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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越來越多的人知道
這種疾病，有時是因爲我們身邊的親友患了此病，有時則從
新聞中聽説某位名人患上了這種肢體震顫並且逐漸僵硬的疾
病。
巴金森氏症的病因，目前發現是由大腦黑質中製造多巴胺的
細胞退化，進而造成基底核神經元退化，當黑質內的細胞喪
失80%時，病徵開始出現。但具體退化的原因仍然不清楚。

這種疾病最主要的臨床症狀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四肢的顫抖（震
顫）、第二是肌肉的僵硬、第三是運動的緩慢甚至動作完全消失。由這
三個主要的症狀，進而發展出一些容易被看得出來的症狀，包括表情的
改變、姿勢的改變以及維持平衡的改變。但每個病人所表現的症狀又因
人而異，並非所有病人都會有一樣的表現。
大部分的疾病，在醫生診斷過程中，往往需要實驗室檢查來協助
診斷和鑒別診斷，如血液的檢驗、X光片的檢查、腦的同位素攝影或電
腦斷層掃描攝影。但巴金森氏症目前並沒有任何例行的實驗室檢驗來診
斷，判定巴金森氏症，醫生主要還是靠病人的症狀及功能喪失的情況
來作診斷。那麽認識這個疾病的症狀，尤其是早期的症狀，顯然至関重
要。
巴金森氏症起病隱匿，緩慢進展，很多病人事後回想起來，都很
難確定自己究竟何時開始出現問題。即使是病人身邊的親友，一樣無法
注意到病人表情緩慢的改變、說話聲音的改變、姿勢、身體敏捷度的改
變。以下是一些最初症狀的蛛絲螞跡，若能引起注意，便可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疲倦和冷漠
早期的症狀常常是模糊而沒有什麼特殊性。如無法解釋的疲倦、輕
度的肌肉酸疼或抽痛，這些很容易被病人或醫生誤認為是精神的壓力、
過度的工作或輕度的憂鬱所引起的。更糟糕的是，這種慢慢進行又實在
感受的疲勞感，會使病人變得憂鬱，憂慮自己的能力在逐漸地減退。當
正常人在交談中常常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微笑或扮鬼臉來傳達意思，但是
病人的臉上往往缺乏這種生動的表情，經常會被誤認為缺乏興趣、退縮
或對親戚朋友冷漠，使身邊的親戚朋友感到困惑和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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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簿存根的簽名

顫抖

漸漸的，更加特定的困難會慢慢
出現。首先手部活動有改變，寫字變得
費力，字體愈來愈小字跡不清，別人無
法讀懂。有些病人幾年中慢慢惡化的病
程，以及後來治療改善的情形，在他的
支票簿存根的簽名上可以一目了然。從
支票簿存根上最初很清楚的字體到無法
辦認的字體，以及治療後又恢復清楚的
字體，可以生動地反映出疾病進展以及
治療後的變化。
逐漸的行動變慢及精密工作能力
的減退，在個人生活習慣上會呈現出
來。尤其是那些習慣性或需要迅速反覆
的動作，變得要用很大的力氣，很大的
注意力才能進行，例如攪拌一杯咖啡、
刷牙、刮鬍子、扣鈕扣或戴珠寶的動
作。女病人常常會注意到，最早的困難
是無法把胸罩在背後固定起來。男病人
可能是他襯衣最上面的一個鈕扣無法扣
起來。有一個男病人有好幾次把他的自
動錶送回錶店修理，後來才發
現原來是他自己手腕的動作擺
動太少了，以致於使錶停了下
來。
一些精細的手工活和肢
體活動開始出現變化。例如家
庭主婦也許可以繼續彈她的鋼
琴，但是卻無法繼續刺繡；一
個琴師可能穿衣服有困難，但
是他還可以在大庭廣眾表演他
的琴藝；有的病人也許會發現
他從一個經常坐的椅子上要站
起來會有困難，後來回想起
來，可能就是他能力減退的開
始。平常輕鬆的散步，變成了
好大的負擔，甚至拖著一條腿
走。這些早期的變化也許旁人
無法察覺，可是病人已經有感
覺了。往往醫生雖然仔細檢查
一番，仍然沒有辦法看到或診
斷病人申訴的問題。直到一個
或幾個典型的症狀出現，如顫
抖、僵硬或動作緩慢出現後，
才有辦法作出確實的診斷。

