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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麻疹是藉由德國麻疹病毒（Rubella virus）經
呼吸道感染所引起的，別名又稱「風疹」，為
急性病毒高傳染性疾病的一種，經由飛沫感染
上呼吸道後潛伏期約為14∼21天。而德國麻疹病毒
是一種RNA病毒(核糖核酸病毒)，人類是唯一的
宿主。通常發生在春冬兩季。感染後就像得了感冒
似的，病徵較溫和、併發症較少，經治療後癒合力
佳，可有輕度發燒、疲倦、鼻炎、結膜炎、咳嗽、
耳後淋巴結明顯腫大，並伴隨全身性的不規則丘疹
(與麻疹或猩紅熱發疹相似)，但也有25-50%的
受感染者沒有明顯出疹情形，只有極少數患者會
引發急性腦炎。因此常有患者已感染卻不自知。

但倘若孕婦在妊娠首三個月內感染德國麻疹，病毒有高達90%的機率
會通過胎盤影響胎兒，使胎兒先天嚴重殘缺，如耳聾、眼盲、心臟
缺陷、智力遲鈍，或甚至胎死腹中。無免疫力的育齡婦女對德國
麻疹的易感染性估計為10%-25%。懷孕期間不能接種疫苗，所以沒有
抗體的孕婦應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國家或地區。

孕婦在妊娠初期，若懷疑自己染上德國麻疹，可作血液檢驗，以確定
是否受到感染。孕婦如證實受感染，可徵詢醫生意見，決定是否繼續
妊娠。

沒有患過德國麻疹，或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免疫力的女性，若計劃日後
生育，可在懷孕前接受血液檢驗及身體檢查。若證實體內沒有德國麻疹
抗體IgG，便應接受疫苗注射，以保障下一代的健康。

溫馨提示：
在接受德國麻疹疫苗注射後須按指引在一定時間內採用有效的避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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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康薈

孕婦為何要
提防德國麻疹?

馮鈞曉
科大醫院
婦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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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是全球威脅人類健康
的殺手之一，世界上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患有潛伏性結核病，全球每年大約有1%的人口
新感染該病，因此值得我們嚴重關注。結核病是由結核

分枝桿菌透過飛沫廣泛傳播的慢性傳染性疾病，可在全身任何
一個部位發病，最常見於肺（即肺結核）。

結核分枝桿菌具有強大的殺傷力和生存能力，藉著開放性結核患者咳嗽、
打噴嚏，或說話過程中所產生的飛沫進行大範圍傳播；暴露在結核分枝桿菌空氣
中的所有人都可能受到侵害，患上肺結核，據統計每位開放性結核患者有機會感
染10-15人。受感染的患者最早會在數週後出現病徵，但亦可能在多年後才發病，而
在受感染後首兩年內出現病徵的機會最大。而潛伏性結核病患者則不會散佈疾病。

肺結核的一般的臨床症狀包括發熱、發冷、盜汗、食慾不振、胸痛和長時間(2周以上)
咳嗽帶痰，25%的患者可能不出現任何症狀，偶爾有些患者可能會出現小量咳血。

肺結核的患者影像學表現可分為
1.原發性肺結核 
主要表現為肺內原發病灶和胸內淋巴結腫大，或單純胸內淋巴結腫大。

2.血行播散性肺結核 
急性血行播散性肺結核表現為「三均勻」結節特點，即大小、密度及分佈
均勻；亞急性或慢性血行播散性肺結核的彌漫病灶，多分佈於兩肺的上中部，
大小不一，密度不等，病灶可融合。

3.繼發性肺結核 
胸部影像表現多樣。輕者主要表現為斑片、結節及索條影，或表現為結核瘤、
孤立空洞；重者可表現為大葉性浸潤、乾酪性肺炎、多發空洞形成和支氣管
播散等；反復遷延進展者可出現肺損毀，胸廓塌陷，胸膜增厚粘連。

4.結核性胸膜炎 
分為幹性胸膜炎和滲出性胸膜炎。幹性胸膜炎影像表現不典型；滲出性
胸膜炎主要表現為胸腔積液或局限性積液，吸收緩慢者常合併胸膜
增厚粘連，也可演變為胸膜結核瘤及膿胸等。

