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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性耳聾」為耳鼻喉科、一般醫學、

家庭醫學門診常見的疾病，因為原因不明，成為

耳科學亙古的迷團，治療方法眾說紛紜，美國耳

鼻喉科醫學會為此陸續提出臨床治療指引，本文

我們為大家完整介紹2019年更新版指引(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Sudden Hearing Loss (Update).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9) ，以了解其中
的異同。

「突發性耳聾」初期表現可能從輕微的耳悶

塞、耳鳴、至明顯的完全聽力喪失等皆有可能。

當病人症狀輕微時，或許自行就診，也有可能因

為與耳咽管功能障礙的症狀混淆而延遲了聽力檢

查確診，因此，初診醫師的任務即要藉由「耳鏡

檢查」與「音叉測試」來排除傳導性聽損並篩選

出需要進一步聽力檢查的病人。

「突發性耳聾」定義為3天內、至少連續3個
相鄰測試音頻、有超過30分貝的感音神經性聽閾
值受損，由於有9成病人找不出確切病因，因此
其正確全名為「不明原因之突發性感音神經型

聽損 idiopathic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ing loss, 
ISSNHL」，已不再使用「耳中風」這個名詞(1)。

早期對於「突發性耳聾」的治療有「黃金

期」的說法，在2012年臨床診療指引(2) 內沒有特

別指出診斷與治療的時間點，然而在這次2019
年的更新版(3)中，卻強調時間的急迫性，明確建

議從發病至診斷與治療應在「2週內」；除此之
外，更新版加入了這幾年間新的臨床研究證據

（包括系統性回顧與隨機控制試驗），對於原先

的診療指引做了些微的修正。我們在此提出常見

的疑問、附上診療指引的聲明與等級（表1），

再談突發性耳聾─
介紹更新版美國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2019臨床治療指引

把這些修正做統整說明供大家參考，然而在臨床

上，仍然需要依據不同的實際病況，經由醫師的

專業與經驗判斷後來為其診療做適當調整。

診斷與鑑別

突發性耳聾該在多久內確診才不會延誤治療？

對於疑似病人，初診醫師應儘早（症狀發生

後14天內）轉介或安排聽力檢查來確診（聲明等
級：建議）。

說明：為了讓病人可在合理的時間內得到適

當的治療，建議「儘早」使用符合標準的聽力檢

查設備做檢查與確診。由於美國幅員遼闊又有轉

診制度，才訂出「14天內」這個時間點，並且建
議即使無法聽力檢查與確診，醫師要根據臨床評

估、病史與音叉測試結果，與病人討論後即可開

始治療。

如何得知是否有中樞或耳蝸後病變？

在治療與追蹤期間，必須藉由磁振造

影（M R I）或聽性腦幹反射檢查（ a u d i t o r y 
brainstem response, ABR）來排除耳蝸後病變，
只用聽力檢查追蹤並不足以排除耳蝸後病變（聲

明等級：建議）。  
頭部電腦斷層（CT）不建議「常規」地用

在突發性耳聾病人，但對於懷疑顳骨病灶而開立

顳骨電腦斷層不在此限（聲明等級：強烈不建

議）。

說明：根據文獻，突發性耳聾病人中2.7-
10.2%會發現小腦橋腦角腫瘤(4,5)，因此建議突發

性耳聾病人都該安排進一步檢查確認是否有腫瘤

的可能，以期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而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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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限制在急性期，可在治療與追蹤期間任一時

間點。其中，打顯影劑之MRI（腦部、腦幹、內
聽道）為診斷耳蝸後病變最準確的工具；除非病

人無法使用MRI（例如使用心律調整器、幽閉恐
懼症等），可改為打顯影劑之顳骨（細切）CT
取代，但有可能遺漏小腫瘤；強烈不建議在沒有

神經學症狀的情況下就常規開立頭部（厚切）

CT來篩檢顱內出血，其診斷率低又讓病人暴露
在相對大的輻射劑量。

ABR是另一個選擇，其對超過1公分的小腦
橋腦角腫瘤有高的敏感度，但有42%的機率遺
漏小腫瘤。如果剛開始採取ABR篩檢耳蝸後病
變，檢查結果正常不能完全排除耳蝸後病變，因

