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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皮肤问题 
有些皮肤的问题是由只影响皮肤的疾病或刺激所引起的，例如：金钱癣

「轮状癣」、尿布疹或疣。其它是由全身性疾病所造成；如：麻疹，玉蜀黍疹

干燥的皮肤病变（因营养不良）；有些则是体内严重疾病的征候如：结核病、

梅毒、痲疯或艾滋病。 

这一章只叙述乡间较常碰到的皮肤病。然而皮肤病的种类实在太多，有

些表面看来很像，不容易区分，但其原因与治疗可能是很不相同的。 

 

 

 

 

许多皮肤问题可以藉由身体的清洁获得改善。每天试着以中性肥皂和

清水清洗两次，如果皮肤变得干躁时，则减少清洗次数且不要用肥皂。每次

洗澡后，尝试搓揉一些含矿物油（凡士林）、甘油或植物性油质的乳液进入

皮肤深层，要穿宽松、棉质的衣物。 

!

!疗ϩ肤问题۞则ڼ

    虽然有很多皮肤问题需要特别的治疗，但有些一般性的通则还蛮管用的。 

 

规则 2Ĉ!

!

тଈ处发热ă൭ٕ渗浓Ăϡ热ᇳڼڱ

疗Ăٸ热ͨ̑д˯ࢬĄ!

规则 3Ĉ!

!

тଈ处发↿ăו൭ѣ渗୵ĂϡҽᇳڱĂ

!Ąࢬ˯Дͨ̑дٸ

 

如果皮肤问题很严重，且经治疗无效， 

应寻求医疗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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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2ĈĞ细节ğ!

如果皮肤有严重感染的症候如下： 

 发炎（患处周围发红） 

 肿胀 

 疼痛 

 热 

 脓 

!߉Еନ˭ܚ

1. 抬高患处。 

2. 热敷。 

3. 如发炎厉害，有发烧现象，

给予抗生素（盘尼西林、磺胺药、红霉素等）。 

危险征候包括：淋巴腺种大，患处以上有红色或暗色线条，或周围红肿

有臭味，如治疗后没有进步—最好用抗生素并求助医生。 

 

规则 3ĈĞ细节ğ!

    如皮肤患处有水 、结痂、渗

液、痒，被虫叮到或灼伤采下列措

施： 

 放上泡醋的布（两汤匙醋加入

一公升开水中）。 

 如果患处较好了，不再渗出血

水，长了新皮，可涂 1 比 1 的

滑石粉加水溶液。     

 如患处愈合所长的新皮变厚，

可涂植物油或婴儿油使它软

化。 

! ങڵۏ!

Ϯ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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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3： 

!

тڍ伤˾дᇷᜨ۞ҜཉĂ

尽ณ̙॥͉ז阳Ą!

! 规则 4： 

!

тڍ伤˾дܧᇷᜨ۞ҜཉĞҗڇ

盖ҝğĂՏ͟应॥͉阳˟ҌˬѨĂ

ՏѨ 21.31 ̶钟Ą!

!

热ᇳࣧ则Ĉ!

1. 使用煮沸的开水，以不烫手之温

度为原则。 

 

2. 找一块清洁布折成约略大于患部

的大小，放在热水中浸湿，然后

把多余的水挤掉。 

 

3. 把布敷在患处。 

 

 

4. 在布巾上放一块薄塑料布或玻璃

纸。 

 

5. 用毛巾把整个布巾包起来，保持

温度不要散失。 

 

6. 把患处抬高。 

 

7. 布巾变冷再放置热水中，重复上

面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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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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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皮肤或嘴角，刚开始很小之后
会长大，看起来像鼓起的瘀血，并
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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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疮ĞTDBCJFTğĂ˛岁↿!

疥疮在小孩子特别普遍，常造成很养的小疮，能发生在身体各部位，常

见于下列位置： 

 
!

