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處女座的。聽說，不少人都覺得和典型處女座的人共事很累，因為他們太追求完美，喜歡在小事
上挑剔，吹毛求疵。 

在雞蛋裏挑骨頭，當然不好。然而，生活不會天天都有驚天動地的事，小心把小事管好，那就是大事。
把每一件簡單的事做完美，就已經不簡單；把每一件瑣碎事做好，就成就了大事。 

我覺得，判斷一個人的真正能力，應該看小事。大事由很多人合作而做成，也有各種外在因素影響，
成敗不是一人可控，結果也要經年累月才可看到。 

然而，你叫我影印，我也搞錯了，你很難假設這只是一個例外，我在影印以外的工作，都是一絲不苟
的，對嗎？人生中，有時一個細節的疏忽，就可能釀成滅頂之災。因此，要培養注意細節的習慣。 

有種人覺得：自己的事什麼都是大事，別人的事什麼都是小事。事實上，出事前都是小事，出事後都
變成大事。 

我們都不免主觀，而且無暇深入瞭解身邊每個人。有的人因為某個細節讓客人印象深刻，在關鍵的時
刻就想起了他，重用他。有的人也許能力更高，但卻沒有注意到一些小節，因而留下了糟糕的印象。 

少年人抽煙，不小心將酒店的沙發燒了三個很小的洞。退房時，被經理發現，每個洞要賠償二百元。 

少年人：「真是一個洞二百元嗎？」 

經理：「確定！」 

少年人隨即點煙，將三個小洞燒成一大洞。 

漏洞，可以致命。 

百密，總有一疏。天衣，怎會無縫。 

心細，所有的小事就大了。

關志康

Jacky Kwan 關志康 

有種人覺得：

自己的事什麼都是大事，別人的事什麼都是小事。

事實上，出事前都是小事，出事後都變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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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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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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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許第3502613號 /US Patent: 6627201 B2 / EU Patent: 1247458

選擇姬松茸
必需認準(岩出101株)
日本藥理學會及頑疾學會經臨床實驗研究發表採用品種
美國(FDA)唯一認可的菌菇類「提高免疫力的營養補劑」

増増増増

專利
認證

臨床
驗證

 減輕副作用

病痛襲擊，電療化療副作用多病痛襲擊，電療化療副作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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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生蛇其實是潛伏於人體內的水痘病毒，在免疫系統擊退水
痘後，病毒並未完全消失，而是潛伏在人體的神經線上伺機而
動。生蛇初期癥狀與感冒相似，一般會出現疲倦乏力、頭痛、
發燒、腸胃不適等。其後皮膚出現水疱，及出現輕微搔癢、刺
痛、劇痛、火熱灼痛等。有機會皮膚未長出水疱，卻出現疼痛
狀況，容易與其他疾病，如肋間神經痛、膽囊炎等混淆。水疱
一般在發病後7－10天結痂，約2－4星期會痊癒，唯痊癒後患
處多見皮膚顏色改變或後遺神經痛等。 

丁皡博士 註冊中醫師

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中醫師，擁
有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學士、香港大學
中醫學碩士（針灸 ）等資格。 

皡

生蛇的迷思 
 
生蛇因其形態引發了不少迷思，如蛇行繞身一圈後會致命？蛇會游走
易於傳人？找到蛇頭才能治好？其實都是出於對蛇的想像。生蛇並不
會直接致命，「蛇」會否繞身一周並非重點，反而生蛇的併發症更值
得關注。  

生蛇最常見在胸、腹、腰部；其次為頭、面部；或為四肢皮膚。當中
以頭、面部生蛇影響較大，可以損害三叉神經、面神經、聽神經等，
造成頭痛、牙痛、面癱、耳鳴、耳聾等後遺症，甚或影響視力。而最
常見的後遺症為「帶狀疱疹後遺神經痛」，即生過蛇的地方在痊癒後
仍感疼痛或感覺異常，遷延數月至數年不等。

中醫的治療方法 

中醫治療生蛇已有悠久歷史和豐富經驗，能針對致病因素制訂相應的治
療方案： 

內服中藥：根據患者的精神、胃口、二便等狀況分析病情，初期多見濕
熱毒熾盛，治療多以苦寒涼血解毒的藥材，如龍膽草、紫草等。脾虛濕
盛者則多用化濕解毒之品，如土茯苓、澤瀉等。後期的後遺症期則以正
虛血瘀夾濕多見，則需攻補兼施，扶正與祛邪並舉。 

