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
太 說 ， 女 兒 Anna
在一歲
時到衞生署母嬰健康院

進行例行身體檢查時，醫生發現
她有斜視問題。
「當時醫生說， Anna
雙眼都
有間歇性外斜視，以右眼斜視幅
度較大，不過暫時仍未能完全確
定是真正斜視，亦有機會在長大
後回復正常。當時醫生教我們回
家指導女兒做眼部運動，即『扮
鬥雞』一類的眼部鍛煉。
▲

▲

我們照辦，拿起物件放在女
兒眼前協助她做扮鬥雞眼部運
動，但做了一段時間，都好像沒

二類是『外斜視』，即一隻眼正

▲

圖片顯示兒童的右
眼有內斜視。
「假內斜視」在嬰兒中很常見，外觀上眼
珠看似望向鼻樑方向，但角膜反射的白色光
點位於角膜中央，代表雙眼正常，並不是真
正的斜視。（網上圖片）

有改善。」蕭太說。
其後在 Anna
兩歲時，蕭太帶
她到養和醫院見眼科醫生，醫生

斜視有機會影響兒童視力發展，若不及早處理甚
至會導致弱視、喪失影像的立體感及距離感。

甚麼是斜視？負責這次矯正

常，另一隻眼向外偏移，俗稱

▲圖片顯示兒童的
左眼有上斜視。
▲

歲，達到可

肉，我聽起來也覺恐怖。雖然醫
生說這是個十分安全的手術，讓
我毋須擔心，但實際情況會是怎
樣呢？我上網尋找，香港缺乏這
方面的資料，我只是找到台灣一
位家長分享女兒做斜視眼手術的
細節及整個過程，閱後我才稍為
放心。但我始終擔心女兒手術後
不知會怎樣……」蕭太說。

法集中一同視物，當其中一隻眼

外或上下偏移。第一類是『內斜

由於移民在即，蕭太最後下

手術。

視』，即一隻眼正常，另一隻眼

手術的養和醫院眼科專科醫生謝

『射哩眼』。另外可以是上或下

向內偏移，俗稱『鬥雞眼』；第

道欣醫生說，「斜視即兩隻眼無

眼腦協調出現問題

圖片顯示兒童的
左眼有外斜視。

醫生可利用電筒進行角膜反射光測
試，若反射光位於角膜中央，就是假斜
視；如果反射光靠向角膜外側，就是真
正的內斜視。如有疑問建議見眼科醫生檢
查。

以做手術的年
齡。

謝道欣醫生指出，部分兒童斜
視早於六個月至一歲便出現。

程，期間需要剪斷一些眼球肌

醫生向我解釋手術過

四歲的Anna較早前進行斜視矯正手術，媽媽於術前擔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心了好一陣子……

睛向前望時，另一隻眼會向內、

謝道欣醫生說，中國人因為鼻樑較
闊、扁平，而且眼皮較大，遮蓋部分眼
白，使眼珠看起來偏向鼻樑，好像鬥雞
眼一樣，但只是一種錯覺，並非真正的
斜視。

眼神不集中、雙眼無法注視同一焦點，有可能是斜視問題。很多
斜視個案在兒童時期出現，父母若能及早發覺帶子女見醫生診治，可
以透過眼部訓練改善。如果情況未有改善，可以透過手術矯正，但不
少父母當聽到兒女年紀小小便要面對手術，十分擔心。
定決心，安排女兒在六月初接受

「假斜視」是指從外觀上兩隻眼珠位
置看似有偏差，眼珠看似偏向鼻樑方
向，但實際上雙眼正常、望向同一方
向，其原因一般與面部的特徵有關。

建 議 為 A n n遮
a 擋一隻眼睛做鍛
煉，「醫生教我們每天用紗布蓋
着 Anna
的左眼一小時，逼她用斜
視的右眼視物，防止斜視的右眼
變成弱視。」蕭太說。

