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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皮膚結構正常皮膚結構



酒糟性皮膚炎定義？

酒糟是一種發生於顏面中部的前額、鼻、
頰及頦部，以皮脂分泌亢進、皮膚潮紅臉

上泛紅灼熱、毛細血管擴張、並伴有丘疹、上泛紅灼熱 毛細血管擴張 並伴有丘疹
膿 疱、結節狀增生為其特點的皮膚發炎
疾病。疾病

惡化因子如天氣悶熱、陽光曝曬、運動劇烈、
壓力大或吃得太熱 太辣 及熱水洗澡等 其壓力大或吃得太熱、太辣、及熱水洗澡等。其
發病原因尚未完全明瞭，與皮脂溢出、面部血
管運動神經失調 酒和辛辣食物刺激 冷熱刺管運動神經失調、酒和辛辣食物刺激、冷熱刺
激、精神壓力緊張等因素有關。愛吃燥熱辛辣
物 酒糟會讓你難看物 酒糟會讓你難看



愛吃燥熱辛辣物 酒糟鼻會讓你難看酒糟鼻又名愛吃燥熱辛辣物 酒糟鼻會讓你難看酒糟鼻又名
酒渣性痤瘡、酒渣性皮膚炎、玫瑰痤瘡、。中
醫稱為"酒齇"、"鼻齇"、"赤鼻"。醫稱為 酒齇 、 鼻齇 、 赤鼻 。

從酒糟鼻治療難纏的皮膚病，臨床上有不少患者
來診抱怨臉部潮紅紅腫、毛細血管擴張性紅斑，
除了皮膚的發炎之外 還有體質敏感 免疫疾病除了皮膚的發炎之外 ，還有體質敏感-免疫疾病，
有時還會有膿皰的生成，刺激該處皮膚長出一粒
粒彷如青春痘的丘疹和膿皰，常在飲酒或進食刺
激食後、外界溫度變化(日曬)時以及精神緊張時
加重。
病大多數與精神因素(情緒憂鬱、緊張、病大多數與精神因素(情緒憂鬱、緊張、
焦慮、激動等)有關







十五世紀義大利畫家多梅尼哥·
基爾蘭達約（Domenico 

Ghirlandaio）所繪製的《一個
老人與他的孫子》顯示了肥大
型酒糟鼻對皮膚造成的損害[1]型酒糟鼻對皮膚造成的損害[1]

肌膚泛紅？主因為皮膚發炎了
皮膚泛紅有兩大成因，其一為先天皮膚較薄者，底
下的血管看來較明顯而看起來泛紅；其二則是皮膚
反覆發炎（濕疹、異位性皮膚炎、酒糟性皮膚
炎…..等），當肌膚發炎時因血管要輸送修護養分
會長出許多新生血管，若新生血管沒有退去就會變
成持續性泛紅。



Kavanagh博士表示，皮膚會因年齡、壓力、或疾病而有所改變，有時會讓毛
囊蟲數量增多 研究顯示 酒糟性皮膚炎患者皮膚上的毛囊蟲比其他人多了囊蟲數量增多。研究顯示，酒糟性皮膚炎患者皮膚上的毛囊蟲比其他人多了
10倍以上。當這些塵螨死掉，會將細菌釋放到皮膚裡，導致皮膚發紅和炎症
免疫反應。

酒糟性皮膚炎是一種慢性反覆發作的皮膚病，原因不明。不過像毛囊?阻塞
毛細孔、交感神經亢奮、遺傳、情緒壓力、荷爾蒙、熬夜、使用刺激性的化
妝品及類固醇、愛吃烤炸辣或太燙的食物、長期酗酒、日曬、吹風或劇烈運
動等，都有可能是誘發原因，氣溫過冷或過熱時，酒糟性皮膚炎的患者也有
增多的趨勢。



