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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人 兒童食物過敏
過敏科張雲醫師：每13個孩子中 就有一人食物過敏

編譯組／綜合報導

你有一顆年輕的心，但有沒有年輕的腦？

新研究說，自覺年輕的人比較可能擁較健

康的大腦，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在意年

齡，依舊保持活躍之故。

而其他人會意識到自己的大腦退化，感覺

到自己逐漸衰老，這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認知

能力。

大腦是我們體內 複雜的器官，儘管神經

學者很確定大腦的某些部位負責什麼功能，

但依然有許多謎待解，例如：為什麼有些人

會得阿茲海默症？

可以肯定的是，保持年輕健康的大腦十分

重要，已有證明顯示運動可以避免衰老。

發表在「老化神經學前線」（Frontiers in 

Aging Neuroscience）期刊的新研究則指出，

還有另一個保持大腦年輕的秘訣，這與你的

心態有關。

韓國首爾大學的崔（Jeanyung Chey）博士

研究主觀腦齡和實際腦齡的差異，請了68位

年齡由59至84歲的受測者，為他們的大腦作

磁振掃瞄，分析腦部各不同部位灰質的量。

並以問卷調查受測者自覺年輕與否，測驗他

們的認知能力。

結果自覺比實際年齡更年輕的受測者在記

憶測驗中分數較好，也認為自己更健康，較

不會沮喪。自覺年輕的人前額葉額下迴和顳

葉顳上回的灰質量也增加，這兩個部位和語

言、說話和聲音相關。

崔博士說：「自覺年輕的人具有年輕大腦

的結構特徵，即使考慮到其他因素，包括個

性、主觀的健康情況，抑鬱症狀或認知功

能，這種差異仍然很大。」

研究人員雖不能確定年輕的大腦特質是否

會影響人的主觀年齡，但他們認為自覺衰老

的人可能更清楚地察覺大腦的老化過程。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自覺年輕的人會參

與更多身心活動，以更多彩多姿的方式生

活，因而改善了大腦健康。自覺年紀大的人

可能不再以那麼有活力的方式生活，這會影

響他們的認知能力。

崔博士說：「如果自覺比實際年齡更衰

老， 好評估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習慣和

活動。改掉可能導致大腦衰老的作法。」

大腦就像身體一樣會衰老，但這並不表示

長者就不能維持大腦的健康和專注。

大腦老化慢

心態越年輕

治聽力障礙 
新耳內療法露曙光
【洛杉磯訊】日前，南加州大學（USC）

和哈佛大學共同研究出一種新型治療聽力障

礙的辦法，可能會造福千萬聽力衰退的老年

人或其他聽力有障礙的病人，讓他們重新獲

得正常聽力。

該項創新療法可以將治療藥物以另一種形

式送至耳朵內部受傷的神經和細胞中，使藥

物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據參與研究的南加

州大學化學教授Charles E. Mckenna說，該項

研究的突破性在於將治療藥物放入內耳，並

讓其停留在耳朵裡面發揮效用。他解釋說，

「在耳部裡面有一種流動的液體會使藥物稀

釋被沖走，我們的研究成果就可以避免。這

在聽力治療史上是首次。這項研究成果的重

要性還在於經過調整也有可能用在其他多種

藥物上」。

然而這種療法仍須進一步測試。目前專家

只在培養皿中的動物組織上試驗成功，還未

在任何動物或人體上做過實驗。不過研究員

們對進一步實驗的成功很有信心，因為組織

構造的相似性。

Charles E. Mckenna說，實驗室的結果提供

了「初步有利證據」，表明這一療法也會對

動物起作用。研究員們已經在準備下一步對

動物的實驗了。

該項研究的突破性在於新的藥物遞送法。

具體來說，這種方法直接作用於耳蝸。耳蝸

在人類耳朵內部由敏感的細胞構成，將聲音

傳送至大腦。日常工作中的強烈噪音、聽太

多的演唱會以及衰老，都會造成傳送聲音的

神經元和連結細胞的絲帶狀的突觸衰竭，造

成聽力下降。

該項合作還研發出一種帶有二羥基黃酮

（7,8-Dihydroxyflavone）的分子和雙膦酸鹽

（bisphosphonate），兩者的結合可以產生突

破性的效果。前者是根據一種神經系統工作

時的重要蛋白質而研發的仿製品，後者是一

種可以附著在骨頭上的藥物。研究院說，實

驗樣品對分子產生了反應，產生了新的突

觸，從而對細胞和神經元進行了修復。

美國有三分之二的70歲以上老人有聽力問

題，約有17%

成年人的聽力

有問題。隨著

社會中老年人

的數量逐漸增

多，聽力下降

人的數量也會

上升。根據一

項調查，未來

40年裡，有聽

力障礙者的數

量將是現在的

近兩倍。

忍下結石痛 小心洗腎度餘生
記者陳開／聖塔安那市報導

泌尿系統結石所帶來的疼痛，與分娩的

痛苦、牙疼並列疼痛之 。泌尿科醫師林

惠洲表示，泌尿系統結石成因暫時不明，

但與族裔、家庭問題及年齡等息息相關。

一旦發現疼痛，需及時就醫；曾有民眾因

短暫疼痛置之不理， 終導致兩側腎衰

