療

▲

五

十四歲的郭女士是糖尿

病人，一直由政府診所

醫生跟進，由於患病年期長，口

服藥物已無法控制病情，需要注

射胰島素控制血糖。而一般小問

題，她會到工作地點附近的

養和醫院門診部求診。

去年夏天，她一拐

一拐地到養和醫院求

醫，向接見的傅醫生

表示左腳腫及痛。

「醫生，我這陣子左

腳又腫又痛，久久未

癒，你看看我是甚麼問
題……」她說。

傅醫生請她脫去鞋子檢視她

左腳，發現腳面前端近腳趾位

置紅腫，並有灼熱情況，明顯

發炎；再細心檢查腳趾與腳趾

間的皮膚，已經脫皮及滲液。

傅醫生問她這情況出現多久？郭

女士說：「一向是這樣啦，我以

為正常，沒有太為意。醫生你都

知我任職茶水部，經常站立，腳

皮常脫，長久以來都這樣，都慣
了……」

傅醫生在詳細檢查後向她

說：「趾間脫皮、滲液，這是香

港腳徵狀，你何時出現這些徵

狀，代表從那時開始已經患香港

66

2018 10 03

29/9/2018 19:50:06

G788_ADW.indd 1

設計：林彥博
撰文：陳旭英

檔

案

養和
醫

香港腳明顯病徵是腳趾罅痕癢難擋。

對於「香港腳」這三個
字，香港人從小聽到大，到底甚麼是
「香港腳」？「香港腳」是香港獨有的
嗎？職業司機「香港腳」發作時會釀成交通意
外嗎？「香港腳」很難治癒的嗎？

傅邦彥醫生說香港腳患者
以男士居多，但女性患者較
願意求醫。

MEDICAL & HEALTH

又腫又痛，這類屬繼發性細菌感

腳，現在有細菌入侵致腳面又紅

些糖尿病人，亦可能因足底感染

皮，不斷脫皮，就是這一類。有

呈黃色，皮膚粗糙，足底全是硬

真菌感染引致腳癬，真菌從

染，變成蜂窩組織炎了，情況也

生素及處理香港腳藥膏及藥水，
何而來？「真菌是其中一種可引

而出現上述病徵。」傅醫生說。

定期用藥，並謹記要保持足部乾

致腳癬的細菌，存在於周遭環

相當嚴重了，我給你處方口服抗

爽！」傅醫生向她說。

境，而香港氣候又濕又熱，有利
真菌生長，故常見感染。」傅醫
生說。

▲

患者常用手抓癢，有機會將
真菌傳染到身體其他位置。

香港腳亦有機會令腳底厚皮
及脫皮。

染機會高。年輕人士常見感染香

例如赤腳進出泳池及更衣室，感

第四是經常出入高危環境，

壓免疫力藥物人士。

士、接受化療中人士或正服用抑

如糖尿病患者、免疫系統差人

第三是個人免疫力較弱，例

五大高風險因素

乾燥，感染就較少。

潮濕，較多人受感染；冬天天氣

感染。第二是香港夏天天氣炎熱

出汗後在潮濕環境下容易受真菌

較多，又長期穿密頭鞋履，雙足

▲

甚麼人容易患香港腳？傅醫

觀，加上夏天時很多女士愛穿露趾鞋，會較願意
治療。而男士患者由於灰甲不癢不痛，故很多時
沒有正視。
治療灰甲需要塗抹藥水，每次塗抹前先批去
趾甲表層，每星期塗一次，持續九個月。

