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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寶泌尿道感染常以發燒表現

泌
尿道感染在婴幼儿是最常见的 
细菌性感染，2个月至2岁 

大宝宝其发生率约5%;由于此 

年龄感染的症状并不明显且非特 

异性，常常只能以发烧来表现，

以致被忽略而延误就医。

台湾儿科医生林爱惜说明，泌尿 

道感染是指从尿道口、输尿管、肾盂到肾脏 

间任何一部分的细菌感染，临床上婴幼儿很 

难区分感染的部位，因此统称泌尿道感染。

临床症状会随年龄而有所不同，新

生儿常以黄疸、发烧、

拉肚子、败血症来表现，而婴幼儿以发 

烧、呕吐、尿味异常、频尿、尿失 

禁、腹痛、生长迟缓来表现。如果 

加上有先天性泌尿系统异常，例如 

膀胱输尿管回流更容易侵犯到肾脏而 

引起结痂、纤维化及萎缩，进而导致高 

血压影响肾功能，将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泌尿道感染致病菌90%是单一菌种， 

其中85%以存在于大肠内的大肠杆菌为 

主。在单纯性泌尿道感染中，大多经由会

阴上行感染尿道造成，新生儿还可能经由 

血液循环方式感染；所以常有败血症且合 

并先天性泌尿系统结构异常及阻塞。

1岁内宝宝，男宝宝比女宝宝多，尤 

其是有包茎者，发生率为已割包皮者的10 

倍；1岁至青春期，女孩比男孩多，因女 

生的尿道短，肠内细菌比容易经会阴部侵 

人而导致发炎；另外憋尿、便秘、卫生习 

惯不良、便后清洁方式不当，容易将细菌 

带进尿道，都可能增加感染机会：

(资料来源：优活健康网）

整脊：徒手矯正脊椎功能
脊骨神经医学或称脊椎矫正（chiropractic,下称整脊）是一门专注于脊柱的疗法，用于诊治脊 

椎障碍或延伸的问题。

根据整脊英文字面的意思，‘chm)’是指手，所以，‘chiropractic’意思是一种‘手法’

(han<l practice )，通过整脊师（chiropractor )徒手矫正脊椎的功能〇

通常，健康或正常功能的脊椎能让人行动自如，偶尔发生错位或无法正常移动时，行动就会受 

到限制。整脊师必须找出问题的所在，才能施力给予矫正，以达到恢复脊椎功能的疗效。

虽然整脊疗法专注的是脊椎，但是，整脊师必须观察病人整体的情况，包括肌肉骨骼系统 
(musculoskeletal system )和神经系统才能给予诊断和治疗。

例如头痛，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原因引起头痛，有可能是颈椎、脑肿瘤所致。如果问题是脊椎引 

起，那么，整脊师将给予诊治，如果发现问题与神经损伤有关，整脊师会建议病人咨询神经专科。

人体全身的连接部位都有可能发生功能障碍，并造成相关的身体部位或器官无法正常移动或错 

位。当有问题的连接部位一直受到刺激时，就会引起炎症的发生如疼痛，或影响与该患处相关的神 

经供应，使其他身体部位也遭殃

整脊师最常处理的是肌肉骨骼系统所引起的障碍，其他则有原发性腰痛、颈部疼痛、头痛等。

国外常用于运动损伤
在国外，整脊疗法常见用于运动损伤，而且有专属的运动整脊师，是运动选手或赛事的庞大团 

队。这些受训的学员成为合格整脊师后，需进一步接受专业的培训才能成为运动整脊师。

在美国，大多数主要的运动如足球、篮球等者睹专属的整脊师团队，随时给予需要的运动员协助。
马来西亚民众对整脊疗法的认识有限，需要更多时间给予教育和宣传。2008年我被邀请到大马 