針灸：在止痛、改善皮損、加速痊癒方面收效甚至比單純用藥更佳。針
刺治療常取數個主穴以調整患者臟腑機能，再配合局部針刺加強鎮痛效
果。 

刺絡拔罐：採用血針或梅花針在患處附近進行點刺或叩刺，並用拔罐以
負壓讓小量血液流出。傳統認為此法能讓肌膚的濕邪熱毒有路可出，近
代研究亦發現此法可以促進消炎，縮短治療時間，並且能改善後遺症的
神經痛症。 

刺血療法：在處理新傷舊患、寒熱病，乃至怪病頑疾皆有適用之症，古
語亦有：「無病惜血如金，有病棄血如泥」，唯必須嚴格注意衛生，並
由合資格醫師評估，認為情況合適方可進行此治療。 

針藥並用治療生蛇，一般1－3次治療疼痛已會明顯減輕，出現後遺症的機會亦會大大降低。而在治療帶狀疱疹後
遺神經痛，能否斷根則視乎患者神經損傷的程度，但一般數次治療後都能有明顯改善。 

年齡 

感染途經 

傳染性 

原因 

復發機會 

大多出現在12歲以下的小童 

主要透過飛沫或散佈在空氣
中的呼吸道分泌物

傳染性高 

原發性病毒感染 

終生免疫 

50歲以上及曾感染水痘的成人

潛伏於人體的水痘病毒

傳染性低，水疱內含水痘病
毒可致無免疫者感染水痘

當免疫力下降時，水痘病毒
再度活躍或有機會復發 

可於不同部位復發 

水痘 生蛇 

生蛇導致神經痛  
中醫針藥止痛快
生蛇導致神經痛  
中醫針藥止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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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睡覺時腿部突然抽筋？又或者有時走路或站立太多，雙腳水腫、酸痛、又疲累？甚至腿部皮膚有濕疹或有色斑，痕
癢難當？其實這些都是靜脈曲張的癥狀。靜脈曲張是指下肢表層靜脈異常擴張，常見於腿部的大隱靜脈和小隱靜脈。健
康的下肢靜脈帶有瓣膜，正常瓣膜的開合會使血液單向地流動，幫助血液由下肢輸送回心臟。一旦靜脈瓣膜因受損而失
去了閉合的功能，血液便會倒流，積聚於腿部靜脈，導致血管因血壓上升而擴張，形成靜脈曲張。

鄭敏樂醫生 外科專科醫生

畢業於香港大學，擁用香港大學內外全
科醫學士、香港外科醫學院院士、英國
愛丁堡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等資格。 

醫生會如何診斷病情及有什麼治療方法？ 

經醫生臨床診斷加上超聲波檢查，確定靜脈瓣膜受損及血液倒
流的位置，就可以幫助決定治療的方法。 

穿着壓力襪有用嗎？ 

穿着壓力襪可以紓緩一些靜脈曲張的癥狀，但不能醫好
或者減慢靜脈曲張的惡化病情。 

可以食藥控制嗎？ 
微粒化黃酮類提取物（MPFF）可以增加血管的張力，
紓緩一些靜脈曲張的癥狀，也可減輕手術後的疼痛和血
腫，但同樣不能夠完全治癒。

1）傳統外科手術 ／大隱靜脈結紮及抽取手術： 

醫生會把病變的表層靜脈完全抽出，使血液能改道經由深層靜
脈回流至心臟，於腹股溝作切口，連接靜脈間有問題之血管。
再於患肢膝上或膝下及小腿作數個小切口，將有問題的靜脈血
管抽出。

