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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掌大的仙子一認識早產兒

異位性皮膚炎的正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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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高頻呼吸器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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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茶會9月 8日於臺大醫學院大廳舉辦 ,兒童醫院機

電中心的工程發包 ,實為興建兒童醫院跨出了第一步 。

會中並展出兒童醫院的成立宗旨 、特色 ,以及遠景 ,令

人真實期待一個真正為小朋友量身訂做的台大兒童醫院

能夠早日誕生 。 (圖三 ,左起籌備處王主任正一 ,小兒

部林教授凱信 ,醫學院謝院長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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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

9月 18日 下午 ,由臺大醫院李院長源德及新生兒科鄒國

英醫師與∞位早產兒 、巧U位家屬共同參與親子運動會開鑼

了 ! (圖一)期待每二年一次的早產兒回娘家活動 ,已是第

四屆了 。而今年為了慶祝本院新生兒加護病房成立十週年 ,

第一次舉辦親子運動會 。 (圖二 )台大醫護人員長期地為這

群小於2UUU公克出生的小朋友及家人提供追蹤服務 ,實行連續性且全人及全家的醫療照護 ,在此向他們說聲 :

謝謝您 !辛苦了 !

(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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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是以出生時的孕期週數來判斷 。其定義有兩

種 ,在美國將出生時孕娠不滿三十八週的新生兒稱之為

早產 ,而歐洲和世界衛生組織則將未滿三十七週即出生

的新生兒視為早產 ,國內的醫界多採用後者 。

鰔蘜鑽衊率轚驐

造成早產較常見的原因有:早期破水 、羊水感染 、子

宮頸閉鎖不全或胎盤位置異常 ,其他如胎兒異常 、子宮

異常 、過度膨脹的子宮 、高齡產婦 、或母親罹患嚴重疾

病等 。但大部分的早產是找不出確定的原因 ,是無法預

知的 ,稱之為 「原發性早產」。

燧齉癲蠿躨織饇氅

根據近年台灣多家醫學中心的統計資料 ,出生體重

在一千五百公克以上 ,或懷孕

週數達三十二週以上的早產

兒 :在存活上已沒有太大的問

題 (存活率約為百分之九十五

以上 ) ;出生體重在一千至一

千五百公克或懷孕週在三十至

三十二適的﹉存活率為首分之八

十至八十五 ;但出生體重不足

一千公克或懷孕週數不足二十

九週的早產兒 ,其存活率尚不

高 ,約為百分之五十至七十 。

纆 氅 蟲 爩 斸 茂 齡 驧

窢難簸難

在出生一週內 ,早產兒常

見的間題如下 :

1.胎 兒窒息 :有時是因為

虃姴蘶饇衊氅﹏纙鱺縚飂逾

4.心臟血管問題 :孩子出世前 ,是不使用肺臟來行

氣體交換的 ,肺臟內充滿了肺液 。在胎兒出生後 ,短期

內動脈導管即會關閉 。在早產兒則因動脈導管壁肌肉發

育不好 ,不 易關閉 ,可能導致心臟衰竭 ,肺臟功能受

損 ,亦可能增加顱內出血的發生 。另外 ,早產兒因白血

球的殺菌功能較弱 ,體內抗體不足等 ,易發生敗血症 ;

