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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洪詩萍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食物過敏原種類在孩童與成人大不同。孩童最常見的過敏原

為牛奶(約2.5%)、蛋(1.3%)、花生(0.8%)、小麥(0.4%)、豆類

(0.4%)、魚(0.1%)及海鮮(0.1%)等。其中大部分孩童在5歲時對牛

奶、蛋、小麥、豆類等急性過敏反應會改善。成人之過敏原常持

續終生，常見的過敏原為帶殼海鮮(2%)、魚(0.4%)、花生(0.6%)

及堅果(0.5%)等。

　　近幾年來全球食物過敏與氣喘之盛行率逐年增加，孩童過敏

症狀隨年齡增長亦隨之改變，稱之為「過敏進行曲 Atopic march 

」：異位性體質孩童初期以濕疹症狀表現，接著陸續表現食物過

敏，過敏性鼻炎及氣喘等症狀。異位性皮膚炎孩子將近81%會發

生食物過敏，半數氣喘孩童過去曾發生食物過敏經驗，對蛋過敏

孩童未來發生呼吸道過敏疾病之風險增加5倍。隨著環境的改變

過敏性鼻炎全球盛行率約10-15%，台灣過敏性鼻炎的發生率高達

15%至20%，台北地區國小學童過敏性鼻炎罹病率已經增加到將

近50%。過敏性鼻炎雖然不是嚴重的疾病，但會造成病人的社交

活動、學校學習和工作效率影響，況且氣喘和鼻炎常合併存在，

因此建議需視為“同一呼吸道、同一種疾病”。然而兒童氣喘病

盛行率高達20%，過敏原主要為屋塵類過敏原群(塵蟎、蟑螂、家

過敏疾病是全球慢性疾病之一，它可以輕微

到您忽略它，也可嚴重到引起致命的急性氣

喘或過敏性休克。過敏成因是因人體免疫系

統對吸入、接觸或食入的過敏原產生的免疫

反應所引起的症狀如過敏性鼻炎、氣喘、蕁麻

疹、異位性皮膚炎、腸胃道症狀等。過敏的成

因包括遺傳體質、暴露過敏原、感染等。環境

過敏原包括空氣污染、二手菸、黴菌、蟑螂或

寵物皮毛屑等。

飲食起居這樣做
預防兒童過敏

塵)佔92%，動物皮毛類過敏原群(貓、狗、鼠類皮毛)佔56%，食物類過敏原

群(例如牛奶、蛋白)僅佔50%。因此找出過敏原，藉由生活經驗觀察、過敏

原抽血檢查、皮膚測試或食物挑撥測試等，積極預防以降低過敏疾病進展

及嚴重程度是對抗過敏首要任務。

　　食物過敏原預防策略：鼓勵母親不論是否有過敏家族史，所有嬰兒至

少哺餵母乳4至6個月。根據近年文獻報告顯示，若非確診食物過敏，相較

於早期攝取高過敏原食物，經由皮膚接觸過敏原反而會增加食物過敏現象

。依據美國AAAAI協會建議：嬰兒4至6個月開始添加副食品，以低過敏食

物開始，每3至5天，每次一種，如水果、蔬菜或米食等。若耐受良好可逐

漸添加高過敏食物如蛋、堅果、魚、海鮮等。除非經過醫師確診對特定食

物奶、蛋、海鮮或堅果類等食物過敏，才須避免該食物，否則不建議家長

過多限制孩子飲食種類或延遲副食品添加，避免影響孩子成長發育。

　　環境過敏原預防策略：兒童與懷孕婦女應完全避免環境中二手菸、減

少環境塵蟎過敏原、清除黴菌、有飼養寵物者居家應避免接觸寵物及減少

貓狗有毛寵物過敏原濃度。根據國內統計，台北市學童有過敏症狀者，約9

成孩童的過敏原為屋塵蟎類過敏群(塵蟎、蟑螂、家塵)，要避免接觸塵蟎，

有許多家長誤以為家中有空氣濾清器就夠，其實這只是整體預防措施的一

部分。控制居家環境濕度並維持50-60%濕度以降低塵蟎繁殖，積極移除填

充式絨毛玩具，常換洗寢具，陽光曝曬或烘乾20分鐘以上或選用具有防塵

蟎作用的枕頭、棉被及床墊覆套，避免病童進行跳床或丟枕頭的遊戲，孩

童睡覺房間盡量減少堆積物品、書本等才能更有效減少塵蟎孳生。

　　過敏疾病之治療首重預防，早期發現給與適當之預防及治療，有助於

我們孩子因長期過敏原暴露造成疾病進展而影響整體健康及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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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70%的異位性皮膚炎在青春期後會消
失或顯著改善。但這條漫漫的抗「異」之路，需
要家長全面的支持、孩子的全心信任以及醫師的
全力投入。以下提供照顧5大心法「濕」、「炎」
、「癢」、「感」、「激」，讓控制異位性皮膚
炎將不再是一件難事!

「濕」：時時做好保濕
．若家中有浴缸，建議每天或隔天以溫水泡澡

5-10分鐘。
．剛泡完澡的時候，輕輕將皮膚蔭乾(勿用力搓揉)

，盡快擦上保濕產品。剛泡完澡的皮膚含水量
最高，此時積極保濕可將水分鎖在皮膚中。

．即使市面上有極多的低過敏產品，仍有可能造
成您孩子的刺激，每個孩子的皮膚都不相同，
必須試過才知道。

．原則上越油的產品保濕效果越好，不過還是要
以孩子能接受最重要。比如在悶熱的夏天，油
膩的油膏較難忍受，此時可折衷使用乳膏。

「炎」：配合醫師指示用藥減少皮膚發炎反應
．最常用也最有效的第一線外用藥劑仍是外用類

固醇。許多家長聽到類固醇都聞之色變，其實
依醫師指示適當適量的使用，是幾乎不會產生
副作用的。

．新一代的非類固醇類外用藥物(如普特皮或醫立
妥)，雖然效果只相當於中弱效的外用類固醇，
但無長期副作用，適合用於皮膚較薄處的輕度
病灶。

．中重度的全身性異位性皮膚炎患者，有時無法
用外用藥物獲得理想的病情控制，需要口服的
免疫調節藥物治療。這些藥物需要規則回診定
期監測，必須與您的醫師緊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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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異位性皮膚炎
異位性皮膚炎，又稱作濕疹，是一種慢性、長期的皮膚

疾患。受到影響的皮膚會呈現發炎、泛紅、癢、乾燥的

情形，最常好發在小孩子。在歐美先進國家，異位性皮

膚炎的盛行率逐年上升，目前已達20-30%，隨著年齡

漸長，大部分的異位性皮膚炎會隨著時間改善。

文 / 俞佑
國泰綜合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

「癢」：減少搔癢不適
．無時無刻的癢往往是最大的困擾。搔抓會破壞

原本就已經脆弱的表皮屏障，使發炎加重，形
成惡性循環。抓傷更可能導致細菌感染。

．夜間搔癢會影響到睡眠品質，造成白天精神不
濟。而白天的搔癢則會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兩
者都會妨礙孩子的學習發展。

