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直擊
•

水銀是有毒的，但水銀中毒在香港並不普遍

•

絶大部分水銀中毒個案與使用含水銀的美顏產品有關

•

本港水銀中毒事故很少涉及其他水銀的來源

水銀中毒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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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壤中的化學物。它有三種存在形態，分別
是元素(金屬)汞、無機汞化合物及有機汞化合
物。水銀是有毒的，假如我們攝取一定數量的
水銀，並讓其積聚於體內，有可能引致水銀中
毒。

接觸到水銀的來源有多種，主要包括：
•

進食受水銀污染的食物(特別是受污染的捕獵性魚類) ；

•

在職業環境中接觸水銀，包括生產含水銀的儀器(例如：
恆溫裝置、溫度計及血壓計等)的工作，以及在補牙過程
中不適當使用汞合金填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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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意外弄破含水銀的溫度計、血壓計、恆溫裝置或光管、慳電膽等，而吸入氣化
汞；以及

•

使用一些受水銀污染的物品，包括美顏產品。

這篇文章將會討論市民較有機會在非職業環境中接觸到水銀的情況。

美顏產品引致的水銀中毒
數據資料
自 2007 年 1 月至 2009 年 10 月， 衞生署收到 11 宗水銀中毒個案(2007 年 4 宗、2008 年 4
宗及截至 2009 年 10 月 3 宗)。除了一宗個案與健康產品有關外，其餘全部涉及使用含水銀的美顏產
品，所有美顏產品個案的病人均為女性，年齡介乎 26 至 58 歲。
在 10 個美顏產品相關個案中，所有人均出現身體（包括四肢、軀幹和／或面部等）水腫的徵
狀。其中 2 人出現神經系統徵狀，例如麻木和震顫。其中 7 人需要留院治療，其後均已出院，而另外
3 人只需要在專科診所或急症室接受治療。調查後發現 4 名病人經香港的朋友獲得有關產品，3 人購
自本地的商店，2 人購自海外國家，1 宗個案的產品來源不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標準之化妝品衛生標準的規定，化妝品的水銀濃度上限為百萬分之一。 這些涉及中毒個案的產
品中，水銀含量範圍由百萬分之 2 至超過百萬分之 40 000，即是這些產品的水銀含量超標約 1 至逾
40 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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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銀中毒的徵狀
水銀中毒可分為急性和慢性兩種，並有不同的徵狀。
急性中毒
急性中毒可由吸入濃縮氣化的元素汞造成，或意外呑下有機水銀或其化合物
例如誤服紅汞，一種家用的消毒藥水引起。由於水銀具有腐蝕性，可引致喉嚨痛。
其他徵狀包括胸部不適、呼吸急促、咳嗽、噁心、嘔吐、腹痛、腹瀉和腎損害。神
經系統徵狀包括頭痛、視覺障礙、喪失記憶和認知功能受損。接觸高濃度的水銀可導致死亡。急性中
毒個案在香港很少發生。
慢性中毒
慢性中毒可影響神經系統，徵狀包括麻木和觸覺、視覺、聽覺和味覺逐步減退。此外記憶和平
衡力衰退、失眠、手震、人格改變、幻覺，以及注意力和認知能力下降等亦是常見的徵狀。腎臓亦可
能受損， 可導致全身或下肢腫脹。慢性中毒多數由於長期接
觸含高水銀水平的產品引起，而本地水銀中毒個案主要與使
用含無機汞的美顏產品有關。

實驗室化驗
一般情況下， 血／尿水銀水平是作
為檢測曾接觸水銀的指標。 一個水銀中毒
的人通常會出現前文所述的徵狀，以及相應高水平的血液或尿液水銀含
量。很多時候，病人都能陳述接觸水銀的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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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頭髮易受污染，而且檢測的敏感性和特異性不高 1，利用頭髮檢測水銀含量不是一個準確
評估體內水銀含量的方法。其次，頭髮分析缺少標準的方法和程序，而且頭髮的化驗結果與血液及其
他指定組織的水銀含量並未有對照水平 2。因此，不建議使用頭髮的礦物質分析作為篩查水銀中毒的
方法 3。