診斷肺結核的「金」標準是痰中查找結核桿菌。凡對有出現胸部X線拍片
或CT異常陰影者，必須進行全面和系統檢查，確定病變性質。如有中毒
症狀、PPD試驗呈陽性、結核抗體陽性、血沉，結合胸片病變所在部位，
可初步診斷肺結核。對於難以診斷肺結核者，可進行2周的短期觀察，
進一步鑒別診斷，排除其他肺部疾病，以免誤診或漏診。

肺結核的治療需在專科醫師指導下，按照早期、規律、聯合、適量、全程
的方針用藥。

肺結核的預防： 
‧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打噴嚏和咳嗽時要掩著口和鼻，並妥善清理
    口鼻排出的分泌物)。
‧遵循健康的生活模式，保持均衡的飲食習慣，有足夠的運動和休息，提高 
    個人的免疫力。
‧預防肺結核可透過篩檢高風險者、早期診斷和治療，以及接種卡介苗等
    方法達成。
‧出現與結核病相似的病徵時要迅速求診，特別是咳嗽持續超過2周者。
‧肺結核患者應自覺隔離，在接受治療第一個月內應避免和他人密切接觸，
    尤其嬰幼兒童。病患的食具要和家人分開使用，用後要用水煮沸
    消毒。紫外線照射是最佳滅菌(結核桿菌)方法，所以
    病患使用過的衣物、被褥等需勤加洗曬。

黃小艷
科大醫院
影像科醫生

認
識

肺
結核



中暑防治

中暑的預防和注意事項

中暑怎麼辦？中暑的急救方法？
一般處理：迅速將患者移到陰涼通風的地方，鬆解衣物，將溫濕毛巾敷於頭部，擦全身，再
用涼毛巾敷於頭部，用涼水擦拭全身。最後服用水、淡鹽水或西瓜汁等補充體液。

中暑患者應特別注意的飲食原則
中暑後，人體非常虛弱，在回復過程中，需選擇飲食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並及時補充水分
及電解質。此外，中暑後的飲食也有不少禁忌，敘述如下：
1．切勿過分進補：因為過早進補會使暑熱不易消退，或正在消退的暑熱又複燃。
2．避免辛辣及油膩飲食：如飲食辛辣油膩則加重其負擔，使得大量血壓滯留胃腸道，間接造成
                                              大腦血液缺少，人體會更感到疲倦，也會引起消化疾病。
3．勿大量飲水：中暑患者應採取少量多次飲水的方法，切忌一次性狂飲猛灌，因大量喝水不僅會
                             沖淡胃液而影響消化外，水多也會引起水電解質不平衡，也會出現痙攣現象。

常見消暑的飲食方法

消暑中藥療方
消暑茶：
材料：藿香6g 佩蘭6g 荷葉6g 蘆根10g 薄荷3g
沖泡法：將上述藥材切碎，共為粗末，放於杯內加
              入200ml沸水，加蓋靜置10分鐘即可飲用。
煎煮法：所有藥物放入煲中，加入400ml水浸泡
  15分鐘，連浸泡水一起大火燒滾10分鐘，   
                去渣後即可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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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分享

吳梓拓
科大醫院
中醫生

隨時補充水分：在高溫天氣，每天通過汗孔排出的水分是大量的，不論運動量
大小都要增加液體的攝入，不要等到口渴時才飲水。可以在2000cc的水瓶中
加入一小湯匙的鹽，防止脫水。

少食高油高脂食物，減少人體熱量攝入。

穿著質地輕薄、寬鬆、淺色衣服、撐傘帶帽。

儘量在室內活動，如需外出運動，儘量避免在上午10時至下午2時，因此時溫度
最高，陽光最猛。

外出時，應塗防曬值SPF15及以上的防曬劑，以及帶帽撐傘。

嬰幼兒，65歲以上老年人，患有精神、心臟、高血壓等疾病人群在高溫天氣
更易發生危險，須及時觀察是否出現中暑徵兆。

保持充足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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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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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湯：
綠豆味甘，性寒，能
入心、胃兩經，具有
清熱消暑，利水消腫，
對於中暑，痤瘡有較好
療效。

