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鳴怎麼辦?
台大台北社區醫療群

1.

陳建銓醫師

避免焦慮，想辦法去適應它：
耳鳴固然容易引起焦慮，但越焦慮，卻愈會
加重其症狀。這種心理因素若能克服，對病

耳鳴發生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症的適應是很有幫助的。畢竟，既明知不能

1. 耳道的阻塞，使共鳴受到影響

消滅他，就只有退而求其次，坦然面對它，

2. 耳膜有了破洞或產生病變腫脹

想辦法與它共同存在，使它的干擾降至最低。

3. 中耳聽小骨或耳咽管功能有問題

2.

用藥物減輕痛苦：

4. 內耳聽覺細胞損壞

以輕度的鎮定劑改善耳鳴所造成的焦慮不

5. 聽神經損傷

安及失眠，加上促進內耳、聽神經及腦部循

6. 聽覺中樞有病變

環功能的藥物和維他命 B 等。

7. 耳部附近的血管性病變。

3.

利用其他方法：

只要在聽覺傳導路徑中任何一處出了問題，就可

如生物回饋法訓練(是一種放鬆身體的技巧

能產生異常的聲音。

訓練)、耳鳴再訓練法(使用耳內聲音產生器

若要確定耳鳴的病因在那個部位，必須詳細

幫助病患適應及習慣耳鳴聲) 、使用耳鳴的

檢查耳部並作聽力檢查。從檢查結果去找發病的

遮蔽器(選擇相近頻率的耳鳴助聽器，使用略

原因及證據。如果病因是由外耳、中耳所引起，

大於其耳鳴聲的音量)和另類的療法(傳統的

那麼處理起來較為容易。這也就是說，治療的可

藥草、針灸治療、電磁波、高壓氧和催眠治

能性較大。若是源於內耳聽覺細胞的變化、退化，

療等)。

那麼治療起來便相當棘手了。內耳一旦損壞或退
化，便極不易復原，這也正是耳鳴治療的瓶頸所
在，偏偏這一類的患者又是最常見的。
如果是由內耳的問題所引起，那麼，應試著
運用以下的方式作為解決之道：

如果是由內耳的問題所引起，那
麼，應試著運用以下的方式作為解
決之道：
1. 避免焦慮，想辦法去適應它
2. 用藥物減輕痛苦
3. 利用其他方法

(5) 智能障礙：早期多數病患除了思考與

淺談巴金森氏症
台大三重社區醫療群

反應變慢並無明顯退化。部分患者在

郭巧芸醫師

中後期會演變成失智症。

近日報紙刊登一文，一男自 28 歲被診斷巴
金森病，控制良好與病和平共處 25 年，起始症狀
為右臂出現持續疼痛和僵硬感就醫。所有巴金森
病患者中，未滿 40 歲約佔 5%，致病原因與基因、
家族遺傳有關；而大多數患者的發病年齡約 60 歲，
發病率隨年齡提高增加，60 歲盛行率約 1%，80
歲約 4%，致病原因則多半與神經退化有關，男性
罹病率為女性 1.5-2 倍。全球約有 700 萬人罹病，
各種族發生率相近。台灣約有 4 萬人罹病。
患者因中腦黑質的多巴胺神經元細胞數量
減少 60-86%，導致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不足，進
而造成患者出現運動障礙，常見症狀如靜止性顫
抖、關節僵硬、行動遲緩與步態異常等。
1. 靜止型顫抖:常從單側肢體開始，肢體處
於靜止狀態特別明顯，手抖症狀很像銀
行員數鈔票或搓藥丸狀動作，每秒 3-5
下的頻率，若手伸直或拿東西做動作，
抖動會減輕或消失。
2. 僵硬:肢體僵硬導致動作不靈活及痠痛。
3. 動作遲緩
4. 步態不穩:缺乏平衡反應，腳像黏在地板
上難跨出去或起步後呈小碎步前進、向
前衝、重心向前移，容易跌倒。
5. 寫字越來越小
6. 面具臉:缺乏臉部表情
7. 說話小聲含糊不清
8. 其他常見併發症：
(1) 自主神經系統障礙：便秘最常見，其
次是睡眠障礙，姿勢性低血壓、尿失
禁、大量出汗、頻尿及性功能障礙等。
(2) 感覺異常：部分患者會有肢體麻木或
蟲爬感，或合併不寧腿症候群。
(3) 肌張力不全:持續性肌肉收縮使肢體
不自主扭動的運動障礙
(4) 精神症狀：幻覺、失智、憂鬱及焦慮。

