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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手

媽媽手常見的症狀
　　拇指兩條肌腱的發炎進一步造成手腕外側(拇

指側)的疼痛，有些人會伴隨痙攣、壓痛、灼熱感

以及腫脹，嚴重時甚至會有抓握困難的現象發生

。拇指和手腕的活動往往會使疼痛加劇，有些人

疼痛會傳遞到到拇指或前臂。

媽媽手的成因與好發族群
　　目前醫界對於媽媽手的成因尚未有定論，國

外的研究發現腕部反覆彎曲或活動的工作(例如，

轉螺絲、數鈔票或大量使用滑鼠)可能是好發原因

，而反覆腕部活動也與許多家事相關(例如，抱小

孩、切菜、擦洗物品、搬重物、園藝、收割和除

草等)。統計結果顯示女性也比男性更為常見，時

常會發生在懷孕期間或是懷孕生產過後的新手媽

媽。因為與做家事相關和好發於媽媽，正是狄奎

凡氏症被稱作媽媽手的主要原因。

媽媽手的診斷
　　媽媽手以往是根據病史和理學檢查在臨床上

診斷出來的，臨床有些疾病可能會與媽媽手有相

似的表現(例如、拇指關節炎與周邊神經壓迫等)

，但隨著醫療儀器的進步，在復健科診間，可以

透過超音波檢查來確診是否為媽媽手，超音波可

以即時觀察滑囊旁邊是否因積水而腫脹，或是有

急性發炎的現象。

治療方式
1.休息與配戴副木

急性期可透過休息以減緩發炎症狀，治療師會

依病人的手製作合適的副木，將發炎的拇指擺

位在放鬆的姿勢，減少患部出力的動作。

2.藥物治療

消炎止痛藥有助於減輕疼痛並抑制患處的發炎

現象。

3.物理治療

物理儀器治療可減輕炎症和疼痛並促進癒合：

超音波、短波、低週波與雷射。

4.注射治療

超音波導引注射低劑量類固醇在發炎的肌腱周

遭，可以抑制急性的發炎，但因較具侵入性，

有些醫生會建議上述三種保守治療無效後才考

慮注射。

溫馨五月，舉家歡慶母親節，慰勞媽媽

平時的辛勞。在眾多門診常見的疾病當中

，有個疾病的俗稱就跟媽媽有關聯，那就是「媽媽手」，

媽媽手的正式醫學名稱為「狄奎凡氏症」(De Quervain syndrome)，是由一位瑞士

外科醫生(Fritz de Quervain)於1895年首次描述了病況而命名，這個疾病是指兩條控

制拇指的肌腱及外層腱鞘的發炎現象。



　　根據統計，在西元前一千年，人類的壽命只

有18年；在西元前一百年，也就是羅馬帝國凱撒

大帝統治時期，人類的壽命只有25年。在1900年

，根據美國統計，人類壽命也只達49年。但到了

2005年，人類平均壽命，男性可達83年，女性則

已達85年。目前高齡的普遍定義為65歲以上，根

據目前統計，9成的人皆會進入高齡。

　　早在1990年已有學者提出疾病的三個不同階

段。在20世紀早期，如何治療急性傳染疾病是醫

師和科學家主要努力的目標，也因為成功的控制

傳染病，人類的壽命得以延長。第二個階段的疾

病主要則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目前治療方式也

已日新月異。現如今則是慢慢的進入第三個階段

，老化而衍生出來的疾病。第三個階段也是最複

雜的階段，不再像是第一階段找出病因並治療它

，而是需要結合醫療、心理和社會的資源來處理

文 / 梁玉惠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更年期的處理正是如此。如何讓更年期婦女在

未來的高齡日子裡，健康、無病痛的活著，是在

處理更年期症狀時最大的目標。

　　停經的定義為連續12個月無月經和抽血顯示

高促性腺素功能升高性機能減退。不規則的月經

週期是停經過度期唯一一個客觀指標。月經週期

在每個女性都不一樣，是根據濾泡成長的速率和

品質來決定。平均來說，生殖能力在37-38歲開始

下降，更年期則發生在13年後（平均51歲）。不

排卵的週期大部分發生在20歲以前和40歲以後。

根據澳洲研究的統計，當月經間隔超過42天，可

預期在1到2年後停經。約有1成的女性在45歲停

經，原因不明，推測或許跟卵巢大小和卵子數量

相關。當卵子數量少於一定閥值，大約1000顆，

即會進入停經，跟年紀無關。

　　跟以往研究相反，雌激素並不會在快停經時

下降，反而是維持在正常範圍甚至稍微上升的狀

態。這其實很容易理解，當卵巢內濾泡減少時，

抑制素因此減少，失去負回饋抑制到腦下垂體，

濾泡刺激素因此而上升，進而刺激剩下的濾泡分

泌雌激素。但由於剩下可接受刺激的濾泡顆數每

個週期不一，因此分泌出來的雌激素量也不穩定

，因此在圍停經期階段雌激素濃度並不穩定。早

期的研究顯示，抑制素的濃度在濾泡內是固定的

，與年紀並不相關，因此濾泡的顆數是決定抑制

素濃度的原因。

　　月經不規則通常是最先注意到的更年期症狀

，根據統計，平均發生年紀是46歲。以目前的研

究顯示，停經年紀的中位數是在51—52歲。目前

只有一個確定會導致提早停經的因素──抽菸。

抽菸會導致婦女提早停經約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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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更年期了嗎？
停經（Menopause）：

希臘語，men = month，pausis = cessation。

卵巢功能的喪失進而造成月經永久停止。

更年期（Climateric）：

指的是從生殖後期進入到停經、停經後期。

圍停經期（Perimenopause）：

是為月經週期開始不規則一直到停經後一年。

　　更年期並不應該視為一個特定疾病，並不是

每個人都會出現更年期的症狀。更年期症狀若是

輕微、經由生活作息調整後可改善、不影響生活

品質，則無須使用荷爾蒙藥物治療。然而若症狀

影響生活品質和交際，則建議尋求專業的醫療協

助。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提供每星期二、星期四

下午婦女整合門診，為各位有需要的婦女提供不

同年齡層所需要的檢查，更年期的檢查也包含在

內。若身體有任何症狀，建議提早了解和注意自

己的身體變化，並接受醫療介入，以提高未來生

活品質和降低未來醫療和社會成本。



　　根據統計，在西元前一千年，人類的壽命只

有18年；在西元前一百年，也就是羅馬帝國凱撒

大帝統治時期，人類的壽命只有25年。在1900年

，根據美國統計，人類壽命也只達49年。但到了

2005年，人類平均壽命，男性可達83年，女性則

已達85年。目前高齡的普遍定義為65歲以上，根

據目前統計，9成的人皆會進入高齡。

　　早在1990年已有學者提出疾病的三個不同階

段。在20世紀早期，如何治療急性傳染疾病是醫

師和科學家主要努力的目標，也因為成功的控制

傳染病，人類的壽命得以延長。第二個階段的疾

病主要則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目前治療方式也

已日新月異。現如今則是慢慢的進入第三個階段

，老化而衍生出來的疾病。第三個階段也是最複

雜的階段，不再像是第一階段找出病因並治療它

，而是需要結合醫療、心理和社會的資源來處理

。更年期的處理正是如此。如何讓更年期婦女在

未來的高齡日子裡，健康、無病痛的活著，是在

處理更年期症狀時最大的目標。

　　停經的定義為連續12個月無月經和抽血顯示

高促性腺素功能升高性機能減退。不規則的月經

週期是停經過度期唯一一個客觀指標。月經週期

在每個女性都不一樣，是根據濾泡成長的速率和

品質來決定。平均來說，生殖能力在37-38歲開始

下降，更年期則發生在13年後（平均51歲）。不

排卵的週期大部分發生在20歲以前和40歲以後。

根據澳洲研究的統計，當月經間隔超過42天，可

預期在1到2年後停經。約有1成的女性在45歲停

經，原因不明，推測或許跟卵巢大小和卵子數量

相關。當卵子數量少於一定閥值，大約1000顆，

即會進入停經，跟年紀無關。

　　跟以往研究相反，雌激素並不會在快停經時

下降，反而是維持在正常範圍甚至稍微上升的狀

態。這其實很容易理解，當卵巢內濾泡減少時，

抑制素因此減少，失去負回饋抑制到腦下垂體，

濾泡刺激素因此而上升，進而刺激剩下的濾泡分

泌雌激素。但由於剩下可接受刺激的濾泡顆數每

個週期不一，因此分泌出來的雌激素量也不穩定

，因此在圍停經期階段雌激素濃度並不穩定。早

期的研究顯示，抑制素的濃度在濾泡內是固定的

，與年紀並不相關，因此濾泡的顆數是決定抑制

素濃度的原因。

　　月經不規則通常是最先注意到的更年期症狀

，根據統計，平均發生年紀是46歲。以目前的研

究顯示，停經年紀的中位數是在51—52歲。目前

只有一個確定會導致提早停經的因素──抽菸。

抽菸會導致婦女提早停經約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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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年期並不應該視為一個特定疾病，並不是

每個人都會出現更年期的症狀。更年期症狀若是

輕微、經由生活作息調整後可改善、不影響生活

品質，則無須使用荷爾蒙藥物治療。然而若症狀

影響生活品質和交際，則建議尋求專業的醫療協

助。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提供每星期二、星期四

下午婦女整合門診，為各位有需要的婦女提供不

同年齡層所需要的檢查，更年期的檢查也包含在

內。若身體有任何症狀，建議提早了解和注意自

己的身體變化，並接受醫療介入，以提高未來生

活品質和降低未來醫療和社會成本。

‧月經期的改變：不排卵、不孕、月經量減少

或增加、月經不規則、停經。

‧血管舒縮不穩定：熱潮紅、盜汗。

‧萎縮性症狀：生殖泌尿道上皮細胞萎縮造成

的性交疼痛。

‧長期缺乏雌激素所導致的疾病：骨質疏鬆和

心血管疾病。

停經後因卵巢分泌不足所導致的變化包含：

‧病史詢問。
‧血壓、脈搏、體重、BMI、乳房和骨盆腔的檢查。
‧甲狀腺功能檢查。
‧大腸鏡檢查，在沒有家族史的人當中，大於50歲建議做檢查，之後10年1次，直到75歲。
‧慢性疾病的篩檢：高血脂、高血壓、糖尿病等。

建議停經後女性更愛惜自己，每年做例行性健康檢查，檢查應包含：



文 / 陳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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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尿失禁的致病機轉與治療方式不同，也有部分病人是