傅邦彥醫生指出，如不理會灰甲，真菌有機
會蔓延至甲牀，可能令整片趾甲鬆脫，極嚴重的
灰甲亦要拔甲。
大部分灰甲求診者為女士，因為影響趾甲外

真菌感染足部成腳癬
腳趾間皮膚脫皮、滲液，就

很多不同的真菌都可以引致
足癬，例如表皮癬菌、毛癬菌屬

一定是香港腳嗎？養和醫院家庭
醫學及基層醫療中心駐院醫生傅

而「香港腳」名字由來，據

及小孢癬菌等。

不適、影響日常生活而求醫，診

說是英國佔領香港初期，部分穿

邦彥醫生說，很多人因為腳痕癢

斷下發現是患有香港腳，但很多

長靴士兵足部受感染，因而將這

性患者居多，女性較少，但當中

研究發現，香港腳患者以男

潮濕，故腳癬較常見。

人患腳癬，只因香港天氣炎熱又

說，全球任何國家及地區都會有

種腳癬命名為香港腳。傅醫生

患者不知道這就是香港腳。
到底甚麼是香港腳？傅醫生
說，香港腳其實是指腳癬（

Tinea

），是一種常見的、可傳染
pedis
的皮膚病。典型病徵是腳趾罅隙
痕癢、脫皮、紅疹、出水泡，嚴
重的會滲液。

脫皮及皮膚增厚，但患者不會感

生說，看本身是否有高風險因

以女性較願意求醫治療。

痕癢，因此這類感染者不知情。

素，第一是患者汗腺旺盛，出汗

「真菌也會感染足底，引致

我們在門診部很多時見長者足底

真菌感染足部皮膚引發腳癬，如真菌感染進
入趾甲便可引致灰甲，患者趾甲角質化、變灰、
增厚、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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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穿鞋便進入更衣室。部分年

▲

▲

港腳原因，正是赤足在運動場更

輕人打球後，沒好好處理雙足衞

真菌感染皮膚，
便是金錢癬。

▲正確使用抗真菌藥膏，九成腳癬能痊癒。

菌；而由病理化驗室進行細菌培

人士，出汗後感痕癢而抓患處，

着的職業司機，或經常到健身室

股癬患者，常見如長時間坐

養，可以確定真菌種類，幫助醫

就容易感染。

準確，亦未必能確定哪一種真

生準確地用藥。
香港腳患者亦常見身體其他

者用手抓患處，之後再接觸身體

受真菌感染，治療方法都是一

無論是腳癬或身體其他部位

正確用藥 九成治癒

其他部位，感染其他位置，造成

樣

地方受真菌感染，主要原因是患

「周身癬」。典型病徵是兩腳加

傅醫生解釋，常處方的抗真菌藥

以抗真菌藥膏塗抹患處。

一手受感染，原因是用手抓癢後

膏大約有三至四種，一般建議使

一般抗真菌藥膏已能對付。

都是由同一種真菌感染造成，故

股癬、身體大部分位置的金錢癬

「大部分癬，包括香港腳、

藥膏。

用一至四星期不等，視乎用何種

︱

再感染身體其他地方。
傅醫生指出另一種常見由真
菌引發的身體皮膚感染疾病是
「股癬」，患者的腹股溝，即大
腿罅隙皮膚一片紅疹。

避免赤足在泳池範圍步行，應仿傚救生員穿拖鞋。

因癬繁殖速度慢，故需要持

續使用大約兩星期。這類藥膏沒

有副作用，可放心使用直至完全

穿
▲鞋不穿襪除了會焗出腳汗，亦有機會擦
損皮膚，增加感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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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室地面潮濕地方步行，或游泳

生，繼續穿着充滿腳汗的球鞋，

會能辨別是否真菌但未必百分百

膚樣本置於顯微鏡下觀察，有機

日。傅醫生說，有些醫生會將皮

菌生長速度慢，故種菌需時十四

皮膚組織進行細菌培養。由於真

如徵狀不明顯的，就需要取

斷。」

色，大部分情況下從外觀已能判

間已被侵蝕完，故該部分呈白

展，故最活躍的外圈呈紅色，中

置。由於真菌感染皮膚是向外發

金錢癬，常見在手臂、身軀位

呈圓形，像一元硬幣般，故又稱

位置的真菌感染俗稱生癬，患處

傅醫生說，「在身體上其他

菌感染。

癬，同樣身體其他地方亦會受真

足部受真菌感染而引發腳

腳癬感染變金錢癬

有損傷，亦較容易受感染。

適合真菌生長環境；或足部皮膚

沐浴後沒有徹底抹乾足部，製造

第五是平日生活習慣，例如

任由真菌滋生。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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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濕環境，正正
是真菌繁殖的好時
機；加上足部與鞋子
摩擦又容易令皮膚損傷，
故建議患者要穿棉質襪子，有需