2）射頻消融 ／激光手術： 

醫生會將微細的導管放置在病變的血管內，透過射頻導管向血
管壁釋出熱能，從而因高溫而萎縮閉合，改變血管的結構。  

3）醫學膠水： 

醫生以微創方式把幼導管放進曲張的靜脈內，以工具於靜脈內
分段注入膠水，並稍作按壓，促使膠水與血管黏合，從而讓有
問題的靜脈封閉。 

4）超聲波導引注射： 

醫生利用超聲波的協助，將凝固劑藥水經幼針注射入血管內，
把血管封閉。適用於蜘蛛網狀血管及細小的靜脈曲張。 

高危因素包括：

好處：將有問題的表層靜脈切除，特別適合一些大腿有表
面及彎曲的靜脈曲張病人。 

缺點：手術以全身、半身或局部麻醉下進行。創傷性較高，
術後較容易出現瘀青腫痛，復原時間稍為長一點。

好處：傷口細、復原較快、復發率低，透過局部麻醉可完
成，跟傳統方法相若。 

缺點：不適合大腿表面靜脈曲張的病人。術後幾星期需穿着
壓力襪，病人或會覺得侷促，特別是天氣炎熱時。 

好處：傷口細、復原較快、局部麻醉可完成。

缺點：不適合大腿有表面及彎曲的靜脈曲張病人，因較容易
有靜脈發炎情況出現。也不適合情況嚴重的靜脈曲張病人，
因為復發率會較高 

好處：不用麻醉，傷口最細，可在門診注射。適用於蜘蛛
網狀血管及細小的靜脈曲張。 

缺點：只適合一些初期病患者，復發率較高，有機會需要多
於一次的注射。 

1

2

3

4

女性 

肥胖

長時間站立工作 

長者 

家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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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反應（Anaphylaxis）是由血液中肥大細胞（Mast cells）
和嗜鹼性粒細胞（Basophils）釋放化學介質引起的急性多器
官系統反應，常見過敏原包括食物、藥物和昆蟲叮咬。過敏
反應最常影響皮膚、呼吸系統、循環系統和胃腸道系統，約
90％的病例涉及皮膚或粘膜。 

診斷方法 

過敏反應的診斷主要依據癥狀和身體狀況作臨床判斷。
首要是評估患者的氣道、呼吸、血液循環和清醒程度。
然而化驗適合用於確定過敏原，對過敏反應診斷則少有
幫助。皮膚測試、體外免疫球蛋白E（IgE）測試，兩者
均可用於確定引起過敏反應的致敏原。 

處理方法

過敏反應是一種醫療緊急情況，需要立即識別和干預。有嚴重
過敏反應的患者，如循環系統或嚴重的呼吸道癥狀，應即時接
受急救，常見治療方法有2種： 

非藥物療法：對疑似過敏反應患者的支援治療，包括輸生理鹽
水液急救、高流量氧氣、運用復甦器或者氣管插管協助呼吸。
在極端嚴重情況下，醫生會切開氣道插管以挽救生命。 

藥物治療：急性過敏反應的主要藥物治療是腎上腺素（Adrenaline）
和H1抗組胺藥（H1 Anti-histamine）。避免接觸致敏原是有效
的預防形式。若過往有危殆的過敏反應，患者要考慮隨身攜帶
腎上腺素自動注射器以備不時之需。對過敏反應建立足夠的了
解和制定安全預防方法是最佳的治療策略。  

甘澤華醫生 急症科專科醫生

獲得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醫
學專科學院院士（急症室）資格，亦為
香港急症醫學會會董成員。

致命性過敏反應
氣道急救恐插喉 

培訓專業，提升知識，護愛病人，拯救生命是急症醫學其中一項重要任務，雖遇世紀疫症，深信香港市民可以
迎難而上克服困境，祝願各位身心平安健康！ 

患者最初常會出現瘙癢和潮紅，及以下情況： 

蕁麻疹、血管性水腫
 

結膜發紅、瘙癢、腫脹

噁心、嘔吐、腹瀉
 

不安、意識水平低下   

咳嗽、聲音嘶啞、呼吸困難 

頭暈、胸痛、休克 

皮膚

眼

呼吸

循環

系統

胃腸

道

神經

系統

致命

原因

氣道阻塞或循環系統休息
（即是血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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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現為腎病科專
科醫生。並獲得精神健康理學碩士、
臨牀老人學理學碩士及內分泌及糖尿
治理理學碩士等資格。  

慢性腎病患者的免疫力較低，容易受到感染。研究指
出，很多洗腎患者都死於感染，而其中常見引致死亡的
感染就是肺炎，其中肺炎球菌是很常見的成因。他們發
病的癥狀也可以是非典型的，增加診斷難度，加上身體
抵抗力比其他人低，一旦發現時可能已非常嚴重。因
此，衞生防護中心建議慢性腎病患者應及早接種肺炎球
菌疫苗，以減低感染及死亡風險。 

腎臟受損或腎功能下降情況持續3個月或以上，已屬於
慢性腎病。近半慢性腎病都由糖尿病引起，其他成因包
括高血壓、腎小球炎及腎石等。一旦腎功能降至15%以
下，便屬第5期，需要考慮洗腎。腎病越嚴重，代表患
者的自身免疫力越弱，感染風險隨之提高。

糖尿腎病易染肺炎球菌 可影響全身 治療更困難 
研究指出，需要洗腎的慢性腎病患者一旦感染肺炎，其
死亡風險比其他人高出14至16倍，而當中肺炎球菌是最
常見的成因。近半需要洗腎的慢性腎病患者都患有糖尿
腎病，屬於瀰漫性疾病，全身器官都會受影響。當患者
感染肺炎球菌，便容易影響其他已受損的器官，甚至導
致心臟病發、中風及死亡。 

