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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沈仲敏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主任

由於醫療的進步及國人對身體健康的重視，成人的健康檢查如

個人健檢或公司行號的員工健檢，已經變成國人常態性的活

動，然而雖然大家對兒童健康的議題非常重視，但是幾乎沒

有特別為兒童設置的健康檢查中心或項目，想像中兒童應該

是健康的，不須特別做檢查，但是在成長的過程，能夠及

早發現健康上的問題，仍然有其必要，以下列舉出可以早

期發現早期介入的一些狀況。

兒童健康檢查

兒童癌症．常規身體健檢
　　首先是有關兒童癌症的部分，多數人的觀念
，癌症是成年人的專利，天真無邪的孩童應該不
會罹患癌症。然而實際上癌症卻是台灣兒童死亡
原因第二位(意外事故為第一位)。「中華民國兒
童癌症基金會」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兒童每年
約有550名罹患癌症。由於兒童較難清楚表達身
體異狀，因此總是在症狀非常明顯後才被發現罹
癌，此外兒童癌症幾乎無法預防，因為形成與生
活習慣無關。台灣地區兒童癌症發生率最高的是
血癌(急性白血病)，約占兒童癌症病患總數三分
之一，其次依序為腦瘤(20%)、淋巴腫瘤(8%)、
神經母細胞瘤(7%)、軟組織惡性腫瘤(5%)等。急
性白血病是兒童最常見的惡性血液疾病，臨床表
現因免疫力下降引起高燒不退、牙齦出血或容易
瘀青或貧血，可經由血液常規檢查確診，然而多
數發現時已經過一段時間，導致嚴重的併發症。
其他的腫瘤如腦瘤、淋巴腫瘤等等，也都是當腫
瘤長大到一定程度，壓迫到周圍的正常組織引起
症狀如腹痛、頭痛、步態異常等才被發現，而一
般的腹痛多為便祕、脹氣或腸胃炎引起，除非特
別嚴重或時間持續太久才會安排腹部超音波，因
此從有症狀到被診斷出來，也往往經過了一段時
間。因此兒童應該也需要接受定期健康檢查包括
血液常規及腹部超音波等，早期發現疾病並且儘
早接受治療。

兒童過敏．過敏原檢測
　　根據過敏免疫學會的資料，有20%的學童患
有過敏性鼻炎，台北市學童10%患有過敏性氣喘
，若再加上皮膚過敏、食物過敏等，大概有三分
之一的人曾為過敏疾病所苦。會誘發過敏的因素
很多，包括呼吸道的(例如塵蟎、灰塵)、食物(例
如海鮮、花生)，但是很多檢測不出來(例如香水、
空氣、溫度、溼度、病人的情緒壓力、感冒病毒
等等)。一般而言，對於過敏的治療而言，沒有有
效的藥物可以根絕過敏，治療過敏最好的方式就
是避開過敏原(也就是環境控制)、運動跟藥物控制
。因此利用過敏原檢測了解過敏原並改善環境是
可行的方法。

兒童生長．智能發展評估
　　此外常會困擾家長的兒童成長問題還包括是
否有性早熟或生長遲緩，還有兒童的智能評估(包
括智能發展檢測、注意力、情緒評估)，這些檢查
和評估如果尚未達到一定的症狀，便無法以健保
的方式做檢驗，這時就只能以自費健康檢查的方
式來執行，由於臨床上一直有許多家長反映有這
方面的需求，因此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規劃完整
的兒童健康檢查，希望能幫助兒童在症狀發生之
前就能檢查出疾病，並且接受治療。



有些孩子在學習時，兩眼炯炯有神、充滿好奇，他們可以有停不下來的幹勁，也可以進入完

全安靜專注的狀態在研讀，就像漫威電影裡的復仇者聯盟一樣充滿使命感。但另有一部分孩

子，比較像動物園裡的樹懶，總得三催四請後才意興闌珊地打開課本，腦袋很容易進入休眠

模式。師長總得多講幾次，才勉強運轉給大人看一下。無論師長費盡口舌告訴他學習多麼重

要、自然科學多麼神奇、國語文學多麼浪漫，但孩子只是一臉不以為意，甚至翻個白眼，彷

彿在回應：「所以呢?多考幾分你要給我一台iPhone嗎?」。 

「考好或考壞攏無要無緊」
 為何學習動機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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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賴晶瑩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兒童發展評估暨早期療育中心臨床心理師

　　學習動機到底是怎麼被消磨掉的？首先要搞清楚動機

怎麼出現的。大腦中的「期待及獎勵系統」分泌興奮劑「

多巴胺」、「腦內啡」，它們會在性行為、吸毒、吃巧克

力時被啟動，讓我們對這樣的狂喜上癮，同樣的他也讓我

們在「終於寫對一題數學」、「豁然開竅」時，讓我們對

「學習」的喜悅上癮。因此情緒相關的腦區，如杏仁核等

，也都和動機有關。從小到大的學習經歷情緒與動機有密

不可分的關係，學習時若感到愉悅及自信，會讓孩子想要

繼續；但恐懼、悲傷等情緒，會讓他們逃避、不想再經歷

一次。

　　後天的學習經驗及情緒，是如何讓孩子對學習「避之

唯恐不及」，使動機低落的呢？家長不妨檢視孩子的學習

經驗是否如下：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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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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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難說服一個身上被貼滿戰敗標籤的孩子，告訴他學習是快樂的~

　　若家長觀察到孩子有上面幾種缺乏學習動機的警訊，該如何協助孩子呢？給予愛與支持的環境、

跟孩子站在同一陣線、建立合理的期待、建立讀書規則、設立合理的學習目標、擬定短期/長期計畫

、用有趣的方式或好玩的因子提升興趣及好奇、停止有關學習的爭吵、減少學習環境中的干擾物、注

意孩子的情緒及睡眠狀態、設立集點-獎勵辦法⋯等。不要忘記隨時詢問孩子的意見，並保留能彈性

、開放討論的空間。若孩子真的遇到相當難改善的困難，像是閱讀書寫、計算的障礙，或是專注力困

難等，父母可以主動尋求老師或是醫療專業的協助，進行完整的評估。

孩子的努力被忽視：勞作做得再努力，
最後也是被丟進垃圾桶；雖然已經進步了

，仍然達不到家長的標準。01

家長過度代勞：家長幫忙整理書包、幫忙收玩具等，孩子無法從簡單的事
或短暫的挫折中培養出勝任感，更無法相信自己可以獨立完成困難的事。家

長的過分保護無意間暗示了孩子自己是「不被信任」、「無能獨立解決問題

」的人。
02

總是帶著負向情緒學習：寫功課前總是被罵或吵架、在學校被孤立或排
擠。壓力荷爾蒙可體松會影響記憶力、注意力，多巴胺減少，與恐懼有關的

腦區快速連結，都可能導致孩子將負向情緒與學習連結起來，因而排斥。03

缺乏興趣：若學習材料枯燥、重複、單一，對大腦而言無法持續警覺於一
成不變的「習慣性刺激」，獎勵系統的運作也會下降，無法提升警覺及保持

清醒的學習，孩子便會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去溫習功課，最終變成提不起

勁、打瞌睡。
07

只在意獎品：無論多困難的作業都能有獎勵，而且每次都一定有很大的獎
勵，孩子對獎勵的喜悅及興趣遠遠超越對學習任務的興趣，這時因為外在獎

品產生的動機過於強大，會壓縮、減少孩子內在產生的學習動機的趨力。04
被過度苛求：孩子無論在學習上遇到哪種困難，無論是閱讀、計算、專注
力的困難，或是無法辨識好的學習策略、無法形成讀書計畫、無法觀察自己

的學習方式，家長若沒辨識出孩子的困難，只期待他好好專心、更努力讀書

，長期的挫敗感也使獎勵及期待系統無法啟動，讓孩子無法體驗到學習的快

樂，也無法再產生動機。

05
對孩子的偏見：若問問孩子知不知道考壞的原因，回應「我太笨了」的孩
子，會比回應「我沒有學好」的孩子更容易喪失動機。家長若時常對孩子傳

達「你對理科沒有天賦」或是「數學天才」，都暗示著無論表現得好或不好

都是一項不可能改變、命中注定的特質，也減少了努力的動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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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以病毒學來分類屬於副黏液病毒(Paramyxoviridae)的
一支，為一種單股RNA病毒。由於病毒外層蛋白接觸宿主細胞時藉由融
合的方式，在電子顯微鏡下會形成多核融合狀，且以呼吸道黏膜為主感
染處，故稱為呼吸道融合病毒。

