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還記得《錦繡良緣》
中率性的番邦女孩頓珠嗎？現
實中，文頌嫻（Annie）於六年前
結婚並誕下女兒後，漸漸淡出大眾視
線，轉做全職媽媽，當中的喜怒哀樂又
有幾多人知？今期我們邀請到Annie分享
與女兒、丈夫的相處之道，以及在娛樂圈
的得着。

▓ Annie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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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女主角到女兒的「貼身保鏢」

Annie笑說：「不要見我平時和藹可親，但對着女兒時，我
其實是一個很『兇』的媽媽。自從女兒出世後，大多數時間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照顧。女兒小時候的餵奶、換片、餵食等
等，都是自己「一腳踢」。」

六年間一步步走來，Annie已經變成女兒最信任的「貼身保
鏢」。女兒參加一些課外興趣班、出入都會由Annie做司
機。Annie坦言：「女兒的生活可能與自己有所不同，但她
從小到大，我都會制訂好休息、學習、吃飯、玩等的時間
表，讓她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接下來要做什麼，而我
則會盡可能去遷就女兒的時間，讓她擁有較大的安全
感。」

然而，小朋友始終都要長大，所以Annie決定從
小培養女兒獨立。由五個月大開始，Annie就
要女兒自己睡覺，無論她哭得多厲害，都
不會抱過來安慰，所以現在都訓練到
女兒能夠自己一個人睡。

小朋友亦要「下台階」

Annie回憶：「跟先生剛認識時，他非常gentlemen。他開車來接我
上下班時，甚至會繞個圈來幫我開門，當時就覺得這個男生非常

不錯。而結婚之後，大家講求效率，就少了這些禮節。」

Annie坦言，拍拖跟結婚完全是兩回事。拍拖的時
候，可以做多一些不切實際、非常浪漫的事情和
舉動，但結婚之後一年幾個慶祝日就夠了。相
反，Annie一家非常重視家庭樂，即使先生平
日工作忙，由Annie負責家中大小事，但到週
末，大家都會推掉大部分的應酬和工作來陪
家人。

現在女兒逐漸長大，有時做得不好被教訓
後還駁嘴，令Annie激心。但後來女兒用
一些比較搞笑的方法哄回Annie，令她明
白，其實大人要面子，小朋友亦要，所
以雙方都要給對方一個下台階。

不錯。而結婚之後，大家講求效率，就少了這些禮節。」

Annie坦言，拍拖跟結婚完全是兩回事。拍拖的時
候，可以做多一些不切實際、非常浪漫的事情和
舉動，但結婚之後一年幾個慶祝日就夠了。相
反，Annie一家非常重視家庭樂，即使先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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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出的打算

目前女兒已經升讀小一，Annie從「貼身保鏢」到現
在終於有一些自己的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提到復出
拍劇，Annie就表示無論身體還是精力，現在已經不
同於以前。其實一直有人找她客串，但她更看重的是
劇本是否適合自己，而且目前還是以家庭優先，不再
像以前事業為先。

假設真的復出，Annie認為扮演「媽媽」應該是最合
適，與之前出演過的角色有很大分別。Annie解釋：
「其實演員每次都希望嘗試不同的角色，但觀眾會將
你定位做某種角色，所以有時你想變，觀眾都未必接
受，作為演員都無可奈何。」

機緣巧合進入娛樂圈

其實從小到大，Annie都沒想過自己最後會進入娛樂
圈。當年讀書時，Annie在街上被星探發掘，一開始
是嘗試去拍廣告的。後來，得到陳嘉上導演和成龍大
哥賞色讓她參演電影《霹靂火》，飾演主角的妹妹，
逐漸她便喜歡上演員這個職業。到進入TVB時，Annie
獲安排出演《錦繡良緣》中的頓珠，也讓觀眾印象深
刻。

眾所周知，娛樂圈權重人情冷暖，但Annie非常慶
幸，能在人人稱為「大染缸」的娛樂圈認識了「七姊
妹」中的各位，還有很多知心好友。Annie形容無論
是她結婚，還是其他人結婚，大家都會相擁而泣，非
常難得。

大家都知道，目前七姊妹之中，還有兩位未結婚。但
Annie覺得不用擔心，因為各人有不同的追求，拿佘
詩曼為例，現在是她事業處於巔峰中的巔峰，只是約
吃飯都很難，根本沒有時間去拍拖。