．搔癢的控制需雙管齊下。藥物的部分，包括口
服抗組織胺及外用止癢藥膏。心理行為方面，
父母親可用獎勵的方式鼓勵孩子避免搔抓。局
部冰毛巾冷敷也可減少癢感。

「感」：預防及治療皮膚感染
．異位性皮膚炎患者的皮膚屏障較脆弱，容易受

到感染，最常見的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患部呈
現金黃色的乾痂，流湯流水或紅腫粗糙。此時
須以抗生素治療。

．以稀釋1000倍的漂白水泡澡可減少皮膚帶菌量
，也可紓解癢感。

．異位性皮膚炎的患者也較容易受到疱疹病毒的
感染。且一旦發病，有可能造成瀰漫性的嚴重
感染，稱做「疱疹性濕疹」。因此，若患者的
家人疱疹正在發作，建議避免接觸患者。

「激」：避免外界刺激
．常見的刺激包括：過度洗浴且未使用保濕劑、

乾燥低濕度的冷暖氣房、流汗、家中或環境中
有人抽菸、洗泡泡浴、衣物過於貼身造成反覆
摩擦、衣物的質地太粗糙(如羊毛)、心理壓力、
衣服穿太多造成過熱、香精、殘留在衣物上的
洗潔劑或柔軟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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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癌症基金會(兒癌基金會)的統計，發生率在兒童癌症

中大約為1.8％，大部份發生於嬰幼兒，很少超過6歲，發

病的平均年齡為1歲8個月，男性與女性的發病率大約佔

1-2：1；而肝細胞癌則好發於40-60歲的成年人，但兒童

亦偶而會發生，兒癌基金會的統計，其發生率在兒童癌

症中大約為1.5％，多是6歲以上的兒童，不論是臨床症

狀或病理形態上均與成人的肝細胞癌非常類似，男性

與女性的比例大約佔3-4：1，歐美各國肝臟腫瘤則是

相當少見的惡性腫瘤，但是在亞洲及非洲的國家卻十

分普遍，這與台灣地區肝炎的盛行有明顯的相關性，

目前已經瞭解接種B型肝炎疫苗可大幅減少肝細胞癌的發生。

　　B型肝炎一直是台灣民眾的「國病」，而B型肝炎患者也是肝癌的高危險群，一年奪走

不少國人的性命。根據衛福部的統計，每年大約有13,000人死於慢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為國人主要死因的第9位，肝癌則是國人主要癌症死因的第2位，國人

慢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的主因是B型肝炎及C型肝炎，死於肝癌的病患中，約70%的人是

B型肝炎帶原者，20%是慢性C型肝炎感染者，B型肝炎帶原者如果有持續性的肝炎發作，

約15-20%會發生肝硬化，大幅增加了肝癌的發生率，而C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至少一半以上

會變成慢性肝炎，大約有20%會導致肝硬化，且肝硬化患者每年大約有3-5%會變成肝癌。

　　2.神經母細胞瘤(Neuroblastoma)是兒童癌症當中，除了腦瘤、淋巴瘤之外，最常見的

固態之惡性腫瘤，在嬰兒期，此症也是最常見的，此症源於神經脊的胚胎瘤，屬交感神經

系統腫瘤，因多能性交感神經元母細胞和交感神經母細胞分化功能變差，形成腫瘤惡性增

殖，演變為神經母細胞瘤，腫瘤會發生在交感神經系統分佈的任一部位，但最常發生在後

腹腔，尤其好發於腎上腺，神經母細胞瘤在兒童癌症發生率僅次於白血病、腦瘤及淋巴瘤

，根據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資料，在台灣地區每年約有30、40例新發病之神經母細胞

瘤兒童。

　　3.嗜鉻細胞瘤(Pheochromocytoma)和副神經瘤(Paraganglioma)為一群會分泌兒茶酚胺的

腫瘤，分別源發自腎上腺髓質以及交感神經節，兩者皆具有類似的臨床表現，嗜鉻細胞瘤的

治療，最重要是進行手術切除，嗜鉻細胞瘤相當敏感，手術可能會誘發Catecholamine大量分

泌，造成血壓飆升(導致高血壓危象)，增加手術的風險，術前準備的藥物治療目標為控制高

血壓，避免術中出現高血壓危象。

　　4.腎上腺皮質癌為一種非常少見的惡性腫瘤，過去的資料顯示其發生率約為每年每十

萬人口0.5到2人，依據國健署的統計，台灣地區在民國98年一共有20個新診斷個案，其中

包括8位男性及12位女性，其發生率每十萬人口男生大約為0.08，女生大約為0.10，多是小

於5歲和40到50歲為主，腎上腺皮質癌的遠端轉移最常見的是肝臟(48％)，肺臟(45％)，骨

骼(13％) 及淋巴(29％) ，前述病人的腹部腫瘤即屬於罕見的腎上腺皮質癌。

　　提醒家長，若發現孩子腹部有不明腫塊，應儘快就醫，臨床治療為手術切除腫瘤後，

若病理報告為惡性腫瘤，需輔以化學治療及放射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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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腫瘤疾病和成人腫瘤疾病有相當大的不同，小兒惡

性疾病在每一百萬名18歲以下兒童中約有150例病人，

在兒童死亡原因中居第2位，僅次意外死亡，近年來，

部份地區兒童惡性腫瘤發病率呈上升趨勢，惡性疾病已

成為威脅兒童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早期診斷及立即治

療是降低疾病死亡率的重要原因。

文 / 林隆煌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主任級醫師

罕見的
兒童腹部腫瘤

　　一位2歲11個月大的女童，過往的生長和發展都無異常，疫

苗也都如期施打，家族史方面也未提及有特殊疾病。

　　此次求診的主訴是其母親於她的右上腹觀察到一個可觸摸的

、非柔軟的腹部腫塊，女童並沒有噁心、嘔吐、便秘或腹痛等症

狀且食慾正常。由於上述問題，她經由診所轉來國泰綜合醫院尋

求進一步的檢查。住院後理學檢查發現右上腹有一明顯的實質固

態腫塊，叩診呈濁音，腹部X光 (圖一) 發現右上腹有一明顯的輻

射不能透過之腫塊，腹部超音波檢查(圖二)顯示在右上腹腔有一

個異質性腫瘤病變，直徑約12公分。

　　

　　腹部電腦斷層檢查(圖三、圖四)顯示肝臟和右腎之間有一巨

大的腫瘤，含一些鈣化，異質密度和異質增強，直徑約12.4公分

，初步診斷為腹部腫瘤，鑑別診斷包括1.肝母細胞瘤2.神經母細胞

瘤3.嗜鉻細胞瘤4.腎上腺皮質癌。病童接受手術後，術後病理檢查

報告為腎上腺皮質癌(Adrenocortical carcinoma, ACC) ，病童目前

仍在接受化學治療及放射線治療中。

以下分別介紹4種腹部腫瘤
　　1.肝臟腫瘤分為良性及惡性二大類，最常見的是肝細胞的惡

性腫瘤，好發於兒童的肝腫瘤有二種，分別是肝母細胞瘤

(Hepatoblastoma)及肝細胞癌(即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肝母細胞瘤是兒童最常見的肝臟原發性惡性腫瘤，依據中華民國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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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針對婦科良性疾病的治療大體上可分兩種，一種是藥物治

