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 子 女 生
病，最擔心的

兒童出疹，父母難免憂心。

潘舜邦醫生指出，第五病在社
區中屬常見，有些兒童感染後像
傷風一樣，不一定有紅疹。
▲

年
是父母。三個月前的星
期一早上，張太先為五歲
兒子偉偉向學校請假，然後
帶他到養和醫院門診部求診。
當天她為兒子戴上口罩及穿
上長袖衣服，因為她很擔心，兒
子身上的紅疹可能嚇怕外人。但
顯然偉偉並不喜歡這身裝束，頻
頻想扯脫口罩，張太好不容易才
用手機遊戲令他安靜下來。

雙頰緋紅 似被掌摑
「兒子星期五放學回家後，
晚飯期間我看見他面頰紅紅的，
我以為可能是風癩吧……兒子間
中也會出風癩……
到了翌日，兩頰仍然紅紅
的，而且胸口隱約見到有點紅，
我即時帶他到住所附近見醫生，
檢查後說是過敏，給我一些藥
膏。我回家後照指示幫他塗抹…
…幸好他期間一直精精神神，和
平日一樣，吃過早餐後便開始打
機……」張太向醫生說偉偉的情
況。
然而，塗了兩天藥膏都
不太見效，「風癩」仍未消
失，而且更蔓延至腹、背、

102

2015 07 22

19/7/2015 0:49:53

G621_007.indd 1

療

檔

案

養和
醫

心是感
，最擔
外
苦
中
痛
害。其
會帶來
傷
了
久
除
永
燒，
，由
，帶來
疹、發
五病」
併發症
第
重
兒童出
「
嚴
為
，引致
病症稱
猛病毒
紅疹的
……
現
出
染了兇
林彥博
分擔心
雙頰
十
設計：
童
母
兒
父
張文智
令
令
：
會
就
影
攝
一種
陳旭英
9引發，
撰文：
病毒B1
型
小
細

手、腳等，所以當天一起牀，張
太便決定不要猶豫，打電話通知
學校請假後隨即驅車到養和醫院
求診。
潘醫生聽過張太的描述後，
隨即為偉偉檢查，揭開口罩後見
他雙頰緋紅，像被人掌摑一樣，
身上從胸口到背部，以致手腳都
有一樣的紅疹。紅疹皮膚平伏，
沒有腫起，亦不痕癢。患者皮膚
沒有脫皮、紅疹患處沒有膿疱，
不像水痘；喉嚨沒有紅腫，亦沒
有任何潰瘍，不似是手足口病；

