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上常有些小毛病，看似不是病，但痛的時候卻很要命，甚至令人寸步難行，而且老是重複翻發，說的是
平常不過的腳底疣和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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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下 小 毛病：雞眼與腳底疣

不少人說，足部是人生的第二心臟。我們的健康其實都是靠一雙腳，雙腳健康，行得走得，人也就健康。
可惜的是，現代人願意花大量時間金錢來保養丁方幾吋的一張臉，對於一雙腳，則相當忽視。據說人類終
其一生或要走上 18 萬公里的路程，經常行山遠足的或不止此數，所以一雙腳不能不好好保護。出現在腳
上的毛病很多，其中最普通的兩種，或者你和我都曾經經歷 ── 就是腳底疣和雞眼，這兩個小毛病很容
易發生，擾人而且很容易被混淆。
腳底疣

疣（Wart）是非常常見的病毒感染，經常出現在手腳的尋常疣都是因為人
類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所致。HPV 這個病毒，
大家是否有點眼熟？就是會造成子宮頸癌的病毒。人類乳頭瘤病毒是一種
會感染人類表皮與黏膜組織的病毒，至今已判別了 170 多種，部分入侵人
體後會造成癌症或病毒疣，但絕大部分是沒有任何臨床症狀，由 HPV1 型
感染的腳底疣就是這類。
腳底疣（Deep Plantar Wart）可壟統地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單獨生長（Solitary Wart），另一種是叢狀性（
Mosaic Warts）生長，一般來說，後者的治療比前者困難，且引起的不適亦較明顯。
腳底疣的成因通常是因為接觸到 HPV 病毒而致，表皮繭狀凸起，堅硬粗糙，單獨生長的腳底疣多發生於
腳底受壓處，而叢狀疣則有點似花椰菜，腳疣相比手疣較多見。腳底疣一般可見中央有黑色小點（微絲血
管），可發於成年人和兒童，卻以兒童較常有，可能與兒童較活躍於公共場所有關。一如其他病毒疣，腳
底疣具有傳染性，常通過皮膚間接觸或接觸潮濕的場地（如泳池、健身房和公眾浴室）感染。儘管我們日
常生活中很可能接觸到人類乳頭瘤病毒（HPV），但並非所有人都會被感染，只有在免疫能力較差的人群
或時期才較容易感染病毒。病毒會透過傷口或是從皮膚感染，潛伏期通常為 3-6 個月。
病毒疣生長在皮膚表面，通常較顯而易見，但腳底疣長在腳底，每日承受人體壓力而導致深陷皮膚之內，
令發現及治療都較為困難，很多患者求醫時多是情況較為嚴重。腳底疣一般會造成行走及站立出現痛楚的
症狀。
治療

有些患者以為腳底疣是小意思，毋須治療，但疣有傳染性，容易感染其他人或皮膚，尤其是一些會出現疼
痛的腳底疣，若不治療會影響步行，也有機會傳染其他人。最初部又最簡單的方法是使用低濃度水楊酸（
Salicylic Acid）塗搽患處，如有反應的話，剪去酸蝕死皮即可。如果反應不理想，可使用冷凍治療（
Cryotherapy），目的是希望凍傷腳底疣的皮膚，使其自然脫落，嚴重的也可使用激光，甚至手術治療。
臨床發現，在小朋友身上的病毒疣有時可以自我痊愈而毋須治療，所以如果家長發現小朋友出現病毒疣，
可先行觀察再作決定，當然，如發現擴散迅速，便不要猶豫，盡早求治。
如 何 防 疣？

不要用手撕腳底疣的表皮，以防病毒蔓延。避免病毒疣的最佳方法是保持良好的衛生條件及不要共用毛巾
等生活用品。如要預防腳底疣，最好穿著透氣較好的鞋子，減少出汗。每日清洗雙腳後徹底吸乾水分，包
括腳趾縫間，在公共活動區域，如泳池和浴室，應穿著拖鞋，在健身房和訓練場地，亦要穿著運動鞋。雖
然說 HPV 病毒無處不在，但只要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及身體正常抵抗能能力，病毒並不容易作惡。
雞眼
另一種令人頭痛的腳上小毛病就是雞眼。雞眼（Corn）常發生在腳趾和腳底，
主要是因為局部長期受到擠壓、磨擦，皮膚表皮增厚形成厚繭，而非病毒感
染，最常發生是由於穿著不適合的鞋子（尤其窄鞋頭）或是新鞋子、高跟鞋
等等，令壓力集中於足部某一點，再加上腳趾長期處於密封、汗濕的環境，
容易使細菌滋生，而造成雞眼受到感染。
在病理形態上，雞眼可分為好幾種，包括軟性、硬性、纖維性、血管性及種
子型等等，以軟性及硬性雞眼最為普遍。
・硬雞眼 ─ 高弓足的人由於足弓較高拱，造成足部的壓力改變，較容易在腳底形成雞眼，又或是由穿著過
緊過窄的鞋子誘發。硬雞眼常發生於足底以及小趾外側或易受壓摩擦處，圓形或類圓形，可有 1 個或多個
。因為皮質堅硬的壓入真皮，刺激神經末梢，引發疼痛致舉步艱難。
・軟雞眼 ─ 發生於兩趾縫間，多見於腳汗較多或是香港腳的患者，由於潮濕而致皮質較軟，顏色偏白。
・種子雞眼 ─ 這類型雞眼的特徵就是形狀細小，叢簇出現，病因可能是汗管阻塞，多見發生在腳部皮膚乾
燥的長者。
・纖維性雞眼及血管性雞眼 ─ 由其他類型雞眼未及妥善處理發展而至，雞眼深入真皮形成纖維性組織及刺
激神經末梢，出現疼痛，甚至出血。
治療