一般人感染肺炎球菌會出現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及血
含氧量低等狀況，但糖尿腎病患者由於免疫反應與其他
人不同，有可能只出現非典型癥狀，例如食欲不振或體
溫下降等。糖尿腎病患者感染肺炎球菌後，治療上都比
其他人困難。除了較難診斷外，患者自身抵抗力較差，
加上有些藥物不適用於腎病患者，或劑量需要特別調
節。若患者的血糖控制差，更有可能滋養細菌。 

肺炎球菌疫苗減低腎病患者感染風險 

腎病患者感染肺炎球菌後，同時繼發性感染侵入性肺炎
的風險也較高，甚至可併發腦膜炎及敗血症等。因此，
美國疾控中心及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建議慢性腎病患者應
及早接種肺炎球菌疫苗。現時市面上分別有13價及23
價肺炎球菌疫苗，其中13價肺炎球菌疫苗產生的免疫反
應較快，讓患者能及早得到保護。 

新冠肺炎疫苗近日到港，高危人士可優先接種。正在洗
腎的患者亦可以接種肺炎球菌疫苗。若有意接種肺炎球
菌疫苗及新冠肺炎疫苗，根據指引兩針之間最少相隔14
天，當然個別個案要由主診醫生決定。 

黃煜醫生 腎病科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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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香港大學中醫學碩士（針灸）、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
理學士（榮譽）資格。 

肺部，在中醫五行中為「金」，視為特別嬌嫩，易受外
邪侵襲的「嬌臟」。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應該如何照
料肺部？在人體五行的「金屋」中，讓嬌嫩的肺部免受
病毒的侵襲？為此分享中醫的養生治療方法，幫助各位
「金屋藏嬌」。

新型冠狀病毒的初期病癥輕微，不易察覺。然而，越往
後則越明顯，包括出現發燒及類似肺炎的癥狀等，嚴重
者更需插喉或接駁人工肺以維持生命。中醫認為初期病
邪表淺，稱為「在衛氣分」；至病邪入裏，稱為「在營
血分」。病毒擾亂身體免疫系統，並攻擊肺部，引致細
菌感染、呼吸衰弱等風險。這就是所謂的「危重症」，
內閉外脫，需以「入血分」的重劑治療。

我亦曾經治療新冠肺炎康復者，出院後身體仍然氣陰兩
虛、氣陰，元氣大傷。雖然在2次核酸檢測中呈陰性反
應，肺部影像顯示好轉，呼吸道狀況漸趨改善，體温已
回復正常。但在會診時，仍有咳嗽、呼吸氣短不足、乏
力等情況。所謂「久咳傷肺」，在中醫的辨證角度，處
方應以潤肺止咳，健脾益氣為主，以減輕新冠病毒的後
遺症。康復者經中醫治療，1星期後，身體狀況已有明
顯的改善；2星期後，氣短不足及乏力情況改善約9成。
同時，我亦建議患者在康復期可作體能及呼吸鍛練，以
有氧運動為主，再配合增加吸氣肌、膈肌力量以及胸廓
活動度的運動，以改善肌力、平衡力及柔韌度。在恢復
期間，主要有充足休息睡眠時間，勞逸結合，才可盡快
回復健康體魄。

以上都是關於新冠肺炎的中醫治療，至於其他的肺系疾
患中醫又如何治療呢？當接觸患有肺部纖維化、支氣管
擴張、肺癌等患者時，他們都有共同點就是肺氣虛弱，
加上久咳不癒，多累及脾，或者大腸腑氣不通。中醫有
理論認為肺與大腸有關，所以治肺病常要配合通腑。經
我治療的久咳患者，有部分就是透過通便而使久咳減
輕。 

中醫理論中有「外合皮毛」的說法，肺病患者的皮膚一
般會較差，甚至在面部兩頰皮膚會偏暗。同時亦需留意
在凌晨3至5時（肺經循行的時間），若出現睡眠問題也
可能是肺部的問題。另有「培土生金」的理論，「土」即
是脾胃，「金」即是肺。如果脾胃強健，有利肺部健
康。因此建議有長期肺部，或其他慢性病的患者，可強
健脾胃以增強肺部功能，從而預防患上肺系疾病。 

馮佳賢醫師 註冊中醫師

「金屋藏嬌」之法「金屋藏嬌」之法
中醫肺事理氣 中醫肺事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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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式運動」「報復式運動」「報復式運動」