菌；類固醇可以紓緩真菌引致的

生解釋，抗真菌藥可以殺死真

類固醇及抗生素三種成份。傅醫

膏，即一種藥膏內含抗真菌藥、

有時醫生會處方三合一藥

襪子。另外就算同住的家人，亦

童到室內遊樂場玩亦應穿鞋子及

眾場所一定要穿鞋子，成人陪兒

風吹乾；進入泳池或更衣室等公

腳趾罅，有需要時可以用風筒涼

爽；洗澡後要徹底抹乾足部包括

要時多更換襪子，保持足部乾

皮膚痕癢，一般塗抹兩至三日已

切勿共用拖鞋。

痊癒為止。」傅醫生說。

見效；抗生素可以治療因真菌感
染引發的細菌感染。

香港腳很難治癒嗎？傅醫生

改善生活習慣

的類固醇成份，但傅醫生解釋當

說，如果只用藥但生活習慣及周

有些病人會擔心三合一藥膏

中的類固醇劑量少，而且經皮膚

遭環境沒改善，就很難痊癒，或
不斷復發。「治療腳癬，非藥物

吸收，不會對身體造成壞影響。
在正確使用藥膏下，九成足

醫生特別提醒患者在治

解清楚是否與生活

如經常復發，就要了

治療才是最重要，故患者

療期間要配合控制誘

習慣有關。」傅醫

部真菌感染都能治療。傅

因，例如有些患者
平日習慣不穿襪

腳汗多人士應勤換襪
子，最好選擇棉質襪子有
助吸汗。

傅邦彥醫生特別提醒有拇趾外翻人士特別要留意，「拇趾外翻壓住
第二隻腳趾，及令其他腳趾緊逼，容易受真菌感染而有腳癬問題。」

他分享早前一個病例，一名婆婆因足痛求診，他檢查時發現其足部
紅腫、嚴重脫皮及潰爛，並有嚴重的拇趾外翻，腳趾緊迫，很難才能將
紗布置入趾間處理感染。
拇趾外翻人士，較容易
▲
患腳癬。

生說。

坊間有指以中藥浸腳治腳

癬，是否有效？傅醫生說沒證據
顯示有效。

如腳癬治療長時間亦未痊

癒，有需要用口服抗真菌藥嗎？

傅醫生說治療真菌極少要用口服

藥，除非是免疫力極差的例如糖

尿病人、癌症化療病人。一般免

疫力正常人士，在用藥膏及控制

誘因後都能痊癒。如需要用口服

藥物，由於會影響肝臟，故只在

必要時才會處方，處方前建議檢
驗肝功能。

「香港很多人有乙肝，本身

肝臟功能不佳，故用口服抗真菌

藥必須謹慎。久治未癒患者例如

長者，或會轉介見皮膚科醫生跟
進治療。」傅醫生說。

腳癬患者，最怕出現併發

症，即傷口受細菌感染，出現紅

腫、痛等。細菌感染有機會入

骨，嚴重的可能要截肢。

傅醫生提醒大眾，如足部出

現痕癢、脫皮等病徵，切勿輕

視，應及早求醫。而有部分患者

會自行購買三合一藥膏治療，他

指成藥劑量較輕，未必能有效治

療，故有病徵都是見醫生診斷為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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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腳汗多，雙腳
一整天焗在鞋子內的

▲

腳癬高危
拇趾外翻

公共更衣室
是細菌溫牀，出
入必須小心提防
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