混合型尿失禁，須由醫師仔細評估診斷與選擇適合的治療

方式。

應力性尿失禁一定需要手術治療嗎？

　　通常要看病人漏尿的嚴重程度與對治療的期待而定，如

果病人一年中只是幾次重感冒咳嗽打噴嚏而漏尿，通常可以

使用保守療法(例如凱格爾運動) ，而目前並沒有有效藥物可

以治療應力性尿失禁，但如果已經是每天漏尿需要使用棉墊

，甚至連走路都會漏尿，而嚴重影響到生活品質與社交生活

就可以考慮手術治療。

尿道中段懸吊術介紹

　　應力性尿失禁手術治療近10幾年來有很大的改變，傳統

的尿失禁手術是由下腹部開刀或腹腔鏡手術，傷口較大，手

術及住院時間長，現在使用中斷尿道懸吊手術，治療效果在

十年的追蹤中有80%-90%的治癒率，大大減少手術的時間

及術後疼痛，目前微創尿道中段懸吊術已成為主流趨勢。尿

道中段懸吊術主要的原理是在尿道中段的地方使用人工網膜

懸吊，在腹壓用力時增加尿道閉鎖壓力，進而避免漏尿情形

發生。

尿道中段懸吊術有什麼併發症？

　　大約5-7%病人會在術後會有暫時性的解尿困難。永久

性的解尿困難並不常見。膀胱穿孔的機率為0.6%。人工網

膜移位的機率為2.09%。約有16.3%病人術後會有大腿內側

疼痛情形，但多數病人症狀隨著時間好轉，基本上術後6個

月後依然有大腿內側疼痛情形並不常見。以上這些可能的併

發症基本上都可以經由適當的治療而痊癒。

尿道中段懸吊術是不是一勞永逸？

　　手術並非一勞永逸，手術後的保養照顧也十分重要，術

後保養包括透過骨盆底運動抵抗骨盆腔肌肉鬆弛。術後4-6

周也要避免性行為，才不會讓治療效果減低。

醫 學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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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尿失禁治療

什麼是應力性尿失禁?

　　女性尿失禁可以大概分成兩種類型，分別為

急迫性尿失禁與應力性尿失禁，應力性尿失禁的發

生率為5%-10%，隨著年紀增加發生率也隨著增加，

應力性尿失禁是指腹壓增加時(例如咳嗽、打噴嚏、

搬重物、大笑、甚至是跑步走路)有漏尿的情形產生

。而急迫性尿失禁的典型症狀是尿急忍不住而漏尿，

63歲陳女士，約從10年前開始覺得咳嗽或打噴嚏時

會漏尿，隨著時間漏尿的情形越來越嚴重，近年來

甚至連走路或跑步都會漏尿，導致每天必須使用棉

墊，並且時常發生泌尿道感染與陰道感染，陳女士

也因此無法與朋友出門爬山，甚至害怕漏尿的味道

會給他人帶來困擾，許多社交活動也都拒絕參與，

在經過長時間的困擾後，陳女士終於鼓起勇氣來到

婦產科門診求助，經由醫師評估後，診斷為應力性

尿失禁，進而接受微創尿道中段懸吊手術治療。而

陳女士在接受完微創尿道中段懸吊術後一週，解尿

順暢並且無漏尿情形，完全不需要再使用棉墊，反

覆性陰道感染與泌尿道感染也不再發生，生活品質

得到很大的提升，也不會因此拒絕和朋友的邀約。



兩種尿失禁的致病機轉與治療方式不同，也有部分病人是

混合型尿失禁，須由醫師仔細評估診斷與選擇適合的治療

方式。

應力性尿失禁一定需要手術治療嗎？

　　通常要看病人漏尿的嚴重程度與對治療的期待而定，如

果病人一年中只是幾次重感冒咳嗽打噴嚏而漏尿，通常可以

使用保守療法(例如凱格爾運動) ，而目前並沒有有效藥物可

以治療應力性尿失禁，但如果已經是每天漏尿需要使用棉墊

，甚至連走路都會漏尿，而嚴重影響到生活品質與社交生活

就可以考慮手術治療。

尿道中段懸吊術介紹

　　應力性尿失禁手術治療近10幾年來有很大的改變，傳統

的尿失禁手術是由下腹部開刀或腹腔鏡手術，傷口較大，手

術及住院時間長，現在使用中斷尿道懸吊手術，治療效果在

十年的追蹤中有80%-90%的治癒率，大大減少手術的時間

及術後疼痛，目前微創尿道中段懸吊術已成為主流趨勢。尿

道中段懸吊術主要的原理是在尿道中段的地方使用人工網膜

懸吊，在腹壓用力時增加尿道閉鎖壓力，進而避免漏尿情形

發生。

尿道中段懸吊術有什麼併發症？

　　大約5-7%病人會在術後會有暫時性的解尿困難。永久

性的解尿困難並不常見。膀胱穿孔的機率為0.6%。人工網

膜移位的機率為2.09%。約有16.3%病人術後會有大腿內側

疼痛情形，但多數病人症狀隨著時間好轉，基本上術後6個

月後依然有大腿內側疼痛情形並不常見。以上這些可能的併

發症基本上都可以經由適當的治療而痊癒。

尿道中段懸吊術是不是一勞永逸？

　　手術並非一勞永逸，手術後的保養照顧也十分重要，術

後保養包括透過骨盆底運動抵抗骨盆腔肌肉鬆弛。術後4-6

周也要避免性行為，才不會讓治療效果減低。

醫 學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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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應力性尿失禁?

　　女性尿失禁可以大概分成兩種類型，分別為

急迫性尿失禁與應力性尿失禁，應力性尿失禁的發

生率為5%-10%，隨著年紀增加發生率也隨著增加，

應力性尿失禁是指腹壓增加時(例如咳嗽、打噴嚏、

搬重物、大笑、甚至是跑步走路)有漏尿的情形產生

。而急迫性尿失禁的典型症狀是尿急忍不住而漏尿，

凱格爾運動

藉由主動式的收縮肛門、陰道、

尿道周圍的肌肉進而強化整體骨

盆底肌肉的強度與張力。

1.

2.

3.

為了能正確訓練到骨盆底

肌肉，一剛開始訓練時，

先將乾淨的食指或中指放

到陰道內嘗試做"停住小便"

或"練習忍住大便的動作而

夾住肛門"的動作，若能感

到手指被陰道肌肉夾緊，

即表示訓練到正確的骨盆

底肌肉群，並記住此停住

小便的方式與感覺。

在任何時候都可操作"停住

小便"或者"練習忍住大便的

動作而夾住肛門"的運動，

但儘量不要反覆在解尿時

如此執行，會造成膀胱的

損傷。

開始執行運動時，從最初

維持2-3秒漸進式延長至維

持10秒，每天重複做至少

40次，持續以此方式訓練

２個月以上即可漸漸看到

成效。

Kegel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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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髮知多少

“醫師啊！我最近掉頭髮掉好多，我好

害怕，怎麼辦？會不會頭髮就掉光，以

後就沒頭髮了？還有毛囊嗎？會不會掉

頭髮掉到沒有毛囊了”

諸如此類的落髮問題總是困擾著病患，

但到底有哪些因素是需要考慮的呢？

素。缺乏部分金屬元素，例如說鋅或是鐵，

長期下來，都有可能導致落髮加劇。同理，

因為經血若長期量比較大且不規則，就有可

能影響到鐵，也會導致落髮加劇。

是否頭皮會癢？有頭皮屑？
　　頭皮會癢、會注意到有頭皮屑，常是由

於脂漏性皮膚炎所導致，若發炎情況太嚴重

也會導致落髮。但頭皮發炎的部分，也需注

意是否是乾癬這個免疫疾病所導致。

　　頭髮生長周期有分為生長期，靜止期以

及休止期。生長期長達2至6年，靜止期是大

約2至6周，至於休止期是3至4個月，休止期

後頭髮會被推出毛囊後脫落。休止期頭髮占

總數大約10%，任何因素導致休止期頭髮增

加，稱為休止期落髮。一般急性落髮，大多

是休止期落髮。所謂臨床上定義的大量落髮

，其實是指落髮量大於整體髮量的25%。但

其實在這之前，病人常就能自覺掉髮量增加，而前來就診。一般來說，女性占多

數，根據過去的研究顯示可能跟荷爾蒙有關，例如說月經來臨及排卵可能會影響

。雖然壓力是無法量化的，但壓力的確會造成落髮。近期有重大家庭變故，接受

手術，懷孕，體重短期內大幅減輕，營養不良，有甲狀腺相關疾病等，都可能造

成休止期落髮。此外，有許多藥物都可能與休止期落髮相關，故務必告知醫師現

在正在服用的藥物以供參考。一般人一天的落髮量約為50至100根，若是休止期

落髮可能達上百根。是否是急性落髮可由醫師進行抓髮測試(Hair pull test)來判定

。至於是否還有毛囊這個病患常問的問題，端視是否是疤痕性落髮，若是疤痕性

落髮，確實會導致毛囊周圍發炎，造成周圍軟組織纖維化並形成疤痕組織。若

形成疤痕組織，毛囊會受到嚴重破壞，因而該區域無法再長頭髮。幸好，

大多數常見的落髮問題多為非疤痕性落髮，經過適當的治療就能再長出

頭髮。圓禿(又名鬼剃頭)則為另一個常見的急性落髮原因。圓禿為一自

體免疫疾病，因淋巴球攻擊自身的毛囊，造成毛囊發炎且落髮。目前有

包括類固醇治療(施打，塗抹)，局部免疫治療，以及最近較熱門的小分

子藥物治療等方式。早期治療能有較好的療效，但圓禿常會反覆發作，

故需要定期追蹤。

結語
　　落髮的原因很多，當病患遇到落髮問題時，切勿驚慌，儘快來醫院

就診並接受檢查，大多的落髮問題都能獲得改善，就不用再望著掉下的

頭髮興嘆！

掉了多久？
　　許多人常表示掉頭髮掉很久了，但到底是多

久，是幾天，幾個月或幾年，意義上都大不相同

。急性落髮，不論是圓形禿，休止期落髮等，一

般不會超過幾個月。至於雄性禿等較慢性的問題

，往往就可能會注意到好幾年。

是否之前有類似的狀況？是否之前有接受
治療？是否有家族史？
　　一般慢性的問題，應該會是持續性的。若是

急性落髮，原因去除比較會自然改善。至於之前

接受何種治療以及療效如何，也是很重要需要考

量的因素。例如說許多人會在就診前，自行購買

含minoxidil成份的生髮水，但擦得方法不對或是

頻率不高，甚或是落髮的原因本來就不是靠此生

髮水治療等因素，都是需要去了解的。至於是否

有家族史，這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因為家族裡有

自體免疫疾病的問題，或是家族有雄性禿的基因

，都可以導致患者有類似的狀況發生。

是否有吃素？月經是否規則？
    吃素的人因少攝取肉類，導致缺乏一些金屬元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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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就可能會注意到好幾年。