凍齡法寶分享

出道二十五年，Annie給人的感覺還是很年輕，外貌
身材都沒有變。Annie分享：「其實最重要是心態
好，不要讓自己太大壓力，正確看待得失，就可以吃
好、睡好，人休息夠就自然會靚。而且要有自己的社
交圈，遇到開心或者煩心的事，都要與朋友分享。」

其次，在飲食方面，Annie是一個很「忍口」的人，
很少食甜品、雪糕。而且自從有女兒之後，一般都會
在家吃飯，亦只會吃正餐，少吃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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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作為婦科醫生面對不同尿滲病人，對
尿滲問題有什麼看法？

答案：就香港而言女性有尿滲問題很常見，但
是男士亦會有尿滲問題，作為婦科醫生
就香港女性而言，60歲以上的女性約有
四分之一人曾有尿滲問題，18歲至60歲
的女性亦有機會有尿滲問題。

尿滲有好幾種，其中短暫性尿滲，譬如
尿道炎、懷孕期間、藥物副作用等所導
致的尿滲問題，經過一段時間過後就會
恢復正常。而長期性尿滲，常見有壓力
性尿滲，譬如朋友聊天開懷大笑，做運
動時尿液不自主地流出，則對生活造成
長期困擾。

有沒有試過……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漏尿？日常咳嗽、大笑，或者

做運動發力時漏尿？甚至前往洗手間途中已經漏尿？偶然需要使用

護墊或衛生棉避免內褲被漏尿沾濕？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試過

上述情況，這好可能是尿滲問題。

問題知多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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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有報導指出，年青女性面對壓力或生
活習慣不良，或會有失禁情況，其實
壓力和生活習慣跟尿滲有什麼關係？

答案：由於香港生活壓力大，工作忙碌，連如
廁都盡量避免，不自覺地改變生活方
式。若加上以咖啡或茶類等含咖啡因的
利尿飲料提神，更容易造成尿滲出現。

問題三：尿滲問題如何影響日常生活？

答案：尿滲初期因情況輕微，患者通常不留意
不理會，或者覺得尷尬而沒有找醫生跟
進。剛生產的媽媽或者更年期女士誤以
為是正常現象可能沒有正視問題。患者
會嘗試以不同方法如：少飲水、咖啡或
茶，或者短時間內頻頻去洗手間希望解
決尿滲問題，直至情況仍未有改善才真
正求醫。尿滲嚴重的患者會因為離不開
洗手間而減少外出，或被迫放棄自己的
興趣活動。出門時要隨身帶備紙尿褲。

問題四：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患者的燃眉之急？

答案：年輕患者可以使用護墊，年長患者如尿滲情況嚴重建議使用成人紙尿褲。

問題五：尿滲有何改善及治療方法？

答案：常見壓力性尿滲，年輕女性生產前後可
以做盆腔運動，養成每日去4至6次小便
習慣，少飲含咖啡因飲料改善尿滲。年
長者可考慮通過尿道懸吊手術來恢復，
但是因為手術涉及麻醉不是所有人都適
合，加上年長者不易做運動，所以都會
建議買適合的紙尿褲。至於長期服用藥
物而令膀胱收縮導致尿滲的患者戒藥後
便可會逐漸恢復。

陳駱靈岫

婦科專科醫生 13





HEALTHCARE





DRINK IT EASY 大補元氣
人人都可以隨時隨地飲用50年野山人參精華——蔘源，
為自己大補元氣，令氣血平衡，就能達致排毒美顏、健
脾養胃、袪濕等功效，更能改善失眠。

小孩：增強免疫力，提升集中力
  男人：祛濕排毒，紓緩壓力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取材地道 認證有效
蔘源取自於韓國江原道，並獲韓國人參協會頒發證書的50年以上野山人參。

全球獨一的RGCE工藝
由韓國植物幹細胞研究院研發，把細胞中的一般人參皂苷全部轉化為稀有人參皂
苷，令蔘源比一般紅參的皂苷含量高150倍。

絕不上火、躁熱
蔘源透過獨一的RGCE工藝，令讓人容易上火的人參皂苷三醇(PT類)成分降為零。

珍稀成分含量高
蔘源每包含有Rh2、Rg3、Rg5、PPD等人參稀有皂苷，含量相當於一棵50年野山人
參。朱小姐分享：「蔘源營養價值超過3萬美金。人參皂苷Rh2每克價格可達數億
美金，而PPD等稀有人參皂苷效果更加顯著且過於稀有，其價值無法估量。」