酒糟性皮膚炎惡化因素酒糟性皮膚炎惡化因素



酒糟性皮膚炎病因酒糟性皮膚炎病因



不是青春痘!!了解酒糟性皮膚炎
三階段三階段

酒糟性皮膚炎的麻煩之處，在於其初期病症容易跟相關皮膚疾病混淆，
一般醫界把酒糟性皮膚炎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一般醫界把酒糟性皮膚炎分成三個階段 分別是:
◎1.紅斑期-鼻部泛油光，同時浮現紅斑，時隱時現，不少患者一開
始以為是臉部清潔沒做好，或是去藥局購買藥膏擦拭，但適得其反，
反而讓病情愈來愈嚴重。
◎2.丘疹膿皰期-到此階段，紅斑就不再「若隱若現」了，而是持久
性的浮現，紅斑上也會出現丘疹或膿皰，大小甚至可以到黃豆那麼大。
此階段毛囊口也會增大，同樣會被患者誤認為是青春痘。
◎3.鼻贅期-酒糟性鼻炎的第三階段。鼻部皮脂腺、結締組織大量增
生、同時纖維化的關係，讓鼻子前面就像頂了一坨球一樣，鼻尖鼻翼
也會肥大。不少患者在此階段都相當困擾，除了生理的不舒服外，對
於社交也有很大的影響呢於社交也有很大的影響呢!!



反覆性、慢性兩大特質，道盡了酒糟性皮膚炎
的特色，因為血管擴張造成臉部泛紅，一般人的特色 因為血管擴張造成臉部泛紅 一般人
在一段時間就會恢復，但是…酒糟性皮膚炎患
者的血管擴張太久，進而造成組織液的滲出，者的血管擴張太久，進而造成組織液的滲出，
這些組織液會刺激患者皮膚，讓患者長出膿皰
或丘疹。也有患者的眼睛受到影響，容易泛淚或丘疹。也有患者的眼睛受到影響，容易泛淚
跟充血而酒糟性皮膚炎還有另外一特殊現象，
就是男性如有此病症 常常比女性嚴重 但是就是男性如有此病症，常常比女性嚴重，但是
女性患病率卻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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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糟鼻在皮膚科專業學術演講
98.11.08.

前總統柯林頓的酒糟鼻



圖 紅斑期 鼻部以紅斑為主 油圖1：紅斑期。鼻部以紅斑為主，油
膩光亮，紅斑時隱時顯。

圖／廖桂聲醫師提供圖／廖桂聲醫師提供

圖2：丘疹膿皰期。紅斑持久不退，紅
斑上可出現丘疹或膿皰，從針頭到黃豆
大小都有，毛囊口擴大，容易被誤以為
是青春痘。
圖／廖桂聲醫師提供

圖3：鼻贅期。鼻部皮下組織纖維
化，局部皮脂腺和結締組織增生，化，局部皮脂腺和結締組織增生，
鼻尖、鼻翼肥大，形成大小不等的
結節狀隆起，表面凹凸不平，形成
鼻贅。鼻贅
圖／廖桂聲醫師提供



判斷錯誤，愈治療病情愈糟糕?酒糟性皮膚症狀誤解

誤以為是青春痘 反覆發作的情況下 讓一些患者‧誤以為是青春痘-反覆發作的情況下，讓一些患者
以為自己最近作息沒調好而長青春痘，於是前往
藥房買藥膏擦 殊不知愈擦效果愈不佳 到了病藥房買藥膏擦，殊不知愈擦效果愈不佳，到了病
情更加惡化才知道是酒糟性皮膚炎。

誤擦異位性皮膚炎 濕疹含類固醇等治療的副作◎誤擦異位性皮膚炎 濕疹含類固醇等治療的副作
用-外用含類固醇，或許病症在「短期」會有所好
轉 不過藥效一過 酒糟會更嚴重 這也是現代人轉，不過藥效一過，酒糟會更嚴重，這也是現代人
得藥物性酒糟的比例愈來愈高的原因。但長期而言
對患者都有不良影響 甚至影響女性的生理 絕對患者都有不良影響，甚至影響女性的生理，絕
對是愛美人士的一大噩夢。



酒糟性皮膚炎、青春痘傻傻分不清?醫師
教您辨別竅門教您辨別竅門

‧酒糟皮膚病變就有很多類型，不單患者本身常常在初期混酒糟皮膚病變就有很多類型 不單患者本身常常在初期混
淆，甚至連不少醫生都會判斷錯誤，以下就是各類酒糟性
皮膚炎的症狀鑑別: 

