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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 幾 台犬醫院兒童醫院機電中〡出新建工程完工紀念  小紅

抗白三烯素之氣喘用藥  ﹉氰 從U歲到播歲都可能存在的痘痘  攥乳

長

躨

本
期
要
目

過敏性疾病治療的趨勢

寶寶長皮膚腫瘤怎麼辦

的重視 ,於 四月

尹三日舉辦 「有愛同

在 勇往前行」兒童

節慶祝活動 ,計有民俗攤

位 、魔術師表演 、汽球造型表演等多項玩樂 、驚喜禮

物之贈送 ,使小朋友有個難忘快樂的兒童佳節 !

感謝政府自今年3月 1日起對3歲以下幼童在醫療上

的照護和給付 ,特別邀請行政院游錫瓕院長及本院院

長李源德共同主持 ,象徵政府對於兒童福利和兒童醫

療的重視和落實 ,加上積極規劃中的台大兒童醫院的

設立 ,未來小朋友的健康不會輸在起跑點 。另邀請

「如果兒童劇團」團長及公視節日中的水果奶奶一趙自

強 ,帶領
「
如果兒童劇團」將演出 『勇敢滴答滴』音

樂戲劇故事 ,並將病童將心願秘密掛在樹上 ,以歌聲

祝福心願之實現 。節目豐

富有趣 ,期許每一位小朋

友都能有過快樂和難忘的

兒童節 !當天兒童醫院籌

備處黃世傑主任和趙自強

哥哥前往兒童病房慰問住

院兒童 ,並在叭不叭 、↑白

怕豬 、包打聽等卡通布偶

的陪同下 ,贈送兒童節禮物

一

在小朋友等待出院回家

的煩悶中 ,製造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樂趣 !

我們再次強調有健康的兒童 ,方有快樂健全的小

小主人翁 ,未來國家更有希望 。故專屬兒童設立的醫

院 ,是政府照顧國民最好最直接的方式 。國家級台大

兒童醫院的設立 ,將致力於我國兒童重症醫療 、兒童

醫療水準的提昇 、培育更專業更優秀的醫護團隊 、以

及兒科基礎和預防醫學之研究 ,每年將可挽救二千名

兒童 。籌設中的兒童醫院目前正積極進行規劃和設計

作業 ,預計於竻年年底兒童醫院即可完工 。惟有本院

尚需負擔近十七億元之經費 ,實為沉重之負擔 。故去

年 12月 2I日 至今年1月∞日舉辦募款活動 ,特別感謝陳

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的支持和挺身急呼社會大眾對兒

童醫院的響應 。雖然到目前所得款項並不多 ,希望社

會大眾對台大兒童醫院的支持和募款 ,能持續不斷下

去 ,共同和本院一起努力 ,早 日看到專屬兒童的國家

級台大兒童醫院的誕生 !

嗟卦晝靠觺簠霹
屨曷懷和兒童健康

國內部資已付

台 大 醫 院

許  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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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醫院通訊

二十期

台大醫院兒童醫院機電中心

新 建 工程 完 工 紀 念

台大醫院兒童

醫院機電中心新建

工程計畫之提出 ,

最早見諸於本校於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

七日所提報之兒童

醫院規劃設計書修

訂版 ,設置緣由係

考量兒童醫院興建

時如何維持台大醫

院現有功能之持續

運作 、兒童醫院所

需機電施設 、污水

處理場 、垃圾處理

場 等 之規 模 等 問

題 ,並配合省立慢

全案後經行政院經建

兒童醫院籌備處即據辦理機電中心後續各項工程

規劃設計及建照申請作業 ,而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一

日取得機電中心建築執照 。惟當時教育部於八十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函示本案因行政院指示重新檢討兒童醫