疥疮由疥虫引起，疥虫在皮下造成隧道。经由皮肤与衣物、床垫的接触

而传染。搔抓皮肤会引起局部感染、化脓、有时还会发烧及淋巴结肿大。 

 

治疗： 

 家中如有一人患疥疮，全家人都应该治疗。 

 个人卫生很重要，每日换洗所有衣物。 

 把指甲修短，可以减少散布与感染。 

 清洗所有衣物与寝具，如果能加以煮沸且晒太阳就更好了。 

 药膏配法： 

Lindane 一份，凡士林油膏 15 份（附录三 371、373 页），混和搅拌。 

先用肥皂及热水清洗全身。将

15 等份的凡士林或身体护油，加入

1 份 Lindane 混和搅拌，除脸部外涂

全身，一天后再洗掉。治疗后要换

上干净的衣物床单。一周后再重复

治疗一次。 

注意：Lindane，可做成多种药膏或溶液（Kwell, Gammexane，373 页），但价

格较贵。 

Lindane 有毒性，一周使用最好不超过一次，用完第二天要清洗干

净。1 岁以下婴儿禁用。 

如果不用此药膏，可滴四滴 Lindane 在切半的柠檬里，五分钟后用

此柠檬擦身体（除了脸部），由最严重的部位开始。 

 

注：如果没有合适的治疥虫药膏，可用硫磺与脂油混和物涂皮肤。

!间͘
͘ඦ!
ཕొ!
γϠതጡ!
శ间!
!
ੵ˞婴ˡγĂ
˘ਠ头ă颈ొ
̙会现!

дѐ轻շޅ۞阴茎ᦘ

阴ᝃ˯Ăтѣ↿۞̈疮

!疮͔Ąࠬߏ૱

护体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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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硫磺加 10 份脂油，除了脸以外，全身都要涂，一天三次，治疗三天。 

Benzyl beonzoate lotion 与 Crotamiton 亦可（373 页）。 

虱 

分成三种：头虱、体虱与阴虱。生长在身体多毛的部

位，常造成搔痒，皮肤感染及淋巴结肿大。防治之道在注

意个人清洁卫生，常常清洗、曝晒寝具、常洗头。常为小

朋友检查头发，如有头虱，应立即治疗，且不宜和别人睡

一起。 

 

头虱与阴虱的治疗： 

只用一般的肥皂与洗发精彻底刷洗，不用药物也可以治好。每天洗 10

分钟，用水冲洗后再用细齿的梳子梳理连续 10 天。如果需要，用 Lindane １

份加水 10 份的溶液洗发，将此溶液留在发上

10 分钟后再清洗，洗时不要碰到眼睛。１星期

后再重复一次。亦可用含 pyrethrins with 

piperonyl（RID）也有效且较安全（附录三 373

页）。 

如要去掉虱卵，可用醋水（醋与水，1：1）

洗头，把头发包住半小时后，用密细齿的梳子

好好梳头。 

 

体虱的治疗： 

用热水浸泡全身，连续 10 天。每次洗澡以肥皂全身彻底清洗，并冲洗干

净，多毛的部位用细齿的梳子梳理。如有需要，可按照疥虫治疗方式，保持

衣物及寝具的干净。 

 

ਙҔ!

牠们躲在被褥、寝具、家具与墙壁中，大多在夜间叮咬，

病灶呈群或线形。 

处理方式：用滚水清洗寝具、洒硫磺、连续 3 星期勿用。重

新使用时须将粉末清除干净。 

预防方法：常让寝具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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ጨՒĞUjdlt!boe!Dijhhfstğ!