‧◎1 毛囊炎 患者不會有粉刺現象，但是四肢軀幹會有膿‧◎1.毛囊炎-患者不會有粉刺現象，但是四肢軀幹會有膿
腫、丘疹以及留下難看的疤痕，濃液中也會有細菌。軀幹、
四肢、臉部皆有。丘疹、化膿、囊腫、留疤痕。無粉刺。
從膿液培養出細菌從膿液培養出細菌。

‧◎2.類固醇酒糟-常跟酒糟鼻混淆，服藥後發作。也被稱
做痤瘡樣藥疹，會產生出強烈的癢感。

青春痘 最常見的症狀之一 會出現黑白頭粉刺 嚴◎3.青春痘-最常見的症狀之一，會出現黑白頭粉刺、嚴
重者會化膿，甚至滿臉疤痕等情況。
◎4.酒糟性皮膚炎-臉部為主要發作區，嚴重者會有結締◎
組織產生的贅鼻，不過不會產生劇癢感。
主要發生在顏面部、皮膚潮紅、灼熱感、毛細血管擴張、
並伴有丘疹、膿疱、結節狀增生。但不癢感。囊腫或留疤並伴有丘疹 膿疱 結節狀增生 但不癢感 囊腫或留疤
痕。



酒糟性皮膚炎、青春痘傻傻分不清?醫師
教您辨別竅門教您辨別竅門

‧◎5.異位性皮膚炎-有先天過敏性鼻炎病史、以及
過敏體質，也容易氣喘，會產生紅疹、脫屑或紅過敏體質，也容易氣喘，會產生紅疹、脫屑或紅
斑，長期反覆發作。四大特徵：﹙1﹚臉部、四肢
皮膚過於乾燥異常劇癢。（2）長期慢性反覆發作。皮膚過於乾燥異常劇癢。（2）長期慢性反覆發作。
（3）先天體質好發氣喘病，或有過敏性鼻炎之病
史。（4）皮膚病灶，一般初發在三、四個月的幼史。（4）皮膚病灶，一般初發在三、四個月的幼
兒，小水泡、紅斑、紅疹及脫屑、局部皮膚肥厚
變粗糙或魚鱗癬樣病變。變粗糙或魚鱗癬樣病變。
◎6.紅斑性狼瘡-臉頰處有紅斑，常見情況是產生
出蝶狀紅斑。面頰部紅斑，典型者部有蝶狀紅斑。出蝶狀紅斑。面頰部紅斑，典型者部有蝶狀紅斑。
ANA抗體。DNA抗體。



酒糟性皮膚炎的兩大難題，複雜的成因與誤診

誤診 不少醫生對於此類病症的誤診 像是脂漏性‧誤診-不少醫生對於此類病症的誤診，像是脂漏性
皮膚炎跟酒糟性皮膚炎的混淆，也有醫生誤以為
是過敏濕疹 一但判斷錯誤 給予的治療會讓病是過敏濕疹，一但判斷錯誤，給予的治療會讓病
情加重，無異於飲鴆止渴呢!!

混合型病症 之所以會誤判 其實跟酒糟性皮膚◎混合型病症-之所以會誤判，其實跟酒糟性皮膚
炎本身的複雜性有關，雖然一般是分成五種，但
是血管受到刺激的原因其實相當多 每個人體質是血管受到刺激的原因其實相當多，每個人體質
有別，更讓醫生判斷上增添困難。有時候病情惡
化也可能產生複合性的病症 大大考驗醫生的醫化也可能產生複合性的病症，大大考驗醫生的醫
術、以及患者本身是否細心。



酒糟治療的雙面刃，小心類固醇
藥膏的反效果

不過…酒糟鼻、酒糟性皮膚炎雖然成因未有定論，但醫學的進步，
讓「治療」不再是問題，常見的治療方式包含…口服、外用、雷」
射，都是控制酒糟的方式。微血管擴張的問題，也能藉由染料雷
射之助控制，當然，最好的方式還是調整體質，讓酒糟鼻不再那
麼容易復發，才是減少「紅色警報」的最好方式。
然而 醫生要在這裡提醒大家 常見的皮膚科醫師會使用類固醇然而，醫生要在這裡提醒大家，常見的皮膚科醫師會使用類固醇
藥膏，儘管開藥時會使用溫和的藥膏，初期確實也有效的收縮血
管，進一步達到減少皮膚潮紅的情況。不過，要是效用達到後，
應該漸漸轉為口服藥跟外用藥膏。但是… 類固醇藥膏使用久了會應該漸漸轉為口服藥跟外用藥膏 但是 .類固醇藥膏使用久了會
造成血管的彈性疲乏，患者會發現自己的「紅色警報」將不再消
退，當警報成為常駐….誰還有信心出門呢?



