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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足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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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足部健康 物理醫學及復康科部

兒童足部健康

孩子的雙腳應在不同時期達到一定的發育階段，確保
足部及下肢發展正常。

許多畸形問題均源於兒童早期的腳部發育異常。	
然而，一些足部問題屬過渡性，最終可隨孩子的成長
而自我收正。

早期足部評估可及早識別兒童是否有足部病理問題，
預防足患，並可讓您更明白孩子的足部發展，從而	
避免不必要的治療或過度治療。

進行足部評估時，足病診療師會為兒童檢查足部和	
下肢結構、站姿及步態，分析其雙腳在站立或走路時
與其他身體部位的協調能力等。

孩子的雙腳幼嫩，成長速度快，若長期穿上不合適
的鞋，容易引發許多足部問題。有鑑於此，進行評
估後，足病診療師會提供專業建議，協助家長為孩子
選擇合適的鞋款，在支援和控制足部活動之間取得	
平衡。因此，家長必須定期檢查小朋友的鞋履，確保
鞋形及大小合適（見圖表一)。

時下很多鞋店強調「矯正或健康鞋」或「矯正鞋墊」的
功能。在購買這類「治療性」產品時，請先諮詢足病
診療師或醫生的意見，確保適合孩子使用。

經評估後，如果孩子的足部發展、姿勢或步態（步行
模式）異常，或需轉介作跨專科治療，但大多數情況
均可透過非手術的方法處理，如處方功能性鞋墊以
輔助步姿、改善行路時骨骼軸線的角度、提升關節感
應能力、肌肉協調力，以及平衡足部壓力等。另外，	
足病診療師亦會指導孩子作針對性運動，以強化肌肉
及增加關節靈活性。

常見的兒童足部問題包括：

足部結構及功能

•	拇趾囊腫/拇趾外翻
•	扁平足/外翻足
•	內收足（入字腳）
•	外展足（外八字腳）
•	爪狀趾/錘狀趾
•	下肢容易疲勞
•	走路時步態異常

皮膚

•	雞眼及胼胝（厚繭）
•	足部真菌感染
•	足部皮膚疣

趾甲

•	嵌趾甲/內生甲
•	趾甲真菌感染/灰甲

足痛及運動

•	足痛及相關下肢疼痛
•	運動所致的足部問題

與疾病有關的足部問題

•	先天性/遺傳性疾病（如腦癱）或神經系統疾病引致
的足部問題。

圖表一：為孩子選擇一雙合適的鞋

歲數 小貼士

0	-	2 •	鞋子應選用最柔軟的物料
•	真皮或微纖維物料較佳
•	高度透氣
•	鞋子足跟杯及鞋底柔軟，可完全
屈摺

2	-	5 •	隨年紀增加，後跟杯及鞋身硬度可
輕微遞增

•	留意前掌屈曲部位應在趾蹠關節
位置

6	+ •	前掌位置可屈曲
•	留意屈曲部位應在趾蹠關節位置
•	隨年紀增加，後跟杯及鞋身硬度可
漸漸增加

•	鞋身不易在輕力下變型，但仍需保
持適當的柔軟度

如發現孩子足部有以下問題，請諮詢足病診療師或	
醫生的專業意見：

•	足部的皮膚出現異常情況
•	難以為孩子剪趾甲，剪趾甲後趾甲側常出現疼痛	
或紅腫

•	下肢站立或走路時姿態異常
•	足痛
•	即使路程很短，仍不願意走路或抱怨腳部疲勞
•	鞋底磨損過度，或磨痕不對稱或異常
•	鞋子穿了一段時間後便變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