顫抖是所有症狀中最明顯的，大
部分病人在他的巴金森氏症病發過程
中都會發生。由於這個症狀明顯而且
和正常情況很不一樣，故病人通常都
是因爲顫抖症狀才去看醫生。
很多病人剛開始有時候會注意到
內心裏好像在一陣陣發抖，但外表上
沒有什麽表現。顫抖通常從一隻手開
始，從腳開始則少見，嘴唇、下巴或
頭部的顫抖更少見，就像詹姆斯•巴
金森醫生描寫的那樣，這種顫抖通常
是在肢體休息的時候發生，一旦肢體
處於運動狀態，顫抖反而減少甚至消
失。這種顫抖的頻率差不多一秒鐘四
至五次左右。這和因焦慮或甲狀腺機
能亢進所引起的細而快的顫抖有明顯
區別。
早期，顫抖可能只在一個短時
間出現，通常在病人感到疲累的時候
發生。顫抖也可以有程度和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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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變化，所以有時候肢體抖動得很
厲害，但是可能在幾分鐘之後完全停
止。什麼時候抖，什麼時候不抖，難
以預測，情緒壓抑時會比較厲害，放
鬆時則比較鎮靜。
很多病人在早期的時候會想辦法
遮蓋他的顫抖，所以和別人談話時，
會設法把手藏起來，甚至於坐在手
上，以免被人家發現他的毛病。有些
病人在短時間內可以用意志力來控制
它，使它不抖。但很多病人仍然非常
擔心，這種肢體顫抖可能引起自己生
活和工作上的困擾。事實上，這種在
休息時的顫抖，因為在活動時就停止
了，所以早期不太會影響到純熟的動
作。

僵硬
早期醫學一般很少仔細檢查病人
的身體，因此詹姆斯•巴金森並沒有
提到僵硬的症狀。這種肌肉的僵硬進
行緩慢，早期的病人會感覺肌肉酸痛
或僵直，如果沒有仔細檢查，常常會
被誤以爲“肌膜發炎”、“肌肉風濕
症”、“凝肩”或“五十肩”。
要想活動病人關節的時候，常
常會碰到一種逐漸增加的阻力，仿佛
是像彎曲一根鉛管一樣。奇怪的是，
這種現象，病人很少自我察覺，檢查
的人卻可以明顯的觀察到。有些病人
產生活動阻力的時候還伴隨一種規則
性的抖動，醫學上稱之爲“齒輪式僵
硬”。
這種僵硬，有時候比較嚴重的
影響身體某一側的手腳，但也可以四
肢對稱發生。僵硬的程度每個人很不
相同。如果僵硬很輕的話，有時候僵
硬的情形可以因為另外一隻手腳在作
劇烈運動的時候變得更明顯。醫生常
常用這一點來測知病人肢體的早期僵
硬，早期診斷病患。譬如說醫生要彎
曲與伸直病人的肘、腕關節的時候，
常常要病人另一手作劇烈的搖擺，或
在胸前作拍胸的動作，這樣僵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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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式僵硬”就會明顯出現，讓病人
和醫生都能感覺到。

動作緩慢
動作緩慢包括意志性的動作逐漸
慢下來或減少，同時也包括每一個動
作要開始的時候會變得很慢，很難重
覆快速動作，同時容易疲勞。這是巴
金森氏症病人最受困擾的症狀，最讓
病人感覺能力減退的症狀。它可以在
沒有僵硬的時候出現，是引起病人很
多困難的主要原因。病人會感覺穿衣
服慢、刮鬍子慢或攪拌食物慢，同時
也因為動作的緩慢使病人臉部缺乏表
情，變成面具臉，甚至眨眼睛的動作
和正常的表情動作都會減少。走路時
兩手的擺動減少了。有些人在講話時
的一些習慣性特殊小動作，譬如講話
時常常會摸一摸、動一動衣服、衣角
或清一清喉嚨、動一動眼睛、動一動
頭，這些都會逐漸消失。幸好，這種
動作的緩慢對藥物的治療有相當好的
反應。