是否之前有類似的狀況？是否之前有接受
治療？是否有家族史？
　　一般慢性的問題，應該會是持續性的。若是

急性落髮，原因去除比較會自然改善。至於之前

接受何種治療以及療效如何，也是很重要需要考

量的因素。例如說許多人會在就診前，自行購買

含minoxidil成份的生髮水，但擦得方法不對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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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免疫疾病的問題，或是家族有雄性禿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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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
形
螨
蟲
與
酒
糟

酒糟(rosacea)是皮膚科門診常見的慢性疾病，病患常有臉部發

紅、發熱、丘疹及膿皰等表現，臨床可分為四種：(1)泛紅血

管擴張型酒糟，(2)丘疹膿皰型酒糟，(3)鼻瘤型酒糟，(4)眼睛

型酒糟。病患可以同時有一種以上的表現，其中又以泛紅血

管擴張型及丘疹膿皰型酒糟最為常見(圖一)。酒糟病患約20%

病患有家族史，其他致病因素包含環境中的誘發因子（熱、

酒精、過度日曬、刺激性飲食等），藥物（外用或口服類固

醇）或微生物等，在與酒糟相關的微生物中，蠕形蟎蟲

(Demodex)的診斷及治療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

　　蠕形蟎蟲是一種小型節肢動物，通常寄生於哺乳類動物的毛囊

及皮脂腺。它並非只存在酒糟患者皮膚病灶，其實在於所有成人的

臉部都可以發現蠕形蟎蟲的蹤跡，最常見於臉部皮膚及睫毛等毛囊

皮脂腺密度較高處。蠕形蟎蟲早在1972年就已被發現有兩種會寄生

於人體，分別為毛囊蠕形蟎(Demodex folliculorum)及皮脂腺蠕形蟎 

(Demodex brevis)，前者多位於毛囊較上層，後者則位於毛囊較下層

之皮脂腺腺體處。蠕形蟎蟲異常增生的現象可以出現在不同類型的

酒糟(圖二)，臨床上有所懷疑時，在皮膚科門診可使用顯微鏡鏡檢

加以確認(圖三)。蠕形蟎蟲的數量又因為檢測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以台灣團隊發表之拇指甲擠蟲法(thumbnail squeezing method) 

[2]為例，若每平方公分的皮膚有大於11隻蠕形蟎蟲則視為有增加，

不論應用在泛紅血管擴張型酒糟及丘疹膿皰型酒糟，此方法均可有

九成左右的靈敏度及特異度。

酒糟成因相當複雜，
治療須多方面著手
1.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減少接觸誘發因

子，建議使用溫和的洗臉產品、

成分單純的保濕劑（如含甘油之

保濕產品）、鎖水劑（如凡士林

，可依膚質調整使用量），以及

適度防曬。保養品應選擇無香料

且成分單純之產品，同時病患須避

免為了緩解酒糟之灼熱感而使用含有

酒精、薄荷醇(menthol)、樟腦(camphor)

等成分之收斂水或化妝水。

2.酒糟常用的藥物治療包含口服doxycycline、

minocycline、tetracycline、erythromycin、

azithromycin等抗生素，合併外用metronidazole凝

膠或杜鵑花酸(azelaic acid)乳膏等。泛紅血管擴

張型酒糟之病患，外用pimecrolimus 1%乳膏

(Elidel，醫立妥)或brimonidine 0 .33%凝膠

(Mirvaso，敏立紓)亦為有效的選擇，對於持續性

鼻部及雙頰泛紅合併明顯血管擴張的患者，可考

慮搭配染料雷射及脈衝光治療。

3.針對蠕形蟎蟲數量有顯著增加的酒糟，目前可供

選擇之藥物為外用ivermectin 1%乳膏(Soolantra，

舒利達乳膏)、permethrin 5% 乳膏(Permethrin 5% 

w/w Cream，百滅寧乳膏)及crotamiton 10% 藥水

(Ulex lotion，悠力素擦液)，百滅寧乳膏為以上3

種外用藥物中在孕婦安全性最高的選擇。由於蠕

形蟎蟲診斷的提升，加上舒利達乳膏在2017年通

過台灣FDA核准，近年來使用舒利達乳膏治療酒

糟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停藥後

的復發，依照原始臨床試驗設計及仿單建議使用

舒利達4個月後停藥觀察9個月，使用舒利達乳膏

組的復發率為62.7%，使用 metronidazole 0.75% 

乳膏組則為68.4% [3]。臨床上若病患頻繁復發，

在排除明顯的高血脂或肝功能異常，並確認女性

病患近期無懷孕考量之後，使用口服A酸

isotretinoin亦為一有效的治療選擇。不管使用哪

一種治療，希望酒糟病患都能長期與醫師配合，

追蹤觀察並調整用藥，方能達到理想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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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部及雙頰泛紅合併明顯血管擴張的患者，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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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蟎蟲診斷的提升，加上舒利達乳膏在2017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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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有明顯增加的趨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停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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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明顯的高血脂或肝功能異常，並確認女性

病患近期無懷孕考量之後，使用口服A酸

isotretinoin亦為一有效的治療選擇。不管使用哪

一種治療，希望酒糟病患都能長期與醫師配合，

追蹤觀察並調整用藥，方能達到理想的療效。

▲圖一：一例丘疹膿泡型酒糟病患同時可觀察到

泛紅及血管擴張[1]

▲圖三：顯微鏡下之毛囊蠕形蟎(Demodex 

folliculorum
)

▲圖二：蠕形蟎蟲增生引起之丘疹膿泡型酒糟

圖片資料來源及參考文獻
[1]https://dermnetnz.org/topics/rosacea/
[2]H-P Huang, C-K Hsu, J Y-Y Lee. Thumbnail-squeezing method: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assessing Demodex density 

in rosacea. 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 2020 Jul;34(7):e343-e345.
[3]A Taieb , A Khemis , T Ruzicka et al. Maintenance of remission following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papulopustular 

rosacea with ivermectin 1% cream vs. metronidazole 0.75% cream: 36-week extension of the ATTRACT 
randomized study. J Eur Acad Dermatol Venereol. 2016 May;30(5):829-36.



文 

/ 

陳
勇
全

國
泰
綜
合
醫
院
小
兒
科
主
治
醫
師

淺
談
兒
童
心
律
不
整

10

未 來 主 人 翁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小朋友也會有「心律不整」的情況發生，甚至有時候出現在新生

兒或嬰兒時期。爸爸媽媽們如果被告知自己的小孩有心律不整，

往往會很擔心。不過心律不整是一個統稱，若出現心跳不規則、

心跳過快(頻脈)、心跳過慢(緩脈)都稱之為心律不整。有的良性心

律不整可以很單純，沒有症狀也不需治療；有的嚴重心律不整需

要警覺有致命的危險，也需要積極的監測及治療。

　　一般來說，兒童時期心律不整的發生率低於成人時期，而且兒童時

期所發生的心律不整型態也和成人有所不同。在這裡簡介幾個兒童常見

的心律不整型式：

竇性心律不整
　　如果發現心跳會隨著呼吸稍微漸快及漸慢，這是因為人體自律神經

同時支配者心臟和肺臟，所以此為正常的生理現象，沒有症狀也不需

治療。

心房早期收縮 
　　為兒童常見的心律不整，通常沒有症狀，所以常是聽診時或健康檢

查所發現，發生頻率不高的心房早期收縮並不會降低心臟的收縮能力，

因此兒童的生長發育及活動能力不受影響，可安排定期門診追蹤。

心室早期收縮
　　也是兒童健康篩檢時偶爾會發現的心律不整形式，可能沒有

症狀，然而心室早期收縮的孩童需進一步的評估心臟，

例如心臟超音波、24小時霍特心電圖，甚至安排運

動心電圖等。如果心臟結構功能皆無異常，心室

早期收縮發生頻率不高，單一型式的心電圖形

態，運動時心室早期收縮會減少或消失，這樣

的孩童預後較為良好，通常門診追蹤即可。

反之發現心臟有結構或功能異常者，需處理

其心臟的問題。而有症狀或發生頻率過高的

孩童，考慮使用藥物或是心導管介入治療。

上心室頻脈 
　　兒童期最常需要奔波急診室的心律不整，是陣發性上

心室頻脈，通常孩童會有胸悶、心悸、活力不佳或暈眩等

不適感，發病年齡常是一歲內或７至８歲以後。最常見的

原因是心房心室內多了一條副傳導路徑，偶然的情況下發

生心房心室間不斷地迴路傳導，導致心臟快速跳動高達每

分鐘200下左右，此時使用迷走神經刺激（例如冰水袋敷

臉）或服用藥物有機會將迴路中止，若無法停止的上心室

頻脈需就醫來緩解。

　　在學童的心電圖篩檢時，有些小朋友會發現心電圖有副傳導

路徑的蹤跡，稱之為WPW(Wolff-Parkinson-White syndrome)現象

。若長期反覆出現的頻脈，常使孩童生活上產生困擾，可以考

慮實施心導管電燒術或冷凍消融術來解決副傳導路徑，是一個

成功率高的術式。若是無症狀WPW現象的孩童或青少年，可

找小兒心臟電生理醫師評估實施心導管術式的利弊得失。

心室頻脈
　　在兒童時期並不常見，多為心臟結構異常、心肌炎或開

心手術後的病童所發生，症狀可能很嚴重，甚至以休克來表

現。偶有心臟結構正常的兒童也會發生心室頻脈。

心搏過緩
    即心跳過慢的情況，有症狀的孩童會虛弱、蒼白無力，嚴重甚至暈厥。原因可以是心

律的起始點竇房結異常，或是心律傳導中繼點房室結異常。房室結傳導異常可能是先天

性，通常是媽媽本身有自體免疫問題，產生的抗體通過胎盤攻擊胎兒心臟房室結，造成

傳導異常，嚴重者可能胎死腹中，或是出生後需植入心臟節律器。後天性的房室結傳導

異常，可能因為心肌炎或心臟手術後發生，若傷害未能恢復也需要心臟節律器的幫忙。

離子通道病變
　　近年來基因檢測在心律不整上的角色愈發重要，有些先天基因問題導致離子通道病

變，可能會有致命的心律不整發生，「先天延長QT症候群」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隨著

醫療進步，我們在心律不整的診斷及治療上會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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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所發生的心律不整型態也和成人有所不同。在這裡簡介幾個兒童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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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發現心跳會隨著呼吸稍微漸快及漸慢，這是因為人體自律神經

同時支配者心臟和肺臟，所以此為正常的生理現象，沒有症狀也不需

治療。

心房早期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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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心房心室內多了一條副傳導路徑，偶然的情況下發

生心房心室間不斷地迴路傳導，導致心臟快速跳動高達每

分鐘200下左右，此時使用迷走神經刺激（例如冰水袋敷

臉）或服用藥物有機會將迴路中止，若無法停止的上心室

頻脈需就醫來緩解。

　　在學童的心電圖篩檢時，有些小朋友會發現心電圖有副傳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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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實施心導管電燒術或冷凍消融術來解決副傳導路徑，是一個