中毒處理
有明確接觸水銀記錄及／或出現水銀中毒徵狀的人，必須接受醫
學檢查和在需要時進行治療。 一旦確認水銀的來源， 最重要的就是隔離
和移走來源，避免進一步接觸。對於血／尿中驗出高水銀含量並有水銀中毒徵狀的病人， 經徹底調
查和評估後可考慮給予治療。 使用螯合劑治療可能會出現副作用，包括腸胃不適、皮疹、嗜睡和頭
暈、白血球過少和腎／肝功能損害等。 螯合療法是利用化合物清除人體內重金屬的一種方法。如果
出現血／尿水銀水平上升及吻合的中毒徵狀和特定器官中毒的情況，可給予螯合療法。一般情況下，
有慢性徵狀和很久以前接觸過水銀， 以及／或尿水銀水平沒有升高的病人不建議接受螯合療法。

使用美顏產品須知
市民應注意：

頁4

1.

應在有信譽的商店購買護膚品和化妝品(特別是那些聲稱有美白功效的產品)。

2.

按照衞生署和海關的呼籲，停止使用可能含有過量水銀的可疑產品。

3.

若發現水銀中毒的徵狀，市民應立即求醫及停止使用有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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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接觸水銀的例子
水銀是普遍存在於四周環境，包括土壤，但水平通常很低，對人體健康不構成危險。以下簡
單陳述美顏產品以外的水銀接觸例子。

1. 打破含有元素汞的儀器所引致的接觸
甲. 水銀溫度計
2006 年 1 月至 2009 年 10 月，從 6 間主要公立醫院急症室的記錄顯示，有 7 宗打
破水銀溫度計的個案。 受影響的病人是年齡介乎 4 至 11 歲的兒童，他們是意外打破水銀
溫度計後接觸到水銀的。其中 3 人經 X 光檢查後證實吞下漏出的水銀。所有病人都沒有徵
狀並於觀察後出院。事實上，根據記錄近年來並沒有因接觸來自破碎的水銀溫度計而引致
水銀中毒的證實個案。
當含有水銀的溫度計破裂後，流出的液體狀水銀可能蒸發成為有毒氣體狀態的水
銀，因此需要注意通風及小心處理碎片和清理洩漏的水銀。但事實上溫度計中的水銀含量
非常小；至於其他含汞儀器包括血壓計和恆溫裝置等，由於所含的水銀較多，因此應特別
小心處理。市民可考慮使用不含水銀的代替物品如紅外線温度計等以減少接觸水銀的機會
4。

乙. 光管／慳電膽
含水銀的照明裝置如光管／慳電膽只含少量水銀。然而，打破了的光管／慳電膽
如不妥善處理， 仍會對健康構成潛在的風險。市民應注意通風和妥善處理碎片以減低對
健康構成的威脅。為了保護環境和公眾健康，使用過的照明裝置應妥為回收。自 2006 年
1 月至 2009 年 10 月，6 間主要公立醫院急症室未有發現因破碎的光管／慳電膽而引致水
銀中毒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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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打破了含水銀的裝置，應怎樣做？

洩漏液體水銀：
應馬上打開窗戶讓其通風。在開始清理前先離開房間
至少15分鐘。清理時應戴上橡膠或塑料手套，然後小心收拾
碎玻玻璃，並將碎片放進塑料袋或容器。此外，用薄的卡片
及空塑料瓶收集漏出的水銀。清理後，立即將所有受污染的物品放進室外的垃圾容
器並洗手。最後，保持房間通風良好，例如在清理後打開窗戶最少24小時5。

