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感染期間內是完全沒有症狀的。當鼻竇炎症

鼻竇炎簡介---鼻竇炎的症狀,診斷與治療

狀持續超過 12 週時就是慢性鼻竇炎；若久而不癒

台大健城社區醫療群

的慢性鼻竇炎忽然症狀加劇惡化，經治癒後再回

蘇峰儀醫師

鼻竇在解剖學上稱之為副鼻竇，是指一些圍
繞在眼眶及鼻腔周圍二側對稱的空腔，依部位不
同可分為上頷竇、篩竇、額竇及蝶竇。鼻竇的表
面被呼吸上皮覆蓋，其最外層為黏膜，黏膜外有
纖毛，這些纖毛可以擺動來清除表面的分泌物。
此外，鼻竇可以減輕顱骨的重量，做為發聲的共
鳴腔。
任何會造成鼻腔，鼻竇黏膜腫脹或纖毛運動
受損的因素，都可能導致黏液排出減慢、停滯而
續發感染造成鼻竇開口的阻塞。如果致病的原因
持續存在，則很容易產生惡性循環，最後導致鼻
竇的感染發炎。造成鼻竇炎的原因是多樣性的，
如感冒、抽煙、空氣污染、乾冷的空氣、過敏、
黴菌、齒源性的感染、免疫缺乏、鼻腔解剖構造
異常及情緒壓力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根據鼻竇炎發生的時間長短，可以將鼻竇炎
區分為急性鼻竇炎、亞急性鼻竇炎、復發性急性
鼻竇炎、慢性鼻竇炎及慢性鼻竇炎之急性發作等
五類。急性鼻竇炎是指臨床症狀小於四週，且治
療後痊癒，其常發生於上呼吸道感染後。亞急性
鼻竇炎則為急性感染後之延續，其症狀不超過 12
週。復發性急性鼻竇炎為一年內有 4 次，或 4 次
以上的急性感染且每次時間持續 7 至 10 日，但在

復到慢性鼻竇炎的症狀，則稱之為慢性鼻竇炎之
急性發作。
鼻竇炎的主要症狀包括鼻塞、流鼻涕、顏面
部疼痛或壓力感、顏面腫脹或充塞感、嗅學減退
或喪失，鼻腔有膿稠分泌物，次要症狀有頭痛、
口臭、膿鼻涕倒流、咳嗽、中耳炎等。懷疑有鼻
竇炎時，應該找耳鼻喉科專科醫師在鼻鏡或是鼻
腔內視鏡觀察下做詳細的鑑別檢查，可以觀察出
是否有內部結構的異常、鼻竇開口是否有腫脹、
是否有膿性分泌物或是息肉等鼻竇炎的表徵，臨
床上不易分別的病例則必需做 X 光攝影或電腦斷
層掃描。
治療上絕大部分急性鼻竇炎都可以內科療法
得到很好的效果。急性細菌性鼻竇炎必需使用抗
生素治療，另外可以利用抗充血劑、化痰劑、鼻
腔沖洗或類固醇等方法解除症狀。慢性鼻竇炎的
初期治療也是以內科治療方式為主，鼻腔沖洗，
口服藥物，口服或外用類固醇對於慢性鼻竇炎及
鼻息肉都有相當的療效。對於內科治療一段時間
無效的情況則可以考慮外科手術治療，目前鼻及
鼻竇內視鏡手術已成為慢性鼻竇炎手術之主流，
相較於傳統掀嘴皮的手術更為精確，且較少破壞
性，更加合乎生理功能，再配合一些先進的外科
器械，如雷射和微形吸絞器，立體定位系統，使

得內視鏡手術的安全性更加提高。

玫瑰糠疹通常不需要任何方式治療。口服抗
阻胺藥物或者局部塗抹類固醇藥膏就能減輕癢的

【醫師叮嚀】

不舒服，而且能改善表面的皮疹。但病患應該避

造成鼻竇炎的原因是多樣性的，
如感冒、抽煙、空氣污染、乾冷
的空氣、過敏、黴菌、齒源性的感染、
免疫缺乏、鼻腔解剖構造異常及情緒壓
力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的肥皂和保濕乳液改善過於乾燥的皮膚。另外，

免局部搔抓和使用刺激性的肥皂，以有保濕成份
直接日照能使皮疹更快得到恢復，尤其是在病發
的第一周是幫助最大的。
玫瑰糠疹是一種良性皮疹，大多數病人，症
狀只持續幾星期，少數病例，可以持續較長的時
間，甚至於長達六個月。雖然有百分之二的病人
有復發的可能，這種病人都可以完全康復不會留