姿勢步態改變
當疾病逐漸進行時，對於那些還
未被診斷出來，或尚未治療的病人，
往往很難判斷他們能力減退是因為表
情的“僵硬”在加重或“動作緩慢”
在加重，或是因為一些常人動作出現
的變化，如平衡障礙或姿勢障礙所引
起。舉例來說，病人往往逐漸傾向於
一種向前彎曲的動作，所以下巴會彎
到胸前，肩膀會向前彎成圓圓的，上
肢會在肘彎處彎曲，膝蓋也會稍微彎
起來，不管站直或平躺時，膝蓋都有
彎起來的現象，當走路的時候，病人
會向前傾斜，所以走路的步伐變成不
太活潑，步調愈走愈短，同時走路的
速度愈走愈快，變成典型的碎步步態
狀。
偶而兩腳好像釘在地板上一樣，
使得要開始走動時得拖上一段很長的
時間才能開動。這種“冰凍”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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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間不定，同時無法預測。不過，
最常見的是發生從一個房間要走到另
一個房間，或突然間要改變方向的時
候。有些病人可以在草地上、在碎石
地面或在不平滑的地面上走得沒有什
麼困難，而當他要走在水泥地面或平
滑地面時卻會冰凍。但有些病人的情
況會恰好相反。
由於發音的喉部肌肉可能也受疾
病的影響，使講話的音調變得單調；
相反的，有些病人講話會變得更快，
同時很難被聽得懂。吞嚥口水的動作
也會發生僵硬和動作緩慢，導致發生
流口水的現象。
詹姆斯•巴金森在他的文章裏
提到這些病人在病程進行當中，他們
的感官及智能都沒有改變，這個觀察
在現在看來，對大部分的病人還是正
確的。但是我們已經知道，長期的病
患，有百分之二十五會發生智能和人
格的改變。由於變化初期非常輕微，
所以只有病人身邊的親屬才可以察
覺。諸如每天生活的記憶會變得愈來
愈不可靠，同時慢慢地不容易把一個
人的臉和名字連起來。更明顯的是，
生活的意志、熱誠及關心好像在減

少。病人可能花更多的時間看電視而
不是去讀書看報紙，正因為這樣，談
話內容變得單調缺乏趣味。
對大部份的病人來説，以上關
於病人的病況緩慢進行、逐漸惡化的
敍述是正確的。但是對每一個病人來
講，其病情的變化和嚴重的程度並不
是都一樣。有些人也許只有手腳顫
抖，經過很多年都無惡化跡象；有些
人的症狀可能僅局限在一側手腳，而
且維持十年左右而無進展；有些人可
能只有輕微的平衡障礙，過了好幾年
也不會有其他的症狀發生。所以，每
一個病人有每一個病人特殊的現象，
並不能一概而論。

藥物和手術
藥物治療：藥物提供多巴胺進血
腦屏障至基底核，常用藥是carbidopa、左旋多巴（levodopa），如果藥物
治療效果逐漸減退後或有嚴重的運動
併發症，可選擇外科手術治療。目前
外科的治療是採取定位在較深的視丘
下核來作治療，方法有二：一是神經
外科醫師放針眼電極到那個地方，由
神經內科醫師作電氣記錄確定
是視丘下核後，通電燒灼；二
是裝置電極在該核，隨時可通
電刺激以改善症狀，這兩項都
有相當的效果。

與巴金森氏症共生存
一位退休的將軍以勇氣、
聰明及幽默感與長期糾纏著他
的巴金森氏症抗戰，他每天一
早起床就開始游泳，到了八十
多歲時，他的能力慢慢減退，
游泳也只在游泳池水較淺的地
方作有限度的運動。當他的醫
生聽到這消息後，錯誤的安慰
道：“唉呀！很多人到您這
年齡，雖然沒病也早就不作運
動，何況您還是個病人！”這
位將軍聽到醫生的話，鬍子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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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停頓一會兒說：“不錯，但是他
們都是老百姓”。
用堅定勇敢面對疾病，和疾病抗
戰並有長期共存的精神準備，是最重
要也是最有效的治病方法。要長期和
一個永久存在的敵人作戰是件相當困
難的工作。那種能接受疾病挑戰而力
求獨立活動、保持運動能力，以避免
自己成為廢人的奮鬥精神，遠比拒絕
承認自己的病不肯面對現實，或在沒
有必要的時候也完全依賴別人照顧的
病患要好很多。
要成功地和疾病共同生活下去，
只需要簡單調整好生活方式。譬如要
預留更充裕的時間穿衣，準備上班及
旅行，這些都是以普通常識就可以判
斷決定的。嘗試保持苗條的身段，避
免肥胖。何必因為增加不必要的體重
而增加行動的不便呢？又沒有什麼特
別的食物該忌口，只要食物不含太高
的熱量就可以。例如酒，如果你不是
過重的話，並不需要停止喝少量的啤
酒、葡萄酒甚至於烈酒。若受到便秘
的困擾時，就多吃新鮮的水果及蔬
菜。

