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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有位五十歲男性個案，因長期的睡眠障

礙來求診，探討其睡不好的原因，包括：睡前看

政論節目導致激動不易入睡、白天活動力太少、

午睡平均兩小時且常超過下午3點。之後，他努力

修正以上影響睡眠的危險因子，晚上不看政論節

目改以聽輕鬆的音樂、增加白天的運動與活動時

間、午睡半小時且在下午3點前。經過一個月左右

的努力，他的睡眠情形大為改善，而且逐漸減少

原先服用的安眠藥。

影響睡眠的三大因素與機制：

優質睡眠，是每個人每天夢寐以求的目標!經營優質的睡眠，需要諸多好方法。就睡眠

醫學而言，有三大因素與機制互相影響著睡眠，包括：

A.神經系統的恆定機制：白天增加清醒時間(也就是減少白天的睡眠)及適當增加活動量，皆

能促進晚上擁有良好的睡眠。

B.大腦的生理時鐘：大腦的下視丘控管「睡與醒時間」，

也稱為人體的「生理時鐘站」。大腦的下視丘未受到不良

原因影響，才能維持良好的睡眠。

C.清醒系統：睡眠前，生理無不適且心理平靜，才能不影

響睡眠的產生或進行，也才能維持良好的睡眠品質。

文/身心科 李俊德 主任

優質睡眠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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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腦的生理時鐘方面：

影響睡眠的不良原因 正向建議 (優質睡眠妙方)

□

睡-醒時間不規律 維持睡-醒時間規律，是經營良好睡眠的
第一準則。假如較晚就寢或睡眠時數仍舊
不足，建議早上起床時間仍維持原本既定
起床的時間。

□
週末或假日過度補眠(超過2小時) 平時睡眠充足最重要，假如週末或假日需

要補眠要適度(不超過2小時)，以免影響
睡與醒的規律感

□
整體的生活作息不規律(三餐、就寢與
起床時間)

維持規律的生活作息

□
白天缺乏適當的日照 接受適當的日照(待在外面，接受日照半

小時到一小時)

□
天生睡眠生理時鐘缺乏彈性 學習良好的時間管理，維持規律的睡眠生

理時鐘

A.神經系統的恆定機制方面：

影響睡眠的不良原因 正向建議 (優質睡眠妙方)

□
白天活動量不足或過多的休息時間 白天有適當的活動量，白天有適當的休息

時間。

□ 缺乏規律的運動 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
睡不著時躺床時間過長 躺床超過20分鐘仍舊睡不著時，建議離開

床。

□ 白天睡太多(超過1小時) 白天睡眠不超過1小時

□
白天睡眠時間太接近晚上就寢時間
下午3點過後才午睡)

假如需要短暫的午睡，建議下午3點前

   

從影響睡眠三大因素與機制，查覺自己是否有影響睡眠的不良原因？如果有的話，進而努力

修正不良原因，就能獲得優質的睡眠：

假如您有下列「影響睡眠的不良原因」，請在首列打勾，同時參考第三列的正向建議 (優

質睡眠妙方)，就能擁有優質的睡眠。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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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清醒系統：

影響睡眠的不良原因 正向建議 (優質睡眠妙方)

□
過度擔心睡不好 睡前有放鬆的行為或儀式。等待有睡意才

上床

□ 身體不適 正確處理身體的不適，以減除生理的干擾

□
心理過度亢奮，無法停止思考。 睡前有放鬆的行為或儀式。啟動記錄煩惱

記事本

□ 情緒困擾 (憂鬱、緊張、憤怒) 白天或睡前，找時間與方法處理好情緒

□
睡前思考難題，睡前有不愉快的談
話。

避免睡前思考難題，避免睡前與人談論不
愉快的話題。建議在白天或晚餐後，找時
間與方法處理難題。

□
在床上做其他與睡眠無關的事，如看
電視、打電話、看書、開電視入睡…
等。

在床上不做其他與睡眠無關的事

□ 睡前缺乏固定的活動及放鬆時間 睡前有能幫忙睡眠的固定活動及放鬆時間

□
不適當的使用安眠藥(例如突然停藥、
減藥過快)