療，另一種則是手術治療；以子宮肌瘤為例，目前有新型的藥物藉

由調控黃體激素受體而達到抑制子宮肌瘤生長的目的，甚至可以將

其體積縮小；然而如果肌瘤的體積太大，或是肌瘤的位置壓迫到子

宮腔、膀胱、直腸，因而導致經血過多、頻尿、漏尿、便秘、貧血

、下腹腫脹等症狀，這時藥物治療的效果可能不是那麼的理想、即

時，我們就可以考慮以手術方式來治療。

　　一般來說婦科手術有分兩種，一種是傳統開腹手術、另一種是

腹腔鏡手術；傳統手術的缺點已經在之前提過，目前大多數良性的

婦科腫瘤皆可由腹腔鏡手術完成，腹腔鏡手術的優點是在腹腔開1-4

個約0.5到1公分的小孔，藉由二氧化碳氣體的注入可以大大的擴張

腹腔的體積，製造出寬闊的手術視野，而後經由手術醫師操作特殊

的腹腔鏡器械來完成手術，術後的傷口小，恢復迅速，可以大大的

減少病人的疼痛及住院天數，一般來說傳統手術需要5天的住院及較

長的恢復期，而腹腔鏡手術僅需2-3天的住院天數即可，而大多病人

在一週內皆可恢復正常生活，因此不但傷口小，恢復也快，術後的

併發症更是大大地減低，因此腹腔經手術已經是目前婦產科手術的

主流。

　　但！你還有其他的選擇！藉由科技的進步，腹腔鏡手術已經進

化到「單孔」腹腔鏡手術，醫師僅需在上腹部打開一個約2公分的傷

口，就可以執行腹腔鏡手術，不但手術恢復更快，傷口更美觀，亦可縮短

手術時間，因此單孔腹腔鏡手術漸漸的成為治療的首選。

　　然而並非所有病人都適合以腹腔鏡、或是單孔腹腔鏡來手術，有些疾

病因為腫瘤體積過於龐大，或是腹腔沾黏嚴重、抑或是有癌症的疑慮就不

適合以腹腔鏡手術來處理，反而是應該以傳統腹腔鏡手術來治療會是更好

的選項。

　　腹腔鏡手術是目前婦產科手術的主流，幾乎良性的婦科疾病皆可藉由

腹腔鏡手術來治療，例如：

卵巢的疾病：黃體囊腫破裂、發炎性膿包、巧克力囊腫、畸胎瘤、卵巢扭轉

輸卵管：輸卵管水腫、子宮外孕

子宮疾病：子宮肌瘤、子宮肌腺症、骨盆腔沾黏

　　腹腔鏡手術雖好，但因為技術門檻高，因此在選擇腹腔鏡手術時醫師

必須有良好的技術與經驗方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術前的診斷與評

估相當重要，否則反而增加手術時間及出血量，徒增手術的風險；另外，

如果是單孔腹腔鏡需要自費的單孔腹腔鏡器械，耗材的花費也是一個考量

點。因此基本上大部分的良性婦科腫瘤都可以腹腔鏡或單孔腹腔鏡手術治

療，唯嚴重沾粘或是腫瘤過大或是有癌症疑慮時需考慮以傳統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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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婦科疾病
妳可以有不一樣的選擇！
許多婦女朋友都有婦科疾病的困擾，經血過多、經痛、腹部腫脹、月經不規則、不

孕⋯等問題，而許多問題的原因是因為在女性的生殖器官長了不該長的東西，例如

：子宮肌瘤、卵巢腫瘤、子宮內膜息肉、子宮頸瘜肉、子宮內膜異位症⋯等，而傳

統治療的方式則是以傳統的開腹手術為主，然而傳統的手術雖然可以達到根除的效

果，但是因為傷口大，術後疼痛，傷口照顧不易，及恢復慢，住院天數長等問題，

因此傳統手術已漸漸式微。

文 / 林立展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5歲張小姐在最近一直被朋友告知怎麼脖子腫腫的，直到在醫院詳細檢查

後才知道在她的兩側甲狀腺有4顆1到4公分不同大小的良性結節腫瘤，因

為得知目前有電燒甲狀腺腫瘤的新技術，於是接受射頻消融治療，術後無

發生併發症，在最初6個月追蹤發現體積已經減少61%。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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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文弘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何謂甲狀腺腫瘤射頻消融手術？
　　簡單地說就是經由超音波導引，將消融針放到腫瘤裡面，藉由針尖所放

出來的能量加熱，將腫瘤組織破壞。至於消融過的甲狀腺腫瘤之後會在腺體

內慢慢被吸收，體積逐漸縮小，甚至消失。目前根據一般文獻的報告，消融

手術後，3個月原本結節的體積可以減少約50%，6-12個月體積可以減少約

80%左右，而達到改善病人臨床外觀與壓迫的症狀。一般甲狀腺消融治療後

不需要放置引流管、不用住院，稍作觀察後即可出院回家，傷口只有針孔般

的疤痕，手術需自費。

甲狀腺射頻燒灼術的病患術前須知：
1.射頻燒灼術治療後，腫瘤不會立即消失，約需3個月到1年，腫塊才會明顯

縮小。 

2.可能需接受數次射頻燒灼術，才能達成治療目標。 

3.治療後結節可能再度復發變大，因而需要安排其他療程。 

4.燒灼中患者不可吞咽或說話，以防所致電極偏移，繼而引起周圍組織損傷。

5.雖然安全性在可接受範圍內，但治療中仍可能有疼痛感及併發症。 

6.術前須停止抗血小板凝結劑或抗凝血劑的使用，至少1週。 

7.原則上不需住院，但若有呼吸困窘現象，可能需住院觀察或治療。

哪些是甲狀腺消融手術的適應症?
消融手術並不保證可以將所有的結節(腫瘤)細胞全消滅，所以它比較適合下面

的幾種情況：

(a)良性結節和良性腫瘤。

(b)甲狀腺術後殘留或轉移的腫塊及淋巴結。

(c)懷疑惡性、小於1公分、無淋巴結腫大、單顆、無伴隨外周侵犯或轉移的甲

狀腺腫瘤。

(d)病人身體有其他疾病無法或是不願意接受全身麻醉切除手術的病人。

但是要特別提醒的是，針對惡性腫瘤原則上還是先考慮目前標準的治療。

甲狀腺消融手術的併發症?
併發症主要包含：

(a)疼痛：對於比較大的結節可以稍微在治療處冰敷，若是真的疼痛可以服用

藥物止痛，消融後的不舒服症狀在術後2-4天，便可以比較緩解。

(b)聲帶沙啞(或其他附近相關神經的損傷)：大部分是可以在1-90天恢復，少

數造成永久的沙啞。

(c)出血。

(d)結節破裂：通常在術後追蹤期間期突然出現頸部脹和疼痛，一般給予抗生

素和止痛藥保守治療。

(e)皮膚燒燙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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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腫瘤也可以用電燒？
淺談射頻消融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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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永成
國泰綜合醫院放射線科主任

