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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質，藥不藥？ 
資料出處：台灣女人健康網　

隨
著多外食、少運動成為現代人

生活的常態，心血管疾病也逐

漸成為當代的文明病。藥物是目前預

防或控制心血管疾病發生最普遍的

解決方法。不過，藥物與生活品質的

關係一直缺乏相關研究，因此，日前

即有學者針對吃藥－包含取得藥物、

每天記得吃藥以及實際吃藥等行為

對生活品質的影響做了調查。此研究

以電子郵件問卷的方式進行，研究團

隊在信中設計了三個假設性問題：

 Q1你願意減少多少壽命來換取終生

不服用心血管疾病藥物的生活？

（答案選項分別為：一周、兩周、

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一

年、一年半及兩年。）

 Q2你現在願意花多少錢來換取終生

不服用心血管疾病藥物的生活？

 Q3當選擇不服用心血管疾病藥物時，

你願意承受多大的死亡風險？

（答案選項分別為：絕對死亡的

風險、輕微死亡風險及不願冒任何風

險。並且註明藥物是免費且無任何

副作用的，要求填答者在此假設下作

答。）

研究團隊總共發出 18,780份調

查邀請，收集到 1,000份答覆，當中
有 79%的人每天服用至少一粒藥、
有 59%為女性、63%為白人及 28%
的人沒有大學學歷，並且平均年齡為

50歲。
結果顯示，人們平均願意用 12.3

周的壽命換取終生不服用藥物的生

活。具體而言，有 8%的人願意用兩
年的壽命，21%的人願意用一周至一
年的壽命，而有 70%的人不願用任
何時間換取終生不服用藥物的生活。

此外，人們平均願意花 1,443美元來
交換終生不服用藥物的生活，以比例

來說，則有 21%願意花 1000美元，
約 10%願意花 5,000至 25,000美元，
而有 43%不願花任何錢。最後，有
9%的人願意承受絕對死亡風險，有
13%願意承受輕微死亡風險，而有
62%的人寧可吃藥也不願承受任何
死亡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願意付出代價以

換取終生不服用藥物的人多是老年人

以及非白人，同時，他們服用藥物的

頻率較高，而非白人獲取藥物也比他

人更困難。

研究主編 RobertHutchins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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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在祛風利濕清熱止癢，常用方如