竭，不得不靠洗腎維持生命。

全美每年約50萬人因泌尿系統結石疼痛

難當，不得不前往急診室接受治療。林惠

洲指出，經過測量，結石所造成的疼痛，

與分娩、牙疼並列疼痛之 。

飲水不足、高血壓、常常拉肚子、久坐

不動、家庭問題、性別及族裔等因素，都

被認為與泌尿系統結石息息相關。林惠洲

表示，泌尿系統結石病患中，男比女多，

比例約為三比一。亞裔與白人患病率明顯

高於黑人，患者年齡大多集中在30至45歲

之間。一家人因為飲食、生活習慣相似，

倘若有一人患病，其他家人患結石的機率

也會升高。

曾有患者因為短暫疼痛置之不理， 後

導致兩側腎堵塞太久，再次疼痛時、腎臟

已經衰竭，不得不依靠洗腎維持生命。林

惠洲表示，背部疼痛、發燒及嘔吐，是泌

尿系統結石症兆，一旦發現宜及時就醫。

該病復發機率很高，約30%至50%患者在首

次疼痛終止的五年內，會再次疼痛；因此

謹遵醫囑進行治療，尤為重要。

保持體內水量是預防結石關鍵。林惠洲

表示，成人每天喝水至少三公升，且以少

量多喝的方式飲水；因為單次大量飲水，

可能導致排尿過快，沒有帶走腎臟內的雜

質結晶，後者長期滯留，就會形成結石。

民眾如果覺得僅僅喝

水太淡，適量飲用橙

汁、檸檬汁等，也可

以達到相似效果。

有患骨質疏鬆的民

眾擔憂補鈣會造成結

石。林惠洲表示，補

鈣沒關係，但一定要

少鹽，因為鹽才是鈣

轉化為結石的關鍵。

除此之外，不要等口

渴再喝水，保持適當

運 動 及 健 康 均 衡 飲

食，也能預防泌尿系

統結石。

記者李榮／山景城報導

依照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統計，從1997年到2011年，兒童食

物過敏的案例增加了50%；其中1997年到2008年之間，花生與堅果的過敏數量，

更是增加三倍。美國有1500萬的人有食物過敏症，其中600萬名病患低於18歲。

大致說來，每13個孩子中，就有一人有食物過敏，等於在每個教室之中，大約

會出現兩個學生是食物過敏者。

「每三分鐘，急診室就會收到一個食物過敏的病患。」過敏科醫師張雲指

出，食物過敏的來源超過170種，就兒童來說，通常是對牛奶、雞蛋、花生、堅

果、黃豆、小麥等過敏，成年人則以海鮮過敏為主。值得注意的是，患有食物

過敏的兒童中，三成會對一種以上的食物過敏，且食物過敏的兒童發生哮喘或

濕疹等其他過敏性疾病的機率是其他同儕的兩到四倍。

她表示，食物過敏常見的症狀包括口癢、麻疹、喉嚨緊縮、呼吸困難、胃腸

道不適，甚或昏厥甚至致命。約15％的食物過敏兒童是在學校發生過敏，但大

多數致命食物過敏反應是家中以外的地方吃到會導致過敏的食物；有時候是不

懂事的同學故意開玩笑、欺負過敏的朋友，「要他們試吃看看」。

張雲說，目前食物過敏通常沒有辦法可以治癒，而是透過避免過敏原的方式

降低過敏的發生。通常醫師會經過血液和皮試（skin test）找出過敏原。有時候

會搭配口服的「挑戰」，讓患者在診所內，試吃烤過帶有蛋或牛奶的食物來確

認。有一些像是Viaskin或是peanut capsule等新療法則可能很快就會上市，正等在

FDA批准。

她進一步說，若本身沒有過敏的

話，現在過敏醫學界通常建議懷孕及

哺乳時不要刻意避免花生及其他的過

敏食物，也認為給新生兒很少量的花

生，可以減少之後過敏的可能。另一

個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看起來不相

關，但是研究發現濕疹患兒發生食物

過敏的較高，因此父母應該平時替寶

寶在乾燥的皮膚上塗抹乳霜，也可能

降低過敏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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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雲（June Yun Zhang）過敏科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學士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醫學博士

Children’s Hospital and Research 

Center in Oakland兒科住院醫師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and Children’s Hospital of 

Pittsburgh兒科、成人過敏免疫專科培訓

語言：普通話、英語

醫生小檔案

專家諮詢：El Camino醫院【「請問醫生專欄」隔周刊出】

?請問醫生Ask The Doctor

合作推出
過敏科醫師張雲指出，每個教

室大約會出現兩2個學生是食物過

敏者。（記者李榮／攝影）

泌尿科醫師林惠洲

講解泌尿系統結石。

（記者陳開／攝影）

大腦掃瞄比較結果，左圖的大腦

活動較少。（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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