朱珮嘉女士，植能量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公司始創成員之一。

優惠券
百本讀者尊享 【蔘源8折優惠】（只限百本銷售點）

憑券購買10包裝蔘源（原價：$410）可享8折優惠
此券每人每次限用一張
此券不予兌換現金
如有任何爭議，植能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百本保留最終決定權

銷售點：
百本專業護理服務有限公司及全線健怡坊
百本：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港鐵尖沙咀/
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風襲港
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蔘源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元氣大增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男人：祛濕排毒，紓緩壓力  男人：祛濕排毒，紓緩壓力  男人：祛濕排毒，紓緩壓力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女人：有助調理週期性不適，美白肌膚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老人：提升腸胃吸收功能，改善便秘

炎炎夏日
終於過去！寒風

吹到，大家會覺得手腳
冰冷、腸胃不適嗎？蔘源幫到

你！取自於韓國野山人參的蔘源有
助平衡氣血，從而改善手腳冰冷、失
眠問題、提升腸胃功能、增強免疫力，
陪你平穩渡過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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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場地首選尖沙咀場地首選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港鐵尖沙咀站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
步行4-6分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電話：2575 5689      傳真：2778 1810      電郵：contact@mybest.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BES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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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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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行 半島酒店

梳士巴利道

喜來登
酒店

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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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L6L6L6

巴士巴士
總站天星

碼頭

1881

香港
文化中心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4樓（港鐵尖沙咀站

C1出口，步行8-10分鐘即達；尖東站L6出口，步行4-6分
鐘即達；誠品書店樓上）

佔地18,000呎，間格靈活，音響投影設備齊金佔地18,000呎，間格靈活，音響投影設備齊全

位置方便，扶手梯直達位置方便，扶手梯直達模擬醫院病房場景，拍攝場地首選模擬醫院病房場景，拍攝場地首選

租用詳情
 場地  可容納人數

課室 7

課室 8

課室 9

課室 10

演講廳 9+10

40

60

35

70

110

 場地  可容納人數
課室 3

課室 4

課室 5

課室 4+5

演講廳及多用途室
3+4+5

50

65

70

135

210

‧最少租用兩小時，收費已包括基本設備之使用

‧ 如需要額外租用特定設備，請先與職員聯絡

適合舉辦聚會、講座、培訓、
暑期活動、親子興趣班
適合舉辦聚會、講座、培訓、
暑期活動、親子興趣班

場地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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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

‧鄰近設有停車場，適合駕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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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前租用可享優惠12月31日前租用可享優惠
租場服務熱線:2575 5609租場服務熱線:2575 5600

費用詳情



經常覺得有聲音在評論或者議論自己？強求別人喜歡你，或者覺得你好？這些都可能
是患有思覺失調、人格障礙的症狀，我們不容忽視！

今期，我們邀請到精神科醫生梁偉正醫生，與我們分享一些常見的精神疾病。

梁偉正醫生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取得內外全科醫學士資格。在公立醫院工

作多年，曾於青山醫院、瑪麗醫院及葵涌醫院工作。梁醫生更編寫《釋放心中

的艾味未？》一書，希望把「心理健康」的訊息帶進社區。

梁偉正
精神科專科醫生

精神分裂，是一個受到國際普遍認可的專
業詞語。主要症狀有例如，幻覺、妄想、
幻聽，經常覺得有聲音在評論或者議論自
己，思想行為被別人控制等等。

思覺失調，是「香港製造」的一個詞語，
意思與精神分裂相同，但至於為什麼要用
思覺失調而不用精神分裂？其實是因為家
屬聽後會有抗拒、失望，而這種情緒會影
響治療。相反，如用思覺失調，主觀上會
淡化病情嚴重性，病人或者家屬會更容易
接受，接配合醫生的治療工作。