虱子可以散布某些危险的感染症或造成麻痹，但只要在上身后数小时内

清除就可以避免。所以由盛行区回来后要仔细全身检查。 

要除掉壁虱时，小心不要让它的头留在皮肤里，以免引起皮肤发炎。切

勿拉它的身体。 

用镊子夹住其最接近嘴巴的位置，不要挤压其涨大的腹部，慢慢但用力

地拉出来，不要碰到虫体，把它烧掉。 

把点燃的香烟放在虱子附近或滴点酒精亦可。 

 

 

 

 

 要除掉很小的壁虱及沙虱，可用除疥虫的办法（199 页）。 

 要防止虱及沙虱的咬伤，最好在到田间森林工作前洒上硫磺粉，特别

在腰、手腕，足踝与腋下等处。 

 要止痛及止痒可服用阿司匹林与其它止痒的药物（15 章 203 页）。 

 

̼脓ّ̈疮ĞTnbmm!tpsft!xjui!qvtğ!

化脓性小疮多半由于小昆虫咬到，脏指甲搔刮

皮肤引起。 

治疗与预防： 

 用肥皂及温开水，每天浸泡清洗患处直到痂

皮软化脱落。 

 小的病灶不需覆盖，大的要用绷带包起来且

经常换药。 

 如周围皮肤有红、热，若伤口周围出现红线，

淋巴结肿涨，或病人有发烧现象时要用抗生

素治疗，如盘尼西林或磺胺药（附录三 358 页）。 

 常剪指甲不要搔刮皮肤。因为这样会使情形更严重，并传染到身上其

它部位。常给小孩剪指甲戴手套或在手上穿袜子，这样他就不会搔刮

到患处。 

 不要让有浓疮或皮肤感染的小孩和别的小孩一起玩与睡觉，因为很容

易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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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ĞJnqfujhpğ!

是一种好发在小孩脸上及嘴巴附近的细菌性感

染，有黄色发亮的结痂。易快速地直接或间接经由

受污染的手指传染给他人。 

治疗： 

 先用冷开水及肥皂浸泡清洗患处痂皮，一天

3-4 次直到软化脱落。 

 清洗完再用紫药水或含 bacitracin的抗生素药

膏如 polysporin 涂抹患处（附录一 371 页）。 

 如果患处面积蔓延快速或有发烧，给予抗生素治疗如盘尼西林（附录

351 页）或 Dicloxacillin（351 页）。如过敏或无效，可改成红霉素（355

页）、doxycycline（356 页）或 co-trimoxazole（358 页）。 

预防： 

 注意卫生，每天清洗小孩身体，防止昆虫咬伤，如有疥疮，尽早治疗。 

 如有痂疹，不要和其它小孩一起玩与睡，尽早治疗。 

 

疖̄ Cpjmt ̈́脓ػĞBcttfttftğ!

疖子及脓疡是一种发炎疾病，在皮下形

成含脓的囊包，因毛囊感染造成，有时是由

于刺伤或不干净的针头注射引起，多会疼痛，

且有局部红、热或淋巴结肿大、发烧现象。 

治疗： 

 每天热敷几次（15 章 195 页）。 

 让它自然破裂。破裂后继续用热敷，

让它自然引流，不要挤它，以免发炎或扩散。 

 如果脓包热敷 2、3 天后仍不破裂且疼痛，可将之切开排脓，迅速减轻

疼痛。最好求助医生。 

 如果疖子引起淋巴结肿或发烧，用盘尼西林或红霉素治疗（附录一351、

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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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红ٕ荨౫ৃ!Ğϩ肤过ୂğ!

接触、吃、注射或吸入某些过敏物质，会

造成发痒性红斑（13 章 166 页）。 

荨痲疹是一种厚而隆起的斑点或斑块，发

病部位常会改变，常常一处消失，另一处又快

速产生。 

在注射药物如盘尼西林、马血清类、抗毒

素等之后几分钟至十天以内须注意过敏反应。 

 

 

 

 

 

 

艾滋病人注射药物，特别是 Cotrimoxazole（附录一 358 页）及 nevirapine

（附录一 397 页）会引起红斑，可一开使用小剂量在慢慢增加到足够剂量方

式来避免红斑反应。 

 

