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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人工作生活繁忙，

經常睡眠不足，引致雙眼出現難以

消退的眼袋，更會被笑指擁有一對

國寶級「熊貓眼」，對於愛美男女

而言，確實煩惱。「眼袋的問題，

我們會稱之為下眼瞼整容手術，可

利用激光於下眼瞼內側做切口，取

去脂肪。優點在於無需縫合，傷口

於兩天後便會自然癒合。而於下眼

瞼內側的切口位置亦較隱蔽，別人

難以觀覺。」

隆鼻增加線條美

鼻是臉部輪廓最突出的部分，

而東方人的鼻子卻往往較短、鼻尖

扁，看起來不夠挺直及修長。不

過，在接受鼻形整形手術前，大家

應考慮到自己的面形、眼睛及嘴唇

的平衡，如圓臉的人不適合尖鼻

子、臉長的人較適合細高的鼻子，

這方面的意見可請教整形外科醫

生。

當決定了適合自己的鼻形後，

就要進行整形手術。金醫生指出，

隆鼻手術並不算複雜，通常會採用

整容者自己體內的脂肪粒、軟骨組

織、矽質鼻假體或透明質酸的注射

來豐滿鼻子，突出線條。手術會在

局部麻醉下進行，切口會於鼻孔

內，完成後傷口不會外露。不過，

在進行手術後，鼻周圍可能會出現

瘀腫，大約1至2星期後才會漸漸消

退，所以在出院後應加強保持鼻腔

清潔，如定時塗上消炎藥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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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質酸又名玻尿酸，是一種高

分子的聚合物，是由雙糖單位D-葡萄

糖醛及N-乙醯葡糖胺組成的大型多

糖。由於它有特殊生物學上的活性，

且擁有無毒、低免疫反應、高生物相

容、及生物可分解以及人體可吸收等

特性，所以普遍用於眼睛外科手術、

關節內注射液、傷口癒合、外科手術

防黏劑等。

你知 話 甚麼是透明質酸？愛美是人類天性，追求美麗的外表

是恆久不變的定律。以前，我們通常會

從服飾、髮型、化妝等方面着手，各出

其法，希望能令自己的容貌、身型變得

更完美。可是，隨着整形美容愈來愈流

行，大家對美學方面既創造了一套新見

解，從前那種「身體髮膚受諸父母」的

概念已重新定位，對於「整容」二字亦

不再感到忌諱了。

於傳統觀念所影響，中國

人對於整容一直感到抗

拒，致令整形手術一直未於本地流

行。不過，整形手術於西方國家其

實早已十分成熟，之後於亞洲地區

如韓國、日本亦逐漸興起。

近年，這股熱潮終於傳至香

港，就算身為公眾人物的明星們也

不介意公開自己曾整形的事實，再

加上整形手術日新月異，相信這個

「變臉」潮流勢必為人受落。

眼部手術 隱形傷口

擁有一張五官標緻的臉孔，除

了能加倍吸引異性外，更有助於事

業、人際方面的發展，增加個人

自信。

據養和醫院整形外科專科金永

強醫生指出，有意接受整形的男

女，普遍是針對五官方面的，尤其

是一對靈魂之窗。

「女性通常會執意於自己雙眼

是否明亮、有神，因此我們通常會

採用微創技術，來改善眼部的問

題，如單眼皮變為雙眼皮、眼皮下

垂或因年紀漸長眼皮下墜等情況，

由於微創手術的切口很小，可達到

康復後無痕的效果。」

不過，手術合適度始終因人而

異，有需要時醫生亦會將上眼瞼內

脂肪或鬆弛眼皮切除，以達到最佳

效果。

基

A. 兩眼間約有一眼的寬度。

B. 從額頭到眉毛、從眉毛到
 鼻尖、從鼻尖到下顎各約
 佔三份一。

C. 鼻位於兩眼之間。

D. 口位於瞳孔與瞳孔間的
 內側。

E. 上唇厚約5-8mm，下唇約
 上唇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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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鼻子是臉孔最突出的部

