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經歷│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醫學士

•聖馬爾定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部主治醫師

•美國史丹佛大學鼻科研究中心進修

•台灣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講師

專長│

•過敏性鼻炎、鼻竇炎診斷及治療

•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症診斷及治療

•嗅覺異常診斷及治療

•中耳炎、聽力障礙、眩暈、耳鳴診斷

   及治療

•頭頸部腫瘤及鼻咽癌診斷及治療

盧彥廷  醫師

先講結論

一、急性鼻竇炎以藥物治療為主；

二、慢性鼻竇炎可能需要手術合併藥物治

      療。

 

兩個診間的故事

第一則

門診來了一對祖孫。一進門，還沒等

小朋友坐上診療椅，阿嬤就急著說：

「外面診所要我們趕快來大醫院，說

是中耳炎、鼻竇炎，如果沒有好，還要裝

什麼耳管？」我先安撫了緊張的阿嬤和病

懨懨的小朋友。

仔細詢問病史，原來小朋友咳嗽流鼻

水已兩個禮拜，期間在診所就醫四次。一

開始只有輕微咳嗽、流清鼻水，診所醫師

診斷為上呼吸道感染。服用第一次三天份

的藥物後，症狀改善了些許。沒想到一週

後急轉直下。鼻塞愈發厲害、鼻涕愈來愈

黃、且臉脹脹的。不久接著耳朵悶悶的，

聽不太清楚，最後不但耳朵痛，整個人還

感覺燒燒的。診所醫師說已變成鼻竇炎、

中耳炎，並交代若未改善，趕快到大醫院

治療，如果一直沒好就要考慮引流或做中

耳通氣管…。

第二則

王大哥是位交通警察，高大壯碩。沒

日沒夜地在公路上守護大家的生命安全。

第一次在診間看到他時，雖然難掩前一天

鼻竇炎 需要手術嗎?鼻竇炎 需要手術嗎?
文/耳鼻喉頭頸外科 盧彥廷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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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夜執勤的疲倦，卻給人自律堅強的感覺。