　　對於正常的成人來說，呼吸道融合病毒只能說是感冒病毒的一種，
但對於早產兒或是慢性肺病的孩童來說，卻可以是一個致命的威脅。根
據統計，在美國，呼吸道融合病毒引起的細支氣管炎，是造成下呼吸道
感染的最主要原因，而出生第一年的早產兒來說，約又佔其千分之60-70
的比率。根據統計，在5歲以下的孩子，呼吸道融合病毒是最常見的急性
病毒性呼吸道傳染疾病，甚至比起流感，住院或急診的比率更高，少部
份更需要加護病房的治療照護。

　　其中，會造成嚴重感染比率最高的有以下三個族群：早產兒小於35
週、有慢性肺病的孩子，以及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

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症狀

　　事實上，正常的孩子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跟一般的感冒似乎沒有太
大的差別，而幾乎3歲以下的孩子都曾經暴露在呼吸道感染的威脅。但對
於年紀較小的孩子以及上述慢性疾病的孩子來說，疾病的嚴重度會大幅
提高。在臨床上，我們經常發現一些合併有細支氣管炎的病童，出現的
症狀不外乎類似氣喘的喘鳴聲，咳嗽嚴重、鼻涕很多很水甚至氣泡多。
若鼻塞未接受適當的治療，除了影響平日的食慾，也可能造成夜間睡不
好，是家長最困擾的時候。

　　孩子感染到呼吸道融合病毒，病程相較一般的感染長，雖然可能自
己會慢慢痊癒，但也有少數的病童因為脫水，或是因為誘發後續中耳炎
、肺炎而必須住院打點滴治療，同樣如上述有重症危險因子的孩子，更

可能因為呼吸衰竭等併發症必須使用呼吸器住加護病房治療。也有許多的醫學期刊
認為，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會對肺部發育造成不良的影響，更容易提高未來發生氣
喘的機率。因此對於特殊的孩子來說，如何預防更勝於發病後的照顧。

預防、診斷及治療

　　在預防方面，呼吸道融合病毒是一種具有套膜的病毒，也就是一般的乾洗手其
實就可以讓病毒失去活性，且跟感冒一樣，都是經由飛沫傳染，因此要預防疾病的
傳播首要就是戴口罩、勤洗手，疾病流行時也儘量減少出入公共場所。另外，若是
能在嬰幼兒時期哺餵母乳，也能透過母體得到抗體，降低患病的機會。

　　一般在診斷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感染需透過棉棒取鼻咽部的黏液去做病毒培養，
此為最準確的檢查，但需數天至數週，因此透過快速篩檢能儘快得知結果，一旦確
診陽性，可藉由衛教減少疾病的傳播途徑，預期症狀也可能較一般感冒久，尤其是
家中有2歲以下的幼兒更應該格外留意，若一旦有脫水、嚴重的喘鳴聲合併有肋骨下
凹陷、胸骨上凹陷，或者出現鼻翼搧動等急性細支氣管炎的情形，應儘速就醫。

　　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治療，其實跟一般的感冒沒什麼太大的區別，輕症大多也採
用支持療法，以症狀治療為主，例如，引發食慾不佳脫水，則可補充點滴；若呼吸
衰竭合併嚴重喘鳴，則可使用支氣管擴張劑蒸氣治療，但是否使用類固醇仍有些爭
議。重症的呼吸道融合病毒，可能引發呼吸衰竭，必須監控血氧濃度，若給予氧氣
仍不佳，則應適時使用呼吸器治療。死亡率則仍以上述提到的有潛在危險因子者較
高，因此如何預防才是最為重要的。

　　抗生素的使用其實並不一定需要，只有在可能有細菌性肺炎發生時，或有中耳
炎感染時才需要使用，因此治療的並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感染後造成的細菌併發症
。抗病毒藥物過去也有許多研究，然而不是藥費過於昂貴，就是與不使用抗病毒藥
物的人差不了多少，因此經過實證醫學的專家並不建議使用抗病毒藥物。

　　即使在治療藥物的發展上確實有許多困難，但在預防的觀點來看卻仍有非常好
的疫苗。此疫苗並非常見的使用抗原來誘發人體免疫反應，而是純化的單株呼吸道
融合病毒抗體(Palizumab)，建議劑量為15mg/kg，每月施打一次，連續6個月。然而更
大的問題是，這種單株抗體非常昂貴，一劑也要數萬元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負擔的起
，因此若使用在一般正常的孩子上來預防，對於講求性價比的現代人來說效益並不
好。好在現在針對上述疾病的好發重症族群來說，健保已有補助以下族群出生後連
續6劑：1.出生時懷孕週數小於或等於30週之早產兒。2.併有慢性肺疾病之早產兒(小
於或等於35週)。3.1歲以下患有血液動力學上顯著異常之先天性心臟病童。由於預防
成效的良好，造成後續的治療併發症花費其實遠大於疫苗本身的花費，過去從28週
以下擴大到現今的30週，未來更可能朝向32週甚至35週以內的發展，期待能有更多
的孩子能因此受惠。

結論

　　呼吸道融合病毒對於2歲以下的孩童來說可能造成較嚴重的症狀，除了易感染的
族群應按醫囑接受疫苗的注射外，適當的預防方式如洗手、戴口罩等可減少傳播的
速度，若一旦患病，應觀察孩子的症狀，若有出現活動力低下、脫水、呼吸急促等
，應儘速就醫，但無論如何，預防遠勝後續的治療絕對是不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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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上呼吸道感染最令人困擾的大概是細支氣

管炎，其中可能引起嚴重呼吸道感染的為呼吸道

融合病毒，好發族群是2歲以下的嬰幼兒。
文 / 黃俊斌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主治醫師

呼吸道融合病毒

呼吸道融合

病毒危險因子

呼吸道融合

病毒危險因子

早產兒小於35週

慢性肺病

先天性心臟病



痛，並無反彈痛，皮膚無黃疸，腹部X光顯示沒
有特別發現，急診先安排腹部電腦斷層掃描，報
告顯示1.膽囊擴張2.膽管炎3.擴張的肝內膽道，總
肝管和膽總管以及膽總管末端突然縮小(圖一、圖
二)，接著她被送進病房接受進一步的治療和評估
。入院後，腹部超音波檢查顯示1.擴張的膽囊，
肝內膽道，總肝管和膽總管以及膽總管末端突然
縮小(圖三)2.膽道囊腫1C型。隔天安排膽道胰管
磁振造影術( MRCP )檢查，結果顯示1. 膽囊擴張2.
雙側肝內膽道，總肝管和膽總管擴張3.一個0.8公
分的結石位於遠端膽總管(圖四)4.有一共同通道，
位於十二指腸壁外胰管和膽總管的連接處，5.肝
臟S2處有一0.4公分的小囊性病變。

　　在與家人充分討論後，為她安排手術，由小
兒外科醫師施行手術，術中先做膽管造影術檢查
，結果顯示在十二指腸壁外確實有胰管和膽總管
的異常連接，並形成長的共同通道(大於1.5公分)
見圖五，手術方式是總膽管囊腫切除併重建，包
括切除膽囊、總膽管，取小腸空腸段與總肝管吻
合做為膽汁排放路徑(即總肝管空腸吻合術)，術後
第3天開始進食，第10天出院，病理檢查報告(圖
六、圖七)顯示1.慢性活動性膽囊炎2.急性和慢性
膽管炎3.膽囊結石和膽總管結石，門診追蹤病人
並沒有任何併發症，而且復原良好。

　　以下分別介紹膽道囊腫、膽囊結石、胃痙攣
、膽絞痛：
1.膽道囊腫：膽道囊腫是指膽道不正常的擴大，
目前造成膽道囊腫的原因未明，但總膽管要注
入十二指腸部位和胰臟的胰管有匯合形成一條
共同管路，是膽道囊腫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為過長的總膽管與胰管匯合，造成胰液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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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林隆煌
國泰綜合醫院小兒科主任級醫師