玫瑰糠疹簡介
台大環東社區醫療群

王普善醫師

還記得在一天的夜診裡，掛號小姐把自己的

有長期的後遺症。

【醫師叮嚀】

名字掛了進來。我看到她的名字出現在電腦畫面

玫瑰糠疹是一種良性

上，於是就問她：「是甚麼樣的症狀不舒服呀？」

皮疹，皮疹的出現可

這時候她把衣服及袖子拉了起來，她的皮膚上呈

伴有輕度的發熱、頭

現許多粉紅色橢圓形的斑塊。她告訴我這些斑塊

痛、噁心和疲倦等類

沒有帶來太大的不舒服，也不太癢。

感冒症狀，只須症狀

我告訴她，這就是所謂的玫瑰糠疹。玫瑰糠

治療藥物就可以達到

疹的病因還不清楚，但認為跟病毒感染有關。大

緩解。

多發生在 10 到 35 歲。在春季更容易發生，通常
是不會傳染的，有些病患在皮疹出現前後同時會
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
典型的玫瑰糠疹，開始出現單一的母斑樣皮
膚變化，7 到 14 天後，在軀幹會出現全身廣泛性
的小（5–10 mm）粉紅或紅色橢圓形薄片皮疹，
持續大約 6 - 8 周，最長 12 周。這些橢圓形皮疹
斑塊首先廣泛的穿過胸部，沿著肋線形成聖誕樹
樣分佈。小圓形斑塊在幾天後，會出現在背部和
頸部。
大約四分之一的人會出現由輕微癢到劇癢的
表現，尤其是病患皮膚的過度乾燥。這種皮疹通
常不太癢，搔抓後反而會加重，這種症狀會隨著
疹子的發展趨於平淡，而且不會持續病程的整個
階段。皮疹的出現可伴有輕度的發熱、頭痛、噁
心和疲倦等類感冒症狀，只須症狀治療藥物就可
以達到緩解。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台大雙和社區醫療群

李世洸醫師

在診間偶有小朋友靜不下來、摸東摸西、爬
來爬去。這時媽媽常會隨口問一下是不是「過動
症」? 這三個字很熟悉但總覺得很遙遠，但我們
看一下統計數字：一個小學如果有 2,000 個學
生，其中至少有 100 個是過動症，但只有 5 個接
受治療，另外 95 個學生被歸入難管教的一群，也
造成日後的社會問題，所以對過動症的了解其實
是很重要的。 (PS:學齡兒童約 3-7%的盛行率、
約 5%接受治療)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
「過動症」在醫學上正式的名稱叫「注意力

血中濃度不穩，所以會有頭痛、不睡、不吃、變
瘦…等的副作用，但現在有長效的藥，早上 8 點

不足過動症」，但我建議多加「衝動」進去會更

前吃一次藥就好，副作用少且方便，所以千萬不

好，因為它的三個核心症狀是：

要諱疾忌醫。

1.注意力不足─小孩會發呆、叫他做事時有聽沒懂

【醫師叮嚀】

或排斥做需要專心的事，如：寫功課。(特別強調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不一定會過動)(佔 10%)。
2.過動─小孩會坐不住、爬上爬下、跑來跑去、話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很多。

1.治療黃金期在小學

3.衝動─小孩要什麼都不能等，如：等不到別人把

三年級以前。

話講完就會插嘴或老師問題沒問完就搶答，氣死

2.有治療長大後約

老師。
所以記住「注意力不足過動衝動症」它的三個核

80%會正常。
3.跟醫師配合是最好

心症狀，但當有懷疑時一定要找專門的醫師確

的方法。

診。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要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診斷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時，爸媽會懷疑是
自己管教有偏差嗎?其實不用想太多，因為醫學研

茲卡病毒小百科

究顯示過動症是因腦功能障礙所引起，用中樞神

台大家醫部

經興奮劑就可改善，是需要治療的神經生理病，

張凱評醫師

只有沒治療的人才會注意力不足導致學習困難、

最近最火紅、引起大家關注國際傳染病，大

過動而擾亂上課、衝動而插嘴吵架等等，因而衍

概就是茲卡病毒了。在巴西，茲卡病毒大流行和

生出逃學偷騙抽煙吸毒…等的偏差行為，所以早

小頭症嬰兒的增加，讓許多人開始關心這件事，

期發現治療讓小孩的生活能被父母朋友社會認同

以下這篇文章，就讓我們來談談茲卡病毒的小知

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因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

