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重腳輕、天旋地轉

談頭暈

2015年，某位知名歌后自述深受暈眩

症困擾，決定退出歌壇，並展開她的告別演

唱會；一窩蜂老少歌迷，為了搶門票徹夜排

隊，場場門票秒殺，人人是累得頭昏昏、

腦袋空空而身子又暈暈的輕飄感。幸運搶到

門票者，個個歡天喜地，卻有人一時血壓飆

高、視力模糊、步態不穩；沒搶到門票的，

有人心一橫，縮衣節食買十倍價的黃牛票，

搞到胃潰瘍、血壓掉、兩眼發黑，蹲下去再

站起來就昏倒了。

頭暈是人們生活中很常見的一個症狀，

產生原因非常多。

人體因具有良好的平衡系統、生理狀態

及精神狀態，使我們在自由活動時感覺不到

因動作轉換而有遲滯或不適。所謂的平衡系

統包含視覺系統、前庭小腦系統及本體感受

系統，若其中一組系統出現異常，患者就很

容易會有頭暈的症狀。

前述小故事中所提到的眩暈症，就歸類

在前庭小腦系統。眩暈的病患，常會有天旋

地轉或地震的自覺症狀，且容易被特定的姿

勢變化所誘發。若患者暈狀況中帶有『轉』

的感覺，常屬於末稍性的障礙，而且還可能

伴隨耳鳴或聽力的問題。同樣是這一類的平

衡問題，除了暈的症狀外，病患也會出現其

他的感覺異常，局部無力、視力模糊、口齒

不清或意識上的改變，則需要考慮小腦及相

關中樞系統異常所引發的頭暈。可是有時中

樞神經出現問題的病患，可以維持很長一段

時間單純只有暈的症狀，這時應考慮重要血

管的危險因子及衡量末梢性眩暈的差異，對

於疾病的判斷與處理則更顯重要。

至於本體感受系統異常所導致的頭暈

感，則可見於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脊髓、

關節或神經根病變等病患；因為感覺神經的

鈍化，中樞無法對外界環境有適當的認知與

回饋，症狀反應如同行走於水上浮木，有著

不真實及不穩定感。對於這一類病患，其實

適當的輔具使用，如：拐杖、助行器...等，

有助於行走的穩定度及改善頭暈感。

文/神經內科 紀心怡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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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狀態的平衡，其實是從最簡單的呼吸、心跳、血壓考慮；其基準值應當是個人化，

而非齊頭式的平等。在上述的故事中，描述到的是胃潰瘍，飲食不良，導致姿態性低血壓

而昏倒。而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女性因為忙碌、飲食不正常，不適當節食或月經經血量太

多...等，導致長期貧血而頭暈。醫療上，民眾常見因錯誤服藥，導致血壓起伏過大的頭暈。

另外，呼吸或心跳速度異常也會是頭暈發生的原因，比如臨床上常見的換氣過度或心律不整

引發的頭暈；以上生理指數若有異常，都可能有更深一層的代謝或機能性問題需要再小心評

估。

縱使平衡系統及生理系統都正常，頭暈也會因為精神負荷而產生。所以失眠的、憂鬱

的、焦慮的、恐慌的，都很容易出現頭暈症狀，往往需要更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幫助脫離頭

暈。

每個人的頭暈狀況都有每個人不同的歷程和原因，所以病情的陳述及系列追蹤很重要，

好好配合追蹤檢驗，大多數的人可以獲得適當的控制。

紀心怡主治醫師

現職	 中山附醫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學歷	 台大醫學系學士

										陽明腦科所碩士

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神經內科住院醫師

										彰化醫院主治醫師

										彰化秀傳醫院主治醫師

專長				腦血管疾病

										神經退化性疾病

										頭痛

										頭暈

門診時段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早上 ●

下午 ● ●

夜間 ●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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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熟女們，