「美國仙丹」不是萬靈藥，小心擦成
月亮臉月亮臉

隨著醫學新知的累積，類固醇的「美國仙丹」之名也逐漸遭人質疑，
使用類固醇勢必面臨一些副作用，為什麼醫師一再呼籲「不要使用類
固醇治療酒糟 呢 這當然是有醫理上的考量 以下為您介紹固醇治療酒糟」呢?這當然是有醫理上的考量，以下為您介紹。
◎對於抗發炎的效果良好 類固醇對於消炎方面的效果非常好，一般
給藥途徑分別在口服、注射、鼻噴劑、外用藥膏四種。也因為其消炎
效果好而贏得「美國仙丹」之名。效果好而贏得 美國仙丹」之名。
◎副作用大
類固醇在台灣常有濫用的情況，像是口服、注射，容易造成「月亮
臉」、「水牛肩」、「血糖控制不良(因為類固醇會讓血糖升高)」、
「骨質酥鬆 「青光眼 等問題 儘管類固醇也經由改良以「外用「骨質酥鬆」、「青光眼」等問題，儘管類固醇也經由改良以「外用」
減少吸收的方式，但臨床研究也發現，一天只要吸收5公克的類固醇
達2周，身體的腎上腺皮質素就會被抑制，也會導致月亮臉、骨質酥
鬆等情況。而實務上，確實有病例是患者使用類固醇藥膏並以保鮮膜鬆等情況。而實務上，確實有病例是患者使用類固醇藥膏並以保鮮膜
包住造成上述情況，所以不是「西來仙丹就是萬靈藥」，無論是美國
仙丹、中國仙丹，使用類固醇就可能產生副作用!!



「美國仙丹」不是萬靈藥，小心美國仙丹」不是萬靈藥 小心
擦成月亮臉
◎購買方便
依據美國Stoughton-Cornell分類類固醇總共有「7級」，
強度從第一級到第七級由超強到極弱，在美國，藥局只能強度從第一級到第七級由超強到極弱 在美國 藥局只能
買到第七級(極弱)，讓民眾可以用來治療蚊蟲叮咬，不過
台灣藥局因為法制沒有嚴格制定的關係，可以買到4~6級
的類固醇外用藥，民眾缺乏對類固醇的概念卻只看到類固的類固醇外用藥 民眾缺乏對類固醇的概念卻只看到類固
醇「短時間」的療效，可想而知…級數愈低(1~2級)的效
力就愈強，但是沒多久就發現病情似乎愈來愈嚴重，酒糟
性皮膚炎患者甚至發現整張臉有惡化的趨勢，如果是孕婦性皮膚炎患者甚至發現整張臉有惡化的趨勢 如果是孕婦
患者更可能對胎兒造成影響。也有患者造成血管擴張、皮
膚萎縮的情況。醫師也提醒各位朋友，購買藥膏前最好還
是詢問專業醫師，免得愈擦愈嚴重呢。是詢問專業醫師，免得愈擦愈嚴重呢



清熱藥清熱藥

一、清熱瀉火藥

石膏 知母 蘆根 梔子 天花粉 淡竹葉石膏、知母、蘆根、梔子、天花粉、淡竹葉。

二、清熱燥濕藥、

黃芩、黃連、黃柏、苦參、龍膽草。

三、清熱涼血藥

生地黃、牡丹皮、赤芍、玄參、紫草、水牛角。

四、清熱解毒藥

金銀花、連翹、蒲公英、穿心蓮、青黛、
魚腥草、射干、山豆根、馬勃、馬齒莧、
白頭翁、秦皮。



清熱燥濕藥

1.黃柏：芸香科。苦、寒。入腎、膀胱、脾經。瀉火解
毒 清熱燥濕 瀉腎火 具有獨特的芳香味 富含維他毒、清熱燥濕、瀉腎火。具有獨特的芳香味，富含維他
命B群，可以修復神經、組織與器官的受損