　　膽道囊腫常於10歲前就能作出診斷，女性較
常見，常見症狀為反覆性腹痛、黃疸、腹部腫塊
，若出現這些症狀，可使用腹部超音波做初步檢
查，如有異常，可再加做電腦斷層檢查或膽道胰
管磁振造影術檢查，以查明是否合併有結石，囊
腫位置、膽管與胰管匯合處解剖構造是否有異
常。膽道囊腫有可能演變成膽道癌，一旦診斷
為膽道囊腫，建議盡早進行手術切除囊腫，以
防止癌症發生，對於一些較罕見位於肝內膽管
的囊腫，因為無法用手術完全切除，則需要接
受定期追蹤。

　　另外膽道囊腫病人因長期膽汁滯流、反覆發
炎，先會有膽泥生成而後引發膽囊結石，一旦膽
囊結石掉到總膽管內並卡在膽囊管出口，即會造
成突發性腹部劇痛亦即膽絞痛，此病例即屬罕見
的膽絞痛。

　　一位10歲大的女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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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患者本人及其家人的說法，她
於日前用完晚餐後不久，發生突發性上腹部劇痛
，痛的形式為絞痛、刺痛，身體呈屈膝彎腰姿勢
，病人甚至幾乎無法走路，緊急由家人背著連忙
送醫，而女童並沒有噁心、嘔吐、或發燒，診所
初步診斷為胃痙攣，並給予靜脈注射型止痛藥的
疼痛控制。然而，返家後病人仍然抱怨持續性上
腹部劇痛，症狀並無緩解，2天後晚上她被帶另家
診所就醫，仍然診斷為胃痙攣，再給予靜脈注射
型止痛藥，但上腹部劇烈疼痛症狀仍無改善，病
人於當天深夜到我們的急診尋求幫助。

　　理學檢查發現右上腹部有明顯的壓痛及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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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腹部電腦斷層顯示雙側肝
內膽道擴張

圖六：病理檢查報告顯示慢性活
動性膽囊炎及膽囊結石

圖七：病理檢查報告顯示急性和
慢性膽管炎及膽總管結石

圖二：腹部電腦斷層顯示擴張的
膽囊，總肝管和膽總管

圖三：腹部超音波檢查顯示擴張
的肝內膽道，總肝管和膽總管

圖四：膽道胰管磁振造影術( 
MRCP)顯示膽囊擴張，雙側肝內
膽道，總肝管和膽 總管擴張，以
及一個0.8公分的結石位於遠端膽
總管

圖五：術中膽管造影顯示在十二
指腸壁外發生胰管和膽總管的異
常連接，並形成長的共同通道(
大於1.5公分)

罕見的兒童
突發性腹部劇痛

逆流到總膽管，而胰液裡的消化酵素被激活後進一步破壞膽管的管壁結
構，使管壁變得比較脆弱，導致管壁變為囊狀或梭狀的變化，稱之為膽
道囊腫。膽道囊腫的分型：Alonso-Lej於1959年把囊腫分為三大類型，第
一型是總膽管囊狀擴大，第二型是總膽管形成憩室，第三型是總膽管膨
出，Todani於1977年，再提出第四型(a)總膽管囊腫合併肝內膽道擴張(b)
肝外多發性膽道囊腫，第五型是肝內多發性膽道擴張。膽道囊腫好發的
年齡以小於10歲兒童居多，少部份日後會變為惡性變化，典型的膽道囊
腫症狀包括腹痛、黃膽、右上腹部可以觸摸到腫塊，嬰幼兒有時會有灰
白色的糞便。使用腹部超音波，如果發現膽道異常可再做電腦斷層檢查
，進一步可以做膽道胰管磁振造影術，可以瞭解肝內外膽道結構的變化
或結石的情形，治療主要以手術切除為主，只要經過適當的手術，膽道
囊腫的預後相當良好。

2.膽囊結石：膽汁的成分是97％的水，0.7％的膽鹽(亦稱為膽汁酸)，0.2％
的膽紅素，0.51％的脂肪(膽固醇，脂肪酸和卵磷脂)，和200meq/L無機鹽
，膽囊結石形成的主要原因乃是長期膽汁滯流、反覆發炎以及膽汁組成
成分比例改變所致，例如膽汁中膽固醇、膽鹽和卵磷脂的比例失衡，致
使膽固醇呈現過度飽和狀態，進而形成結晶然後演變成結石，另有部分
患者則是因為先有膽泥生成而後引發膽囊結石，例如膽囊長時間未受刺
激收縮，抑或膽汁排空不完全，以致膽汁一直停留在膽囊內，水分不斷
被吸收之後，過度濃縮的膽汁泥化，就會演變為膽囊結石。

3.胃痙攣：本病人住院前先去兩家診所求治，初步診斷為胃痙攣，所謂胃痙
攣就是平常說的胃抽筋，胃痙攣是一種症狀而非疾病，主要是腹腔平滑
肌不自主收縮，而導致疼痛或不適感受，其疼痛的時間可能數分鐘、數
小時、甚至數天，胃痙攣的原因很多，包括飲食、消化不良、胃炎、胃
潰瘍等疾病都有可能，發作時可先採側躺或熱敷試圖緩解疼痛，若胃痙
攣症狀頻繁、疼痛感加重，建議及早求診。

4.膽絞痛：膽囊結石引起疼痛其特徵是飯後疼痛，尤其是飽餐高油脂美食之
後，發痛的位置，可以在正中腹部，右背側肩胛骨旁及右上腹部，可能
以腹漲，打嗝，肚子悶悶地不舒服來表現。膽道結石之臨床表徵為右上
腹部疼痛為最常見，疼痛強度可由輕度悶痛到嚴重的絞痛，嚴重時背部
或右肩也會疼痛，並且右上腹部有飽脹感，常會有打嗝或嘔吐。若總膽
管完全阻塞住時，小便顏色會呈茶褐色，而大便顏色會變灰白色，進而
發炎產生畏寒、發燒等症狀，由於臨床症狀表現多元，因此膽道結石可
以特化表現為膽絞痛、阻塞性黃疸、膽管炎、胰臟炎、及血膽症，其疼
痛的原因是結石卡在膽囊管，或膽囊結石掉到總膽管內，因膽道阻塞而
引發膽管炎，這些症狀有時會與胃部疾病容易發生混淆，所以當病人有
這些症狀發生時，宜速至醫院胃腸肝膽科或一般外科求診，以免延誤治
療，本病人的突發性腹部劇痛即屬於罕見的膽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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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回顧與孕期及產後認知及情緒相關研究

後，發現研究受試者數量普遍偏少，造成結果推

論性有限；但在歸納多篇文獻結果後，可發現懷

孕階段的確多少存在情緒及認知變化，而這樣的

改變大致會在產後2年便回復正常。Buckwalter等

人(2001)研究，包含11個懷孕婦女受試者，指出

懷孕期間出現的認知功能障礙(包含注意力、處理

速度、語文學習及記憶力)皆會在生產2年後改善

；而情緒困擾(包含憂鬱、身體化症狀、強迫性、

焦慮)也會有所改善；認知功能和情緒兩者的提升

回復是相關的。而Christensen等人(2010)的世代

研究，追蹤188個懷孕婦女受試者長達8年的時間

，結果則否決懷孕與認知功能障礙相關的假設。

　　以筆者自身懷孕經驗而言，偶爾在和個案及

家屬的對談過程，會發現自己思考及反應速度變

慢，訊息接受量有限。然而，這樣的認知改變並

不是持續穩定的狀態，有時候會受到前一晚睡不

好、當下精神疲倦、胎動頻繁等因素而影響；不

像是臨床上因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異常引起認知功

能障礙的個案表現。

    那究竟是什麼會造成孕期及產後認知與情緒的

波動性變化？我們可以生理-心理-社會的理論架

構來理解。首先，以生理因素來說，體內荷爾蒙

在此階段的消長起伏會影響情緒波動，因此提升

產後憂鬱及焦慮的可能性。雌激素及黃體素增加

、頻尿、胃食道逆流、呼吸困難皆會造成睡眠片

段，進而影響白天的精神狀態及認知功能表現。

另外，Oatrige等人(2002)發現懷孕過程因荷爾蒙

、血管及代謝改變而引起大腦體積減少，但在產

後一年大腦體積即回復正常。

    以心理因素而言，此人生階段任務改變也會造

成在家庭、人際及工作領域一定程度的壓力，需

要時間調適；像要接受懷孕事實、面對懷孕結果

、適應未知與不可預測性，以及調適角色及關係

的改變。承受心理壓力勢必會增加認知功能障礙

及情緒困擾的可能性。

　　以社會因素而言，人們對於懷孕女性也抱持

著特定的社會期待及標籤。Corse(1990)表示在工

作場域中，人們會期待懷孕女性主管較順從、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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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孕傻3年？
談孕期產後的認知及情緒變化
幾個正在職場工作的媽媽來到檢查室，不約而同地提到自己自從生小孩後，就開始