慎防受傷慎防受傷慎防受傷
黃梓祥醫生
骨科專科醫生

香港人近年興起運動熱潮，這本來是好事，但2020
年就比較特別，因為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很多人減
少外出，亦減少了運動。過往聖誕、農曆新年後的
外地滑雪受傷個案，馬拉松比賽後的受傷個案，學
生在暑假活動中受傷的個案等等，這年都大幅減少。
但到了10月左右，因為疫情有放緩跡象，運動場地
局部重開，很多人大半年沒有做運動而忽然重拾，
突然之間增加了不少因運動創傷求醫的個案。

運動創傷最常見是下肢受傷，例如膝關節韌帶撕裂，
腳踝扭傷，或大腿、小腿肌肉拉傷等。始終大家停
了一段時間沒有做運動，肌肉力量、平衡力等都比
疫情前弱，若一下子進行「報復式運動」，的確是
較容易受傷的。例如有些個案是連續跑步幾天之後，
雖然沒發生跌倒、扭傷，卻發覺肌肉痠痛，原來是
已經拉傷了。

一般來說，預防運動創傷重要的一環是有足夠的熱
身。當然，五至十分鐘的拉筋、伸展等熱身運動是
需要的，但當經歷大半年疫情後恢復做運動，所需
要的已不止熱身那麼簡單，更需要有耐性，一步步
重拾疫情前的運動水平，才可減低受傷風險1。我常
對病人作以下簡單比喻：停了大半年運動，就應該
用大半年時間慢慢恢復從前的運動強度和運動量。
例如由輕度的肌肉鍛鍊開始，以及由緩步跑開始做
起，運動量也要由少開始。

萬一出現急性運動創傷，醫生評估傷勢時通常會細問
病人在受傷那一剎的情況，例如關節有否傳出「啪」
一聲，即時是否感覺非常痛楚，以及即時能否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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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運動等等。此外，受傷後幾天傷處有否出現明
顯的瘀腫，以及受傷的關節活動幅度有否受影響，
或加上磁力共振作確切的診斷2，都有助醫生評估傷
情，決定下一步須採取什麼治療。

例如若只是輕微的肌肉拉傷，可能需要休息、接受
紓緩性治療，再慢慢恢復運動。但若是肌肉拉傷、
關節移位等結構上的傷勢，則有可能需要進行手術
修補了3。因為若有結構性傷勢但沒有適當處理，即
使痛楚等逐漸減輕，也不表示傷勢痊癒，反而有機
會將來重複受傷，甚至變成慢性痛症。

最後，也常有病人問：我已有退化性關節炎，可否
照常運動呢？當然，退化性關節炎患者在運動方面
需要較小心，例如調節運動強度和運動量，加強平
日的肌肉鍛鍊等等４，但具體調整需要看個別人士的
體質、運動強度、運動量等決定，一般不建議完全
改變運動的種類，也不建議因退化性關節炎而完全
停止運動。

以上資料由賽諾菲香港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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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兼任
助理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
科及創傷學系臨床助理教授（名譽）
及香港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名譽
導師。曾在公立醫院擔任矯形及創傷
外科（骨科）專科醫生，鑽研髖關節
或膝關節的置換手術（俗稱換人工關
節）。

關節退化對不少人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每當我們活動關
節，都會產生消耗磨損。而膝關節是當中最常使用，出
現關節退化的機率亦較高，成因包括體重、受傷及勞損
程度等；上年紀後關節液分泌減少，可令軟骨加速老化
磨蝕，助長骨質增生，隨之而來的便是關節變形和痛楚
等不適，會影響活動能力甚至是生活素質。若膝關節持
續腫痛、屈曲有困難、出現如「O形腳」等變形的結構
性問題，便需考慮接受手術治療，而人工關節置換術是
最為常見。 

輕微至中等程度的退化，一般會透過消炎止痛藥以緩解
痛楚；或注射透明質酸添加關節潤滑度，而近年來亦開
始廣泛地使用「高濃度血小板血漿注射治療」（PRP）
去紓緩退化性關節炎的癥狀。一旦退化性膝關節炎情況
已踏進中等至嚴重階段，醫生可能需要安排進行手術治
療，如微創膝關節內窺鏡手術，可改善關節半月板撕裂
及軟骨磨損問題，同時亦有清理關節內浮游物的作用。
此外，對於膝關節內有關節介面已到達嚴重磨損程度的
人士來說，「全膝關節置換手術」或「半膝關節置換術」
是可行的解決方案。 

