後，
有朋友截圖給我，告訴我頭頂近前額
有部分沒有頭髮，真的很『肉酸』。
期間試過處理脫髮問題，但都失敗。
我試過用防脫髮精華，又用過很多不
同牌子的防脫髮洗髮水，但沒有什麼
效果。」最後選擇了醫學紋髮：「醫
生幫我在頭頂先畫了一個範圍，期間
他幫我打了麻醉藥，在紋髮期間一點
也不痛。」Nicole續說：「紋完好自然、
方便，無人發現。現在望向他人都不
尷尬了，重拾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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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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の貼士

12月31日由晚上至翌日就是新年的重頭
戲了，從31號晚上開始，原本寧靜的神
社、寺廟突然變得熙來攘往，家家戶戶
都擠擁聚集著，等待午夜12時的108下
鐘聲，喻意著放下過去的執著。到了1月
1日的早上，大批信眾亦會到訪神宮。
Miki習慣早上去明治神宮參拜，求籤預
測來年運程，希望順順利利。而明治神
宮為了讓任何國籍人士都能理解籤文內
容，早幾年開始放置英文譯文。Miki喜
歡最後購買一些開運飾物回家，最大願
望就是家人可以平安、健康、快樂。

j4p4n
on
openclipart.org

日本的新年對香港女士們來說充滿魔力，「大割引」、「激安」及福袋等
的魅力，無疑又是一趟滿載而歸的旅行。但在商店街以外，日本的傳統習
俗亦非常有趣和吸引。Miki就跟大家預先「返鄉下」過年，分享日式新年
的獨特之處。
日本並沒有農曆的概念，所以西曆的1月1日就已是新一年
的來臨。早於12月中旬，大街小巷已經忙碌着佈置新年裝
飾，瀰漫着濃厚的節日氣氛。日本沒有「團年飯」的傳統習
俗，卻有稱之為「忘年會」的公司年度聚會，邀請全體員工
共同參與。

日本的小朋友同樣最期待－「御年玉」，即收利是。但日本的
「御年玉」到底有多少錢？Miki初初都很好奇詢問過同事。小
朋友的「御年玉」就像公司的定期加薪，每年多加500円。從1
歲開始，「御年玉」會有500円；到了10歲就是5,000円；20歲
時已是10,000円。不過20歲成年禮過後，即意味著成為獨立的
成年人，脫離父母護蔭，不可以再收「御年玉」了。
說到Miki都為之期待的福袋時間，最好選擇在1月1日－1月3日
期間搶購。日本福袋分為2種：一種是看得到的，比較安心；另
一種是看不到的，充滿着神秘感，打開時的驚喜與獲得心頭好
的滿足感，是深受大家喜愛的原因。Miki通常會在搶購福袋前，
先前往東京的表參道品嘗「御節料理」，各種食材蘊含着不同
的新春喻意，特別有節日氣氛。吃飽了，才精力充沛去商店街
為福袋拼搏！

日本的「御年玉」主要是白色居多

日本人喜愛乾淨、整潔人人皆知，所以「大掃除」亦是新年
的重點家庭活動。但有趣的是，新年前搬家亦是不成文的習
慣。由於日本房貸借款每2年會更新一次，到更新當月需要
繳交雙倍貸款。為避免償還額外貸務，Miki今年11月搬了新
居，一所有3層4房1廳的小別墅，讓Juby寶寶同時有更大的
活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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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nd Kids

親子の活動

橫越戈壁的車手
無懼生命的挑戰
朗朗1歲時確診黏多醣症6型，發病率只有二十一萬分之一，比六合彩
還要難中。外型較同齡孩子矮小，因為體內缺乏了某種酵素，令黏多醣
累積，阻礙細胞成長和導致關節硬化。他的脊髓亦受影響呈凸起內彎，
需要戴腰封來令腰脊挺直；手指關節硬化及彎曲，難以發力。以為幸運
有藥或手術可治療。結果是有藥醫不得；手術成效亦不似預期。但一家
人始終相信：積極面對總會有好結果。

Mrs.
Mrs.
Mrs.Wendy
Wendy
WendyKwok
Kwok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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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到盡頭 仍要咬着牙關

我們能選擇的是 「態度」

幾經波折朗朗情況稍有好轉，一家人以為可從此延長壽命，改
寫他的一生，誰知醫生評估說：「10年後，朗朗有機會自行
排斥移植的物質，眼睛、骨骼、心臟等各方面會轉差，回復到
手術前的狀況。」

朗朗9個月大時，體檢發現他未能像其他嬰孩般坐穩，發展落後於正
常嬰孩，反覆追查病因，終確診黏多醣症6型。醫生指：「大部分只
有20歲命。」
兩夫婦初時難以接受，哭過亦怨過，其後勇敢走出罕見病的陰霾：
「我們做父母都不能積極面對，朗朗又如何面對他的人生呢？」面
對夭心夭肺的病情，爸爸從不迴避：「我們選擇樂觀生活，一直坦
誠告知朗朗病情，讓他了解自己狀況，未來需面對的問題等。」朗
朗在旁默默聽着，亦點頭贊同：「積極面對總會有好結果。」