设立整脊课程时，当时全马只有30名整脊师。事隔十多年后的今天，全马约有200名整脊师。

相比整脊师众多的国家如美国（约7万5000人）和澳洲（约4580人），大马整脊疗法 

还有更长远的路要走。

長者常見關節受限制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者因为身体老化而渐渐出现身体机能 

障碍，影响他们的行动，整脊疗法其实可以帮助长者，虽无法逆 

转老化现像，但是却可以延长身体功能，提高长者的生活品质。

目前已有许多整脊疗法的研究证明，大多数收治或受试对象 

是18至65岁成年人，不过，年过65岁长者的研究比较少。

长者常见的问题是关节受到限制，可以通过徒手矫正恢复身 

体功能。整脊师也会鼓励长者进行整脊疗法的同时，也要搭配适 

当及适量的矫正运动，才能达到更好的疗效〇

至于哪些矫正运动适合长者进行，这胥视长者需矫正或加强 

的部位而定，这些都比较细节的部分，需个性化的疗法

其实，研究已经显示，只要•个人活得活跃，多动少坐或 

保持运动，自然就会更健康长者可以进行各种有益的运动如散 

步、打太极拳等，维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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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頭暈降跌倒死亡風險
由于长者常见患有骨质疏松症，所以整脊师进行 

脊椎正位时，施力不能太大，有时候还需要借助整脊 

辅助器，达到徒手相等但低伤害的治疗。
整脊课程的学生要4年的学习生涯内需要充份学 

会所有徒手整脊的技能，•旦掌握好这些技能，就可 

以通过各种手法得到准确的诊断和治疗了。

研究显示，整脊治疗可缓解头晕，尤其用于治疗 

长者，可降低长者跌倒的风险0要知道长者一旦跌倒 
造成髋骨骨折的话，死亡的风险将提高至25%。j

整脊师也可以提供长者自我平衡、预防跌倒的咨 

询和辅导，提高长者自理和行动的能力。

国外已有研究显示，长期整脊护理的长者与单纯 

获得医药援助的长者相比，前者的医药成本、住院率 

等比后者来得低

因此，我们°相信通过整脊治疗提高长者的行动能 

力，不但减少照护者的负担，也可以降低医药费或住 

院率，达到成本效益。

整脊治疗常见 
用于治疗脊柱错位、 

脊柱周围软组织以及新继 
发的脊柱相关疾病。_其实， 
整脊治疗也包括正确运动、 
健康饮食、健康行为或促进 
健康、辅导等的咨询，提 

供病人全面且无侵人 
性的治疗。

I錄包素菡

骨折須轉介骨科
有些疾病如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整脊师虽然可以提供帮 

助，但是，很多时候病人因为剧烈疼痛，需迫切进行手术。

整脊师转介至外科的病例相当常见，因为有时候病人前来 

看诊时已有严重腰脊疼痛，而且问题已延伸至下肢，我们必须考 

P虑到有可能是椎间盘的问题，或许有些病人较适合手术治疗：

除此之外，整脊师也和神经内科、骨科保持联系，因为有些情 

况，例如病人跌伤意外，以为寻求整脊治疗可以解决问题，最后却发 

现是骨折，需要转介骨科，整脊师需要有这方面的意识：通常， 
整脊师只需给病人进行身体诊断，虽然X光片、医药报告等 

非整脊诊断的必要检验，但是可以供诊断的辅助参考。

腰背痛長者殘障主因
马来西亚的长者与各界各地多数的长者 

常见患有腰背疼痛的问题，是造成长者残 

主要原因，严重影响病人的行动和生活^

长者残障不只对长者本身，长者家属也 

因为庞大的医药开销、负起照护长者的责任 

等承受压力，这对社会和国家造成负担。

引起长者腰背疼痛的病因繁多，可以是 

长期的姿式不良、频密的刺激和炎症所致，也可 

以是身体毒素的累积、饮食不良等所致。

换言之，如果长者拥有良好的脊椎、营养均衡 

等，就会降低患上腰背疼痛的风险了。

汉林教授（Michael Thomas Haneline)

国际医药大学（imu )辅助与替代医学中心主任

集“多學科”於一身
民众 '般认为整脊师只是协助病人进行脊椎 

正位，其实整脊师的责任还包括提供病人正确运 

动、健康饮食、健康行为或促进健康、辅导等咨 

询，可谓是集‘多学科’于一身的治疗师。

受过特别训练的整脊师为病人进行‘筛查’ 

(screening)时发现病人的异常表现，例如从病 

人的外表可发现病人患上癌症或患上初期症状， 

并可转介病人至肿瘤科a.