　　肌少症首先表現為骨骼肌萎縮，肌肉組織質

量下降，其特徵是肌肉纖維脂肪化，纖維化增加

，肌肉代謝不正常等因素，導致進行性肌肉功能

的喪失和虛弱。骨骼肌減少症取決於兩個因素：

初始的肌肉質量和因高齡化引起肌肉質量減少的

速度。

　　缺乏運動被認為是肌少症的重要危險因素。

速度和力量強度在30歲後逐漸下降。即使在大

師級運動員中，馬拉松運動員和舉重運動員的表

現在大約40歲之後也會下降，到80歲時，表現

的最高水平會下降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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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少症是骨骼肌質量與力量強度的退

化性喪失，與高齡化、運動不足、營

養不均衡與慢性疾病有關，一般人30

歲以後骨骼肌質量每年損失0.5-1％。

肌少症是體質脆弱的一個象徵，造成

步態緩慢極容易跌倒。

　　由於體力活動減少和工業化人口壽命延長 ，肌少症正成為一個主要

的健康問題。肌少症可能會發展到老年人可能喪失其獨立生活能力的程

度。 此外，肌少症因會造成平衡不良，步態速度降低，跌倒和骨折所以

是預測殘疾的重要因素。 肌少症被認為是與骨質疏鬆症有相關，即骨質

流失，也是由於不活動和運動減少造成的。 骨質疏鬆症合併肌少症導致

老年人出現顯著脆弱。

依照亞洲肌少症小組診斷標準是：

　　低肌肉質量：男性小於7.0kg/m2,女性小於5.4kg/m2

並且包含：步態速度低（例如在4米步行測試中步行速度低於0.8米/秒）

或肌肉力量低（例如握力：男性<26kg，女性<18 kg）其中一項，而嚴重

的肌肉減少症需要三種情況都存在。

　　肌少症的評估方面，針對肌肉量的部分，在研究或臨床上，目前建

議使用雙能量X射線吸收儀(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來測量

，生物電阻抗分析(bioele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IA)雖然較為簡易、

便宜、安全，但精準性相對不足；國泰綜合醫院備有雙能量X射線吸收

儀為民眾提供肌少症的檢測，可達到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運動對治療骨骼肌減少症有意義；證據表明，骨骼肌在短期阻力運

動中合成蛋白質的能力和能力增強。

　　目前尚未批准用於治療肌肉減少症的藥物；在維生素D缺乏時的補

充和確保攝入足夠的卡路里和蛋白質對肌少症重要性幾乎沒有爭論。

　　蛋白質攝入和身體活動是肌肉蛋白質合成的重要刺激因素。許多專

家組建議將老年人群的膳食蛋白質建議增加到每天1.0-1.2克/公斤體重。

老年人的主要營養補充劑對預防肌肉減少症和虛弱是有意義的，因為它

是一種簡單，低成本的治療方法，沒有重大副作用。

30歲後肌肉開始流失
肌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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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說過「跑步者的愉悅感」嗎?是指當運動

量超過某一階段時，長時間、連續、中等至高

強度的運動，把肌肉內的肝糖用盡，體內便會

分泌腦內啡，讓我們心情愉快。此外，運動可

以讓大腦產生血清素、多巴胺與正腎上腺素，

這三種重要的大腦神經傳導物質，與我們的情

緒穩定相關，而常見的憂鬱症正是大腦中血清

素失調所導致。

    那麼當自己或是身旁的人有憂鬱的時候，就

該積極鼓勵他趕緊去運動、跑起來嗎?答案並

非是肯定的。媒體曾報導，一位曾罹患重度憂

鬱症的馬拉松跑者受訪指出，不該要求憂鬱症

患者去跑步、運動，而是先帶他們去接受專業

治療。

    人們生活總是在忙碌中渡過，忘了留心自己生

活中的腳步，於是壓力累積、情緒無法宣洩、焦

慮煩躁、睡眠困難，有時候生活不忙碌，卻被孤

寂、孤單感給淹沒，也許不一定造成憂鬱、焦慮

等身心症，但那種心理上的不安適，卻是你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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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路跑帶起台灣民眾的運動風氣，各種形式的運動競賽，如全馬(42.195k)、

半馬(21k)、半馬以下(9k、10k⋯)、趣味主題(海賊王、凱蒂貓路跑)、超馬(大於

42.195k)、越野跑、鐵人三項等等，讓大眾有多種運動的選擇。馬拉松路跑活動會如

此盛行，理由不需要多說，大家都知道，運動有益身體健康，但你感受到了嗎?民眾

的健康觀念逐步改變，人們在意的不再只是身體健康，更在意的是心理上安適感。

感同身受的。跑步，不單單只是運動，而是可以

成為自我療癒的過程。

    動態跑步療法DRT(Dynamic Running Therapy, 

Willian Pullen著/劉又菘譯)一書提到，透過跑步與

心靈對話，療癒低潮邁向健康人生。這是個結合

正念、運動與談話的心理治療概念。在跑步的過

程前中後，讓自己主動感受身體的變化，與自己

或他人對話，而非著重計劃鍛鍊運動能力，不同

於跑步技巧訓練的概念，「避免拼命」是動態跑

步療法很重要的一個環節。讓我們一一了解為何

動態跑步療法?

