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的陳婆婆，左腳
腕內側有一個傷口，初

▲

七
期由家人幫忙護理洗傷口、消
毒，但久久未癒，見過多次醫
生 ， 處 方 過 不 同 藥 物 ， 但 四 、五
個月以來傷口都未能癒合，最後
家人帶婆婆到養和醫院求診。
接見的醫生詢問病歷並檢查
傷口後，發現婆婆雙腳有一條條
像蟲仔般的靜脈脹起，診斷為較
嚴重的靜脈曲張，病情屬較後
期，由於傷口血液循環差，以致
傷口一直未能癒合。
另一位患者是六十歲的何女
士，她本身有糖尿病，並有靜脈

▲

▲

管會變得比較脹大。」傅醫生
說。
腹腔壓力亦是其中一個導致
靜脈曲張的常見原因，傅醫生解
釋，因為血液循環是從腳回流到
腹腔再到心臟，若因不同原因，
例如懷孕、腹部有腫瘤或腹水，
令腹腔壓力增加，都會容易造成
靜脈曲張。
大部分靜
脈曲張患者都
是中年或以上
人士，有研究
顯示隨年齡增
長，血管會逐

▲

廚師及食肆侍應要長時間站
立，是靜脈曲張高危族。

曲張。兩年前腳部開始出現潰

力令血管長期處於擴張狀態，加
上壓力過大令瓣膜無法緊閉，導
致靜脈血管變形，形成靜脈曲
張，也是這個原因讓靜脈曲張較
多發生於下肢位置。
正常步行時肌肉會收縮，擠
壓血管，有助抵抗地心吸力令血
液往心臟流，但若果患者長期站
立又缺乏運動，便會更容易出現
靜脈曲張。」傅醫生解釋。
另一類患者屬先天性，他們
天生的血管壁比較薄弱，當受到
壓力靜脈便會脹大，造成靜脈曲
張。

女性及西方患者較多
傅醫生說，除了先天和後天
因素，女性亦較容易出現靜脈曲
張。
「女性荷爾蒙主要有兩種：
雌激素及黃體酮，而靜脈曲張主
要受黃體酮影響。黃體酮會令血
管擴張，每當在月經來臨前或懷
孕期間，黃體酮會上升，因此血

不少年長人士，小腿上爬滿一條一條凸起的藍色血管，這現象醫學上稱為
「靜脈曲張」。患靜脈曲張人士，不一定會有痛楚，然而一直忽視不理會，
情況會愈來愈嚴重，甚至有機會引起潰瘍等併發症，屆時才治療就手尾長。
有靜脈曲張患者雙足的傷口經治療兩年，至今都未癒合，每星期飽受洗傷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口時的切膚之痛……
▲孕婦腹腔壓力大，增加出現
靜脈曲張的機會。

瘍，由最初的一個傷口，慢慢增
加 至 七 、八 個 傷 口 ， 兩 年 來 不 停
進出醫院洗傷口，都未能夠痊
癒，其後她到養和醫院求診。
醫生檢查後，發現情況嚴
重，如不針對病因處理好靜脈曲
張，病人雙腳的傷口難以痊癒。

血管壁薄弱、壓力大
為何會有靜脈曲張？養和醫
院駐院醫生傅邦彥醫生說，靜脈
曲張通常發生於長時間站立的人
士身上，例如售貨員、服務員、
侍應等。
「要了解靜脈曲張的成因，
要先了解人體的血液循環運作：
心臟泵血經動脈輸送到人體各器
官，將氧氣及營養提供予肌肉丶
內臟器官，再經靜脈把血液帶回
心臟。隨着血液進入靜脈，血壓
會降低至接近零，特別在下肢的
靜脈要把血液運送至心臟，需要
透過肌肉收縮，擠壓靜脈血管，
讓血液反地心吸力流向心臟，同
時靜脈內有瓣膜防止血液倒流。
靜脈分為兩種，一種是深層
靜脈，另一種是較淺層的靜脈，
其中淺層的靜脈血管壁較薄弱、
彈性較低，只要壓力輕微過大便
會脹起。長期站立人士，由於壓