院之規模及定位問題 ,暫請緩議 。故未能發包動工 。

而後籌備處與本院多次與教育部及行政院協商 ,說明

本機電中心工程之推動與兒童醫院規模及定位檢討並

無直接相關及其先行動工之必要性 ,以避免建照過期

重新辦理產生之延宕 。教育部始於八十八年七月二十

七日同意函報行政院 ,支持本機電中心工程之推動 。

經行政院考量工程執行進度及後續施工需求 ,同意核

列一億九仟萬元 ,其中由本院分擔三分之一 。本院即

據此辦理公開招標事宜 ,於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完

成機電中心土建工程決標 ,八十九年九月七日完成機

電中心水電工程決標 。本院並於八十八年十二月十八

日舉行機電中心開工典禮 ,會中邀請前李總統夫人及

前行政院蕭萬長先生等貴賓進行動土儀式 。

機電中心建物為

一

棟地下四層地上三層之建築

兄 支 醫 院 籌 備 痍 主 任 費 世 傑

物 ,位於本院西址北面 ,中央走廊之最後端 ,面向青

島西路 ,即為省立慢立病防治局舊址 。該建物總樓地

板面積為3,UU4坪 (9,竻 3㎡ )。 其中地下層合計面積約

2,8U1坪θ,%U㎡),佔 9＿s%總樓地板面積 ,地下每層平

均面積約ηU坪 。地上層合計面積約2U4坪 (θ4㎡)佔總

樓地板面積7%。 原規畫1地下層初期用途 ,主要作為停

車場 ,地面層有”個停車位 ,地下一樓至地下三樓有

1留個停車位 ,共計146個停車位 ,可做為兒童醫療大

樓興建期間西址員工之停車替代空間 。待未來西址北

區整建 ,再陸續變更為機電空間使用 ,未來將負責提

供本院西址所有建物 (包含兒童醫院)之動力 、污水

及垃圾處理等 。

機電中心工程進行期間由於本院工務室 、許常吉

建築師 、台聯工程顧問公司及籌備處等同仁之共同努

力 ,使本案之進度順利 ,工程品質良好 ,故獲得教育

部八十九年度公共工程品質評鑑第一名之肯定 。現土

建工程已於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完成 ,水電工程己

於九十一年一月七日完成 ,預計於九十一年五月間可

完成全部驗收 ,點交本院使用 U本機電中心工程為不

僅是兒童醫院的前期工程 ,亦是本院西址整建的第一

步 ,故其順利完工啟用 ,不僅象徵兒童醫院主體工程

娞饇 飂

▲機電中心全貌 鳥瞰 圖 ,該 三層樓建物為管制站 ,出 入 口連

通 中央走廊與青島西路

之正式起步 ,同時也代表本院西址全新活力的呈現 。

另有關兒童醫院之籌設進度 ,經九十年間本院與

教育部多次的溝通協商 ,教育部充分展現了對本案之

重視與支持 ,不僅將在興建前幾年先行分擔本案興建

前期三分之二的經費 (約二十二餘億元),在九十二

▲兒童醫院外觀 圖示 ,真 正面向中山

南路 ,側 面為青島西路 ,機 電中心

在醫院後方

性病防治局基地的歸還本院等 ,

會審議通過 。



蠾 量裏罷
通訊

年度即編列七仟八佰萬元之規劃費 。而本院李院長亦