1.一步一腳印：學習一個簡單，但非常強大的

技巧，並開始探索你是誰。面對時常延遲處理的

事物，我們需要紀律、自我承諾去面對，但並非

積極地去改變任何東西，這是一種自我接納

(self-acceptance)過程，只需要注意你內心對話的

語氣，並帶著包容與耐心去面對事情，讓他自然

地來去，是一種正念，不評價、不批判，讓自己

知道，想法只是想法不等於自己。

馬拉松不只是跑步而已
自我療癒的過程

2.保持初衷：以發現新事物、好奇的心去進行

每次的跑步，不要把它當成命令嚴格執行。

3.三階段過程-

  扎根、帶著目的去跑、作筆記

第一階段：扎根。運用認知行為治療與正念冥想

，是一種能使你放鬆並再進行DRT前培養情緒的

方法。

◆全身掃描：找ㄧ個舒服自在的地方，展開四肢

，深呼吸，感受一下身體的重量，隨著呼吸，

感受身體各部位的變化，將注意力逐步放在頭

部、脖子、肩膀、胸口、手臂、前臂到手指末

端。

◆環境掃描：將注意力從身體轉換的身處的環境

。透過感官，留意自己看到什麼、聽到什麼、

聞到什麼、觸摸到什麼。

◆情緒掃描：類似身體掃描、環境掃描，留意自

己當下感受到的情緒狀態。

◆啟動：反思剛剛的過程中，有哪些想法出現在

你的腦海中，選擇一個適合今天處理的問題(情

緒、人際議題等)，開始去步行或跑步。想不到

重點，也是一種選擇，認清自己不知道自己要

的是什麼，也是一種習得。

第二階段：帶著目的去跑。帶著你想處理的問題

去跑，專注在問題上，讓他成為探索的種子，以

包容、溫柔的心看待自己，自我接納隨之來到。

透過正念運動，不帶偏見地去確認那些過程中所

發生的事情。留意、確認，然後繼續前進。

第三階段：作筆記。如同旅程的記錄，證明完成

DRT過程。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主要是將執行DRT

的過程中自己的感受、大腦中的想法以文字呈現

並保留，作為深度自我洞察的素材，有朝一日只

要重新閱讀就能讓自己內心更強大，抑或是將書

寫過程當成宣洩管道，讓自己放下那些想法。

4.完成：這是直觀的過程，如果你覺得比起剛開

始好多了，可以選擇結束這個過程，或是更深入

執行。若未改善，可再次執行某些步驟或重頭來

過。

5.最終概要：回顧筆記並總結你所經歷的過程

，將可擁有一個從開始、中間到結束的親身經

歷。同時，重讀時，留心注意自己當下的

感受，為自己的跑步旅程

給予一個主題或是描述

。更可以寫下一段關於

過去、現在及未來期待

的摘要故事。

     馬拉松不只是跑步而

已，更是一種自我療癒的

過程。並非人人都會得到

憂鬱、焦慮症，但我們確實

有可能三天兩頭心情不美麗

、看什麼都不美麗，請記得，想法只是想法，並

非事實。從平日開始就學習與自己對話，增加自

我覺察，學習宣洩情緒，釋放壓力才能真正的達

到心理的安適。

參考資料：

1.動態跑步療法(Dynamic Running Therapy)。Willian Pullen著/劉又菘譯

2.運動治憂鬱？ 歐陽靖：不該要求憂鬱症患者「先」跑步。

   2017年10月03日中國時報記者/倪浩倫。

3.內啡肽。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溫馨小
提醒：

DRT可
以是步行、可以

是跑步，不一定要到

42. 1 9
5公里的距離，

所以，選擇一種自己

合適可接受的方式進

行即可。



　　除了飲食之外，來自於空氣與體內

自己產生AG E s也是不可被忽視的。規

律且適量的運動，充足的睡眠，還有健

康的人際關係有助於減少生活壓力，都

是減少體內生成AG E s的好方法。戒菸

與拒吸二手菸也是相當重要的功課，重

視環境保護，減少空汙問題，對健康而

言也是相當重要的。

不吃糖不等於“抗糖化飲食”，糖化到底何方神聖，讓專家學者

視為健康怪獸?

越來越多研究指出“糖化終產物”對健康有很大的危害，“抗糖

化飲食”成為最近很夯的健康飲食策略。很多人以為“抗糖化”

就是不吃糖，事實上，抗糖化飲食與時興的斷糖飲食及生酮飲食

完全不同。正確地來說，抗糖化飲食是指透過飲食策略，減少體

內“糖化終產物”的累積，降低各種慢性疾病的風險，達到抗老

化的目的，所以抗糖化是對抗“糖化終產物”。

“糖化終產物
 威脅健康的大怪獸
　　人體有兩種糖化作用：酵素作用的糖

基化反應與非酵素作用的糖化反應，一般

常提到的糖化，主要指的是後者。

糖基化反應：藉由酵素把糖放在蛋白質上

的特定位置，形成具有特殊功

能的分子，調節人體的生理功

能。

糖化反應：糖與蛋白質、核酸或脂質⋯⋯

等，不需酵素反應，經過一連串

反應後的最後產物被稱為糖化終

產物（Advanced  Glyca t ion  

End  p roduc t s  ，之後簡稱 AGEs  

），AGE s具有很強的攻擊性，

會引起發炎反應。

　　不需酵素的狀況下，體內只要有糖和

含胺機化合物（蛋白質、胜肽與胺基酸）

或是有過氧化的脂質就可能產生AGEs，所

以身體各處，只要有條件符合的狀況，就

很容易發生糖化，影響原本的功能。

　　另外研究也指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與

癌症等多種慢性疾病的發生，也與AGEs有關。

人體雖有防禦系統負責清除或減少AGEs的形成

，但隨著老化，排除AGEs的能力會跟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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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抗糖化飲食

各類食物AGEs含量(每100g)

資料來源：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2010;110(6):911-16

參考資料：
1.URIBARRI J, WOODRUFF S, GOODMAN S, et al.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in Foods and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ir Reduction in the Die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2010;110(6):911-16
2.Koschinsky, T., He, C. J., Mitsuhashi, T., Bucala, R., Liu, C., Buenting, C., ⋯ & Vlassara, H. Orally absorbed reactive glycation products (glycotoxins): an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7; 94(12), 6474-6479.