美麗的營養祕密
從古至今，女人遵從三從四德甚少有

自己的堅持，唯獨追求”美”是女人不變

的初衷。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女人的堅持

漸漸多了，就不只是要美麗還要青春！永

遠的25歲儼然是輕熟女們一生的職志。

到底要怎樣才能維持美麗及青春呢？很簡

單！您只要拿出當”美女”的決心就可以

了！想像著自己是林志玲、是舒淇，那身

為美女的您，要如何維持自己的美呢？現

在就讓我們來揭開這令人心神蕩漾的面紗

吧！

1.均衡飲食，維持良好體態。常常有女人為

了維持像蔡依林的纖瘦體型，不吃不喝

或者不吃澱粉類，這都不是長遠之計，

而且對健康是一種傷害。首先我們必需

改變自己的認知，維持理想BMI22，適

中的體型、標準的體重，才是健康的表

現。建議均衡飲食，餐餐只吃八分飽；

減重時，熱量攝取千萬不要低於1000大

卡！至於為何要維持良好的體態而不是

體重？因為體態是體重加上外表形態，

女人的身體隨著時間的流逝，腹部的肉

會越來越多，背部有時會微微駝背，所以

保持良好的體態是很重要的。提醒美女們

不要穿太寬鬆的衣服，並且適時的訓練核

心肌群，以防肚子的肉到處橫行哦！

2.多吃抗老化食物，美麗加分。除了剛剛提

到的均衡飲食外，有些食物對女人而言，

具有畫龍點晴的效果，讓您增加回頭率滿

足小小的虛榮心哦！

(1)足量的蛋白質，維持體內的細胞更新，

增加頭髮及臉部的光澤以光采奪目，令

人目不暇給。食物中尤以生物價高的奶

類、肉魚蛋豆類是最佳的選擇。每日建

議低脂奶一杯、肉魚蛋豆類3~4份(兩)。

(2)補充鐵、維生素B2、維生素A，保持眼

腈明亮及臉色白裡透紅。食物中以奶

類、蛋、綠色蔬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B2；以蛋黃、深綠色及紅黃色蔬菜、水

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A；而蛋、瘦肉、

貝類、豆類及綠色蔬菜含有豐富的鐵。

(3)補充維生素C、維生素E，具有美白、抗

氧化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讓我們可以長保

青春。食物中以芭樂、奇異果、檸檬、橘

文/營養科 莊慧如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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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含有最豐富的維生素C；食物中以植物

油，如葵花籽油、紅花籽油含有豐富的

維生素E。

3.月經順暢，避免更年期太早來訪。美女們

一定覺得很奇怪，這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嗎？答案是：當然可以。第一緊要的是

了解自己的周期，理想狀況下，月經平

均每28天造訪一次，但21～35天來一次

也都算正常。而距離來潮日期，每個月

前後5天的誤差屬可接受範圍。當周期突

然變長或變短，應有警覺心！而生活的

飲食保養儘量不吃冰品，尤其在經期的

時候。另外，飲食保持清淡，儘量不吃

太辣、太鹹、太油等重口味，並且建議

每日三餐至少有一餐食用黃豆食品，如

豆腐、豆漿等，可以預防更年期提早來

敲門。

4.不吃高脂肪的食物，預防乳癌。乳癌為

我國婦女發生率第一位之癌症，發生高

峰約在45-69歲之間，約每十萬名婦女就

有188-194名罹患。依據衛福部死因統

計及國健署癌症登記資料顯示，每年逾

有萬名婦女罹患、逾2,000名婦女死於乳

癌，相當於每天有29名婦女被診斷罹患

乳癌、6名婦女因乳癌失去寶貴性命。建

議定期檢查及避免高脂肪飲食。低脂飲

食是減低乳癌致命率的重要因素，脂肪

攝取量降低到全日熱量來源30%以下，平

時應不吃動物皮、肥肉、煎炒太油及油

炸食品。

5.紓解壓力，充足的睡眠。最後一點也是

最難的一點，每一位美女的背後總是背

負著工作及家庭的責任。規律的運動能

促使生理健康，增強對抗長期壓力的能

力，建議採中低強度運動，如快走、

慢跑等，最好可以每天運動，每次持續

三十公鐘。

另外，建議美女們晚上可以聽聽輕

音樂，泡個香噴噴的澡，我想再令人煩心

的事，都可以先拋到九宵雲外。聊了這麼

多，最主要的重點是什麼？均衡的飲食、

規律的生活及適量的運動，就是我們永保

健康漂亮的不二法門！預祝各位美女們，

時時青春美麗，永遠的25歲哦！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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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慢性阻塞性肺病