漸失去彈性，所以年長亦是出現
靜脈曲張的風險因素。美國及東
南亞的研究顯示，五分一成年人
都會受靜脈曲張影響，其中西方
人士患病比例較高。

常見腳部感痠痛沉重
靜脈曲張在臨牀上常見的病
徵包括雙腿的靜脈血管明顯凸
出，而且雙腳有痛楚或痠痛的不
適感，同時會感到很「墜」的感
覺。一旦靜脈曲張未有適當地處
理及治療，情況惡化可導致下肢
局部潰瘍。
靜脈曲張病人大多因為腳部

62
2021  09  22
2021  09  22

63

若靜脈曲張未有及早處
理，會導致皮膚出現色
素沉積或濕疹。
（網上圖片）
皮膚出現蜘蛛網狀靜脈血
管，屬較早期靜脈曲張。

（網上圖片）

靜脈曲張會令患者小腿的靜脈
血管明顯凸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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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邦彥醫生說，靜脈曲張
初期有病徵時應及早處理，
採取措施預防惡化。

靜脈曲張會令患者雙腳感痠痛、沉重。

職業治療師計算施加雙腿的壓

襪十分重要。」傅醫生

力，從腳掌、小腿至大腿的壓力
傅醫生說，穿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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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痠痛、沉重等而求醫，除了觀
察病人的臨牀病徵外，醫生會為
分布都不同，壓力由下而上逐步
力襪的目標是避免尚未

▲
▲

養和

說。

病人進行超聲波檢查，檢視血管
遞減，下緊上鬆，從而幫助血液

減慢病情惡化速度，但

及血液倒流情況，確定病人靜脈

襪，可能在腿部每一個位置都施
無法令已變形的靜脈回

出現曲張的靜脈脹大和

加同一壓力，病人有機會因壓力
復原狀。

案。
傅醫生說靜脈曲張應趁病情
過大而阻礙血液循環，弄巧反

手術治療方式
如進行上述保守治
療一段時間，靜脈曲張
情況仍未改善，會轉介
見外科醫生。傅醫生
說，非手術治療只能夠
預防惡化，不能夠根治
靜脈曲張，如果引致靜
脈曲張的成因沒有改善
的話，病情始終都會惡
化，或需要考慮手術治

液回復暢通，有助傷口癒合。

她處理有問題的靜脈血管，令血

至外科，希望盡快安排手術，為

術才能解決。傅醫生轉介何女士

嚴重，檢視後醫生認為必須以手

題已困擾她兩年。由於她的情況

六十歲的何女士，傷口潰瘍問

至於本身有糖尿病、

癒合。

四 、五 個 月 的 傷 口 現 已

的傷口護理，纏繞她

癒合。經過兩個多月

加血液循環，幫助傷口

使用較好的敷料亦有助增

腳，以及定期清洗傷口，

口，建議她日常要墊高

的陳婆婆左腳有一個傷

傅醫生說，七十七歲

傷口久久未癒合。

時間後，足部仍然潰爛，

置，令靜脈封閉。這方法雖較簡

劑，注射到出現靜脈曲張的位

性溶液，例如高濃度鹽水或硬化

方法是在超聲波引導下，把高張

合病情較輕微的靜脈曲張患者。

擇。其中一種是硬化劑治療，適

目前有多種手術方式供選

療。

仍屬早期時，爭取時間治療，避

▲

拙，因此選擇或訂製適合的壓力

「減輕腳部靜脈的壓力是最好的
治療方法，醫生會建議患者減少
站立時間，但患者一般都難以改
變工作形式，故會建議患者爭取
在午飯、落場時的休息時間，墊
高雙腳至腰水平，幫助靜脈血液
循環，減少血液積聚在腳部；睡
眠時亦應以枕頭墊高雙腳，幫助
靜脈血液回流至心臟。另外亦會
教導患者日常如何護理雙足，延
緩病情惡化。
視乎病情需要，部分病人可
考慮由職業治療師或醫生建議，