成功率高的術式。若是無症狀WPW現象的孩童或青少年，可

找小兒心臟電生理醫師評估實施心導管術式的利弊得失。

心室頻脈
　　在兒童時期並不常見，多為心臟結構異常、心肌炎或開

心手術後的病童所發生，症狀可能很嚴重，甚至以休克來表

現。偶有心臟結構正常的兒童也會發生心室頻脈。

心搏過緩
    即心跳過慢的情況，有症狀的孩童會虛弱、蒼白無力，嚴重甚至暈厥。原因可以是心

律的起始點竇房結異常，或是心律傳導中繼點房室結異常。房室結傳導異常可能是先天

性，通常是媽媽本身有自體免疫問題，產生的抗體通過胎盤攻擊胎兒心臟房室結，造成

傳導異常，嚴重者可能胎死腹中，或是出生後需植入心臟節律器。後天性的房室結傳導

異常，可能因為心肌炎或心臟手術後發生，若傷害未能恢復也需要心臟節律器的幫忙。

離子通道病變
　　近年來基因檢測在心律不整上的角色愈發重要，有些先天基因問題導致離子通道病

變，可能會有致命的心律不整發生，「先天延長QT症候群」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隨著

醫療進步，我們在心律不整的診斷及治療上會有更多更好的選擇。

參考文獻：1.兒童心臟學  第二版
               2.2020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nd Emergency 
                  Cardiovascular Care, Part 4: Pediatric Basic and Advanced Lif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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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102-105年的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報告來看，7-12歲學齡期兒童，BMI於正常範圍的

比例約63.7%，肥胖比例高達16.4%，過重比例為12%，而過輕的比例為7.9%。根據研究，學齡期肥

胖的兒童約有42-63%至成人仍是肥胖，而兒童肥胖的壞處包括缺乏自信、神經功能認知較差，更容

易於成人時得到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睡眠呼吸中止症、氣喘、脂肪肝、膽結石

等，不可不慎。兒童肥胖的原因除了遺傳，內分泌失調以外，最常見的就是攝食過多，以及活動過少

，導致熱量過剩，體重增加。

　　小明需要馬上減重嗎?因為兒童仍在成長階段，嚴格的飲食控制可能對成長產生不利的影響，故

不管體型為何，都必須檢視生活作息是否符合健康原則，維持體重在一個正常範圍才正確。各種體態

的處理方式如下：

·體重過輕：注意食物攝取種類要廣泛，份量要足夠。

·體重正常：仍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型態是否合宜，維持正常體重。

·過重/肥胖：不見得一定要馬上減重，即使肥胖也不建議嚴格的減重手段，但要配合均衡飲食、適

12

健 康 小 站

7歲小明，130公分，體重35公斤，爺爺奶奶覺得太瘦了，

需要多吃點，爸爸媽媽覺得太胖了，需要控制體重，於是

一起來到營養諮詢門診，到底小明需要增重還是減重，您

對學齡期兒童的健康體位了解嗎？

健康體位的檢定方法-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BMI)
　　可先計算BMI後，再對照衛福部公布「兒童及青少年生長身體質量指數(BMI)建議值」，就可以判

斷自己的體重是否標準了。BMI計算方式= 體重(公斤) / 身高2(公尺2)，例如：小明BMI=35(公斤) / 1.3(

公尺) / 1.3(公尺) = 20.7(公斤/公尺2)若以此標準來看，7歲的小明BMI=20.7，當屬於肥胖的程度了!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學齡期兒童(7-12歲)生長身體質量指數（BMI）建議值 

年紀
7
8
9
10
11
12

關心學齡期兒童的
健康體位及飲食

各類食物份量說明如下：

·全榖雜糧類1碗＝雜糧飯、糙米飯1碗＝熟麵條、稀飯2碗＝全麥饅頭1又1/3個＝玉米2又2/3根

·豆魚蛋肉類1份＝黃豆20公克＝無糖豆漿1杯＝傳統豆腐3格(80公克)＝魚肉35公克＝蝦仁50公克＝

去皮雞胸肉、瘦肉30公克＝雞蛋1個

·乳品類1杯＝鮮奶、保久乳、優酪乳1杯(240毫升)＝乳酪(起司)2片＝低脂奶粉3湯匙＝優格210公克

·蔬菜類1份＝可食部份100公克＝生菜2碗＝煮熟後約1/2-2/3飯碗

·水果類1份＝可食部份約100公克＝切塊後約2/3飯碗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1份＝烹調用油1茶匙(5公克)＝堅果類1湯匙＝沙拉醬2茶匙(10公克)

2.減糖新生活，減少含糖飲料及零食：攝取過多精緻糖易導致蛀牙、肥胖、不專心、長不高及免疫力

較低等影響。根據調查報告，7-12歲兒童每日攝取1-2次飲料者高達26.8%，每日2次以上也有9%。

■減少含糖飲料小技巧：以開水取代飲料，或是控制飲用的頻率、份量及甜度，例如大杯變小杯、配

料越少越好、甜度選無糖或微糖，每天一次改為每周一次，或是每天早晚供應一杯奶類作為替代。

■減少含糖零食小技巧：好好吃正餐，減少餐間因飢餓而吃零食，或提供健康食物，如蔬果沙拉，

三明治取代甜甜圈，鮮果奶酪取代布丁，或將大包變小包，不要天天吃等方式控制食用的頻率及

份量。

3.高油零食盡量少，營養標示不忽視：與孩子一起學習看營養標示，選擇較低油鹽糖的食物，或是以

新鮮蔬果取代零食，避免吃到不適合的食品。父母也不應該主動購買垃圾食物帶回家中，也不應該

以零食飲料作為獎賞的手段。

4.老外一族，也要注意多吃蔬果：外食除需減少高油鹽的食物外，也要注意飲食是否均衡，尤其是蔬

果類，據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報告，7-12歲學齡期兒童，每天實際攝取蔬菜為1.7份，水果則

為0.8-0.9份，比起建議量少了一半。所以常外食的家庭，建議食物搭配一定要有蔬菜，每人至

少半碗，選擇半葷素取代全肉類，如彩椒肉絲取代油爆肉片，於飯後吃水果，增加纖維，促

進腸道健康。

5.養成規律的生活習慣：包括三餐飯後刷牙，每天身體活動至少60分鐘，以及充足的睡眠，建議每天

睡眠時間約9-11小時。 

　　孩子的健康與家中的生活及飲食習慣息息相關，父母有健康體位概念，提供兒童正確的健康飲食

常識，行為及生活環境，才能幫助兒童健康長大。

量體能運動、改變生活習慣，減少多餘熱量的累積，使體重不再上升。

怎樣吃，才是好的飲食習慣

1.聰明吃，營養跟著來：可依據學齡期兒童的每日飲食指南，均衡攝取各大類食物，選擇當季在地的新

鮮食材，以全榖雜糧類為主，搭配高品質的豆魚蛋肉類，蔬菜和水果，並減少加工食品、糕點、零

食及飲料的不當攝取。

過輕
13.8
14.1
14.3
14.5
14.8
15.2

正常範圍
13.8-17.9
14.1-19.0
14.3-19.5
14.5-20.0
14.8-20.7
15.2-21.3

過重
17.9
19.0
19.5
20.0
20.7
21.3

肥胖
20.3
21.6
22.3
22.7
23.2
23.9

年紀
7
8
9
10
11
12

過輕
13.4
13.8
14.0
14.3
14.7
15.2

正常範圍
13.4-17.7
13.8-18.4
14.0-19.1
14.3-19.7
14.7-20.5
15.2-21.3

過重
17.7
18.4
19.1
19.7
20.5
21.3

肥胖
19.6
20.7
21.3
22.0
22.7
23.5

男 孩 女 孩



　　根據102-105年的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報告來看，7-12歲學齡期兒童，BMI於正常範圍的

比例約63.7%，肥胖比例高達16.4%，過重比例為12%，而過輕的比例為7.9%。根據研究，學齡期肥

胖的兒童約有42-63%至成人仍是肥胖，而兒童肥胖的壞處包括缺乏自信、神經功能認知較差，更容

易於成人時得到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睡眠呼吸中止症、氣喘、脂肪肝、膽結石

等，不可不慎。兒童肥胖的原因除了遺傳，內分泌失調以外，最常見的就是攝食過多，以及活動過少

，導致熱量過剩，體重增加。

　　小明需要馬上減重嗎?因為兒童仍在成長階段，嚴格的飲食控制可能對成長產生不利的影響，故

不管體型為何，都必須檢視生活作息是否符合健康原則，維持體重在一個正常範圍才正確。各種體態

的處理方式如下：

·體重過輕：注意食物攝取種類要廣泛，份量要足夠。

·體重正常：仍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型態是否合宜，維持正常體重。

·過重/肥胖：不見得一定要馬上減重，即使肥胖也不建議嚴格的減重手段，但要配合均衡飲食、適

健 康 小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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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體位的檢定方法-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BMI)
　　可先計算BMI後，再對照衛福部公布「兒童及青少年生長身體質量指數(BMI)建議值」，就可以判

斷自己的體重是否標準了。BMI計算方式= 體重(公斤) / 身高2(公尺2)，例如：小明BMI=35(公斤) / 1.3(

公尺) / 1.3(公尺) = 20.7(公斤/公尺2)若以此標準來看，7歲的小明BMI=20.7，當屬於肥胖的程度了!

