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的 Solomon
是澳門大
學生，修讀人文藝術。
鈞說，眼睛感染是常見眼疾，一

說。
Solomon
養和醫院眼科專科醫生鄭澤

二
他在兩年前經歷一場角膜潰瘍風
般在家庭醫生層面已能處理，但

專科醫生的，都是較嚴重個案。

當情況持續、沒有改善而見眼科

暴，左眼險失明。
「我最初只是感到左眼痕癢
及眼白變紅，沒有甚麼痛楚。已

感染，給我處方抗生素眼藥水；
紅、視物模糊；通常是有特別原

鈞醫生說，患者會感到眼痛、眼

角膜感染有甚麼病徵？鄭澤

我依指示用藥，以為就要康復
因引發的。

立即求醫，醫生檢查後說是細菌

時，突然又變差。於是到香港養

「角膜天生有自我保護機

▲長時間佩戴隱形眼鏡會令角膜缺
氧，降低其抵抗力。

染；擦損成因包括異物進入眼

睛、長時間佩戴隱形眼鏡、戴隱

形眼鏡睡覺，或戴着隱形眼鏡游

泳等，都有機會讓細菌入侵。」
鄭醫生說。

戴隱形眼鏡屬高危

與隱形眼鏡有關的角膜潰瘍

角膜感染病徵包括眼紅、
眼痛、怕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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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求醫，經眼科鄭醫生檢查後，

▲

鄭澤鈞醫生說，年輕人士角膜潰瘍個案，
大多與佩戴隱形眼鏡有關。

制，通常擦損才會容易受到感

撰文：陳旭英

設計：楊存孝

懷 疑 是 阿 米 巴 變 形 蟲 入 眼 …… 」

角膜潰瘍是常見眼科疾病，患者
會因眼不適而求醫。但有部分個案因
徵狀較輕微而令患者掉以輕心，延誤
求醫；亦有部分感染個案在一日內
蝕穿角膜，有致盲危機……而角
膜潰瘍高風險一族，原來是戴隱
形眼鏡人士……