識、茲卡病毒與小頭症的關係、以及預防的技

發病都在七歲以前，所以爸媽的早期發現就更重

巧。

要了。另外，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有遺傳傾向，所

【茲卡病毒流行範圍】

以近親中有過動傾向者，爸媽更要提高警覺。

茲卡病毒和台灣去年流行的登革熱屬於同一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治療】

個家族，1947 年首先在非洲烏干達被發現，以往

父母的學習&小孩的吃藥

只在非洲和東南亞有零星個案，但是去年開始流

1.父母在小孩出現擾亂行為時或衝動爭吵時的處

行起來，最嚴重的莫過於巴西，但是整個中南美

理方式必須經過學習，用心讓小孩建立正向的人

洲、太平洋度假小島、一路到印尼、柬埔寨和泰

生觀和養成良好的學習模式是很艱鉅的工程，建

國，都是目前的警戒區域。幸運的是，台灣只在

議父母多讀些相關的書或參與過動兒的團體學

二月初發現一位泰國旅客感染，並且在機場就被

習，否則大人小孩都會很辛苦。

攔下來，還沒有國內流行。

2.小孩子方面跟醫師配合吃藥最重要，用的藥主

【茲卡病毒的症狀和傳播方式】

要是中樞神經興奮劑。以前只有短效的興奮劑，

和登革熱同屬於一個家族的茲卡病毒，症狀

和輕微的登革熱非常相似：得病的人可能會有發

暫時避免性行為。最後，防治茲卡病毒最重要的

燒、頭痛、眼窩痛、眼睛發炎、全身痠痛、起疹

事情，還是要清除蚊子孳生源，做好防蚊措施，

子等症狀，但是症狀較登革熱輕微。

才能避免大流行喔！

同樣地，茲卡病毒和登革熱一樣，主要是透
過蚊子傳染，主要的傳播者─埃及斑蚊和白線斑
蚊─在台灣隨處可見，所以只要病毒被帶進台
灣，很有機會造成流行。另外，茲卡病毒也可能
透過血液、性行為、輸血而傳染，而孕婦也很可
能會傳染給嬰兒，也是大家關注的小頭症可能原
因。

【茲卡病毒和小頭症】
目前，其實茲卡病毒和小頭症的關係還在研
究中，研究人員跟大家一樣也擔心茲卡病毒會造
成小頭症，但是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確定這件
事。不過目前各國人員也建議孕婦們：
1.

暫時不要前往疫區

2.

若非不得已要去，一定得做好防蚊措施（穿

長袖長褲、噴防蚊液、掛蚊帳設紗窗）
3.

如果性伴侶最近有去可能傳染的地區旅遊，

建議至少四週內暫時避免性行為、或者正確使用
保險套
4.

避免碰到別人的血液

【防範的重點】
其實對於茲卡病毒，我們可以、且應該做的
最重要事情，還是防範蚊子了。清除蚊子孳生源
是重點中的重點，一定要時時檢查家中有沒有積
水的地方、並且定期刷洗花瓶等會積水的容器，
減少蚊子生長的地方。
而預防叮咬，我們也可以設置紗窗、掛蚊
帳、噴防蚊液（有「衛署藥製字」的才可以噴在
皮膚上）、以及穿長袖長褲，其實都是預防登革熱
的做法。

【結論】
茲卡病毒會不會造成小頭症？研究人員們也
如此擔心著，但是還沒有辦法確定因果關係。不
過各國也建議準媽媽們暫時不要前往疫區、避免
碰到別人的血液、如果性伴侶有去過疫區，也要

台大醫院社區醫療群介紹
什麼是家庭醫師呢：
家庭醫師是您可信賴的醫師，通常是在您自
家附近的診所醫師或是您長期就醫的看診醫師，
家庭醫師能提供包括預防保健健康諮詢與常見健
康問題的診治等健康照護服務，家庭醫師亦可依
病患的病情需求轉診至醫療群其他診所或社區醫
院作進一步檢查與治療待病情穩定後，再轉回診
所由家庭醫師繼續照護。

什麼是社區醫療群：
是由社區中鄰近的幾家基層醫療診所，組成
的基層醫療團隊，並與醫院合作組織成社區醫療
群，提供以個人為中心的全人全家全社區健康照
護服務。目前台大醫院社區醫療群共有五群 61 位
醫師，其中有 13 位至本院開設共同照護門診(含
擔任教學診醫師)，科別涵蓋家庭醫學科、小兒
科、內科、耳鼻喉科、外科等。目前會員主要由
中央健保署分派，部分可由民眾主動登記成為家
庭醫師的會員，成為會員的民眾可獲得 24 小時電
話諮詢服務、整體性的初級醫療及預防保健、基
層門診轉介及住院持續性照護、不定時接獲醫療
群健康促進活動通知、預防保健服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