矯正手術 術前擔心
在覆診一至兩次後，蕭太和
女兒都沒有再覆診，直至最近，
她再次帶女兒來到養和醫院。
「女兒愈大，斜視的情況愈
明顯，學校老師也有向我們了
解。由於我們即將移民，不知應
如何處理 Anna
的斜視問題，到底
應該到外國再由當地醫生跟進，
還是安頓好後再回來跟進？幸好
醫生告訴我，兒童在四歲
後，可以透過手術矯正
斜視，剛好女兒於
今年四月夠四

斜視，即一隻
眼向上或向下偏
移，這類患者相對較
少。」
謝醫生指出，大部分斜視個
案是由於眼睛和腦部協調出問
題，腦神經未能有效地協調雙眼
轉動眼球的肌肉，亦有少數患者
是因為患有嚴重的眼疾，例如有
先天性白內障或眼底腫瘤等而導
致斜視。
斜視對視力有甚麼影響？謝
醫生說，一般患者都是一隻眼正
常，另一隻眼出現偏離，所以患
者會習慣使用其中一隻眼睛視
物，令到另一隻眼受壓抑，影響
視力發展，甚至會導致弱視。由
於患者雙眼無法正常協調，有機
會喪失對影像的立體感及距離
感。另外亦會影響到外觀，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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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辨真、假斜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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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情況需要在兩歲前做手術處

▲
▲

誤以為不集中精神、「遊魂」、
理。
另一種調節性內斜視亦是較

不專心，為患者帶來心理壓力。
要避免斜視影響小朋友日後

肉，是無法看清楚事物。患者為

普遍的，多數由於遠視引起。有

況，是否長期眼神呆滯、看起來
了看清楚事物，會用力調節晶體

視力發展，謝醫生提醒家長可留

沒有集中注意力，像「遊魂」一

嚴重遠視的兒童，如放鬆眼球肌

樣，或者經常單眼或瞇眼、側頭

（ accommodation
），令光線可
以聚焦。當用力調節晶體時，眼

意子女的眼睛是否出現偏離情

看東西，如出現上述情況或有任
球會同時向內旋轉，形成內斜

「大部分兒童術後很快便能
夠張開眼睛，間中有些小朋友或
會因為害怕而不敢張開
眼，但適應大半天後都能
張開雙眼正常看景物、正
常活動及飲食。」謝醫生

便，更可以即日出院。患

吐，能夠進食和正常排小

查，如情況良好，沒有嘔

以進食。傍晚由醫生檢

來，由護士評估後，便可

一、兩個小時後自然醒

一般兒童在手術後

說。

謝醫生正為兒童進行立體視覺測試。

第二個方法是遮蓋測試，醫生會先請小朋友注視一個
目標，然後用一個像波板糖的工具遮蓋兒童一隻眼睛，再
移動至面向目標，如果有斜視，當正常的一隻眼被遮擋，
斜視眼就會因找不到焦點而輕微轉動。如果遮擋一隻眼，
另一隻眼要移動到中央位置的話，該眼睛就是有外斜視；
如果遮擋一隻眼時，另外一隻眼向外移，這隻眼就是有內
斜視。

何懷疑，應及早帶小朋友向眼科
醫生求診，接受眼部檢查。
眼科醫生為懷疑有斜視的兒
童進行檢查後，可確定屬於
哪一種斜視，從而建議適當
的治療。

兩種 常 見 的 內 斜 視
治療方面，醫生會根據
患者的斜視類型而決定不同
的治療方法，其中內斜視最
常見的類型有「小兒性內斜
視」和「調節性內斜視」，
前者需要於兩歲前接受手術
處理，後者可透過佩戴足夠
度數的眼鏡改善。
謝醫生說：「小兒性內
斜視通常很年幼時便出現，
於小朋友六個月至一歲大時

謝道欣醫生表示，有兩個方法可檢查兒童是否有斜
視，第一個是角膜反射光測試，用小電筒在大約一呎距離
照向兒童眼睛，若雙眼的白色反光點位於角膜中央便屬正
常；如果有一隻眼內斜視，反光點會靠向角膜外側；如果
有外斜視，反光點會靠向角膜內側；如果反光點在角膜下
側，即是上斜視。