血液中的蛋白質糖化作用：

．胰島素阻抗：胰島素被糖化後調節血糖的能力大減

，血液中胰島素濃度上升，細胞發生阻抗性，糖尿

病的風險也上升。

．腎臟功能受損：血液中的AGEs從腎臟排除，直接造

成腎臟損傷。

．動脈硬化風險增加。

．細胞膜受損，增加血球形狀異常與紅血球凋亡的情

形。

高油、高蛋白AGEs多更多

　　高蛋白是AGEs重要的原料，如果再加上高

油這樣的條件，所產生的AGEs量就更加驚人，

例如：同樣是高溫燒烤去皮的雞腿肉與雞胸肉

相比，AGE s的產生量就增加了1 . 8倍，帶皮雞

腿 肉 跟 去 皮 雞 腿 肉 相 比 ， 多 了 雞 皮 的 脂 肪 ，

AGEs就增加了2倍。

　　相比之下，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蔬

菜、水果、全穀物和牛奶，即使在烹飪後所含

的AGE s也相對較少，例如烤牛排的AGE s含量

還是比炸薯條高出9倍以上，想要執行“抗糖化

飲食”還是依據均衡飲食的搭配比較合適，避

免以高油高蛋白飲食為主。

溫度是形成AGEs關鍵要素

　　食物要進行糖化反應，必須有三個基本要

素：糖+蛋白質+熱。在室溫下，其實糖化反應

也會進行，只是速度比較慢。當食物尚未經過

加工或熱處理之前，AGEs的含量通常不高，但

加熱後就有相當可觀的成長，如附圖所示：烤

過的牛排或是油煎過的牛排，AGEs的含量是生

牛排的9-12倍之多，去皮的雞胸肉烤過之後，

AGEs也會增加超過6倍。

　　減少高溫烹調的食物是避免攝取過多AGEs

的重要原則，多選用小火、中火炒取代大火快炒

，燉、煮、蒸、燙等烹調方式比烤、炸來得好。

飲食要多樣，抗氧化大軍才給力

　　AGEs強大的攻擊力，對身體會產生

氧化傷害，因此加強身體的抗氧化能力

可以減少體內AGEs的產生及對身體的傷

害。如果能從多種新鮮食物中攝取各種

抗氧化物質，抗氧化的功效就具有加成

性，能力會越強大。植物性的豆類、蔬

菜、水果、堅果與全榖全麥，都含有豐

富抗氧化物。另外，辛香料與香草類等

調味料，也含有豐富的抗氧化物，善用

這類調味品，除了可以增加身體的抗氧

化能力外，特殊的風味也可以減少味覺

上對於鹹度的依賴，減少鹽份攝取量。

如果平常習慣搭配高湯，建議可以熬煮

蔬果高湯，添加風味外也可以增加抗氧

化物的攝取量。

　　飲食中的AGEs攝取量目前並沒有明

確的建議，而且AGEs的種類繁多，不同

研究對於食物所含的AGEs含量分析也會

有些差異，只要依據上述特性多注意食

物選擇與調整烹調方法，就可以減少由

口吃入的AGEs量。

皮膚膠原蛋白的糖化作用：

．皮膚失去彈性：糖化的膠原蛋白會失去彈性而產生

皺紋。

．皮膚暗沉：AGEs促使黑色素的合成增加。

骨骼膠原蛋白的糖化作用：

．增加骨折風險：研究發現，AGEs堆積會使骨骼變脆

容易發生骨折。

．增加退化性關節炎風險：動物研究發現，AGEs可能加

速關節軟骨的分解，讓退化性關節炎變得更嚴重。

檸檬汁可抑制AGEs的生合成

　　研究發現烤肉前先浸泡醋與檸檬汁，會降

低AGEs的產生量，尤其是檸檬汁的效果比較明

顯。因此，要烤肉前先將肉品用檸檬汁醃漬，

也許是減少身體負擔的好方法。

 遠離AGEs傷害
 飲食就要小心來
　　食物在烹調或加工的過程也會發生糖化反

應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梅 納 反 應 （ M a i l l a r d  

r e ac t ion），經由梅納反應的進行，食物顏色變

成越來越深的褐色，同時產生特殊的風味，例

如烤麵包、燒烤、炸薯條⋯等，這樣的糖化反

應 ， 會 讓 人 食 慾 大 增 ， 不 知 不 覺 吃 進 大 量 的

A G E s 。 腸 道 大 約 可 吸 收 1 0 % A G E s ， 吃 越 多

AGEs，血液與尿液的AGEs濃度也會跟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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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死率的主動脈剝離，有高達45%病人於發作當下

死亡，過年前更接連有名人因主動脈剝離猝死，令人

扼脕，顯見主動脈剝離不可輕忽。

　　國泰綜合醫院日前收治一

名57歲病人，洗澡時突然胸悶

、暈厥，經救護車送來急診，

檢查發現心電圖ST段有變化，

因胸悶症狀及心肌酵素檢查顯

示為急性心肌梗塞，使用抗擬

血液藥物後，遂進行心導管介

入性檢查治療，發現冠狀動脈

血流的確不正常，但進一步檢

查後發現同時有主動脈剝離現

象，緊急進行手術切除剝離部分並置換人工血管，經醫療團隊全力搶救，成功

挽救病人生命，術後恢復狀況良好。

　　主動脈是身體最大動脈，負責將心臟的血液通往全身，因此若主動脈剝離

，會造成全身血液供應問題，進而產生器官缺氧壞死，是致死率極高的疾病。

而主動脈剝離又分為A、B型兩種，A型是升主動脈剝離，這段主動脈位於心包

膜腔內又靠近心臟，容易造成心包膜填塞導致休克，需要緊急手術；B型則為不

包括升主動脈之外的降主動脈及其下的大血管，一般較不易破裂，可先經由內

科藥物治療穩定血壓，後有逐漸恢復的機會。

　　一般來說主動脈剝離典型症狀為前胸到後背撕裂般劇痛，心肌梗塞則是胸

痛衍生至手臂或下巴(有時甚至出現胃痛)，若主動脈剝離影響到心臟冠狀動脈

時，病人出現心肌梗塞症狀，其心電圖及心肌酵素檢查呈異常，前述病人就是

屬此類主動脈剝離症狀不典型，沒有前胸後背撕裂痛卻以心肌梗塞表現的病人

，為搶救時機通常在使用抗凝血藥物直接心導管治療，卻因此會增加後續手術

出血困難。

 