仙草：
味甘，淡，性寒。清熱
利濕，涼血解暑。主治
中暑，高血壓等。

西瓜：
西瓜果肉有清熱解暑，解
煩渴，利小便，解酒毒等
功效，用來治療一切
熱症。它是最自然的天然
飲料，其中西瓜中的瓜白
果肉最為解暑。

何為中暑？中暑症狀？
中暑，中醫又叫做中暍或發痧。長時間在高溫或烈日下，
感受天氣的暑熱或暑濕的穢濁之氣，從而引起體表溫度
調節功能紊亂，繼而水電解質失衡，神經系統功能的
受損，出現頭暈眼花、乏力、四肢麻木、耳鳴、噁心
嘔吐、胸悶、心悸、高熱汗出、神昏譫語、昏迷等症狀。
如不及時救治，可危及生命。



保障兒童接受
    安全的疫苗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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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分享

兒童在接受注射的時候，容易出現哭鬧和亂動，尤其是年齡比較小的兒童。為了
注射順利及安全，家長若能瞭解如何配合，整個過程則會事半功倍。
現時，所發現有關兒童接受注射時的謬誤大概有以下三種：

   安全注射的建議
 ・ 家長要保持鎮定，因為兒童能夠感受到家長的緊張情緒。
 ・ 鼓勵為兒童帶上喜愛的玩具以作安撫。
 ・ 為有理解能力的兒童作出注射過程的解釋，以求提高他的配合度。
 ・ 家長摟抱兒童能有效固定注射位置，方便暴露準確注射位置、減低意外發生。具體可概
    括為以下「三好」 。

蒙眼
在注射時，蒙著兒童的
眼睛或將其頭部偏向另外
一側。認為兒童看不到就
不 會 害 怕 了 ， 孰 不 知
「黑暗」和針刺感會讓兒
童更加恐懼。

顧上不顧下
兒童在接受注射時因為
害怕，難免會掙扎亂動，
而僅僅抱住兒童的上半身，
沒把腿部也抓緊，一旦兒童
的雙腿亂踢亂動，不但容易
傷到醫護人員和家長，也
可能會導致兒童的接種部位
錯位脫針。

過於信任
有些兒童在接受注射前
十分配合，家長和醫護
人員就放鬆警惕。只是輕輕
地搭著兒童的胳膊或完全
不抱住兒童，殊不知兒童
的恐懼心理依然存在；
一看見針頭，出於本能
反應，感到不安而亂動，
增加了兒童在接受注射時
的難度和不安全性。

坐好
家長坐穩後，先讓兒童的雙腿自然放於家長大腿之間，再把兒童的臀部坐在家長的
大腿其中一側上，同時家長亦可根據兒童的配合情況適力固定。

抱好
家長用一側手臂抱緊兒童，使其頭部靠在自己的肩胸前，再讓兒童眼睛靠在家長
胸前，將其非注射的一側手臂放於家長身後，最後將兒童擁入懷中進行撫慰；這樣
能讓小朋友增加安全感，減低恐懼。

握好
兒童接受疫苗注射的手部須自然彎曲90度，由家長緊握兒童手肘關節，並根據小朋友
的情況適力固定。而另一隻手協助兒童正確暴露注射部位，方便醫護人員消毒和
注射。同時再次留意抓穩兒童的雙手及雙腿，防止兒童亂動。

參考資料
Fiona baker for kidspot, australia’s best family health resource
邢海燕（2012）兒童預防接種過程中心理護理。中國美容醫學，21（2），277-278。
王曉燕（2012）預防接種門診兒童看護人心理分析及心理護理。當代醫學，1（264）119-120。

注射完畢，家長可給予兒童進行安撫，並說些鼓勵的語句也能加深兒童對注射經驗的正面感受。

謝惠高
科大醫院
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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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扁平疣一般能自行消退，必要時可用含有Retinoic Acid、Imiquimod、 
5-Fluorouracil成分的藥膏，也可用液態氮或激光消除。毛巾及個人
貼身衣物建議與家人的物品分開清洗及擺放，避免傳染。
脂溢性角化病雖然沒有傳染性，但難以自行消退，需要物理性去除
如激光或電灼術。另外，面部的小粒粒還可以是皮脂腺增生、
汗管瘤、脂囊瘤等，有疑問者可向醫生諮詢，以便妥善處理。