「全膝關節置換手術」 

全膝關節置換手術有助患者減退痛楚、矯正雙腳畸型問
題，以及保持關節的穩定性。約9成的人工關節的壽命
可逾20年，適合60歲以上病人。手術時醫生會開一個約
15cm的垂直傷口，將膝關節中已損壞的軟骨及骨頭全
部移除，隨後裝嵌人工關節，再以骨水泥加以固定。手
術後翌日，患者便可使用拐杖等輔助器練習步行，約
5—7天後出院。往後便需按醫生指示，進行為期3—6個月
的物理治療及運動，以免影響膝關節功能的恢復及日後
活動的幅度和能力。一般的年長人士接受一次手術後，
便足以應付終生需要。 

「半膝關節置換術」 
退化性關節炎漸趨年輕化，許多中年人士也受此問題困
擾。這類情況的膝關節可能只有單一關節面出現磨損，
而藥物或注射治療又未能有助於紓緩癥狀；再者，就他
們的年齡和病癥而言，接受全關節置換手術可能稍嫌
太早，此情況下，醫生會建議患者考慮「半膝關節置換
術」。 

手術的方法便是將損壞的一側關節面置換成人工關節，
開約8cm的傷口，再使用特殊器械撐開關節，把磨損的
一側股骨與脛骨削平，植入適當呎寸的人工關節物料，
而未損壞的部分會保留。經反咁覆確定關節活動幅度程
度良好及張力能夠均衡後，會將適合的人工膝關節用骨
水泥固定並連接於骨頭上。這手術的創傷性較全膝關節
置手術低，留院和復康時間亦會壓縮。因可保留多數自
身關節組織，術後膝頭的活動度良好，患者感覺更自
然，蹲下的動作亦能做到。日後若部分患者需要再進行
全膝關節置換，手術複雜度亦相對較低。9成的半膝人
工關節可使用超過15年，建議50歲以上的中年患者考
慮。 

治療方案會因應患者的嚴重程度而制定，患者應該先諮
詢醫生意見。 

何嘉棋醫生 骨科專科醫生

關節疼痛不要忍關節疼痛不要忍 重駐靈活有方法重駐靈活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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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超過 15 年香港的公立和私立醫院
放射科服務的豐富經驗，曾擔任聖保
祿醫院及香港浸信會醫院顧問醫生。
曾在多於10間海外著名學府深造，完
成了多項放射學培訓，現私人執業。

當一個人開始素食時，身邊的親友很自然地談論素食的
壞處，例如不夠營養、容易疲勞等。其實這些都是對素
食的誤解，只需花一點時間在互聯網上尋找資料，就會
明白全部都是沒有根據的指控。素食初哥應該先增加對
素食的認識，才能鞏固決心，否則很容易被身邊的朋友
影響及動搖選擇。我作為過來人，已經進行素食超過10
年，在此與大家分享素食的經驗，幫助各位展開素食的
路途： 

與十多年前相比，素食餐廳的數目以倍數增長，這正表
示現代人對健康的追求及對素食的認同。只要在搜尋器
上輸入素食餐廳，已有數百間餐廳任君選擇。但不少素
食初哥對外出用膳，或會有些困惑： 
    

岑承輝醫生 放射科專科醫生

綠色星期一（Green monday）：在初階段，可以
每週先選擇1－3天進行素食，其餘日子盡量減少食
肉。 

新鮮蔬菜飲食（Raw food, plant-based diet）：

挑選新鮮、整存的蔬菜為主（即保留植物原來模樣），
盡量避免精製及加工的食物。 

乾果作零食：素食較易肚餓。在三餐間飢餓的時候，可
選擇較健康的零食，例如堅果、亁果、葵花子等，
先墊肚子。 

素食早餐：可以燕麥作為簡單的早餐。若時間許可，
亦可嘗試將植物奶、新鮮蔬果及亞麻籽攪拌，製作可
口的素食早餐。 

自家煮食（DIY）：烹調其實沒有想像中困難，簡單
的蒜蓉炒西蘭花或菜心等，已可完成一道菜式。而且
過程中，可控制油、鹽、糖的分量，達致健康生活。 

1. 

2. 

3. 

4. 

5. 