適當的使用安眠藥(與醫師討論用藥的方
式)

□
使用酒精來幫助自己入眠 喝酒來助眠壞處多，因為易醒、睡眠品質

不佳、容易產生酒癮問題。不使用酒精來
助眠

□
使用刺激性物質(如:咖啡、茶、可樂、
提神飲料、抽菸)

睡前8小時內不使用刺激性物質

□
睡前2小時做劇烈運動 劇烈運動的適當時間：白天或傍晚，睡前

2小時前

□
睡前吃太多食物 睡前，儘量不吃食物，假如要吃的話，吃

少量食物

□
臥室環境不夠舒適(如:太吵、太亮、太
熱、太潮濕、床鋪不夠舒適)

佈置良好的臥室睡眠環境

□
床伴干擾睡眠(如打鼾、不同的就寢時
間…)

與床伴討論協調，或分床分房睡

□
因正向事情過度興奮 正向事情適度的慶祝及興奮，也能不影響

睡眠

□
出現負向壓力事件(如:家庭、人際、工
作、重大壓力事件…)

處理負向壓力事件(先處理心情，再處理
事情)

□
「睡眠情境」與「焦慮情境」產生了
連結

經營良好的「睡眠情境」，增加放鬆情境
來減除焦慮，對於睡眠有幫忙

□
半夜醒起來，一定要看時鐘確定時
間。

半夜醒起來，建議看外面的天色、看窗戶
的亮度即可，減少看時間來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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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鼻甲是鼻腔裡的構造之一，佔上呼