面部的小粒粒
                都是疣嗎？

面部扁平疣 （Flat warts）
臨床上經常會碰到病人因面部「疣」來求診，很多時都是做facial時被美容師發現。面部
常見的扁平疣(flat warts)是由人乳頭狀瘤病毒（HPV Type 3, 10, 28, 49）感染引起的，此類
型的HPV是良性，有別於女性宮頸癌的乳頭狀瘤病毒類型。扁平疣好發於青少年，臨床
表現為皮色或粉紅色的扁平丘疹，直徑約1-3mm，多見於面部及頸部，無明顯不適，病程
慢性，具傳染性。可通過直接或間接接觸傳染，常發生在抓痕或表淺皮膚損傷的創面上。

脂溢性角化病 （Seborrheic keratosis）
事實上來求診的病人多半不真的是扁平疣，反而是早期的脂溢性角化病，俗稱『老人斑』。
脂溢性角化病又稱基底細胞乳頭瘤，是最常見的良性皮膚腫瘤，好發於中老年人，成因是
角質形成細胞所致的表皮良性增生；常見於頭面部、背部及手背部等，有明顯的家族遺傳
傾向。早期的脂溢性角化病容易被誤診為扁平疣，皆因其外觀非常相似，均呈皮色，稍突
出於皮膚；然而脂溢性角化病表面比扁平疣更光滑，多為散狀出現，邊界也相對規整，
直徑約1mm-1cm，最重要是脂溢性角化病不具傳染性。

健康的皮膚 長疣的皮膚

林茹蓮
科大醫院

整形外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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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增強免疫力的重要性

隨著全球暖化，越來越多研究證實氣候如何改變人類健康和
壽命，發現影響甚深。當身心狀態受到天氣影響時，就稱之為
「氣象病」，例如：因天氣忽冷忽熱，經常容易引起感冒、流鼻水、
咳嗽、發燒。今年的流感高峰期情況亦比往年嚴峻，引起了不少
家長的憂慮，要令小朋友減少感染發病的機會，最重要是
增強身體免疫力，除了注意個人衛生及接種疫苗之外，其實可以
從日常生活飲食中著手，配合適量運動，以及足夠的休息和睡眠
時間。

如何提高小朋友免疫力？
由飲食開始
如果小朋友經常接觸含有添加劑、防腐劑和白糖等成份的食物，他們的免疫力便會開始下降。當對
某些食物過敏時，他們的消化力便會受到影響，從而產生炎症，減低了抵禦病毒和細菌的能力。

＊建議多進食新鮮蔬菜、水果、堅果和豆類，幫助提升免疫力。

保持腸內的益生菌群數量
益生菌幫助消化食物、促進腸道蠕動，亦有抵抗細菌和病毒入侵的能力。當益生菌平衡失調，
抵禦能力便會下降。

＊建議每日吃一杯原味無添加糖乳酪。

幫助平息他們的緊張和焦慮
在現今社會，不少父母都給了小朋友一些無形的壓力，將學習時間表排得密密麻麻，其實在緊張
和焦慮情況下，小朋友的皮質醇和腎上腺素都會上升。當壓力荷爾蒙一直持續在高水平，他們的
免疫能力便會降低。

＊讓小朋友多參與戶外活動，從太陽中吸收維生素D，有助提升鈣的吸收，維持骨骼健康。

確保有充足的睡眠時間
優質的睡眠對小朋友尤其重要，他們需要在黑暗的環境中睡覺才可讓褪黑激素正常分泌，控制
各種生理過程，從而改善睡眠質素、免疫能力等反應。

＊很多研究已證實電子產品會影響睡眠質素，所以睡前必須確保所有電子設備都關掉。

不少家長誤以為多吃一些維他命補充品便能有助增強免疫力，所以會購買各種
補充品給小朋友。但攝取營養的最好途徑是從天然食品，因為它是最易吸收。建
議多選購一些具有抗氧化作用的食物，有助提高人體的免疫系統，如藍莓、
黑巧克力、薑黃、西蘭花、菠菜。另外，小朋友時常下意識模仿任何事情，家長
更應以身作則，建立良好飲食習慣！