一個普通原則就是要在身體狀
況允許的範圍內儘量保持活動。只要
不引起過度的疲勞就可以了。不必耽
心稍微的一點疲勞會使病情惡化，持
續的短時間的運動比偶爾來一次馬拉
松長跑管用。無論疾病進程如何，在
力量及活動量准許的範圍內，保持經
常恒久的活動。至於運動的性質或運
動量的多寡、活動的種類，這些都不
重要，只要活動使病人覺得有趣易作
就行。同時儘量保持正常的姿勢、平
衡、肌肉及關節的活動，因為如果沒
有經常正當的活動的話，肌肉和關節
會越來越僵硬，並加重疼痛。如伏地
挺身或用腳尖蹲坐起立的活動，或做
一些簡單又有規則性的動作，如擺擺
手等，都會有不錯的效果。
呼吸的運動包括作深呼吸，使
胸腔作最大的擴張，這樣可以增加到
肺部的氧氣。在鏡子前扮鬼臉可以減
少臉部肌肉的不活動。走路時應避免
步伐越來越小，讓病人注意循著一定
的間隔走路，常提醒病人走路時腳要
抬高，不要拖地走。改正彎曲的姿勢
方法之一是讓病人把背靠在牆上作運

詹姆斯•巴金森醫師(James Parkinson 11 April 1755
– 21 December 1824 ) 於一七五五年誕生在倫敦附近的
一個小村莊，他的父親是一個藥師及外科醫師，他活
到六十九歲去世，他的朋友描述說：他是一位中等稍
矮的身材、富於活力及智慧，同時外表看起來和藹可
親很有禮貌的人，他是一位很重感情，又很願意表達
自己意見的人。
巴金森醫師有很廣泛的興趣，隨時準備發表他的
意見，同時對各種事情包括政治、社會、科學以及醫
學的問題都有研究。在他年輕的時候，他非常熱衷於
政治改革，他是法國革命的堅定支持者，因此他曾經
撰寫過20多本政治小冊子，呼籲激進的社會改革。
後來他把興趣轉移到化學、地質學以及考古學，同時
也寫了許多醫學上的著作。
他曾經寫過一本給一般老百姓看的醫學書籍，題
目是《鄉村人的朋友和醫師》，在這本書裡，他敘述
保持健康的原則及描述疾病的情形。他強調運動及洗
澡的重要性，同時也強調喝酒和過度勞累工作的危
險。有趣的是，他還在書裡有這樣的記述，有時候在
暴風雨的夜晚被病人請求出診，到病人家裡，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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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持一個很好
作規律協調的動作，在很輕鬆的狀態
下進行。
每一位病人都有他個人的問題，
所以物理治療師根據病人的問題給予
的建議可能是最有益的。不像中風的
病人，巴金森氏症病人的手腳並沒有
癱瘓，肌肉的力量也通常是正常的，
病人主要的問題是進行要開始變快的
動作，也不容易長時間維持規律性的
運動。要進行一個正常的運動，往往
可以利用眼睛、說話及觸覺的刺激來
加強。例如走路時注意地毯或磚頭上
的線條，可能對減少冰凍的發作、促
使活動的開始及維持穩定、規則的步
伐很有助益。聽或自己唱有清晰節奏
的進行曲，或依照節拍器的嘀答聲走
路，或走路時拿條白手巾很規則地在
雙手間交換，對某些病人的行走都有
幫助。這種技術叫知覺強化作用，也
可以在團體治療時採用。就是一大群
病人一起運動而由指導人大聲發出口
令，這一類運動很規律地每天在家做
，比偶爾到醫院裡來作一次物理治療
有用得多。n

些並不是很需要急診的症狀時的挫折感，因此，他建
議病人也應該要注意醫生的舒服與健康。
一八一七年，詹姆斯•巴金森寫了一篇論文
《Essay on the Shaking Palsy》（論震顫麻痹） ，
描寫他觀察到的六位病人，這六位病人得了一種慢慢
進行的身體疾病，巴金森醫生形容這種病是身體某一
部分不自主的發抖震顫的動作，主要是四肢的發抖，
當肢體休息時它會發抖，有時候扶著病人，也會發
抖；同時，病人感覺到肌肉的力氣逐漸減退，還加上
走路時身體有向前彎曲的傾向，軀幹會向前彎曲，而
且走起路來，開始時是緩慢的步伐，逐漸變成碎步，
向前直衝。今天，全世界都把這種疾病稱作巴金森氏
症。
在巴金森醫師這麼多的著作裡，顯然這本《論震
顫麻痹》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因為他仔細的觀察和
細心的描寫，以及合理的推論，他能夠把這個病和其
他類似的運動性障礙區別出來。譬如說，他能夠把這
個病和在老人常見的老年性顫抖區別出來，同時，在
當時雖然還沒有病理解剖的檢驗，他已經能夠推斷病
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