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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紀念醫院 皮膚科主治醫師

葉昱廷

皮膚黴菌感染
 深部皮膚黴菌感染

 表淺皮膚黴菌感染

 深部感染: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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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淺皮膚黴菌感染
 依照致病菌的種類不同，最常見的可分為下列幾種：

 癬

 汗斑

 念珠菌感染

（1）癬
 皮癬菌感染症:俗稱「癬」。

 皮癬菌是一種黴菌，較常見且可致病:毛癬菌、小芽孢
菌和表皮癬菌。

 皮癬菌感染一般只發生在皮膚的角質層或是角質衍生
物上，如毛髮或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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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癬感染的部位的不同，
醫學上也有不同的命名，
如感染腳底、腳趾（縫）
稱足癬（俗稱香港腳）；
指（趾）甲稱甲癬（合
稱灰指甲）；手掌稱手
癬；股溝（胯下）稱股
癬；身體軀幹稱體癬；
頭皮、頭髮稱頭癬。

癬
 甲癬(灰指甲)

 足癬(香港腳)

 股癬、體癬

 動物傳染來的黴菌

 頭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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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指甲
 特徵:  鬆、黃、脆
 指甲生病不是都是灰指甲(也可能指甲乾癬、甲床剝離、
扁平苔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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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指甲
 指甲游離端開始有白、黃褐色或黑色小向指甲下緣延伸，

 甲身逐漸變混濁、變粗變厚。指甲會逐漸轉變成黃、灰或黑色。

 皮膚科門診中，民眾罹患「灰趾甲」的平均盛行率高達20%。
此外，民眾對於「灰趾甲」缺乏正確認知與治療觀念，

 >6成以上的患者，不知道會傳染給家人。

 在未曾接受治療的病患中，更有5成8的人是根本不知道灰趾甲
可以治療而未就醫。

 臨床經驗顯示，約3至4成的「灰趾甲」患者是在家中遭到感染。
「灰趾甲」的家庭感染模式，最常見是從一家之主「爸爸」開
始，然後傳給太太、小孩。在大家庭則是從中間階層的家人
（例如：年輕男孩或役男）開始發生，因其接觸公共場所機會
高，導致有的家人就算不出門，也會被感染。

10

甲癬分類學
近端甲下型

甲板侵入

白色淺表型

遠端側緣甲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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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SO

WSO

PSO TDO :Total 
dystrophic 
Onychomycosis
全毀壞型

Endonyx Onychomycosis

12

屬於最常見 的一類

大部份發生在腳指甲

常見致病菌種 :
Trichophyton rubrum

指甲變厚

遠端側緣甲下型

Invasion via 
hyponych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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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致病菌種 :

Trichophyton mentagrophytesvar.interdigitale
molds

白色淺表型

Nail plate eroded clearly 
delineated white patches

Dermatophytes colonise the most superficial 
layers of the nail plate without penetrating it

14

 少見 。免疫低下病人如AIDS常見
 常見致病菌種 : 
 Trichophyton rubrum
 Candida （如果有合併甲溝炎）

近端甲下型

Creamy white coloration  slight thickening

Invasion via the proximal horny layer of the 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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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少見

常見致病菌種 :
Trichophyton soudanense

甲板侵入

Massive invasion of the nail plate White, milky patches
no thickening or onycholysis

16

主要由於慢性的
mucocutaneous candidiasis
所感染

全毀壞型

或是由其他幾型惡化後最後
導致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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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指甲的治療
 外用藥物(藥膏、藥水、抗甲癬油劑)

 口服藥物(Sporanox適撲諾, Lamisil療黴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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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用藥物(藥膏、藥水)
 每天早晚各擦藥壹次，直到痊癒為止（約需治療半年
到一年）。