變得健忘；至今小孩都已經5、6歲了，健忘的情形依然沒有改善。

文 / 吳瑋庭
國泰綜合醫院神經內科臨床心理師

善，以及容易被引導；而對其權威行為感到驚訝。另外，像是民間流傳

的「一孕傻3年」俗語，也會讓懷孕女性容易將正常的健忘現象當成認知

障礙，對於其工作表現不滿意視為人生全面失敗，造成自我形象低落。

　　筆者認為面對孕期及產後階段的準媽媽及媽媽們，需要良好的支持

系統，陪伴自己走過這個不簡單的轉換過程。首先，學習向伴侶、父母

親和朋友說出需求，讓他們成為最好的隊友。另外，學會放輕鬆，與這

個階段的自我共處，不應再用懷孕前設定的標準要求及苛責自己。同時

，也不忘時時肯定自己，回顧每一天、每一周的微小行動，都是預備自

己能更從容面對未來挑戰的里程碑。

     以此文獻給所有偉大的女性。

參考文獻：
1.Buckwalter, J. G., Buckwalter, D. K., Bluestein, B. W., & Stanczyk, F. Z. (2001).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changes in cognition and mood. In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Vol. 133, pp. 
303-319). Elsevier.
2.Christensen, H., Leach, L. S., & Mackinnon, A. (2010). Cognition in pregnancy and 
motherhood: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6(2), 126-132.
3.Corse, S. J. (1990). Pregnant manager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The effects of gender 
expectations on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The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26(1), 25-47.
4.Oatridge, A., Holdcroft, A., Saeed, N., Hajnal, J. V., Puri, B. K., Fusi, L., & Bydder, G. M. 
(2002). Change in brain size during and after pregnancy: study in healthy women and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American Journal of Neuroradiology, 23(1),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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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簡志誠
國泰綜合醫院副院長、麻醉科主治醫師

　　國泰綜合醫院2019年持續第5年承
接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太平洋友我國家
醫療合作計畫」，於5月12日派遣醫療
團 ， 前 往 斐 濟 當 地 第 三 大 醫 院
Subdivision Labasa Hospital進行第11梯
次之特定專科醫療合作。因著2014年以
來前10梯的經驗傳承，本次醫療團無論
在事前的溝通準備或實際的業務執行，
甚至最後與斐濟衛生部官員的會議討論
，都能相對順利且深化合作效益。根據
事前的溝通評估，配合當地實際醫療需
求，此行除持續由耳鼻喉科、放射線科
及麻醉科專科團隊提供當地亟需的耳鼻喉相關門診醫療與全身麻醉手術、放射線科相關診斷及影像導
引引流及採檢外，也首次提供中重度非癌慢性疼痛的會診與影像導引阻斷。醫療團成員包括：簡志誠
醫師(麻醉/疼痛科)、方麗娟醫師(耳鼻喉科)、陳伯瑜醫師(耳鼻喉科)、戴嘉裕醫師(放射線科)、黃妲護
理長(麻醉/疼痛科)、劉昱均護理師(開刀房)以及醫務推廣組賴俐伶管理師共7人。

　　醫療團先經韓國轉機，先抵達斐濟本島的Nadi機場，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表團黎倩儀代表、
胡志堅秘書及斐濟衛生部官員特來接機，並安排我們優先通關。黎代表與胡秘書更與醫療團一起，轉
搭小型螺旋槳飛機，前往位於第二大島，也就是本次合作醫院所在的Labasa，飛機降落時，距從桃園
出發已約24小時。Labasa Hospital 特派來專車，載著我們途經崎嶇顛簸的道路先到旅館，匆匆安頓後
即赴醫院展開第一天的工作。

　　約下午2時許抵達Labasa Hospital，外科部長Dr. Maloni已在等候。簡單介紹後即帶領我們去篩選
他們已事先約好的40餘位病人。首先由耳鼻喉科醫師確認手術必要性，之後由麻醉科醫師進行麻醉前
評估及解說。經排除不須手術及不適手術者，共確認8位病患於第二天及第三天手術，但麻醉團隊也
就不禁憂心起來，主要是病人的共病情形：有3位超過100公斤，最胖的近140公斤，呼吸道皆判定為
困難插管；另一半病患有糖尿病、高血壓、氣喘病史，其中有位同時具糖尿病、高血壓病史者並未常
規接受控制，雖然緊急請當地醫師開藥處理，這位病患在第三天進手術時依然因收縮壓超過250毫米

汞柱而被迫取消手術。其餘7位病患則在團隊群策群力下平安完成手術，且幸無任何併發症發生。期
間並於兩位病患示範使用這次醫療團帶去贈與 Labasa Hospital 的新型插管用可視通條。至於帶去用以
處理惡性高熱的12瓶Dantrolene則幸喜不必用到，因考量還有後續團隊會再去施行手術麻醉，這批藥
物就直接轉交該院唯一的麻醉科醫師保管。

　　第四天開始展開耳鼻喉科門診與疼痛門診的服務，放射線科醫師則持續於醫院各科室及病房協助
教學與影像引導治療。疼痛門診主要是由全院各科醫師帶著各式中重度非癌慢性疼痛的病患來診區會
診，其中逾50%已頻繁接受嗎啡類止痛藥品注射，因有成癮之嫌，主治醫師莫不頭痛萬分。經門診仔
細解析疼痛病理並確認疼痛源之後，確認皆有被原團隊忽略之明確可治癒或可有效控制之致痛病灶存
在，也就是幸並無成癮患者。其中約80%當場接受各式疼痛阻斷術，並皆於阻斷術後，立即獲得
50%-90%疼痛減緩。只是考量其疼痛源之治療皆還需後續數日甚至數周之持續治療，疼痛門診團隊因
此進一步教導其主治醫師們後續之治療重點與原則，其中有病患是急診常客，為此還於次日前往急診
與醫師們進一步溝通，以確保治療之延續性與有效性。

　　於整體醫療服務結束後，院長、外科部
長帶領數十位同仁於 farewell party 上熱忱
致謝醫療團隊的貢獻並致贈團隊紀念品，當
地大酋長也特親來致謝。期間並共識未來可
行的改進方向，包括依專業別橫向整合所有
外來之援助團隊以提供完整的醫療、依迫切
順序提交各援助團隊該院的醫療需求以提高
援助效益、選送人員來台接受訓練以提升當
地醫療水準並增加醫療延續性等，這三點也
在其後拜會斐濟衛生部時，深獲與會各官員
認同並允諾協助推動。總結此次斐濟醫療團
順利達成了國際醫療團的目標，也成功地延
續了國泰醫療團隊在當地的深厚友誼與品質
口碑，充分展現國泰醫院積極參與國際醫療
援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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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團抵院時的歡迎與醫材捐贈儀式▲

2019第一梯斐濟行動醫療團
來自遠方的持續性醫療關懷

拜會斐濟衛生部時，與各官員合影▲

疼痛門診診療實況▲ 於困難插管病患示範使用這次醫療團帶去贈與
Labasa Hospital的新型插管用可視通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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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戴嘉裕
國泰綜合醫院放射線科主治醫師

