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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學名為異位性皮膚炎或特應性皮炎，是一種慢性炎症性的皮膚病，主要是因為免疫
細胞T-helper cell 2令皮膚發炎，亦可能是受遺傳和環境因素影響而發病。濕疹患者，特
別是病情較為嚴重的會有較高機會患上其他特應性疾病，如食物過敏、哮喘、過敏性鼻炎
等。而其直系親屬，如父母、兄弟姊妹、子女，亦有較高機會患有一種或多種類型的過敏
症或特應性疾病。
從人口調查結果所得，濕疹是最常見的皮膚病之一，青少年患病率為2%-10%，而兒童患病率最高可達
20%。患有濕疹的皮膚會較為乾燥、感嚴重痕癢、對環境剌激有過度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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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清潔(Clean)、補濕(Moisture)、屏障(Shield)、急救(Rescue)
皮膚的基本清潔

皮膚必須保持清潔，輕柔小心地去除皮膚結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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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使用具刺激性的洗滌劑和鹼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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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護理 -- 潤膚選擇

應選擇無刺激性和低過敏性配方的護理產品，如

，尤其是在細菌感染的情況下，會有過多的分

皮膚生理的pH值應在5-6左右，pH值較低

泌物。由於消毒劑的殺菌效用只能維持一段時

患者對防腐劑、香料過敏，應選擇「沒有香味、

的產品通常對皮膚屏障有益。患者可選擇

間，而且可能會令皮膚受到刺激，令濕疹情況

不含防腐劑」的皮膚護理產品。而產品成份最好

沐浴油、沐浴潤膚洗滌產品，或使用免洗

惡劣，因此建議用清水洗走皮膚表面過多的分

含有油分，可有效地為皮膚補濕。最理想的情況

潤膚霜作為洗滌產品。

是由患者選擇自己喜歡的產品，因為患者會有較

泌物，做好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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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k & Seal」方法

大機會長時間使用該產品。

保持每天沐浴，在沐浴後為皮膚補濕。有研究顯示，沐浴時間過長或沐浴次數過多有機會洗去皮膚的基本油脂，減弱其補濕能力，令濕疹惡化。
歐洲皮膚病學會建議患者每天使用足夠的潤膚劑，成人每天至少應使用30克或每月至少使用1公斤的潤膚劑。同時亦建議使用「Soak & Seal」
補濕方法，沐浴時的水溫不要過熱，和暖的溫度是最合適的。在沐浴後可用毛巾輕輕拍乾皮膚表面水份，避免用力揉刷皮膚令皮膚更加痕癢。沐
浴或浸浴後，一旦離開水面，皮膚便會開始揮發水份，應趁皮膚還未完全乾透時盡快塗抹上油份比例較高的低敏軟膏，進行補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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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 Wrap」方法

如患者皮膚極為乾燥，即使塗抹上油份比例較高的潤膚產品後仍感乾燥，可嘗試「Wet & Wrap」方法。因濕包會增加藥膏的吸收，如患者
正使用外用類固醇以治療濕疹，應先詢問醫生意見才決定應否進行濕包。若患者持之以恆地進行濕包，可有效為皮膚補濕以改善濕疹情況。
詳見「濕敷治療」頁。