腸道功能不成熟及缺血傷害 ,易發生腸子壞死 、穿孔等

問題 。

燧蕶蠱鼳躨攤鞭蠮?和鼆轚龘蠽韝籦麤鼞

1.早產兒的急救 :在早產兒出生時 ,若猶豫不決而

不立即給予最好的救治 ,可能因此導致一些傷害 ,影響

其日後的智能發展 ,及神經性後遺症的發生 。因此凡是

妊娠週數在二十四週以上的胎兒 ,一旦有早產跡象 ,均

應先和小兒科 (最好是新生兒科)醫師談談胎兒出生後

的存活率 、罹病率及後遺症發生

的機會 ,以對胎兒出生後的處理

做一正確的決定 U若是來不及做

如此的溝通 ,孩子即使出生了 ,

則仍應讓醫師全力地救治 。

2.早產兒的後遺症 :早產兒

出院回家後 ,較常見影響其生活

品質的後遺症 ,是慢性肺疾病和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早產兒因肺

部疾病而必須使用氧氣和呼吸器

治療的同時 ,對正在發育中的肺

臟可能會造成傷害 ,致使肺臟組

織纖維化 ,而需要長期倚賴氧

氣 。

早產兒的視網膜也和其他的

器官一樣尚未發育完全 ,在不利

媽媽子宮內的環境已不適合胎兒成長 ,或胎兒因本身的

狀況改變 ,而不能再繼續留在媽媽的肚子內 U

2.呼吸系統問題 :呼吸窘迫症候群是造成早產兒呼

吸急促 、窘迫及缺氧最常見的原因 U呼吸窘迫徵候群的

發生 ,是因為早產兒的肺部發育不成熟 ,所製造的肺表

面活化劑不足 ,肺泡因而容易塌陷 ,使得身體內的二氧

化碳不易排出 ,空氣中的氧氣也不易進入體內 。另外 ,

早產兒常見的呼吸問題為呼吸暫停 。

3.腦室旁及腦室內出血 :早產兒在腦室旁仍殘留著

一些胚胎時期的構造 ,其中含有許多極脆弱的血管 ,易

因血壓的變動而導致血管破裂出血 。輕度的出血 ,對孩

子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但若出血量大 ,則有可能導致

水腦症及日後神經發展上的異常 。

的環境中 ,視網膜的血管會無節制的增生 ,嚴重時會引

起視網膜剝離 ,進而影響孩子的視力 。另外早產兒也易

發生神經肌肉控制異常及聽力問題 。

3.發生殘障的機率 :殘障發生率 (包括神經 、心智

發展異常 、聽力 、視力障礙及水腦等 )和早產程度有

關 。在國外 ,出生體重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公克的早產

兒 ,殘障發生率約為百分之十 ,出生體重不足一千公克

的為百分之二十 ,國 內在這方面尚無完整資料 。極低出

生體重兒到學齡期時 ,也有較高比率為過動兒 ,在學習

方面需要特別教育 。

台﹉大﹉醫﹉院﹉新生兄﹉科﹉鄒國﹉英醫師



﹉       資韁篸簋豰霄窔雞礹儰蕣謄躤脬等霸

氅ㄕ幕掣氃篹匪著吁普逾僭甲%孩子髒懶,更不是

良 籈 躺 亂 ,對刺激物的忍受性很差 ,

因此注意一些因子會刺激皮膚 ,如 (1)汗水一運動後 、

放學後請立即沖澡 ,避免汗水長期停留在皮膚上 。(2)

