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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膜

角膜

水晶體

玻璃體

人的眼睛是一個精密且靈敏的光學系統

光線進入眼睛經過透光的:

•角膜
•虹膜
•水晶體
•玻璃體 (折射作用)

成像於視網膜上的黃斑部

視網膜
黃斑部

我們是如何看見物體?



中老年人常見的眼睛疾病

 老花眼

 白內障

 青光眼

 飛蚊症

 乾眼症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什麼是老花眼
隨者年齡增長，眼睛看遠看近的調節
能力會漸漸減弱，當調適作用不足以
看清楚近物時，就是老花眼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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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症狀
1.早期症狀為看書報時會越拿越遠，

最後眼睛會感到疲勞不堪

2.看報章雜誌等字小的文章時，模糊不清

3.閱讀或近距離工作時，

眼睛易疲勞、酸痛，

偶爾會有頭痛現象

4.需縫衣物時，

穿針引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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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須知
1.戴老花眼鏡是改善視力最好的方法：

若症狀影響日常生活，就需準備一副

老花眼鏡，以備日常所需

2.健康生活習慣：均衡飲食、適當的運動

與休息，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況，

是延緩老化最好的方法

3.四十歲以上，每年定期至眼科檢查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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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白內障
白內障是眼球內部的水晶體

出現混濁的現象，導致視力的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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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內障常見症狀
1.主要症狀為漸進式的視力模糊，減

退速度依個人情況而不同

2.明暗對比不易分辨、色調改變、物
體顏色變得昏暗

3.有複視、畏光、夜間炫光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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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內障如何治療？
一定非手術不可嗎？

1.白內障早期可以配戴遠用或近用眼鏡

矯正及改善視力以應付日常生活之需

2.藥物治療沒有確定的療效，

且無法根除白內障

3.唯一直接而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利用

手術將白內障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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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內障可以預防嗎？
老年性白內障雖無法有效預防，

外出時可配戴隔絕紫外線的太陽眼鏡；

適量的攝取富含抗氧化
成分之深綠色及深黃色
蔬菜水果，補充維生素
A、C、E；避免抽煙，
可以減少白內障產生或
惡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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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

 青光眼是眼科疾病中導致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35歲以上的年齡層有百分之二的人們因此視
力受到威脅，但若早期診斷出來，由青光眼引
起的失明幾乎是可以預防的。

 眼科醫師可在定期檢查中篩檢出青光眼並加以
治療。因此，成年人如果年齡大於35歲，必須
每２至３年接受檢查，確定是否患有青光眼



 眼壓維持恆定為保持眼球呈現完整球型的需要，
主要乃靠房水的產生與循環排出維持順暢與恆
定。

眼壓與房水循環

http://www.youtube.com/watch_popup?v=SvMRmfFwN_c&vq=medium#t=12


甚麼是青光眼? 
 青光眼是由於眼球壓力(眼壓 intraocular pressure 

IOP)過高而造成眼後房視網膜及視神經上纖維逐
漸毀壞的一種眼疾。患者的視野會慢慢由正常減
退至只剩下中央部份。若沒有適當治療，便會視
力下降，甚至有可能失明。由於青光眼早期病徵
並不明顯，故青光眼又稱作「視力小偷」。

 青光眼病的「青光」命名，原意是指古時病人患
有青光眼末期時，以光線直接投射到瞳孔裡，可
以看到像愛琴海般的藍綠色的反光，故以此為名。



隅角開放性青光眼

 在歐美是最被熟悉的青光眼，這種小樑組織因
老化而漸進式非完全性的阻塞，經過一段時間
後才造成眼壓的緩慢上升，就如無形殺手一樣，
患者常常在視神經受到嚴重損害後才在眼科被
診斷出來，因為病人初期通常沒有症狀，末期
也是因視力及視野嚴重受損後才來找醫師。所
以診斷這一型青光眼的最好方法是四十歲以後
每年定期做眼睛檢查。



隅角閉鎖性青光眼

 東方人比較多，目前在台灣仍常常見到此種型
態的青光眼，其發生原因與眼睛結構有關，即
角膜與虹膜之間的前房距離較短淺，虹膜或水
晶體較往前突出，眼睛前後徑較短或是眼前部
的結構異常等，這型的青光眼比較會急性發作，
特別是晚上時間，通常小樑組織被虹膜周邊阻
塞造成房水蓄積眼壓急驟上升，臨床上稱之為
急性隅角閉鎖性青光眼。