「盧醫師，我想來找你好久了！我一直

鼻塞，加上最近溫差大，值勤時更不舒服。

雖然輪班很累，卻因為鼻塞睡不著，要怎麼

辦呢 ? 」

仔細用內視鏡檢查後，發現王大哥的鼻

腔內塞滿了鼻息肉，伴隨著濃濃的黏液，幾

乎沒有空間，只能靠嘴巴呼吸。

鼻竇炎是什麼

鼻竇炎，是台灣常見的疾病，也是患者

就診耳鼻喉科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病因來

自鼻部及鼻竇的發炎。

根據美國鼻科醫學會2021年鼻竇炎的最

新定義 [1]︰

•急性鼻竇炎代表鼻竇炎發作的時間≦四

週，且有以下症狀：(1)鼻塞/膿樣鼻分泌

物及(2)臉部疼痛/壓力感或嗅覺缺失。

•慢性鼻竇炎則為發作時間持續≧十二週，

患者有包含兩種以上症狀：鼻部分泌

物(前鼻或後鼻倒流)、鼻塞、嗅覺減退

(hyposmia)、臉部疼痛/壓力感或咳嗽 (兒

童)以及鼻竇內視鏡或電腦斷層客觀影像

學檢查證據。

鼻竇炎的治療

急性鼻竇炎以藥物治療 (類固醇鼻噴劑

及口服抗生素)為主。需注意，若沒有特別

嚴重的感染併發症，且發作時間＜一週，不

一定需要使用抗生素，因其可能是病毒造

成，抗生素無顯著療效。然而，若有併發

症，抗生素甚至手術都是考量的合併治療

法。此外，鼻沖洗(nasal irrigation)也可做為

輔助治療的方式。

慢性鼻竇炎的治療則以藥物治療(類固

醇鼻噴劑/口服類固醇及特殊抗生素)、及鼻

沖洗優先，若藥物治療無效則須合併手術治

療。手術目的為去除病灶並改善引流。若遇

到頑固性鼻竇炎，免疫抑制劑也是最新可考

慮的合併治療方式。

後記

第一位小朋友經理學檢查發現鼻腔充滿

膿樣鼻涕、耳部內視鏡下明顯有耳膜紅腫、

中耳也充滿膿液。聽力檢查發現有傳導性聽

力障礙，沒有神經性聽力障礙，正是中耳炎

的表現。

我跟阿嬤解釋，現在的狀況是上呼吸

道病毒感染後繼發性的細菌性中耳炎及鼻竇

炎，主要需要抗生素治療，暫時不用手術。

做完細菌培養、一週後回診，小朋友已經恢

復了活力，症狀也好了大半！

而王大哥藥物治療無效後，選擇了進行

鼻部內視鏡手術。因為鼻部內視鏡手術為微

創手術，術後兩天即出院。術後不僅沒有面

部的傷口，能馬上回到工作崗位。配合藥物

的輔助治療，王大哥維持著很好的狀態。

鼻竇炎是常見的鼻部疾病，雖不會致

命，但對生活品質影響很大。若有相關問題

歡迎到耳鼻喉科諮詢及檢查喔！

參考資料

[1] Richard R Orlandi et al.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allergy and rhinology: rhinosinusitis 

2021. Int Forum Allergy Rhinol. 2021 Mar;11(3):213-

739. doi: 10.1002/alr.2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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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復發性鼻竇炎擺脫復發性鼻竇炎

3D立體定位導航(Navigation)微創手術快狠準3D立體定位導航(Navigation)微創手術快狠準
文/耳鼻喉頭頸外科 黃承楨 主治醫師

鼻塞為耳鼻喉科門診相當常見的症狀，

鑑別診斷包含鼻中膈(隔)彎曲、下鼻甲肥大

(厚)、鼻竇炎、鼻息肉、鼻腔或鼻咽腫瘤等

等。慢性鼻竇炎盛行率高達20%，四大症狀

除了鼻塞外，還有黃鼻涕、嗅覺不良及臉

部脹痛感。民眾如果有此四大症狀的2種以

上，且時間超過3個月，就必須懷疑慢性鼻

竇炎的可能性。

鼻竇是位在眼睛及鼻腔周圍的氣化空

腔。主要功能是減輕頭骨重量，共鳴及保護

作用。人類具有四對鼻竇，分別是額竇、篩

竇、上頷竇及蝶竇。鼻竇如果遭受細菌、黴

菌、空氣汙染或牙齒感染等刺激，使鼻竇黏

膜反覆發炎，就叫做鼻竇炎。如果鼻竇長期

處在發炎感染狀態下，鼻息肉就有生成的可

能。鼻竇炎一般可以嘗試藥物治療，例如鼻

用類固醇噴劑、鼻部沖洗或抗生素等等。但

如果藥物治療效果不好，部分患者就必須接

受手術治療。

慢性鼻竇炎診斷的2大黃金工具為：(1)

鼻竇內視鏡、(2)鼻竇電腦斷層。鼻竇內視

鏡底下，常常可以見到鼻息肉增生合併大量

黃鼻涕。鼻竇電腦斷層可顯示各個鼻竇的發

炎程度及鼻竇開口阻塞的情況。

學經歷│

•中山醫大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中山醫大醫學系醫學士

•台北榮總新竹分院耳鼻喉部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鼻竇手術研究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顳骨手術研究醫師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基礎醫學研究醫師

•亞東醫院耳鼻喉部聲帶手術研究醫師

•高雄醫大耳鼻喉部甲狀腺手術研究醫師

專長│

•鼻竇炎3D立體定位導航微創手術

•鼻中膈彎曲、下鼻甲肥大微創手術

•口腔癌手術

黃承楨  醫師

鼻竇內視鏡顯示︰鼻息肉及黃鼻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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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竇炎、鼻息肉患者，標準治療