吸道阻力三分之二，因此長期過敏或空氣汙

染、抽菸等刺激而發炎腫脹，就會造成下鼻

甲肥大而阻塞呼吸。鼻中膈是兩個鼻孔中間

的隔板。如果鼻中膈朝某一邊彎曲，另一個

鼻孔就會阻塞。

其實，每個人的鼻中膈多少有一定程度

的彎曲，新聞報導也曾提到藝人小S、雞排

妹、寶弟與韓國防彈少年團RM，都因此問

題接受過手術，可得知鼻中膈彎曲相當的普

遍。

下鼻甲肥大與鼻中膈彎曲會造成什麼症狀？

鼻中膈彎曲或下鼻甲肥大都會造成嚴重

的鼻塞症狀，鼻子不通導致張口呼吸，起床

後口乾舌燥、喉嚨乾痛，白天頭昏腦脹、注

意力不集中，甚至頭痛欲裂；鼻塞和口臭、

味覺/嗅覺的減退也有關係，若有打鼾、睡

眠中斷的問題也會因此而加重。除此之外，

因狹窄處空氣快速通過，鼻黏膜會乾燥且變

薄，容易流鼻血。鼻中膈彎曲也可能影響味

覺與嗅覺，連鼻竇炎、打鼾、睡眠呼吸中止

也可能跟它有關。

有哪些治療的選擇？

患者可嘗試以藥物控制症狀，包含類

固醇鼻噴劑、抗組織胺與偽麻黃素，若因為

過敏體質或持續受到環境污染的刺激，則效

果有限。長期的發炎一旦形成慢性肥厚性鼻

炎，運用手術的方式縮小下鼻甲的體積是比

較有效的選擇，可大大增加吸入的氧氣量。

若鼻塞主要是因鼻中膈彎曲引發，因軟骨、

硬骨在結構上都已經定型，因此無法靠藥物

改變，唯有手術治療一途。

文/耳鼻喉科 溫惟昇 主治醫師

解決鼻塞問題

下鼻甲微創成形術搭配鼻中膈成形術

鼻中膈成形術會不會讓鼻子塌掉或歪掉？

很多人一定有這樣的疑問：鼻中膈彎曲

手術以後鼻子會不會塌掉或是歪掉？鼻中膈支

撐的構造是上方與前方1公分的軟骨，形狀像

英文字母"L"。手術時是絕對不會破壞這個區域

的，因此不會引起鼻子外觀的歪斜或塌陷。接

受鼻中膈彎曲的矯正手術，不僅鼻子的外觀沒

有傷口，手術前與手術後完全是不變的，不會

塌掉也不會歪掉。

微創手術小切口「抽脂」解決下鼻甲肥大問題

傳統下鼻甲手術是直接切除肥大的下鼻

甲，傷口3-5公分，因出血量大，鼻子需塞滿

紗布，拔除時相當痛苦；使用內視鏡輔助以及

微型吸絞器進行下鼻甲微創成形術，則只有不

到10分之1的傷口(約0.3公分)，傷口復原的時

間、出血量與疼痛皆大幅減少，鼻腔放置可吸

收的敷料即可，不須塞紗，且外觀沒有任何傷

口。另外，鼻黏膜得以完整的保留，手術後出

現空鼻症的機會也比傳統手術下降許多。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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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吸絞器(又稱動力旋轉刀)大小如一

隻筆，利用抽脂一般的原理，藉由微小的切

口進入鼻甲，刀頭不斷旋轉並清除肥厚的組

織，不僅有效地縮小下鼻甲的體積，讓呼吸

道暢通，鼻黏膜也得以完整的保留，不被手

術破壞。因此就好像抽脂一般，僅有微小的

傷口就能讓鼻子內部瘦身，不再阻塞呼吸。

隨著醫學與醫療器材的進步，鼻子手術

後的痛苦已經是過去式了。傳統手術後必須塞

滿紗布且好幾天後才能取出，取出的過程更是

像抽腦髓般的可怕。藉由微創手術系統與內視

鏡的輔助，鼻部手術的安全性與舒適度大大提

升。而病患的住院天數縮短，能更快的回到正

常生活，享受治療後良好的生活品質。

專長

中耳炎、耳鳴、聽障、眩暈

微創耳膜修補手術、無痕耳內視鏡微創手術

鼻中膈彎曲、鼻過敏、鼻瘜肉、鼻竇炎

鼻過敏神經阻斷、下鼻甲/鼻竇內視鏡微創手術

兒童睡眠呼吸障礙、扁桃腺與腺樣體微創手術

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症診斷與微創治療

喉聲帶顯微手術、頭頸部腫瘤神經監測手術

學歷/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台大兒童醫院小兒耳鼻喉與呼吸道手術研究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中耳及顳骨手術研究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基礎醫學研究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住院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臨床教學指導教師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耳鼻喉頭頸外科專科醫師

耳鼻喉科

溫惟昇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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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是一種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癲

癇發作是由於腦部神經短暫的不正常電位所

造成的一種症狀，並且可伴隨有神經、認

知、心理等障礙。如果癲癇發生持續且不治

療，可導致兒童認知障礙，嚴重者更有猝死

的風險。癲癇在全球的盛行率約為0.5%，

其中兒童病患又比成人病患略多。

癲癇依照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的分類

可分為病灶性癲癇(lesional or symptomatic 

e p i l e p s y )與不明原因癲癇(id i op a t h i c 

epilepsy)，其中不明原因癲癇定義為癲癇發

作的原因，為非由腦部結構異常、外傷或感

染所引起。

在兒童中，不明原因癲癇(idiopathic 

epilepsy)佔全部癲癇約60%，其主要的原因

為基因突變導致腦部的病理性變化。而導致

癲癇的原因檢查不易，即使使用了常規的檢

查方法(臨床表現、特殊生化檢查、腦部核

磁共振檢查)除了需要耗費巨大的時間外，

原因診斷率約只有30%。

目前次世代序列掃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已應用於臨床檢查，可檢出多種

基因突變的形式。兒童病患其中約40%屬於

症狀嚴重的頑性癲癇，如果能知道基因突變

的結果，對治療很有助益。

兒童癲癇的基因精準醫療
文/小兒神經科 李英齊 主任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已經知道因基因

