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耳聾 耳鳴
容靜雯

聽力學家
東區醫院耳鼻喉科聽力學部

2 0 2 1年2月6日

1

中西醫結合研討會
INTEGRATIVE MEDICINE SEMINAR 

2020/21



2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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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聽 耳鳴

處理

成因

(Hearing Loss) (Tinnitus)



弱聽 (Hearing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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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ring impaired

 Hard of Hearing 

 Hearing loss

≠聾Deaf



耳朵的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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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聽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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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
遺傳
-基因突變
-染色體異常
-其他遺傳性疾病

非遺傳
-懷孕時胎兒受到感染
-生產過程缺氧
-嚴重新生嬰兒黃疸症



弱聽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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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

1. 外耳: 耳垢積聚,外耳道發炎,耳膜破損,耳膜增厚

2. 中耳: 耳骨硬化,膽脂瘤,中耳炎,積水,化膿,耳咽管
功能下降

3. 內耳: 長期接觸高噪音,老年性退化,耳水不平衡,手
術後遺症,聽覺神經瘤,突發性弱聽,長期大劑量服用
某類藥物（如阿士匹靈)



聽力評估(Hearing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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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查外耳道
(Otoscopy)

2. 聽力測試
(Pure Tone Audiometry)

3. 檢查中耳耳壓
(Tympanometry)



聽力圖(Audi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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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聽力
(Normal 
hearing)

傳導性弱聽
(Conductive 

loss)

混合性弱聽
(Mixed loss)

感音神經性弱聽
(Sensorineural loss)



鼓室圖(Tympan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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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on Type Canal 
volume

Compliance Pressure

Normal A 0.4 – 2.0 c.c. 0.3 – 1.5 ml -100 - +50 
daPa

Otosclerosis, 
Tympano-
sclerosis, Scarred 
TM, Fixed 
malleus

As < 0.3 ml

Ossicular chain 
discontinuity, 
Flaccid TM

Ad ≥ 1.6 ml

Conductive loss 
(Impacted ear 
wax/ OME/ TM 
Perf.)

B < 0.2 c.c or
> 2.0 c.c. or
Unable to seal

No Peak No Peak

Eustachian tube 
dysfunction

C > -100 daPa

詮析鼓室圖(Tympanogram Interpretation)



聽力損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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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Hearing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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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Standard America Standard



弱聽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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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漏聽錯，造成不便與誤會

2. 生活上構成危險

3. 為免尷尬,減少社交生活

4. 變得孤獨,長者加速老化



處理: 配戴助聽器
(Hearing Aids Prescription)

 按照個人聽力,日常活動及工作需要,年紀,自理能力
及財務預算等選配適合自己的耳機

 雙耳配戴一般效果較好,特定情況下可配單耳

掛耳機/ BTE
Behind-the-ear 

個人擴音機
Pocket Talker

耳內機/ ITC
In-the-canal



處理: 改變環境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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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掌握:
1. 對話時選擇較寧靜環境及有利位置
2. 眼望對方,嘗試讀唇及推想
3. 縮短與聲源距離
4. 看電視時同時看字幕,選擇說話較慢及少的節目

請對方配合:
1. 靠近你聽覺較好的耳邊說話
2. 稍微大聲,並放慢語速
3. 以不同用語及方式,簡明重覆要點



由醫生協助的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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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耳: 清除耳垢

中耳: 人工耳骨,清除中耳積水,修補耳膜

內耳: 人工耳蝸



Need a break?



耳鳴(Tinn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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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仔好響 = 耳鳴

聲音並非來自外界

一般只有自己聽到(Subjective Tinnitus)



常見的耳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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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ing 
 Hissing
 Buzzing
 Whooshing
 Humming
 Music or singing

蟬叫,嘶嘶聲,高頻聲,隆隆聲,沙沙聲,支支聲



耳鳴的成因:耳朵及聽覺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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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耳: 耳垢積聚,外耳道發炎,耳膜破損,耳膜增厚

2. 中耳: 耳骨硬化,膽脂瘤,中耳炎,積水,化膿,耳咽管
功能下降

3. 內耳: 長期接觸高噪音,老年性退化,耳水不平衡,手
術後遺症,聽覺神經瘤,突發性弱聽,長期大劑量服用
某類藥物（如阿士匹靈)



耳鳴的成因:神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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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Pawel J. Jastreboff :
Tinnitus Retraining Therapy (TRT)

神經生理學(Neurophysiological)角度解釋:

1. 耳鳴困擾的主要來源:
-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及
-自主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聽覺系統的角色只是次要

2. 大腦有高層次可塑性(Plasticity)



聽神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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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鳴的成因:健康與情緒
24

 1.  健康欠佳,或受藥物影響

 2. 剛退休, 工作或家庭突變,情緒大受影響

 3. 工作,考試或生活上有重大壓力

 4.情緒問題,抑鬱,焦慮

 5. 失眠(惡性循環)



心情煩噪

難以集中

影響成績或工作表現

耳鳴造成的影響
25

耳鳴聲令聽力受阻

嘈雜時難辨別內容

徬徨恐懼

抑鬱焦慮

藥石亂投

有輕生念頭

感覺無助
失眠



診斷耳鳴(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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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角度：

1. 排除腦腫瘤,心腦血管疾病,內分泌等問題

2. 排除頸椎問題

有需要時處方藥物或作其他檢查或治療



評估耳鳴(聽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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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聽力檢查