消風散、龍膽瀉肝湯 ;亞急性期時，
潮紅多較輕，水腫明顯，搔癢抓破後

糜爛滲出液較多，此時多著重在祛

風健脾利溼，方用除溼胃苓湯、薏苡

仁湯等；當進入慢性期時，皮膚表現

粗糙肥厚，有明顯搔癢，表面可能有

抓痕、血痂、苔癬化及色素沉著，如

富貴手多呈現此種狀態，此時應著

重滋陰養血祛風，或活絡氣血，方多

用當歸飲子、當歸四逆湯等。 
但長期而言，最重要的是脾胃

的調理，才能避免濕邪纏綿不去，

而導致反覆發作。因此在平常食療

上，可多食用薏苡仁、紅豆、山藥、

芡實、綠豆、冬瓜等健脾利濕食材所

做成的藥膳。在外用藥上，可以馬齒

莧 50g、黃柏 30g、苦蔘 30g、地榆
30g、地膚子 15g煮水加入 30∼ 40
度水浸浴 15分鐘，具有歛濕止癢、
殺菌、抗過敏等功效。適用於以皮

膚滲出為主要表現的急性、亞急性

濕疹，不適合苔癬樣變的慢性濕疹。

飲食及日常生活建議

而在飲食上則要多注意幾點：

1.少食用寒性食物，如苦瓜、西瓜、
香瓜、柿、甘蔗、香蕉、楊桃、柚、

柑、橘等，冰涼飲品、過甜、過於油

膩辣炸等食物，如巧克力、乳酪、牛

排、香腸、花生、牛肉、肝臟，因為

這些食物皆會影響脾胃的運化，久

了則容易生濕，而從西醫的角度上，

這類食物也多含大量組織胺，容易

引發過敏；2.少食用辣炸、補品，如
麻油雞、十全大補湯、人參等；燥

熱性質食物如胡椒、薑、蔥、蒜、洋

蔥，或是刺激性的食物如濃茶、咖

啡、酒等，因這類物質都會加重體

內的熱與濕結合，更加重炎症反應；

3.少食不新鮮或容易致敏的食物，
如蛋、牛奶、魚、蝦、蟹、牛羊肉、

鴨、鵝、花粉、食品添加物、防腐劑

等，以免引起濕疹復發或加重病情。

日常生活上也應盡量避免接觸

過敏原，如油漆、洗潔精、橡膠等，

若必要則可先戴上棉質手套，再戴

上橡皮手套或其他材質的塑膠手套 ;
同時避免過度熱水沖洗患部，減少

搔抓；另一方面要避免熬夜、過度精

神緊張及疲勞，適度運動，增加免

疫力。至於富貴手的患者，除了遵循

上列飲食生活原則外，則可在睡前

將雙手塗上薄薄的一層凡士林，戴

上棉布手套，以加強保濕潤澤效果，

同時在飲食上亦可多加強一些滋陰

養血的食材，如芝麻、枸杞、白木

耳、黑木耳等。如能在飲食生活上同

時配合中醫藥物調整，則可讓你濕

疹不再發，清爽一夏。  

生活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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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說明，依此研究數據進行成本效

益分析，將有助於相關研究更為精準

地反映治療與生活品質間的平衡。不

過他也表示研究進行時，無法確定參

與調查的民眾是否在假設藥物是免費

且無任何副作用下作答，並且此研究

結果不適用於非心血管疾病的治療方

法。（此研究的經費來自國家癌症研究

所（NationalCancerInstitute），研究員
宣稱與產業無任何關係。） （資料來源：

CircCardiovascQualOutcomes）

運動要在晚餐後？ 

七年之「恙」？！
更年期症狀到底何時結束？ 

資料出處：台灣女人健康網

資料出處：台灣女人健康網

患
有第二型糖尿病的人由於血糖

與血脂的濃度較高，因此同時

也有較高的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如

中風、心臟病。對於第二型糖尿病的

患者而言，運動是一項常見的處方。

不過，鮮少有人關注運動的時間點是

否影響運動所能帶來的效益。

美國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ofMis-
souri）的學者近日發表研究成果，指
出：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若欲降低罹患

心血管疾病風險，選擇在晚餐後運動

將能獲得較大的效益。

研究團隊找來一群肥胖且患有第

二型糖尿病的人參與實驗。首先，研

究人員要求參與者在晚餐前運動；另

一個階段則要求參與者將運動時間

改至晚餐後 45分鐘。運動內容多為
鍛鍊腿部、腹部肌力；實驗期間，參

與者晚餐時的碳水化合物攝取量也

受到研究人員的控制。

結果發現，與沒有運動的日子所

測得的數據相比，餐前運動僅能幫助

參與者降低血糖濃度；不過，若是在

餐後 45分鐘運動，參與者的血糖與
血脂濃度都同時獲得了改善。

研究者 JillKanaley教授認為這次
的研究發現證實不光是運動的強度

與持續時間很重要，運動的時間點也

是影響運動成效的關鍵之一。他相信

這次的研究將有助於醫事人員與健

康照護者幫助患者擬定合適的生活作

息規劃，以改善他們的健康狀況。

熱潮紅與夜間盜汗是婦女更年期

間常見的血管舒縮症狀。往往

會引起更年期婦女身體不適，造成精

神不濟、睡不安穩，也會影響日常生

活中社交活動的進行，進一步導致

生活品質下降。

究竟這些症狀會維持多久？根據

北美更年期協會的說明，VMS的症
狀可能持續 6個月至 2年；不過，同
時也有研究指出症狀持續的時間更

久，估計為 3至 5年，甚至有婦女飽
受 VMS困擾長達 10年之久。而最
近一項發表於 JAMAInternalMedicine
期刊的最新研究有更為精確地發現。

