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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皮膚炎好相似, 例如:較常見接觸性皮炎，脂溢性皮炎。雖然臨床上都會出

會皮膚痕癢紅腫，脫皮。但係接觸性皮炎，通常出現係真接接觸皮膚位置, 例如主

婦手，多屬於接觸洗潔精或其他清潔劑等等，皮膚直接接觸刺激物。脂溢性皮膚

炎既患者多出現係頭皮，面部既眉心和鼻翼兩旁，表面有呈黃色皮屑。

指皮膚直接接觸某種物質而引起的任何皮炎。皮炎可以是過敏性 (ACD) 或刺激性 (ICD) ，刺激性皮炎佔80%。在過敏性皮炎中，過敏原誘

發免疫反應，而 ICD，觸發物質本身直接損害皮膚。過敏性接觸性皮炎是局部暴露/接觸致敏原後的延遲性過敏反應，出現分明的強烈瘙

癢性濕疹，局限於與過敏原接觸的皮膚區域。患者通常在暴露部位出現瘙癢性皮疹，常見的過敏原包括金屬（首飾中的鎳）、防腐劑（

對羥基苯甲酸酯、甲醛）、香料、橡膠、局部抗生素（新黴素）、對苯二胺（染髮劑中常用的PPD）

刺激性接觸性皮炎
接觸到會物理機械性或化學性刺激到皮膚的物質所引致的。

濕疹:和皮膚炎、生癬有甚麼分別?

如何分類濕疹? 最常見的皮膚炎類型有哪些?
濕疹可以講系一個統稱。一般形容皮膚狀態有紅腫，痕癢，脫皮。

濕疹(特應性濕疹)
會伴隨其他過敏症如哮喘、鼻敏感嗎?

濕疹嘅患者好多時有其他嘅敏感症狀，例如鼻敏感，哮喘，食物敏感。嚴重程度可能唔一樣。有啲研究報告顯示較嚴重濕疹患者都會較

多有其他嘅敏感症狀。

生癬:真菌感染，屬於傳染病。俗稱金錢癬，皮膚疹外型好似一個銀仔咁，叫金錢

癬。多數生係皮膚皺接位，好似脾隙，胳肋底。同埋多流汗嘅位置潮濕潮。

常見嘅皮膚炎類型可以分為 :
特應性濕疹

圓盤型濕疹

脂溢性皮炎

常見的刺激物包括：
肥皂、清潔劑、漂白劑、溶劑、酸和鹼物質、

植物、土壤、紙和灰塵 或水

接觸性皮炎

乾燥/退化性濕疹

接觸性皮炎

治療濕疹(脂溢性特應性皮炎)
可以用紫外光燈療法。患者一般要接受三至四個月嘅療程。至於內服藥物:包括傳統嘅抗免疫系統藥物例如：甲氨蝶呤 

( methotrexate)，環孢素 ( cyclosporin)，另外有新一代嘅治療方案包括:生物製劑. (biologics -  dupilumab), Jak Inhibitor

治療濕疹(特應性皮炎)
醫治濕疹可以分為兩大類包括外用藥物和內服藥物。除咗潤膚膏之外,外用藥物包括類固醇藥膏同非類固醇嘅藥膏。為咗加強皮膚嘅保濕

同埋增加藥物嘅吸收,醫生會建議病人使用外敷濕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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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公開講座 認識濕疹好Easy講座



嬰兒患有濕疹, 應該如何護理? 要注意甚麼?
小兒濕疹特別係比較年幼嘅患者，著重皮膚護理同埋保濕, 減少皮膚摩擦。盡量使用一啲無添加嘅護膚用品。部份嘅患者，特別

幼兒可能會對有羊脂成份嘅護膚用品有敏感，就要避免使用。濕包治療: 大概每星期做一至兩次，有效減少濕疹惡化或者復發。

使用類固醇治療有沒有問題?