同意分擔興建前期三分之一經費 ,加上本院與惠氏藥

廠及台北之音合辦之兒童醫院興建募款活動所得 ,以

及教育部九十二年以後編列之預算 ,兒童醫院之興建

經費籌措應無問題 。故本院刻正積極進行各項規劃設

計作業 ,預估於九十二年中發包動工 ,工期約三年

半 ,預估九十六年中可完工開幕 ,屆時除可為我國兒

童醫療提供更高水準的服務 ,也為台大醫院西址整建

呈現更嶄新的風貌 。

轟
▲機 電中心完成本院西址青 島西路後 門圖示 ,前端紅 色頂棚

將連接至中央走廊

病治療的趨勢

過敏性疾病盛行率逐年上升 ,傳統上治療的藥物

大致可分為兩類 ,一是症狀除的藥物 ,一是抗發炎的

藥物 ,以過敏性氣喘為例 ,氣喘發作時 ,氣管平滑肌

收縮 ,馬上給予氣管舒張齊l,解除症狀之後 ,醫師常

再給予類固醇 ,因為類固醇是相當好的抗發炎藥物 ,

所以可將氣管的發炎現象消除 。但是類固醇 ,尤其是

口服或針劑型類固醇 ,並不適合長期使用 U為了因應

嚴重型過敏疾病患者的治療 ,局部作用的類固醇乃隨

之發展而成 (如吸入性類固醇 、類固醇鼻噴劑 、及類

固醇藥膏),雖然副作用明顯低於全身性作用類固醇 ,

但醫藥界並不以此為滿足 ,希望能夠發展出取代類固

醇 ,至少是降低類固醇劑量的治療方式 。

隨著對過敏疾病致病機轉的了解 ,我們知道過敏

是一種因外在過敏原而引起的局部器官發炎的現象 ,

而其之所以會引起發炎 ,主要是發炎細胞聚集並釋放

出多種發炎激素所導致 。白三烯素是其中之一 ,在氣

喘上它會引起氣管平滑肌的強烈收縮 ,而 自三烯素拮

抗劑就是藉與白三烯素受體結合而阻斷此發炎激素的

作用 。此種藥物與吸人性類固醇合併使用 ,對於中等

及嚴重程度氣喘患者 ,有相當不錯的療效 U此外 ,目

前臨床上的研究發現它在治療過敏性鼻炎及異位性皮

膚炎上也有其效果 ,可降低長期使用類固醇的劑量 。

另一個令人期待的藥物是抗IgE抗體 。引發過敏疾

病的過程中 ,IgE由B淋巴球產生 ,之後附著於肥大細

胞上 ,當過敏原進入體內後會與肥大細胞上的IgE結

合 ,此一結合會導致肥大細胞釋出發炎激素 。㎏E更因

此被稱之為過敏指數 ,由此可知其在過敏性疾病中所

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抗㎏E抗體可與玹E結合 ,使

其失去功能 ,而達到治療過敏性疾病的目的。目前此

小兒部過敏 免疫科 主治醫 師  楊 曜旭

藥物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相信不久即可上市 ,嘉惠

廣大的過敏患者 。

過敏反應中 ,無論是發炎細胞的聚集或者是IgE的

產生 ,皆是受到其上游細胞激素的調控 ,ILⅥ (介 白

素-4)刺激B淋巴球產生IgE,IL5促 進發炎細胞 (特

別是嗜依紅性白血球)的聚集 。因此 ,若能阻斷IL-

4、 IL5的作用 ,理當可以抑制過敏反應 。抗IL4、 IL-

5的藥物目前皆仍處於研發階段 。

基因治療是利用分子生物學中DNA重組 ,以及轉

