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大「平疤貼」國際展奪雙獎
兼具壓力墊矽凝膠貼優點 患者可自己剪裁省時省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應用發明

再揚威國際。針對燒傷病患面對漫長且痛苦

的治療，其間要面對巨大生理和心理壓力，

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教授李曾慧平

設計的「平疤貼」，兼具傳統壓力墊及矽凝

膠貼的優點，做到為疤痕均勻加壓、保濕，

且貼服、舒適、便宜、耐用，可使疤痕色

澤、血管分佈、彈性得到改善，及保持濕

潤，患者可在指導下自己完成剪裁，省時省

成本。此創新設計在今年度的第四十五屆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中，獲特別大獎及評判特別

嘉許金獎。

病人遭遇燒傷、手術創傷會於皮膚造成傷
口，延遲癒合會形成增生性疤痕，使疤

痕增厚、變紅、變硬，並持續多逾一年的時
間，影響外觀，更可致嚴重畸形，從而造成
功能障礙。壓力治療是增生性疤痕的主要無
創治療法，治療師一般會使用壓力衣及用聚
乙烯製造的壓力墊作治療，但易令病人感到
不適，難以持續加壓，且較難覆蓋到關節等
部分，另市面上的矽凝膠產品，則主要用來
保持疤痕濕潤，未有太大去除疤痕功能。

李曾慧平團隊花費兩年半時間設計出創新
的「平疤貼」，結合壓力治療和矽凝膠貼功
能，由矽強化墊及醫療用矽凝膠貼組成。
矽強化墊由矽橡膠製成，其平滑一面貼上
矽凝膠貼，以保持疤痕濕潤，另一面則以
「品形」佈滿矽圓柱體，能輕易地調節以配
合彎曲或平坦的皮膚表面，在彈性繃帶或壓
力衣下平均地加壓。

可用3個月 試用者點讚

「平疤貼」的圓柱體可設計成各種高度和
直徑，矽凝膠也可有不同厚度。較高的圓柱
體可產生較大的弧度，適用於平坦或凹下的
位置。李曾慧平說：「我們通過各種試驗，
綜合出如將『平疤貼』設計成6個特定款
式，最能應對不同類型的燒傷，必要時結合
其他用品，就可以滿足所有傷患需要。」
「平疤貼」能根據疤痕大小和身體輪廓，

輕易裁剪，患者並可學習治療師剪裁成果，
自行完成。相比之下，聚乙烯墊製作需時，

且需要由職業治療師製作。此外「平疤貼」
可使用兩三個月，亦比聚乙烯墊約數星期的
使用時間更長。
研究團隊已對30對患者進行臨床試驗，

其中一位半年前七成皮膚燒傷的香港青年指
出，燒傷後最困擾是疤痕，因疤痕在關節增
生，致使疤痕處常常破損出血，無法獨立生
活；團隊指包括他在內的長期使用「平疤
貼」的病人個案顯示，增生性疤痕及病人生
活質素均有改善。

冀比現時市面產品便宜
李曾慧平表示，此次發明結合基礎、臨床

研究，旨在用便宜和簡單方法幫助到病人。
團隊計劃將產品推出市面，目前正與香港、
內地及海外多間公司洽談，「我們希望產品
能夠比現在市面的產品便宜。」
她又特別提到關注早前香港地鐵縱火案中

被燒傷市民情況，如患者有需要願意免費提
供「平疤貼」支援其復康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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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俊
軒，想和大
家分享一個
有關轉變的
故事。

由小到大已自覺性格較內向、不擅
交際亦很少表達自我，與別人溝通根
本不是我杯茶。中四時成績未能達到
校內標準，母校決定不讓我升讀中
五。那時的我只覺得自己很無用，覺
得自己是「零」。

一聽加班就辭工
在無比徬徨之際，幸得一名熱心
老師介紹，着我報讀三年制的中專
教育文憑課程。但那時我仍不懂吸
取教訓，第三學年時有數科成績不
合格，需於翌年重讀。在那段空檔
時期，我嘗試找工作賺錢，應付日
常開支。
不過，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卻在
短短5小時後告終─或者我是一個
怕蝕底的人，聽到上司叫我加班，
我頓覺壓力很大，便揚長而去。
一次是意外，兩次就應該是現
實。在低谷兩度徘徊，我仍未學
會反思自己的不是，只是陷入那
種顧影自憐的絕望中，覺得自己
做什麼也做不好，覺得自己是較