 先用銼刀把指甲面刮掉，可去除感染黴菌的角質層，
也使藥物更易滲透，同時刺激指甲生長，縮短治療時
間。

口服藥物
 口服新一代的抗黴菌藥，一天一次

 手指甲:服用6週

 腳指甲:服用12週

 需每天持續服用，不可間斷

 停藥後分別觀察3至6個月及6至9個月，新長出來的指
甲可成為正常的指甲，治療率可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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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藥副作用
 副作用:輕微噁心、嘔吐、腹痛、腹瀉。頭痛、眩暈。

 此藥是由肝臟代謝的《約有千分之三的病人服藥後，
肝功能指數會上升，但停藥就會恢復》，約十萬分之3
～5會導致肝炎等嚴重之肝傷害。

 在服藥前，及服用４週、８週後，均需抽血測肝功能
指數（GOT、GPT）。

 皮膚搔癢，起紅疹，食慾不振，疲倦嗜睡

 先決條件是肝腎功能正常，且沒有服用其他藥物的人。
另外像多處指甲受到感染的人，及已用了兩個月的外
用藥膏卻不見效者，也可以使用

22

灰指甲的治療方式比較表
藥品分類 新一代外用藥：

抗甲癬油劑

一般外用藥 口服藥:

抗黴菌藥

藥品

說明

•專為灰指甲所開發新型藥品

•親脂性油劑穿透指甲能力強

•適合表淺性黴菌
感染，如香港腳

•可以治療香港腳
及灰指甲且治療效
果受到肯定

特色及注
意事項

•外用藥安全不影響肝臟代謝

•每週塗抹一次使用方便

•無法有效穿透指
甲故治療效果有限

•有肝腎禁忌者應
注意

使用劑量 •每週塗抹一次 •一天塗抹數次 •每天服用

治療時間 •手指甲：6個月(24次）

•腳指甲：9-12個月（36-48
次）

•按指甲生長速度 •手指甲：連續服
用6週

•腳指甲：連續服
用12週

健保給付
規定

自費 健保給付 健保給付(需另付
藥品部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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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樂指利?
(Loceryl Nail lacquer)
為有肝腎禁忌及不願口服病患
提供新選擇

24

最新一代製劑

法國進口樂指利抗甲癬油劑

每週使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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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eryl)

(Loceryl)

(7,8-異構脢)

(14-還原脢)

(Lamisil)

(Sporanox)

(角鲨烯)

(麥角固醇)

Amorolfine : Dual inhibition of ergosterol biosynthesis

CCH2CH3

CH3

CH3

CH2 CH

CH3

CH2 N O

CH3

CH3

ClH

Amorolfine 分子結構式

• Morpholines 衍生物

• 化性穩定

26

抑制
D7 - D8 異構脢

抑制
D 14還原脢

麥角固醇缺乏

細胞膜功能性細胞
及其生長受到影響

生長受阻

FUNGISTATIC
ACTION
抑菌

D 4 DIMETIL ERGOSTATRIENOL
的堆積

IGNOSTEROL 的堆積
不正常的 ESTEROLS

CHITIN (幾丁質) 的堆積

LIPID WALL
附著物

脂肪小胞沉澱於細胞漿

FUNGICIDE
ACTION
殺菌

Action Mechanism 作用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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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ORGANISMES No. of strains 
tested 

MIC (ug/ml) 

 
DERMATOPHYTES 
T. rubrum(紅色毛癬菌) 
T. mentagrophytes(須癬毛癬菌) 
M. canis 
E. floccosum 

 
 
   40 
   39 
   21 
   13 

 
 
0.001  -  1.13   (0.004) 
0.001  -  0.13   (0.029) 
0.001  -  0.13   (0.062) 
0.03  -    6.2      (0.088) 

YEASTS 
C. albicans(白色念珠菌) 
C. tropicalis 
C. krusei 

 
  155 
    36 
    10 
     

 
 0.001  -  100    (0.55) 
 0.001  -  100    (0.22) 
     0.1  -      1     (0.112) 
  