生物製劑治療
生物製劑治療系新一代醫治濕疹或者特應性皮炎藥物。研究顯示濕疹嘅皮膚受到發炎因子,例如:白介子素4同白介

子素13干擾，引致皮膚發炎。生物製劑有效控制呢啲發炎因子白介子素，減少皮膚發炎痕癢。另外亦都有一種名為

J a K抑制劑, 控制當中影響濕疹皮膚發炎因子，減少皮膚痕癢同臨床症狀。

不過呢啲新一代嘅治療方案都有相關嘅副作用或者注意事項,需要徵詢醫生嘅意見,再決定是否適合注射

或者服用。例如: 準備懷孕嘅女士-又或者有隱性肺癆病嘅患者就未必適合使用了。

適當使用類固醇其實好安全。
使用外用類固醇嘅治療，一般會根據患者皮膚炎嘅嚴重程度決定。（用屬於高效力嘅類固醇，或者係較溫和嘅類固醇。）高效率嘅類

固醇效果通常都比較顯著，多數能夠短時間內控制病情。但係如果長時間使用高濃度嘅類固醇。相對嘅副作用就會較高啦。

另外都要注意皮膚嘅患處有冇感染，如果有細菌或病毒感染的話，病情不但沒改善，甚至乎會惡化。

除咗有冇感染之外呢，都要根據返皮膚係咪屬於啲較敏感，皮膚薄嘅位置，例如面部，眼部周圍，呢啲位置較適合使用輕嘅類固醇又

或者非類固醇嘅藥膏。

有啲個案例如幼兒本身皮膚嘅濕疹患處較多, 如果長時間使用外用類固醇，以及大量既身體範圍受影響，呢啲情形會有風險影響幼兒

嘅發育，所以要小心處理

如果使用高濃度嘅類固醇特別系眼部嘅位置有機會影響青光眼,白內障。

至於口服嘅類固醇或者係注射劑就要更加小心啦。機會影響血壓高。糖尿病。骨質疏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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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皮膚炎嘅程度嚴重，
就要考慮使用內服藥物包括口服抗免疫系統藥物或者註射型嘅生物

製劑。萬一皮膚有感染，或惡化，就要盡快搵醫生疹治調教藥物，

例如服用一個抗生毒療程，抗病毒療程。如果患者能持之而行，相

信能夠大大改善濕疹皮膚炎情況。

2 使用外用藥物 
包括:含有類固醇或者非類固醇

藥膏控制皮膚炎。

沐浴次數: 研究顯示過長/過多的沐浴時間/

頻率,和濕疹症狀的惡化有關

保持每天沐浴，在沐浴後為皮膚補濕

歐洲皮膚病學會建議每天使用充足潤膚劑，

成人至少每天30 g或每月1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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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治療濕疹鐵三角”的相關報導, 
所謂治療鐵三角其實係指三方面去控制濕疹

1由於皮濕疹患者嘅皮膚表面受損失去左正常皮膚鎖水和保護能力，建議患者多加使用潤膚膏

，修補皮膚嘅屏障，減少皮膚刺激。選用護膚嘅產品或者清潔皮膚嘅產品時，建議選擇一些

較溫和少添加劑嘅產品

修補皮膚屏障,減少皮膚刺激

4 建議應優先採用“浸泡和密封”方法

1. 在和暖的水中沐浴/浸泡 10分鐘 

2.   沐浴/浸泡後，使用毛巾輕輕拍乾皮膚表膚水份, 避免用力揉刷

3.   皮膚還未完全乾透時迅速為皮膚塗上油份比例較高的低敏軟膏 

(50 liquid paraffin: 50 white soft paraffin)

沐浴/浸泡後,因為一旦離開水面，皮膚就會開始揮發水份，為使效果

更佳，必須在盡快完成整個過程。

基本的日常護膚步驟



多搽潤膚膏：最佳的時間係沐浴後

5-1 0 分鐘。皮膚表面有D濕氣就

搽潤膚膏。

油性->中性皮膚:保濕gel啫喱， 

lotion 乳液

乾性皮膚: 建議用cream 或者

ointment 乳霜，軟膏，甚至油劑。

減少皮膚表面水份揮發。

多做濕敷

幼兒：通常都可以全身做wet wrap 

青少年成人：未必接受全身濕敷,可

以考慮重點做，針對一D比較嚴重，

經常發作患處，如面，頸，手腳關節

位置，可有效改善皮膚乾燥，痕癢。

少添加。少香料，防腐劑。

例如化妝品 /染髮劑 顏料等

刺激皮膚受損。

皮膚護理三部曲：二多一少

Step 1
Step 2

Step 3

如何選擇沐浴露? 或是選用番梘會更好?
基本上原則相似，少香料，防腐劑，顏料，用有補濕作用既沐浴露或油。－般建議花灑淋浴。較方便，但如果太乾燥，而環境許可，

可以考慮浸浴大概10至15分鐘，但不能過長時間，用溫水，水不能太熱否則，可能令皮膚更乾燥。

濕疹嚴重不止身體不適, 也會影響外觀, 是否很容易構成心理壓力? 可以如何應對?
嚴重濕疹既患者一般較易有焦慮症，情緒低落，缺乏自己，亦會影響人際關係。現時醫治濕疹方法有新突破，有效醫治濕疹，患者應以樂觀

積極態度面對，尋求幫助。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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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活動

黃思敏醫生為大家講解了許多有關濕疹的

知識，亦解答了許多照顧者和患者一直遇

到的疑問，讓大家認識了不同的治療方法

和皮膚護理。

 1月公開講座
「認識濕疹好Easy」

2023年1月10日

2023年1月13日 

無敏蘿蔔糕班 
烹飪導師Suzanne教導大家製作蘿蔔糕嘅技

巧和方法，令過敏人士都可以安心享用蘿蔔糕

同感受新年的節日氣氛。

2023 

瑜伽舒壓恆常班
瑜伽導師Vincy讓過敏學員放鬆身體，從

而身、心方面得以紓解壓力，找回內心嘅

平靜。

未來活動



成立於2008年的過敏病人自助組織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
慈善機構(IR91/10057)我們關注食物過敏、
濕疹、鼻敏感及其他過敏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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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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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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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製作贊助