此在半年內的聽力追蹤如果出現聽力下降（連

續2個測試音頻下降10分貝，或語詞辨識度下降
10%），則需再次評估是否有耳蝸後病變的可
能。以此方式並不違背目前醫界對小腦橋腦角常

見的前庭神經鞘瘤處置策略，亦即針對小腫瘤初

發現時多會先採取半年至一年的生長觀察期。

突發性耳聾需要驗血來鑑別診斷嗎？

新證據再次確認「常規」血液檢查對診斷治

療無助益（聲明等級：強烈不建議）。

說明：仍然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常規血液或

血清學檢查對突發性耳聾的診斷、治療，及預後

有幫助，除非有特殊病況或懷疑特定疾病（例如

在盛行地區的萊姆病Lyme disease）。

治療方式

多久內用類固醇治療突發性耳聾會有效果？

如果選擇類固醇為初始治療，強調在發病2

週內開始治療（聲明等級：自由選擇）。如果選

擇耳內注射類固醇為救援治療，建議在發病2到6
週內（聲明等級：建議）。

說明：使用類固醇治療突發性耳聾的證據等

級為C（系統性回顧各研究無一致結論），並有
其副作用，但考慮到類固醇是唯一在證據上似乎

有療效的藥物，必且即使有些微的聽力進步也會

大幅改善病人生活品質，因此建議醫師與病人充

分討論其風險利益後，可選擇使用此治療，但應

在2週內開始。類固醇給予方式分全身性與耳內
注射方式，研究顯示單獨使用時兩方式在效果無

統計學上差異，但合併使用比單獨全身性效果上

有較佳療效(6)。

全身性類固醇除了建議儘早開始之外，也

強調劑量要夠（prednisone 1mg/kg/d, maximum 
dose of 60mg/d, 或methylprednisolone 48mg/d, 
或dexamethasone 10mg/d, 7-14天後減量，不分
次），雖然2週的使用不至於有太嚴重副作用，
但考量病人內科疾病，糖尿病、青光眼、胃潰

瘍等可用耳內注射替代；耳內注射可讓內耳外

淋巴液中類固醇濃度較高，但其藥物與劑量目

前仍無統一的建議，大部分使用dexamethasone 
4-24mg/mL或methylprednisolone >=30 mg/mL
（0.4-0.8mL，耳朝上浸泡15-30分鐘），2週內注
射4次。

在初始治療後（包括選擇觀察不用藥物的方

式）如果聽力恢復不理想，在發病2到6週內可與
病人討論使用耳內注射類固醇作為救援治療（發

病2週後的治療稱為救援治療）。大部分的隨機
控制臨床試驗的結果顯示有療效，這些試驗多在

聲明等級 定義

強烈（不）建議 當利益明確超過傷害時為強烈建議；反之，傷害明確超過利益時為強烈不建議。研究的實證醫學

證據等級高，為 A 或 B。
醫師應遵從，除非有更合理的替代方案

自由選擇
研究的實證醫學證據等級低（D），或證據等級高的研究（A、B、C）但結論為沒有明顯優勢。
醫師與病人討論後，有彈性地依照病人意願來決定是否採用

建議
當利益超過傷害，實證醫學證據等級次高，為 B或 C。
醫師仍應遵從，但要隨時注意醫學新知或顧慮病人意願

表1  診療指引聲明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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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性類固醇完成後7天內開始注射，劑量同上
述；然而此診療指引小組的專家們多採用每週1
次，直到聽力進步，或最多注射4次即停止(3)。