MOLDS 
Hendersonula sp. 
Alternaria sp. 
Scopulariopsis brevicaulis 
Aspergillus fumigatus 

 
     6 
     5 
   10 
   30 

 
     0.1  -     1     (0.3) 
   0.05  -     1     (0.35) 
     0.5  -     5     (n/a) 
      30  -  >100    (>100) 

 

 

Amorolfine
in Vitro Antifungal  Activity (抗菌活性)

Geometric 
mean

Polak A, Dixon DM. Antifungal activity of amorolifne in vitro and in vivo; in: Recent trends in the discover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ntifugal agents. JR Prous Science Publ 1987:555-73

28

A B

A: Amorolfine 5% - Metacrilic Ac. -
solvent, plastifiant
B: Evaporation solvent – Active drug 
25%- pellicle – plastifiant* -
metacrilic ac.

A: BEFORE    B: AFTER

因形成閉合薄膜達7天, 故持續滲透性強

使用Loceryl 7天後,甲下藥物濃度仍超過MIC值

LOCERYL NL  5%
Penetration and Retention Characteristics

u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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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 nail plate

甲床 nail bed

甲根

nail matrix

半月

lunula

特 殊配方 強力穿透甲板
突破角質層吸收障礙的新技術

創新設計的4種製劑組合

確保高效且持續的抗甲癬活性

1 具廣泛抗黴菌範圍的強效主成份 ( amorolfine )

2 可揮發的溶媒成份 ( ethanol )

在溶媒揮發後可高度濃縮 ( amorolfine 5%  25% )

3 可形成無色防水薄膜的塑化成份 ( triacetine )

4 濃縮的主成份在防水薄膜下積蓄於聚合體中( polyacrylate )

可持續滲入並擴散至甲床達 7 天之久

30

具高穿透甲板能力、一週一次

A highly effective penetration rate

具殺菌、抑菌雙重作用

Dual fungistatic and fungicidal activity 

抗黴菌範圍廣; 對皮真菌Dermatophytes、酵母菌

Yeasts 及 霉菌Molds引起之甲癬均有作用

A highly effective broad spectrum of activity

LOCERYL NL  5%
具備三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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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指利是治療所有類型
灰指甲的基礎用藥

非甲根感染 甲根感染

MONOTHERAPY COMBINATION
THERAPY

ONYCHOMYCOSIS

+口服療法

有效, 但 30/40% 
失敗率

口服療法

32

治療前 治療後8個月 治療後10個月

轉載自Dr. Baran, France

單一療法之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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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療前 治療後3個月 治療後6個月

轉載自Dr. Ro, Korea

單一療法之療效

34

治療後四周92-05-14

治療
後八周

治療後
四個月

Loceryl® NL+ 指甲修整

轉載自高雄王銘燦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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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6m Amorolfine NL

Infant (91.08.12)‐baseline after 1m Amorolfine NL

轉載自成大許明隆醫師

after 2m Amorolfine NL

EFFICACY – MONOTHERAPY
Infant 一歲10個月

36

*台大廖怡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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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 COMBINATION THERAPY
女, 43歲, 
Terbinafine 2 weeks + Loceryl 3 months

93-07-11 93-07-11

93-07-11

轉載自高雄王銘燦醫師

38

EFFICACY – COMBINATION THERAPY
女, 43歲, 
Terbinafine 2 weeks + Loceryl 3 months

93-10-11 93-10-11

轉載自高雄王銘燦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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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指利使用四步曲

儘可能銼除或銼薄受感染指(趾)甲

1/ 銼甲
2/ 消毒清潔

用藥盒中的酒精棉清潔指(趾)甲，
並去除上次殘留藥膜

用酒精棉徹底清除藥板上的殘留藥液
，以便下次使用

3/ 塗藥

4/ 清除殘留

用藥板沾取藥液均勻塗於整個指(趾)甲上

40

正確挫甲可以幫助灰指甲治療

可使用工具：
拋棄式挫刀
不銹鋼挫刀
指甲剪

如何挫甲？
‧ 用挫甲工具盡可能挫除或挫薄受感染指甲

注意事項
•指甲挫太薄容易出血而受感染
•指甲邊緣處較不易挫，應小心以免傷到表皮

挫甲前 挫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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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目的
提醒病患每週按時塗藥