機與無機的粉塵、化學物質與有害煙霧；燃

燒木材、煤炭作為燃料；通風不良場所的廚

房油煙也逐漸被視為危險因子。「社會經濟

地位」的高低，可能因室內外空氣汙染、居

住環境密集、營養不良、感染症或其他因素

造成。此外氣喘、支氣管過度敏感、慢性支

氣管炎與肺部生長發育的問題也會間接威脅

肺部健康。以上危險因子皆有可能促成COPD

的發生，不能輕忽。

參、臨床症狀：

　　典型症狀主要包括慢性咳嗽、多痰、慢

性且漸進性的呼吸困難；其他常見症狀還有

哮鳴與胸悶等。慢性咳嗽是多數早發症狀，

初期咳嗽症狀不嚴重而誤以為是反覆感冒或

單純吸菸造成的，因而忽視；然而也有少數

患者沒有咳嗽而是呼吸困難。患者常在咳嗽

後會咳出痰液，有時為白色或黃綠濃稠痰

液。呼吸表現上包含感覺吸不到氣或胸悶

感，特別是運動一下就很喘、嚴重的一爬樓

梯就喘，甚至洗熱水澡吸到蒸氣都會難受。

由於感冒與氣喘皆有咳嗽症狀，民眾容易混

淆，須由醫師診斷，千萬不要自行服用成藥

而延誤就醫。

壹、前言：

    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簡稱COPD。特徵為肺臟

及呼吸道的慢性發炎反應，造成持續且漸進

的呼氣氣流受阻，通常由慢性支氣管炎或肺

氣腫所引起，若輕忽或照顧不周，常伴有急

性惡化而死亡。根據WHO統計，2012年全

球約310萬人因罹患COPD死亡，為當年全球

第三大死因；2013年更提出未來十年內預

期死亡人數上升30%。

貳、危險因子：

　　「吸菸」與「二手菸」是最常見、最重

要的危險因子。目前已知大多數的COPD與

長期吸菸或菸害暴露有關。其他危險因子，

包含「基因」，即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會使肺泡中的嗜中性彈力蛋白酶過度作用而

破壞肺泡壁，造成肺氣腫。「年紀」，人口

老化造成罹患率及致死率上升。「性別」，

以往研究大多認為男性的盛行率及死亡率較

女性高；但近期研究發現已開發國家中，男

女盛行率不相上下，可能與吸菸形態改變有

關；某些研究也指出女性吸菸的影響甚於男

性。「職場塵埃及化學物質」包含職場上有

藥您健康

文/藥劑科 紀柏羽 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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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肆、臨床診斷：

　　醫師在診斷上除了瞭解症狀、詢問危

險因子暴露史外，可藉由胸部X光檢查與肺

量計(圖一)測定來作鑑別。肺量計測定方法

為：在使用支氣管擴張劑後用力對肺量計吹

嘴呼氣一秒率<70%，加上用力呼氣一秒量

預測值小於<80%，可確定病患有呼氣氣流

受阻且不可完全恢復的。對無吸菸者，自35

歲後用力呼氣一秒量，每年減少約30毫升；

吸菸者減少的速度更快，甚至每年減少約

150毫升。

 圖一、肺量計

伍、臨床治療：

    臨床上的治療依病患的症狀而有所不

同。在藥物方面，常見有支氣管擴張劑、茶

鹼類藥物、吸入型類固醇。支氣管擴張劑是

主要使用藥物，有口服和吸入型，一般優先

考慮使用吸入型。而長效型吸入劑對於嚴重

症狀的緩解較短效型有效；結合不同藥理作

用的支氣管擴張劑較單一氣管擴張劑更能增

加治療效果並減低副作用。目前吸入製劑分

類包含：定量噴霧劑、乾粉吸入劑、智慧型

霧化吸入器與氣霧式噴霧劑等。其中定量

噴霧劑使用原則為：首先緊壓噴霧罐底部一

次，確認藥物釋出於輔助器內(圖二)，患者

先吐氣然後去除護蓋並立刻含住輔助器，深

深地吸入藥物後，閉氣5～10秒才吐氣。特

別提醒患者可能會有使用協調性的問題，因

此每次回診時，須再確認是否使用正確，以

發揮藥物效果。若為吸入型類固醇藥物使用

後須漱口，以免造成口腔念珠菌感染。另

外，咳嗽具有保護作用，穩定期的患者不建

議常用止咳藥。對於吸菸的患者，戒菸是首

要任務，重要性高過藥物治療，減緩肺功能

惡化速度；可到戒菸門診諮詢，由醫師開立

尼古丁替代療法，增加戒菸成功率。並建議

施打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有助減少

肺炎併發症。若在行走時有呼吸短促情形，

應接受肺部復健訓練以改善生活品質。針對

嚴重患者，可能需要居家的氧氣治療或陽壓

呼吸器治療，須由醫師評估後決定。

 圖二、定量噴霧劑接上輔助器

陸、結論：

    經適當的治療可減緩COPD的症狀，降低

急性惡化的頻率與嚴重度。長期吸菸患者應

立即戒菸。一旦診斷COPD就需定期追蹤和

治療；使用吸入劑者，正確的吸藥技巧並遵

從指示用藥，使藥物發揮最大效果。若您對

用藥或吸入劑的使用有疑問？歡迎多加利用

本院藥物諮詢室(汝川大樓一樓)，由藥師提

供相關諮詢與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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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點滴