位，那麼嘴唇就是最活躍的部分。

每天除了睡眠那幾小時之外，嘴唇

都會隨着我們說話而不停張合，若

擁有一張豐厚的朱唇，能為你的外

貌增添幾分性感。如欲擁有較豐滿

之嘴唇，除了可選擇注射透明質

酸，效果能維持6至9個月外，也可

選擇脂肪移植，將自己身體其他部

位的脂肪經處理注入雙唇，一般效

果會較持久。

皮膚鬆弛 拉緊有法

隨着年紀的增長，臉部組織無

可避免會因地心吸力的影響而變得

欠彈性及鬆弛，令臉上容易出現皺

紋，看起來份外蒼老。所以，為了

消除以上問題，不少中年人士都會

進行拉臉皮手術。金醫生表示：

「要有效及持久地改善臉部和頸部

組織鬆弛或減退較深之皺紋，需接

受拉臉皮整形外科手術，將其內部

組織收緊或切去鬆弛之皮膚，目的

是讓臉部肌膚回復光滑緊緻。」一

般來說，拉臉皮可分為上、下兩部

份。上半部分指的是拉額手術，可

採用最新科技及微創技術，利用內

窺鏡輔助進行拉額手術，於髮線後

利用5個少於1厘米之切口，進行手

術，能有效及持久地將鬆弛之前額

皮塊收緊，平滑額部及眉心之皺

紋，不用切皮及損害正常頭髮生

長，復原期快。而下半部份即是臉

頰及下頸位置，醫生通常會沿雙側

耳背及邊緣作切口，傷口復原後不

易被察覺。不過，有一點需要注

意，手術後雙側臉頰旁會出現瘀

腫，1至2星期後會漸漸消退，期間

更需返醫院進行洗傷口及拆線，再

定時服食消炎藥及塗消炎藥膏。

臉上瑕疵 一激即除

擁有完美自信的五官後，當然

需要最白滑的肌膚作陪襯。不過，

能擁有一張零瑕疵的面孔，又談何

容易呢？皺紋、色斑、雀斑、黑胎

痣、膚色不均勻等都是常見的皮膚

問題。如欲淡化皮膚色斑或改善皮

膚質素，令膚色更為均勻，可考慮

接受進行彩光、激光或混合治療。

激光是一種能量極集中的光能，含

單一波段，可集中針對各種皮膚問

題 ; 而彩光則同時含有多種激光波

段，可同時淡化斑紋、改善膚質。

隨着技術愈來愈發達，新一代

的彩光及各類型激光系統應運而

生，當中包括Gentlelase、脈衝染料

激光系統（V-Beam)、四合一激光

美容系統（Versa Pulse）、NdYGA、

Alexandrite、Excimer、鉺二氧化碳

綜合激光系統（Derma K）等，每

一系統都擁有特別的功效，用以改

善皮膚色斑的問題。金醫生表示：

「接受彩光美膚療程，會先配合果

酸換膚2至4個星期，再配合家中使

用之高品質皮膚護理用品或藥膏，

從而得到改善。而整個療程大約需

要5至6次治療，每次相隔4至6星期

方能完成。」而激光及採光的準確

度及安全度均以穩定見稱，絕少出

現手術後遺症的問題。

鹽水矽膠 豐胸美乳

乳房是女性美的代表，若然符

合比例固定最好。但是，不少女性

卻認為自己的乳房過小，欠美感及

難以吸引異性，從而感到自卑或不

愉快。要重建自信，可考慮進行提

升乳房手術。首先大家可選擇採用

以鹽水或矽膠製成的假體，再視乎

個別情況，用微切口方法用內置縫

線將乳房提升，切口可選擇位於雙

側腋下隱蔽處或乳暈邊，讓人難以

察覺。此外，傳統的乳房假體是圓

形的，但後期發展有較接近天然乳

房形狀的水滴型，理論上可以令手

術後的乳房形狀較自然。

相反，有些女性的乳房會過