殖的技術把重組時DNA分子傳遞進入體內細胞 ,使其

DNA基因產物於體內細胞中產生 ,進而達到治療的目

的 。這是目前相當熱門的研究課題 ,雖然大部份只限

於動物上的試驗 ,但假以時日必可應用於人體 ,基因

治療模式亦可應用於過敏疾病上 。目前國內外醫學中

心有許多團隊致力於此研究 ,譬如作法之一 ,是選擇

一抗發炎激素 (如IL-1U)基因藉由DNA重組技術 ,將

此段DNA分子放入載體中 ,再將載體轉殖進入細胞內

(如呼吸道上皮細胞 )。 如此一來上皮細胞可分泌此基

因產物 ,進而達到控制過敏發炎的目的 。

上面所述乃是目前治療過敏疾病最新的藥物及未

來發展的趨勢 。雖然治療方式不斷推陳出新 ,療效越

未越好 ,副作用越來越少 。但是 ,不論是醫護人員或

一般民眾應該認清過敏疾病的致病原因 ,儘量避開導

致過敏的事物 ,所謂預防

重於治療 ,一方面可 i
降低疾病的發作 ,

一方面更可減低政

府的醫療支出如此

才是上上之策 。



抗白Ξ烯素鱉瀻縊饑裘毗鷈蛐之氣喘用藥
小兒都過泛

氣喘病是指呼吸道在接觸到環境中的過敏原或刺

激因素時 ,呼吸道會產生慢性發炎反應及反覆發作之

支氣管收縮的疾病 。在不同的年代 ,基於對氣喘病的  及夜間氣喘症狀及防止運動引起的支氣管收縮」。

認識與所能使用的治療方法不同 ,治療的觀念主流也   臨床試驗顯示 ,Si㎎ ulair可 以改善肺功能 ,預防

不一樣 U一九七U年代 ,氣喘的治療著重於緩解支氣  日間及夜間氣喘症狀 ,減少beta2agUnis你 的需要 。對

管的收縮反應 ,主要是借助茶鹼(theUphylline)製 劑以  於已在使用吸入型類固醇的病人 ,合併使用Singulair

及具選擇性的交感神經作用劑(beta2a..Unists);一 九八  可以降低吸入型類固醇需要的劑量 ,甚至某些病人可
U年代間 ,因為意識到存在所謂的後期反應 (late- 以逐漸停止使用吸入型類固醇 。使用Singulai並未有
phasereactiUns)與 更加了解發炎在氣喘所扮演的角  出現耐藥性(tUlerance)的報告 。不過研究顯示 ,吸入型

色 ,從此抗發炎藥物的使用 ,尤其是吸入型皮質類固  類固醇改善肺功能的效果仍優於Singulair。 因此 ,

醇 ,主宰了治療效果 。從一九九U年代開始 ,對發炎  Singulair可 考慮作為輕度持續性氣喘病人的第一線用

媒介物 (i㏕aImnatU〃 medi飩 UrS)的探討 ,成為疾病研  藥 ,或是對於已接受吸入性類固醇治療而仍然有症狀

究的主流 ,近年來經過學者努力找尋可以對抗這些發  時的合併用藥 。值得注意的是 ,Singt1lair並 非支氣管

炎媒介物的抑制劑或拮抗劑 ,而有了抗白三烯素  擴張劑 ,所以不可用於治療氣喘的急性發作 ,病人應
(aIltileukUtrienes)或 稱為白三烯素抑制劑(leukUtriene 當備有其他急救性用藥 ,但是在氣喘病情急性惡化之
mUdi托rs)類藥品的上市 。              時 ,可以繼續使用Singuhr。