者術後毋須服食抗生素，

養和

視。調節性內斜視可以透過佩
戴足夠度數的眼鏡矯正，此類
內斜視一般會在兩、三歲時發
生，患者初時只是看近距離景
物例如砌積木時，眼睛才會向
內偏離，但如果一直沒有理會
和接受適當治療，就會形成持
續的內斜視。」

間歇性外斜視
至於外斜視，兒童最常見的
類型是間歇性外斜視，患者有時
視軸正常，有時眼睛外斜，這類
很多時兩、三歲或更早出現。如
果情況輕微的話，可以透過做眼
部運動改善問題，但如果嚴重、
出現外斜視的次數頻繁，可以考
慮在四、五歲時接受手術處理。
事實上，每個人天生雙眼都
不是百分百平衡，有些人當合上
眼並讓眼球肌肉放鬆時，雙眼會
輕微移位，但當張開眼時，大腦
便會發出訊號指揮我們要保持集
中，讓雙眼向前正視。
但有些兒童在雙眼放鬆
時，眼球偏離的角度較
大，加上大腦控制眼球
肌肉的能力較弱，就會
患有斜視的小朋友，很多時
會被誤以為不集中。

▲

樣，之前就毋須如此擔心了。」

比我想像中簡單得多！早知這

長時間，她向記者說：「原來手術

之餘，更笑自己白白擔心了這麼

木，她嘖嘖稱奇，放下心頭大石

清醒過來的女兒在病房中砌積

術後兩小時，蕭太見到已經

的外直肌，以及右眼的下斜肌。

有斜視問題的 Anna
於六月進
行手術，謝醫生為她放鬆兩隻眼

害怕，對兒童造成心理壓力。

假一星期，避免紅眼睛引起同學

正常玩耍，但建議在學的兒童請

兩、三日兒童已經可以到處跑和

星期便會逐漸消退。雖然術後

手術後眼睛會紅，一、兩個

星期後覆診。

D

已明顯見到雙眼向內偏離，

檢查斜視兩方法
輕微不適。

斜視可用手術矯正，透過放鬆或
收緊眼球肌肉改善問題。

只需滴抗生素眼藥水，一

C

患者會長時間『鬥雞眼』，

出現斜視。

斜視手術是透過「放鬆」或

怕，一般手術後都不會感覺劇

布擋住眼睛，以免兒童感到害

後兒童可以正常視物，毋須以紗

眼球肌肉則需時大約一小時。術

大概需時四十五分鐘；涉及三條

般進行放鬆兩條眼球肌肉的手術

術。手術時患者要全身麻醉，一

般會晚上入院，翌日早上做手

術前需要空腹六至八小時，故一

令眼球重新正確定位。患者做手

「收緊」控制眼球活動的肌肉，

手術調校
 眼球肌肉鬆緊

問題。

重，便需要手術才能有效地解決

效果因人而異。如斜視問題嚴

期可以進行眼睛訓練去改善，但

如能及早發現斜視問題，早

經手術矯正後，可見兒童的右眼不再偏
向內。

痛，只會感覺像有沙吹入眼睛的

B

透過角膜反射光測試，讓患者注視筆
燈，觀察角膜反射光在瞳孔的位置，可得
知患者有否斜視。
A. 雙眼正常，反射光位於角膜中央
B. 內斜視，反射光靠向角膜外側
C. 外斜視，反射光靠向角膜內側
D. 上斜視，反射光靠向角膜下側

▲

A

檔

這位兒童右眼有內斜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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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遮蓋測試，讓
患者注視眼前目標
物，遮蓋其中一眼，
觀察非遮蓋眼睛，若
眼球移動，則表示患
者有斜視。
謝醫生正用
菱鏡量度斜視
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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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母嬰健康院會為初生嬰兒及幼童進行簡單視力檢
查，有助及早發現眼睛問題。謝醫生亦建議家長可在子女
四歲時，安排他們接受一次詳細眼睛檢查，包括斜視、弱
視、屈光不正、立體感、色弱及眼底視神經，以及早發現
問題和接受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