正值春濕之際,又是父母們經常懊惱的日子,因為是嬰幼兒童好發皮膚過敏的季節。由於嬰幼兒皮膚嬌嫩,皮膚保護屏障較薄弱

,加上遇上氣候驟變,所以容易造皮膚敏感等問題。除此之外濕困等氣候也窒礙脾胃系統運作,進一步造成濕毒積困體內,形成

內在致敏原,而這個時候紅疹癢就是最常見症狀。

大部份嬰幼兒的皮膚敏感,大約1周內能自行痊愈,並無需藥物性治療,只需減少致敏物物的刺激,並進行基本皮膚護理便可。

相反,如果皮炎問題一直持續超過2周,加上皮損有惡化趨勢,就應該向專業醫療人員尋求適當的治療方案,避免延誤病情,引

發較大範圍的皮膚敏感。

有研究指出,選用適合的保濕用品有助皮膚保護屏障的恢復,減少表皮乾燥,從而改善嬰幼兒濕疹等過敏性表現,部份保濕用品更

具有抑制微生物滋生或鎖緊皮下水份流失,進而減少皮膚痕癢。至於怎選擇合適的保濕用品呢?其實從研究報告上沒有任何一種

保濕成份有一定的優越性,要視乎皮膚質量及需要而定。有關保濕用品可分為三大成份:植物提取、動物提取及化學成份。

蘇光耀中醫師如何選擇適合濕疹的用品?

保濕用品三大成份及用途

包括蘆薈、甜杏仁油或椰子油

等,特色是成份天然,而且有抗菌

能力及調節免疫系統平衡,建議

如果屬紅疹初期,皮脂屏障尚未

破壞,可選用含植物提取為主的

潤膚霜;

包括神經酰胺(Ceramides)或依克多因

(Ectoin)等,特色是有很明顯的封鎖皮下流失的

能力,具一定保濕持久性,而且又可預防微生物

滋生,有抗炎作用。對於皮損已發展一段時間,

皮脂屏障已被破壞而變得乾燥,建議可選用含化

學成份為主的潤膚霜,作鎖水保護及抗菌用途。

包括羊脂或馬油等,主要由動物油脂提

取,特色是具人體皮膚親和性及有抗菌

能力,例如天氣較乾燥可選用含動物油

脂成份為主的潤膚霜;但有研究亦指出

長期使用動物提取的油脂,可能會堵塞

皮膚皮面,進一步令皮炎惡化,故不建議

連續地使用;

春天適合濕疹孩子湯水

材料:

玉竹 100克     熟薏米 50克     北芪 25克      黨參 25克

陳皮1片      排骨 500克      薑 4片      玉米 2條      鹽 適量
做法:

1. 先把所有材料洗淨。

2. 排骨用冷水大火汆水5分鐘取出。

3. 在窩中放入薑片炒香。

4. 加入其餘材料大火煲滾並把泡沫舀走。

5. 中火煮一小時後加鹽即可食用。

做法:

1. 將瘦肉洗淨切成小塊,把所有材料洗淨。

2. 瘦肉用冷水大火汆水5分鐘取出。

3. 在窩中放入所有材料,大火煲滾並把泡沫舀走。

4. 慢火煮一小時後加鹽即可食用。

玉竹:性味甘,微寒。歸肺、胃經。有養陰潤燥,生津止渴的功效。

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歸脾、胃、肺經。有利水滲濕,健脾的作用。

北芪:性味甘,微溫。歸脾、肺經。可以補氣升陽,益衛固表。

黨參:性味甘,平。歸脾、肺經。有益氣,生津的作用。

黨參:性味甘、微苦,微溫。歸心、肺、脾經。可大補元氣,補脾益肺,生津,安神。

淮山:性味甘,平。歸脾、肺、腎經。有益氣養陰,補脾肺腎的作用。

陳皮:性味辛、苦,溫。歸脾、肺經。有理氣健脾,燥濕化痰的作用。

胡椒:性味辛,熱。歸胃、大腸經。有溫中止痛,下氣消痰的作用。

另外「准山豬肉雞湯」對於脾胃虛弱,常氣喘乏力,少氣懶言的濕疹小朋友能起改善體質的作用。

材料:

黨參6克      乾准山50克      瘦肉 200      雞1隻

干薑3克      陳皮1片      胡椒粒5克      熟薏米30克      鹽 適量准
山
豬
肉
雞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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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認為小兒形體未充,正氣不足,是導致小兒患病的一個主要原因。最近天氣開如回暖,氣溫變幻無常,小朋友容易感受風邪,一不小

心感冒發作,日後身上的濕疹又會更加嚴重。以下一款「玉竹薏米排骨湯」,有廿益氣生津的功效。平時飲用能有效防止外邪入侵。

植物提取 動物提取

化學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