在４０歲之前發病稱為早發性巴金森症（又
分２０歲以下發病的少年巴金森症及２１－４
０歲發病的青年巴病），青年型巴病其症狀以運
動徐緩及肌肉僵硬為主，且較常發生肌肉張力不
全引起的抽筋，而老年性巴病則以步行困難及靜
止型顫抖為主。青年型巴病病程惡化緩慢，發生
失智及自主神經症狀較少見，使用左多巴藥物治
療效果佳，但較容易出現運動方面併發症。目前
認為早發性巴病的病因可能是由基因與環境產
生交互作用引起，１較早接觸外在毒素(二硫化碳
一氧化碳、MTPT、氰化物、錳、有機溶劑)２接
觸外在毒素的強度較大、３具有不正常的基因、
４同時有較多基因異常，簡單的說早發性巴病遺
傳基因影響較大，該名 28 歲發病者，其母親在其
確診後也發病。
關於不鏽鋼便當盒含錳曾引發民眾擔憂，不
鏽鋼 304 依據 CNS 規定含錳量在 2 %以下，而
200 系列含有較高比例的錳(約 5.5 %~10 % )，但
作為食品容器而言，不鏽鋼屬耐熱之惰性材質，
盛裝食材而致金屬錳的溶出率極低。人類暴露錳
的毒性主要是職業性因為吸入過量的錳；文獻指
出錳的腸胃道吸收率不到 10 %，且錳的食入對人
類較少會造成毒性傷害。由於長期攝食含高濃度
錳的食物，仍會有神經退化的風險，在選擇盛裝
食物的容器時，材質建議仍要以不鏽鋼 304 容器
為優先。
巴金森氏病的診斷以臨床症狀與神經學檢
查診斷為主，初期需和原發性顫抖、中風及失智
症做鑑別診斷，若發現自己或周邊親友有上述症
狀時，要及早就醫治療。巴金森病就像高血壓、
糖尿病等慢性病一樣，只要規律用藥、搭配復健，
就可以延緩疾病惡化的時間，且越早確診的患者，
延緩疾病惡化的效果越好。

用盤尼西林抗生素治療，完整治療期需要 10-14
天。
選擇盛裝食物的容器時，材質建
議仍要以不鏽鋼 304 容器為優
先。

初期可能導致中耳炎、肺炎、鼻竇炎。
晚期可能引發風濕熱、急性腎絲球腎炎。
猩紅熱的病患需要隔離嗎?

淺談猩紅熱(Scarlet fever)
台大環東社區醫療群

猩紅熱可能併發那些疾病呢？

莊慧江醫師

3 歲多的暄暄說自己喉嚨痛、肚子也痛。媽
媽認為暄暄得到了感冒了，給他服用了症狀治療

症狀出現前 7 天到發病後 10 天內為傳染期，須
將病童隔離，但是若經由醫師正確使用抗生素治
療 24 小時後，傳染性降低，及不需要再隔離。

的藥。隔天，暄暄還是發了高燒，體溫也上升到

家長應注意事項？

39℃，臉燒得紅通通的，手腳冰冷，肚子還是喊

將抗生素治療 1 至 2 天後，症狀明顯改善後不應

痛。去做血液檢查，醫師告知暄暄身體內有急性

該擅自將抗生素停掉，這樣會造成治療失敗，病

細菌感染，同時也做了喉頭細菌培養。到了第三

人又出現相同的症狀。

天，暄暄身上出現了密密麻麻的紅色皮疹，這回
醫師診斷為”猩紅熱”。
猩紅熱主要是由 A 群鏈球菌所
引起，冬季及春季是主要的好發
季節，好發的年齡則在 2 歲至 8
歲之間。

什麼是猩紅熱？
猩紅熱主要是由 A 群鏈球菌所引起，冬季及
春季是主要的好發季節，好發的年齡則在 2 歲至
8 歲之間。這些鏈球菌是由鼻腔、咽喉分泌物，
經咳嗽或打噴嚏時進行散播，也可直接由接觸到
分泌物而傳染，潛伏期可由 12 小時至 5 天不等。