需要開多個切口抽走血管。術後

患者可以趁休息時多做腳
部伸展運動。

穿着合適的壓力襪。

第二種方法是靜脈腔內激光

需住院一至兩天，並穿着度身訂

長期站立人士應
多按摩小腿，促進
血液循環。

「靜脈曲張病人需

或射頻消融治療。病人只需局部

造的壓力襪兩星期，手術傷口會

如果靜脈曲張情況嚴重，病人或

麻醉，在大腿開小切口，把導管

有皮下瘀青及傷口疼痛，一般兩

容易復發。

置入有問題的靜脈，導管會發放

至三星期會逐漸消退。

目前有多種手術治療方
式供選擇，例如靜脈腔內
激光或射頻消融治療。

傷口，結果經歷長

療，只是純粹處理

對靜脈曲張進行治

及 C6
級別，
別 是 C5
兩人之前都沒有針

靜脈曲張個案，分

上述兩位病人都屬較嚴重的

針對問題才能治癒

能量，燒灼靜脈壁令其萎縮。 好
處是創傷性較低，術後毋須住
院，傷口亦較細小。大部分的靜
脈曲張也可以用上述方法處理，
但激光或射頻消融
治療主要針對較大
的靜脈曲張，並不
適合較幼細、過於
彎曲或異常的血
管。
另一種方法是
以傳統外科手術抽

C6	出現難以癒合的潰瘍。

一位足部出現潰瘍的靜脈曲張患者，
經靜脈腔內激光治療後，傷口癒合情
況。
（網上圖片）
靜脈曲張患者晚上應
墊高雙腳，幫助靜脈血
液回流心臟。

要由專科醫生及

C4B	皮下組織慢性發炎或纖維化。因為皮
膚不斷受色素刺激，令皮膚變差，開
始紅腫、痛和痕癢。

取脹大的靜脈，病人需要全身或

C4A	雙腳皮膚色素沉積，或出現濕疹，原
因是血管脹起後引致皮膚不健康，加
上血管內的化學物質釋出，導致皮膚
呈現紫色，化學物質亦會刺激皮膚引
致痕癢，出現類似濕疹情況。

單，但在治療過程中可能會有劇

C3	雙腳有靜脈曲張，並出現下肢水腫，
必須先排除心臟病、腎衰竭等引起的
腳水腫。患者需要穿着壓力襪，或需
要轉介見外科醫生。

半身麻醉，醫生會在腹股溝位置

C2	輕微靜脈曲張，雙腳會見到少數凸起
的血管；病人雙腳會有酸痛及「墜」
的感覺，建議接受保守治療，包括穿
着壓力襪、墊高腳等，並持續觀察。

痛、色素沉澱，甚至有發炎、紅

C1	皮膚微絲血管膨脹或像蜘蛛網一樣，
但沒有病徵，純粹是外觀問題。這類
建議透過多休息、多運動、墊高腳等
來紓緩。

開切口，把有問題的靜脈抽出。

C0	沒有明顯徵狀。

腫、潰爛等後遺症，而且有機會

傅邦彥醫生說，靜脈曲張根據其嚴重性
分為六個等級，分別是C0至C6。

職業治療師會為病
人評估，建議合適的
壓力襪。

靜脈曲張病情分級

透過超聲波檢查，可得知
靜脈曲張嚴重程度。

免病情惡化至出現潰瘍情況。

回流心臟。市面上出售的壓力

靜
▲脈曲張主要因為淺
層靜脈血管壁薄弱，同
時壓力過大令瓣膜無法
緊閉，血液滯留血管，
導致血管變形。

檔

曲張的嚴重程度，決定治療方

C5	出現傷口，若經妥善處理能夠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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