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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完一連串節日的慶祝活動後，

和自己來一場心靈對話。

沉澱、反省、調整步伐，

在這個充滿魔法的季節，

重新出發，活出由內而外的全方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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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的心靈雞湯

一心只做一件事

吃出快樂好心情

從腸計議

春日護膚二三事

清新安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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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健康嗎？

不少人對健康的定義，

總離不開健康的飲食習慣、攝取充足的營養，

還有足夠的運動量。

身體的健康狀況，可以透過檢查後得出的數字量化，

心靈和心理的健康，卻未必可以準確量度，

需要大家親身感受。

內心的聲音，你又有細心聆聽嗎？

都市人越來越重視身體健康，不論是飲食

或運動，也越來越講究，但往往會忽略了

心靈健康也同樣重要。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WHO，1948)的原則，「個人的整體健康

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交三方面的健康狀

態，而不是單純以是否生病作評估」。

不少人對健康的想法存在很大的謬誤，認

為沒有生病就等同健康；但是事實並非如

此，如果一個人的心理狀態不夠健康，即

使體魄強健，也未必稱得上「健康」。

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有著唇齒相依的關

係，兩者互相連繫，同時互相影響。健康

的心靈能夠幫助我們面對壓力、解決難

題，同時與別人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更

重要的是，心理健康也同時影響着生理健

康，擁有健康心理狀態的人，一般患病風

險較低，壽命也較長。相反，沒有健康的

精神狀態，一旦遇上生活中的挫折，未必

能及時釋放壓力，情緒也會因此受影響。

都市人生活節奏急速，每天也面對不同的

壓力，雖說壓力可以轉化成動力，但是

當壓力遇上睡眠不足，再加上食無定時，

不但令身體變差，也會令精神出現繃緊狀

態，影響心理健康。

何謂健康？

心靈健康

根據2021年進行的「全港精神健

康指數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

半受訪者的精神健康指數處於不

合格水平，可見心理健康問題在

香港不容忽視。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一站通 -- 保健及醫療服務網頁、https://shallwetal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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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心理免疫力？雖然沒有明確的方程式，但

是以下一些方法對維持心理健康十分有幫助，一旦

遇上壓力時，也能助你盡快找回好．心情。

千萬不要無視壓力的存在，而是應該找一個適當的

渠道宣洩壓力。每個人也有最適合自己的減壓方

法，放下手提電話，到郊外呼吸新鮮空氣，讓腦袋

放空，令思緒平靜下來。「朋友係要見嘅」，不要

「收埋」自己， 與朋友傾訴，吐走不快。

嘗試新事物，簡單如學習新運動、鑽研一道新菜式

等，可以讓自己不再專注於不順心的事情上。另

外，也可試試培養個人興趣，把注意力寄託在自己

喜歡的事物上，保持心情愉快。

每一件事情都有正反兩面，在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時，可把負面影響放低，先想其帶來的正面幫助。

很多時候，不能改變事情的結果，我們也可以決定

自己的看法，為心靈打氣呢。

每天盡量抽30分鐘做運動；運動時釋放的安多酚，

又稱快樂荷爾蒙，可以讓人產生愉悅與幸福感。養

成運動習慣，不但可以讓自己心情放鬆，更可以鍛

鍊體魄。

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互相影響，健康的身體伴隨著

愉快的好心情，而充足睡眠對身心健康尤其重要。

培養早睡早起的習慣，讓自己一天最少有8小時睡眠

時間。

你健康嗎？

不少人對健康的定義，

總離不開健康的飲食習慣、攝取充足的營養，

還有足夠的運動量。

身體的健康狀況，可以透過檢查後得出的數字量化，

心靈和心理的健康，卻未必可以準確量度，

需要大家親身感受。

內心的聲音，你又有細心聆聽嗎？

好．心情

正視壓力

嘗試新事物

學習正向思考

培養運動習慣

保持充足睡眠

今天起，就從生活開始，聆聽自己的聲音，

享受和家人、朋友相處的美好時光，細味生

活中的小確幸。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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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繁忙、急促的城市裡，