毛和尼龍材質的衣物一少買少穿 ,冬季為了禦寒 ,請

用棉質衣物隔離毛質衣物和皮膚 。(3)清潔用品中的添

加物一例如 :蘆 薈 、果酸 、殺菌劑 、酵素 、木瓜素

等 ,對病童的敏感皮膚而言 ,是承受不起的 ,請少

用 ,乾淨的清水是最溫柔的清潔劑 。6)搔抓一最大的

刺激原常來病童的搔抓 ,可使用止癢擦劑來控制癢 ,

避免搔抓刺激皮膚 ,導致皮膚炎更惡化 U

鬟 ↓屏輩豸擘墯鬠罾磛古膚乾燥 ,而過度乾燥的皮膚

是會引發劇癢的 ,因此在冬季時 ,應避免使用去油脂

的清潔劑 ,並於每日塗抹油脂或面霜 。

.鱉 滇軯鼰饇廠鞘

愻′越熱越癢 ,夏 日裡 ,應開冷氣和電扇 ,以降低環

境溫度 。

:鸚 瓥灘鱺韃屭幾鑼瓥

﹉﹉皮膚炎病灶處是最癢很難受的 ,應使用有效的局

部擦劑來治療 ,目 前已有長效的擦劑和口服藥 ,每天

只須一次 ,即可維持整天的藥效 ;只有確實做好擦藥

和避免刺激 ,才能得到良好的控制 。

除了上述照顧原則外 ,筆者想和家長們分享的

是 :要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 。此病的慢性 、起伏性

病程 ,最是讓家長氣餒的 ,請心平氣和地和孩子站在

同一陣線上來處理此病 ,陪孩子走過這段辛苦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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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過去對嬰幼兒呼吸治療的照顧經驗 ,醫師己

瞭解到使用傳統呼吸器 (特別是在使用較高的氣道壓

力時)難免會對尚未發育成熟的肺部帶來傷害 ,例如

氣胸 (PneumUthUrax)及 間質肺氣腫 (PulmUnary

interstiti㏕ emphysema),這些傷害與日後慢性肺部疾

病的出現有關 。近年來使用漸廣的高頻呼吸

器 ,已經証實可降低呼吸器對於未成熟肺部

的傷 害 ,並 對 患 兒提 供 更 有效 的換 氣

(Ven●㏑iUn)和供氧 (UxygenatiUn),因 此為

嬰幼兒的呼吸治療帶來重大的進步 。

傳統呼吸器的設計是模擬正常人的呼吸型

態 ,換氣速率很少超過每分鐘ω次 。而高頻呼吸

器則藉由非常快速的換氣速率 (每分鐘換氣 18U

次至 18UU次 )及每次非常微小的換氣量 ,來有效

達成氣體交換 ,並維持肺部內適當的壓力 、以撐

開肺泡 ,這種呼吸型態 ,顯然異於一般正常

生理狀況下的呼吸型態 。高頻呼吸的原理

相當複雜 ,以下僅就換氣機轉及壓力傳送

兩方面來作簡單說明 :

(一)換氣機轉一除了造成肺部內外氣體的直接對流以

外 ,同時在高速率的換氣下 ,還可促成鄰近肺泡

之間氣體的交換 ,使整個肺部內氣體的交換和分

布更為快速而均勻 。因為高頻換氣下會產生較多

的漩渦狀氣流 ,增加了氣體的散播度 ,這種氣體

臺 大 醫 院 ↗〡、兄 告β 唐 禎 瑞 醫 師

交換有如藉著攪拌將奶精融入咖啡中一般 。

(二)壓力傳送一在高頻呼吸器下 ,氣流由呼吸器進入

病人的氣管內管 ,經由氣管→支氣管→小支氣管

→進入末端的肺泡 ,一路下來的過程中 ,由上下

大幅起伏的
「波

浪狀」壓力 ,逐漸變為近乎恆定

的 「水平狀」壓力 ,因而持續地 、穩定地

撐開末端的肺泡 (可以把肺泡想成一個

個的小氣球),使肺部總體積和換氣總表

面積維持在恆定的狀況下 。反之 ,在傳

統呼吸器之下 ,傳到末端肺泡的仍

舊是波浪狀壓力 ,肺泡隨之一開一

閤 ,有 如小氣球反覆地被吹氣然後又洩

氣 ,容易造成肺泡的磨損 ,甚至導致肺泡的

破裂 U

儘管高頻呼吸器的換氣機轉和壓力傳

送原理相當複雜 ,但在臨床使用上卻比

傳統呼吸器的操作更為容易 。目前最常

使用的對象包括早產兒呼吸窘迫症候

群 (常見於早產兒因缺乏肺部表面張

力活化劑而導致的肺部疾病 )、 肺炎 、成人型呼吸窘

迫症候群 ,以及在傳統呼吸器下發生氣胸等氣漏症候

群的病人 。台大醫院新生兒科自民國 84年開始引進

這種新的呼吸治療方法 ,已嘉惠許多呼吸衰竭的病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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