痒的治疗法： 

 用冷水淋浴或用泡过冷水、冰水的衣物冷敷。 

 用煮开且滤过的燕麦汤冷敷全身亦可止痒（淀粉类亦可）。 

 如痒得厉害，用抗过敏药物，如 chlorpheniramine（附录一 387 页）。 

 保护婴孩不搔痒，可把婴孩指甲剪短，用手套或袜子把手包起来。 

如果在注射药物后有发痒性红斑、荨痲疹等过敏现象，

应立刻停药，以后一生再也不用同类的药，预防过敏性休克

是很重要的（9 章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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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ϩ肤烧൭ٕ↿۞ങ̈́ۏιۏ质!

某些植物如荨麻或毒藤，或昆虫的体液、

毛发（如毛毛虫）可引起水泡及烧灼痛或荨

麻痒疹。有过敏体质的人，皮肤接触到如表

链，面霜、香水、肥皂、橡胶鞋等也会引起

类似的问题。 

 

治疗： 

刺激的原因消除后，这些皮肤过敏现象，

多半会自己消除。如不消除可用燕麦水或冷

水止痒。阿司匹林与 Acetaminophen（附录一

386 页）可能也有帮助。严重的病患可使用

含类固醇的药膏（附录一 371 页），注意保持患处清洁以免合并感染。 

 

带状ৃػĞIfsqft![ptufsğ!

突发、身体单侧、呈线状或带状分布的水泡，会有刺痛或抽痛，好发于

背、胸、颈或脸部，二、三周后水

泡会自行消失，但有时在水泡消失

后疼痛会持续或反复发作。 

它是由水痘病毒引起的，生过

水痘后易得带状庖疹。此病没什么

危险性，但是会痛，但有时要怀疑

是否有癌症或艾滋病的可能（附录

二 399 页）。 

 

治疗： 

包上薄绷带以免与衣服磨擦。 

吃止痛药，如阿司匹林，Acyclovir
可以避免泡疹扩散（抗生素没有帮

助）。 



 205 

!ĞUjofb-!Gvohvt!Jogfdujpoğߖ钱癣ăዪෂຏܛ

霉菌感染可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常见于： 

 !

头ϩ!

Ğ头癣ğ!

没ѣͨ发处!

Ğܛ钱癣ğ!

脚శ间!

Ğࢶപ脚ğ!

ཛ۵沟 

Ğ۵癣ğ!

 

多数霉菌感染呈环状、常会痒。头癣呈圆形，会有鳞状脱屑且会脱发。

指甲如感染会变得粗厚。 

 

治疗： 

 用肥皂及清水每天洗患处。 

 保持患处干燥、通风，多晒太阳，常换袜及内衣裤，特别是出汗时。 

 用１分硫磺、10 份脂油作的药膏治疗。 

 水杨酸、undecylenic acid 或 tolnaftate（Tinactin，372 页）等药膏或药粉，

对手、足以及腹股沟的癣很有效。 

 如上列方法治不好，或是严重头癣，

可服用 Griseofulvin，成人１天１

克，小孩 0.5 克，有时要服用几周

至几个月。 

 头皮感染多半会在青春期（11-14

岁）时痊愈。如有化脓的厚痂，可

用温水热敷（15 章 195 页）。把患

部的头发全部拔掉是很重要的。如

可能，用 Griseofulvin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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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霉菌感染： 

金钱癣或其它霉菌病是很容易传染的，为避免在孩子间传染： 

 不要让孩子与长癣的孩子一起睡。 

 不要共享梳子、衣服与毛巾，除非用之前洗得很干净。 

 感染后马上治疗。 

 

脸֗˯۞Ϩ点ĞXijuf!Tqput!po!uif!gbdf!boe!Cpezğ!