突變而導致癲癇的，其中超過200個基因跟

癲癇有關，而離子通道基因其中非常重要的

調控基因，包括KCNQ2，KCNQ3，SCN1A，

SCN2A，SCN3A，CHRNA4，SLC2A1與

EFMR等等。以下介紹幾個特殊的基因檢

查，並運用於癲癇精準醫療的實例。

1.HLA1502 (健保給付)：癲癇病人在用藥之

前應先檢測，避免藥物敏感性皮疹。帶有

HLA1502的人用某些藥，如癲通，會皮膚

紅疹甚至潰爛(史蒂芬強森症候群)。

2.KCNQ2、SCN1A、PRRT2、ALDH7A1、

KCNT1、SCN8A、STXBP1等，若檢測為

陽性，可選擇對這基因突變有效的藥來治

療。其他基因定序有三種方法：①傳統定

序、②次世代串聯(epileptic panel)定序、

③全基因掃描(whole exons sequencing)，

以上檢查皆須自費。利用基因檢查，找出

癲癇的原因，並用藥物加以治療，稱為精

準醫療。癲癇的精準醫療如同癌症的標靶

治療一樣，可望提供癲癇治療的新模式。

3.而對於基因的檢查結果須由專業的醫師來

做臨床上的相關判斷，甚至需要父母的詳

細病史或基因的鑑定，才能提供癲癇病患

的藥物治療更大的助益。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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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於

2017年8月在臺北市舉辦，是繼2009年高

雄世運、2009年臺北聽奧後，臺灣承辦的

第三個綜合性國際體育賽事，也是有史以來

主辦過層級最高的國際體育賽事，共有145

個國家與地區參與，參賽運動員總計7,639

人，隨隊人員則達3,758人。臺灣很榮幸爭

取到世大運的主辦權，並在各項目服務中獲

得各國選手的好評，這是一個屬於台灣榮

耀。

本次世大運是台灣首次大規模中醫師

現身於頂級國際體育賽會。其實在2014年

韓國光州世大運韓國的中醫已經率先入駐選

手村而深獲好評，台灣則持續擴大服務內容

至場館醫療。2019年預計在台中舉辦的亞

太青年運動會將是台灣承辦第四次大型國際

綜合賽事，屆時中醫也將繼續投入運動傷害

防護中，為選手提供更加全面的醫療服務。

本院中西整合醫療科團隊，很榮幸接

受徵召支援世大運賽事的運動醫療防護作

業，派出吳東謙、黃隆政、李明芸等三位醫

師(圖一)，在不同項目中擔任運動防護的工

作。在林榮志主任的帶領下，科內紮實的運

動傷害防護教學課程，及大量的實作機會，

累積了本科醫師深厚的應變能力，處理患者

運動傷害游刃有餘。

從國際運動賽事
看中醫師在賽場上的角色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吳東謙主治醫師、黃隆政醫師

臺北世大運將中醫納入醫療服務，也藉

此向世界宣傳中醫。在運動界使用中醫療法

最受矚目的是2016年奧運美國泳將「飛魚」

菲爾普斯（Michael Phelps）在雙肩上的拔罐

印記，廣受外媒討論療效。菲爾普斯：「我

發現拔罐真的很有效，它舒緩我肩膀、背

部和腿部的壓力，就像迅速的5分鐘按摩一

樣，我喜歡拔罐。」

以吳東謙醫師及黃隆政醫師參與台北世

大運的桌球場館醫療為例，患者除了西醫的

危象篩檢、物理治療師的軟組織放鬆和防護

員貼紮鞏固外，再以中醫特有的經絡骨度理

論提供更加全面的治療，使患者迅速的回覆

競賽狀態。桌球項目中最常看到的運動傷害

部位有腰、踝關節、手腕、肩膀部位的扭拉

傷或挫傷。

圖一、(左至右)黃隆政醫師、吳東謙醫師、張凱峻

(擔任台北世大運舉旗手)、林榮志主任、李明芸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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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治療武器就在這次世大運比