工作或生活上的壓力，

讓人喘不過氣。

我們都需要一個寧靜的空間，

一個屬於自己的獨處時光。

專注在一件事情上，

讓你從繁瑣生活中得到放鬆，重整思緒。

給心靈一幅畫。

繪畫可以減壓？研究發現，藝術創作可以減輕壓力和焦慮。於2016年 

發表於《美國藝術療法協會期刊》上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Drexel 

University創意藝術治療學系教授Girija Kaimal和研究人員量度了39名

健康成年人的皮質醇水平，發現與藝術治療師一起創作的45分鐘內，

參與者的皮質醇水平明顯下降。皮質醇即「壓力荷爾蒙」，在人體受

到壓力時，腎上腺會分泌這種激素，以協助人體應對不同的壓力。這

也代表了進行藝術創作，確實能減低壓力。

科學界亦有一個名詞 —「心流」，它指的是當你全神貫注做一件事情

時所達到的心理狀態，這個時候你會忘記時間、忘記空間，甚至忘了

自己是誰。研究發現，任何類型的藝術創作，如音樂、雕塑、繪畫、

舞蹈等，都有可能讓你進入「心流狀態」，讓你極度專注，忘卻不

快，感到放鬆與愉悅。

Art Therapy藝術減壓

一
只做
一件事

資料來源：晴報、頭條日報、明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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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繞畫Zentangle是近年十分流行的療癒藝術；你只需要

一張紙、一枝Zentangle用的針筆，即使「手殘」也可以

作畫。「禪繞畫」翻譯自英文Zentangle，當中Zen是禪

的音譯，而Tangle是指纏繞式的繪畫方法。Zentangle由

一對美國夫婦Maria Thomas及Rick Roberts創立，丈夫是

位曾修行十多年的僧侶，而妻子則是藝術家；他們相

信「生活是一種藝術形式，每人也是藝術家」，透過

結合禪修與藝術繪畫發展出禪繞畫，希望所有人可以

從創作中療癒心靈。

禪繞畫結合圓點、直線、曲線、球體等簡單元素，以簡潔的圖像作畫。透過一筆一劃，不

斷重複畫著幾個相同的圖案，不用思考下一步該畫甚麼，只需跟從當下的心意，讓心神專

注於紙筆上，達到既放鬆又專注的狀態，並從中得到平靜，釋放壓力。

禪繞強調「無錯誤」，創作時不使用橡皮擦，即使下筆一刻效果不理想，也可以把這些

「錯誤」視為新的開始。在現實生活中，即使遇到不如意的事，也可以有一種新的看法，

而不著眼於當下的成敗得失。

日本和諧粉彩(Pastel Nagomi Art)是一門粉彩指繪

藝術，由日本人細谷典克先生(Hosoya Norikatsu)所

創，並於2003年成立「日本粉彩希望藝術協會」

加以推廣。當中的「Nagomi」正是漢字中的「和」

字，有「和諧」之意。細谷先生希望透過使用粉彩

這種色調較柔和的顏料，配合簡單而獨特的手指繪

畫技巧，創造一種每個人都可以輕易掌握又能令人

感到幸福的藝術。

和諧粉彩不需要任何繪畫經驗，也沒有年齡限制，

你只需要一雙手及簡單工具，配上多變的手指繪畫技巧，便能繪畫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

作品。在主題方面，和諧粉彩大多以情緒、愛情等人生課題為主，也常以大自然景物及四

季為題，鼓勵大家多去觀察世界並作反思。作畫前，可先調整自己的呼吸，再慢慢構想主

題和用色。和諧粉彩強調畫者與內心對話，從構圖和選色開始，讓你可以了解自己當下的

狀態。

鮮花對女性有一種無可抗拒的魅力，一

束鮮花，不但可以帶來愉悅的心情，更

可以減壓。插花是一種令人心情平靜下

來的活動，插花時完全投入其中，透過

視覺、嗅覺、觸覺接觸花，在過程中釋

放壓力，帶來新鮮感。

禪繞畫Zentangle
一筆一劃  壓力鬆綁

帶給人希望的和諧粉彩

插花減壓
取悅自己

photo@www.faber-cast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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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食嘢；唔開心，又食嘢，