2 黃芩：唇形科。苦 寒。入肺 脾 胃經。 清熱瀉2.黃芩：唇形科。苦、寒。入肺、脾、胃經。.清熱瀉
火、清熱燥濕、清熱安胎、清熱止血 能直接擴張血管，
有降壓作用有降壓作用
3.黃連：毛莨科 是天然抗生素 ，具很好的殺菌功用。
功效：毛莨科植物，具抵抗細菌、病毒與其他微生物
所感染的各種發炎現象，其具特殊的神效
4.苦參豆科植物具有豐富的消炎、修復與強化組織的作
用 可治療任何皮膚的病變用，可治療任何皮膚的病變



清熱滋陰藥

1.知母：百合科。苦、寒。入肺、胃、腎經。清熱除煩、
滋陰潤燥。可幫助擴張冠狀動脈，增加血流量，提高心
肌耗氧量，並具有降壓作用 具鎮定調節、減輕壓力功肌耗氧量 並具有降壓作用 具鎮定調節 減輕壓力功
能，以及具有抗菌功能。

2 梔子：茜草科 苦 寒 入心 肺 肝 膽 三焦經2.梔子：茜草科。苦、寒。入心、肺、肝、膽、三焦經。
清熱除煩、清利濕熱、涼血止血。
3.大黃蓼科植物，具消炎、修護、強化組織與排毒的優3.大黃蓼科植物 具消炎 修護 強化組織與排毒的優
越奇效但在劑量上必須拿捏到恰到好處，必可發揮驚人
的效果，又因每個人的體質不同，所以使用的劑量，亦
因人而異，絕非千篇一律因人而異 絕非千篇一律



知母 人參 地黃 其成份含「皂苷 「草本的幹細胞刺知母、人參、地黃」其成份含「皂苷」、「草本的幹細胞刺
激生長因子（Herb-derived Stem Stimulating Factor；
HSSF）」、「多醣體、強心配醣體、黏液體、菸鹼酸、鈣、
鈉、鎂、鐵、銅、錳鍺」，其功能如下：鈉、鎂、鐵、銅、錳鍺」，其功能如下：
1.皂苷具細胞毒性（cytotoxicity），可抵抗病毒細菌微生
物的感染，且含Polypeptide可以調節免疫與發炎反應。
2 草本的幹細胞刺激生長因子（Herb derived Stem2.草本的幹細胞刺激生長因子（Herb-derived Stem 
Stimulating Factor；HSSF）可促進幹細胞的增殖且能增進
在皮膚、神經、胰島或心肌中的幹細胞的增殖與成長因而取
代老化的細胞進而修復組織和器官的功能。例如：心肌梗塞代老化的細胞進而修復組織和器官的功能 例如 心肌梗塞
腦中風甚至是陽痿等血管性疾病若是這些組織和器官受到破
壞時（HSSF）可強化幹細胞的增殖與成長修復遭受破壞的組
織縮短疾病的進程甚至可以完全痊癒

許達夫- 感謝老天，我活下來了



「黃柏、知母、黃連、大黃、黃芩、梔子」
其色皆黃且富含多種類黃酮素、維他命B其色皆黃且富含多種類黃酮素 維他命B
群、葉酸、葉黃素，確有強化免疫系統的
功能，故有豐富的消炎、修復與強化體質功能，故有豐富的消炎 修復與強化體質
的作用。