賽場上提供穴位刺激、推拿理筋、傷科整

復、拔罐、雷射針灸、運動貼紮。

穴位刺激：有別於物理治療師以解剖

生理、生物力學為基礎的軟組織放鬆，中

醫的經絡理論為運動傷害的診斷介入提供

新的方向。利用經論循行的概念，在遠離

患處的特定穴道提供指壓等刺激，可迅速

緩解紅腫熱痛等急性軟組織損傷的不適，

且此治療與物理治療相結合，達到「一加

一大於二」的效果。

推拿理筋：中醫推拿找出疼痛的病

因，融入經絡循往的觀念，疏導因外力撞

擊、扭傷、拉傷的氣滯血瘀，中醫強調痛

則不通、通則不痛的概念就可以在這得到

印證，運動員扭拉傷後，中醫師輕輕順著

肌肉紋理和經絡走向推拿，治療後運動員

疼痛大幅降低，局部肌肉緊張也獲得緩

解。

 傷科整復：「骨錯縫、筋出槽」等骨

度錯位常伴隨運動員扭挫傷而來，軟組織在

不正常狀況下出力極易造成疼痛且影響運動

表現。中醫傷科手法依循骨度走向開合導

引，牽拉復位，能迅速緩解緊繃的軟組織而

減輕疼痛，讓運動員的動作回到應有的出力

模式而有恢復運動表現。

拔罐：以罐為工具，利用抽氣方法產生

負壓，使之吸附於體表，造成局部瘀血，以

達到通經活絡、行氣活血、消腫止痛，瀉罐

後局部肌肉得以如釋重負般的輕鬆。

 

吳東謙醫師為外籍選手拔罐診療

雷射針灸：是近期中醫新寵兒，利用雷

射能量打入痛點或特定穴位，引起組織細胞

共振，啟動體內神經內分泌的調節功能，達

到中醫的調節陰陽平衡的概念，雷射針灸好

處是快速、無痛且沒有針孔造成傷口感染的

問題。

運動貼紮：使用肌效能貼紮，增強受損

肌肉的收縮能力，消除局部疼痛，降低肌肉黃隆政醫師以推拿理筋協助選手舒緩緊繃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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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急慢性疼痛、運動傷害、脊椎整復

婦女疾病、代謝異常、皮膚疾患

精神壓力、失眠憂鬱、美容減重

學歷/經歷

中國醫藥大學 針灸研究所 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 學士後中醫學系 醫學士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理學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主治醫師

台北世大運醫療團運動傷防護組中醫師

韓國慶熙大學暨釜山大學研習醫師

衛福部中醫傷科專家共識會台中市專家代表

中華民國中醫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中醫皮膚科專科醫師

中華針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

中西整合醫療科

吳東謙主治醫師

疲勞及痙攣發生。增加血液與淋巴循環，使組織

壓力下降並減輕疼痛及發炎。中醫師在解剖理論

外亦將傳統經筋理論應用在貼紮思路上，擴大貼

紮的使用範圍。

中醫在運動防護的角色在這一次世大運奠定

了基礎，讓各國選手眼睛為之一亮，體驗台灣特

色醫療，藉此宣揚中醫的概念，讓中醫被世界看

見。

吳東謙醫師為外籍選手運動貼紮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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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生物要生存在這個殘酷嚴苛的地

球上，都必定要有牠們自己的獨門絕活。有

些動物長出了利爪利齒，有些發展出了健壯

方便逃跑的雙腿，有些則擅長隱蔽自己的身

形。而不能動的植物為了對付會吃它們的動

物或昆蟲，則讓自己產生各種毒素，像是姑

婆芋、咬人狗這些植物，會讓人類發癢或中

毒。

有種植物也因為演化而產生了毒素，可

以改變甲蟲的行為模式。但這種毒素在被人

類發現後，大大影響了整個人類的歷史，最

著名的是它的止痛效果，以及引起中國清朝

末期的甲午戰爭，這種植物就是大名鼎鼎的-

罌粟花。

在西元前3400年，蘇美人就發現了罌粟

花的神奇功效，並把它稱作「Hul Gil(快樂植

物)」。發現得早可能是因為有效成分的提

煉方式非常簡單，只要把罌粟花未成熟的蒴

果劃破，蒐集它流出的乳白色汁液乾燥後再

磨成粉，就成了深褐色的生鴉片。而在西元

前三世紀之後，從希臘的哲學書開始出現了

「opium(鴉片)」這個詞語，之後由阿拉伯商

人將之引進亞洲，而最初的作用是用它的致

便秘效果來治療痢疾。

藥物發展的歪路 -淺談嗎啡的歷史

 