療

檔

案

養和
醫

不同形態的阿米巴變形蟲。

▲

▲

阿米巴變形蟲

成感染；如果沒有戴隱形眼鏡，
當有細菌進入時，眼睛自然會分
泌淚水，有機會沖走細菌。」鄭
醫生說。

▲

感染患者比例較低。而年輕患者

是 年 輕 人 士 ， 六 十 、七 十 歲 角 膜

染患者比例，大約三分之二患者

損破會感到十分刺痛，痛楚會促

不多，因為當揉擦眼睛致眼角膜

角膜受損嗎？鄭醫生說，這情況

有些人喜歡揉眼睛，會引致

感染位置呈花白

佩戴隱形眼鏡比率高， 十個角膜

使患者立即見醫生、即時接受治
療例如滴用抗生素眼藥水。

長，令角膜變得脆弱，角膜愈脆

氧，佩戴愈長時間，缺氧時間愈

適，都會即時見醫生，即

傷角膜後患者感到十分不

亦是常見的事，但因為割

至於被鋒利的紙割傷角膜，

弱會愈容易受傷。一些專供晚上

時獲處方抗生素藥水，故
演變成慢性感染的機會較

如果兩個人角膜同時受損，長時

戴隱形眼鏡，當有異物進

故正常人士，沒有佩

低。

間佩戴隱形眼鏡人士的感染風險

我保護機制，分泌淚水沖

入眼睛時，眼睛會啟動自
同時因為佩戴隱形眼鏡，細

走異物，感染風險自然不

較高，因為他角膜抵抗力較差。

「角膜有充足氧分非常重要，

瘍風險增加。

佩戴的隱形眼鏡，亦會令角膜潰

佩戴隱形眼鏡會令眼球缺

眼鏡。」鄭醫生說。

潰瘍患者中，有九個都是戴隱形

患者，都是較年輕的。「角膜感

綠膿桿菌

菌容易困在隱形眼鏡下，容易造

▲

高。但長期佩戴隱形眼鏡人士，

卻失去這保護機制。故鄭醫生特

別提醒佩帶隱形眼鏡人士，萬一

有異物入眼，一定要小心處理。

受感染後來求醫人士，通常

情況嚴重嗎？鄭醫生說，患者通

常有眼紅、眼痛、視物模糊三個

徵狀，同時會怕光，臨牀檢查時

會見到角膜已經有一片呈花白，
阻礙患者視物。

「如果這位置位於角膜中

央，就算範圍細小，已經會大大

影響視力。如果花白位置在角

膜邊緣的話，患者不易察覺

視力受阻，很多時會延誤求

醫，當受影響位置愈來愈大

時，患者才感覺到問題然後求
醫。」鄭醫生說。

像

角膜感染期間沒
Solomon

誤求醫。」

失，在這情況下病人往往就會延

再戴隱形眼鏡時，痛感減退或消

鏡之後，會感覺痛楚。但當翌日

少；雖然患者在晚上脫下隱形眼

口，所以患者的痛楚感覺亦較

鏡蓋住眼球，眨眼是不會刮到傷

這類角膜感染，由於隱形眼

廿四小時溶解角膜

有七百度近視的Solomon，本希望
透過矯視隱形眼鏡減近視，結果因處
理不當引起嚴重角膜感染。
▲鄭澤鈞醫生透過儀器為病人檢查角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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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 HEALTH

Solomon見鄭醫生
時，左眼已經因嚴重
感染而變白。

感到特別痛楚，只感到眼澀、像
患者會盲，故會考慮做手術將角

眼鏡未丟棄，會將隱形眼鏡一併

鄭醫生說，治療角膜感染爭

送往化驗。

感染。角膜由眼庫提供，一般

分奪秒，故醫生會將角膜潰瘍樣

膜取出，換上臨時角膜，以控制

鄭醫生說，通常患者在角膜
二十四小時內要進行手術。而這

種菌需時二至七天，當有結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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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異物似的。

細菌繁殖至一定程度，眼睛明顯

組別；當分辨到組別後，眼科醫

本放在顯微鏡下觀察，分辨細菌

庫存貨，質素一般不會太高。」

些緊急情況下使用的角膜，屬眼

下，一般會延誤了一至兩天的治

生由此初步掌握某類抗生素有

效，會即時處方藥物，同一時間

如果情況非緊急，眼科醫生

果後就能確定現時的藥物是否有

等候化驗及種菌結果。

會在顯微鏡下取走部分感染角膜

效，如果細菌具抗藥性的話，就

藥水一至兩個月。如果受阿米巴

燃，故病人需要繼續用抗生素眼

停藥，因為細菌有機會死灰復

醫生說即使傷口癒合亦不能立即

傷口癒合大約需要兩星期。但鄭

病人的角膜感染情況開始好轉，

通常接受治療兩至三天後，

水。」鄭醫生說。

療，由醫護人員定時滴眼藥

到，所以會安排患者住院接受治

患者無法安睡，自己無法做得

次，即是要通宵不停滴眼藥水。

每半小時滴一次，每天滴四十八

病人，需要密集式滴用眼藥水，

位置及其大小；角膜嚴重感染的

「痊癒速度需要視乎受影響

藥水。

會盡快用適合的有效的抗生素眼

組織送往化驗，如果患者的隱形

密集式滴用眼藥水

鄭醫生說。

染，影響視力的速度會很快，可
能一日之間已經發展得很嚴重。
嚴重個案會否有特殊原因，例
如細菌特別惡？鄭醫生說，的確有
些細菌蔓延速度極快，二十四小時
就可溶解角膜；而阿米巴變形蟲及
真菌類感染，由於繁殖速度慢，不
會引起太大刺激，故不會令患者眼
球感到太痛，亦不會太紅，感染會
被長時間拖延，期間患者只會感到
輕微不適。
角膜潰瘍患者求醫時，鄭醫
生會先檢查視力，確定視力受損
情況，然後會透過眼科儀器檢查
清楚角膜受影響程度，包括量度
受感染位置的表面範圍，然後評
估深度，這兩項數據非常重要。
前者可以幫助醫生了解病人在用
藥後的康復情況，後者可以幫助
醫生評估患者的角膜會否在短時
間內穿破。
「如果患者的角膜會在短時
間內穿破，細菌會入侵眼球內，