大，從而影響日常生活及造成不必

要的尷尬。如有需要將乳房縮小，

可選擇局部或全身麻醉配合將部分

乳房組織切除，經手術縫補以達到

將乳房縮小。此外，有些女性會出

現乳頭凹入的問題，而乳頭改善手

術就可幫到以上人士。當此項手術

完成後，乳頭下的傷口會留下一短

小金屬枝桿作固定，以保持乳頭凸

出，一般需配帶1至2個月，待組織

復原及固定後，便可除去。

腹部抽脂 顯體態美

相信不少中年男女都會遇到一

個難以解決的煩惱，就是每天頂着

一個大肚腩四圍走，確實又累又辛

苦。如欲改善體型，尤其是除去腹

部積聚過多的脂肪，可嘗試接受腹

部抽脂手術。首先，醫生會於腹股

溝及肚臍位置，利用兩個約4毫米

的小切口注射大量稀釋之局部麻醉

藥物，然後放進抽吸導管，需要時

更可配合超音波儀器將脂肪震碎同

時抽走。在手術後，醫生會以兩條

引流膠管從腹部皮下層引出滲液，

1至2天內會除去。手術後亦需要穿

着2至3星期的緊身衣物，以促進皮

膚組織收縮，減低腫脹情況，加速

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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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肉毒桿菌極受歡迎，主要

在於它能有效治療多方面的美容整形

問題，如去皺、改善臉形、改善小腿

外觀等。同時，注射肉毒桿菌既可免

除動手術，又能於短時間內完成治

療，而且效果十分顯著。此外，肉毒

桿菌素的注射，不會對健康構成重大

影響。有些傳聞稱若臉部注射肉毒桿

菌，將來表情會變得僵硬，專家指這

些是無根據的言論。

你知 話
肉毒桿菌
的美容功效

想自己變得愈來愈美，並不是

錯。可是，在決定進行整形手術前，

大家應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

清楚瞭解整形手術的過程、後果和顧

及自己的經濟狀況，是否可應付手術

費；然後便要找合資格的整形外科醫

生或專業人士進行手術，避免出現整

容變毀容的後果。

此外，醫生亦會自行判斷整形者

是否適合進行手術，如有多次進行整

形記錄的人，有可能不適合再進行手

術；而一些過份吹毛求疵的人，如要

求鼻子要90度挺直的，醫生也有可

能拒絕要求。另外，心理狀態不穩

定、患糖尿病、血壓高或長

期服食阿士匹靈的患者也需

先接受評估，因

以上人士在進行手

術時有可能出現一

定的危險。

你知 話 你適合整形嗎？

養和醫院整形外科專科金永強醫生

乳房假體可放在胸肌上或下

激光治療

利用幼吸管消除脂肪

血管激光深入

皮下消除血管

擴張

抽脂後脂肪層變薄

A. B.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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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完成抽脂手術後，腹