素食路途多選擇
                 展開健康新配搭
素食路途多選擇
                 展開健康新配搭
素食路途多選擇
                 展開健康新配搭

很難找到素食餐廳？不少人都認為只有西餐和日本
餐廳提供素食餐單，但時至今日，茶餐廳亦有很多
素食選擇。有些新派的茶餐廳，更會在餐牌上以綠
葉作標記，方便素食者選擇食物。 

蛋、奶需要迴避嗎？這兩類食物所含有的激素較高，
有多項研究指出會增加致癌的風險。但素食亦可細
分成四大類，包括奶素食、蛋素食、蛋奶素食及全
素食。其中全素食最為嚴格，所有來自動物的食品
都不能進食。因此在進行素食前，可預先計劃適合
自己的類別。 

素食比肉食貴？以個人的素食經驗，超市中優質的
肉類比有機蔬菜定價普遍較貴。而且這10年多日子，
自家烹飪的時間增多，切實地慳了不少金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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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衷研究蟹足腫、甲狀腺結節、小腸
氣等病症的治療方法，曾赴多國深造
交流，並致力將創新的醫療技術引進
本港。

醫療科技發達，很多以往被視為不治之症的疾病，現今
已有治療良方。但另一方面，有些不俱性命威脅的疾病
卻常常受到醫療系統忽視。外人看來「無傷大雅」，對
當事人卻是「有苦自己知」。 

其中一種很少人談及，但十分普遍的良性疾病就是「蟹
足腫」。其學名為瘢痕疙瘩（Keloid），坊間籠統稱為
「肉芽增生」，是一種異常增生的疤痕組織。成因主要
是幫助傷口癒合的纖維細胞（Fibroblast）過度增生，令
疤痕不斷向四周蔓延，超出原本受傷範圍，形成蟹爪般
的凸出疤痕。雖然蟹足腫大部分是良性，卻會嚴重影響
患者的外觀，其痕癢、痛楚的感覺亦會帶來莫大困擾。 

行醫多年，我接觸無數蟹足腫的患者，對一名30多歲的
工程師印象特別深刻。他求診時已患病多年，胸部、背
部、肩膊、手臂都長有大小不一的蟹足腫。他告訴我，
只希望治療前臂的蟹足腫，因為他工作時會穿短袖衣
服，不想再面對他人的奇異目光。時至今日，還有人因
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而不敢露出前臂。面對他如此
簡單的要求，我雙眼不禁泛起淚光。 

在本港，蟹足腫的治療發展不算完善。目前，大部分醫
生只提供類固醇的藥物，雖然能暫時紓緩癥狀，但對較
嚴重的個案效果有限，而且注射過程頗為疼痛，不少患
者因此而中途放棄。此外，也有醫生採用外科手術切除
蟹足腫。但根據臨床經驗顯示，術後如不配合其他跟進
治療，如淺層放射治療，復發率相當高。 

而我對蟹足腫治療特別投入，這當中固然有很多機緣巧
合的原因，但最重要是曾患慢性蕁麻疹的經歷。「蕁麻
疹」又俗稱為「風癩」，是一種過敏性皮膚病，發作時
身體會紅腫痕癢。原因大多不明，無法找到致敏原。問
題困擾我20多年，其間曾拜訪多位名醫、中醫，嘗試不
同療法，惟一直得不到根治。這段不足為外人道的經
歷，彷彿拉近了我和蟹足腫患者的距離，令我更能感受
到他們的痛苦、不安和無助，更渴望給予他們支持。 

回想自己當年立志從醫，可說是霎時衝動。中五會考前
夕，一位我十分敬愛的阿姨因癌症過世。我深受打擊，
決心醫治不治之症。現在想來，真慶幸當時的一股衝
動，令我和蟹足腫自此結下了一段不解緣。 

陳東飛醫生 外科專科醫生

良性病的難治處
建立蟹足腫不解緣
良性病的難治處
建立蟹足腫不解緣

Health Tips
健康の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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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兒科）、香
港兒科醫學院院士、卡迪夫大學實用
皮膚學碩士等資格。 

陳太的女兒紫晴7歲，紫晴告訴媽媽左胸間歇腫痛了幾
天。陳太發現女兒的左邊乳頭有硬塊，很擔心女兒有乳
癌，於是帶她來看醫生。經過詳細的檢查後，結論是紫
晴開始發育了。 

要決定子女是否性早熟，首先要知道何謂正常的發育。
女孩子踏入青春期的第一象徵是乳房發育，乳頭會首先
突起，乳暈和乳房隨後漸漸增大。這情況一般在8－10
歲時出現。大約有3%的女孩子會在7歲開始，仍屬於正
常。不久之後下體長出陰毛，陰道分泌物會增多。身高
也會快速增長，每年長高速度達8－10cm。在乳房開始
發育後大約2－2.5年後，便會有第一次月經。初經的年
齡平均在11－12歲左右。 