根據英國國立心肺血機構對氣喘防治所訂定的規    Sin..ulaif在 臨床試驗中呈現與安慰劑相當的安全

範 ,抗 白三烯素類藥品的角色為氣喘病人的第二階段  性 ,所觀察到的藥品不良反應包括頭痛(18%)、 流行性

治療 ,雖然仍建議優先使用吸入性類固醇 ,但抗白三  感冒症狀“%)、 咳嗽(3%)、 與腹痛(3%),發生率類似

烯素可以做為低劑量吸人性類固醇的另一個選擇 。不  安慰劑組 。其副作用通常溫和 ,一般不需停藥 。至於

過多數文獻也指出 ,若要確立抗白三烯素類藥品在治  在zileutUn偶 爾觀察到的肝毒性報告 ,或是偶見於

療氣喘的角色與地位 ,日 後需要進行更多與現有標準  zaΠrluka㏄ 的肝功能指數上升情形 ,目前並沒有出現在

治療所做的比較性研究 。              singulai的 使用者 。不過如果病人出現肝功能異常症

白三烯素(cystei呼lletlkUiiene)是重要的發炎媒介  狀 ,應當監測肝功能指數 。另外 ,根據上市後的使用

物 ,能夠在呼吸道提高嗜伊紅性白血球(eUsillUphils)的  經驗 ,Singulair與zaΠrlukas堵屑曾有引起Churg-Strauss

移動力 ,增加黏液分泌與造成呼吸道水腫 ,引起支氣  盯ndfUme一一種全身性的嗜伊紅性白血球增加之血管

管收縮 。抗 白三烯素類藥品中 ,mUntelukast 炎(systemiceUsinUphilicⅦ sculitis)的 報告 ,發生對象包

訾群酵眥翎揣獄茸i遣穹鯗昇罺櫜靄暠旻野瞽導雙輩棄釜:率﹉靄遷哲醬呂
antagUnist),而 zileutUn則能夠抑制白三烯素的生成 :這  清楚

∵蕤鯊是臩
品所熟﹉∴惑蒐層驫灥鐖轗輯鍆第類固

鐹 :﹉醇的凝三個藥品都能降低白三烯素的活性 ,喊
鏊氣魄發炎過﹉﹉﹉﹉醇的              話iji蓋§t的懷孕

程引起的各種症狀 。其中Singula● r可
-(翎 峞險性),而㏕altUn

體上具特異性地抑制作用最強的﹉白主

白三烯素D4造 成的支氣
﹉
會收縮

﹉叩兮岬 c﹉<﹉危險性無法排除)。 此外 ,Singulair不會

與食物及其他藥品有明顯交互作用 ,輕度至中度肝臟

或腎臟功能不全的病人使用Singulair並 不需要調整劑

直蓅實灌溳輩曾昆玉蔧F置 平平:十

g㏕茁r的

Singulair在 台灣上市的規格包括lU㏑g鍵劑與5mg

咀嚼錠 。服用Singulai的 時間不受限於食物 ;可隨餐

性﹉古

胺

芷械覆鰗 苡全品鑝直輲 雷
下小兒患者使用本藥之安全性及療效尚未進行過臨床

研究),而另兩個藥品則只被核准用於十二歲以上的病

人 。台灣目前有Singulai與 AccUIate上 市 ,衛生署對



或空腹 。一般建議齊1量為超過十五歲者 ,每天晚上服

藥一次 ,一次1Umg;六軍十四歲的病人 ,每天晚上服

用一次5mg的咀嚼錠 。日服一次的方便性是Singulair

比起日服兩次的zaΠrlukast與需日服四次的zileutUn最

重要的優點之一 。夜晚服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整個

晚上與清晨達到最高的藥品血中濃度 ,因為氣喘生物

時鐘學(chrUnUbiU1Ug” 的研究顯示 ,此點考量符合呼

吸道最狹隘的時刻與氣喘症狀的最高發生率時機 。服

用&ngu】 air應該注意的事項還包括需規則性服藥以取

得最佳臨床效果 ,甚至是在無症狀發作期間 ;此藥不

可做為急性發作用藥 ,但在發作期間可持續使用 ;以

及不可突然用於取代吸入性或口服類固醇治療 U

&ngulair目 前健保給付規定包括 :