濕疹與皮膚的屏障 (skin barrier)異常有關 潤膚劑有助皮膚補濕
濕疹與皮膚的屏障異常有關，屏障異常令致敏原更容易滲透到皮膚，增加刺激和出現皮膚炎症的
機會。患者的皮膚若缺乏了重要的角質層細胞間脂質、脂質化合物之間的比例不足或絲聚蛋白缺
陷，都會增加皮膚表面的水份流失，以致表皮微裂。
潤膚劑有助皮膚補濕，是不含藥物成分、塗抹皮膚的外用軟膏，可在一般藥房買到。主要成份包括保濕劑，如尿素和甘油可促進
角質層水合作用，有效鎖水；凡士林亦可減少水分流失；而尿素也可顯著地降低濕疹復發的風險。如皮膚在塗抹保濕霜或潤膚劑
時感灼痛、刺痛或痕癢，可能是因為皮膚有傷口或對該產品出現過敏反應。大約三分一的成人濕疹患者對其使用的潤膚劑成分曾
出現接觸性過敏，當中以乳化劑、防腐劑和香料過敏最為常見。因此，患者最好使用最簡單、最少添加劑成分的軟膏配方；而兩
歲前的兒童應避免使用含花生、燕麥或小麥這些潛在過敏性植物蛋白的潤膚劑。研究顯示，從初生嬰兒期間開始每天使用潤膚劑
，可將「有高風險患上濕疹」的新生兒發生濕疹的相對風險降低達50%。因此，潤膚劑已被推薦用於預防濕疹的措施。
濕疹患者應採取循序漸進式治療
根據歐洲皮膚病學會的異位性皮炎診斷治療建議指引，患者應採取循序漸進或階梯式治療。將患者的病情區分為輕微、中度或嚴
重濕疹，大部分患者都是屬於輕微濕疹，可針對基本的日常護理及使用外用藥膏以幫助減輕病情；對於中度或嚴重以上的濕疹患
者，除了基本的皮膚護理及使用外用藥膏外，可能需考慮使用內服藥物或生物製劑。
中重度和持續性濕疹對患者的心理健康大多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壓力，如影響到社交生活、上學或上班，
應考慮轉介專科醫生以作進一步的診斷和治療。
新冠肺炎期間，接觸性皮炎的個案上升

患者應減少使用免洗搓手液

在新冠肺炎期間，人們比以往更著重手部衛生，有機會多用

患者可用清水和溫和的清潔劑洗手，減少使用免洗搓手液，

了手部消毒劑或摩擦雙手，令刺激性和過敏性接觸性皮炎的

避免酒精長時間停留在皮膚表面而引起接觸性皮炎。如無法

個案上升。接觸性皮炎是指皮膚直接接觸到某種物質而引起

避免使用免洗搓手液，可盡量使用含甘油的免洗搓手液，以

的皮炎，分為刺激性和過敏性兩種。大部分為刺激性皮炎，

幫助保濕。洗手後可輕輕拍乾雙手，不要揉搓，減少摩擦。

佔80%，是皮膚接觸到刺激性化學物質所致的；過敏性皮

在擦乾雙手時，要特別注意手指之間的皮膚，那裡的皮膚較

炎則是由過敏原誘發免疫反應，產生延遲性的局部過敏反應

易乾燥和開裂，並會積聚肥皂或清潔劑殘留物。洗手後，建

，通常只會在暴露於致敏原的部位出現瘙癢性皮疹。

議使用潤膚劑以保護皮膚和滋潤雙手。

皮膚乾燥發炎，可考慮使用濕包治療
如頻繁洗手後發現皮膚出現乾燥或發炎跡象，可考慮使用以上提及過的濕包治療，在睡覺前使用軟膏濕敷並戴上乾淨的棉手套，
為乾燥的雙手補水。如患者需要處理會刺激皮膚的清潔劑或其他清潔產品，請戴上手套，為皮膚提供物理屏障，避免直接接觸刺
激性化學物質。如患者出現更嚴重的手部濕疹或皮膚受到感染，應盡快諮詢醫生，並處方藥物以減輕炎症。
在新冠肺炎期間, 濕疹患者注意手部清潔之餘，也要注重皮膚護理。保持心境開朗，齊心打退疫情。