文/湖南人

因為．．．所以．．．。填空題

我不願受的苦，絕不願你嚐。

那一天，大哥急急忙忙打來電話，訴

說著父親在家中跌倒昏迷了，現在送到醫院

急診室，醫生詢問著家屬是否願意讓父親開

刀？開刀的話，研判可以救活，但不一定會

醒過來，會再轉加護病房觀察；不開刀的

話，有生命危險，但是不能住加護病房，請

家屬想一想然後做決定，不開的話要趕快簽

同意書。

80多歲的老父親在多次中風前早早簽了

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囑咐著最後

那一刻，別救！

那個當年熱愛自由拋家棄子的男人，說

著不要孩子，以後就算死了也不要相認；親

戚問他難道不怕死了沒人收屍？男人有氣魄

的說，就用草蓆裹起來丟大海吧！於是這男

人的命，要延續痛苦，還是要下台一鞠躬？

決定權竟又落在兒女手中了。

女兒遵行父親的囑咐，不開刀不急救，

簽妥了同意書。得感謝醫院擠出一張普通病

房床位給父親，讓父親不至於在吵雜擁擠

的急診室嚥下最後一口氣，雖然眼看著主治

醫師走過病房外，聽到醫師說：這床簽了

DNR，就過門而不入了，仍舊感謝醫院，讓

我們能夠在最後2天好好陪伴父親。

想來是父親的體貼，不捨子女為他把屎

把尿，最後那一天，女兒為父親擦澡、換尿

布、刮鬍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過程中

道謝、道愛、道歉、道別，女兒把在醫院所

學的都用上，父親想是放心了，竟然趁女兒

中場休息滑手機時悄然離去。好吧！我們都

把過去的仇恨放下吧！

女兒將您葬在桂花樹下，喜歡嗎？二年

了，憶起這一段，沒有後悔、沒有遺憾。我

不願受的苦，絕不願你嚐。因為愛，所以選

擇放手。對於生死大事的填空題，

你／妳，想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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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105年05月-105年06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聯絡人 學分

105.05.02 13:00-15:00 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無

105.05.04 12:30-13:30
Update guideline and evidence of 
hypertension - diagnosis, BP goal 

and treatment

心臟內科主治醫師
蘇峻弘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內科學分
5學分

105.05.05 12:30-13:30
全院性特別演講-戲劇融入醫學
人文教育-論壇劇場「難丁格

爾」經驗分享

台灣應用劇場
發展中心負責人

賴淑雅老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無

105.05.11 12:30-13:30 腸道微生物輔助
調節人體代謝

景岳生物科技
陳奕興博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內科學分
5學分

105.05.12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振興醫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五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5.05.14

-

105.05.15
08:30-18:00 安寧緩和醫療醫師進階課程2(80

小時安寧課程)
安寧緩和
學會師資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林金枝
(02)23225320

Ext21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積分

105.05.16 13:00-15:00 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無

105.05.23 14:00-16:00 X光教學 楊思標教授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無

105.05.25 12:30-13:30 Predicting outcome in adults in 
coma after cardiac arrest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紀心怡醫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內科學分
5學分

105.05.26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
遠距視訊研討會

成大醫院斗六分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五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105.05.28 14:00-16:00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學會105年
中區診斷組5月份學術研討會
活動主題：Minimally invasive 

treatment for head and neck 
lesions

Depart. Of Radiology, 
Asan Medical 

CenterProf. Lee Jeong 
Hyun

中山醫大
正心樓

0222教室

柯依君
32138

放射線專科醫師
教育積分10分
神經放射線
醫學會積分

105.05.28

-

105.05.29
08:30-18:00 安寧緩和醫療團隊共同

課程(80小時安寧課程)
安寧緩和
學會師資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林金枝
(02)23225320

Ext21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積分

105.05.30 12:30-13:30 X光教學 江自得主任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謝宜倫
34704

無

105.06.03 12:30-13:30 全院性特別演講-
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

陽明附設醫院ICU主任
陳秀丹醫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無

105.06.15 12:30-13:30 全院性特別演講-
老人與長期照護

中山醫大醫社系
郭慈安老師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陳昱佑
34536

無

105.06.16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五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
醫學學會5積分

105.06.21 13:00-15:00 新生兒科醫學會中區
聯合病例討論會

陳家玉教授
汝川17樓

1703會議室
簡小姐
21728

新生兒科醫學
會、兒科醫學會

105.06.30 07:30-08:30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台北榮民總醫院
安寧團隊

內科大樓五樓
諮詢討論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
學會5積分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21



■大慶院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39595

■文心院區 (口腔醫學研究中心)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電話：04-24718668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院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1號
電話：04-22621652

醫療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