「零」還差的「負」。

擲飛鏢訓練專注
幸好，我認識了女青的社工，可能

是見到我頹喪的樣子，他鼓勵我到中
心參加從未接觸過的飛鏢活動，說我
可以從中訓練對事物的專注力，於是
我不斷地擲出飛鏢，瞄不了紅心也沒
有放棄，一路擲到今天。
連日的訓練不但提升了我的技術，

也讓我建立了自信，因為我清楚明白
現在能掟中紅心，靠的是努力而不是
運氣。分數多少其實不重要，重要的
是，我對自己的評分不再是負是零。
社工同時又透過不同方法讓我認識

自己：原來我喜歡大自然，不喜歡困
在室內的工作；喜歡操作工具，希望
能依靠自己雙手創造些什麼；我也喜
歡學習，希望工作不要不斷重複。
我慢慢明白當年自己為何如斯衝

動：那時在超級市場當倉務員，於室
內工作，又不斷重複步驟打理貨品，
一不小心做錯事便被上司罵，所以當
他要求我加班時，我情緒便隨即崩潰
而衝動行事。

加班學更多事物
今天，我同樣從事倉務工作，但性

質卻有所不同：我在一福利機構協助
搬運回收玻璃、清洗回收筒及推廣環
保街站，工作與大自然有關，需操作
工具，同時亦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
機構需要加班工作，但我覺得能從

中學到更多事物，亦可幫助同事，故
我能毫不猶豫地主動留下幫手。
我至今已工作了八個月，想來不單

是工作性質吻合個人性格，也因為遇
到了不少願意教導我的同事，令我能
很快融入這個地方。
縱使工作上仍有不少地方未如人

意，但我相信人生就如掟飛鏢般，只

要不放棄不斷嘗試，總會把事情做得
愈來愈好。吁口氣重新瞄準，人生總
有機會能直飛紅心。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有

多些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規劃服務
隊（香港島及離島）的工作體驗及實
習計劃，詳情將於facebook（https://
www.facebook.com/hkywcaclap）內刊
登，大家快點報名參與啦。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

在一次家長活動中，父
母們道出心聲︰
「我希望他將來找到一

份有社會地位的工作，不
會被歧視。」

「我希望他將來找到一份有穩定收入並能養活
自己的工作，可以獨立生活。」
「我希望他將來找到一份受人尊重及被包容的
工作，不會被嫌棄。」
「我希望他將來找到一份自己喜愛的工作，
可以開開心心地生活。」
他們的子女都是有自閉症或同時有專注力不
足及過度活躍症的高中生。
要將來找到一份不被歧視、不被嫌棄，可以
獨立生活又活得開開心心的工作，困難嗎？大
家異口同聲說：「十分困難啊！」究竟他們
面對的困難會是什麼？一位家長酸溜溜地

說：「我們的子女總是比不上別人，他們要花很
長時間才能學會待人處事的技巧。領悟能力又不
足，老闆和同事們哪有耐性去逐一教導他呢？」

助子女了解自己
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的父母，他們的擔憂與無

助事實上比平常的父母多。那些平常習慣「見步
行步」的父母，也要着手協助子女經營他們的人
生。曾遇過一位家長說：「作為家長，我們可以
幫助子女了解自己的性格、能力和興趣。我常常
提醒自己，不要被困難影響，太早斷定子女發展
的可能性。」這位家長不但擁有為人父母的智
慧，而且道出了生涯規劃的精髓。
在一次生涯規劃活動中，跟他們的子女討論理

想職業。學生踴躍分享：「我想做巴士司機」、
「我想做圖書館管理員」、「我想做食物試食
員」……

雖然他們選擇的職業並非大眾認為優秀的職
業，但是他們卻很喜歡，找到努力的方向已屬難
得。他們下一步要了解自身條件及外在要求之間
的協調和配合，只要按部就班，加上認真投入，
哪有做不到的事情？

將來有無限可能
這群年輕人跟他們的父母成了強烈的對比，父

母對子女的將來常常自設限制。相反，年輕人只
要有理想，他們相信自己可以衝破限制。
究竟這些自設限制，會否使他們不知不覺放棄

自己原來的理想？生涯規劃不是一成不變的計劃
藍圖，不能單以達到目標為成功的標準，而是循
環不息的自我認知與自我探索的過程。將來—充
滿無限可能。

■註冊社工 陳靜霞姑娘
香港家庭福利會

很多未來學家都預言，未來
的人類一生起碼要轉七份工，
正如我們經常強調規劃自己的
生涯不是一成不變，也不是一生
都只能跟足一條軌跡而行。人生
中每每遇上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左右我們的生涯規劃（「左右」
一詞絕非貶意，而是深切的感
受），讓我們有再次思考自身未
來 方 向 的 機 會 （Second Ca-
reer）。透過以下筆者兩位舊生的
例子，希望帶出「破除偏見」在生
涯規劃路上的重要性。