周禎祥 張仲景藥物學周禎祥-張仲景藥物學



病例介紹，家庭主婦隱而未宣的
酒糟困擾

酒糟性皮膚炎病例，以下就來介紹其中兩例，因為不少患者都有類似的
情況，各位朋友也不妨參考看看!!
這位病患A小姐(化名) 是一名家庭主婦 平常因為失眠關係有服用西藥這位病患A小姐(化名)，是一名家庭主婦，平常因為失眠關係有服用西藥
的習慣。看診前突然發現臉部充滿紅、腫現象，同時有癢刺感跟灼熱感，
甚至出現了膿皰跟紅色丘疹，C小姐一開始以為是青春痘(痤瘡)，由於外
貌的改變讓C小姐心裡也產生影響，覺得出去影響觀感，心情也因此浮躁
不已 對於自己的外表感到自卑 羞於跟親友相處 進一步影響到日常不已，對於自己的外表感到自卑，羞於跟親友相處，進一步影響到日常
社交。一開始C小姐以為是自己身體不好、火氣大所造成長痘痘的現象。
但是…時間一長C小姐就覺得不太對勁了。除了痘痘擦藥擦不好外，塗抹
藥膏也一直沒有效果，找上診所才發現自己得的是「酒糟性皮膚炎」。藥膏也一直沒有效果 找上診所才發現自己得的是 酒糟性皮膚炎」
後來經過醫師的診斷，須以「滋陰肝腎，清熱瀉火」的方式應對，所以
醫師以中藥的方式治療，並開給C小姐處方，苦參、大黃、甘草、黃連，
黃柏、知母、生地黃、地骨皮、黃芩、梔子，淬取。 同時在心理上也做
好建設，雙管齊下，C小姐的症狀也逐漸得到控制，總算也恢復自信，跟好建設，雙管齊下，C小姐的症狀也逐漸得到控制，總算也恢復自信，跟
人交流也不再自卑，就醫者來看，沒有比這更理想的狀況呢!!



醫師建議，患者應注意日常生活的養
生保健方法，以減少病情的變化：

1. 加強皮膚鍛鍊，多運動、適當的流汗。

2 飲食上更應該忌口，避免辛辣、酒類、油2. 飲食上更應該忌口，避免辛辣、酒類、油
炸食物、蔥、蒜、肉類等、花生、 茄子、筍
子 荔枝 芒果 龍眼肉 杏仁 桃子 李子子、荔枝、芒果、龍眼肉、杏仁、桃子、李子、
蝦子、蟹類、等容易誘 發乾癬的食物。

3. 避免勞累、熬夜晚睡、調節情志，免受情
緒壓力之過度刺激



4.熱食、辣味食物，都是皮膚發紅的因子之一，
原理也很簡單，這些食物都會刺激血管，而不
少年輕人喜愛的「麻辣鍋」，更是兩者兼具，
除了容易因為一時放縱攝取過多的熱量外，也
會因為熱 辣因素誘發疾病 也有相關學者表會因為熱、辣因素誘發疾病，也有相關學者表
示吃太多麻辣鍋容易傷胃致癌，淺嚐即可，不
能多吃能多吃。
◎清潔不宜過度，使用洗面乳、化妝品也要注
意 是否內含刺激性物質意，是否內含刺激性物質。
◎身心平穩，心情的過度起伏都會影響病情。



包含現代人常過度攝取的糖分飲料、油炸碳烤
食物，以及容易攝取過多熱量跟脂肪的麻辣鍋。
水果方面如荔枝、龍眼、榴槤、芒果等…都很
容易上火。「上火」的食物是關鍵，有咖啡因
的食物 油炸物 刺激性強的食物 這都會影的食物、油炸物、刺激性強的食物，這都會影
響到肌膚。患者宜適量攝取，其他不良作息如
嗜酒 熬夜 過度的日曬 以及抽菸 或是情嗜酒、熬夜、過度的日曬，以及抽菸，或是情
緒頻繁的極度起伏，都容易誘發酒糟性皮膚炎。
讓身心平穩 才是打敗酒糟性皮膚炎的長久之讓身心平穩，才是打敗酒糟性皮膚炎的長久之
計。



排除主要誘發因素酒糟鼻不易上臉

2011/03/21 00 07 【記者李叔霖／台北報導】2011/03/21 00:07 【記者李叔霖／台北報導】
酒糟鼻是鼻子及周圍出現鮮紅色斑點，逐漸變成暗紅色的病症。桃園廖桂聲中醫
診所 院長廖桂聲 表示，病症多因飲食習慣不良、熬夜晚睡、情緒不穩定、長
期便祕及受到熱刺激等五大因素所造成，好發生於中年人身上。期便祕及受到熱刺激等五大因素所造成，好發生於中年人身上。
廖醫師指出，飲食習慣不 良的人，往往把過多的糕餅、精製食糖、巧克力及高
熱量食品吃下肚，又愛吃油炸類或重口味類的食物，這些食物通常會促使油脂分
泌更旺盛，以致於造成脾胃濕熱而誘發。泌更旺盛，以致於造成脾胃濕熱而誘發
廖桂聲醫師指出，晚上十一點至凌晨三點為人體肝經、膽經循行的時間，也 是
臉部美容的時刻，常常晚睡、熬夜的人身體受到很大 的影響，以致於引起酒糟
鼻。鼻
壓力和憂慮引起情緒不穩定也是臉部肌膚的大敵，因為情緒不穩定容易造成經絡
循行混亂，尤其是肝經、膽經等經絡； 長期便秘的人，受到餘熱留戀、耗傷陰
液所影響，體內毒素刺激會導致皮膚發疹、引起酒糟鼻；陽光曝曬、天氣悶熱、
洗熱水澡、吃太熱或辛辣類食物也是 誘發原因。
廖醫師強調，酒糟鼻屬於體質變化，除皮膚發炎外，還有血管擴張或敏感等情形
發生，有時候還可能帶有膿皰，皮膚沒好好保養情況恐怕 會愈來愈糟，甚至反
覆地發作。