方式為功能性內視鏡鼻竇手術（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簡稱FESS），一般

可以治癒8-9成患者。原理是利用內視鏡搭

配微創旋轉刀，將病變的組織如鼻息肉、肥

大骨頭移除，打開阻塞的鼻竇開口，恢復鼻

竇纖毛功能。然而，其中有20%的患者會復

發，而復發患者中約20%需要第2次，甚至第

3次以上的手術。

由於第1次手術後，正常鼻竇的結構會

被破壞，於是第2次手術時，醫師就容易迷

路在複雜的鼻竇結構中。傳統內視鏡手術因

為是2D平面視野，手術清除範圍就相對來的

保守，特別是在靠近眼睛或顱底的位置，造

成治療效果大打折扣。猶如人會迷路，就有

車用導航的發明。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就

是讓醫師不會迷路在複雜的鼻竇中。

2002年，美國耳鼻喉醫學會就已經提

出，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的重要性及適應

症。適應症包含鼻腔內腫瘤切除、復發性鼻

竇炎、全鼻竇鼻息肉增生、鼻竇炎眼睛或腦

部併發症等。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光學式或

磁導式定位導航系統，已經成為臨床鼻竇炎

內視鏡微創手術最重要的幫手。

導航定位原理是將病患術前電腦斷層影

像上傳至導航系統，術中利用光學或磁力定

位，藉由病人頭戴上感應器束帶及發射器，

就能建立個人即時(real-time)3D立體影像的

個人『鼻竇地圖』。藉由個人化的鼻竇地

圖，將鼻息肉及發炎組織清楚定位(誤差範

圍僅1~2mm)，精準切除鼻息肉，保留正常

鼻竇黏膜組織。此外，醫師在術前及術中規

劃手術路徑，避開重要的器官像是眼睛跟顱

底，就避免傷及重要的中樞神經組織，增加

治療成功率及安全性，以及降低術後出血量

及疼痛感。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目前已納

入健保給付範圍，患者不需額外自費。

3D導航系統與內視鏡微創刀 3D立體定位導航圖片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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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耳鼻喉頭頸外科 

溫惟昇 主治醫師

再生療法與PRP於耳鼻喉科之應用再生療法與PRP於耳鼻喉科之應用
耳膜修補、空鼻症與耳膜修補、空鼻症與聲帶聲帶注射注射

什麼是再生療法？為何能促進修復？

再生療法的核心概念為“ 利用自

己的血液，離心濃縮後來萃取高濃度生

長因子，使用在生病的地方，以加速修

復。”PRP的全名為Platelet-Rich Plasma，

意思是“ 富含血小板的血漿 ”。血小板

內含大量生長因子，可以促進血管增生及

組織的再生修復。然而一般血液中，血小

板的濃度不夠高，因此利用濃縮血漿並去

除紅血球、白血球，來純化血小板，進而

獲取其中高濃度的生長因子，來達到促進

組織修復及生長的目的。由於完全獲取於

自身細胞，因此不會造成排斥、過敏等不

良反應。

再生療法於國內外風行已久，廣泛

使用在骨關節炎、韌帶退化或運動傷害

上，例如︰知名球星老虎伍茲、林書豪、

王建民等，都曾接受過該治療，然而對於

耳鼻喉領域而言，屬於較新的應用，以下

是相關介紹。

學經歷│

•香港中文大學微創醫療中心

   內視鏡手術進修結業

•威爾斯親王醫院顳骨外科及

   中耳手術進修結業

•台大醫院耳鼻喉部中耳及顳骨手術研究醫師

•台大醫院小兒耳鼻喉與呼吸道手術研究醫師

•台灣睡眠醫學、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會員

•自由時報健康醫療版、早安健康專欄醫師

專長│

•耳內視鏡微創手術、無傷口耳膜修補

•膽脂瘤微創手術、聽小骨重建

•鼻中膈彎曲、鼻息肉、鼻過敏、鼻竇炎

•鼻內視鏡、3D立體定位導航鼻竇微創手術

•聲帶萎縮/麻痺、聲帶注射與顯微手術

•兒童睡眠呼吸障礙、扁桃腺腺樣體微創手術

•小兒先天性聽障、人工電子耳微創手術

溫惟昇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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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治療於耳膜修補的應用