十六世紀時， 醫生帕拉塞爾蘇斯改良了

鴉片的劑型，將它的溶劑從水變成了酒精，

解決了鴉片不好溶於水的問題，並將之命名

為「永生之石」，後來則稱為「鴉片酊」。

在十八世紀時用來安撫神經衰弱。同時也有

另一種劑型加入了吐根和乳糖稱為「杜佛氏

散」，用來治療感冒和發燒。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1596年出版的本草綱目中也有記載鴉片

的條目，並稱之為「阿芙蓉」。

1826年，藥師里德里希·史特納第一

次成功合成出了鴉片中的有效成分，並以

希臘神話中的Morpheus(夢之神)命名為其為

「Morphium(嗎啡)」。在隔年，德國的天使

藥房開始商業化生產嗎啡。由於業績良好，

文/藥劑科 李和勳 藥師

劃破罌粟花的蒴果流出白色乳汁，蒐集起來能製成生鴉

片。圖︰李和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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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發售的攜帶型海洛因注射器組合。圖：李和勳

參考資料來源：

『藥物獵人』 唐諾˙克希博士、奧吉·歐希格斯博士著 臉譜出版

無毒世界基金會網站

M Plus網站-海洛因百年歷史

公司大幅成長後變成現今的默克藥廠，但他

們那時大力宣傳嗎啡的成癮性大大低於鴉

片，結果反而使得嗎啡成癮的患者大幅增

加。

為了與其對抗，1897年德國拜耳公司以

不同的合成方式作出了新類型的嗎啡，宣稱

他們有更好的效果並可以治療嗎啡成癮的問

題。這個名字取自「英雄(Hero)」的神奇藥品

就是現今惡名昭彰的毒品之王「Heroin（海

洛因）」。在主要死因為肺炎及肺結核的那

個時代，第一個抗生素還要再30年後才會被

發明，當時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用麻醉藥讓

病人不再咳到無法入眠。

就這點來說，海洛因的功效確實非常有

效，但現在我們知道海洛因比嗎啡有更強的

精神刺激性，可想而知的這造成了更多人對

於鴉片製劑的成癮，也讓拜耳公司被社會與

媒體撻伐。有趣的是，當時還出了一款方便

攜帶的盒裝海洛因製劑，裡面有兩支針頭、

一個注射器及兩小瓶海洛因，售價只要美元

一塊五。

在人類知道海洛因的可怕之後，對於強

力止痛劑的使用回歸到了嗎啡。不同的是經

過數百年的經驗累積，我們已經能掌握了這

個藥品可能帶來的效果與副作用，並且能在

必要時安全地使用它了。

現今的科學家們依然在追尋更理想的止

痛藥，要同時達到不成癮、沒有麻醉性及可

以舒緩強烈的疼痛這三個條件並不容易，目

前最接近的大概就只有NSAID(非類固醇消炎

藥)類的藥品，也就是我們在頭痛、關節痛、

牙痛時可能會拿到的藥品，可惜它們依然不

符合最後一個條件－可以舒緩強烈的疼痛這

點。

新藥的開發是條漫漫長路，光是開發出

一個對人類來說有療效且沒有太多副作用的

藥品，難度就已經好比要從台北101樓頂丟

下一根針，那根針正好要掉到下面路過人手

上的養樂多杯正中央那麼困難了。若我們還

奢求能夠開發出一個滿足多種不同嚴苛的條

件的完美止痛藥，或許除了經驗和大量的時

間累積之外，也需要些小小的奇蹟發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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