何謂飛蚊症

 有時在你的視野中，看到一些移動物體，如小
斑點、小蟲、塵埃就稱飛蚊症。尤其當你看一
片平坦的背景，如黑板、藍天時它們常會出現。
實際上，飛蚊症是玻璃體（充滿眼球中，像膠
狀一樣的液體）中微小叢聚之凝膠或細胞碎片，
投影在視網膜（對光敏感的眼球內層）上造成
的。當你的眼球作上下左右的移動時，會造成
玻璃體流動，而可使飛蚊飛來飛去。



飛蚊症造成之原因

 人到了中年，玻璃體凝膠會發生變性，這常會
造成飛蚊症。眼內玻璃體凝膠摩擦或牽引視網
膜時，常會造成閃光或閃電等幻影。飛蚊症也
常發生在近視或曾接受過白內障手術和雷射手
術之人們。無論他出現是小點狀、圓形、線形、
塵埃或蜘蛛網等各形狀，它可能是一種警告，
尤其是突然出現時。然而，它們常常是不必擔
心的，可能是年齡成長的必經過程。



飛蚊症的嚴重性

 我們知道玻璃體覆蓋了視網膜表面。有時，因
變性玻璃體之牽引，視網膜會撕裂，這會造成
眼內少量出血，而可能出現一群新的飛蚊。視
網膜撕裂可能是嚴重的，它可演變成視網膜剝
離。若突然發生閃光且伴隨一大堆飛蚊症，並
有視野的部分喪失時，應迅速讓眼科醫師做眼
睛檢查，瞳孔用葯後放大後，仔細的觀察視網
膜和玻璃體，決定是否有發生視網膜撕裂或剝
離。



乾眼症

 何謂乾眼症:

眼睛淚液分泌量不足夠、分佈不均勻或是淚
液過度蒸發，而造成淚液無法適當的保持在眼
球表面上，來濕潤眼球所造成的。

 乾眼症的症狀

眼睛覺得乾燥、充血、刺痛、灼熱、癢感、
黏滯、流淚、視力模糊等不舒服的感覺。



造成乾眼之原因

荷爾蒙的不平衡

維生素A不足

外傷

眼球表面細菌或病毒感染

膠原蛋白及自體免疫疾病



造成乾眼之原因

隱形眼鏡之配戴

夜間兔眼

眼瞼異常

環境因子 - 空氣污染

- 冷氣空調

- 化學煙霧



乾眼症

藥物治療：

 使用人工淚液、凝膠、藥膏等來潤濕保護眼球
表面外

 淚管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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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

老年性黃斑部病
變患者

有關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黃斑部病變是一種視網膜的疾病

•隨著年齡增長, 發生率大幅提高

•老年人視力退化及失明主要原因

•好發年齡約 65歲

•約有 1/ 10 的發生率

•惡化速度相當快, 若沒積極治療,

90% 患者的視力可能惡化到 < 0.1,

達到法定失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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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因素導致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年齡
遺傳因素 (基因) 抽菸

高血壓或心血管疾病 長時間曝曬陽光

性別
(女性患病機率較高)



什麼是黃斑部？

 您現在正用您的黃斑部閱讀這份簡報。

 黃斑部就是視網膜正中心部位的稱呼，因

為這個部位含有黃色色素而得名。而視網

膜則是眼睛內層光敏感組織，作用很像是

相機裡的底片。黃斑部為視網膜上負責微

細中心視力，以及大部分色彩視力的部位

；也就是說此部位和您閱讀、辨識、駕車

，以及所有其他需要精密視力活動的能力

直接相關。 眼底正面圖(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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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黃斑部?

黃斑部是眼睛視網膜中最重要的部位

• 位於眼球後之正中心

• 視力最敏銳、最重要的區域

• 掌管精確的視力、辨色力、光亮適應等
三大功能

黃斑部功能:
•辨識東西的型態和顏色
•辨識臉孔
•閱讀
•寫字
•開車

當兩眼對準某物體
時, 其實就是靠黃斑
部去「抓住」所要
看的東西, 眼睛才不
至飄來飄去



樺瑩機構
TAIWAN HWA-IN

MPS ll

黃斑部色素層檢測儀
(Macular Pigment Screener II)



黃斑部

黃斑部是位於視網膜中心的一個小區域

負責我們的視覺中樞，閱讀、辨識物體、色彩辨別及精細工作視力

中心視力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黃斑部色素層(macular pigment , MP)

低的黃斑色素層(MP)的風險?