　　這次是國泰醫院放射線科第四次受邀前往斐

濟執行國際醫療服務，在出團前一個月我已經用

e-mail形式跟當地放射線科的主治醫師亦是科主

任Dr.Vili往來書信好幾次，主要是確認Labasa當

地比較欠缺的醫療資源/服務狀況，以及主要我可

以提供的幫助為何。Dr.Vili回覆的e-mail中告知

Labasa當地唯一一台電腦斷層掃描機處於故障狀

態，修復時間不明；而當地機構中超音波室的超

音波檢查機台時常又處於滿載狀態，所以這次醫

療團自行從台灣帶一台攜帶型的超音波掃描機以

備不時之需。

　　飛行時間相當漫長，經過韓國仁川機場轉機

及十多小時的飛行時間我們終於在5月13日近中

午時到達Labasa 機場；台灣駐斐濟代表處黎代表

、胡秘書短暫會面寒喧後我們隨及前往Labasa 

Hospital。Labasa Hospital 主要代表是外科主任

Dr.Maloni、放射科主任Dr.Vili，到了當地第一天

跟Dr.Maloni會面後就確定了隔日有肝膿瘍及膽囊引流術需要我幫忙執行。這次在Labasa 

Hospital的期間有引流數個肝膿瘍，共同的特色(也許是斐濟特色)就是膿瘍大小都非常

大，直徑大約介於8-12公分之間；這些病患都有一個共同特點：第二型糖尿病，而且

沒有藥物控制或是有使用藥物控制但是成效不佳等，人種主要是美拉尼西亞人

(Melanesia)，臨床表現主要以右上腹痛、發燒、畏寒為主，僅有少部份以血行動力學改

變呈現。Dr.Maloni說在斐濟造成肝膿瘍的原因以糖尿病居多，第二常見的原因是以飲

用生水，而兩者在膿瘍在病原體培養的結果亦不同。

　　另外在當地另一大特色是上肢外傷特別多，大多是在工作時因工具機操作受傷或

是交通事故等原因。Dr.Maloni問我可否幫他們進行神經阻斷以方便進行傷口清瘡及固

定，這次出訪期間總共進行六位個案臂神經叢阻斷術(brachial plexus block)，由於不太

清楚手術時間要多久(因為藥物使用的是2% Lidocaine，阻斷時效大約2-4小時)，所以第

一位個案在臂神經叢阻斷後又在神經叢旁的空間放置Jelco catheter，以備術中可再補藥

。當我在執行神經阻斷檢查時發現旁邊的外科醫師都有相當興趣，甚至要求我帶他做

兩個case。一問之下才知道因為手術房有三間，但是大多時候只有一位麻醉科醫師，他

們希望一些術式可以在不增加麻醉科負擔完成。以上是一週在Labasa Hospital進行的介

入性影像醫學的服務，當然另外還有診斷影像醫學服務跟教學服務，在此不另細數。

因為只有短短一週的行程，服務內容相當有限，不過我可以感受到確實有幫助到病人

及當地醫院同仁，這也是此行的目的！相信在未來的時間裡，國泰醫院醫療團會繼續

在Labasa hospital服務並跟當地院方形成更強的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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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科在斐濟醫療服務團
的工作經驗回顧

放射線科戴嘉裕醫師與耳鼻喉科陳伯瑜
醫師執行甲狀腺結節細針抽吸

超音波導引肝膿瘍引流術示範教學，
並與當地醫師共同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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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伯瑜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住院醫師

文 / 方麗娟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文 / 劉昱均
國泰綜合醫院開刀房護理師

　　斐濟，一個遙遠的南太平洋島嶼，一個這輩

子如果不是因為行動醫療團我可能不會踏上第二

次的島嶼。身為2017年-「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

作計畫」斐濟行動醫療團成員之一，再次接獲參

加2019年「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斐濟

行動醫療團的任務時，少了第一次的緊張，心裏

思考的是如何更有效率的幫到他們，為Labasa當地

的耳鼻喉科患者做些什麼。本次計畫的工作項目依

然主要是在第二大島Vanua Levu 的 Labasa Hospital

進行診療與教學。有了上一次的經驗，我知道當

地最多的是鼻病患者，而他們最需要的是解決他

們長年鼻塞的煎熬。因此，與當地醫院聯繫後，

耳鼻喉方面，由我和陳伯瑜醫師搭配我們年輕有

活力的開刀房護理師劉昱均組成；而我們此次的

主要任務將是為鼻病的患者進行診療及手術。團

長簡志誠副院長和麻醉科黃妲護理長將負責手術

病人的麻醉，而其他團員有放射科戴嘉裕醫師及

負責斐濟行動醫療團的賴俐伶管理師。

　　再次踏上Vanua Levu 的 Labasa，沿路來自斐

濟人的“Bula” (斐濟語〝你好〞)，雖然長途飛航

下來的大家都很疲累，我們仍然用最熱情的

“Bula”回應他們。坐在接機的醫院公務車上駛在

彎曲不平的小路，映入眼簾的一望無際的綠野，

蔚藍的天空，一切都是那麼的熟悉和親切。馬不停蹄的抵達

醫院，外科部主任Dr. Maloni熱情地歡迎我們再次蒞臨給予醫

療支援及教學。隨即展開為期一週的醫療服務，門診、手術

、教學和衛教，所有的團員都盡力的在這週內發揮！

　　耳鼻喉科門診果然不出所料的，來的都是深受鼻病所苦的民眾。在台灣看似普遍及

接受治療方便的鼻炎和鼻竇炎，對於當地沒有耳鼻喉科專科醫師的狀況而言，民眾卻是

只能忍受鼻塞，用嘴巴呼吸的生活著，等著國際醫療團耳鼻喉科醫師的來臨。讓我們最

印象深刻的是一個65歲的斐濟男子，用著不甚熟練且帶著濃濃鼻音的英文害羞地說：「

我鼻塞很久了！」只見他說完後頭稍微上仰15度，在不需要鼻鏡的輔助下，即可看到鼻

孔外的鼻息肉，鼻子整個外觀亦因為滿滿的鼻息肉長滿而變形。在團隊的合作下，順利

的接受全身麻醉的雙側鼻竇內視鏡手術。術後第三天，當我們移除他鼻內的術後止血用

的鼻填塞後，看到一個大男人在診療椅上默默拭淚。一開始，我們還以為沒有麻醉下拔

除填塞物使他痛到流淚，一問之下，病人哽咽的說：「我已經5年多無法用鼻子呼吸了！

可以用鼻子呼吸原來是一件這麼美好的事情！」病人眼角的淚光搭配彷彿重獲新生的笑

容，給我們滿滿的成就感，卻又帶給我們深深的惆悵，在台灣隨處可得的醫療服務，他

卻深受此苦超過整整五年，而又有多少和他一樣的病人等待我們的援助？

　　有一句話這麼說道：給他魚吃不如給他釣竿，教他釣魚。國泰醫院醫療團每年兩度

前往斐濟醫療服務，已在當地深耕多年，近幾年更從偏鄉島嶼的巡迴義診轉型為固定在

斐濟第3大醫院 Labasa Hospital 提供專科醫療教學服務，累計完成5000多人次的專科醫療

服務，醫療服務深獲肯定。我們希望的是能協助當地醫院訓練一個耳鼻喉科專科醫師，

讓 Labasa Hospital能有一個固定的耳鼻喉科醫師，這樣子似乎才更能解決更多飽受鼻病之

苦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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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醫院行動醫療團
送愛至斐濟

國泰醫院醫療團為斐濟病人進行鼻竇內視鏡手術，
斐濟Labasa Hospital院內醫療人員觀摩學習

國泰醫院醫療團赴斐濟Labasa Hospital為當地人民進行
門診、手術、教學和衛教服務

▲

▲

耳鼻喉科方麗娟醫師為斐濟病人看診▲

耳鼻喉科陳伯瑜醫師使用捐贈儀器教學▲

「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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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玠宇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主治醫師

　　傳統治療不外乎藥物治療、介入性心導管支

架置放或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然而，現在有另外

一種治療新選擇，非侵入性的「體外心臟震波治

療」，適用對象包含：(1)病人有心絞痛、心肌

缺氧的現象，但是拒絕接受心導管介入治療或繞

道手術者。(2)心絞痛已有藥物治療或經心導管

支架置放或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但仍有症狀者 

(3)經由多次心導管介入治療，但效果反應不佳

者。(4)嚴重冠狀動脈狹窄的瀰漫性血管病變，

預期接受心導管介入治療或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效

果不佳者。(5)由缺氧性心肌病變所引起的心臟

衰竭者。

　　體外心臟震波治療是利用低能量的震波，在

心臟超音波的導引下，利用震波按摩心臟的肌肉

，治療的短期效果會擴張冠狀動脈血管以增加心

肌血流，長期而言，則會刺激心臟產生新生的小

血管，增加心肌灌流，改善心肌缺氧、心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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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動脈血管堵塞會造成心臟缺血及缺氧，嚴重時會引