凌子欣
科大醫院
營養師

淺談





為甚麼小朋友經常容易患上流感呀？
流感在中醫學中屬於「時行感冒」範疇，起病急，容易引起傳染，以冬春季節
多見。多為急性起病，表現為惡寒、發熱、全身關節痛、頭痛、乏力、可伴有
流涕、流淚、咳嗽、咽痛、胸部不適等症狀。由於小兒的生理病理特點為「臟腑
嬌嫩，形氣未充」及「發病容易，傳變迅速」等，故兒童患上流感的機會較高。

中醫對流感會否分型？
時行感冒因所感病邪不同，可分為風熱、風寒、暑濕等類型。
‧若惡寒重，發熱輕，口不渴，咽喉不紅腫，舌苔薄白，脈浮緊屬 風寒；
‧若惡寒輕，發熱重，口渴，咽喉紅腫疼痛，舌苔薄黃，脈浮數屬 風熱；
‧若見發熱時汗出不暢、身重乏力、胃納差、咽喉紅腫、舌苔白膩、小便黃、
    脈濡數為 暑濕。

在流感痊癒後有什麼食療可調養一下呢？
由於小兒感邪之後最易出現夾驚、夾滯、夾痰的表現。所以湯水多以化痰開胃、
安神定驚為主。感冒痊癒後如見睡眠不寧、驚惕哭鬧、不思飲食等。可用百合10克、
太子參6克、陳皮1小角、小米10克、白米30克煮成粥後，加適量鹽服用。
如厭食明顯者可用太子參6克、陳皮1小角、雞內金10克、小米10克、白米30克
煮成粥後，加適量鹽服用。

中醫有什麼方法可預防流感呢？
1.時行感冒病人應臥床休息，多飲水。此病流行期間應減少集會。
2.保持空氣流通，預防傳染。
3.用杭菊花10克水煎代茶飲服可作預防作用，對於平素體虛兒童可用太子參10克
   及適量冰糖水煎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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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成
科大醫院
中醫生

兒小
流
感

最愛小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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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醫心

在日常生活和體育運動中，常會發生腰、踝、腕等部位的扭傷。在骨科門
診的病人中，不少是這類患者。但在就診前，往往很多病人已作了錯誤的
處理——立即自我熱敷或找人揉掐搓按局部腫痛處。

扭傷發生後，局部軟組織、筋膜、肌肉韌帶、毛細血管等發生破裂，引起
出血和滲液。所以出現瘀腫、疼痛。此時熱敷，必然使傷處出血滲液
增多。如用外力，特別重手法的局部揉 ，必然加重軟組織損傷出血，使
瘀腫更甚。腫脹嚴重者，不僅妨礙組織血供和靜脈回流，而且還會出現
張力性水泡，增加治療困難。

急性扭傷後，應立即進行冷敷。因冷敷能使血管收縮，減輕局部充血，降低
組織溫度，起止痛，退熱作用。具體做法可以用冷水浸濕毛巾、或冰塊、冰水
裝入塑料袋內，局部外敷約半小時，然後到醫院外敷清腫止痛的膏藥。如
雙柏散（側柏葉、黃柏、大黃、薄荷、澤蘭)，抬高制動患肢。休息1至3天，待
腫痛消減後，用理療、熱敷、中藥熏洗，再加上功能鍛煉，直至損傷
愈合，功能恢復。此時熱敷熏洗能改善血液和淋巴循環，有利於血腫和滲出液
的吸收，起到止痛、消腫、解痙，減少粘連和促進癒合的作用。

如果你是一名足球迷的話，就不定會發現，當運動員在球場上因衝撞跌倒
爬不起來的時候，醫生就立即趕上去給傷員用藥劑噴霧傷處局部，片刻運動員
就霍然而起，繼續參加比賽。這是什麼靈丹妙藥？這就是當年最早由上海研制
成功的以氟氯甲烷為主，配合部份芳香中藥的新型冷鎮痛氣霧劑，它比局部
冷敷方法，顯得簡便靈活，收效可靠而迅速，更適用於緊張的運動比賽所產生
的扭挫傷，所以深受運動員的歡迎。