初中畢業 終成機師
同學A自小已不愛讀書，只愛吃喝

玩樂，罰企多過吃飯，所以初中畢業
後便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工作。然而天
生我才必有用，同學A的專長是拉丁
舞蹈，甚至曾代表香港跳出國際舞
台，獲獎無數，並在20出頭便受邀成
為某舞蹈學校的校長，作育英才，這在
很多人眼中已是難能可貴。

然而，這只是同學A的人生上半場。某天他母親
看到美國有航空訓練課程後便說：「仔呀，跳舞不
能跳一世，不如轉行『揸』飛機。」同學A一邊笑
母親誇張，一邊真的考慮母親的建議。最後經歷多
重面試、訓練及考試後，他終於成為一位民航機
師。曾詢問他如何克服深奧的英文及難懂的數學時，
他只輕描淡寫地說出三個字：「唔輸得。」

獨自留港 發現強項
同學B自小品學兼優，是模範生的典範，然而中學
最後一年時全家決定移民美國，但他卻選擇獨留在港
生活，家庭的突變加上年少輕狂的戀愛，結果聯招放榜
後名落孫山。由於失去經濟支持，他唯有當個普通的保
險經紀，經歷十數寒暑後再次見面，原來他經歷幾份不
同的工作後，最後發覺市場推廣才是他的強項，現在他
已是一間大型連鎖玩具文具店的總市場推廣經理。
當詢問他中學畢業後可有修讀相關的課程時，他不好

意思地道：「沒有呀，只是靠一直以來的工作經驗及人際
網絡。」
正所謂英雄莫問出處，作為升學輔導老師的我們是否也
受現今「求學只是求分數」、「文憑社會」及「細個唔讀
書，大個做運輸」的觀念所影響？當我嘗試邀請上述兩位
舊生回校跟師弟妹分享時，他們均異口同聲地婉拒，說成
績不好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師弟妹），
可知那成績就是一切、就是成敗的觀念
於香港實在根深蒂固。期望我們由自己
做起，放下自己的有色眼鏡，「俯首甘
為孺子牛」，盡力服侍有不同需要，卻
又充滿潛能的年輕一代。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幹事 陳偉文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不被困難影響 避免斷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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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準紅心 尋找自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政府近
年致力推動國際學校發展，希望能滿足在港
居住或工作的非本地家庭的子女教育需求。
不過，部分國際學校卻取錄了較大比重的本
港學生，令人關注增加國際學校學額是否能

達到原有目標。
教育局表示，今學年有12所國際學校有

獲政府分配空置校舍或全新土地，其收生均
受到規限，非本地生需至少佔50%至85%不
等；惟其中一所去年開辦的學校未符規定，

局方已提醒該校來年收生時需留意，並會繼
續密切監察情況。
近年政府向 9所國際學校分配空置校

舍，另3所則分配全新土地作發展之用，
署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書面回覆立法
會質詢時指，有關學校均有與政府簽訂服
務合約，其取錄非本地生規限於 50%至
85%不等。

另外，局方亦針對英基學校協會14所國
際校，在商討逐步取消經常性資助的安排
時，提醒其需要維持最少70%為非本地學
生。
他表示，上述學校中除一間剛於去年開辦
的新校外，其餘均符合相關規定，局方會跟
進及密切監察該校情況。如有學校違反服務
合約的規定，局方有權終止合約或拒絕續

約，甚至收回有關空置校舍或土地。
至於沒有申請空置校舍或土地的國際學

校，教育局指有關辦學團體除需先註冊為私
立學校外，亦要再向學校申請註冊成為「國
際學校」，否則不能稱為「國際學校」。
局方會檢視有關學校有否分配最少70%學

額予非本地生、辦學往績、財務計劃等資
料，才考慮批准有關申請。

教局：國際校港生比例受規限

■■六款適合不同類型燒傷患者六款適合不同類型燒傷患者
的的「「平疤貼平疤貼」。」。 柴婧柴婧 攝攝

■■李曾慧平發明的李曾慧平發明的「「平疤貼平疤貼」」在日在日
內瓦國際發明展中獲獎內瓦國際發明展中獲獎。。校方供圖校方供圖

■■飛鏢活動可訓練專注力飛鏢活動可訓練專注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