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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指甲是哺乳類動物長於肢體指前端的，由皮膚角質層硬化的一層硬物，在生活中，我們除了用
來保護自己，還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它的幫忙。
一、 研究動機
在我們生活中，手指是我們不可或缺的部位，而保護手指的指甲也是我們要花心思去好好
守護的，偶爾我們會不時攤開雙手看看自己的手，可是有一天，當我們發現我們的指甲已經不
再像以前一樣是透明而且淡粉色，取而代之的是灰色、黃色的灰指甲、不明的白點、又黃又綠
的甲溝炎時，不禁會擔心，天啊!指甲怎麼了，這使我們開始去探討指甲及這些常見的疾病。
二、 研究目的
透過網路資料及書籍、報章雜誌去探討，認識指甲的基本構造及指甲常見疾病灰指甲、甲
溝炎、指甲白斑點，了解到自己的指甲產生變化的原因，並且更進一步的了解如何預防與治療
這些常見的指甲問題，並且透過問卷，了解學校的師長及同學對於指甲保健的認識程度，同時
也使大家注意到指甲保健的重要性和了解常見的指甲疾病。
三、 研究流程
以下為本研究架構之流程圖：
確立研究動機、目的
資料蒐集與文獻探討

概念架構之建立

研究方法

書籍及國內
文獻收集、整理

尋網路可用資訊

問卷調查

資料整理分析、資料探討

圖 1、指甲研究架構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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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本文將指甲研究，區分為指甲簡介、指甲的病症與治療、調查統計與分析，共三項主題進
行。其架構如圖 2 所示：
指甲

三、調查統計與分析
二、指甲的病症及治療

一、指甲的簡介

(一)灰指甲
(二)指甲長白斑點
(三)甲溝炎

(一)構造
(二)指甲的生長
(三)指甲組成

圖 2、指甲三大組題探討架構之流程圖

(一)受訪者問卷基本資料
(二)受訪者平常習慣穿的鞋子
(三)受訪者是否會注意自己的指甲是否健康
(四)受訪者對指甲保養的習慣
(五)受訪者對指甲病症的處理方法
(六)受訪者得過常見指甲症狀的比較
(七)灰指甲感染原因比較
(八)甲溝炎感染原因比較
(九)白斑點感染原因比較

一、 指甲的簡介
(一)構造
1、 指甲片：指甲床與指甲體相密接合至指甲尖部的位
置，是一種硬角質層，由半透明薄膜狀角質細胞構
成。
2、 指甲根部：又稱甲根，在指甲底端埋藏於皮膚的深
層，產生一種生長組織稱為甲母質，是其細胞分裂
處。
3、 指甲床：又稱甲床，是指甲本體依存皮膚之部份，
4、
5、
6、
7、

真皮。
圖 3、指甲的構造(正面) [註 1]
外皮前緣：又稱指甲緣、甲上皮、甘皮，是指甲根
部上方外圍之皮膚，部份覆蓋位於指甲之部份。
半月形指甲白：稱半月形，位於指甲底部。它是甲母細胞生成但是尚未角化完全的指甲
組織。
指甲溝：指甲體外緣的皮膚在甲廓與甲床之間，保護指甲正常生長的軌道溝。
指甲母體：簡稱甲母、甲母質，是指甲根部延伸至指甲床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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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尖溝內皮：是指甲尖內緣之外皮。
9、 指甲尖：是指甲最前端甲板與甲床分離的部分。
10、甲廓： 又稱甲皺壁，主要是保護及固定甲板。
11、微笑線：又稱游離緣，甲尖與甲面的分界線。[註 2][註 3][註 4]
(二)指甲的生長
健康情況下，指甲的顏色為淡粉紅色，平均每日長出 0.1~0.15mm，但是無週期性也不
會自動脫落，指甲生長受「營養、健康情況、疾病、年齡、季節」等因素之影響，指甲自母
體朝前生長並越出指尖。 [註 2][註 3] [註 4]
(三)指甲成分
1、 蛋白質：分解轉換成氨基酸後被吸收，使指甲堅固不易斷裂。
2、 維他命：
(1) 維他命 A：不足會出現生長停止現象。
(2) 維他命 B 群：維他命 B12 不足，除了停止生長以外還會引起皮膚炎、指甲易斷裂，
發黃、變黑等現象。
(3) 維他命 D：鈣質吸收活性化之主因。
(4) 維他命 E：對血液循環有幫助，可以製造具彈性光澤的指甲。
3、 礦物質：對指甲而言主要以鐵、鈣、碘、亞鉛等。[註 4] [註 5]
二、 指甲的病症及狀況
(一) 灰指甲
1、 簡介
(1) 「灰指甲」是「甲癬」的俗稱，又稱為「臭甲」。
(2) 灰指甲主要的原因是黴菌感染，指甲受傷、老化、異位
性體質及其他遺傳體質、個人整體健康不良、時常指甲
外傷、容易環境接觸皮癬菌者、免疫低下…等都有可能
引發。[註 6]