慢性中耳炎會引起耳膜破洞無法自行癒

合，導致耳朵反覆流膿與聽力受損。根治的

方式為清除發炎組織，並同時修補耳膜。為

了獲取修補耳膜所需的自體筋膜，必須割取

患者自身的肉。顯微鏡手術傷口約6公分，術

後必須以繃帶纏繞頭部防止出血，並住院三

天以上，一週內傷口需換藥與避免碰水，因

此洗頭、淋浴時相當不便，還必須縫合、拆

線，讓許多人因此卻步，寧願放棄治療。耳

內視鏡手術能將以上傷口不適與照護不便大

幅降低，然而仍需自耳前或耳後割開至少1公

分的切口。

以上瓶頸自再生療法成熟後，有了重大

的突破。透過患者10cc血液，以專用離心機

與試管，純化出「高濃度血小板血漿」與

「纖維蛋白」。將其敷於耳膜破損部位，利

用其富含生長因子的特性，促進耳膜上皮細

胞再生。其優勢有不須割肉、縮短手術時

間，更免除傷口，幾乎無痛、免縫合與包

紮，將耳內視鏡手術「微創、小傷口」的優

勢完全發揮，更進一步提升為「無創、無傷

口」。治療後直接返家不必住院，大幅提升

了便利性，且國內外已有充足的文獻支持，

成功率可達九成五。

再生治療於聲帶注射的應用

「聲帶麻痺」或「聲帶萎縮」的症狀

同為聲音沙啞、飲水易嗆咳，此外吸入性肺

炎風險提高，中老年族群患者威脅尤大。治

療方式分內、外部進行兩大類。外部手術須

從頸部切開，以外力將聲帶靠攏，由於復原

時間長、需住院且會在外部留下疤痕，接受

度較低。內部治療則以「聲帶注射」為主，

血液離心所產生的纖維蛋白與
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可修補耳膜

治療後耳膜穿孔順利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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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鼻甲注射PRP後明顯增生，
有效改善鼻道過於通暢問題。

因無需切開故不會留下傷口。現有最常使

用的醫材為玻尿酸，雖然取材便利、復原

快，但無法克服因逐漸吸收而需反覆追加

注射的缺點。

「自體脂肪細胞移植」透過不到1公分

之微小傷口，獲取患者自身腹部脂肪後，

萃取其活性細胞注入原先萎縮或麻痺之聲

帶，由於該細胞具有增生能力，可提供長

期維持的療效。再生治療利用PRP富含生長

因子的特性，注入聲帶幫助恢復其質量與

彈性，已於2018年首次獲得大規模國外研

究證實顯著療效。此外還能輔助脂肪細胞

存活增生，有望達到注射一次、永久有效

的目標。

聲帶注射後閉合良好，有效改善
聲音沙啞與嗆咳症狀。

再生治療於空鼻症的應用

鼻腔的功能為過濾空氣予以加溫、加

濕，避免人體吸入乾燥、冰冷的空氣造成刺

激。如鼻黏膜萎縮或鼻道過於通暢，使得鼻

腔無法正常發揮功能，即所謂「空鼻症候

群」。現今最常見原因為鼻過敏或鼻竇炎接

受雷射、手術治療後，過度破壞鼻甲所造

成，患者主訴鼻塞、吸不到氣，咽喉乾燥或

有異物感，往往合併睡眠品質差、胸悶和心

情沮喪。

傳統手術將鼻孔縫合，但會造成外觀及

生活上的不便。鼻腔重建手術則需割取自身

耳軟骨、肋軟骨或肌肉、脂肪進行填充而留

下傷口。再生療法利用PRP注入鼻甲促使增

生，改善黏膜功能，進而達到緩解症狀的目

的，已成為理想之最新治療選擇，和以往方

式比較之下，具有無傷口、不出血，免麻醉

住院等壓倒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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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林榮志 主任

張佳閔 研究助理

耳朵嗡嗡嗡叫!我聽不到啦! 耳朵嗡嗡嗡叫!我聽不到啦! 