在身上如有颜色或深或浅，边缘清楚却又不太规

则的斑点，多是由霉菌引起的汗斑。汗斑多发生在颈、

胸与背部，可能有轻微的脱屑，但通常不会痒。 

治疗： 

 每天涂上硫磺膏（1 份硫磺，10 份脂油），直

到痊愈。或使用抗霉菌药膏（372 页）。 

 用一茶匙硫代硫酸钠（Sodium thiosulfate）加

入一杯水中，涂抹整个上半身，再用一块浸

醋的棉花擦拭（硫代硫酸钠就是一般洗相片用的定影剂），效果比硫

磺膏好。 

 每二周重复治疗，以免再发。 

 硫化硒：（seleninum sulfide，372 页）或 whitfied's oint 可能也有效。 

 在黑皮肤的孩童脸上，有时会有小白点，

但边缘不似汗斑清楚，可能因阳光曝晒

过度造成，不是感染，所以没有关系。

通常小孩长大就会自动消失，避免刺激

性肥皂与敷油，不需其它的治疗。以上

各种斑点和贫血没有关系，不需使用营

养品与维他命，用了也不会改善。 

 

ຍĈ有时白点是痲疯病（14ڦ 章 191 页）早期的症候，痲疯病病灶不会完全

脱色，感觉敏感度会下降，如果在痲疯病的疫区，必须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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ϨĞWjujmjhpğ!

某些人身上皮肤色素会消失，特别在手、

脚、脸及上身，产生白色斑点。这种白斑不

必治疗，犹如老人的白发。但白斑处需防日

晒，可多穿衣服或用氧化锌药膏。也可使用

特别的”染色”药膏使它看来较不明显。 

 

!ιౄјϨҒ点۞ࣧЯĈ

某些疾病可造成类似白斑的病灶。在拉丁美

洲有一种感染称为品他病（Pinta），发病前皮肤会

有红紫（蓝色或红色）丘疹，丘疹退后变白色斑

点。 

品他病 Pinta 用 Benzathine penicillin 240 万单

位注射于臀部（两边臀部各打 120 万单位）。对盘

尼西林过敏者用四环霉素（tetracycline）或红霉素 

（erythromycin）500mg 每天四次，给 15 天。有些

霉菌病也会造成白斑（如上页汗斑） 

小孩子发生在全身呈块状的皮肤及毛发部分

色素脱落，可能是因严重营养不良（kwashiorkor，11 章 113 页或 pellagra，15

章 208 页）。 

 

θ!

怀孕时有些妇人在脸上、乳房一直到下腹部，会

有深橄榄色斑。有些会在产后消失，有些不会。有时

服用避孕药也会，这些是正常现象，不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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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ᒸϩঽĞϜླྀแৃĂqfmmbhsbğ̈́ιЯ营养̙։͔۞ϩ肤়ঽ!

糙皮病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皮肤、消化道及神经系统的病变，通常由于

病人只吃玉蜀黍及淀粉类食物，而没有足够的肉类、鱼、豆、蛋、蔬菜、等

富含建构身体的营养素所引起（11 章 110 页）。 

!

营养̙։时۞ϩ肤ف!

!

!

!

!

 

 

 

 

 

 

 

 

 

 

 

 

 

 

 

其它营养不良的症状---如口角溃疡、舌头疼痛发红、腹涨、胃口不佳、

虚弱、消瘦等（11 章 112、113 页）。 

 

治疗： 

 多吃鸡、鱼、蛋、肉、奶酪、豆、扁豆、花生等营养物。小麦比玉

米更好（特别是全麦）。 

 严重的需要加添维他命，尤其高单位维他命 B（特别是烟碱酸），啤

酒酵母含大量的维他命 B，但摄取足够营养的食物乃是最重要的。!

!

јˠϩ肤̒ෘĂдొֱߙҜಶтТ

॥伤ౄј۞脱ϩĄ!