嚴重角膜潰瘍病人，可能
需要進行角膜移植。

療期。位於角膜中央位置的感

感覺痛楚，才會求醫。在這情況

▲

檔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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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可以分層
置換角膜，減低
排斥機會。

療

案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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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蟲或真菌感染，療程就要長
達三至六個月。

感染角膜細菌常
見 有 綠 膿 桿 菌
），
（ pseudomonas
通常存在於隱形眼
鏡，佔九成以上個
感染
案。像 Solomon
阿米巴變形蟲，近年
屬罕見。「到養和求
醫時，鄭醫生從徵狀判
斷，亦懷疑是阿米巴變形
蟲，但在潰瘍組織化驗卻沒發現

色的位置會結疤，結疤後會變

後會回復透明嗎？鄭醫生說，白

角膜潰瘍位置變白，當痊癒

完全痊癒時，情況又變差。當時

S o l o m o角
n 膜潰瘍狀況持續好
轉，然而到後期，尚有兩三成就

對阿米巴變形蟲的藥物治療後，

說。
變形蟲……」 Solomon
雖然如此，鄭醫生在處方針

灰，故日後視力都會受影響；如

鄭醫生懷疑是阿米巴變形蟲出現

阿米巴加真菌感染

果受影響位置在中央，最後需要

抗藥性，還是有其他細菌，其後
追查到他皮膚有真菌感

進行角膜移植手術。
「嚴重角膜感染患者，並需

染，懷疑角膜也有真
菌，故處方了抗真菌眼

入院治療的，大約有一半最後要
做角膜移植。」鄭醫生說。

入侵至最深兩層，如果受損在表

表面三層的機會較高，較少機會

低風險。「角膜分為五層，感染

斥，近年可以分層移植角膜，減

定後接受角膜移植手

續滴眼藥水，待情況穩

住院一個
Solomon
月後終康復，但仍要繼

來。

藥水，他就漸漸好起

面，可能只是需要移植表面的數

昔日移稙角膜有機會引致排

層。如果感染深入至最底層，就

說，現時
術 。 Solomon
左眼像有一層薄膜擋
要移植全片角膜。」

另外佩戴隱形眼鏡到海灘游泳，海
灘有變形蟲，亦是一個常見感染途徑；
而泳池水因為加入氯氣殺菌，感染風
險不高，但泳池邊的水喉水有時都會
引致角膜感染。

事。」

視隱形眼鏡，沒料到因此而出

角膜未穩定，故醫生建議我戴矯

視，但當年我年輕，才十八歲，

度近視，雖然知道可以做激光矯

佩戴矯視隱形眼鏡，「我有七百

角膜潰瘍，原來是他晚上睡覺時

至於為何會發生這次嚴重的

住，視物不及以前清晰。

昔日很多阿米巴變形蟲感染角膜個案，
鄭澤鈞醫生解釋當中原因：「昔日的隱形眼
鏡用家，使用鹽餅及水喉水混合調成隱形
眼鏡藥水，用來沖洗或儲存隱形眼鏡，並
非無菌生理鹽水，所以發生很多阿米巴變
形蟲入眼個案。」

為了確保能正確解讀驗身報告的結
果，最好由醫生分析和解說，才可以保
證結果可以轉化為正確的健康訊息，切
勿自行解讀以免錯判健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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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單細胞原生動物，僅由一個
細胞構成，可以根據需要改變體形，存
在於清水池塘、水流緩慢藻類較多的淺水
中，以及在泥土中，亦可寄生在其他生物
裏面。
▲Solomon經治療後已復元，但目前
左眼親物像有一層膜擋住。

▲種菌需時二至七天，部分生
長慢的可能要更長時間。

到沙灘游泳如沒有做足保護眼睛措施，有機會
感染細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