2021年11月27日

2022年2月12日

瑜伽舒壓工作坊

濕疹我不怕 陶瓷公仔手繪工作坊

過敏症不但有機會令身體感到疼痛，更有機會對患者及

感謝插畫家Chocolate Rain擔任此工作坊

照顧者造成巨大嘅心理壓力。因此，協會舉辦了瑜伽舒

導師，指導大家為陶瓷公仔塗上顏色及教導

壓工作坊，以減輕身體痛楚，並且從中釋放壓力，改善

畫畫技巧，讓參加者可以製作出一隻獨一無

精神健康。感謝方逸君女士教導了各種伸展、拉筋技巧

二的陶瓷公仔。另外，亦感謝Sanofi贊助此

，同時亦感謝Sanofi贊助此活動，與大家一起同行。

活動，為濕疹患者和照顧者打打氣。

2022年1月15日

2022年1月12日

濕疹患者及照顧者互助小組

一月公開講座「濕疹護理全攻略」

本會主席何學工醫生在此互助小組中分享了

本會十分感謝黃思敏醫生抽空擔任是次公開講座之

不少自己的經驗，參加者亦提出了不少自己

講者，解析了適合濕疹人士的護膚方式，亦感謝是

所遇到的疑問及難題，互相交流討論。希望

次講座的贊助機構La Roche Posay，支持協會繼

患者及照顧者能透過互助小組活動互相支持

續推動過敏教育活動。如錯過了是次講座，可以到

同路人，一起同行。

協會Facebook重溫內容。

食物過敏及濕疹患者治療新知
何學工醫生認為食物過敏症患者（包括兒童）在過去20年有上升趨勢，過去香
港引進新式治療的速度較慢，有部份濕疹患者未得到適切的照顧。有見及此，
近年香港醫學研究對本地流行病症及過敏症都有所增加，提升了對過敏症及濕
疹病的認知。公立醫院亦成立了過敏專科（包括兒科和成人科）為患者提供更
適切的治療。現時已有一些本地醫生往外國受訓，期望往後香港治療過敏的技
術會更進一步，越趨成熟。
香港過敏協會現屆主席 何學工醫生
(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
何醫生相信傳統的治療有其一定的長處，認為以往的食物過敏治療主要是以患者安全為大前提，診斷出致敏的食物源時，會建議
患者盡量避免進食。及後，發現此方法漸漸會影響到患者的生活質素，亦會為家長及患者帶來莫名的恐懼。因此，如能配合較為
安全的脫敏治療，可讓不少患者有更多的食物選擇。在醫療設備及社會資源配套上亦要互相配合，支援食物過敏患者，何學工醫
生認為現時香港在此方面還有改善空間。
何醫生期望往後脫敏治療，尤其是舌下脫敏治療，能更為普及，提升患者生活質素。以鼻敏感為例，在香港是個很常見的過敏症，
有時會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除了治療其症狀所帶來的不適外，過敏科醫生希望能為患者帶來更長遠和有效的治療目的。在濕疹
治療方面，何學工醫生指出經過敏協會策劃及推動，現時生物製劑已被納入公立醫院安全網針藥，供有需要的成年病人使用。
何醫生建議家長在為子女選擇適切的治療方法前，必須要有足夠的資訊並理解該治療是否能達到理想治療目的。例如該治療能否達
到近期或中長期的效果、該治療是否合乎其家庭可接受風險的程度或財力上的配合等等。近年他在私營服務當中亦留意到，有不少
病人想得到特定的冶療，卻因為各種負擔而無法繼續，導致效果欠佳，令家長感到失望。他認為沒有一個治療是絕對正確的，最重
要的是該治療是否合適患者。過敏科醫生現時傾向提供個人化的治療，與患者建立互信以及一個透明的溝通機制。

他指出在新冠疫情底下，近年衛生環境變得太乾淨，市民普遍用了很多化學酒精物去消毒，一些皮膚發炎、過敏症等的疾病求醫個案
都有機會在疫情緩解、市民投入新生活後，大幅上升。市民要在心態上取得平衡，要明白過敏成因不是直接因為環境骯髒而引起。

何學工醫生和過敏會結緣始於2003年，當時瑪麗醫院成立了兒童食物敏感和濕疹治療診所。
何醫生與當中一些病友和家長討論，了解到香港缺乏過敏病人之間互相支援的小組，其後在
2008年與病友們一同創立了香港過敏協會。