經常掛在口邊的Eat Therapy，

真的如此神奇？

吃對快樂食物，

一年365天都有好心情。

香蕉應該是最方便、最便宜的快樂食

物，不少人於運動後也會吃香蕉補充

體力。香蕉含有豐富的維他命B雜、

維他命C和色氨酸，有助增加腦部血

清素的分泌，幫助控制情緒，對改善

睡眠也相當有幫忙。

雞蛋含有豐富的優質蛋白質，一隻

中型雞蛋約含有6克蛋白質。優質蛋

白質是色氨酸的來源，有助身體製

造血清素，對於穩定情緒有很大的

幫助。加上雞蛋飽足感豐富，讓你

元氣滿滿開展新一天。

香蕉 雞蛋

出快樂
好 情



 ALIVE  9

資料來源：Metro Pop、Cosmopolitan、HK01、on.cc網頁

牛奶含有色氨酸，可提升血清

素的濃度，有助穩定情緒及睡

眠。而牛奶的維他命B雜含量

相當豐富，尤其是維他命B6，

有助製造有「快樂荷爾蒙」之

稱的血清素。

三文魚含有豐富的奧米加3脂肪酸、

維他命B6和鎂，有助抑制壓力荷爾

蒙及增加血清素的分泌，穩定情緒，

令人心情愉快。簡單把三文魚煎熟，

便可作為晚餐享用，美味有營養之

餘，亦可減壓。

「食朱古力會令人開心啲」，到底啱

唔啱？研究顯示，黑朱古力可以減低

壓力荷爾蒙，特別是皮質醇。另外，

可可當中的抗氧化劑可保護血管壁，

同時改善血液循環。可可更含有令人

興奮的可可鹼和戀愛荷爾蒙苯乙胺，

令你保持開心的感覺。不過，少食多

滋味，緊記適量進食，以免跌入體重

超標的陷阱。

燕麥、全麥含有色氨酸，有助

身體釋出血清素，穩定情緒；

全穀類食物還富含維他命B，能

讓身體放鬆。全麥麵包屬於高

纖維碳水化合物，可以為腦部

提供醣分、能量及增加血清素

分泌，幫助大腦穩定情緒。此

外，其消化速度較精製糖慢，

有助穩定血糖，避免血糖在餐

後大幅波動而令身體出現疲倦

的情況。

深綠色蔬菜如菠菜、西蘭花、菜

心等，都含有豐富鐵質。鐵質有

助血液帶氧，並促進「快樂荷爾

蒙」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合成，使

人心情放鬆。此外，深綠色蔬菜

中的維他命B雜對於穩定情緒有很

大幫助，如吸收不足，容易使人

疲倦和心情低落。

牛奶

三文魚

黑朱古力

全穀類食物

深綠色蔬菜

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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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維持身體健康，

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

維持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知易行難，

對繁忙的都市人來說更甚，

而很多人更忽略了重要的一點，

原來，腸道也是我們身體的big boss。

對準目標，為自己的健康加油。

面對工作和來自日常生活的壓力，食無定時又缺乏運動，多肉少菜、高油高糖高鹽的飲食習慣，都會

影響腸道菌群平衡和腸道健康。另一方面，你又有否留意，有時候當你感到不安或緊張時，腸胃特別

容易感到不適？當感到壓力或焦慮時，腦部會持續釋放緊張的信號，令腸道受到刺激，腸道的蠕動速

度因而變慢或加速，令你感覺不適。

血清素，又稱「快樂物質」，是幫助人體調節情緒的重要神經傳導物質；有80-90%的血清素更是由

腸道生成的！除了要保持均衡飲食外，亦可以多進食含豐富膳食纖維及乳酸菌的食物，多做運動，有

助保持腸道菌群平衡和腸道健康，同時維持好心情。

腸道健康心情好

計議
從

一般人對腸道的認識，只停留於消化食物、

吸收營養的功能。事實上，腸道在人體的影

響力超乎所想：腸道健康對免疫力、情緒和

壓力管理，都佔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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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強健的免疫系統能保護你免受疾病的煎熬，特別在新