吃出健康--簡介「我的餐盤」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

施銘峰醫師

猩紅熱會有那些症狀？


發燒、喉嚨痛、吞嚥困難、肚子痛、嘔吐、
倦怠。

前言
在遠古時代，人們辛苦採集打獵一天的結果



紅色草莓樣舌。

或許僅圖個人溫飽，大量運動加上食物供給有限，



檢查時可發現咽部或扁桃腺非常紅腫，有時

胖子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然而，進入農業時代之

還會發現有色的化膿物。

後，人類慢慢有了階級之分，成群每日汗滴禾下

在發燒的同時，身體會出現紅色的丘疹，常

土的佃儂們及坐等收租的地主們，而「肥胖」更

在腋下、鼠蹊部、臀部，觸感如砂紙般粗糙。

是地主們專屬的禁臠。
「發福」這個字便被創造出，

猩紅熱的皮疹通常在數天後才會消退，接著

來傳達一般窮苦瘦子對「肥胖者」的羨慕之情。




在 1 至 3 星期會出現脫皮現象，尤其在指尖
處最明顯。

時至今日，放眼望去環肥多過燕瘦…。2013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顯示，成

猩紅熱的治療原則？

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為 38%。今天，讓我們回歸

「飲食」的健康本質，單純來探究如何吃得更健
康？

 全穀類：應佔每餐四分之一，請注意，能被放
進餐盤中的最好是「全穀類」
，如全麥、大麥、
麥仁、藜麥、燕麥、糙米等及其相關製品。畢

揚棄「飲食金字塔」
飲食金字塔其
實 最 早 是 在 1974
年的瑞典誕生，而
後於 1992 年由美
國農業部推出了目前流傳全世界的食物金字塔
（如上圖）
。然而這個美國農業部的飲食金字塔其
實招來許多批評，其中最惹人爭議的莫過於食品
業的介入。許多營養學家提出，若以健康為出發
點，金字塔的基石應該是蔬菜，而非麵包類等碳
水化合物。
擁抱「我的餐盤」
美國農業部已於 2011 年推出新的飲食指引-

竟精製碳水化合物（如麵包、麵條、白飯等）
幾乎無營養成份可言。
 蛋白質：應佔每餐四分之一，請儘量選擇優質
蛋白質，如魚肉、雞肉、豆類、堅果等。請盡
量減少紅肉的攝取，世界衛生組織已將紅肉列
為「可能致癌物」
，而香腸、火腿等加工肉品更
是列為「第一級致癌物」，能不吃就不吃！
 油脂：大家總覺得油吃愈少愈好，少油似乎和
健康、養生都劃上等號…，事實上油脂對維持
人體的健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此「健康餐
盤」的規劃當中，鼓勵大家使用健康的油品，
如橄欖油、芥花籽油、大豆油、玉米油、葵花
籽油、花生油等優質植物油，且並無限制攝取
的熱量百分比上限。

-「我的餐盤」，而美國哈佛大學公衛學院也推出

 水：現代生活忙碌，許多人常常會忘了喝水，

了自己的類似版本。這個版本比起飲食金字塔來

但這對健康是極為不利的。別的不說，你知道

說，更為直觀，更容易被民眾遵從。簡單的將每

水喝不夠的人容易肥胖及發生糖尿病嗎？為

餐的餐盤分成四個區塊。其中應有一半是蔬菜及

在此很難準確回答要喝多少水才夠，因為個人

水果，四分之一的全穀類及四分之一的優質蛋白

差異量很大。根據美國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質。

Medicine)的建議，成年男性每日飲水攝取建議
量為約 2800 毫升，而成年女性則約 2000 毫
升，若天氣熱或活動量大時更應額外補充足夠
水份。建議大家可以隨身攜帶水壺，除了方便
計算每日喝水量之外，也避免給自己買飲料的
藉口！
結語



蔬菜水果：應佔每餐二分之一，蔬菜越多越
好！此乃健康飲食的基礎，任何的健康飲食
不能違背此根基！由於不同的種類含有不同
的養份，請大家多多攝取各種顏色的蔬果！

國人普遍蔬菜水果吃得不夠，而澱粉類卻又
吃得太多。希望閱讀完這篇文章後能稍稍調整自
己的飲食習慣，向「我的餐盤」看齊，大家一同
邁向更健康的未來人生！

特別注意的是，馬鈴薯由於對血糖存在負面

註：此篇文章是以一般民眾為出發點，若您本身有糖

影響，因此在此不視為蔬菜！糖尿病的病人

尿病、心臟衰竭、慢性腎病甚至洗腎等其他疾病的話，請

請控制每日的水果份數在兩份以內。

遵循您的醫師或營養師的專業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