圖 4、灰指甲[註 6]

(3) 灰指甲是由指甲前方或側面侵入，在有指甲外傷時黴菌特別容易趁虛而入，在指
甲表面產生不規則形狀及顏色。[註 6]
2、 治療
(1) 手術：手術治療是將受感染指甲拔除，已很少再使用。 [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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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 服 藥 ： 口 服 藥 為 griseofulvin 及 ketoconazole ， 新 一 代 的 口 服 抗 黴 菌 藥
itraconazole、terbinafine、fluconazole 已取代了傳統治療方式。 [註 6]
(3) 外擦抗黴菌藥物－抗甲癬油劑：塗了藥可在表面形成保護膜，避免傳染給身邊的
人。[註 6]
(二) 指甲長白斑點
1、 簡介
(1) 通常在指甲上呈現，可能指甲過度使用造成底部受傷所致。
在指甲本體上，是很常見的發現在半月形指甲白，附近指甲
母質尾端，是指甲太長折傷所致，隨後會消失不見或跟著指
甲一起成長。另一個可能是缺乏營養素『鋅』。
(2) 指甲有白點可能與呼吸、脾胃系統健康有關。

圖 5、白甲症[註 8]

(3) 白甲症/紋狀白甲症是一種在小孩常見的指甲疾病，不需治療。本例的一型叫紋狀
白甲症，是許多白點排成橫紋狀的情形，較少見，一般認為是遺傳因素或是外傷
性，或體內因素產生。而另一型是整片變白的。 [註 7]
2、 治療
(1) 一般撞擊等的外傷：等指甲自然長常在去修剪即可，最重要的是避免摳甲、咬甲
等行為。
(2) 身體不健康造成： 中醫在調養的方法中有可配合改善臟腑失調所造成的指甲顏色
異常問題。[註 7][註 8]
(三) 甲溝炎
1、 簡介
俗稱凍甲，外傷是誘發甲溝炎主要原因，指甲與周圍甲溝之
間因傷口使病菌及刺激物質滲入而導致發炎，溼疹、凍瘡、咬指
甲也有可能造成甲溝炎。
(1) 急性甲溝炎：主要是由金黃色葡萄球菌所引起，少數病例為
圖 6、甲溝炎[註 10]

白色念珠菌造成。
(2) 慢性甲溝炎：念珠菌、革蘭氏陰及多種細菌或黴菌皆有可能。

(3) 趾甲內生症：趾甲內生症也會造成重複性甲溝炎，原因多半為甲溝肉太肥厚、大
腳趾外翻角度過大、重複性外傷……，會產生疼痛而影響正常生活。[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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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
(1) 急性甲溝炎：急性甲溝炎的治療較為容易，只需在早期投入抗生素，但若膿皰已
經成形則需先將膿皰戳破再投予抗生素治療；若經問診後醫師建議，可進行楔型
切除手術，將病變指甲附近進行局部麻醉後將肉切開，以徹底剪除嵌入肉內的指
甲。
(2) 慢性甲溝炎：慢性甲溝炎的治療除了使用水性的類固醇搭配抗黴菌劑、殺菌劑外，
急性症發作時可依照孳生的細菌培養後另加抗生素治療。 [註 11]
三、 調查統計與分析
(一) 受訪者問卷基本資料
本次總共發出 175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142 份，詳細列表如下：
表 1、受訪者問卷基本資料
年 齡 (歲)

10~20

20~30

30~40

40~50

人 數 (人)

130

3

8

1

百分比(%)