1-2年級

3-6年級

全榖雜糧類

2.5~3.5碗

3~4碗

豆魚蛋肉類

4~6份

6份

乳品類

1.5杯

1.5杯

蔬菜類

3~4份

3~4份

水果類

2~3份

3~4份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3~5份 與 1份堅果種子類

4~5份 與1份堅果種子類

參考資料1.Obesity and Metabolic Syndrome and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Brain Impairments in Adolescence
              (Po Lai Yau et al, Pediatrics 2012 Oct; 130(4): 856–864)
            2.衛福部國健署: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成果報告2013~2016年(潘文涵)、學童期營養

各類食物份量說明如下：

·全榖雜糧類1碗＝雜糧飯、糙米飯1碗＝熟麵條、稀飯2碗＝全麥饅頭1又1/3個＝玉米2又2/3根

·豆魚蛋肉類1份＝黃豆20公克＝無糖豆漿1杯＝傳統豆腐3格(80公克)＝魚肉35公克＝蝦仁50公克＝

去皮雞胸肉、瘦肉30公克＝雞蛋1個

·乳品類1杯＝鮮奶、保久乳、優酪乳1杯(240毫升)＝乳酪(起司)2片＝低脂奶粉3湯匙＝優格210公克

·蔬菜類1份＝可食部份100公克＝生菜2碗＝煮熟後約1/2-2/3飯碗

·水果類1份＝可食部份約100公克＝切塊後約2/3飯碗

·油脂與堅果種子類1份＝烹調用油1茶匙(5公克)＝堅果類1湯匙＝沙拉醬2茶匙(10公克)

2.減糖新生活，減少含糖飲料及零食：攝取過多精緻糖易導致蛀牙、肥胖、不專心、長不高及免疫力

較低等影響。根據調查報告，7-12歲兒童每日攝取1-2次飲料者高達26.8%，每日2次以上也有9%。

■減少含糖飲料小技巧：以開水取代飲料，或是控制飲用的頻率、份量及甜度，例如大杯變小杯、配

料越少越好、甜度選無糖或微糖，每天一次改為每周一次，或是每天早晚供應一杯奶類作為替代。

■減少含糖零食小技巧：好好吃正餐，減少餐間因飢餓而吃零食，或提供健康食物，如蔬果沙拉，

三明治取代甜甜圈，鮮果奶酪取代布丁，或將大包變小包，不要天天吃等方式控制食用的頻率及

份量。

3.高油零食盡量少，營養標示不忽視：與孩子一起學習看營養標示，選擇較低油鹽糖的食物，或是以

新鮮蔬果取代零食，避免吃到不適合的食品。父母也不應該主動購買垃圾食物帶回家中，也不應該

以零食飲料作為獎賞的手段。

4.老外一族，也要注意多吃蔬果：外食除需減少高油鹽的食物外，也要注意飲食是否均衡，尤其是蔬

果類，據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報告，7-12歲學齡期兒童，每天實際攝取蔬菜為1.7份，水果則

為0.8-0.9份，比起建議量少了一半。所以常外食的家庭，建議食物搭配一定要有蔬菜，每人至

少半碗，選擇半葷素取代全肉類，如彩椒肉絲取代油爆肉片，於飯後吃水果，增加纖維，促

進腸道健康。

5.養成規律的生活習慣：包括三餐飯後刷牙，每天身體活動至少60分鐘，以及充足的睡眠，建議每天

睡眠時間約9-11小時。 

　　孩子的健康與家中的生活及飲食習慣息息相關，父母有健康體位概念，提供兒童正確的健康飲食

常識，行為及生活環境，才能幫助兒童健康長大。

量體能運動、改變生活習慣，減少多餘熱量的累積，使體重不再上升。

怎樣吃，才是好的飲食習慣

1.聰明吃，營養跟著來：可依據學齡期兒童的每日飲食指南，均衡攝取各大類食物，選擇當季在地的新

鮮食材，以全榖雜糧類為主，搭配高品質的豆魚蛋肉類，蔬菜和水果，並減少加工食品、糕點、零

食及飲料的不當攝取。

學齡期兒童的每日飲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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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郭志東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主治醫師

心房顫動與中風

53歲的詹先生，本身並無相關心臟病或慢性病史，最近

因為呼吸困難，雙腳水腫，爬樓梯越來越喘，自覺心悸

，便送往急診室求診。經初步檢查後被診斷為心臟衰竭

，合併心房顫動。經利尿劑及血管擴張劑治療後，呼吸

困難的狀況改善，但心跳速率依然偏高、心律不整狀

況持續。入院後2天的傍晚，病患用膳後半小時，突

然出現臉歪嘴斜，手腳無力的狀況。醫師診斷為急性

腦中風。

　　心房顫動是最常見的心律不整之一。正常人的血流流動會經過心房再到心

室然後灌注全身，但在心房顫動發作，心房正常時有節奏的收縮會被無效的顫

動所取代，後果是不能完全地把血液移至心室。結果，血液會停滯並形成小血

塊。當這些小血塊移動到大腦，便會導致缺血性腦中風。

　　1/6以上的缺血性中風可以追溯到與心房顫動相關。在80歲或以上的人群

中，這一比例躍升至1/3。更重要的是，與其他缺血性中風相比，由心房顫動相

關小血塊引起的中風具有更高的永久性腦損傷或死亡風險。

計算中風危險
　　 一般來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合併以下狀況也會增加中風風險，包括高血

壓、糖尿病、心臟衰竭、某些心臟瓣膜疾病、中風病史等。因為許多中風可以

通過檢測和治療心房顫動所避免，現在醫學界普遍使用CHA2DS2-VASc評分(這

個名字是所有因素的首字母縮寫，見下表)。

抗凝血藥物
　　幫助預防血液凝塊的藥物，一般被稱為抗凝血劑包括華法林(香豆

素)和一些較新的抗凝藥物，包括Apixaban、Dabigatran、Edoxaban、

Rivaroxaban。華法林需要頻繁的血液檢測和調整劑量，它也會與

某些食物和藥物產生交互作用。新型抗凝藥物則沒有以上缺點。

雖然所有的抗凝藥物都會增加嚴重內出血的風險，但新型抗凝藥

物比華法林引起最嚴重內出血如腦出血機率更低。

預防中風
　　根據CHA2DS2-VASc評分系統，總分可以從0到9分不等。醫生通常

治療評分為2或更高的患者。至於如何治療分數為1的患者，目前還存在爭議

。通常在抗凝藥物、阿斯匹林和根本不用藥之間做出選擇。有一些事情是病人必須注意的，心房

顫動有時侯並無任何症狀，有時侯是無意中發現的。要增加心房顫動的診斷率，可以利用一段時

間的便攜式心率監測器來幫助檢測無症狀的陣發性心房顫動。

　　如果病患本身不適合長期使用抗凝藥物，心臟科醫生可能會推薦一種叫做經皮導管左心耳封

堵器置放手術，在左心耳置放一個小附件，因為大多數房顫患者的血栓都在左心耳中形成。這個

封堵裝置會被導管引導通過至左心耳，一旦裝置位置調整好，導管便會被移除，以降低血栓生成

後停留在左心耳的風險，該裝置會被永久地留在原位而無法移除。而對一些需要做開心手術的人

來說，手術閉合左心耳是另外一種選擇。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善人們的心臟健康，減少患心房顫動的風險。

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包括以下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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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房顫動是最常見的心律不整之一。正常人的血流流動會經過心房再到心

室然後灌注全身，但在心房顫動發作，心房正常時有節奏的收縮會被無效的顫

動所取代，後果是不能完全地把血液移至心室。結果，血液會停滯並形成小血

塊。當這些小血塊移動到大腦，便會導致缺血性腦中風。

　　1/6以上的缺血性中風可以追溯到與心房顫動相關。在80歲或以上的人群

中，這一比例躍升至1/3。更重要的是，與其他缺血性中風相比，由心房顫動相

關小血塊引起的中風具有更高的永久性腦損傷或死亡風險。

計算中風危險
　　 一般來說，隨著年齡的增長，合併以下狀況也會增加中風風險，包括高血

壓、糖尿病、心臟衰竭、某些心臟瓣膜疾病、中風病史等。因為許多中風可以

通過檢測和治療心房顫動所避免，現在醫學界普遍使用CHA2DS2-VASc評分(這

個名字是所有因素的首字母縮寫，見下表)。

抗凝血藥物
　　幫助預防血液凝塊的藥物，一般被稱為抗凝血劑包括華法林(香豆

素)和一些較新的抗凝藥物，包括Apixaban、Dabigatran、Edoxaban、

Rivaroxaban。華法林需要頻繁的血液檢測和調整劑量，它也會與

某些食物和藥物產生交互作用。新型抗凝藥物則沒有以上缺點。

雖然所有的抗凝藥物都會增加嚴重內出血的風險，但新型抗凝藥

物比華法林引起最嚴重內出血如腦出血機率更低。

預防中風
　　根據CHA2DS2-VASc評分系統，總分可以從0到9分不等。醫生通常

治療評分為2或更高的患者。至於如何治療分數為1的患者，目前還存在爭議

。通常在抗凝藥物、阿斯匹林和根本不用藥之間做出選擇。有一些事情是病人必須注意的，心房

顫動有時侯並無任何症狀，有時侯是無意中發現的。要增加心房顫動的診斷率，可以利用一段時

間的便攜式心率監測器來幫助檢測無症狀的陣發性心房顫動。

　　如果病患本身不適合長期使用抗凝藥物，心臟科醫生可能會推薦一種叫做經皮導管左心耳封

堵器置放手術，在左心耳置放一個小附件，因為大多數房顫患者的血栓都在左心耳中形成。這個

封堵裝置會被導管引導通過至左心耳，一旦裝置位置調整好，導管便會被移除，以降低血栓生成

後停留在左心耳的風險，該裝置會被永久地留在原位而無法移除。而對一些需要做開心手術的人

來說，手術閉合左心耳是另外一種選擇。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善人們的心臟健康，減少患心房顫動的風險。

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包括以下各點：

充血性心臟衰竭

高血壓：至少有兩次靜息血壓超過140/ 90mmHg

年齡：75歲或以上

糖尿病：空腹血糖超過125mg/dL或正在服藥

中風、暫時性腦缺血、肺部、腿部或其他部位造成的血塊

年齡：64 - 74歲

性別：女性

1

1

2

1

2

1

1

分
數

定期運動：

每週至少4次，總

計每週達150分鐘

的中等強度運動

多攝取心臟健康

有益的食物，如

蔬菜水果等

保持

健康體重

避免吸菸
控制血壓

和膽固醇

水平

處理本身心房顫動

和其他會增加中風

的危險因子







文 / 謝政達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18

可以監測哪些神經功能？

·SSEP(體感覺誘發電位)：藉由放置四

肢特製針頭的電極，發出刺激，將

訊號由周邊神經經由脊髓背側，往上

傳導到大腦半球。SSEP為手術中，監

測由周邊神經經脊髓到大腦感覺皮質

整個的體感覺神經系統。

·MEP(運動誘發電位)：利用頭皮特製針

頭的電極，發出刺激，將訊號由大腦

經由脊髓運動區，往下傳導到四肢。

MEP為手術中，監測由大腦運動皮質經

脊髓到周邊肌肉整個的運動神經系統。

·Free-run or spontaneous EMG(自發性肌電圖)：不須任何電刺激，可以

由監測特定神經支配肌肉的運動動作電位。若手術中，過於壓迫、拉

扯或伸展神經根時，會在相對應支配的肌肉上，監測到異常訊號。

·Trigger EMG(誘發性肌電圖)：針對特定的神經根，利用術中電刺激的

方式，可以在特定肌肉上監測到運動動作電位，常使用於脊椎手術椎

弓根鋼釘置入時，確定螺絲釘位置有無傷到神經根。

哪些脊椎手術建議接受術中神經監測？

　　一般病患接受脊椎手術，大多都已有神經功能問題，包含麻、痛及

無力；或是不穩定脊椎，如脊椎滑脫，造成嚴重背痛或頸痛。脊椎手術

的方式，除了神經減壓外，就是進行脊椎鋼釘內固定融合治療。所以，

只要手術中有可能會拉扯、移動或是壓迫神經時，「術中的神經功能監

測」就可以派上用場，減少神經損傷；尤其，越高位或越困難的脊椎手

術，例如：頸椎手術或脊椎腫瘤手術，就更建議手術中監測神經電氣活

性的變化，畢竟其影響的神經功能程度，更為嚴重。

　　綜合以上說明，「術中的神經功能監測」雖然須在麻醉後手術前，

多花一些時間進行準備，手術期間也須要專業技術員全程即時監控，但

經由這些訊號波形的改變，可以大幅降低脊椎手術中神經損傷風險，對

接受脊椎手術患者及手術醫師而言，有莫大的助益。

醫 學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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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手術：
術中神經功能監測
的重要性