-次的整脊治疗可能无法看到疗效，护理的 

次数则胥视病人的情况而定，有些病人可能需要 

长时间接受治疗才能达到最佳疗效。研究指出， 
整脊师平均提供每位病人12次的整脊护理。

不曾发生严重副作用
I 在病人回诊的治疗期间，整脊师能够 

t给病人提供其他建议，例如运动、饮食、

辅导等，让整脊治疗更全面有效a

由此可见，整脊治疗是•门全面的医 

学，有别于西方医学的是，整脊并没有使用 

药物或手术给予病人治疗。

任何治疗都有其风险，包括整脊治疗，不过 

整脊治疗问世至今的各种研究、随机临床试验等 

都显示整脊治疗不曾发生严重的副作用。

整脊治疗后疼痛是常见的副作用，但是这是 

正常的表现，像推拿后会出现短暂的疼痛，并非 

永远或严重副作用，时且并非所有人都会经历相 

同的情况。 99
*由卫生部主办的第九届传统与辅助医药国际研讨会（9th INTRAC0M )将于2019年8月3日至5日在雪州八 

打灵再也One World酒店进行。星洲日报为指定媒体伙伴。

*除了一系列的研讨会议，现场也将设有参展摊位，让出席者了解各类的传统医药产品、处方及治疗方式。

*详情可浏览http://intracom2019.moh.gov.my/intracom/,或联络卫生部传统与辅助医学管理局（电话： 

03-22798100 )官员蔡耀莉（分线：672 )或张雪琪（分线：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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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血小板过低可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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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文章与广告内提及产品、服务及个案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看诊依据，须以医生的意见为主C

讓醫學知識普及化。
^ 〈醫識力〉每天考考你，天天送出1本

_ 《福1#全書》!

参加方法：
O登录〈医识力〉脸书（https://www.facebook.com/easily.sinchew/)并在这道问

题下写上答案，即有机会被选中成为当天的幸运儿。获奖者会接到工作人员通知。 

0旨在推广医药知识，赠书属奖励性质，恕不接受任何对获奖者答案的投诉。

本书主要介绍医学常识、常见疾病防治、家庭护理、自我保健、急救措施 
等方面的知识，融合中西医治疗技术，满足读者自助医疗和保健所需。

“麦芦卡” 
蜂蜜可以治鼻敏 
感？治胃痛？治 
贫血？能杀菌？

黑色素瘤5項明顯特徵

■个人身上普遍都存在几颗大大小小的 

痣，痣的形成来自痣细胞，属于黑色素 

细胞的一种，正式名称为黑色素细胞痣。当痣细胞 

聚合在一起即成为一般称的“痣”。

台湾皮肤科医生张景皓表示，痣的生成有深有 

浅，有些痣从出生就存在，有些可能日后才突然生 

成。如果痣突然出现变化，建议求诊询问医生。

痣依据分布的位置又可分为接合痣、真皮痣与 

复合痣。其中接合痣位于表皮层内，通常较表浅， 

真皮痣则位于真皮层，多为较大、突起较明显 

或长毛的痣，而复合痣存在表皮层与真皮层 

间，大小一般介于接合痣与真皮痣。

除了良性的痣以外，若发现皮肤上的痣 

或深色斑块出现变化，民众也不应轻忽，以 

皮肤癌中的黑色素瘤，特征即为皮肤上出现黑色斑 

块、痣出现变化或指甲面内出现深色条纹等。恶性 

的黑色素瘤通常具有5项明显特征，若身体上的斑 

块或黑痣出现以下情况任一种，甚至伴随渗液、脱 

屑或溃烂时，应尽速就诊，寻求皮肤科医生确认。

黑色素瘤5项明显特征

一、 上下左右不对称性

二、 边缘呈现不平滑甚至锯齿状

三、 颜色出现变化或深浅不一

四、 大小突然变大且大于6毫米

五、 突然快速隆起

张景皓补充，亚洲人若罹患黑色素瘤，好发部 

位为四肢末端，初期因为不痛不痒，因此很容易疏 

忽。但黑色素瘤一旦病发，治疗效果与预后普遍不 

佳，建议必须从自我检测做起，以利早期发现、早

期治疗。（资料来源：优活健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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