92.25%

2.11%

5.63%

0.7%

(二) 受訪者平常習慣穿的鞋子
由圖 7 可知，穿鞋習慣，從穿鞋習慣我們可以
探討受訪者指甲症狀的發生原因，例如：包
鞋、運動鞋及高跟鞋占了 142 人中的 122 人，
因為是屬於包覆性的鞋子，所以容易由於不透
風而感染灰指甲，同時甲溝炎和白斑點也會因
為鞋子的包覆性所帶來的擠壓而產生。
圖 7、習慣穿的鞋子
(三) 受訪者是否會注意自己的指甲是否健康
由圖 8 可知，受訪者是否會注重自己的指甲健
康，從這份調查可以得到受訪者是否會因為長
期的不注意指甲健康而導致指甲症狀更加嚴
重，根據統計結果，142 人中只有 98 人會去注
重自己的指甲健康。

圖 8、受訪者是否會注意自己的指甲是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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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訪者對指甲保養的習慣
由圖 9 可知，受訪者在平日除了修剪指甲之外所
做的保養，從調查結果可以去推測疾病產生的原
因，因為不正常的保養方法，也可能是造成指甲
病症的原因之一，根據統計結果，58%的人會清
洗指甲，24%的人不會保養，17%的人會磨指
甲，1%的人會擦保養品。

圖 9、受訪者對指甲保養的習慣

(五) 受訪者對指甲病症的處理方法
由圖 10 可知，受訪者在面對指甲病症時的處理
方法，從調查結果我們可以得知大多數人的處理
方法，而且很多症狀其實是因為不當的處理偏方
及長期不予理會使的症狀加重或引發另一個疾
病，根據統計結果，142 人中只有 98 人會去找專
業醫生。
圖 10、受訪者對指甲病症的處理方法
(六) 受訪者得過常見指甲症狀的比較
由圖 11 可知，受訪者曾經得過的指甲病症統
計，根據統計結果， 142 人中有 72 人沒有得過
以下指甲病症，33 人得過白斑點，21 人得過甲
溝炎，9 人得過灰指甲。

圖 11、受訪者得過常見指甲症狀的比較
(七) 灰指甲感染原因比較
由圖 12 可知，受訪者中得過灰指甲的受訪者的被感染途徑，從調查中可以找出受訪者可
以預防及應對疾病的方法，從左邊的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圖 10 所列的常見疾病得過灰指甲
的人占 8%，因而去探討這 8%的人的灰指甲感染原因，其中得得過灰指甲的人有 67%是
因為黴菌感染，33%是因為傷口受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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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灰指甲感染原因比較
(八) 甲溝炎感染原因比較
1、 感染原因
由圖 13 可知，受訪者中得過甲溝炎的受訪者的被感染途徑，從調查中可以找出
受訪者可以預防及應對疾病的方法，從左邊的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圖 10 所列的常見疾
病得過甲溝炎的人占 19%，因而去探討這 19%的人的甲溝炎感染原因，其中得過甲
溝炎的人有 76%是因為不當修剪指甲，10%是因為傷口受傷，14%是因為過敏造成的。

圖 13、甲溝炎感染原因

2、 走路習慣
以下是探討受訪者中得過甲溝炎的受訪者平日的走路習慣，施力點在腳內側及腳尖的
受訪者較容易得甲溝炎，從調查結果可以探討受訪者是否是因為走路的習慣造成的，
在圖 14 我們看到腳的施力點，垂直方向 22 人中，有 3 人是施力在腳尖，11 人施力
在腳跟，8 人施力在整個腳底板，從水平方向 22 人中，有 5 人是施力在內側，7 人施
力在外側，10 人施力在整個腳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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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尖

垂直

外側

水平

內側

腳跟
圖 14、走路習慣
(九) 白斑點感染原因比較
1、 產生原因
由圖 15 可知，受訪者中有過白斑點的受訪者的產生途徑，從調查中可以找出受訪者
可以預防及應對疾病的方法，從左邊的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圖 15 所列的常見疾病得過
白斑點的人占 30%，因而去探討這 30%的人的白斑點產生原因，其中得過白斑點的
人有 24%是因為免疫力降低，34%是因為撞擊，12%是因為飲食習慣造成的，3%是因
為壓力而造成的，剩下 27%則是不知道原因。