較薄的MP，高能量的藍色光進入視網膜會造成較多的傷害，容易引起
黃斑部病變(AMD)，最嚴重會導致失明

人體並無法自行製造MP，唯一來源是經由食物接收

黃斑色素層的保護機制 ?

主要是藉由吸收對視網膜有害的藍光，且同時扮演抗氧化物質的角色
就像是眼睛裡的太陽眼鏡



黃 斑 色 素 層 檢 測 儀
(Macular Pigment Screener)MPS II -

MPSll 是一部可以測量出黃斑部色素層的光學密度(macular pigment optical 

density)

能夠早期偵測出易得到老年性黃斑部病變(AMD)風險的人

可攜式檢測設備，快速準確地測量黃斑部色素層密度

無需散瞳、無危害，最新LED技術，沒有後遺症

非接觸式，平均每眼90秒，測試者可立即得到結果並獲得解釋說明

使用獨特的原理，異色閃爍式光度法(Heterochromatic Flicker Photometry;HFP)

此產品已獲得 CE/FDA/衛署醫器輸壹 字第 012847 號的認證



ADVANCED THERAPEUTICS DEMAND ADVANCE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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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斑色素 -不足
MPOD is very low

補充、配戴濾藍光鏡片，降低藍光的傷害
Take Supplements and wear lenses to reduce blue light

黃斑色素 -偏低
MPOD is quite low 

建議補充 /濾藍光鏡片
Take Supplements if 1 key risk factor is present. Wear lenses to reduce blue light

黃斑色素 -普通
MPOD is good

建議補充 /濾藍光鏡片
(如有1個重要危險因子或2個其他危險因子 )

Take supplements/wear lenses to reduce blue light if at least 2 risk factors (1 key) are present

黃斑色素 -充足
MPOD is very good

不需要採取補充
No need to take supplements

其他危險因子：
OTHER RISK FACTORS

糖尿病、身體質量指數(BMI)、長時間日曬、淺色瞳孔
Diabetes, BMI>25, sun exposure, light eye colour

重要危險因子：
KEY RISK FACTORS

抽菸、黃斑部病變家族史、玻璃膜疣
Smoking, family history, soft drusen



自由基 (Free Radicals)

 帶未成對電子的活性氧物
質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 ROS) 。

 化學性相當活潑，可和體
內許多重要成份，如 : 蛋
白質、核酸、醣類或脂肪
，尤其是細胞膜上的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進行反應，
導致人體的氧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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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護眼保健大作戰

如何保健我們的眼睛及
護眼營養素



葉黃素、玉米黃素
 葉黃素、玉米黃素屬於類胡蘿蔔的一種

 葉黃素存在桿狀細胞表層(負責夜間視覺)。

 如：菠菜、芥蘭菜、南瓜、綠色花椰菜、奇異果
等、 枸杞。

奇異果南瓜芥蘭菜菠菜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j5qfRMylsB3SB21gt./SIG=128osf0qp/EXP=1291189113/**http%3A//pic.newssc.org/0/10/25/79/10257954_860392.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j5qfRMylsB3SB21gt./SIG=128osf0qp/EXP=1291189113/**http%3A//pic.newssc.org/0/10/25/79/10257954_860392.jpg


DHA魚油
 DHA魚油存在於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表層，對

於神經系統和視網膜發育有影響，在發育期一

定要足量攝取。

 如：鮭魚、鮪魚、鯖魚等深海魚。

鯖魚鮭魚 鮪魚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mrT_dMw0kBFTt21gt./SIG=12obrglgr/EXP=1291362603/**http%3A//p9.p.pixnet.net/albums/userpics/9/9/1825099/4a7aedbebec54.jpg
http://tw.wrs.yahoo.com/_ylt=A3eg8_mrT_dMw0kBFTt21gt./SIG=12obrglgr/EXP=1291362603/**http%3A//p9.p.pixnet.net/albums/userpics/9/9/1825099/4a7aedbebec54.jpg


蝦紅素Astaxanthin

 蝦紅素屬於類胡蘿蔔的一種，無法從體內合成；必須
從食物中攝取。

 主要存在雨生紅球藻(每1公斤乾重量含30公克蝦紅素)、
紅酵母、甲殼類、鮭魚(每公斤平均含5毫克蝦紅素)。

 能進入細胞內、通過血腦障壁和血視網膜屏障之

抗氧化營養素，可以保護全身器官(特別是:中樞神經
和眼睛)、皮膚免受於自由基之傷害。

可預防眼睛受到氧化壓力傷害及抗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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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Astaxanthin