起心肌梗塞、心律不整，甚至心跳停止死亡。

並進一步改善心臟功能。基本上體外心臟震波沒

有什麼副作用，從過去的研究及臨床的經驗來看

，體外心臟震波並不會造成心臟受傷，不會造成

心肌損傷指數增加，不會引發嚴重心律不整，只

有少許的病人在接受治療時會有輕微刺痛的感覺

，而此大部分的不適感是心臟超音波探頭壓迫到

胸部肌肉或肋骨產生的不舒服。體外心臟震波治

療就好像在接受心臟超音波檢查一樣，事實上亦

是如此，平躺在超音波的檢查床上，並黏上心電

圖的導極貼片做為心律的監視，於左胸壁塗上一

般超音波檢查用的人工膠以確保震波棒與皮膚的

密切接觸，震波棒治療的位置及深度將由心臟超

音波的指引來進行。每次心臟將有三個以上的點

來接受震波的治療，而每點接受震波約一百下。

在治療的過程中，心臟科醫師將在旁協助治療，

並持續心電圖監測，以確保沒有嚴重心律不整的

發生。

　　心臟震波治療的效果可以改善心絞痛的程度，一般而言，在治療後，平均可減少

加拿大心絞痛層級一級，在運動心電圖機器上平均增加一分鐘以上的運動時間，而心

臟血流灌注鉈201的心肌掃瞄，約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的病人可以得到血流及症

狀的改善。在心臟超音波的追蹤下也發現，心臟的收縮功能會進步，使心臟變得更有

力量，同時缺氧的心肌功能收縮力也會改善。

　　基本上，一般病人治療的次數及時間取決於心肌缺氧的範圍大小來決定，原則上

標準須接受完整療程共九次的治療，九次的治療分三個月來進行。目前所通用的治療

方法是第一星期接受三次的治療然後休息三星期，第五個星期再接受三次的治療，再

休息三星期，於第九個星期再接受三次的治療，共九次療程。而每星期三次的治療可

以每間隔一天的方式來進行，也可以每天的方式來進行。至於使用哪一種方式，取

決於治療醫師及病患時間的方便性來決定，而每次治療的時間約為三十分鐘到一個

半鐘頭。

心臟震波治療
實際狀況

冠狀動脈心臟病
治療新選擇
體外心臟震波治療 

於治療後6個月追蹤心臟血流灌注鉈201心肌掃瞄檢查，
可以發現改善心臟缺血部位的血流

　　然而此治療並非適合所有病患，不適合此治療者包括：嚴重肺氣腫導致心臟超音

波影像不清楚者、經心臟超音波檢查發現心臟腔室內有血栓者、病人接受過心臟節律

器置放後、病人接受過金屬人工瓣膜置放後等。此新型非侵入性的心臟震波治療提供

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另一種不同的治療契機，然而健保並不給付此一治療，可與您的

門診心臟科醫師討論是否適合此治療模式，以改善心絞痛與心肌缺氧的狀況。

針對心臟缺血部位做震波刺激，使缺血部位產生新生的血管改善心肌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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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

文 / 吳嘉敏
內湖國泰診所腸胃內科主治醫師

　　食道癌占所有癌症的1.5%，但在整個腸胃道

惡性腫瘤是占7%。食道癌的高發生率分佈在中國

、日本、台灣、伊朗、北歐、哈薩克，以及巴西

南方。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食道癌目前已成

為台灣10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8位，男生罹患食

道癌的機率比女生高出3倍，好發年齡是50-70歲

的中老年人。近年來國人罹患食道癌的比例，更

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因此大家要多了解這個癌症

，千萬不要輕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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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是由食道內襯黏膜的上皮組織

癌化病變後所形成的惡性腫瘤。食道

的上皮細胞是由鱗狀上皮細胞構成的

。食道的長度約25公分，主要的功能

是將食物從口咽送往胃部。這25公分

長的食道可分為三段：上部食道、中

部食道、下部食道。在臨床上食道癌

分為鱗狀細胞癌(又叫食管癌)與食道

腺癌兩種。鱗狀細胞癌是發生在食道

的前三分之二，盛行與開發中的國家

，而食道腺癌是發生在食道的下三分

之一段與胃之間，好發在已開發國家

。在台灣，9成以上的食道癌都是屬

於鱗狀上皮細胞癌。

鱗狀細胞癌的致病危險
因子包括：

飲食習慣

長期吃熱燙食物、食物
缺乏維生素、蛋白質、

熱

量攝取不足時，與食道
癌的發生有連帶關係。

抽菸、喝酒、嚼檳榔

菸、酒、檳榔中含有許
多致癌物。

遺傳

Tylosis (胼胝形成）也叫
 Howel-Evans Syndrome

是一種顯性染色體疾病
，有這個疾病的人發生

食

道癌的幾率約35%。

致癌物質

長期吃含有亞硝胺的食
物(例如酸菜等)已被證實

與食道癌發病率有相關
。有報導說用發霉的食

物

長期餵老鼠會誘發其食
道癌的發生。

社會經濟因素

比較落後的國家像在北
美與南美的黑人區，會

有

比較高之發生率。

性別

男性的罹患率遠高於女
性。

食道癌的症狀

早期食道癌的症狀並不典型，因此容易被忽略。
有症狀頂多是燒灼感、胸骨後不適。到中晚期，
症狀會比較明顯。比較長見的症狀包括：吞嚥困難
這是最常出現的症狀，也是就診最主要的症狀。
體重減輕
此症狀跟吞嚥的困難程度有相關。吞嚥疼痛
因腫瘤侵犯到食道下端的括約肌所引起之食道痙
攣，而造成吞嚥疼痛。聲音嘶啞
當喉返迴神經受到侵犯所造成的症狀。咳嗽

由於氣管或支氣管受到刺激造成的症狀。

食道癌的診斷

　　只要有典型的症狀出現，診斷食道癌並不困

難。大部份可利用內視鏡檢做切片檢查及細胞刷

洗。但早期的食道癌在胃鏡底下也確不容易診斷

，可能只會看到ㄧ小塊黏膜粗糙不平，到晚期的

食道癌會看到一個向外生長之腫瘤、潰瘍性或阻

塞性病灶。 其它診斷方法也可藉由食道鋇劑、

食道電腦斷層、活體組織切片（當腫瘤有擴散到

頸部淋巴結或肝臟）。

食道癌的治癒

　　一般而言食道癌的治療取決於癌症的分期、

位置、有無鄰近器官侵犯擴散、遠處轉移、病患

的身體狀況和日常生活功能等。早期食道癌首選

治療方法還是以手術為主。而絕多數手術後還

要搭配化療與放療。但大部份的病人當發現時

已是晚期通常不能用手術切除與放療，因此採

用姑息手術像食道胃轉流術、胃造瘻術、食管

腔內置管術或放入支架在病灶處，目的是要解

決病患進食困難，不過這些也只能短期延長生

命，並沒辦法根治。

食道癌的預後

　　由於大多數的病患被診斷食道癌已是晚期，

因此通常預後是很差。即使病患有接受根治性手

術，其5年存活率也只有3-20%。 而手術的死亡

率有15-25%。不宜根治性手術，預後更差。 

結論
　　食道癌是個預後不佳的惡性腫瘤，因早期食

道癌不容易診斷，多數被發現時已是晚期，幾乎

不能做根治手術，即使適合開刀，手術治療效

果也不理想，因此要避免得到食道癌的最好方

法就是保持生活規律，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遠離抽菸、喝酒、檳榔，而一旦發現就必須儘

速接受治療。

食道腺癌的
致病危險因

子包括：

抽菸、喝酒

胃食道逆流

胃酸逆流道食
道引起臨床症

狀或造成食道
黏膜組

織改變的食道
疾病。

巴瑞特食道症

長期胃酸逆流
造成食道上皮

細胞變性，有
鱗狀上

皮細胞變成柱
狀上皮細胞，

是食道腺癌的
癌前病

灶，它發生癌
症的危險性較

ㄧ般人高出4
0倍至

125倍。男生
機率也是比女

生高。

白人有較高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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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5月25日是世界甲狀腺日，這個節日罕為人知

。這個位在氣管兩旁的腺體，像一隻展翅的蝴蝶，

有美麗也有哀愁，功能及形態正常與否，深深影響

人體的新陳代謝及吞嚥呼吸。

文 / 王文弘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蝴蝶的美麗與哀愁
世界甲狀腺日

源起
2008年在「歐洲甲狀腺學會」及「美國甲狀腺學

會」主導下，將5月25日訂定為世界甲狀腺日

(World Thyroid Day)。

 