日常生活中常有腳上長雞眼的情況，雞眼雖然不是甚麼嚴重疾病，但對生活卻會造成一定影響，若情況惡
化，更可發展至潰瘍造成傷口，繼而出現感染，糖尿病患者或腎病患者更需及早處理。如果只是鞋子問題
導致雞眼，通常都會出現一個壓力點，雞眼不會太多，多為 1-2 顆，但如有高弓足的話，便很可能會長出
多顆，一般不易自愈。治療雞眼的重點不是去除雞眼，因為雞眼出現的原因是腳部受到壓力磨擦而致，
如果壓力不減，便無法避免翻發的可能，亦是因為很多時治療都是治標（去除雞眼）而沒有治本（去除壓
力），造成雞眼常反覆復發。
市面上有很多治療雞眼的藥水和膠布售賣，成分多是 20％以下的水楊酸，成年人如果雞眼的情況不嚴重
且無感染，可以使用。由於水楊酸具嚴重腐蝕效果，使用雞眼藥水時，應以棉花或紗布蓋住周圍健康皮
膚，只露出雞眼，再滴上藥水，隔數天重複一次，直至雞眼移除。滴藥水要小心，避免灼傷周邊其他皮膚
而造成潰瘍。使用雞眼貼則需要注意貼布位置會否移位，尤其在腳底的雞眼，因步行時常會使貼布移位，
使酸性物質不能在雞眼位置發揮功效。一般來說，小朋友和長者並不建議自行在家中使用，若造成酸性灼
傷，更難處理。
去除雞眼後，最好在沐浴後使用紙板銼或浮水石輕輕挫除雞眼的表皮，再使用潤膚膏保濕，通常一至兩星
期便可回復，只有長期病患者或是出現感染潰瘍才會較難處理。
治本原則

治療雞眼，並不是針對雞眼本身，而是導致雞眼出現的原因，所以最佳方法就是預防雞眼發生，應檢討經
常長雞眼的地方是否因為不當的步行姿勢、鞋子是否過緊或者是否有高弓足情況，從基本處改善。選擇合
適腳型及穿著寬鬆、大小合適的鞋子，以免造成腳部畸形。如果換了鞋子無效，應注意是否有高弓足問
題，可使用矯形鞋墊來改變足底受力，以達到減輕磨擦的效果。此外，如感到腳部不適，應及早使用鞋墊
或其他護趾工具來護足。
如 何 分 腳底疣和雞眼？

腳底疣和雞眼的外形並不相同，不過，非專業人員不容易分辨，故常有混淆。兩者疼痛的表現有點不同，
腳底疣受平均壓力時一般不會太痛，但當擠壓時則有痛感；雞眼則剛相反，平壓時會感到相當痛楚，但擠
壓的痛楚則不太明顯。不過，如有問題，最好還是諮詢專業人士。

處理足下小毛病建議
足病診療師李幗兒建議，不要用任何利器剪刮雞眼的表面，以免剪傷造成創口，應使用甲銼或是紙板銼挫去死皮，雖然耗時較
長，卻可避免皮膚受傷。
「使用強角質脫落劑時應注意不是劑量愈多愈好，也不是強酸令人感到痛楚就有功效，劑量太多反會灼傷皮膚。」
此外，我們偶然在行山或是穿著新鞋子後腳掌或腳趾都會因不適應或磨擦出現水泡，李幗兒建議不要戮穿，最好用紗布包圍水
泡，等水泡萎縮變成硬皮後才除去。
「不過，如果水泡出現膿腫或是血塊，可能已出現細菌感染，便需要特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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