　　提醒民眾，舉凡高血壓、高血脂等危險因子造成的動脈粥狀硬化、先天主

動脈狹窄及馬凡氏症候群等，都是誘發主動脈剝離的原因，症狀為突發性的劇

烈胸痛(前胸到後背)、呼吸困難、休克暈厥等，特別提醒三高病人應規律用藥

控制疾病，如出現上述症狀盡快就醫，特別是天氣太冷或太熱等氣溫變化大時

，更是心肌梗塞及主動脈剝離好發的高峰期，更要留心注意。

後背撕裂傷痛
不一定是肌肉痛 
致命主動脈剝離快就醫

文 / 侯紹敏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部主任



咦，蠶豆症？我是嗎？ㄚ伯指著自己臉上的小

突起，擔心地詢問 「這是蠶豆症嗎？不只這裡

唷，頭皮也有。」、「蠶豆症吃了這個藥會怎

樣？」。因為用藥須知中的一句話讓他有些緊

張，看著藥袋上的說明〝G6PD缺乏症 (俗稱蠶

豆症) 請告知醫師，並小心使用〞，ㄚ伯滿是

疑慮並試圖釐清。

與小摩擦。事實上，文獻中提及的「蠶豆症要小

心使用」的藥品並不等同絕對禁止使用，例如小

兒常用的退燒糖漿(主成分為acetaminophen或

ibuprofen)，只要在安全劑量範圍內並不致觸發病

人的溶血反應；倒是若發現藥袋警語或藥品說明

書有「蠶豆症禁止使用」的用語時，則務必請醫

師立即改藥。

確保用藥安全，我該做什麼？
　　蠶豆症畢竟有別於藥物過敏症，也無法藉著

給藥前的過敏測試得知，這時過去病史就至為重

要！就醫時，一定要事先告知本身有蠶豆症、抑

或之前曾有服藥後發生溶血的經驗等，以便醫師

能更審慎斟酌用藥。

　　在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就醫的病人，若醫療紀

錄有註記蠶豆症，則在醫師端開立到「蠶豆症要

小心使用」的藥品時，系統會主動提示醫師，又

當開到「蠶豆症禁止使用」的藥品時，系統也會

自動攔阻使該處方無法成立！而在藥師端也另有

提醒，使能針對「蠶豆症要小心使用」的藥品，

加強檢核使用劑量是否在合理安全範圍內。當然

，為確保此防範機制能有效發揮，其關鍵仍在首

度到本院看病時必定已明確交代病史。

最後，回應ㄚ伯的問題：
　　此「豆」非彼「痘」唷！就蠶豆症這一點，

ㄚ伯可先放寬心，臉上、頭皮上的小突起理應與

蠶豆症無關！但至於那到底是什麼？嗯⋯，最好

還是由皮膚科醫師來回答。

　　感謝ㄚ伯的提問喔~

蠶豆症，是什麼？
　　這是一種遺傳相關的代謝異常疾病，係先天

缺乏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酶 （Glucose 6-Phosphate 

Dehydrogenase，簡稱G6PD）所致。 G6PD的功能

，主要在保護紅血球免受氧化劑/自由基的攻擊！

紅血球中的氧化劑/自由基，除來自血紅素和氧作

用後的產物外，也可能為食入或接觸到外來的氧

化物質。正常情況下，即便是紅血球內一時性積

聚大量的氧化劑/自由基，也能透過一連串的氧化

還原反應來清除，惟該反應過程具備足夠的

G6PD活性是必要條件。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分類標準，G6PD

缺乏症共分五型，其中，第一、二型為嚴重級，

第三型為中度等級，至於第四、五型則為輕度至

幾乎正常。在台灣，案例主要為第二型，也就是

大多時候沒有症狀，只有在受到感染、或吃到蠶

豆、某些藥物，亦或接觸到特定化學物質如奈丸 

(俗稱臭丸的防蟲丸)時，才會出現急性溶血反應 (

約1-3天內)，症狀包括黃疸、血尿、倦怠、背痛

或腹痛、貧血，嚴重者也可能導致呼吸窘迫、心

臟衰竭、休克等，如未能及時處置也不排除致命

的可能。

我有蠶豆症嗎？
　　蠶豆症可經由檢測血液中G6PD的活性來確

診。自民國77年開始，衛福部就已將蠶豆症列入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的常規篩檢項目之一

，而它也是所有篩檢的先天代謝疾病中發生率最

高的一個，約2-3%。通常，在新生兒時期就會發

病，且一不小心也容易有嚴重的後遺症。

這個藥，蠶豆症可以吃嗎？
　　這是蠶豆症第一至第三型病人終其一生必然

憂心的議題！大體來說，極不安全的藥品不多，

有些在臨床上甚至還很少用；此外，若先排除蠶

豆症第一型 (這是極罕見的慢性溶血型)，大多數

標示對蠶豆症可能不安全的藥品，在一般正常劑

量下是不太會對病人造成傷害。

　　「 我有蠶豆症，但醫師竟開這藥給我吃，有

沒有搞錯？」自從藥袋標示多了〝G6PD缺乏症 (

俗稱蠶豆症) 請告知醫師，並小心使用〞這項警

語後，醫師/病人、醫師/藥師之間不免有些衝突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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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藥劑科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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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蠶豆症
「藥」小心？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影響口腔健康的危險因子有口腔衛生、飲食、抽菸及喝酒，在臺灣還有一項獨

特的危險因子-檳榔。嚼檳榔是國人罹患口腔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臨床上觀察口腔癌患者中有88%的

人有嚼檳榔的習慣。口腔癌為國人青壯年男性最常見的癌症之ㄧ，依據國民健康署102年癌症登記及

衛生福利部104年死因統計資料顯示，口腔癌在男性癌症發生率和死亡率皆排名第4名。

　　檳榔不只會導致口腔癌，也會造成其他器官的危害。因為檳榔成分中的多酚類會抑制膠原蛋白?

，使膠原蛋白更易於在黏膜下堆積而硬化，亦即纖維化；這就是為什麼嚼檳榔久了嘴巴會張不開的原

因。此外，檳榔中檳榔素（arecoline）、檳榔次鹼（arecaidine）、四氫菸鹼酸（guvacine）、四氫菸

鹼酸甲酯（guvacoline）等合稱檳榔鹼，研究指出檳榔鹼中檳榔素會致癌，包括口腔癌、咽癌、食道

癌、肝膽癌及肺癌等。然而，許多人仍不知，檳榔的危害不只會造成口腔癌，也會造成神經、心血管

及腸胃系統的損害。對於神經系統危害，包括心悸及對檳榔產生依賴性；至於心血管系統危害則是心

搏過速及收縮壓增加、降低舒張壓、增加罹患冠狀動脈疾病風險；對腸胃系統危害有罹患第二型糖尿

病、高血脂、高三酸甘油酯和代謝症候群。婦女若嚼檳榔則會產生不孕、新生兒低體重及短小、早產

等風險。

檳榔對健康的危害，世界衛生組織設立之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早在1987年即綜合各

國研究結果，認定「嚼含菸草的檳榔」或「同時吸菸與嚼檳榔」對人類有致癌性，致癌部位

主要在口腔、咽及食道。2003年，IARC又邀集台灣代表在內的16位多國學者，依據新有的

研究證據，作出「檳榔子屬第一類致癌物」的結論，證實即使嚼不含任何添加物的檳榔子也

會致癌。

別讓檳榔
成為健康殺手

檳榔嚼塊之致癌性

檳榔嚼塊(Betel Quid)

