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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紅茶降血壓
刊載在內科醫學誌(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最
新研究顯示，每天喝3杯紅茶可以降低血壓平均2至3毫米汞
柱。
這項研究顯示，喝紅茶可以改善血管內壁的內皮細胞
功能，血管內皮功能障礙是血壓變化的早期指標。其他研
究也發現，茶葉中的類黃酮可以改善血管狀況並減輕體重
與腹部脂肪。
西澳大利亞大學的Jonathan M. Hodgson博士與同事們
觀察95位經常喝茶的男女血壓，在研究開始時，他們的平
均收縮壓是115-150毫米汞柱。在6個月研究期間，一半的
參與者每天喝3杯紅茶，另一半的參與者喝口味類似的空白
飲料。結果顯示，那些喝紅茶的人24小時平均收縮壓減少
2至3毫米汞柱，舒張壓約減少2毫米汞柱。雖然看起來降壓
不多，但研究人員表示，即使降壓不多也會對高血壓和心
臟病風險的患病率有重大影響。
因爲，血壓(BP)降低可使高血壓
患病率減少10％，心臟病和中風
風險減少7-10％。
研究人員同時表示，由於目
前高血壓在世界的高發病率，加
上高血壓是心臟病致死的重要風
險因子，上述研究結果對大眾健
康非常重要。

小中風腦萎縮與記憶力減退有關
以往，專家們認為老年人的記憶喪失可能是海馬迴
萎縮或退化造成，海馬迴是大腦負責記憶等功能的主要部
位。現在，哥倫比亞大學的 Adam Brickman博士認為除此
之外，中風可能也是記憶喪失的原因之一。
研究人員替近660位65歲以上、沒有失智症的老年人做
MRI腦部掃描，也測試了他們的記憶力、語言能力、處理資
訊的速度、以及視覺感官。Brickman博士表示，在大多數
的情況下，人們沒有意識到自己中風，但MRI顯示出血管已
經受損，並有一些組織受到損傷。結果，其中有170多人被
發現有小中風，他們在記憶方面的分數比其他人差，海馬
迴體積也比較小，海馬迴體積小與記憶差有關。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 Richard B. Lipton 醫師表
示，因為公衆對晚年維持認知功能較有興趣，同時對阿茲
海默氏症存有恐懼，所以這項研究結果，對早期鑑定和採
取預防措施極有幫助。廣義來看，降低心血管風險因素和
預防中風，都將有助於預防記憶力下降或防止老年失智症
的發生。Rush大學醫學中心的 Neelum T. Aggarwal 博士也
同意前者觀點，他認為醫生應積極處理高血壓等血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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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防止認知能力下降。
Brickman博士提示公衆，小中風其實是可預防的。他
建議人們平時應該注重健康飲食，若有需要，應服用糖尿
病和高血壓藥物，從而維持血管健康。同時，醫師們也應
考慮對患有糖尿病或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作MRI檢
查。