营养̙։۞̈ޅĂα۳ϩ肤Ğ脚Ă

ѣ时͘˵ѣğΞਕ会ѣຳт༌ҕ

!Ҍ脱ϩ۞疮ć脚̈́ኺΞਕͪ肿Ąࠤٕ

颈Ьࢬ!

݈ᓖ!

̈ჿЬࢬ!
脱ϩᦘ!

โ!

脚̈́!

ᄥ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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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ঽˠϏѣ֖

够营养̝݈Ą!

!

!

!

!

!

ѣ˞֖够营

养̝ЬĄ!

!
!

շ̈ޅჿ脚˯۞โ̈́肿

Ϥ˷营养̙։͔ĂΪЫߏ

Ϝླྀแ҃没ѣ֖够۞కϨ质

̈́维Ą!

! 开ؕЫ֑类̈́క˘ЬĂ݈

!ঐεĄܮϩ肤问题ࢬ

 

 

 

   

这᷏ညլ伤۞ϩ肤ߏϤ˷营

养̙։͔Ăᒸϩঽ۞া

Ğ26ౢ 319 页ğĄ!

 这᷏ϨߏϤ˘᷏Ψ Qjoub

۞传ߖঽ͔Ğ26ౢ 318 页ğ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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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xbsut-!Wfssvdbfğ

多数的疣长三至五年后，会自动消失，尤其是小

孩子。脚底扁平疼痛的疣状物称「足底肩平疣」（有时

要与「鸡眼」区分）。 

 

治疗： 

有些传统的方法似乎很有效，但不宜用强酸或毒性

植物治疗，以免引起灼伤造成溃疡，结果更严重。 

 有疼痛的脚底疣，可由医生拿掉。 

 长在阴茎与阴道的疣，见其它单元（附录二 402 页）。 

鸡ீĞdpsotğ!

由变硬及变厚的皮肤构成，因鞋子对皮肤或足趾间的压力造成，鸡眼可

能很痛。 

治疗： 

 穿不会压迫鸡眼部位的鞋。 

 如要减轻不适可以： 

 

д温ͪ̚ڽ/2 26̶钟!!!!!!!!!!!!!!!!!3/ϡ锉˥ԯιπ!

!

!

!

!!

4/д鸡ீय़˘ֱ·ۏͽ减轻ٙצ۞压

˧ĂГϡߘ软۞οԯ脚ᦘశ头ፋ个Β

来Ăрည˘个ݓ垫ਠĄЬд鸡ீ处̷

开˘个߽ͽ减轻来ҋҗۏ۞ۡତ压Ą!

ജס܅!!!

ജݓٕ܅纸ڕ!



 211 

ৰߋܦ̈́ו൰ĞBdofğ!

年轻人有时在脸上、胸部及背部会有粉刺，

尤其是油性皮肤的人。粉刺是白头（含脓）或是

黑头（含污垢）的小肿块，有时候会有疼痛及肿

大。 

治疗： 

 一天二次用肥皂及热水洗脸。 

 尽可能二天洗一次头发。 

 照射阳光会有帮助，可减少粉刺疱的产

生。 

 均衡的饮食，多喝水，足够的睡眠。 

 勿用太油腻的皮肤保养品或洗发精。 

 睡前用１份硫磺加 10 分酒精的溶液敷面。 

 如果上述方式治疗失败，有化脓状况，需要用抗生素治疗，如每天

四颗四环霉素连续三天，之后一天二颗，有时需一天一到两颗持续

服用数个月之久。 

ϩ肤ᒛĞdbodfsğ!

皮肤癌好发于浅色皮肤且日晒过度的人，好发部位为受日光照射最强的

位置。 

 

 

 

 

 

 

 

皮肤癌有许多不同形状。通常是珍珠色泽中间有一凹陷的环状病灶，它

会慢慢生长。如果及早治疗，皮肤癌大都不会有大危险，手术切除常能治愈，

如有一不易愈合的病灶，怀疑是皮肤癌时，可请教医生。 

浅色皮肤的人防治皮肤癌之道在于防范日晒且常戴帽子，对曾得这皮肤

癌但又必须在日晒工作者可使用保护皮肤的特别乳霜，氧化锌软膏便宜且效

果很好。 

д҅ѧ!