醫療器材的研發與手術技術的進步，讓脊椎手

術從傳統的大傷口手術，進展到大家耳熟能詳

的「微創脊椎手術」。但即便再小的傷口，或

是經由顯微鏡、內視鏡的協助，甚至導航系統

的輔助，一般民眾遇到要開脊椎手術，心中最

害怕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手術中傷到神經」

，會不會手術後就癱瘓，一輩子都不良於行？

因此，「術中的神經功能監測」，正是可以大

幅降低「神經受損」風險的好幫手。

何謂「術中神經功能監測」？

　　當病患全身麻醉後，在須監測神經功

能的區域(如頭部、肩膀、上臂、手部、下

肢或足部)放置特製的針頭電極，將訊號線

連接至術中神經監測設備上，並利用電刺

激的方式，監測神經系統的電氣活動改變(

波形訊號)。如果手術中，看到異常的電氣

活動改變(包含傳導變慢或振幅變小)，就

會發出聲響警示，或由操作技術員，提醒

醫師留意手術視野內的神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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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脊椎手術患者及手術醫師而言，有莫大的助益。

醫 學 報 導

19Cathay General Hospital

何謂「術中神經功能監測」？

　　當病患全身麻醉後，在須監測神經功

能的區域(如頭部、肩膀、上臂、手部、下

肢或足部)放置特製的針頭電極，將訊號線

連接至術中神經監測設備上，並利用電刺

激的方式，監測神經系統的電氣活動改變(

波形訊號)。如果手術中，看到異常的電氣

活動改變(包含傳導變慢或振幅變小)，就

會發出聲響警示，或由操作技術員，提醒

醫師留意手術視野內的神經結構。



　　65歲的李先生在家3天都無法解便跟排氣，腹

脹、腹痛難耐而來急診求治，腹部電腦斷層檢查

結果為乙狀結腸腫瘤合併腸阻塞與近端大腸腫脹

，在緊急照會直腸外科醫師後，李先生選擇接受

「大腸支架置入術」，術中支架成功撐開大腸腫

瘤狹窄處，李先生順利再度排便，腹部過幾天即

消脹，2天後即順利出院。2周後，李先生再次入

院接受腹腔鏡微創手術，術中大腸已明顯消腫，

順利用微創傷口，將大腸癌切除與周圍淋巴廓清

，不須做人工肛門。

什麼是大腸支架置入術
　　大腸支架置入術是利用大腸鏡與X光機器導引

下，將金屬支架透過大腸鏡放到大腸腫瘤狹窄處

再把支架撐開，使阻塞腸道再次通暢，最後用X光

確定位置，整個過程僅需輕度麻醉、甚至不需麻

醉即可完成。最大的好處是病人沒有手術傷口，

不需人工肛門，維持生活品質。

什麼情況適合使用大腸支架置入術
1.緩和性治療：病人為阻塞性大腸直腸癌，無法排

便，但病人健康狀況不佳、過於年邁，手術風險

高、不適合接受腫瘤切除手術，或不願意接受人

工肛門手術。這些病人大腸支架撐開成功後，即

文 / 陳雨農 
國泰綜合醫院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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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支架置入術
治療阻塞性大腸直腸癌
不需人工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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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度排便與進食，維持生活品質，改善症狀。

病人往往僅需住院數日即可出院，恢復期短。

2.手術前的過渡期處置：以往沒有支架置入術時，

對於阻塞性大腸直腸癌的手術，經常需要做人工

肛門，或需多次手術，但若先使用支架撐開大

腸狹窄處，使大腸消脹消腫，讓病人恢復排便

與進食，再過幾周後，病人營養與腸道健康恢

復後再接受大腸癌切除手術，此時需要人工肛

門的機率大幅降低，並多能使用腹腔鏡微創傷

口完成手術。

　　大腸支架置入術仍有其失敗率與併發症，根

據國外文獻統計，置放成功率約90%，可能併發

症為腸穿孔(4%)、位移率(4%)、再狹窄率(4%)。

另外目前台灣大腸支架術仍舊是自費選項，無健

保給付，故病人術前與醫師充分溝通與了解是不

可或缺的。



　　隨著醫療日益進步及治療的多元化，和腫瘤病

床一位難求，癌症病患除了住院化療外，也可依照

個人意願或醫師的建議，選擇在門診化學治療或是

攜帶點滴回家注射或服用口服化療藥治療，這些便

利的化學治療模式成為全球各醫療機構發展的新趨

勢。國外研究表示門診化療除了可以節省成本，也

可以兼俱安全性和便利性，更有助於追蹤病人和控

制治療費用，同時也達到尊重病人不想住院的意願

（Barbor, 2017），越來越多的病人為了兼顧社會

角色與功能，選擇在門診接受規律性的門診化療完

成治療。然而門診化療服務流程複雜、變異性增加

、治療時間短暫，化學藥物同時具有高毒性及嚴重

副作用等特性，如果化療藥物治療過程中發生錯誤

時，會對病人造成明顯的傷害及和危險，所以為維

護病人安全，除了完整的化療前評估，建構以病人

為中心之化學治療作業流程，可以提升病人安全及

對護理服務的滿意度。

　　全民健保制度開辦後，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

精實思維是一個以人為本的整合系統，它常運用在

醫療保健體系中。精實的理念是將價值聚焦於病人

21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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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化療面面觀
由於高齡化社會、生活型態改變、肥胖人口增加，

使得台灣癌症人數逐年增加，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2018年癌症登記報告統計，每年約有

116,131位國人罹患癌症，其中男性 61,779 例、女

性 54,352 例（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

這些病患主要是由腫瘤專科醫師及其團隊診斷和治

療，主要的治療方式是手術或放射線治療、化學治療、荷爾蒙治療、標靶治療和免疫等治療

。化學治療可以減少癌症復發，增加痊癒的機會，而且有品質的延長病患生命的治療方式。

健 康 管 家

身上，它的重點在於消除延遲、錯誤以及不恰當

的程序，降低不必要的醫療浪費，和減少醫療疏

失及病患等待時間，進而有效改善病人就醫流程

和病人照護品質（吳麗蘭等，2019）。國泰綜合

醫院門診化療運用精實理念，藉由化療流程再造

，建立一套化療作業標準流程與指引，開辦安全

相關的教育政策與知識，以提升護理人員照護能

力，早期辨識門診化療潛在的風險，以降低醫療

錯誤。運用醫療資訊化有效地降低與疾病治療相

關的成本，減少醫療疏失及提高醫療人員的效率

，例如運用資訊系統增設到診時間的預約制度，

和門診化療排程系統。並在有限的人力成本下，

開闊以病人為中心的多元系統服務，改善硬體設

施和多元服務方式，像自助式的繳費系統、增設

服務窗口，以達到有效的資源管理、減少成本和

縮短化療時程，再加上癌症個管師的密切追蹤，

化療副作用評估，進而提升門診化學治療期間的

生活品質。

　　越來越多的癌症患者選擇在門診施打化療，

而門診化療也因流程的再造、醫療資訊系統的輔

助，提升個案管理效率和癌症各部門單位的作業

效能，除了優化照護流程外，更能落實癌症個案

的管理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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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人對於健康狀況的重視，健康檢查的數量上升，越

來越多的消化道早期癌症被發現。消化道的晚期癌症較多以

腫瘤或是潰瘍來呈現；相較於此，消化道的早期癌症病灶常

以側向生長的輕微隆起病灶來表現。執行內視鏡檢查的時候

，若是醫師發現息肉樣的病灶，一般可以利用如圖一的息肉

切除術，以電燒線圈將息肉套起後切除，但是消化道期癌症

通常範圍過大、相對平坦以及容易產生纖維化，因此利用傳

統息肉切除術難以將消化道早期癌完整的移除。因此在過去

數十年內，即使是消化道的早期癌變，病人通常還是只能接

受開腹手術將罹癌部位切除，除恢復期長外，術後也會產生

腹腔內沾黏等後遺症，生活品質難免受到影響。

有其他方式可以治療消化道早期癌嗎？
　　隨著內視鏡的技術進步，現在許多早期的消化道癌症，已經

不需要再接受傳統的開腹手術，而是可以藉由胃鏡以及大腸鏡的

方式切除。「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是日本於20多年前開發出的

內視鏡手術技巧，在近10年來在全世界慢慢發展成熟，目前已是

累積大量臨床實證的消化道早期癌標準

治療方式了。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是一門極其精細的內視鏡手術，

其做法是利用胃鏡或大腸鏡到

達病灶處，先以注射針於黏

膜的下層注入食鹽水或甘

油將早期癌病灶與肌肉

層分離開，再輔以電

燒刀以毫米為單位

慢慢的將病灶從

胃或腸壁上剝離

，就像是削水果

皮一樣的原理。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有沒有風險？
　　與所有的內視鏡息肉切除術一樣，內視鏡

黏膜下剝離術的風險在於術中的消化道出血與

消化道穿孔。消化道的早期癌症相較於一般息

肉的血流供應更豐富，這點是為了因應癌細胞

的快速生長導致，因此在切除的過程中醫師會

不斷的注意有無大血管供應病灶，及早做電燒

止血以讓術式順利進行，原則上來說直腸與胃

的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出血風險比一般腸道

來的高許多，是因此處的血流供應又更為豐富

導致。另外，由於我們的消化道肌肉層外沒有

太多的組織包覆，因此在切除過程中若是病灶

纖維化過於嚴重，導致肌肉層與黏膜沾黏，就

有可能使電燒傳導至肌肉層而使胃腸道穿孔，

所幸這類術中立即可見的穿孔大部分能以鈦金

夾閉合，極少導致嚴重的腹腔內感染。國泰綜

合醫院目前於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施作成績

相當穩定，不管是出血或穿孔的併發症比率皆

低至接近內視鏡大國日本的水準，民眾可放心

接受治療。

消化道早期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消化道早期癌症的發現本身就相當困難，

除了民眾對於自身健康的注意外，身體症狀的

改變和定期的健康檢查皆是可行的方式。如胃

部可以接受幽門桿菌的檢查，萬一不幸感染幽

門桿菌，日後產生慢性胃炎與胃癌的機率都可

能增加；大腸方面則可以靠每年的糞便潛血檢

驗偵測出早期的病灶，若潛血反應陽性則建議

接受大腸鏡的檢查。

　　最後建議民眾若有相關的健康問題，一定

要盡速至醫院接受進一步檢查及治療，若是早

期發現病灶，就有機會用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此類微創的方式切除病灶，免去開大刀的繁複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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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方式可以治療消化道早期癌嗎？
　　隨著內視鏡的技術進步，現在許多早期的消化道癌症，已經