甲狀腺疾病可大略分成兩種異常：一是甲狀腺的

低下，多數是50歲以上中老年人，也是女多於男。患有甲狀腺機能亢進的武打巨星李連杰

就曾坦言受此病痛折磨。自民國56年起政府實施全面食鹽加碘後，所謂缺碘性甲狀腺腫的

情形就大幅減少，目前台灣已不再是缺碘地區，可是甲狀腺自體免疫性疾病的比例卻逐漸

增加。自體免疫性甲狀腺疾病有很多種，比較常見的葛瑞夫疾病(Graves’ disease)和喬本氏
甲狀腺炎(Hashimoto’s thyroiditis)。大部分免疫性甲狀腺疾病的病人，用藥物就可以得到很
好的控制，有些病人的甲狀腺功能可以痊癒不再需要吃藥，但是免疫系統的特異體質仍在

，有些病人在停藥後會復發；目前還沒有很好的預測因子來評估哪些病人不會復發，加上

生活環境的干擾或誘因眾多，因此定期追蹤甲狀腺疾病相關之檢查是必要的。

甲狀腺形態疾病

　　造成甲狀腺結節腫的原因很多，大致上包括以下因素：家族遺傳體質、自體免疫性疾

病、碘攝取不足、飲用水或食物中含有致甲狀腺腫物質或頭頸部曾接受過放射線照射。老

一輩的人常誤以為甲狀腺腫就是碘攝取不足，所以一但甲狀腺腫大就要多吃海苔，但這樣

的觀念是錯誤的。自從民國56年食鹽全面加碘後，缺碘性甲狀腺腫已很少見，目前成因大

多以家族遺傳體質為主。病人就診時，醫師會先詢問症狀，再來透過理學檢查，觸摸腫塊

的大小、硬度、可移動的情況進行判斷，必要時做超音波檢查確認腫瘤形態，甚至進一步

透過穿刺細胞學檢查進行確認。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最近數十年來甲

狀腺癌雖然發生率增加了數倍(主要是因為比較小的甲狀腺癌的診斷增加所致，小於2公分以

下的甲狀腺癌約佔8成)，但死亡率減少，台灣每年死於甲狀腺癌患者少於200人。

甲狀腺癌 治癒率高也可能最糟的癌症

　　甲狀腺癌隨著細胞特性、分化程度的不同，又細分為乳突癌、濾泡癌、髓質癌、未分

化癌等，特別是未分化癌，是所有癌種中最凶猛的一種，一旦轉移，存活期往往不到半年

。所幸，甲狀腺癌以乳突癌、濾泡癌最為常見，病人只要積極配合醫師治療，多半能安心

活到老。絕大部分的甲狀腺癌，多半沒有任何症狀，唯一的感覺就是脖子腫大，或腫瘤剛

好壓迫到喉返神經、聲帶。當沒有感冒，卻突然沒聲音或持續聲音沙啞，就應該到耳鼻喉

科檢查是否罹患甲狀腺癌。甲狀腺癌術後追蹤必須利用影像學和抽血做檢驗，以確認是否

仍有癌細胞殘存，若發現腫瘤持續生長或復發，甚至合併遠端轉移，就要評估再次手術，

或者採用碘131治療。如果兩者皆無法有效控制腫瘤，就會考慮局部電療，但面對晚期或廣

泛轉移性腫瘤時，就需要使用口服標靶藥物治療，才能達到控制全身癌症的效果。目前治

療甲狀腺癌有效的口服標靶藥物有2款，其一為2017年1月已通過健保給付晚期甲狀腺癌的

「蕾莎瓦」(Sorafenib)，以及2018年7月納入健保給付的「樂衛瑪」(Lenvatinib, Lenvima®)，

皆適用於放射碘治療無效的癌患。前者能緩和控制腫瘤生長，但有皮膚起泡破皮的手足症

侯群等副作用；後者大幅降低這類副作用，每天僅需服用1次，臨床試驗近9成癌患的腫瘤

能獲得緩解或控制，但部分患者恐有蛋白尿和高血壓的反應，仍須由醫師評估癌患的體質

與承受副作用的程度，再決定是否使用。

　　最後醫師提醒日常應均衡飲食、適當舒壓，減少暴露於環境汙染中，不忘定期健檢(抽

血檢驗甲狀腺功能及甲狀腺超音波檢查)，才能及早發現甲狀腺疾病並醫治。

功能異常，包括(1)製造過多的甲狀腺激素所造成

的甲狀腺機能亢進；(2)缺乏甲狀腺激素或減產以

致發生甲狀腺機能低下症。另一種是依形態異常

來分，甲狀腺的疾病有單一結節、多發性結節腫

或瀰漫性甲狀腺腫等情形。而結節可以是良性，

也可以是惡性的，故依結節內容又可分(1)甲狀腺

囊腫(2)甲狀腺腺瘤(3)甲狀腺癌。甲狀腺疾病可

以是只有功能異常或形態異常，也可以同時合併

上述兩種異常狀況。

甲狀腺功能疾病

　　國內大約每100個成年人就有1人甲狀腺機能

亢進，女性病患是男性的5倍，主要為生育年齡

的婦女。另外，大約100人就有1到2人是甲狀腺

當時所揭示的五大目標為：

1.提高人們對甲狀
腺健康的認知

2.提升對甲狀腺治
療的了解

3.重視甲狀腺疾病
的盛行率

4.強調民眾教育及
疾病預防的重要性

5.擴大對新一代治
療方式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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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好油

因其富含脂肪，特別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佔脂
肪含量的71%，隨著果實的成熟，其飽和脂肪含量會
減少，單元不飽和脂肪會增加。

．高纖低糖

酪梨的碳水化合物有80％是膳食纖維，分別有70％非水溶性和30％水溶性纖維組成，每30公克就含有2.0克的膳食纖維。相較於其它水果，酪梨的糖卻很少，30克僅含約0.1克糖。．富含鉀鎂

每100公克的酪梨含有271毫克(mg)的鉀和19毫克的鎂，隨著果皮的成熟，鉀和鎂的含量會增加。．維生素C+維生素E 雙效合一
酪梨是少數同時富含維生素C和維生素E的食物，藉由維生素C還原氧化的維生素E，以維持循環抗氧化保護功能，酪梨每30克含有2.6mg維生素C，0.59mg維生素E。．植物化學物質~類胡蘿蔔素
酪梨的類胡蘿蔔素中最多的是葉黃
素，含量隨著收穫季節1月到9月顯
著增加，接近外皮的深綠色果肉濃
度最高。其在腸道吸收受到膳食中
脂肪含量的影響，酪梨具有獨特的
不飽和脂肪和水基質，可增強類胡
蘿蔔素的吸收。臨床研究DASH飲
食相較於典型的美國飲食，有較低
的氧化壓力，推測是DASH飲食大
量增加的水果和蔬菜攝取量，同時
提供更多的類胡蘿蔔素，尤其是葉
黃素、β-隱黃質和玉米黃質。

 

酪梨(Avocado) 起源於中美洲，依原生地不同，分為墨西哥系、瓜地馬拉系、西印度系3

個系統，外觀梨形及像鱷魚一樣綠色，又稱做鱷梨和牛油果，能對抗疾病和昆蟲的侵害

，因此果實在成長過程不需要包裝，就能在環境中持續成長。是種從農場到市場的食物

，沒有加工、防腐劑或增味劑。臺灣的產期為7月至隔年2月，9月則是盛產期。

參考資料：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53:738–750 (2013)
衛生福利部食品資訊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酪梨營養聚
適當選擇趣

酪梨是金氏紀錄裡『最營養的水果』

文 / 李佩蓉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脂肪形態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MUFA)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PUFA)
飽和脂肪酸(SFA)

71%

13%

16%

1份(30克)

2.94g

0.55g

0.64g

酪梨人人好，健康百搭！

．酪梨的烹調，保留原味最好，入菜時儘量縮短高溫加熱時間，否則口感容易變苦，酪梨中富含的好油脂也容易變質，如果一定要加入其它食材一起烹調，建議快熟後再加入。．保鮮要訣請參考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知識入口網」。  
    http://kmweb.coa.gov.tw/SubjectList.aspx．酪梨有許多營養價值，但一個酪梨的熱量就相當一碗飯，應適量攝取。對於許多疾病只是輔助的角色
，對於健康問題大家還是
應就醫治療。