研究人員NancyE.Avis表示，現
階段關於女性更年期間 VMS發生
的時間長短仍缺乏健全完善的估計。

此次研究便是為了瞭解女性更年期

間頻繁出現 VMS（指兩週內至少有

6天發作之情況）的平均時間長短，
並且找出容易導致 VMS長期發作的
因素。

研究團隊分析了來自國家婦女

健康研究的 3302位婦女於 1996至
2013年間所留下的資料，當中總共
有 1449人在更年期間頻繁地出現
VMS。研究分析發現，頻繁的 VMS
平均會持續 7.4年。在停經前或更年
期初期就出現 VMS的女性，其症狀
持續最久，平均時間長達 11.8年。而
在停經後才出現 VMS的女性，其症
狀持續時間則較短，平均為期 3.4年。
分析結果亦可看出 VMS持續時

間的長短有種族上的差異。非裔美

人女性的 VMS持續時間最久，平均
為 10.1年；日裔與中國裔女性的時間
較短，平均分別為 4.8年與 5.4年；
非西班牙裔的白種女性時間平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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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Kanaley教授計畫繼續針對
早晨與晚餐後運動的效益差別，以及，

人體賀爾蒙分泌狀況對於運動成效的

影響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資料來源：

JournalofApplied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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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欣賞   
張三

 看雲
雲是天的被子

夠不夠厚啊

高處不勝寒喔

天原來是個孩子

為什麼？老踢被子嘛

雲是山的帽子

沒多久就換一頂

每一頂都是名牌吔

山其實也很無奈

都是有心人幫它戴上的

日月都是大美女

雲是她們的面紗

太陽活潑，老把面紗除下

月亮文靜，老把面紗掩上

不會吧？誘惑同一個帥哥

雲是海的夢境

終於可以休息了

安眠在萬山之顛

誰划小船來詳夢？

飛機啊，悄悄的，別把它驚醒了

 浴
浴于恆河

恆河之沙

就會在你腳下

激動舞踊

歡迎你來參加

這永恆的淨化

浴于汨羅

汨羅之波

就會在你身邊

激動唱歌

耿耿向你訴說

他永恒的寂寞

浴于阿里山

林中的祖靈

就會幻為薄霧

把你圍入夢境

靜靜把你畫成

清池裡的倒影

浴于太平洋

碧波白浪

就會在你身旁

忽然發狂

硬拉你去尋訪

那無邊的想像

6.5年；西班牙裔女性的平均時間則
為 8.9年。
研究人員也發現若第一次出現

VMS是在年紀較輕、心理壓力較大、
憂鬱與焦慮症狀較明顯的情況下，或

是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其症狀持續

的時間也會較久。

研究團隊認為他們的研究發現有

助於健康照護人員更有效的幫助更年

期婦女。並且，本次研究發現的 VMS
平均年限也能作為短期賀爾蒙療法療

程指引的參考建議，同時證明了長期療

法安全性的重要。 （資料來源：JAMAIn-

ternalMedicine）

癌細胞怎麼死的？問問橄欖油吧！ 
資料出處：台灣女人健康網　

過往研究指出特級初榨橄欖油

（Extravirginolive,EVOO）有益於心臟
健康的維持；而後也被證實因含有一

種叫做Oleocanthal的物質，所以能
迅速有效的破壞癌細胞。不過，一直

到最近，科學家才揭開 Oleocanthal
實際上如何作用的神秘面紗。

透過本次研究，科學家發現理解

Oleocanthal如何破壞癌細胞的關鍵，
在於這項物質與細胞中的溶酶體如

何反應。Oleocanthal能夠在 30分鐘
至 1個小時內破壞癌細胞的溶酶體，
進一步造成癌細胞死亡，但同時間並

不會傷害到健康的細胞。

研究人員解釋這是因為癌細胞

的溶酶體膜較健康細胞的溶酶體膜

來得衰弱的緣故。「這樣的生物機制

使溶酶體膜的通透性成為考量消滅

癌細胞機制的關鍵，這是過去沒有被

注意到的。」研究人員 PaulBreslin說，
「現在我們了解了這點，將有助於提升

療程的效益。」

這樣的研究發現同時也再次讓

人關注使用大量橄欖油的「地中海

式飲食」。Breslin表示，已知的研究
證實，地中海式飲食對於多種癌症都

有助於減少罹癌風險，越來越多人為

了維持健康的飲食生活而選擇這麼

做，想要攝取Oleocanthal，這確實
是一種不錯的飲食方式。 （資料來源：

Molecular&Cellular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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