不良生活形態是脫髮新風險
脫髮不僅跟年紀、基因
有關，一項針對男女同卵雙
胞胎所展開的初步研究結果
顯示，壓力、抽菸、酗酒、
曬太陽等生活風險因素會對
毛囊造成傷害，且對女性影
響更甚。
這項研究發現，因喪偶
或離婚的單身婦女，中線脫
髮的風險最高，且脫髮範圍
會擴大；至於男性，禿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基因，不過，
抽菸、喝酒、壓力、曬太陽也有影響。
雖然結果令人沮喪，但只要採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
適當控制壓力，有時候可以讓毛髮恢復生長。紐約市Lenox Hill醫院皮膚科Doris Day醫師表示，部份情況是你可
以控制的，越快進行恢復情況越理想。
凱斯西儲大學整形外科的Bahman Guyuron醫師募集
了90對男性和98對女性同卵雙胞胎進行研究，因為基因因
素，雙胞胎會有相同的髮量，如果其中一人的髮量較少，
則與外在因素有關。
女性方面，壓力相關因素可以預測脫髮，其中最重要
的是婚姻狀況，跟離婚或喪偶者比較，婚姻穩定的雙胞胎
有較多的頭髮。其他與女性脫髮有關的特徵，或許是因為
相關的壓力，包括收入、養育較多孩子或是高血壓。維持
髮量的相關因素包括戴帽子與其他防曬措施、喝咖啡以及
有穩定的婚姻。
至於男性，多數禿髮的原因是基因，這是前額禿髮
的單一最大預測因子，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抽菸、酗
酒、戶外運動(日曬)、久坐等因素都會增加男性雙胞胎的脫
髮風險。戴帽子防曬、身體質量指數(BMI)較高似乎可以使
男性免於脫髮。男性低睪固酮會導致體重增加，但這或許
有助於男性保持頭髮數量，較高的睪固酮與脫髮有關。
克里夫蘭診所皮膚科Wilma Bergfeld醫師對於生活型態
影響脫髮一點也不感到驚訝，他表示，體內有轉換最快速
的三個細胞線：骨髓、腸胃道與毛囊，任何對它們有害的
因素都產生不良影響，其他專家則表示，該項研究再度確
認了醫生長久以來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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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醫師表示，我們確實發現女性壓力型脫髮現象多
於男性，離婚、婚姻、育兒和手術都是主要的生理壓力因
子，會引起壓力型脫髮，大部分在事件發生三個月後開
始脫髮。至於生活型態因素，已知抽菸和酗酒對皮膚有毒
性，而且往往會同時發生，進而造成脫髮，也就是說，如
果你有某種壓力，且你用抽菸飲酒來減壓，將會造成雙倍
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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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適的原因。如果你有電腦視覺症候群，可能會引起視
力模糊、重影、乾眼、眼睛發紅、眼睛發炎、頭痛、頸部
或背部疼痛等症狀，如果不及時治療會影響你的工作表
現。
如果把一些環境因素和自身用眼習慣作出改變，還是
可以預防CVS的。首先，調整周圍的光線，減少電腦螢幕
的眩光；如果窗戶造成螢幕上的眩光，移動顯示器和拉上
窗簾直到眩光消失，也可在螢幕前安裝眩光過濾器，這有
助於保護雙眼。接著，重新調整你的辦公桌。電腦螢幕的
最佳位置是略低於眼睛，離你的臉約20至28吋，不用伸
長脖子、睜大眼睛看螢幕。在旁邊擺個架子，放上需要輸
入文字的文稿或文件，這樣在打字時，就不用低頭、抬頭
了。
每隔20分鐘左右，就要讓自己的眼睛遠離螢幕，凝視
窗外或瞄一下房間約20秒，讓眼睛休息。經常眨眼以保持
眼睛濕潤，如果眼睛過於乾燥，嘗試用滋潤眼藥。另外，
不要屈就於電腦出廠時的設定，如果不舒服就調整亮度、
對比度、字體大小等。當然，有需要時就要及時看醫生，
讓醫生知道你的問題，以便判斷你是否需要戴眼鏡來矯正
視力。

電腦視覺症候群

540萬

連續幾個小時盯著電腦螢幕已成為許多人的工作方
式，事實上，這對眼睛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由此導致的眼
睛問題稱為電腦視覺症候群（Computer Vision Syndrome,
CVS）。
你的眼睛在電腦前面需要不斷集中、來回移動、調整
你所看到的，你需要低頭看文件，再抬頭打字，你的眼睛
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螢幕圖像，建立一個清晰的畫面，讓
大腦來詮釋。用電腦工作比閲讀書本或文件對眼睛更具挑
戰，因電腦螢幕上還增加了螢幕對比、閃爍以及眩光等，
如果電腦使用者本身就有近視或散光，或是需要戴眼鏡卻
沒戴、戴的度數不對，這時使用電腦，就更有可能發生
CVS。
CVS不是某種具體的眼睛問題，而是涵蓋了所有因使
用電腦而導致的眼睛疲勞和其他問題，這有點類似腕隧道
症候群，因重複性的壓力損傷產生一系列的不適和症狀。
電腦視覺症候群目前很常見，約50-90％的電腦使用者
至少會有一種眼睛的毛病。不單只工作的成人，整天盯著
遊戲機和電腦的孩子們，也會有相同的眼睛問題，尤其是
當照明與電腦位置不理想的時候。年長者更難使用電腦工
作，因為晶狀體缺乏了彈性，看遠看近的調節能力變弱，
俗稱老花眼。
目前尚無證據顯示，電腦視覺症候群會造成像白內障
等長期的眼睛傷害，然而，經常使用電腦可能是眼睛疲勞