紅彤彤的雙頰，及部分紅疹位置

呈網狀紋，以及之前曾出現感冒

病徵，判斷是常見引發兒童紅疹
的「第五病」。

何謂「第五病」？養和醫院

家庭醫學專科潘舜邦醫生向記者

解釋，第五病是指歷史上第五種

被確認的兒童出疹病症。「第五

病又稱『掌摑病』，因為患者雙

頰的紅疹像被人掌摑一樣，它的

正統醫學名稱是『傳染性紅斑』

），由細
（ Erythema infectiosum
）
小型病毒Ｂ （ B19 Parvovirus
引致。」

潘醫生解釋，由細小型病毒

引發的紅疹不痛不痕，除了

所引致的出疹病症。此病症

玩樂時最容易染到。

公園及兒童樂園一類的公共場所

招。一般兒童在幼稚園中，或到

患者的飛沫或口鼻分泌，因而中

經病毒傳染，傳染途徑是接觸到

Ｂ

間向張太解釋這是由細小型病毒

牀病徵已能診斷。潘醫生第一時

由於病徵明顯，故一般從臨

開似的。

有，部分紅疹位置呈網狀，像散

雙頰明顯的紅疹，身體手腳都

Ｂ

19

另外檢查過耳朵，沒有炎症，聽
過肺部亦見正常。即除了紅疹
外，偉偉沒有其他病徵。

細小型病毒Ｂ 引發
「在出現紅疹前，偉偉有沒
有發生其他事？例如有沒有傷風
或接觸過甚麼？」潘醫生追問。
這時張太才記起，大約一星期前

19

19

偉偉感冒，曾經有微燒，由於情

部分患者的紅斑都會呈現
網狀。

況輕微，她就如平常一樣給他餵
服兒童感冒成藥，兒子很快退
燒，所以她就沒有記在心上。
從表徵看來，偉偉似是過
敏，雖然他曾服過治療感冒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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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但與出疹時間相距很遠，故
相信不是藥物過敏。潘醫生從他

紅斑亦會蔓延至身體、手
部及腳部。

第五病由細小
型病毒B19引起。

其他多種引致皮膚出疹的病症，分別是第一病麻
疹（Measles），第二病猩紅熱（Scarlet fever），第
三病德國麻疹（Rubella），第四病公爵疹（Duke's
disease）及第六病玫瑰疹（Roseola）。

3
2

19

2
B19病毒引起的傳染性紅
斑，患者雙頰會出現像被
掌摑的紅斑。

1
1

▲

MEDICAL & HEALTH

傳染性紅斑（Erythema infectiosum），又名第
五病，是兒童常見的出疹性疾病，於一九七五年被發
現，病原體是人類細小型病毒B19所引起。

第一至第六病

傳染性紅斑之所以被稱為第五病，是由於該病是
歷史上第五種被確認的兒童皮膚出疹性疾病。

▲

潘醫生指出，傳染性紅斑是

分人時間會略長。最重要還是讓

兒童有足夠休息，但不一定要向
學校請假。」

病毒

孕婦感染 小心監察

不過潘醫生提醒，Ｂ

對於某類人士來說會有風險，故

必須留意及小心處理。「如患者

接觸過孕婦，有機會令孕婦受感

染，引致併發症，故我們在診斷

期會查問病童曾否接觸過孕婦。

像偉偉的個案，我第一時間問媽

咪張太是否懷孕，如她沒有抗體

又受感染的話，擔心會影響胎

兒。特別是孕期十二至二十四周

的胎兒，病毒有機會引致胎兒嚴

重貧血。幸好經查詢後，確認張

太沒有懷孕。」潘醫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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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病症 免疫擊退

物治療，潘醫生會向他

簡單的病症，受感染人士透過身

所以當兒童兩頰出現紅疹時，其
們解釋，基本上毋須藥

「這病症傳染力最強是發病

實已經過了傳染期，家長毋須過
物治療，一來病症會自

體的免疫力自然能擊退病毒，故

分擔心。很多時家長會查問是否
行痊癒，二來紅疹不痕

初期，即患者有輕微發燒及有少

不可以上學，怕傳染同學，其實
癢，沒有造成不適，故

父母毋須過分憂慮。不過，在診

這時反而安全，沒有傳染力，當
毋須搽藥膏。部分患者

許流鼻水之時；當患者開始出

然父母如擔心子女休息不足，可
或有輕微痕癢，可以處

症時，家長都會問醫生有沒有藥

以因應情況而暫停上課。」潘醫
方止痕藥膏，「就算是

19

疹，其分泌物便不再具傳染力。

生說。

劑量的過敏藥便能減少

較嚴重的，最多處方輕

故極容易感染。感染病毒後，約

痕癢，但大部分紅疹是

病毒存在於社群，

有四至十四天潛伏期，部分會長

不痕癢的！紅疹平均七

由於Ｂ

達二十日。患者最初的病徵與傷

病徵：第五病是一種主要影響兒童的輕微疾病。患者面
部會出現典型紅疹，面頰呈紅色，像被人打了一
記耳光。紅疹較少在四肢及軀幹出現，並可能略
有微癢。紅疹出現前數日，患者通常會略微發燒
和感到疲倦。紅疹通常會在七至十日內消失。