包括檳榔子(Areca Nut)及添加物

檳榔子（arcea nut）

主要成分

★生物鹼alkaloids

  （檳榔鹼arecaidine、檳榔素arecoline）。

致癌角色：

檳榔鹼、檳榔素在口腔中會硝化（nitrosation）產生亞

硝胺，這些硝化  衍生物可誘導實驗動物產生腫瘤。

★多酚

致癌角色：

◆多酚類成分會抑制膠原蛋白酶，使膠原蛋白更易於

在黏膜下堆積而硬化。

◆多酚類成分在嚼食檳榔的鹼性環境下會釋放出活性

氧或含氧自由基，這些活性氧會與細胞或細胞之蛋

白、脂質以及DNA 作用，造成細胞傷害、突變甚至

細胞的死亡。

添加物

種類

★荖花（piper betel）：

   含黃樟（safrole）、丁香油（eugenol）等。

致癌角色：

黃樟素（safrole）、丁香油（eugenol）等毒性成分共

同作用，可能導致口腔表皮細胞層萎縮變薄，誘導發

炎反應與細胞修復性增生。

★荖葉（piper betle）：

    其安全性乃需進一步評估。

★紅灰：含氫氧化鈣、甘草蜜

          （含兒茶素、單寧）。

致癌角色：

氫氧化鈣使唾液PH變鹼性；甘草蜜中多酚類，在嚼

食檳榔的鹼性環境下會釋放出活性氧或含氧自由基，

這些活性氧會與細胞或細胞之蛋白、脂質以及DNA 

作用，造成細胞傷害、突變甚至細胞的死亡。

★白灰：氫氧化鈣促使口腔環境變鹼性，增強多

            酚類之傷害。

出處：韓良俊教授撰「檳榔的健康危害」一書及NHRI 論壇文獻回顧研析計畫「檳榔嚼塊的化學致癌性暨其防制」

口腔黏膜檢查結果異常該怎麼辦？
(1)若為陰性（即指沒有異常），請持續每2年接受1次口腔黏膜檢查。

(2)若為陽性，疑似癌前病變（白斑、紅斑、口腔黏膜下纖維化、扁平苔蘚、疣狀增生等）或疑似口腔

癌，請於兩個月內至醫院口腔顎面外科或耳鼻喉科專科醫師門診進行確認診斷，後續應遵照醫囑每

3-6個月定期追蹤1次。此外，要立即戒檳榔、戒菸與戒酒，並避免高溫或刺激性的食物。

　　國家衛生研究院葛應欽教授研究發現有吸菸、酗酒、嚼檳榔3 種習慣者，其發生口腔癌之危險性

較沒有此三種習慣者達123 倍；若單獨來看，吸菸、酗酒、嚼檳榔之致癌危險分別為18倍、10 倍、

28 倍，亦顯示嚼檳榔之危害。

吸菸、酗酒罹患

口腔癌風險加劇

吸菸

○

○

酗酒

○

○

嚼檳榔

○

○

罹患口腔機率倍數

18

10

28

123

　　定期自我檢查，及早發現，及早接受正規醫療，確是治癌的良策；不過，預防才是制癌的上上之

策。所以不管您現在是不是「紅唇族」的一員，應為自己和至愛親人著想，我們大家對檳榔、菸酒等

不良嗜好物，還是趁早遠離為妙！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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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丁瑛誼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護理組個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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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國泰綜合醫院安寧病房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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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的營養是家屬在陪伴的過程中最在意的

問題，因為自古以來我們存在著「民以食為天」

的東方思維，人只要不吃就會餓死，但對於末期

病人而言，「進食」已不是最重要的課題，因為

身體裡的器官慢慢在衰退，在接近停工前所需要

的熱量也所剩不多，甚至會感覺不到飢餓感；但

家屬會擔心這樣持續下去的營養會不足，已經沒

做任何治療了，如果再不給點什麼補充物，感覺

會眼睜睜看著他餓死，於心不忍，家屬內心不停

地交戰著。

　　當然此時醫療人員會試著以其他方式給予熱

量例如：靜脈注射、鼻胃管餵食⋯⋯等等，因為

家屬期待的「進食」包含著種種的不捨及心理壓

力，但我們也會適時給予同理，想想看這是家屬

所期待看到的呢？還是病人真正需要的呢？同時

也提醒著別忘了病人還活著，還有自主能力，從

生病那刻開始他就已經失去了很多；但病人是有

當摯愛的家人被醫生判定末期的那一剎那，

家屬當下心理的壓力會接踵而來，都還來不

及消耗滿滿複雜的情緒，卻首當其衝要面對

的是如何去照顧及陪伴他，而在臨床上除了

疾病導致的不適症狀可由藥物控制外，最常

讓家屬感到困擾的就是營養問題及如何陪伴

與照顧。

權力去選擇要或不要的。試著不要去剝奪他僅有的權力，就算那時

病人已經無法用言語表達了，但身體上的機能會發出訊號告訴我們

例如：身體腫了、呼吸喘了、便秘、腹瀉⋯⋯等等；當身體已無法

再吸收更多的營養，事實上只需要保護僅存的功能即可，因為身體

裡的器官、細胞已無力再消耗這些負擔，適時減少進食、灌食或靜

脈輸液，適度的脫水並不會因此而縮短生命，反而可以讓意識進入

朦朧狀態，身體這時會顯得比較輕鬆舒適無負擔，更可以因此讓這

最後的過程走的舒適且有尊嚴。當然什麼都不做、什麼都幫不了，

眼睜睜看著他受苦對身為家人的你們是一種沉重的煎熬及折磨，但

事實上在這人生最後階段的過程中，經由你們的陪伴所傳遞出的愛

、關懷與安全感比任何食物都來的有能量，因為這是只有你們才能

給予病人的最大安慰。

　　陪伴，相信很多身邊的親戚朋友或醫護人員會常常耳提面命「

多陪陪病人」，但這卻是家屬心裡最煎熬的時刻，因為從陪伴的過

程中需要去承受病人所受的苦、情緒及分離焦慮，這些對家人而言

都是無法忘記的痛。“陪伴”在這過程中並不是單方面，而是彼此

互相的陪伴，當病人面對死亡，家屬則也要承受家人的離開，加上

亞洲國家習慣壓抑內心情緒，凡事都要忍著不能哭，這些感受在這

陪伴過程中卻成了彼此間的羈絆，那要如何轉化這些情緒呢?其實

就是讓自己學習著如何四道人生，在「道謝、道愛、道歉、道別」

的過程中，不管是以言語訴說的方式或是寫的、畫的、錄影的都好

，讓彼此不要留下遺憾，也在這最後的過程中留有一個無悔的回憶

，互相帶著這回憶，陪伴著度過另一個國度及人生。

給末期病人
最好的生理與心理「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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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消息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藥劑科

黃瓊磊 副組長

TO：賴宗炫醫師及生殖醫學中心

　　親愛的賴宗炫醫師，我們是來自國外的夫妻，感謝賴醫師一直以來的照顧、關懷、幫忙，真的非常感謝

賴醫師盡力協助我們完成求子之夢！謝謝！萬分感激賴醫師，謝謝！謝謝。

　　另外，也感謝李韻蘋諮詢員一直用心教導我們如何使用藥物及認真解答我們的所有問題，謝謝！感謝，

萬分感激！

總
院感
謝函

梁○○

　　感謝國泰醫院多年來的照顧，自從「林○○」胃癌，多年在台北國泰醫院治療住27病房，直到遇到「王

碧芬」值班時，每次拿藥來時先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問好，就扶「林○○」起來拿開水服藥，她才安心離

開，很用心對待病患。「林○○」常對我說「王小姐」非常熱心照顧，尤其打針或抽血技術一流，在生病期

間深深感受「王碧芬」護士的技術與對病患的關懷，希望國泰醫院能表揚「王碧芬」護士人才，我在此十二

萬分感恩。

      敬祝新春愉快

行政組

王瀅如 管理師
行政組

湯豫芬 管理師
腎臟內科

邱瑞鈴 護理長
檢驗科

李怡璇 代組長

資訊部

曾紹年 程式師
護理部

陳淑怡 個案管理師
眼科

陳怡君 醫師

總   院

新竹國泰汐止國泰

  Congratulations

內湖診所

曾○○

國泰醫院牙科：

    我是貴院牙科病人林○○，連續在貴院就診長達三年多，在這三年多的就診過程，本人的牙齒由原先的將

近九成的淪陷到目前治癒九成以上。非常感謝我的二位主治醫師林妍華醫師及林迺邦醫師，尤其是林妍華醫

師不僅年輕、服務親切、診斷正確，且勇於做各種不同的醫療嘗試，貴院能有這麼優秀的醫生實為貴院之榮

及病人之福，值得推薦鼓勵。

林○○

1 0 7年下半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