根 據 阿 茲
海默氏症協會估
計，現在有540萬
名美國人罹患阿
茲海默氏症，到
2050年，這個數
字將上升至1千6
百萬。由於此病
對健康的危害迫
在眉睫，總統奧巴馬於2011年1月4日簽署了全國阿茲海默
氏症法案，目的要以全國性的行動計劃來挑戰這個“不斷
上升的危機”。
阿茲海默氏症協會最近發表一篇報告，明確要遏制阿
茲海默氏症增長趨勢，以及由此帶來的破壞性影響。該項
報告強調，國家將面臨10項的“嚴峻挑戰”，包括缺乏資
金和診斷阿茲海默氏症的問題等。該協會主辦了132次全國
性的公共會議，對象包括阿茲海默氏症患者、照顧者、研
究人員、社區領袖、以及醫護人員。
阿茲海默氏症協會強調的10個挑戰是：1.大眾對疾病
缺乏認知；2.資金不足；3.檢測和診斷疾病的問題；4.老年
失智症護理不足；5.不當的治療方法；6.不同社區所面臨的
特定挑戰；7.較年輕的發病者所面臨的特定挑戰；8.毫無準
備的護理人員；9.社區的設備不良；10.護理成本的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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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還顯示，阿茲海默氏症的護理和治療的相關
費用，到本世紀中將超過100兆美元，除非目前的病情軌跡
發生改變。阿茲海默氏症協會的總裁Harry Johns認為，個
人、家庭、以及社區都正處於不斷升高的阿茲海默氏症風
險中。副會長Robert Egge表示，許多美國人對疾病的認知
有限，大衆需要獲得該疾病的相關知識，如警示徵兆，以
及對該病的不正確認知。此外，儘管目標是治癒，但需要
更好的治療和更多的研究經費。

50%
據WebMD報道，雖然乳房X光攝影的爭議不斷，但結
論是，它們仍能拯救50-75歲婦女的性命。刊載在癌症流行
病學、生物標記與預防（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中的研究發現，這個年齡層的婦女若在診斷
患乳癌前做過至少三次乳房X光攝影，死亡機率將減少近一
半。
研究人員 Suzie Otto 博士表示，他們計畫邀請50-75歲
的婦女每兩年免費篩檢一次，以降低乳癌死亡風險；70-75
歲的婦女做乳房X光攝影獲益最多，死於乳腺癌機率減少近
85％；而50-69歲的婦女乳癌死亡率則低於近40％。
在美國，乳房X光攝影可能不會顯著降低死亡率，因為
美國與歐洲的篩檢方法大不相同。然而，美國癌症協會的
Otis Brawley 醫師表示，建議50多歲與60多歲的婦女做篩
檢，他不認為減少50％患病機率足以引人關注，但篩檢確
實可降低死亡率。
荷蘭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歐洲進行的篩檢非常有效，不
像在美國，可能要到兩家乳房X光檢查中心做確認。美國癌
症協會建議，女性從40歲開始每年要做一次乳房X光檢查，
而美國預防服務工作團隊（USPSTF）則與荷蘭的做法類
似，建議50-74歲的婦女每兩年做一次乳房X光檢查，但50
歲以下的婦女則可以自己衡量風險與效益，決定是否要開
始做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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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萬
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國際
癌症控制小組(UICC)與其夥伴
組織將在全球舉辦活動，以
讓大眾、政界、健康政策制
定者對於日益上升的癌症危
機有更多警覺。
根據UICC的統計數據顯
示，每年全世界有超過760萬
人因爲癌症失去生命，這個數字
超過因愛滋病、肺結核及瘧疾而死
亡的人數總和。該組織同時指出，抗癌行動相當重要，因
為這對人類生存將產生巨大影響。預估全球的癌症病例數
目在2030年將倍增至2,140萬，近三分之二的診斷病例是發
生在中低收入的國家。
UICC執行長Cary Adams在“世界癌症日”發表的聲明
中表示，我們在今天呼應世界衛生組織的信念：降低癌症
等非社區型疾病的死亡率，在2025年前降至25%，但是，
實現這一目標還須仰賴我們共同合作，展開可行的介入方
式才能成功。癌症無國界，所以每個人都有責任對抗這個
侵犯性疾病。
2012年的活動主題是“癌症是可以預防的”，2012年
全球癌症日活動除了要呼籲募款，也要呼籲改變個人的生
活型態，鼓勵參與者實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根據美國癌症研究中心(AICR)的專家統計，美國
在2008年有1,437,199新癌症病例；估計在2030年將有
2,220,692新病例，增幅達55%。AICR利用這次機會強
調，三分之一的常見癌症可以藉由改變生活型態而預防，
包括健康飲食、多運動及維持健康體重。這就意味著在
2,220,692新案例中，將有740,000例是可避免的。
AICR營養師 Alice Bender 也表示，我們知道美國人口
到了2030年會更加老化，癌症會隨著年紀而更常見，但這
並非必然發生。她解釋，關鍵在於健康的老化，年老時要
注意健康飲食、多運動、維持健康體重，就可以降低許多
癌症的風險。Bender強調，馬上採取行動，每天做出小小
的改變，日後就可減少癌症風險。今天開始行動，明日更
加健康。n

美國在2008年有1,437,199新癌症病
例；估計在2030年將有2,220,692新病
例，增幅達55%。但是，有740,000例是
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