突發性耳聾何時可嘗試高壓氧治療？

高壓氧仍是屬於可選擇的治療，但不論是作

為初始治療或救援治療，都必須跟類固醇治療合

併使用。作為初始治療必須在發病2週內開始，
而救援治療則在1個月內開始（聲明等級：自由
選擇）。

說明：由於耳蝸感染或缺血是導致突發性耳

聾的可能致病因素，而高壓氧提供超過1大氣壓
100%純氧給身體組織，提高免疫、氧氣傳送等
來減少這些細胞缺氧或水腫帶來的傷害。高壓氧

在突發性耳聾上的研究，病人數少且研究方法不

完善，所以其真正療效仍屬不明，加上高價又有

些副作用，此診療指引不建議常規使用，但病人

可在類固醇治療時額外再自由選擇是否採用。研

究顯示其在60歲以下、中重度聽損以上、及早開
始治療的族群比較可能有助益。

需要處方其他藥物來增加突發性耳聾療效嗎？

類固醇以外的其他藥物仍不建議常規使用，

包括抗病毒、血栓溶解、血管擴張、血管活化等

製劑（聲明等級：強烈不建議）。

說明：除非有疑似病因的突發性耳聾（例

如Ramsay Hunt syndrome而開立抗病毒藥），對
於原因不明的突發性耳聾，研究顯示這些藥物在

臨床上都沒有顯著療效，並且還可能出現藥物副

作用。其他一些抗氧化劑保健品，例如高劑量

維生素C、鋅、CoQ10、中藥、銀杏，以及針灸
等，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來為這些治療作出建

議。最近研究AM-111（屬JNK抑制劑, D-JNKI-1, 
D-stereoisomer of c-Jun N-terminal kinase inhibitor 
1）製成耳內注射的凝膠，在三階段的臨床試驗
皆顯示其對急性聽損有療效，不亞於類固醇也沒

有類固醇的副作用，但目前仍未上市。

衛教與追蹤

如何讓突發性耳聾病人遵循醫囑？

醫師必須衛教病人此病的自然病程、治療的

風險利益、關於療效的現存證據有限等（聲明等

級：強烈建議）。

說明：在此強調醫病共享決策(share decision 
making, SDM)的重要性。病人在發病初期焦慮感
極大，治療如果又不見起色即可能到處求醫，因

此從剛開始就詳細衛教病人關於可能病因、診斷

方式、治療選擇與其風險利益、治療效果與其成

功率、預後與復健方式，可提高病人遵循醫囑的

意願與信心。醫師提供專業知識來幫助病人做治

療選擇，除了治療效果，還要全面考慮到內科疾

病、身心功能、與生活品質。

突發性耳聾該追蹤病人到何時算完整療程結束？

在初始治療與救援治療結束後需聽力檢查，

之後6個月內也需再安排聽力追蹤（聲明等級：
建議）。

說明：研究發現治療後的最終聽力，一個月

時有90%病人到達，而三個月時則有98.3%(7)。因

此建議治療後半年再次聽力追蹤，此時有可能出

現急性期未發生的症狀，可幫助確認病因；並且

半年的聽力大致上穩定，可提供聽能復健方式給

聽力未恢復的病人；之後則建議每年追蹤。

如何減緩突發性耳聾聽力喪失的焦慮？

醫師必須衛教給治療後還有殘存聽力與耳鳴

的病人，關於聽能復健與使用支持輔助系統的可

能助益（聲明等級：強烈建議）。

說明：治療到最後才告知聽力未恢復而建

議使用助聽器，病人通常感到挫折與焦慮；相對

地，如果從發病初期以及每次回診都提供充分與

詳細的病解，即使治療效果不理想，但在心理上

已慢慢調適，對之後聽能復健的建議也較容易接

受。病人通常擔心另一耳是否會連帶受影響，必

須衛教突發性耳聾發生在另一耳的機率極低；而

對於聽力差的這一耳建議使用助聽器（傳統氣導

式、跨傳式或骨導式）、其他聽覺輔具或生活輔

具，可改善生活品質並減少身心壓力。

結 語
2019年版的診療指引沒有大幅修正內容，為

了更減少非必要的診療，更新版較清楚地把診斷

與治療的時間點納入，更明確地不建議常規做頭

部電腦斷層、血液檢查以及開立類固醇以外的藥

物，必須提供衛教與強調醫病共享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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