部有機會因突然失去大量脂肪而令

表皮鬆弛，因此同時間整形者可進

行腹部收緊手術，意指把腹部過多

及鬆弛的皮膚連皮下脂肪層切除，

然後再內部加強縫緊腹膜層，以達

到內外收緊腹部，明顯改善體態

美。

男人最痛 脫髮禿頭

女性最注重自己的樣貌、身

形，而男性最介意的又是甚麼呢？

原來是一頭烏黑黑髮。其實，依正

常來說，我們每天都會甩掉50至

100條頭髮，因為頭髮需要休息

期，會出現自然剝落的情況，倘若

髮質健康，四個月後便會自然重新

生長出來。可是，若然發現自己每

天頭髮剝落的數量過多，便要加倍

留意了。當中最常見的脫髮問題是

禿頭，或俗稱「地中海」。此現象

是髮線由前額向後移，隨着髮線逐

漸後移，前額開始剩下小撮尖形頭

髮 ; 同時，頭頂的光禿部分亦不斷

擴展，最終剩下一圈頭髮環繞頭

部兩側及後方。

頭髮這樣脫落，當然不能坐視

不理。據仁安醫院植髮中心總監彭

志宏醫生表示，原來導致九成半男

性禿頭的主要原因是遺傳性禿頭及

荷爾蒙失調，他們的頭皮中有一種

名為二氫睪酮（DHT）的荷爾蒙水

平會增加，有機會導致頭髮生長期

縮短，以致頭髮變得稀薄，脫落的

頭髮也比平常多。

要拯救一頭烏黑的密髮，就男

性而言，可選擇外塗內服的方法，

前者主要是服用Minoxidil藥物，直

接刺激毛囊發揮作用，延長頭髮的

生長期，並將休止期頭髮轉回新的

生 長 期 。 而 內 服 治 療 則 是 採 用

Finasteride口服抗雄激素藥物，可有

效減少DHT的產生，從而防止頭髮

脫落。而女性治療方面，目前通常

會使用Minoxidil生髮水，有機會讓

頭髮重新生長或不再脫落。如果外

塗內服都起不了太大作用，就可能

要採取近年流行的植髮技術。要進

行植髮手術，通常會於頭部後方抽

取頭髮毛囊，再移植到出現脫髮的

位置上。有別於假髮及織髮，永久

性植髮效果能令頭髮持久生長。可

是，若禿頭情況已去到完全脫落的

階段，代表已經沒有頭髮能夠移

植，當然也不能進行植髮手術，這

時唯一能考慮的，便是戴上像真度

較高的假髮了。

天生缺憾 整形改外觀

為靚而接受整形手術的人，大

有人在。可是，有一撮人卻不得不

進行整形手術，當中包括兔唇裂

顎、少耳症、尿管問題、臉形裂開

等先天性缺憾患者。而兔唇患者更

需要從小接受整形，直至成年後手

術才告完成。

每年香港約有一百名患有兔唇

裂顎的BB出生，而患病原因主要是

來自遺傳。據香港兔唇裂顎協會名

譽醫學顧問及兒科專科醫生陳以誠

表示，如果父母有一方是兔唇裂顎

患者，他們誕下同類型BB的機率高

達八分之一，若直系兄弟姊妹患有

的話，也會有廿五分之一的機會懷

有兔唇裂顎胎兒。

隨着醫學科技的進步，就算新

生兒不幸患上兔唇，也可從小接受

治療，治癒的機會相當高。陳醫生

指出：「唇裂嬰兒在出生後3至4個

月內需接受唇裂修復手術，而顎裂

嬰兒就需於出生後18個月左右接受

顎裂修復手術。及早修復顎裂，可

阻延或避免對牙齒及臉部發展構成

不良影響。」之後大約到了9歲，

大部分患兒便要接受牙牀骨修補手

術，在身體其他位置抽取軟骨補在

缺口中，假如不進行修補，不但恆

齒不能長出，更會因缺乏承托力，

令鼻子下塌，影響外觀。最後，在

患兒大約16歲時，會進行鼻子整

形，將因顎裂而引致下陷的鼻子托

起，整個治療就差不多算是完成。

十多年的治療，對患兒或他們的父

母來說，絕對是長期的戰鬥。在

此，陳醫生鼓勵家長們應以正面積

極的態度幫助子女解決困難。

意外受傷 整形重生

整形手術，除了能幫助一些患

先天性缺憾的人士外，更可照顧到

因意外而影響外觀的患者，其中就

以燒傷、燙傷及因頭頸腫瘤癌最為

普遍。

據瑪麗醫院整形外科專科李金

合醫生表示：「燒傷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較為輕微，基本上可於1星

期內康復，而第二期都可於3星期

內康復，但第三期患者就可能要治

療幾個月才會有好轉。」就燒傷而

言，醫生通常會先進行急救，若發

現傷口太深，就需要接受植皮手

術，而手術通常會採用病人自己的

皮或屍皮來進行。「由於傷口會令

皮膚的水份、蛋白質流失，再加上

容易受細菌感染，容易令皮膚壞

死，若及時進行植皮手術，便可把

傷口覆蓋起來，讓皮膚能在受保護

的環境下重生。」

另外，受癌症困擾的患者在進

行治療手術後，也需要接受整形治

療。李醫生補充：「為口腔、咽

喉、鼻咽癌患者進行整形手術，絕

對是我們的重要工作之一。以上患

者通常需要接受如皮瓣或皮膚移

植、骨移植、微血管等手術，利用

顯微鏡外科及微切口進行手術，可

減少不雅觀的疤痕。」不過，進行

手術始終會留下疤痕，如太過影響

外觀的話，也可利用激光手術和光

學療法（如彩光等），減退因創傷

或燒傷留下的疤痕，此外，亦可進

行外科手術和疤痕切除手術，改善

創傷或燒傷後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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