◎使用步驟
1.每週定期使用樂指利
2.用紅色圓形貼紙註記用藥日期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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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包裝:內含治療所需一切工具
(甲銼、藥板、 酒精棉片、 藥液 )

44

特殊藥板

特殊設計的藥板

可以精確的吸取
定量的藥液
(0.02-0.03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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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便: 每週一次

• 療程: 手指甲:需用24次(6個月)

腳趾甲:需用36~48次(9~12個月)

(配合指甲生長速度)

每瓶藥液(3ml)可用100~150次/ 甲

以平均可使用125次計算

一瓶可治療125/(6*4)=5.2(支)指甲

或125/(9*4)=3.4(支)趾甲

46

非原廠 vs. 原廠

樂指利
(藥膜完整)

非原廠
(藥膜變質)

同時使用三天測試結果

王銘燦醫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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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訊息

目前市場上已有台製產品上市,但有相當程度差異

1.樂指利有完整且大量臨床文獻,台廠無臨床文獻.

2.樂指利使用後五分鐘即可洗手,台廠使用

後八 小時避濕(仿單).

3.樂指利防水藥膜可維持一週以上,台廠約

二至三天就有脫落現象;而藥膜除保護藥

物流失,亦影響其滲透性及治療效果.

預防感染灰指甲？
 指甲剪，只要用過的人當中，有灰指甲患者，就可能仍有
少數黴菌殘留刀鋒上，而傳染給其他使用者。

 避免指甲的外傷及化學藥劑的刺激（包括去光水）。指甲
受傷要趕快處理，不論夾到門把或撞傷後的指甲，常因受
傷或細菌感染而發炎，導致指甲變形有縫隙，使黴菌得以
侵入，而導致灰指甲。

 皮膚有黴菌感染（尤其香港手、香港腳）時，應儘速就醫，
做徹底的治療，以免黴菌傳染到指甲。有一個常見的錯誤
觀念，以為拔除灰指甲就好了，其實那只是暫時好了，但
因徽菌已侵犯甲床及指甲旁的皮膚，所以在此黴菌環繞的
環境中新長的指甲，仍將成為灰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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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應注意：
 穿著通風透氣、吸汗強的棉質襪，每天更換清洗，甚至一天
換穿幾雙。

 赤腳最好、拖鞋或涼鞋也不錯，應避免穿膠鞋或不透氣的球
鞋。最好有兩雙以上的鞋子交換穿著，使每一雙都有足夠的
時間可以晾乾。

 不與他人共穿鞋子、拖鞋及襪子。（買鞋時，請勿以赤腳試
穿鞋，以免遭受感染。）

 腳底、趾間癢儘量不要用手抓，以防傳染於手指。

 沐浴後應把腳趾擦乾，尤其是趾縫等較易被忽略的地方。

 身體其他部位有黴菌感染時，應及早治療，以免互相傳染而
防不勝防。

 治癒後，襪子及拖鞋應拋棄。

1.足癬(香港腳)
 3種臨床表現：

 1).糜爛型─此型是最為常見，患部足趾縫間脫皮糜爛，
常會併有厲害搔癢和灼熱感。

 2).水泡型─脫屑性紅斑合併水泡，水泡主要分布於足
底弓部，通常相當癢。

 3).角化型─整個足底角化脫皮，通常不癢，冬季常因
過度角化龜裂而疼痛。

 接觸傳染。游泳池、三溫暖、溫泉等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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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癬、體癬：
 股癬臨床症狀是位於鼠蹊部、大腿內側或臀部有隆起、
脫屑性紅斑、界線清楚、伴隨搔癢。