男孩子青春期的表現則是睾丸增大，一般在9－11歲出
現，然後是陰囊發育、色素沉着、陰莖發育。陰毛、腋
毛、痤瘡也會繼而長出。男孩子聲音變調可發生在青春
期的任何時段，多見於12－13歲。男孩子在青春期的中
段，身高增長速度可達每年10－14cm。在整個青春期
中，女孩子可長高約20－25cm，而男孩子則可增高約
25－28cm。 

根據香港衛生署，早熟一般定義為男孩子在9歲前出現
青春期的發育徵狀，而女孩子則在7歲前出現胸部脹大
或是9歲前有月經等表徵。另一方面，女孩子如果在13
歲後、男孩子在14歲後仍未有任何發育徵兆，則被定義
為遲發育。 

早熟問題並不罕見，並且有全球化的趨勢，而女孩子性
早熟的個案較男孩子普遍。導致性早熟的原因有很多，除
了病理因素外，例如腫瘤、腦部疾病等，最常見的原因
與遺傳、飲食習慣和環境因素有關。提早發育的小朋友
身高在最初階段是會超越同年紀的孩子，但他們成年時
的最終身高會相對矮小。除了身高以外，性早熟也可能
影響小朋友的心理健康。當察覺到自己的身體和其他的
小朋友不一樣，可能產生憂慮不安的情緒。再且，有研
究顯示性早熟會增加日後患上各種婦女疾病的風險，例
如乳腺癌。 

所以性早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若果家長發現子女
過早出現第二性徵，必須盡早帶小朋友看兒科醫生查個
究竟。 

徐梓筠醫生 兒科專科醫生

Health Tips
健康の貼士

Michelle Lau  營養師

專注範疇包括運動營養學、社區營
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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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接受不同報章、雜誌和媒體
訪問，宣揚健康飲食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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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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azing medic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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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0間
 
共2間
 
共2間
共2間
 

 
共10間
共2間
共2間

共3間

共3間

共13間
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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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德會富欣花園長者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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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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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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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貢區社區中心
‧ 伸手助人協會
‧ 扶康會
‧ 香港中國婦女會
‧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婚姻及家庭培育中心
‧ 婚姻調解服務中心
‧ 香港仔坊會
‧ 香港復康會
‧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

醫院 診所 病人組織
醫療或
美容機構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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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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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zentre 共10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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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麥當勞大廈 共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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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朗豪坊及租務部 共8間
‧ 彌敦道168 共12間 

‧ 華懋集團大廈 共39間
‧ 寶峯園 
‧ 美華閣 
‧ 壽菊路 
‧ 高雅苑 
‧ 高雲閣 
‧ 雅麗苑 
‧ 盈富閣 
‧ 愉景樓 
‧ 翠荷苑 
‧ 聚賢逸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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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富大廈 
‧ 安寧大廈 
‧ 銀輝大廈 
‧ 嘉洋大廈 
‧ 英皇中心
‧ 崇蘭大廈 
‧ 麗怡大廈 
‧ 恒陞大樓 
‧ 卿旺大廈 
‧ 持平大廈  
‧ 泰達大廈 
‧ 永吉利商業大廈
‧ 興隆大廈
‧ The Hive 
‧ The Wave
‧ Kr Space  

住宅/商業
大廈

6743 4551 黃小姐

Web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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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查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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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話 ｜ 3994 9891        網址 ｜ http://www.pionierlaundry.com/         電郵 ｜ info@pionierlaundry.com

全港首間考獲德國Hohenstein
醫療洗滌認證

持有ISO 9001, 14000,18000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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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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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無線射頻識別技術解決現有洗滌管理的問題

派比你安心的派比安洗滌是您最專業的洗滌伙伴。

布草及制服待借出/存倉

布草及制服使用中

布草及制服清洗中

RFID貨物追蹤

資料輸入及晶片縫製 布草及制服存貨管理

納米刺針防疫塗層技術令
塗層上的納米粒子與衣物
纖維結合，於衣物上形成
一層無色、無味、帶+正電
荷的保護膜

當細菌病毒接觸塗層時，
帶-負電荷的細菌病毒外包
膜就會被塗層上的+正電荷
所吸引，限制活動能力

經過物理磨擦，細菌病毒外
包膜被磨穿、內核被分解成
水蒸汽同二氧化碳，從而達
至抗菌抗毒的保護效果

*包括冠狀病毒、黑曲霉菌、
大腸桿菌、金黃葡萄球菌等

納米針頭抗菌紡織品塗層如何工作？

衣物表面除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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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ONIER LAUNDRY LIMITED
派比安洗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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