精神分裂、思覺失調，有區別嗎？

我們身邊不乏好人，但做好事要有分
寸，如果過度幫人做好多事，強逼別
人覺得你很好。其實，是對自己的存
在感有強烈的要求，讓別人覺得自己
好重要。然而，雖然喜歡自己、自戀
是自信的一種，但如果太極端，強求
別人喜歡你，或者覺得你好，就有可
能患有人格障礙。

以「好人」自居，可能患有人格障礙

我們常會見到一些男士在經過一
些反光的物體的時候，會對自己
的衣著或者髮型稍作調整，我們
會覺得這個人太自戀，是不是有
病？其實反觀女性，也會有同樣
的打扮需求。

男女都會注重外貌，喜歡自己，
自信是好事，但過分迷戀自己，
忽略別人感受，就不正常了。人
類是群體動物，要學會與他人相
處，你尊重我，我尊重你，才會
健康快樂。

男人行街照鏡，就是有「病」？

HEALTHCARE

21



我們身邊不乏好人，但做好事要有分
寸，如果過度幫人做好多事，強逼別
人覺得你很好。其實，是對自己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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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重要。然而，雖然喜歡自己、自戀
是自信的一種，但如果太極端，強求
別人喜歡你，或者覺得你好，就有可
能患有人格障礙。

以「好人」自居，可能患有人格障礙

我們常會見到一些男士在經過一
些反光的物體的時候，會對自己
的衣著或者髮型稍作調整，我們
會覺得這個人太自戀，是不是有
病？其實反觀女性，也會有同樣
的打扮需求。

男女都會注重外貌，喜歡自己，
自信是好事，但過分迷戀自己，
忽略別人感受，就不正常了。人
類是群體動物，要學會與他人相
處，你尊重我，我尊重你，才會
健康快樂。

男人行街照鏡，就是有「病」？

精神分裂一般幾時會發作？如何提前防範？

其實精神分裂症是沒有一個絕對的方法
可以預防，因為出現的原因主要是跟遺
傳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因素有關，比如說
，假如父母當中有一位有精神分裂症，
孩子本人患病的機會便會有大概10%，如
果父母雙方都有精神分裂症，孩子患病
的機會率就會高達30-40%。但是切記要
避開濫用一些譬如安非他命之類的藥物
，因為這些藥物也會導致很多精神分裂
的病徵。要多留意自己以及身邊的人有
沒有幻覺妄想之類的病徵以及行為的變
化，有的話要立刻請教精神科醫生作評
估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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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IMC水觸媒」 持續抗菌

無機金屬觸媒，即IMC水觸媒是由日本專家宮本大樹博士所研發的高科技領先技術，獲得世界專利

權。IMC水觸媒也引入來香港試了一段時間。游生表示：「IMC水觸媒除了能夠把細菌產生的臭味消除並

分解，達致防臭消臭的效果，亦能夠長效持續抗菌防霉。IMC水觸媒通過了日本食品安全局測試，對人

類無害無毒，也無刺激性。」對於IMC水觸媒的原理，游生解釋：「當IMC水觸媒與空氣中的水分子接觸

後，會產生游離基（-OH)，當細菌、病毒接觸到有水觸媒的表面，IMC水觸媒就會把細菌的正離子帶走，

細菌就會因為正負酸鹼值失去平衡而慢慢萎縮，達到抗菌的效用。而只要物理結構不被破壞的時候，IMC

水觸媒就定性為永久有效。」

抗菌不是殺菌！

香港的人口密度堪絕全球，也成為了病毒細菌的溫床，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人人都說要殺菌，但游生強

調：「抗菌跟殺菌是不一樣的！殺菌在市面上是很普通的事情，如果沒有依附能力，噴在物件上一擦就

沒了，噴在衣服上一洗也沒了。現在，衣物鞋子只要噴一次IMC水觸媒就以後都有持續殺菌功效。」

IMC水觸媒是透過接觸空氣中的水分子作為一種能量來運作，讓其分解功能特別突出，用在皮膚和衣物

上的功效也較顯著。因為人的皮膚經常面對細菌問題，穿的衣服會發臭也是因為有細菌。水觸媒能依附

於物件的纖維毛孔中，不易被洗脫，並且能於物件表面形成一層7H的堅硬薄膜，經日本JIS（Japanese In-

dustrial Standard）日本工業標準測試5000次，擁有極高耐磨度。（用於不同物料上會產生不同硬度）。

生活上，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

很多細菌、病毒，與它們搏

鬥好像是我們每天都要打的硬仗。

正值流感高峰期，身邊總有一個打

敗仗。到底怎樣才能幫助我們減低

細菌和病毒呢？這次，我們邀請到

新環科有限公司總裁游飈先生為我

們分享IMC水觸媒的技術如何應用

在日常生活上，捍衛我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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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手技的傳承 ─
   解開紥肚的迷思