一波疫情來襲時，保持並增強免疫系統的健康顯得尤其重

要。腸道是人體最大的免疫器官，70%的免疫細胞聚集在

腸道。腸道裏的好菌與壞菌也會影響免疫系統；好菌能促

進腸道健康及排便暢順，壞菌則會產生大量有毒物質並

釋放毒素，引發疾病。適當食用對腸道健康的食物和乳酸

菌，可促進腸道菌群平衡，增強腸道免疫力。

海藻類中約有50-85%的纖維屬於水溶

性纖維，能夠促進腸道益菌的生長、

預防壞菌、提高身體的免疫力。

相比白米，糙米蘊含更多維他命、礦

物質及膳食纖維。糙米中的豐富維他

命B雜和維他命E，能促進血液循環，

為腸道輸送能量，更可促進腸道內的

益菌生長，預防便秘。

豆類含有大量的非水溶性膳食纖維，

能夠減少食物在腸道內的停留時間，

預防便秘。黃豆、黑豆等豆類中含有

豐富的卵磷脂，是分解油脂的「高

手」，能夠促進脂肪代謝。

乳酪含豐富的乳酸菌，有效維持腸道菌群的平衡，

形成生物屏障，抑制壞菌對腸道的入侵；乳酸菌還

會產生大量的短鏈脂肪酸，有效促進腸道蠕動，預

防便秘，被譽為是腸道的「添加劑」。

免疫力重地

多吃「好菌」食物

海藻類

糙米

豆類

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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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補充
守護免疫防線
乳酸菌

適當食用乳酸菌，

可強化腸道及免疫系統；

選購乳酸菌時，

可以參考以下挑選優質乳酸菌的準則：

菌株就像乳酸菌的身份證號碼，不同的身份證編號代表不同的功效，選

擇標示出菌株的產品才能了解其功效。

一項就Bifidobacterium lactis HN019進行有關免疫力的臨床研究，透過血

液分析，得出以下結果：

• 免疫細胞數量增加，包括T細胞及自然殺手細胞

• 有助鞏固免疫力

乳酸菌要起作用：功能性菌株、活性和黏附力缺一不

可；建議選擇經科研支持，獲臨床研究證實可促進消

化及免疫力的功能性優質菌株。菌數含量愈多，並不

代表功效越佳，過多的菌量亦只會造成浪費，對健康

沒有額外益處。

• 年長導致消化力減弱的人士

• 保護力下降的4歲以上兒童

• 久坐而缺乏運動，擔心腸道健康的上班一族

功能性菌株

菌數越多越好嗎？

什麼人士
適用乳酸菌？

資料來源：Gill,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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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億乳酸菌 + 維他命C + D + 鋅

•  鞏固免疫力及腸道健康

• 適合三歲及以上兒童

•  提煉自純天然大豆、小麥及豌豆

•  不含乳糖，不含膽固醇及脂肪含量低的優質

蛋白質來源

•  促進新陳代謝、製造抗體，維持健康活力

紐崔萊™強效複合乳酸菌(30/90包)

鞏固免疫力

紐崔萊TM

提升免疫力好幫手

直達腸道

獨家配方

4合1兒童免疫營養素

全植物蛋白質粉

整腸健體

70%的免疫力系統均位於腸道內，腸道菌
群平衡，鞏固腸道健康及免疫力

能抵禦胃酸，保持乳
酸菌活性

蘊含5種經科研實證的菌株，
一包提供63億活菌

黏附於腸道細胞上，
促進腸道菌群平衡，
維持腸道健康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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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細滑，更亮澤，8分鐘煥出專業完美肌膚

去角質 + 補水=
重拾春日美肌

•    8分鐘的護理程序，即可為你締造細緻柔滑的美肌

•    突破性的蕈類酵素能模仿皮膚本身的天然去角質功效，因應肌膚的酸鹼度而自動

調節，是最天然、安全的煥膚之選

•    蘊含由紐崔萊™種植的奇亞籽油，再加入微脂囊保濕屏障，用後肌膚滋潤亮澤

•    每星期使用2次，只需6星期，即讓你擁有細滑、亮澤美肌

護膚二三事
心情好，皮膚好。

不過，有時候皮膚也會鬧情緒，

遇上潮濕且溫差大的春天，

容易令肌膚狀況變得不穩定，

繃緊之餘，同時又感覺油笠笠，

與肌膚「絕配」的護膚產品又突然變得不適合，

到底點先可以「氹」返佢？

雅姿天然酵素煥膚面膜  

適度去角質
天氣回暖，面部的油脂分泌開始增加，加上天氣潮濕，汗水也會增加，容易導致皮

膚堵塞；可以把溫和去角質產品加入日常護膚程序中，每星期使用2次去角質產品，

去除肌膚老廢角質，讓後續使用的護膚品更易被肌膚吸收。

肌膚狀況不理想，問題並不在於護膚產品，而是天氣

的轉變。肌膚會因應天氣的轉變而有所改變，隨著膚

質轉變，我們也要選用不同的護膚產品加以配合，才

能修護肌膚，否則可能產生反效果。

春天應選用保濕功效強的護膚產品，並以液體狀、啫

喱狀和乳液狀的護膚品為佳。過於滋潤的護膚產品不

適用於春天，因為容易造成毛孔閉塞，形成暗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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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保濕護膚方案