談耳鳴的中醫治療談耳鳴的中醫治療

不同人的耳鳴，出現的聲音往往也有所

不同。有人形容聲音像金屬刮過的聲音、像

無數根微細鐵絲彈動的響聲、嗡嗡聲、風吹

嘯聲、叮叮響聲、爆裂聲，甚至像有人在耳

鼓上不規律拍打…。

耳鳴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其實現代

醫學並沒有很好的解釋，大多只把耳鳴解釋

成「一種症狀」，而非單一疾病；而中醫對

耳鳴的看法也大致相同，並不認為耳鳴是單

一原因引起，可能是來自於外感，或臟腑疾

病引起的症狀。有時是和情緒焦慮、心煩易

怒、睡眠障礙、注意力不集中、或生活或工

作的障礙有關。

目前耳鳴的起因被認為是和神經退化或

變性有關，通常先是單側發作，繼而兩耳皆

鳴。久而久之，有些人還會合併聽力減退，

若要預防聽神經退化過快，積極治療就有其

必要性。

造成耳鳴的原因很多，以下舉例：

一般聽力障礙，多出現在中老年人：

依中醫的觀點，「腎開竅於耳，手

足少陽經亦分布於耳，耳又為宗脈之所

聚」，因此與許多經脈、臟腑有關。對於

耳鳴最早在《內經》記載：「十二經脈皆

秉氣於胃，上走於面，而達空竅。」而

「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耳能聞五音」。

《醫學綱目》也提到：「耳聾有虛

有實。」對於耳鳴虛實問題的簡單判斷如

下，如果耳鳴的暴鳴聲大，以手按之聲音

更大的話，就多屬於實証，通常多由肝、

膽、三焦之火循經上擾所致，多由外邪、

痰火、肝火，如肝膽火熱、痰火上擾等引

起。若脾濕過剩，清陽不生，清竅失養，

也會引起耳鳴。

如果耳鳴聲小，用手按壓耳朵時聲音

可以減輕的話，則多數虛證，可能如腎氣

虛、中氣下陷、心血虛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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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泉穴（腎經）

湧泉穴（腳掌前方約三分之一的中心凹陷處），

用手掌循腳底腎經「湧泉穴」來回緩慢按摩，以右手

掌按摩左腳底；左手掌按摩右腳底，直到腳底有溫熱

感為止。可治療耳鳴、聽力不良與中耳炎，還能強化

心臟、膀胱功能等。

風池穴（膽經）

風池穴（後頸枕骨下緣，髮際凹陷處），兩手拇

指分別按住左右兩側風池穴處，其餘四指固定在後枕

部抓按，可緩解暈眩耳鳴、頭痛頭暈，還能緩解頸椎

疼痛、促進睡眠和緩解眼部疲勞，安神定志。

萬一罹患耳鳴，如何減小耳鳴的強度？先避免再去高噪音場所；同時定期監測血

壓，按時服藥，減少血壓干擾耳鳴；限制鹽分攝取，減少耳內淋巴液滲透壓變化；減少

使用咖啡因和尼古丁等；規律且充足的睡眠；適當的運動習慣。

在此介紹下列三個自我保健、預防耳鳴的穴位，建議每天早上起床，或是睡覺前，

給予五分鐘的穴位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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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前副校長張永賢對罹患耳鳴與重聽的患者建議，做穴道按摩操，來緩解

耳鳴等症狀：

1. 搓揉手掌：雙手掌相對密合，用力搓揉四十九次，使雙手掌溫熱，以溫暖心包絡與

心經。

2. 耳部按摩：用食指和中指夾住耳朵（中指在耳前，食指在耳後）上下來回摩擦

四十九次；耳前可刺激「耳門」、「聽宮」、「聽會」穴道。耳後可刺激「顱息」、「瘈

脈」、「翳風」穴道。

3. 外耳道按摩：將食指插入外耳道旋轉七次，再用指尖把外耳道堵住稍加用力，維持

七秒後，突然拔出食指，連續做七次。

4. 鳴天鼓按摩：手掌自耳後壓住整個耳殼，指尖緊貼在後頭部，食指放在中指上，用

食指向下彈壓敲打後頭部，可聽見耳內鳴響，即為鳴天鼓，共敲鳴四十九次。

最後提醒大家，有不舒服症狀應尋求專業醫師，切勿服用來路不明的藥物，本院中西

整合醫療科提供最適切的建議與服務。

太衝穴(肝經)