水銀洩漏絶不能用吸塵器清理。因為使用吸塵器會使水銀揮發，並增加吸入
氣化水銀的風險。

打破光管／慳電膽：
處理打破光管／慳電膽的做法與處理液體水銀洩漏相似，應馬上打開窗戶讓
其通風，在開始清理前先離開房間至少15分鐘。清理時應戴上橡膠或塑料手套。用
硬紙板小心鏟起玻璃碎片並把他們放在一個密封的容器或塑料袋內。用即棄的濕紙
巾擦乾淨附近範圍，然後把濕紙巾放在密封的容器或塑料袋內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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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進食魚類和魚類產品而接觸水銀
人類食物中的水銀主要來自魚類。甲基汞是最常見的有機汞形態，容易由微生物通過食
物鏈傳到較大型生物。它在魚的組織中與蛋白質緊密結合。在魚中的甲基汞水平，取決於魚的品
種、生活環境、餵養方式和年齡。生存時間越長和位於食物鏈頂部的魚，包括大型捕獵性魚類，
往往積累較多的水銀。

劍魚

長鰭金槍魚

相片由 Pedro Niny Duarte(c)

相片由漁農自然護理署提供

ImagDOP 提供

金目鯛
相片由食物環境衞生署提供

暫定每周可容忍攝入量是指人於一生中每周可攝取某一污染物而不致構成可鑑定風險的
分量。甲基汞的暫定每週可容許攝入量為 1.6 微克／千克體重。由於暫定每周可容忍攝入量的重
點在於終生攝取，只要長期平均攝入量不超出建議分量，即使偶然短期攝入量超過暫定每周可容
忍攝入量，也不會影響健康。(詳情請參閱食物安全中心網站 6 7)
本地有研究顯示， 在香港出售的魚大多數含有相對較低水平的甲基汞， 但一小部分含量
較高［如金目鯛和某些品種吞拿魚（金槍魚）］。根據外國的研究報告顯示，某些捕獵性魚類為
高水銀含量的魚，如鯊魚、劍魚和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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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的結果亦顯示，估計人均攝取甲基汞的含量是低於每週可容許攝入量，因此一
般吃魚人士沒有出現主要的中毒徵狀。對於吃魚較多的人士，從食物攝取的甲基汞估計可能會
超過可容許攝入量，因此不能排除他們有不良反應的風險。然而，根據衞生防護中心的記錄，
並沒有直接因進食魚類而引致水銀中毒的證實個案。但是，由於接觸高水平的汞可能會對神經
系統造成不良影響，尤其是正在發育的腦部，因此，孕婦、哺乳期婦女、幼童和嬰兒應避免進
食高水銀含量的捕獵性魚類。

在飲食上如何避免攝取高含量水銀？
市民應注意：
1.

保持均衡的飲食，避免過分偏食一些可能受污染的食物。

2.

進食適量的魚，因為魚是一個很好的優質蛋白質、歐米加- 3脂肪酸來源，
飽和脂肪含量亦低。 這些營養物質可以促進心臟健康，有助兒童的健康成
長和發展。

3.

由於可能含有高濃度的汞，應避免進食過量的捕獵性魚類(如鯊魚、吞拿
魚、金槍魚、旗魚和劍魚)，特別是嬰兒、幼兒和孕婦或哺乳期婦女。

資料來源：食物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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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10 月， 一名 17 歲少女服食名為“Show Party 瘦
身派＂的減肥產品後出現急性精神病徵狀，包括情緒紊亂、妄想、
幻覺、自殺念頭及自殘行為。該產品被發現含有沒有標明的西藥
成分西布曲明。
從 2007 年 1 月到 2009 年 10 月期間，所有呈報衞生防護中心與含有西布曲明的減肥產
品有關的個案中， 近半數的病人出現精神異常的徵狀， 這些病人中有超過半數是年齡介乎
15 至 20 歲。至於產品的來源，一半是通過互聯網購買，其餘是從朋友，或從本地／海外的
商店購買。
西布曲明是用於壓抑食慾的西藥。其副作用包括引致血壓上升、心跳加劇、精神異常，
以及有可能引致癲癇。有心臟病的人士不應服用。含有西布曲明的產品必須註冊才可在香港
出售，並要在醫生處方及在藥劑師監督下才可給有需要人士配發。
健康資訊： 市民要控制體重，應注意均衡飲食及進行適量運動。在服用藥物減低體重前，必
須先諮詢醫護人員的專業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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