保濕是所有護膚方案的重要一環。當肌膚缺乏水分，會加

速暗沉、細紋、粗糙、早衰等跡象的出現。根據雅姿對肌

膚關鍵營養需要的研究結果，以及數十年來在針對保濕及

照顧日常肌膚需要的經驗，雅姿植萃滋養系列保濕護膚方

案能「煞停」因乾燥帶來的衰老變化，24小時源源不絕為

肌膚注入水分，將肌膚狀態提升至極致，只需兩星期即可

展現水潤青春光澤，毋懼季節轉變。

雅姿植萃滋養系列  

更換輕盈的護膚品建議使用之春日組合
當皮脂分泌旺盛，容易令肌膚缺水或導致水油不平衡，

令肌膚變得乾燥。這時候，建議轉用輕盈及蘊含保濕因

子的護膚產品。保濕因子能快速滲透至肌膚底層，同時

加快皮膚表層的新陳代謝，讓肌膚維持在最佳狀態。

為肌膚注入能量

雅姿個人專屬修護精華，運用雅姿獨有

的「能量注入技術」，此為雅姿獨家技

術，為美容界首創。透過結合自然和科

學，為肌膚帶來最佳的修護效果。

個人專屬基底精華液蘊含100%植物注

入萃取水，蘊含最高濃度的5種紐崔萊™

自家種植植物。個人專屬修護精華五款

修護安瓶分別為「保濕」、「提亮」，

「抗皺」、「緊緻」及「淡斑」，選擇

最多三款與基底精華液混合，自由配搭

共25款組合，為你提供個人專屬精華組

合，打造年輕完美肌膚。

個人專屬保濕修護安瓶

個人專屬淡斑修護安瓶

個人專屬提亮修護安瓶

嶄新的水分益生菌技術，保持肌膚狀態，

防止水分流失。挪威峽灣冰川雪水終極保

濕；激活肌膚表面益生菌成分由糖及豆薯

植物汁組成，以刺激β-防禦素。

革命性重點淡斑維他命C技術，修護受色斑及雀斑困擾

的肌膚；星百合有效阻止黑素體轉化成黑色素成分；油

溶性維他命C衍生物有助於抑制導致黑斑的酶。

突破性提亮更新技術，增強透明感，

讓肌膚更明亮。星百合修護肌理，打

造充滿透明質感的亮肌；氨基酸的聚

合物，可刺激皮膚中控制去角質的酶

(SCCE)，支援皮膚代謝週期。

雅姿個人專屬修護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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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愛把安樂窩打造成簡約、

溫暖的北歐風，

營造悠閒慢活的生活步調。

在這個幸福空間內，

除了悉心的佈置外，

室內的空氣質素也不能忽略。

想呼吸尤如置身北歐的清新空氣，

不用10小時的飛行時間，

安坐家中，也能唾手可得。

室內空氣質素對我們的健康和舒適度有

顯著的影響；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時間

我們都身處於室內環境，惡劣的室內空

氣質素可導致身體不適，嚴重者更會出

現頭痛、眼睛痕癢、疲勞等症狀。

世界衛生組織研究顯示，全球每年約有

700萬人因空氣污染而死亡，當中因室

內空氣污染而死亡的人數高達380萬。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研究顯示，室內

的空氣污染比室外嚴重2至5倍，不容忽

視，即使安坐家中亦難以避開致敏原的

影響。

Atmosphere Sky™及Atmosphere Mini™兩款空氣清

新機，切合你的不同需要。兩者均可有效濾除逾

340種污染物，單次濾淨率高達99.99%，並可濾

除小至0.0024微米的顆粒，為安樂窩帶來清新潔

淨的空氣。其中Atmosphere Sky™配備前置濾網、

高效能微粒濾網及活性碳氣味濾網三層濾網，配

備5種風速，擁有超高潔淨空氣濾淨量，適用於面

積高達465平方尺的空間。而Atmosphere Mini™集

前置濾網、高效能微粒濾網及活性碳氣味濾網三

合一功能於一身，配備3種風速及夜間模式，設計

輕巧，易於擺放，適用於200平方尺的空間如睡

房、書房及面積較小的開放式住宅。

室內空氣質素 一大一小 照顧你的不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