太衝穴（雙腳腳背上，在第一腳趾骨與第二腳趾

骨結合處上方的凹陷處），用拇指指腹按壓太衝穴，

兩側穴位各按壓10∼15次，主要功能在於疏肝解鬱、

消除壓力，進而治療耳鳴與聽力不良。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中醫天地



健康新知

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作為生酮飲食(ketogenic diet)作為

COVID-19期間的保護因子COVID-19期間的保護因子

自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

疫情流行，COVID-19對全世界的衛生保健

系統構成了嚴峻挑戰，法新社彙整官方數

據顯示，截至2021年5月26日晚間6時，全

球至少348萬7457人死於COVID-19，至少1

億6775萬4610例確診。新冠肺炎的 10 大

症狀包含: 1.發燒；2.肌肉痠痛；3.疲勞、

全身無力；4.咳嗽；5.噁心；6.腹痛、腹

瀉；7.鼻塞、流鼻水；8.嗅味覺異常；9.頭

痛；10.呼吸困難。其中呼吸困難常見「下

呼吸道症狀」: 常見有1.胸悶、胸痛；2.咳

嗽時胸骨後方疼痛；3.走路會喘、講話會

喘；4.身體莫名燥熱或特別容易覺得冷。

然而，國內外亦有不少確診者症狀不

明顯或甚至無症狀，但病情卻突然急速加

劇，不少討論指出這可能和「隱形缺氧」

有關。隱形缺氧又稱「快樂缺氧（Happy 

Hypoxia; Silent hypoxia）」， 新冠肺炎

COVID-19的病人常常會出現身體已經有低

血氧的情形，但是患者沒有出現呼吸困難

的感覺，目前的推測有幾種，可能是病毒

影響我們的神經系統對於氧氣的敏感度，

儘管肺部氧氣量不足，而大腦不知道自己

正處於缺氧狀態，同時也有相關研究指

出，在血氧低於90%的病患有著更高的死亡

文/營養科 趙佩君 營養師

率，對於治療的反應也比較差，更可能造成

突然猝死(圖一)。

(圖一) 新冠肺炎臨床表現(出處https://world-

heart-federation.org/covid-19-resources/)

目前，歐洲臨床營養學會（ESPEN）針

對COVID-19患者的專家建議，根據疾病狀

況，考慮每公斤體重需27–30 kcal能量需求

和每公斤蛋白1-1.3g需求。對於沒有呼吸系

統障礙的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建

議為30：70，對於通氣的患者為50：50。

另有研究指出生酮飲食可作為COVID-19

期間的保護因子(Bradshaw PC, et al., 2020)。

生酮飲食是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蛋白質

充足的飲食。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飲食已

被證明可減少急性呼吸衰竭患者的呼吸肌支

持時間和二氧化碳分壓。此外，酮體具抗炎

和免疫調節作用，外源性酮補充可增強免疫

功能，促進病毒清除並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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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是減少COVID-19疾病潛在不良

後果的寶貴物質。COVID-19死亡率與炎症

相關細胞因子風暴的嚴重程度以及多種合

併症（肥胖、第2型糖尿病、高血壓、慢性

阻塞性肺病）的存在高度相關，這些合併症

增加了發生嚴重感染的風險(Yang J, et al., 

2020)，COVID-19的治療包括支持療法和通

過氧氣療法或正向通氣預防呼吸功能不全，

據文獻指出，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飲食是改

善呼吸衰竭的潛在有用工具(Kwan R, et al., 

1987)。

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的生酮飲食(KD)為

何？生酮飲食，減少碳水化合物的口服攝入

量，允許肝臟產生酮體和營養性酮症的發生

當葡萄糖的可用性低時，利用脂肪作為代

謝燃料。大部分的COVID-19 感染者症狀輕

微，休養後即可自行康復，隔離期間執行生

酮飲食不易，可改為「減碳(醣)飲食」，顧

名思義就是在每日飲食中減少碳水化合物的

攝取量，並提高蛋白質、油脂、纖維質在飲

食中的比重。簡易飲食技巧如圖二。

1.高纖低醣：控制主食(澱粉:米飯、麵食、

玉米、根莖類) 每日120∼150克，約佔每

日飲食的20∼30%，多吃高纖低碳蔬菜(

櫛瓜、蘆筍、甘藍、小黃瓜、白蘿蔔、綠

花椰菜（青花菜）、白花椰菜（花菜）、

芹菜、竹筍、甜椒)，增加飽足感，配合

足夠的水分攝取，可預防便秘。

2.搭配優質蛋白質：蛋白質20∼30％（各

種肉類、海鮮、豆腐類、蛋）。優先順序

建議：黃豆及其相關製品、毛豆、魚類、

雞蛋、白肉（雞肉）優於紅肉（豬牛羊）

等。

3.食用優質油脂：脂肪40∼60％ (MCT油、

橄欖油、魚油、亞麻仁籽油、酪梨、堅果

類）。

4.忌食簡單碳水化合物：麵包、餅乾、糖

果、含糖性糖果。

在執行低碳飲食期間，可依照自身平時

的飲食狀況，慢慢降低碳水化合物攝取量即

可。

(圖二) 低碳飲食金字塔(出處

https://www.astronglife.tips/diet-to-health/

tips-for-success-for-low-ca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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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狀疱疹疫苗帶狀疱疹疫苗