 2. 誘聽神經檢查
(ERAN: Evoked Response Audiometry-Neural)

 3. 耳鳴診所(Tinnitus Clinic)



處理:耳鳴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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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評估 Assessment

心理輔導 Counseling

處理 Management

跟進 Review



耳鳴診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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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聽力檢查

2. 配對耳鳴聲音的頻率和音量大小(Tinnitus Matching)
3. 問卷：

 耳鳴時間性

 耳鳴特質

 個人感覺,對生活影響

 對身體影響,有否失眠

 情緒及健康狀況

 其他聽覺相關資料(病史,家族遺傳,曾否接觸高噪音,有否配戴耳
機,是否對某類聲音過敏)

 自我判斷 (估計原因,曾嘗試的解決方法,期望)



耳鳴診所:簡介,問卷及紀錄
30



耳鳴診所: 心理輔導
31

 1.  耳鳴十分常見,成因複雜

 2.  耳鳴本身並非疾病,是病徵

 3.  耳鳴的改善方法和治療成效因人而異

 4.  患者應嘗試自我探索其耳鳴成因,及適合其
個人的舒緩方法



耳鳴診所:心理輔導及認知療法
32

認知行為療法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大前題：確定沒有其他嚴重疾病導致耳鳴

認識耳鳴：

1. 與聽力下降有關(腦部的補償作用出錯）

2. 與健康或精神情緒有關

改變負面想法及情緒



耳鳴診所:聲音療法
33

 1.配戴耳機 (Hearing Aid Prescription)

 2.聲音療法 (Sound Enrichment/ Therapy):
音源播放器:

- Ear level sound generator
*日間戴8-10小時

-Table Top Sound Generator
*晚上播放?白噪聲(white noise), 海浪聲, 
其他大自然聲音, 或柔和音樂



耳鳴再訓練法
(TRT: Tinnitus Retrainin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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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讓身體及腦部習慣由耳鳴帶來的反應

2.  讓患者習慣耳鳴(Habituation)

原理:
1. 再訓練聽覺系統, 邊緣系統, 及自主神經系統之間的
反射弧(Reflex Arcs), 及
2. 改變聽神經通道(Auditory Pathway)中, 潛意識層
(Subconscious level)中的神經原網絡(Neuronal 
network)



耳鳴再訓練法
(TRT: Tinnitus Retrainin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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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 教育和輔導(密集, 個人化, 互動)

把耳鳴重新定位為中性的訊號, 向患者拆解耳鳴的迷思, 解釋耳鳴
的生理機制, 認同患者的困惱, 並讓其明白可靠習慣來舒緩

2. 聲音治療: 持續低量的寛頻聲音(constant low level broad band 
sound), 可收窄耳鳴與背景神經元活動之間的差距

結果:
-耳鳴困擾和反射弧帶來的負面反應都會減少, 聽神經通道潛意識層
中的耳鳴訊號受阻習慣了耳鳴

-患者仍會察覺有耳鳴, 但次數逐漸減少, 並且不再困擾



耳鳴診所:放鬆及另類療法
36

 3.鬆馳神經訓練 (Relaxation Therapy)
- 以適度運動,控制呼吸,放鬆全身肌肉及神經

- 減慢心跳及血壓,改善腦部血液循環

- 舒解生活壓力, 令身心都感到鬆弛

 4.另類療法 (Alternative Therapies):
-草藥,補充劑,針灸,冥想,瑜伽,香薰……



其他輔助工具:手機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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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38

耳鳴:不是病,是病徵

耳鳴:不是原因，是結果

耳鳴不會引致弱聽

放鬆,避免太吵或太靜

保持身心健康,睡眠充足



39



本港聽力相關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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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聽力學會
https://www.audiology.org.hk/zh/

 聾人福利促進會
https://www.deaf.org.hk/

 聾人福利協進會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

 職業性失聰保償局
http://www.odcb.org.hk

https://www.audiology.org.hk/zh/
https://www.deaf.org.hk/
http://www.hongkongdeaf.org.hk/
http://www.odcb.org.hk/


參考網址
41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https://www.nhs.uk/conditions/hearing-loss/
 British Society of Audiology
https://www.thebsa.org.uk/public-engagement/faqs/
 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https://www.asha.org/public/hearing/hearing-loss/
 Hearing Lo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s://www.hearingloss.org/hearing-help/hearing-loss-

basics/genetics-and-hearing-loss/
 Mayo Clinic
https://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tinnitus/symptoms-

causes/syc-20350156
 Tinnitus.org
http://tinnitus.org/downloads/

https://www.nhs.uk/conditions/hearing-loss/
https://www.thebsa.org.uk/public-engagement/faqs/
https://www.asha.org/public/hearing/hearing-loss/
https://www.hearingloss.org/hearing-help/hearing-loss-basics/genetics-and-hearing-loss/
https://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tinnitus/symptoms-causes/syc-20350156
http://tinnitus.org/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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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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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及版權公告

此課件提供的資料和健康資訊
僅作為一般教育用途及參考之用。

我們力求資料準確，但無法保證
對於該等資料在任何特定情況下
使用時的準確性或恰當性。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或不適，
應諮詢相關專業人士意見。

版權所有，所下載的材料僅限於作
個人用途或非商業性質的內部用途。

課件發布日期：
2021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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