扭傷的正確處理方法 扭傷的正確處理方法是：

李杰能
科大醫院
中醫生熱敷 揉



作為一名「白衣天使」有感

32 33
護理護您

時光荏苒，轉眼之間我加入護理界已有二十載有餘了！憶起當年那個花季

雨季的年紀，自己被那一頂線條優美的燕尾帽，那一身裁剪得體的白裙子

深深地迷倒了，然後就義無反顧地成了一名「白衣天使」！

顧名思義白衣天使是人們對護士的美稱，也是護理界創始人南丁格爾先輩

精神的化身！我們既要傳承著先輩之精神：用自己的愛心、耐心、細心、

同理心和責任心去好好照顧每一位病人。南丁格爾精神不應該只是一句

空話，而是要在我們的工作實踐中進行弘揚。也要秉承《護士守則》之

內容精神。並於同事之間相互學習、相互溝通，規範自己的行為准則，以

積極的人道主義精神來面對自己的工作，以仁心仁術來規範自己的專業

操守，立志為大眾的健康付出自己的最大努力！成為白衣天使最重要的是

要有堅定的信念，以及堅持不懈的心！面對護理專業知識的日新月異，

恒常學習進修加強醫療護理的知識，以鞏固大眾對於護理專業服務的

精益求精。我們作為白衣天使亦要無懼艱辛，無懼挑戰與考驗，穩存

善心，為社群服務，守護市民的健康！

張月冰
科大醫院

血液透析中心
護士

當我是一位初出茅廬的護士學生時，對白衣天使的體會是膚淺的，只局限於

護士的形象外觀。比如：戴著帽子，穿著裙子，跟著老師跑腿子！當我是

一位學有專精，投入社會服務大眾的護士時，對白衣天使的感悟是深刻的，

不僅著迷於護士的形象外觀，而是護士是守護臨床生命健康的戰士。比如：

戴著帽子，穿著裙子，孤身作戰到天明！當我是一位老馬識途，飽經世故

投身護理事業的護士時，對白衣天使的領悟是發人深省的，護士不僅是守護

臨床生命健康的戰士，甚至升格到全球公民、全球護理；為公民未來的需求

重塑護理的國際議程上了。此時的我，依然堅持著初心；戴著帽子、穿著

裙子，領著弟子服務一輩子的白衣天使！



養生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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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靚湯

眾所周知，春季是流感多發的季節，流感即為流行性感冒，它作為一種
傳染性強，傳染速度快的傳染性疾病，可謂是在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
了。發病時其典型表現為畏寒發熱，頭痛身痛、疲勞乏力、食欲減退
等，常伴有咽痛、乾咳，或鼻塞、流涕、胸悶不適等癥狀。身體免疫力
不強的人士很容易在戶外或人多耳雜等地方受到感染，如老人小孩等，
少數成年人也可因過度勞累或不注意飲食作息染上流感。因此，抵禦
流行性感冒首先應注意良好的飲食作息，不過分透支使用自己的身體，
同時也應盡量避免頻繁或長時間處於人群當中。此外，適時飲用強身健體
的湯水也有助於增強抵抗力抵禦流感以及其餘傳染性疾病，下面則給
大家介紹幾款能夠增強機體免疫力的湯水。

功效：補腎益陽強身健體
做法：將鯽魚洗凈，除內臟備用。將
鯽魚放入沙鍋內，加入2升水、蔥白、
生薑片，以及少量料酒和鹽。旺火將
水燒開後，加入肉蓯蓉以及桑寄生，
將2升水煮至4碗水，加入適量鹽調味
後即可食用。

功效：益氣燥濕潤肺利水
做法：將斬成段的排骨綽水後放入鍋
中，先加入薑片大火燒開，然後再放入
淮山、茯苓、黨參，及幾粒花椒，大火
煮開後倒入慢燉鍋，小火慢煲兩小時
左右後即可熄火。

功效：益氣健脾生精益腎
做法：烏雞去除內臟洗凈，連同諸
藥材以水浸洗。水煮沸後將切塊烏
雞連同其他已洗凈的材料一齊放入
燉盅內，隔水燉4小時，下鹽調味即
可。

方志浩
科大醫院
中醫生

增強免疫

肉蓯蓉15g鯽魚1斤

桑寄生15g
蔥白5g

生薑5片

蓯蓉寄生鯽魚湯

淮山排骨湯
排骨半斤

淮山30g
茯苓15g

黨參10g

花椒3g

生姜3片

黃芪烏雞湯

烏雞1只
紅棗15g

淮山20g

黃芪20g

生薑3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