 體癬是位於軀幹的癢性脫屑性環狀紅斑，又被稱為
「金錢癬」。在氣候悶熱潮濕時，股癬、體癬容易蔓
延擴散，而濫用成藥，更是造成體癬、股癬惡化的主
因。

動物傳染來的黴菌
 家中的人(小孩子、停經
婦女)，會從寵物身上感
染動物的體癬。

 養貓、狗、兔子、刺蝟

 其臨床症狀與一般的體
癬略有不同，發炎現象
較為明顯，有時會被誤
診為濕疹而延誤治療時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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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頭癬
 常見於小孩、停經婦女。臨床上多可見到局部頭髮斷
裂或脫落的情形，嚴重時頭皮還會腫脹、化膿。所以
台語俗稱頭癬為「臭頭」。一般病人多由有病的學校
同學、家人、動物傳染而罹病，因此一定要找出感染
源，頭癬才有可能醫好！

 治療頭癬時，病人一定要接受口服抗黴菌藥物的治療，
期限可能要長達三～四個月。病人的梳子、帽子、枕
頭、床、毛巾一定不能與他人共用，且要經常用熱水
燙過，以免傳染他人。

治療
 輕微的癬:確實塗抹外用抗黴菌的藥膏就可很快痊癒。
但患者常有的經驗是：病灶處總是時好時壞，尤其在
夏天更是容易復發。

 一般人的用藥習慣往往不癢就以為好了，當然就無法
完全治癒。

 正確的擦藥方法：每天兩次少量塗抹，直到皮膚外觀
完全正常之後，再多塗抹兩週才能完全根除皮膚表面
的黴菌。

 若是較嚴重的癬則須併用口服抗徽菌藥物，才能有效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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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for healthy n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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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甲的作用
 保護末節指腹免受損傷，維護其穩定性，增強手指觸
覺的敏感性。

 協助手抓、挾、捏、擠等。

 甲床血供豐富，有調節末梢血供、體溫的作用。

 是手部美容的重點，漂亮的指甲增添女性的魅力。

Tips for healthy nails
 Keep nails clean and dry.

 Cut nails straight across. Use sharp nail scissors or 
clippers. Round the nails slightly at the tips for 
maximum strength.

 Keep nails shaped and free of snags by filing with 
an emery board.

 Do not bite fingernails or remove the 
cuticle. Doing so can damage the nail.

 Do not use your nails as a tool, such as opening pop 
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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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for healthy nails
 Trim toenails regularly. Keeping them short will 
minimize the risk of trauma and injury.

 When toenails are thick and difficult to cut, soak 
your feet in warm salt water.Mix one teaspoon of 
salt per pint of water and soak for 5 to 10 minutes.

 Avoid “digging out” ingrown toenails, especially if 
they are infected and sore. If you are suffering from an 
ingrown toenail, see a dermatologist for treatment.

Tips for healthy nails
 Wear shoes that fit properly. Also alternate which 
pair of shoes you wear each day.

 Wear flip flops at the pool and in public 
showers. This reduces the risk of infections caused by 
a fungus that can get in your toenails.

 Do not share nail filer. Never share your nail filer, 
nor borrow someone else’s. People have bacteria and 
other germs on their nail filer, and sharing will cause 
the spreading of these g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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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for healthy nails
 Use bioti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iotin, which contains keratin 
can make your nails stronger and harder. Applying it at 
least 4 to 5 times a day will prevent your nails from 
breaking easily.

J Cosmet Dermatol. 2004 Jul;3(3):138‐44.

美國皮膚科醫學會的建議
 If your nails change, swell, or cause pain, see your 
dermatologist because these can be signs of serious 
nail problems. 

 If you have diabetes or poor circulation, it’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seek treatment for any nail problems. If 
you have qu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caring for your 
nails, see a dermat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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