如果可以選擇，誰願下這場生命的賭注？朱爸爸無悔選擇做手
術。朗朗年紀小小，彷彿亦把病情看得透徹，總能將不安與苦
楚輕輕地帶過。更有時慧黠地對父母說：「每個人都會遇到困
難事，總會找到前路。爸爸、媽媽抱我時，會給我力量，一種
愛的力量！」對兒子的未來，朱爸爸的期望很簡單：「希望如
我給他的名字一樣，安逸平穩地過生活，不用承受太多痛苦，
正常地成長，照顧到自己。」

朗朗雖然手腳不夠靈活，卻不時做出貼心的舉動、說出窩心語句。
他在採訪當天，跟爸爸一起切水果、捧着分享給小編們，把事情處
理得井井有條，卻表示：「其實我從來未做過。」爸爸說：「日常
生活不算大問題，不過他身形短少，頭重腳輕，要小心避免跌倒，
同時需要多做運動，令骨骼強化。」朗朗活潑、豁達的個性，不畏
懼挑戰困難，而他的勇氣亦支撐着父母跨過每個難關。

跑沙漠的準備
朱逸朗曾出發到戈壁沙漠，在同行的跑手幫助下，成為其
中1位坐在輪椅車上完成跑戈壁的挑戰。經過連月訓練，
朗朗已掌握心得：「輪椅車容易向前或向後傾，跑手很容
易跌倒。所以大家只能慢慢跑，多加訓練。」路面不平時
坐在車上會感到顛簸，但他坦言：「唔怕辛苦！」更希望
透過這次活動，可以給其他患罕見病小朋友打氣：「我們
一齊面對挑戰好嗎？」

沒選擇下的 「選擇」
爸爸憶述當時確診的情況，曾為兒子的罕見病尋找治療方法，不惜走訪台
灣和美國，發現絕望還未到盡頭。治療方法有兩種：用藥或做手術。前者
為身體提供人工合成酵素，但醫藥費每年最少百多萬元；後者進行臍帶血
移植，但風險極高。
「外國有病人及早用藥治療，二十多歲時身形與一般健康人士無大差異，
還成為了醫生。可見越早用藥，可改寫病童的一生。」爸爸無奈表示有藥
卻用不得：「藥物太貴，一般家庭負擔不起。而且使用亦要經過醫管局專
家小組評估，評定患者是否值得用藥。有可能小朋友到5歲先可以服食。」
可是，黏多醣症囤積體內時間越長，治療便越困難，骨骼變形更嚴重。甚
至令肝臟腎臟受損或脹大：「若多等幾年才醫治，身體已受到很大傷害，
用藥也難以復原，對孩子造成很大影響。」

「好像有選擇，但其實硬着頭皮決定做手術。」用藥為家庭帶來沉重的負
擔，爸爸艱難地「選擇」了唯一出路。盼能盡早阻止兒子身體惡化，安排
當時還不足1歲的朗朗進行臍帶血移植手術。
可惜禍不單行，朗朗於手術後感染病毒。淋巴脹大壓得氣管難以呼吸，更
出現嚴重水腫，需服用抗淋巴癌的藥物。爸爸亦不惜停工4個月，全力照顧
徘徊鬼門關的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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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黏多醣症？
患者缺乏分解黏多醣的酵素，這酵素像清潔工人，負責
清除身體上過多的黏多醣。但黏多醣症患者體內卻缺乏
了這種重要酵素，令黏多醣不斷囤積，影響細胞正常運
作，導致心臟、骨骼、關節、呼吸道系統、神經系統等
受到破壞。患者若沒適當的治療，細胞日漸破壞器官，
隨着年紀增長而越加惡化，一般只能活到二十多歲。

個案編號：3606
100港元或以上的捐款可申請免稅
採訪及撰文：梁劍紅、Avy Ip

編審：梁劍紅

個案內容由www.lifewire.hk提供：
攝影：Aaron、Sea.Pho.Yea

影片製作：Lifewire、Sea.Pho.Yea、A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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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ONIER LAUNDRY LIMITED

派比安洗滌有限公司

派發網絡

健康の本
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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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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或
美容機構

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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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zentre
萬邦行
卡彿大廈
中建大廈
美國銀行中心
華人行
永安集團大廈
太子大廈
海富中心
利東大廈
萬年大廈
興瑋大廈
恒隆中心
禮頓中心
東角中心
京華中心
海洋中心
美麗華大廈
彌敦道26號
亞太中心
旺角中心
雅蘭中心
信和中心
惠豐中心
旺角商業大廈
恆生銅鑼灣大廈
九龍行
嘉賓商業
華人銀行東區大廈
恆成大廈
新寶廣場
彌敦道238
彌敦道335
明珠大廈
南豐中心
朗豪坊及租務部
彌敦道168