蝦紅素的護眼功效和研究







全方位抗老~蝦紅素



蝦紅素可通過血視網膜障壁存在於
中心小窩(Fovea) :決定視覺清晰
錐狀細胞(cone cell):負責日間視覺

葉黃素存在桿狀細胞
表層(負責夜間視覺)

DHA魚油存在於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表層





蝦紅素為何優於葉黃素?
抗氧化力最強~為葉黃素2.75倍(Single Oxygen Quenching)。

直接穿越細胞膜內外。

可通過血腦障壁和血視網膜屏障，比葉黃素較易集中在黃

斑部中央處的中心小窩(決定視覺清晰)和錐狀細胞(負責日

間視覺)。

可吸收UVB中波長紫外線:減少陽光對眼睛的傷害。

抑制體內發炎物質產生。

減少DNA 損傷。

對眼睛全方位保護：

減少光誘發性傷害、光受體細胞損傷、

神經節細胞損傷、神經元損傷、發炎性損傷。

Nature Astaxanthin By Bob Capelli with Geald.Cysewski,PhD



狀態 結果 研究論文

眼睛疲勞、視力模糊、複
視

每天5毫克蝦紅素4週後受試者眼睛疲勞
次數降低了46%

Nagaki,et al, 

2002

眼睛疲勞 每天補充4毫克蝦紅素有正面效果，
12毫克結果更理想

Nakamura,et al, 

2004

視力參數(黃斑色素濃度、
波前相差、光散射、對比
敏銳度評估等)

40位受試者分成安慰劑組和治療組，
治療組服用6毫克蝦紅素連續4週，
改善視力參數。

Nitta,et al, 2005

眼睛痠痛、乾澀、疲勞和
視力模糊

每天6毫克蝦紅素連續4週能減少眼睛痠
痛、乾澀、疲勞和視力模糊

Shiratori,et al, 

2005；agaki,et 

al,2006

眼睛健康沒有疲勞徵兆 視覺刺激來誘發眼睛疲勞，而結果發現
治療組的恢復比較快。證實天然蝦紅素
可以作為預防健康的人產生眼睛疲勞。

Takahashi and 

Kajita et al,2005

視力(看見細節的能力)和
深度知覺:例如開車時判斷
兩車的距離、伸手拿遠距
離杯子時都需要判斷深度。

20歲健康男性。治療組每天給予
6毫克蝦紅素持續4週。經測量不同視力
參數之後發現，視力顯著改善和深度知
覺顯著改善(46%)。

Sawaki,et al, 

2002

視網膜微血管血流 18位受試者每天6毫克蝦紅素4週之後改
善視網膜微血管血流。

Yasunori, N,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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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紅素~針對眼睛臨床實證
蝦紅素對眼睛健康效應優於葉黃素



蝦紅素Astaxanthin與眼睛保護作用
的最新研究論文

1.天然蝦紅素可以對抗因強光造成的視網膜傷害
J Pharmacol Sci 123, 209-218 (2013)

(上班族, 3C愛用者, 經常陽光下活動者) 

2.天然蝦紅素可以提升眼球脈絡膜血流速度
Graefes Arch Clin Exp Ophthalmol (2012) 250: 239-245

(高度近視者, 青光眼患者)  

3.天然蝦紅素可以減少因眼壓大而造成視網膜傷害
Regulatory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58(2010) 121-130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 青光眼患者, 高度近視者)

4.天然蝦紅素併用於老年型黃斑部病變的2年實驗結果顯示對於
眼睛敏銳度的維持, 視覺調節力的提升及視覺功能優於對照組
Eur J Ophthalmol 2012 ; 22(2) : 216-225

(視覺常模糊, 眼睛易乾澀疲勞者, 延緩黃斑部病變惡化)



結論:  蝦紅素因其抗氧化作用可以有對抗因強光造成的視網膜傷害的保護作用





結論: 蝦紅素每天12毫克(mg) 食用4週後, 實驗結果顯示
可以提升眼球脈絡膜血流速度





結論: 蝦紅素證實有可以減少因眼壓增加造成的視網膜傷害的保護作用





結論: 對於老年型黃斑部病變的蝦紅素併用組2年實驗結果顯示對於
眼睛敏銳度的維持, 視覺調節力的提升及視覺功能優於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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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B: Dry AMD O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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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C: Dry AMD OS>OD

蝦紅素護眼研究
Astaxanthin Treated 3 Months Pilot Study 2015

3個月(Astaxanthin12mg/day)結果顯示:對於AMD病患MPS II的數值明顯提升，
顯示蝦紅素提升了眼睛的保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