д两颊ٕ͉阳ϱ!

дᆄ̄!

д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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ϩ肤̈́͐结८ঽĞUvcfsdvmptjtğ!

造成肺结核的细菌，有时会引起无痛性的皮肤及淋巴结核。 

一般来说皮肤结核发病缓慢，可持续数月或数年之久反复再发。淋巴腺

结核多在颈部或颈骨与肩部间的锁骨后上方，会长大、破裂、流脓，愈合，

好好坏坏，但通常不痛。 

 

  ౄј变ԛ۞ሳ !!!! !!ၙّ!!!! !! ϩ肤溃疡 ! !! ̂!

 

 

 

 

治疗： 

所有慢性疮溃疡、淋巴结肿大，都要由医生诊治，

经检查才能知道原因。皮肤结核和肺结核的治疗相似

（14 章 180 页），需要长期治疗。皮肤恢复正常后还

要继续治疗数个月之久，以防复发。 

̜߲ĞFsztjqfmbtğ!

丹毒是种很痛，急性的皮肤感染，多在面部鼻侧的皮肤，形成红、肿、

热，界线明显的斑块，扩展迅速，常有发烧发冷及淋巴肿。 

ཻ窝组织ۆĞDfmmvmjujtğ!

亦为很痛、急性的皮肤感染，可发生于身上任

何部位，通常因皮肤破损。相较于丹毒而言，它的

感染通常较深，且界限不明显。 

 

治疗： 

丹毒与蜂窝性组织炎一样，越快治疗越好。用抗生素，盘尼西林锭剂 40

万单位一天四次，严重的可用针剂普罗卡因盘尼西林 80 万单位每天一次（附

录一 353 页）。感染症状消失后，还要再治疗二天，可用热敷及阿司匹林。 

͐结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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ᦪّӲুĞHbt!Hbohsfofğ!

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伤口感染，有恶臭的灰褐色

液流出，多半在外伤后 6 小时至 3 天左右发生，伤

口边的皮肤呈黑色水泡，肌肉内可能有气泡，很快

恶化，如不治疗，几天内会死亡。 

 

治疗： 

 尽可能扩大范围切开伤口，用开水及肥皂

清洗，清除坏死肌肉。如可能每两小时用过氧化氢（双氧水）清洗

伤口一次。 

 每三小时注射一百万单位的盘尼西林，如果可以，用 crystalline。 

 开放伤口，让空气进去。寻求医疗协助。 

ೈ环̙։͔۞ϩ肤溃疡ĞVmdfstğ!

皮肤溃疡有许多的原因，但老年人足踝的慢性溃疡（特别是年老妇女

又有静脉曲张时），常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滞留在下肢，会引起很大的溃

疡，溃烂周围的皮肤呈深蓝色、发亮、皮肤变薄，整个下肢都肿胀。 

治疗： 

此种溃疡愈合得很慢，需要非常细心的照顾。 

 尽ณܲٶ˭۳ĄჂ时ϡڋ头ԯ脚垫Ą

Ϩ͇时ĂՏ֕ 26Ƃ31 ̶钟Ѓिяԯ脚ٶ

ĄҖ֕会ܳ进ೈ环Ă静ӱٕ৭ϲ会ֹଐ

况变ӲĄ!

 使用稀释过的温盐水纱布敷伤口，再用干

净的纱布覆盖，要保持清洁（一公升开水

加一匙盐）。 

 在静脉曲张部位，长期使用弹性绷带或弹

性袜以提供支持，即使溃疡痊愈仍需继续

使用并把脚抬高，小心不要刮到或伤害纤

弱的疤。 

 可用蜂蜜或砂糖处理伤口（15 章 214 页）。 

 

预防皮肤溃疡---早期治疗静脉曲张（13 张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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Ꮝ疮Ğٕ压疮ğ!Cfe!!Tpsft-!Qsfttvsf!Tpsft!