共10間 ‧
共90間 ‧
共60間 ‧
共30間 ‧
共20間 ‧
共2間 ‧
共10間 ‧
共5間 ‧
共5間 ‧
共10間 ‧
共30間 ‧
共30間 ‧
共40間 ‧
共16間 ‧
共80間 ‧
共40間 ‧
共50間 ‧
共15間 ‧
共103間 ‧
共100間 ‧
共200間 ‧
共70間 ‧
共15間 ‧
共8間 ‧
共20間
共12間
共13間
共122間
共30間
共50間
共5間
共25間
共15間
共5間
共50間
共8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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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查詢/合作 6743 4551 黃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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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Web

病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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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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 華懋集團大廈 共39間
再生會
‧ 寶峯園
善寧會
‧ 美華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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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安居協會
‧ 愉景樓
香港哮喘會
‧ 翠荷苑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
香港柏金遜症會
‧ 聚賢逸居
再見BB關懷社
‧ 景隆商業大廈
東區腎友自助會
‧ 裕安商業大廈
‧ 中邦商業大廈
香港強脊會
香港血友病會
‧ 百營商業大廈
健樂社
‧ 秀平商業大廈
香港癌症基金會
‧ 嘉富大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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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視障視全人仕協會 ‧ 英皇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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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康會
‧ The H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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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大學明德學院
育智中心
‧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西貢區社區中心
‧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伸手助人協會
‧ CUHK EMBA教育中心
扶康會
‧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
香港中國婦女會
‧ 持續教育學院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香港理工醫療及社會
婚姻及家庭培育中心
‧ 科學院
婚姻調解服務中心
‧ 香港痛症物理治療中心
香港仔坊會
‧ AASFP 亞洲運動及
香港復康會
‧ 體適能專業學院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 ABC pathways School

5260 0247。

C

M

Y

CM

MY

CY

CMY

陽光洗衣集團屬下的 派比安洗滌有限公司 是

全港最高級別的醫療洗滌規格洗衣廠 ，
專責為醫療客戶提供 手術室用布 、

病人服布草簾帳 及 醫護人員制服 清洗服務。
佔地 40,000 呎，日產 47 噸。

持有ISO 9001, 14000,18000認證

全港首間考獲德國Hohenstein
醫療洗滌認證

K

RFID無線射頻識別技術解決現有洗滌管理的問題

納米針頭抗菌紡織品塗層如何工作？

提供準確的布草倉存資料，實時檢測洗滌項目數量及位置以避免遺失
記錄項目資訊包括使用狀態及洗滌次數等，方便庫存和損耗布草及制
服的替換管理，並有效減少重覆及過度採購的風險
布草及員工制服的尺碼、數量及借出狀態管理
一次性大量讀取洗滌項目資料，節省盤點時間及人手點數成本
提供準確的送洗/ 收貨數量資料

資料輸入及晶片縫製

布草及制服待借出/存倉

布草及制服存貨管理

納米刺針防疫塗層技術令

當細菌病毒接觸塗層時，

經過物理磨擦，細菌病毒外

塗層上的納米粒子與衣物

帶-負電荷的細菌病毒外包

包膜被磨穿、內核被分解成

纖維結合，於衣物上形成

膜就會被塗層上的+正電荷

水蒸汽同二氧化碳，從而達

一層無色、無味、帶+正電

所吸引，限制活動能力

至抗菌抗毒的保護效果

荷的保護膜

衣物表面除菌率

布草及制服使用中

洗滌仍然有效

通過重金屬測試
人體皮膚測試
和眼部測試

測試
殺滅超過
100種病毒細菌*
*包括冠狀病毒、黑曲霉菌、
大腸桿菌、金黃葡萄球菌等

RFID貨物追蹤
布草及制服清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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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比你安心的派比安洗滌是您最專業的洗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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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話 ｜ 3994 9891

網址 ｜ http://www.pionierlaundry.com/

電郵 ｜ info@pionierlaundry.com

ManpowerGroup (股票代碼: 2180)
旗下成員

NursePower提供一系列專業
可靠的醫護服務人才解決方
案，為醫療機構、院舍或個
人提供全面醫療及護理人員
的人才支援服務以節省成本
及時間。顧問團隊可為客戶
提供專業意見，運用靈活人
力資源方案解決人手問題。

一站式專業醫護招聘平台
刊登招聘廣告程序簡易，為客戶配對合適人才，
提升招聘效率。

僱主及求職者

免費登記

專業醫護人員

助產士

催乳師

陪月員
家務助理
查詢：nursepower@manpowergrc.hk / 2525 3513
http://www.manpowergrc.hk
NursePower

Nurse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