外敷以白芨、苦蔘根、珠貝母之類，自然、天然的概念應對酒
糟性皮膚炎，「玫瑰紅舒緩乳霜」就是很好的治療方式，配方糟性皮膚炎 玫瑰紅舒緩乳霜」就是很好的治療方式 配方
含有白芨、苦蔘根、貝母等成分，除了不含西藥抗生素外，藥
物挑膚質的情況也會大大降低，甚至還有漂白皮膚、美容的功
能，使用起來沁香撲鼻，對於壓力很大的酒糟性皮膚炎患者而
言絕對是一大福音。而臨床治療以後，也能看到藥效神速，快

者兩星期就有效果、最慢也在3個月內有明顯的改善。

有皮膚清道夫之稱，可以幫助養顏美容，漂白皮膚，以及消除

酒糟留下的疤痕組織，強化皮膚抵抗力。



懷孕期間的酒糟風暴對胎兒跟母體而言
也不是甚麼好事，這要怎麼辦才好呢?

有一種方式是…不做任何治療，不少母體都在生產完的幾
個月後恢復正常，就是因為賀爾蒙分泌的關係。個月後恢復正常 就是因為賀爾蒙分泌的關係
不過，應該有不少患者媽媽不想要這樣「坐以待斃」。但
是又擔心療程會傷到胎兒，草本治療方式相信能有效的治
療酒糟性皮膚炎症狀，療酒糟性皮膚炎症狀
第一天然草本的藥膏內有蘆薈成分，不用擔心化學藥品的
副作用，無須吃藥，藥效溫和，對於本來就敏感性皮膚的
孕母而言不會造成太強的刺激，藥膏本身沁香，使用起來孕母而言不會造成太強的刺激，藥膏本身沁香，使用起來
清涼溫和，對於懷孕的患者而言是理想的治療方式，目前
也沒有發生過使用藥膏發生強烈副作用的病例。對於酒糟
性皮膚炎的患者是很好的治療選擇 醫師給您專業建議性皮膚炎的患者是很好的治療選擇。醫師給您專業建議



孕婦 、哺奶時酒糟性皮膚炎教戰手冊，孕婦 哺奶時酒糟性皮膚炎教戰手冊
醫師給您專業建議

對於懷孕中的女性朋友而言，得酒糟性皮膚炎絕對是一件棘手的問題，對於懷孕中的女性朋友而言，得酒糟性皮膚炎絕對是一件棘手的問題，
沒懷孕時…只需要擔心自己的身體，治療的副作用也僅限於自己承受。
但是懷孕就不一樣了，俗話說「一人吃兩人補」，既然母體的營養攝
取會影響， ，那使用藥物自然也有同樣的情況發生。「懷孕中的酒
糟性皮膚炎怎麼處理?」或是「如何治療酒糟性皮膚炎才不會對孕婦
造成後遺症?」等問題就成為準媽媽的最大問題了。
酒糟性皮膚炎成因本身就尚未有定論，加上懷孕期間賀爾蒙分泌，很
容易讓孕婦的臉上出現痘痘，也有孕婦在懷孕前就是敏感性肌膚，懷容易讓孕婦的臉上出現痘痘，也有孕婦在懷孕前就是敏感性肌膚，懷
孕後變成酒糟性皮膚炎的情況。孕婦面對這種情況可說是左右為難…
治療，擔心會對胎兒造成影響，像是A酸會造成胎兒畸形。類固醇，
也不是好的選擇。不治療，孕婦受到病情影響，心情隨之受到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