不需要再接受傳統的開腹手術，而是可以藉由胃鏡以及大腸鏡的

方式切除。「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是日本於20多年前開發出的

內視鏡手術技巧，在近10年來在全世界慢慢發展成熟，目前已是

累積大量臨床實證的消化道早期癌標準

治療方式了。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是一門極其精細的內視鏡手術，

其做法是利用胃鏡或大腸鏡到

達病灶處，先以注射針於黏

膜的下層注入食鹽水或甘

油將早期癌病灶與肌肉

層分離開，再輔以電

燒刀以毫米為單位

慢慢的將病灶從

胃或腸壁上剝離

，就像是削水果

皮一樣的原理。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有沒有風險？
　　與所有的內視鏡息肉切除術一樣，內視鏡

黏膜下剝離術的風險在於術中的消化道出血與

消化道穿孔。消化道的早期癌症相較於一般息

肉的血流供應更豐富，這點是為了因應癌細胞

的快速生長導致，因此在切除的過程中醫師會

不斷的注意有無大血管供應病灶，及早做電燒

止血以讓術式順利進行，原則上來說直腸與胃

的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出血風險比一般腸道

來的高許多，是因此處的血流供應又更為豐富

導致。另外，由於我們的消化道肌肉層外沒有

太多的組織包覆，因此在切除過程中若是病灶

纖維化過於嚴重，導致肌肉層與黏膜沾黏，就

有可能使電燒傳導至肌肉層而使胃腸道穿孔，

所幸這類術中立即可見的穿孔大部分能以鈦金

夾閉合，極少導致嚴重的腹腔內感染。國泰綜

合醫院目前於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施作成績

相當穩定，不管是出血或穿孔的併發症比率皆

低至接近內視鏡大國日本的水準，民眾可放心

接受治療。

消化道早期癌，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消化道早期癌症的發現本身就相當困難，

除了民眾對於自身健康的注意外，身體症狀的

改變和定期的健康檢查皆是可行的方式。如胃

部可以接受幽門桿菌的檢查，萬一不幸感染幽

門桿菌，日後產生慢性胃炎與胃癌的機率都可

能增加；大腸方面則可以靠每年的糞便潛血檢

驗偵測出早期的病灶，若潛血反應陽性則建議

接受大腸鏡的檢查。

　　最後建議民眾若有相關的健康問題，一定

要盡速至醫院接受進一步檢查及治療，若是早

期發現病灶，就有機會用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此類微創的方式切除病灶，免去開大刀的繁複

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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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感覺好大喔！要怎麼放鬆？

我不覺得壓力大啊！但是我睡不著，睡前常常想到明天的工作∼ 

我有心悸，但看醫生都檢查不出原因，是不是壓力大造成的啊！

　　小偉已經工作6年了，去年剛結婚，結婚後小偉剛開始覺得挺開心
的，然而之後與太太談論到生小孩的問題，以及買房的事情，每次都
與太太談到不歡而散，有時小偉選擇避而不談，或是轉移話題。而工
作方面，小偉剛轉到新單位不久，需要重新適應工作內容，常常加班
到很晚。去年底開始小偉常覺得肩頸痠痛，有時痛到睡不著，如果去
運動完後，就會好一點，但是過沒幾天又開始疼痛；此外，小偉也覺
得自己常常心跳變得很快， 有時有心悸的傾向。小偉針對上述問題有
就醫看醫生，但是都找不到原因；醫師因此建議小偉找心理師諮商。
經過心理師評估過後，發現小偉很有可能是壓力太大，導致的肩頸痠
痛和心悸問題，並且很有可能有自律神經失調的傾向。

　　自律神經失調大部分是由於壓力大所引起的問題，而壓力又是什
麼呢？壓力可能來自於生活中各種事件，只要你覺得身心無法負荷都
可以稱作壓力，也因此每個人的壓力來源都不相同。最常見的壓力源
有考試、升遷、結婚、生子、搬家等生活重大事件，也有可能是因為
自我要求高、或是社會期待（如：社會大眾賦予男性需要擔負比較多
養育家庭的壓力），有些人甚至會因為生活中常發生一些瑣碎的事情
而感覺到有壓力。

　　有壓力不見得是壞事，重點是所引發的壓力程度（個體對於壓力
的感受，也就是壓力大小）不同，而不同壓力程度會引發不同的壓力

反應。其實適當的壓力，反而可造成最佳的表現
，如果壓力太高或太低反而表現會不好；尤其是壓
力太高加上長期沒有緩解的狀況下，可能會超出身
體和心理可承受的程度，而導致免疫系統或是自律
神經系統出問題，或是引發其他心理疾病。

     但
不
知
如
何
放
鬆

壓
力
好
大
啊
！

∼
　　小偉最明顯的是生理反應（肩頸痠痛、失眠
、心悸），這是最容易被察覺的症狀，但是大多
數的人會以為是身體有問題，而不覺得是壓力大
造成的。小偉也是一樣，要不是醫師建議他去找
心理師諮商，小偉也不覺得自己有壓力。與心理
師諮商過後，心理師還發現小偉其實也有情緒反
應和認知反應，如：小偉會比較容易感到不耐煩
，以及工作時注意力變得較不集中。另外，心理
師也發現其實小偉也不太會放鬆，小偉唯一因應
壓力的方式是打電動，但是電動打太久，肩頸會
更痛。

　　放鬆的方法有很多種，而放鬆的目的是要幫
助我們緩和壓力所造成的生理反應，使我們不需
要再花更多力氣和時間來處理這部分的問題。最
簡單的放鬆方式就是運動，因為運動可以調整肌
肉緊繃程度，這也是為何小偉做完運動後反而痠
痛會好一點的原因。再者則是找朋友聊一聊抒發
情緒，有時可能會因此找到解決壓力源的方法。
此外，也可以從事一些其他感到心情愉悅的活動
，如：聽音樂、畫畫、唱歌等。當然適合每個人
的放鬆方式都是不同的。以下介紹3種放鬆訓練
方法：

1.腹式呼吸：所謂的腹式呼吸，就是用肚子（丹
田的位置）呼吸的方法，利用肚子帶動呼吸，
且吸進去的空氣也會比較多。吸氣時，肚子是
挺出來的，吐氣時，肚子是縮進去的。而這樣
的呼吸方式可以調整呼吸速度，使呼吸變慢。

2.漸進式肌肉放鬆訓練：藉著身體某一個部位的
肌肉用力拉緊，再鬆開，這樣不斷練習的狀況
下，讓我們對於肌肉緊繃的敏感度較高（能夠
區辨肌肉緊繃和放鬆的狀態）；而用力拉緊肌
肉就是為了之後再讓它放鬆。操作的方式舉例
如下：用力聳肩，只要覺得已經用力到不能再
用力的程度，就開始放鬆。

3.自我暗示放鬆訓練：共分成4個部分。①.感覺
身體的重量是否很均衡的分配在身體左右的兩
側；②.感覺心跳，雖然不一定感覺的到，但嘗
試去感覺它；③.輕鬆地吸氣，緩慢地吐氣，吐
氣時記得慢一點；④.注意手掌心，並在心裡暗
示自己讓手心溫暖起來。不斷地練習這4個部分
直到放鬆或睡著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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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偉已經工作6年了，去年剛結婚，結婚後小偉剛開始覺得挺開心
的，然而之後與太太談論到生小孩的問題，以及買房的事情，每次都
與太太談到不歡而散，有時小偉選擇避而不談，或是轉移話題。而工
作方面，小偉剛轉到新單位不久，需要重新適應工作內容，常常加班
到很晚。去年底開始小偉常覺得肩頸痠痛，有時痛到睡不著，如果去
運動完後，就會好一點，但是過沒幾天又開始疼痛；此外，小偉也覺
得自己常常心跳變得很快， 有時有心悸的傾向。小偉針對上述問題有
就醫看醫生，但是都找不到原因；醫師因此建議小偉找心理師諮商。
經過心理師評估過後，發現小偉很有可能是壓力太大，導致的肩頸痠
痛和心悸問題，並且很有可能有自律神經失調的傾向。

　　自律神經失調大部分是由於壓力大所引起的問題，而壓力又是什
麼呢？壓力可能來自於生活中各種事件，只要你覺得身心無法負荷都
可以稱作壓力，也因此每個人的壓力來源都不相同。最常見的壓力源
有考試、升遷、結婚、生子、搬家等生活重大事件，也有可能是因為
自我要求高、或是社會期待（如：社會大眾賦予男性需要擔負比較多
養育家庭的壓力），有些人甚至會因為生活中常發生一些瑣碎的事情
而感覺到有壓力。

　　有壓力不見得是壞事，重點是所引發的壓力程度（個體對於壓力
的感受，也就是壓力大小）不同，而不同壓力程度會引發不同的壓力

反應。其實適當的壓力，反而可造成最佳的表現
，如果壓力太高或太低反而表現會不好；尤其是壓
力太高加上長期沒有緩解的狀況下，可能會超出身
體和心理可承受的程度，而導致免疫系統或是自律
神經系統出問題，或是引發其他心理疾病。

     

　　小偉最明顯的是生理反應（肩頸痠痛、失眠
、心悸），這是最容易被察覺的症狀，但是大多
數的人會以為是身體有問題，而不覺得是壓力大
造成的。小偉也是一樣，要不是醫師建議他去找
心理師諮商，小偉也不覺得自己有壓力。與心理
師諮商過後，心理師還發現小偉其實也有情緒反
應和認知反應，如：小偉會比較容易感到不耐煩
，以及工作時注意力變得較不集中。另外，心理
師也發現其實小偉也不太會放鬆，小偉唯一因應
壓力的方式是打電動，但是電動打太久，肩頸會
更痛。

　　放鬆的方法有很多種，而放鬆的目的是要幫
助我們緩和壓力所造成的生理反應，使我們不需
要再花更多力氣和時間來處理這部分的問題。最
簡單的放鬆方式就是運動，因為運動可以調整肌
肉緊繃程度，這也是為何小偉做完運動後反而痠
痛會好一點的原因。再者則是找朋友聊一聊抒發
情緒，有時可能會因此找到解決壓力源的方法。
此外，也可以從事一些其他感到心情愉悅的活動
，如：聽音樂、畫畫、唱歌等。當然適合每個人
的放鬆方式都是不同的。以下介紹3種放鬆訓練
方法：