至十日會自行消退，部

病原體：第五病是由細小病毒B19引致的出疹性疾病，
受感染者只限於人類。

風感冒相似，有輕微發燒，之後
才出疹，以兩頰紅疹最為明顯，

認 識 第 五 病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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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婦及其他免疫力低的人士，若曾與感染細小
病毒B19的患者有近距離接觸，應向醫生求
診，以便進一步治理。

19

所以有不少感染Ｂ

治療：不 需要特定治療，服用退燒藥物可減輕有關症
狀。患者應在家休息，直至完全復原。

案

被發現，以為感染了普通傷風後

潛伏期：四至二十日。

檔

痊癒。

傳播途徑：細小病毒B19主要通過直接接觸呼吸系統分
泌物而傳播。病毒亦可由母親在懷孕期間由
母親傳給胎兒，或通過血液或血液製品傳
播。

療

19

部分高危人士如圖中
的地中海貧血症患者，
如感染B19病毒會進一
步影響造血功能。

•若孕婦感染細小病毒B19，可能會引致胎兒死
亡。該種病毒亦可能引致免疫力低的患者（例
如：愛滋病及白血病患者）出現嚴重貧血。

醫

•如成人患上該種疾病，症狀會更為輕微，可能
只會感到關節疼痛或腫脹。

▲

故
染，
而感
泌物
者分 洗手。
觸患
經接 生，經常
容易
衞
兒童
個人
▲ 持良好的
應保

本身製造紅血球能力有問題，如

重型地中海貧血病人，當他們感

染病毒後可帶來嚴重貧血；另外

是遺傳病鐮刀形細胞貧血症患

者，這病毒會影響患者的製造紅

血球功能，如本身底子差，在雙

重夾擊下可能出現嚴重後果。

抗體，張太是沒有抗體的另一

人、愛滋病患者、接受器官移植

例如癌症病人、接受化療中病

「第二類是免疫力低人士，

半。由於關節痛帶來不適，潘醫

病人。糖尿病人雖然免疫力較

病毒

生處方了止痛藥物。關節痛平均

差，如病情控制良好就相對風險

的話就要特別小

重，引致血壓下降、心臟衰竭

心，因為患者有機會因貧血嚴

又一旦感染Ｂ

低，毋須太擔心。如病情控制差

持續一至三星期，亦有部分會持

料，約有一半成年人有Ｂ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資

在兒童遊樂場的玩樂設施，
很大機會沾滿細菌，父母應提
高警覺，玩樂後應為小朋友徹
底清潔雙手及衣物。
▲

如張太當時懷孕，她需要即
時驗血以確定是否被感染，及通
知婦產科醫生跟進，如一旦感染
就要密切監察，每星期檢查以確

病毒後

保胎兒沒有貧血或心臟衰竭情
況。
而一般成人感染Ｂ

續數個月或以上。

高危人士要小心
成人感染第五病機會相對

雖然第五病病情相對輕微，

等，足以致命。」
沒有造成太大影響。但潘醫生特

但潘醫生希望大眾提高認識，知

外，還有兩類人士屬高危，一是

後會有嚴重併發症。「除了孕婦

而猛搽類固醇藥膏。

道病因，不要誤以為是濕疹一類

別指出少部分病人感染Ｂ

病毒

低，感染後病徵亦輕微，對患者

19

可以完全沒有徵狀，很快靠着身
體的抵抗力擊退病毒。不過張太
數星期後再到養和門診見潘醫
生，她懷疑自己受感染！
「張太說有關節痛楚，雖然

病毒後有機會出現

身上沒有紅疹，但她記得我提及
成人感染Ｂ

關節痛，所以當病徵一出現，她

19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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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便回來求診。」潘醫生說。

▲

MEDICAL & HEALTH

孕婦如感染Ｂ19病
毒，有機會影響胎兒引
致貧血，故一旦感染就
要密切監察。

波波池是其中一個細
菌溫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