酪梨棒！要這麼辦

每100克含量 酪梨
綠皮

酪梨
紅皮

柳橙 香蕉 西瓜 甜瓜 木瓜
熱量
粗蛋白
粗脂肪
碳水化合物
膳食纖維
鈉
鉀
鈣
鎂
磷
維生素A
維生素E
菸鹼素
維生素C

kcal
g
g
g
g
mg
mg
mg
mg
mg
I.U.
mg
mg
mg

73
1.5
4.8
7.5
3.8
1
271
5
19
30
329
1.38
1.30
15.1

92
1.5
7.6
6.6
5.7
1
385
4
24
38
79
1.87
2.31
5.1

43
0.8
0.1
11.0
2.1
5
145
28
12
21
0
0.13
0.29
41.2

85
1.5
0.1
22.1
1.6
0
368
5
24
23
3
0.30
0.24
10.7

33
0.8
0.1
8.0
0.3
1
121
7
11
12
687
0.05
0.24
6.8

37
0.9
0.0
9.3
0.6
13
270
8
14
15
1080
0.25
0.25
15.2

38
0.6
0.1
9.9
1.4
3
186
23
15
11
665
0.30
0.45
58.3

．體重控制：酪梨80％由水（72％）和
膳食纖維（6.8％）

組成，酪梨為中等能量密度，但它的
粘膠水(viscose 

water)、膳食纖維和果油基質可以增強
飽腹感。一個給

予體重超重受試者午餐半個酪梨的研究
中，顯著降低受

試者飢餓感和進食慾望，及增加餐後飽
食度，成功幫助

體重控制。部份研究也發現：富含MUF
A的飲食，有助

於防止腹部脂肪累積和糖尿病合併症的發
生。

．心血管疾病：來自NHANES 2001-2006
 的研究數據顯示，

酪梨攝取多相較於攝取量少的人，有較
多的高密度脂蛋

白膽固醇，且有較少的代謝症候群、體
重、BMI和腰圍

。酪梨富含的營養素和心血管的關係：

※鎂和鉀：鉀可以促進血壓控制。鎂有助於正
常血管張

力和胰島素敏感性，也可以抑制脂肪吸
收，改善餐後

高脂血症，進而減緩LDL膽固醇的氧化速
度。

※維生素C有助於血管健康和動脈斑塊穩定。

※葉黃素可以減少循環氧化的LDL膽固醇，這
是血管損

害起始和進展的初步生物標誌物。且研
究發現血漿葉

黃素與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呈負相關，
可能對早期動

脈粥樣硬化有保護作用。

美國農業部(FDA)對心臟健康的特別聲
明：一個酪梨（

136克）具有與42.5克堅果（杏仁，開
心果或核桃）

相似的營養和植物化學特徵。

．骨性關節炎(OA)

研究報告：富含葉黃素和玉米黃質的蔬
果，能減少軟骨

缺損的風險(OA的早期指標）。酪梨和
大豆不皂化物（

Avocado and soy unsaponifiables，ASU）
是脂肪的混合物

，被認為是具有抗氧化和抗發炎化合物
，推測因此可延

緩骨關節炎的進展。

．眼睛健康

研究顯示，葉黃素和MUFA攝取量低可能
會增加年齡相

關的眼睛功能障礙，酪梨富含MUFA和葉
黃素/玉米黃質

，搭配其它蔬果時，有助於改善類胡蘿蔔
素的吸收。

．皮膚健康

酪梨的粹取物已被廣泛用於皮膚相關產
品，類胡蘿蔔素

能對抗紫外線（UV）和可見光的持續氧
化和炎症損害及

輻射傷害。研究發現，類胡蘿蔔素在皮
膚的濃度與蔬果

的攝取量有直接相關。



文 / 陳淑怡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護理組個案管理師

文 / 黃家彥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卵巢癌早期症狀並不明顯，常常發現時大多

為末期，因此死亡率相當高。當卵巢癌細胞剝落

下來後，會跟著腹水循環，從右邊大腸（盲腸部

位）到肝臟上方的橫膈膜，再到左邊大腸、降結

腸，最後到骨盆腔，癌細胞容易循著這樣的路徑

擴散。卵巢癌難以發覺，發現時已經是轉移至骨

盆腔或腹腔，在這樣晚期的情況下，通常難以治

療與處置，稱作“沉默的殺手”，腫瘤影響到骨盆腔
或腹腔，對卵巢附近的器官造成壓迫，或合併腹

水發生，產生不舒服情形，故晚期的不適症狀的

緩解也是重要議題。常見的症狀有：腹脹感、消

化不良、體重減輕、下腹部腫脹、排便習慣改變

、頻尿等，這些症狀可能是腫瘤的表現，因此身

體若有不適的情形，就應該儘快就醫。對於有乳

癌、卵巢癌家族病史，服用荷爾蒙製劑以及已過

生育年齡的高危險群婦女，更應該注意身體狀況

，並於就診時告知醫師以上的危險因子，由醫師

來判斷是否要做進一步的檢查。

　　卵巢癌的初步治療是以手術去除癌化組織，

亦稱為減積手術，用來判斷疾病分期。研究證實

，當殘餘病灶小於1公分，可提高病人的存活率。

完整的卵巢癌的手術分期必須包含切除子宮、輸

卵管和卵巢、橫結腸下網膜切除手術、腹膜腔細

胞學檢查取樣、骨盆和腹主動脈旁淋巴結取樣等

。除了手術是可以針對移除病灶的最理想治療之

外，化療可以抑制快速生長的癌細胞，可透過靜

脈注射或者直接注射進入腹腔，依病人狀況化學

治療可以用在術後以延後復發，亦可用在術前治

療。根據研究顯示標靶藥物治療對於卵巢癌可以

提供顯著的效果，針對化療後的維持性治療，標

靶藥物可以提供相當好的反應率，也能有效延緩

復發的時間。目前也有許多標靶藥物的相關治療

，途徑包括口服及靜脈注射，病患可以主動詢問

醫師，以獲得較全面的相關資訊。因為標靶藥物

目前健保仍未給付，可以視個人經濟狀況及私人

保險給付範圍，與主治醫師討論使用的可行性及

必要性，選擇適合個人化的醫療。

　　卵巢癌是常見的婦科癌症之一，死亡率是婦

癌中最高的癌症。早期發現是最好的方法，因此

每年實施子宮頸抹片的同時，經醫師詳細內診，

只要有所懷疑，立即進行癌症指標CA-125的抽血

檢查及使用骨盆腔的超音波掃描，尤以有家族史

更要注意，如此才能獲得早期治療，而有良好的

預後。

卵巢癌是一種發生於卵巢的癌症，女

性的生殖系統包含位於腹腔的兩側卵

巢，卵巢大小類似於杏仁，除了排卵

也會分泌雌激素和黃體素。多數卵巢

癌發現時已經是晚期，根據105年衛福

部國民健康署統計，共有1507位婦女

初診斷卵巢癌，死亡人數為656位，且

有逐年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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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菩提心會

　　家父在貴院受到陳中和醫師和李嘉龍副院長期的治療，非常感謝兩位醫師的細心謹慎，發現

了早期的肝臟癌變，因為家屬照護的關係，後來沒有在貴院接受後續治療，但是十分感謝兩位醫

師和團隊的專業敏銳。

　　僅致上對貴院專業醫療的感謝。

      平安健康

總
院感

謝函

周○○

　　感謝血液腫瘤科張園鑫醫師診斷仔細、態度親切耐心傾聽與溝通。讓我在化療期間未受掉髮

、噁心嘔吐、體重減輕之苦，僅經三次治療即使原本8.5x8cm之肺腺癌腫瘤縮小至6x3.2cm，且曾

於住院期間夜晚高燒不退，雖逢假日張醫師仍冒雨探望。足證張醫師醫術精湛、認真負責，本人

由衷感謝。建請 貴院予以獎勵表揚。

28

莊○○

29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健
康
管
家

沉默的殺手
卵巢癌

捐款者
蔡孟成、蔡孟容

捐贈物品項目
遠紅外線治療儀2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