帶狀疱疹俗稱「皮蛇」，是由水痘-帶

狀疱疹病毒所造成的，這種病毒就是小時

候引起水痘的病毒，患者通常感染水痘痊

癒後，病毒就終身潛伏在體內的感覺神經

節裡，當體內免疫系統下降後再度誘發病

毒活化並生長繁殖，進展為帶狀疱疹。

帶狀疱疹症狀

帶狀疱疹的主要特徵為延著神經的皮

節分佈，會有紅疹、水泡及神經痛的不適

感，整個疾病發展過程約二到四星期。帶

狀疱疹的初期紅疹很快會聚集成疼痛性水

泡，三至四天後進展為膿疱，胸部和腰部

為最常受發病部位，更嚴重甚至感染三叉

神經顱神經造成疱疹性角膜炎，可能會對

視力造成威脅。

帶狀疱疹併發症

帶狀疱疹病人常見的併發症有︰疱疹

後神經痛、皮膚感染、眼部併發症包括葡

萄膜炎和角膜炎，其中最惱人的就是帶狀

疱疹後神經痛，約有10%帶狀疱疹病人會有

帶狀疱疹後神經痛，當初長水泡的傷口雖

然癒合了，卻會一直抽痛，讓病人苦不堪

言，而且年齡愈大，愈容易有帶狀疱疹後

神經痛。

帶狀疱疹疫苗

預防帶狀疱疹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

打帶狀疱疹疫苗，施打疫苗可有效預防帶狀

疱疹，但並非用來「治療」帶狀疱疹或其造

成的神經痛。

目 前 國 內 衛 福 部 核 准 的 疱 疹 疫 苗

Zostavax(伏帶疹)，為一種活性減毒帶狀疱

疹疫苗，施打方式為皮下注射一劑。仿單

建議施打年齡為50-79歲民眾，研究數據指

出，50至59歲年齡層的人施打帶狀疱疹疫

苗，可以降低約70%帶狀疱疹的發生率，隨

著年紀增加保護力逐漸下降(如下表)，80歲

以上已經超過疫苗仿單的適應年齡，故不建

議施打。

帶狀疱疹疫苗常見問題

Q1：哪些人不適合打帶狀疱疹疫苗?

A1：1.孕婦以及接種疫苗後30天內可能懷孕 

         的女性。 

2.器官移植或造血細胞移植患者。

3.CD4 count ＜200 cells/microl的愛滋病

患者。

文/藥劑科 張雅嵐 藥師

施打年齡 疫苗保護力

50-59歲 69.8%

60-69歲 64%

70-79歲 41%

≥80歲 18%

2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藥您健康



 4.正在接受化療、電療或使用影響免  

    疫藥物如類固醇者。 

 5.活性期或未治癒肺結核者。 

 6.發燒，體溫超過攝氏38.5度者。

Q2：國內核准的疫苗Zostavax(伏帶疹)保護   

力有幾年?

A2：在帶狀疱疹預防研究(SPS)中，已證實

4年追蹤期的保護效果。

Q3：過去已長過帶狀疱疹，還能打帶狀疱

疹疫苗嗎?

A3：雖然美國疾管局(CDC)並無明確建議施

打之時間點，但有提到至少要等到皮

疹、水泡都已消退，急性期的症狀與

不適皆已改善。

得過帶狀疱疹後也會刺激體內生成相

關抗體，會有一段時間的保護力；專

家因此建議：曾得過帶狀疱疹者，若

有意接種疫苗，可等到發病至少滿一

年後再施打即可。

Q4：注射帶狀疱疹疫苗後可能會發生的副

作用?

A4：此疫苗注射後有時病人會出現頭痛、

四肢疼痛或是皮膚症狀，如：紅斑、

腫脹、搔癢、血腫、溫熱的感覺等副

作用。嚴重的全身反應較不常見。

結語

預防勝於治療，帶狀疱疹最有效的治療

其實就是預防發生，建議50歲以上民眾待

疫情趨緩後，可前往醫療院所施打帶狀疱疹

疫苗，以預防帶狀疱疹發生後續引發的併發

症。

參考資料

1.ZOSTAVAX伏帶疹®活性帶狀疱疹疫苗仿單

2.照護線上Care Online-帶狀疱疹疫苗有效嗎？

  腎友可打嗎？

3.Upto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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