这些长期开放性伤口通常发生在很虚弱不能翻身的病人。这些伤口分布

在骨头突出而抵压床褥的位置之处，如手脚关节、肩膀背部、臀部。 

 

 

 

 

 

 

 

详细的褥疮介绍详见本基金会「残障村童」一书，或残障妇女健康手册

第 114-117 页。 

 

如何预防褥疮及治疗： 

 每小时翻身由一边到另一边，面向上及面向下。 

 每天洗澡后用婴儿油擦皮肤。 

 使用柔软的床褥及被单且每天换洗，保持清洁。被尿液、大便、呕吐

物弄脏时，立刻换床单。 

 在病人骨骼突出处放枕头使摩擦减少。 

 

 

 

 

 

 

 

 给病人足够营养，如果吃得不好，需加维他命和铁剂（11 章 118 页）。 

 重病小孩最好常抱在妈妈膝上。 

 用泡过肥皂的冷开水清洗伤口，一天三次，同时将坏死组织清除再用

冷开水冲洗一次。 

 为了避免感染并加速愈合，用蜂蜜或糖填满伤口，一天至少换二次。 

 

如果蜂蜜因伤口渗溢而被稀释，反而会滋养而非杀死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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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ޅ۞ϩ肤ঽ!
ԌοৃĞEjbqfs!Sbtiğ!

因尿湿的尿布及床褥未及时更换，刺

激引起婴孩大腿、臀部的红疹。 

 

治疗： 

 温水清洗并擦干。 

 为֨ͤᦘڼ疗ԌοৃĂ婴ޅрᄥᜨĂ̙ΒԌοĂ૱॥͉阳Ą!

 如要用尿布需常更换，洗净尿布后再用醋水浸过。 

 最好不要用滑石粉，如要用，须待尿布疹完全好才可使用。 

!!

Eboesvgg!头ϩढĞDsbemf!Dbq-!Tfcpssifb ႒ّϩ肤ۆĂϩ
ཛྷۆğ!!

Dandruff 是一种头皮上片状的油性黄、白痂，

有时也会出现在脸颊、额头、眉毛、鼻子或耳朵处。

常会发红，且较敏感。发生在婴儿的原因通常是因

为不常洗头或太常覆盖头部造成。这也是艾滋病患

者常见的问题。 

 天天洗头，若可以的话用药皂洗（371 页）。 

 用温水浸湿的毛巾包住头部，浸湿痂皮后，

慢慢清除。 

 头上不戴帽子，多接触阳光及空气。 

!

 

 

 

 

 

如有发炎，治疗同脓痂疹（15 章 202 页）。 

̙р!!!!!!!!р!

̙对!!!!!!!对!

!

Ѝ头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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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ĞFd{fnbğ!

征候： 

 在小孩脸部、手上及手臂的红色斑块或红疹，

有时会长小水泡并渗液。 

 较大的小孩或成年人的湿疹，多半较干燥，

在膝盖或手肘关节窝较常见。 

 开始时较像过敏反应，不像感染。 

治疗： 

 冷敷。 

 如有发炎（10 章 88 页），治疗同脓痂疹（12

章 202 页）。 

 常照阳光。 

 厉害病灶需用肾上腺皮质素药膏（附录一 371 页）或煤焦。 

!

ͱϩ癣ĞQtpsjbtjtğ!

征候： 

 如图上位置，呈红或蓝灰色、

厚、粗糙的斑块，有银色的

脱屑。 

 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不是感

染，没有传染的危险，通常

会持续一段时间或反复出

现。 

治疗： 

 多晒太阳，常有帮助。 

 浸泡海水有时有用。 

 要看医生。 

 需长期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