問1. 紮肚需要每天紮嗎？

答1.  紮肚師會為產婦設計一個十天或十五天療程，視乎個人情況而定。在整個療程期間，每天也

需要紮肚。

問2. 如果紮肚期間需要洗澡怎麼辦?

答2.	紮肚期間，每天需要紮8小時。8小時後，媽媽可以把紮身收腹布帶除下，清洗身體，直至翌

日再重新紮上布帶。紮肚療程期間，個人衛生尤其重要，洗澡沐浴除了能保持媽媽個人衛生

外，更能幫助放鬆身體及心情。

問3. 紮肚需要哪些工具？

答3.		紮肚需要用到的工具包括兩米長的紮身收腹布帶、幾個安全扣針、紮身前按摩用的純橄欖

油、艾草油或生薑油等。按摩用品建議採用全天然用品，純橄欖油為首選，因為有些產婦不

能接受艾草油或生薑油。採用純橄欖油能避免引起媽媽的過敏反應。另外亦需要一張床，讓

媽媽能躺著做按摩。

問4. 請問剖腹產能紮肚嗎？

答4.	剖腹產的媽媽如希望紮肚，最少要在產後6個星期，待傷口完全康復，並經醫護人員檢查後，

確保沒有發炎跡象，便可以開始紮肚。

紮肚原是紮身，並非新興行

業，而是由來已久的紮身修腹技藝。現

今只是舊瓶新酒，以新的名稱繼續傳承傳統紮身手技而已。紮身

修腹，重點不在於紮肚用的長布帶，而是與其配合的按摩手法。適當

地按摩背部、腹部及四肢，可疏通身體經絡，令氣血運行暢順，對紮身

修腹有很大的幫助。

懷孕時所釋放出的鬆弛荷爾蒙會令骨骼柔軟，使懷孕後的腹直肌

擴大，導致產後腹部肌肉鬆弛，令女士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苗條身

形！此外，很多時產婦四肢腫脹，腹脹聚氣，是因為陽氣不足。如

採用紮肚再配合按摩手法，便能限制肌肉鬆弛，同時使身體經絡疏

通、氣血通暢、提升陽氣、袪風排濕，解決孕婦的瘦身及四肢腫

脹等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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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5. 紮肚能否獨自進行？

答5.	紮肚是可以自己紮的，但紮肚前的腹部按摩，便需

要多加練習，因為自行按腹的時候，體位有時不順

手，較難順暢地完成按摩。而背部的按摩，便不能

自行完成了。

問6. 紮肚會否影響母乳餵哺？

答6.	紮肚是不會影響母乳餵哺的，因為紮肚的位置並不

包括乳房，不會影響媽媽分泌乳汁，所以媽媽餵哺

母乳時也可以紮肚。

問7. 產後甚麼時候開始紮肚較好？如果過了一段時間再

紮有沒有效？

答7.	順產的媽媽可以在完成坐月子後開始紮肚，因生產

之後，媽媽氣血虛弱、精神疲憊，需要充足的休息

來恢復身體。

	 	 若坐完月子後因某些原因，無法立刻進行紮肚，在

過了一段日子後再開始紮肚仍是有功效的，不過紮

肚的日子會較坐完月子後立刻紮肚的長。

百本人才培訓學院現正推出「古法紮肚及
催乳專業培訓課程」，內容包括：
— 古法紮肚修身手法及催乳穴位的按摩技巧
— 認識不同穴位之用處及理論
— 乳房脹痛之紓緩方法
上課日期：2018年11月13日(共6課，逢星期二)
上課時間：19：00	-	22：00
上課地點：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
															星光行4樓百本人才培訓學院
課程費用：HKD	$6,000	+	$100	行政費
	 	 	 *孕婦學員可帶一位女性親友陪同上課*