何醫生回想起較為難忘的一段時期是初時協會的經費不足，即使協會獲得政府提供地方作為辦公室，亦沒有足
夠的資金去進行裝修。因此，很感謝社會上各界人士幫忙去籌集所需資金，讓過敏協會能更有效率舉辦活動以
幫助過敏患者及照顧者。香港過敏協會作為患者與醫療系統之間的橋樑，旨在發放專業醫療資訊，並與不同企
業合作，提供最新治療方按給患者和照顧者參考，此「中間人」角色相當重要。
何醫生期望來年作為過度期過敏會主席，可以藉此帶領過敏協會引進更多患者可負擔得到的新式治療，
並推動公營醫療系統投放更多的資源予過敏患者。

仁濟醫院 兒童及青少年科 病房經理 吳碧儀女士
濕敷治療是針對中度或嚴重濕疹的皮膚的其中一種有效治療方法。主要是以潤膚膏或類固醇藥膏(需經醫生處方) 敷在濕疹或乾燥皮
膚上，以濕潤的紗布包裹，然後用一層乾而有彈性的紗布或繃帶包裹固定，待皮膚吸收藥膏或潤膚膏最少2小時，然後才拆去或，
為皮膚製造濕潤環境，使類固醇藥膏或潤膚膏發揮最大的作用。
濕敷治療其實並不是什麼新事物，早在公元二千多年前的古埃及時代，民間已懂得利用油和蜜糖敷在皮膚上，製造濕潤環境幫助傷
口癒合。在1930年代，美國Mayo Clinic也有記載使用濕敷治療以治療濕疹。

濕敷治療的好處

預備物品

安全而有效地治療濕疹
年紀小至數個月大的嬰兒也可使用
補充皮膚水份，感覺清凉，減少痕癢
包裹着濕疹患處，避免抓傷，減少發炎
加強皮膚的保濕和更有效吸收類固醇藥膏和潤膚膏

1

小盆溫水

2

潤膚膏

3

類固醇藥膏(醫生處方和根據不同情況先稀釋)

4

普通紗布

5

彈性繃帶或筒狀繃帶

稀釋類固醇藥膏方法
1

？

把類固醇藥膏及潤膚膏混合，比例須醫生處方 。

2

混合時必須使用乾淨的器皿及攪拌棒，避免直接用手觸及。

如何進行濕敷治療
1

臨睡前，先使用不含皂性的沐浴露和温水浸浴約十五至二十分鐘，然後用毛巾輕輕印乾，避免摩擦皮膚造成刺激。

2

在皮膚患處大範圍塗上稀釋了的類固醇藥膏或潤膚膏（類固醇藥膏塗於濕疹患處，潤膚膏塗於其他位置）。

3

把紗布浸泡於溫水內，擠掉敷料上多餘的水份 (紗布濕潤但不滴水)。

4

用濕紗布把塗上稀釋了類固醇藥膏或潤膚膏的位置包裹，然後立即用彈性繃帶或筒狀繃帶覆蓋，穿回衣服，輕鬆睡覺。

5

早上拆除紗布和繃帶，重新塗上潤膚膏。如有需要，日間可重新再做一次濕敷療法。
(濕敷時間最少為二至四小時，或根據醫生的指示)

6

一般連續治療三至五天，急性或大範圍的中度至嚴重濕疹，情況也可改善。

(1)
1 先塗上潤膚膏 在乾燥皮膚上，

2 以暖水弄濕紗布

(3)
3 包裹在已塗上潤膚膏和

4 外層再包上一 層乾而

有彈性的紗布

類固醇藥膏的皮膚

並按醫生處方在濕疹患處塗上

料

類固醇藥膏。

物

上文提及過的繃帶以作濕敷之用，會員可到協會網站購買～雙向伸展彈力管狀束套有
五種長度，可自行選擇適合自己的款式 ！ 價錢比坊間更為優惠，希望能幫助到各位

包

濕

買

購

會員，一起同行～有興趣的會員可以掃描此二維碼，直接查看相關產品。

五月公開講座
日期：2022年5月14日 (六)
時間：晚上7:30 - 9:00
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視乎疫情，有機會改為網上直播）

主講：何學工醫生
(協會主席、兒童免疫、過敏及傳染病專科醫生)
費用：全免

「鼻敏感相關知識」
五月公開講座

主題：鼻敏感相關知識
支持我們

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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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訊製作贊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