圖 15 白斑點產生原因
2、 表徵
由圖 16 可知，受訪者中有過白斑點
的受訪者在產生白斑點時指甲的表
現，從調查中可以推測出受訪者產生
病症的原因並採取相關的應對方
法，根據統計，33 人當中有 22 人的
表徵是白斑點，有 4 人的表徵是白色
橫紋，有 7 人的表徵是白甲症。
圖 16 受訪者指甲上白斑點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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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論
從這次對指甲的常見疾病的探討，我們去參考書籍文獻及網路資料，我們學習到關於指甲的常見疾
病灰指甲、指甲白斑點、甲溝炎的基本預防、保健及專業醫生的治療方法，並且進行問卷調查、統
計，並且歸納成個人生活習慣、灰指甲、指甲白斑、甲溝炎四項結論，其結果如下所示：
(一) 個人生活習慣：從資料中我們學習到指甲是皮膚角化而成，在健康時指甲呈現粉紅色，並且會
因為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生長的快慢，在問卷調查中在問卷調查中，我們調查了學校師生的 穿鞋
習慣、平日保養的方法、還有對於指甲的健康狀況是否會注意，從問卷的統計結果，我們發現
由於上學時間經常需要走動，大多的受訪者已穿著球鞋、包鞋……等有包覆腳步的鞋子居多，
也因此在得過的症狀中以容易因為擠壓、撞擊而產生的白斑點占了 30%的比例，而因為鞋子不
透風而引起的灰指甲也占了 8％的比例；另外在對於指甲的平日保養及是否會注重指甲健康的
調查中，因為衛生習慣不佳的人可能感染的甲溝炎及灰指甲，根據統計的結果大部分的受訪者
只有 24%的人不會做指甲保養，而對於指甲的健康也只有三成的受訪者不會在日常生活中去注
意指甲的健康，從這些結果可以知道大部分學校的師生對指甲保健是有一定的觀念認知的。
(二) 灰指甲：灰指甲是一種指甲經由黴菌感染使指甲表面變得不規則形狀及顏色，從關於受訪者曾
經得過的指甲病症中的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我們統計發現所占的人數比例較低，而灰指甲的感染
原因除了免疫力降低之外，老化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推測原因是因為本調查的
受訪者中以高中也就是年齡 10~20 歲的受訪者人數居多；另一項關於灰指甲的調查是關於受訪
者中得過灰指甲的受訪者感染灰指甲的途徑，從問卷調查的結果，我們統計出以占 67%黴菌感
染為主要的原因，根據這個結果，我們推論出受訪者平時需要注重自己的衛生習慣，並且避免
讓腳保持不透風或是潮濕的狀態。
(三) 指甲白斑：指甲白斑點是一種指甲因為撞擊或是因為飲食習慣……等因素而產生的指甲表徵，
根據我們對於受訪者曾經得過的指甲病症中的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我們統計發現所占的人數比例
是最高的，而且我們也對受訪者中得過指甲白斑點的受訪者產生指甲白斑點的途徑及產生的表
徵進行統計，從統計結果我們發現途徑以撞擊產生的受訪者最多占了 34%，而表徵以白斑點居
多，依據這個結果我們歸納出白斑點一般還是以生活中的意外造成的居多，而且這些撞擊並不
會太強通常是擠壓……等造成。
(四) 甲溝炎：甲溝炎是因為傷口使病菌及刺激物質滲入而導致發炎，根據我們對於受訪者曾經得過
的指甲病症中的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我們統計發現甲溝炎的人數僅次於指甲白斑點及指甲有肉
刺，而依據問卷調查甲溝炎的感染途徑的統計結果，我們統計出以不當修剪指甲的人數最高占
了 76%，並且我們針對得過甲溝炎的受訪者調查了他們的走路習慣，腳部的甲溝炎會因為患者
習慣將走路的施力點集中在腳內側及腳尖的部位而加重病情，從統計的結果我們發現受訪者中
以施力點在腳跟偏整個腳底板的人數居多，所以我們歸納出受訪者較多是因為不當修剪指甲而
造成甲溝炎，所以受訪者在修剪指甲時應該要注意指甲修剪的位置及修剪的長短，而且避免用
9

探討指甲常見疾病－灰指甲、白斑點、甲溝炎

手拔指甲以及咬指甲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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