報名辦法及詳情：
查詢電話：2575 5891    WhatsApp：9601 6833

催乳師董惠卿 畢業於九龍中醫師公會——九龍中醫學院，多年教學培訓經驗，於
2010年成為香港培訓師中心的導師，主要教授月嫂、催乳、養生保健等課程，一直深受學

生愛戴。並於2014年開始於百本人才培訓學院教授催乳課程。38



種牙植骨後
  不可不知的七件事

時代進步，脫牙後植牙越來越普及；此類現代化的牙齒修復技

術轉眼已有五十多年歷史，發展十分成熟，而口腔和鈦金屬種

牙植體甚少排斥，安全可靠。

種牙並不是一個故事的完結，而是清潔及保持衛生的開始。任何手術均一樣，植

齒種骨後都需要花心思時間護理，尤其要遵照醫生的指示：

      種牙手術後，要用力咬壓紗布四十五分鐘
這樣有效幫助止血。手術後當日不應大力漱口或刷牙；不斷吐口水和刷牙有可能令到剛

剛穩妥結焦的位置再出血。

      在完成種牙手術後的首週，需要充分休息及盡量避免劇烈運動
避免撞擊植體位置，以防傷口撕裂，爆線出血等情形出現；為免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

必須小心處理傷口。如果痛楚加劇，可以服用止痛藥。另外，漱口水的作用在這週尤其

重要。

      避免吸煙，注意血糖水平
完成種牙手術後的恢復期內不可吸煙，因為尼古丁等有害物質如果進入了體內，就容易

造成微血管萎縮，血液流暢不順，令種牙手術的傷口難於恢復，容易造成感染。另外，

患有糖尿病的患者要特別注意血糖水平，這樣，傷口癒合自然事半功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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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常注意清潔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治療可以一勞永逸。植體長期處於口腔濕潤的環境，無間斷使用，

若口腔衛生不當，細菌很容易就沿著植體到牙骨，破壞植體周圍骨，長此下去植體可能

會變鬆。所以，每天早晚必須使用牙刷、牙線、牙縫刷、水牙線噴水機等清潔用品徹底

清潔口腔，防止牙菌膜積聚，植體周圍的組織自然健康強壯，遠離發炎。

      避免經常咀嚼太硬太韌的食物
人工牙根周圍沒有牙周膜韌帶，受力型態與真牙並不相同，咀嚼或咬合時需避免過度用

力，避免咀嚼過硬的食物，例如：果仁、硬糖等，以防止鈦金屬上的固定牙套崩裂。種

牙雖然可以恢復牙齒咬合力，但長期過分用力咀嚼，可能會引致植體內所修的細螺絲鬆

動或斷裂。

      夜間戴磨牙膠
如果有夜間磨牙的習慣，便要特別小心注意了。磨牙導致咬力不自覺負荷過重，破壞一

隻又一隻的牙齒，甚或可能搖鬆植體。如有磨牙習慣，建議最好戴上量身打造的夜間磨

牙軟膠，保護寶貴的牙齒及植牙，避免不自覺磨損牙齒，也有效防止牙齒走位使食物容

易藏在牙縫內。

      定期覆診
接受種牙手術之後，必須定期半年至九個月約見牙科醫生作恆常跟進，讓你的主診牙醫

能了解種牙後植體的狀況。如有任何問題，也能即時進行適切的治療。雖然鈦金屬種牙

是不會蛀掉的，但如果牙縫內藏有食物，清潔不當，有可能引起周圍的牙肉發炎，甚或

影響植牙鄰近的牙床骨；因此定期照X光和洗牙以保持口腔衛生是有益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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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傑牙科醫生

一九九七年傑出大學生服務獎得主，一九九九年香港大學畢業， 

二OO八年兼職任教港大牙科醫學院。熱愛香港，更熱愛第三世界，多年

來八次走訪柬埔寨等地大小村莊贈醫施藥，給予村民脫牙止痛服務。吳醫

生拿過相機執過筆，為〈AM730〉及〈經濟日報〉的專欄作家超過3年。 

他熱愛音樂，填詞作曲，若有十五首教會詩歌作品。Dr. Ken也熱愛T-shirt 

設計；四十有二，吳子傑醫生遊走各中學、大學，因他喜歡參與年輕人成

長培訓工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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