‧生理反應：失眠、肌肉緊繃、手抖、噁心想

吐、胃痛、拉肚子、心悸等症狀。

‧心理反應：對人不信任、覺得怎麼做都做不

好、沒自信、神經質、會擔心最壞的事會發

生等。

‧情緒反應：易怒、恐懼、害怕、沮喪、煩躁

等情緒。

‧認知反應：注意力不集中、反應變慢、

  記憶力不佳等。

壓力大會有哪些症狀呢？

我們可以從以下4個層面來看：

①燈光不要太亮也不要太暗。
②衣著以寬鬆為主。
③初期練習時盡量找一個安靜又不會被打擾的地方。
④坐著或躺著練習皆可。
⑤肚子太飽時不適合做放鬆技巧練習。
⑥每天最好練習1-2次以上。
⑦如果練習時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請停止  練習，並請教專業人員。

練習放鬆訓練時的注意事項：

      這3種放鬆訓練是心理師常在診間教導病人的
放鬆方法，心理師會在診間根據病人的狀況和評
估過後，挑選適合的放鬆方法。目前在臺灣心理
健康發展協會網站中的逗點空間有詳細介紹和錄
音檔；然而由專業醫療人員或心理師的教導和引
導下，放鬆效果會是最好的，且心理師會協助病
人調整放鬆的方式，也會比較快學會放鬆。

1.腹式呼吸：所謂的腹式呼吸，就是用肚子（丹
田的位置）呼吸的方法，利用肚子帶動呼吸，
且吸進去的空氣也會比較多。吸氣時，肚子是
挺出來的，吐氣時，肚子是縮進去的。而這樣
的呼吸方式可以調整呼吸速度，使呼吸變慢。

2.漸進式肌肉放鬆訓練：藉著身體某一個部位的
肌肉用力拉緊，再鬆開，這樣不斷練習的狀況
下，讓我們對於肌肉緊繃的敏感度較高（能夠
區辨肌肉緊繃和放鬆的狀態）；而用力拉緊肌
肉就是為了之後再讓它放鬆。操作的方式舉例
如下：用力聳肩，只要覺得已經用力到不能再
用力的程度，就開始放鬆。

3.自我暗示放鬆訓練：共分成4個部分。①.感覺
身體的重量是否很均衡的分配在身體左右的兩
側；②.感覺心跳，雖然不一定感覺的到，但嘗
試去感覺它；③.輕鬆地吸氣，緩慢地吐氣，吐
氣時記得慢一點；④.注意手掌心，並在心裡暗
示自己讓手心溫暖起來。不斷地練習這4個部分
直到放鬆或睡著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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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白佳瑜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產房護理師

慢生活 學習放下

在這個海量且快速的資訊世界，每天接受訊息占了生活一半

以上的時間，在工作上須應付突發事件，上班總是繃緊著神

經，下班會想著上班所做的事，內心放鬆的空間，離我們漸

行漸遠，睡眠也是眾人所面臨的問題，難入眠、多夢、睡眠

時間不足等，多重的因素而忘了當下的自己。

　　生活中充斥著超乎自己能力所及的事，現在該好好檢視什麼事該放

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天只有「24小時」。要能善待自己，多久沒

有好好地看看自己、看看你生活空間的變化，學習慢活很難，但若進入

慢活，相信在生活上你會更耀眼。斷捨離、少即是多，使我們生活更有

餘韻，我很常搭大眾交通工具，我喜歡觀察人，不論是在公車、捷運上

或行走時，眼前的景象令我感到害怕，大家幾乎都沉迷在手機中，唯獨

自己沒有看著手機。每個人都身懷絕技、一指神功，衣食住行育樂，手

機無法離手，這就是現代人的生活，但我選擇學習遠離手機、拒絕它控

制我的生活。

　　要學習拒絕，很常遇到朋友邀約或工作上的應酬，明明一天行程已

經排滿了、卻因不好意思拒絕而硬塞了活動，重要而該做的事沒有完成

，如此累積了壓力，反而無法好好的喘息。壓力太大會使人說話急躁、

易怒、思維狹隘、故當學會拒絕，減少對人的承諾，相信你會有很多所

屬空間。靜靜閱讀喜歡的書籍，好好逛街實地看看物品，選擇有質感的

物品，看一場電影，淨化內心，感恩生活上所帶來的能量，不論是負能

量或正能量，轉換成促使自己成長的力量。

　　從現在起開始放慢腳步，因應不同的

工作性質、減少一天中的部分行程，以愉

快的心情迎接一天的開始。可以提早起床

，在上班前留個1小時的寧靜時間，這個

時間是放鬆的，可計劃著你今天要完成的

目標，不要太多，一天不要超過3個，早

晨時間你可以選擇運動、準備早餐、靜坐

，或看書，在這段時間中都是沒有使用手

機的狀態，專注地享受當下的自己。到了

晚上我們感恩一天所遇到的人事物，結束

一天下來的行程，安撫自己、給自己寧靜

的片刻，可選擇安定心神的飲品，選擇喜

歡的音樂、書籍或者什麼都不做、靜靜地

專注自己的呼吸準備進入睡眠，這期間都

沒有使用手機，不再回覆訊息、郵件或瀏

覽喜好的網站及部落格之類的，因為需早

起，所以也要早點入睡！

　　工作上因需輪班，無法選擇固定時間

做例行的事，例如晨跑。我會在不同班別

中安排時間運動，以前沒有運動習慣，常

常滑手機看別人的美好生活，內心覺得好

棒好羨慕，忘了自己也可以改變。直到前5年我開始運動，因運動而減少玩手機的時間，

也讓我身體變輕盈。跑步是最不花錢的活動、可以選擇安全的地方進行，邊跑邊看風景

，無論你看到了什麼，都比在手機看到的更美好且真實，過程中感受跑步帶來的身體變

化，如呼吸速率、步伐等。

　　「停下來，傾聽」喜歡敲打鍵盤將文字拼湊出屬於自己的故事，現代人緊湊的腳步

，常將自己認為該做該說的快速交代完成，僅留少許時間在傾聽及觀察、應多留給自己

及彼此時間。輕微的壓力是好的，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增加自信心，但累積了大於自己

能力範圍的壓力會讓自己陷入不健康的狀態，壓力過大會使人退縮，沒有動力做自己喜

歡的事，更會疏忽生活上的一些事，例如：在家中與家人互動、應主動關心家人、多一

些寒暄讓彼此增加溫暖。

　　現在科技發達交通便利，使得人們錯過了在「慢」中生活，錯過欣賞生活中人事物

帶來的美好，人生中每段過程都可以選擇慢活、「慢活」將使你的人生更美好！

放不下過去，心想著未來，卻忘了而錯過了當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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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充斥著超乎自己能力所及的事，現在該好好檢視什麼事該放

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天只有「24小時」。要能善待自己，多久沒

有好好地看看自己、看看你生活空間的變化，學習慢活很難，但若進入

慢活，相信在生活上你會更耀眼。斷捨離、少即是多，使我們生活更有

餘韻，我很常搭大眾交通工具，我喜歡觀察人，不論是在公車、捷運上

或行走時，眼前的景象令我感到害怕，大家幾乎都沉迷在手機中，唯獨

自己沒有看著手機。每個人都身懷絕技、一指神功，衣食住行育樂，手

機無法離手，這就是現代人的生活，但我選擇學習遠離手機、拒絕它控

制我的生活。

　　要學習拒絕，很常遇到朋友邀約或工作上的應酬，明明一天行程已

經排滿了、卻因不好意思拒絕而硬塞了活動，重要而該做的事沒有完成

，如此累積了壓力，反而無法好好的喘息。壓力太大會使人說話急躁、

易怒、思維狹隘、故當學會拒絕，減少對人的承諾，相信你會有很多所

屬空間。靜靜閱讀喜歡的書籍，好好逛街實地看看物品，選擇有質感的

物品，看一場電影，淨化內心，感恩生活上所帶來的能量，不論是負能

量或正能量，轉換成促使自己成長的力量。

　　從現在起開始放慢腳步，因應不同的

工作性質、減少一天中的部分行程，以愉

快的心情迎接一天的開始。可以提早起床

，在上班前留個1小時的寧靜時間，這個

時間是放鬆的，可計劃著你今天要完成的

目標，不要太多，一天不要超過3個，早

晨時間你可以選擇運動、準備早餐、靜坐

，或看書，在這段時間中都是沒有使用手

機的狀態，專注地享受當下的自己。到了

晚上我們感恩一天所遇到的人事物，結束

一天下來的行程，安撫自己、給自己寧靜

的片刻，可選擇安定心神的飲品，選擇喜

歡的音樂、書籍或者什麼都不做、靜靜地

專注自己的呼吸準備進入睡眠，這期間都

沒有使用手機，不再回覆訊息、郵件或瀏

覽喜好的網站及部落格之類的，因為需早

起，所以也要早點入睡！

　　工作上因需輪班，無法選擇固定時間

做例行的事，例如晨跑。我會在不同班別

中安排時間運動，以前沒有運動習慣，常

常滑手機看別人的美好生活，內心覺得好

棒好羨慕，忘了自己也可以改變。直到前5年我開始運動，因運動而減少玩手機的時間，

也讓我身體變輕盈。跑步是最不花錢的活動、可以選擇安全的地方進行，邊跑邊看風景

，無論你看到了什麼，都比在手機看到的更美好且真實，過程中感受跑步帶來的身體變

化，如呼吸速率、步伐等。

　　「停下來，傾聽」喜歡敲打鍵盤將文字拼湊出屬於自己的故事，現代人緊湊的腳步

，常將自己認為該做該說的快速交代完成，僅留少許時間在傾聽及觀察、應多留給自己

及彼此時間。輕微的壓力是好的，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增加自信心，但累積了大於自己

能力範圍的壓力會讓自己陷入不健康的狀態，壓力過大會使人退縮，沒有動力做自己喜

歡的事，更會疏忽生活上的一些事，例如：在家中與家人互動、應主動關心家人、多一

些寒暄讓彼此增加溫暖。

　　現在科技發達交通便利，使得人們錯過了在「慢」中生活，錯過欣賞生活中人事物

帶來的美好，人生中每段過程都可以選擇慢活、「慢活」將使你的人生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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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獲 台灣疝氣醫學會終身成就獎

黃清水醫務顧問總院

當 選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常務理事

吳錦榕主任總院
放射腫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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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欣恬醫師總院
一般外科

當 選 台灣疝氣醫學會理事

李君豪醫師總院
一般外科

當 選 台灣疝氣醫學會監事

陳樞鴻主任汐止國泰
一般外科

當 選 台灣疝氣醫學會理事

連恒煇副主任總院
教學部

當 選 台灣疝氣醫學會理事



臨床病理科

陳恩頌 代組長

呼吸胸腔科

許育茹 助理員
護理科

吳雅煊 助理員
品質管理中心

李佩蓉 副組長

工務組

劉係生 專員
護理部

溫俊語 專科護理師
小兒科

許芸禎 醫師

總   院

新竹國泰 汐止國泰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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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

張斯蘭 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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