1.限用於六歲以上之小兒及成人
「
輕度至中度持續支

氣管哮喘」疾患 。

2.病歷上應詳細記載上個月發作次數 、頻率及最大吐

氣流速(peakexpir飩U〃 ΠUWr飩Φ值之變化 。

3.每月最大量限三十粒 。

4.本品項不得與crUmUglycate(Inta15inh缸 er,咽達永樂

吸入劑)或ketUtifen(za山 怕n,喘者定)併用 。

寶寶 長皮膚肢瘤
皮膚 部 主洽醫 師 廖 怡華

“
如嬰兒般嬌嫩的皮膚

”
常被用來做為化粧品廣

告的台詞 ,也是許多愛美人士追求的目標 ,為人父母

無不希望自己的小寶寶擁有健康漂亮的皮膚 ,但上天

造物均偶有差池 ,寶寶的皮膚病變 ,有的僅為一過

性 ,會隨著寶寶的成長逐漸消失 ,但有些問題卻會持

續終生 ,甚

意 。以下就幾

紹 。

起 ,黃 棕色 ,

無 毛 髮 的 斑

塊 ,此腫瘤會

受荷爾蒙影響 ,在青春

期時會生長變大 。皮

就發現的黑痣 ,一歲時長到

歲時會完全

膚萎縮 ,

以不需治

衃 會齒卡廣跡或僅瓛冬龕漾
期到醫院追

F尸朵或呵

或沒有

比例擴

,轉變

∞公分

鬠÷霆層學虌擘琝虐溢褗窿幦鬐蠡尕鬍差爵盪籦酋
素細胞母斑 ,在艾5

母斑的寶寶︴父母應用

管腫瘤而有自卑心理影響 ,其社會發展或 來寫由記

一

,苺禱6＿ 6i自為就幫病灶搪照一次 ,

患病而有罪慼感

一

也需翩 嫵 大邊緣 ︴不規則或

的血管瘤 ,自
前
﹉
可使賤座用或病灶內類固醇達射療 顏色改變等現象 ,就應塾皮膚科崇受診治 ︴必要時可

法 ,冷凍療法或使用血管雷射治療 ,對深部而迅速擴  施予皮膚切片檢查或手術切除

大的病灶 ,可股予全身性類固醇治療或千擾素注射 。 由於皮膚是最容易觀察的器官 ,父母軒隨時幫寶

二、皮屈爵肆翱難 寶檢查 ,┬旦發現了任何皮膚

是包含表皮及真皮組成的磕霦菗︴在出漥砂潑吸┌一
壆重量堊蛜

更應請醫師做進一步診察 ,以確保

筮曆╦ .
˙

兒期出現 ,好發在頭皮及耳後 、臉部 ,症狀為略為突
寶寶的健康 。



:老●可能#在曲痘痘
皮 膚 部 主 洽 醫 師 陳 9汗 良

一般人想到痘痘 ,心中浮現的  後 ,我們終於要開始介紹大家耳熟能詳的 『青春痘 !』

大概都是 『青春痘』三個字 ,也  雖然這可以說是青春期必經的過程 ,可是並不代表大

就是說大部分的人多半認為痘  家就應該理所當然的對它視而不見 U

痘是青少年的專利 !雖然這樣   國人多半並不會直接的求助皮膚專科醫師 ,不是

的答案幾乎是反射性的 ,可是  不好意思求診 ,就是尋求偏方 ,或是相信一些以訛傳

卻是錯誤的答案 。事實上痘痘  訛的肝火 、縱欲的觀點 。而拒絕尋求正當的醫療管道

是可以從出生到老死都可以存在  的結果 ,往往就是辛辛苦苦卻痘痘依舊 。

在新生兒和嬰兒的期間 ,有兩個階段容易產生痘  質化異常加上毛孔中的痤瘡桿菌作怪的結果 。以上四

痘 。第一個階段是剛出生的一個月內 ,第二個階段則  個因素會造成毛孔堵塞形成白頭或黑頭粉刺 ,而粉刺

是出生的二到三個月後 。              萬一因為內在外在的刺激發炎 ,就會紅腫脹大形成大

被小讋蔧馫居竺蝨堇署著靄示堡霪鼖鰲汞值冕最量

匆匆忙忙的抱到皮膚科醫師診間焦急的詢問自己的小 -

寶寶怎麼會長痘痘 ?事實上這些小丘疹和小膿皰萍不﹉

是真的皮月旨腺堵住發炎 ,而是小寶寶的汗腺管發育尚﹉

未完全堵住所造成的現象 。通常在二到三週之錄隨著
﹉

墿矍箏蔧蘜尊鼢壿狿逾蔧筭霠
第三個月到一歲半中間 。通常小男生發生的薇glL/jx 

﹉︿渾葰得到啤﹉菁●﹉↓艟續犘睡*葯牛年後得到徹底的

女生高 ,比例約為4:1。 絕大多數都發生在臉上 ﹍只有﹉

——

●包括由服抗生素或是

約莫∞分之一會長到身上。   羉﹉﹉﹉﹉﹉﹉﹉:﹉﹉﹉﹉﹉口服魂籔壚飂蟄衊龘虋無戰拍曄月名久。

所引起 ,值得好好帶給小兒內分泌科醫師評估一番 !   自己的醫師討論心中期待的治療方式 。相信 ,唯有如

在介紹完上面這兩個大家比較不熟悉的小孩痘痘  此 ,才可以真的讓您
「
輕輕鬆鬆 ,戰痘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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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臉上的問題 。本文在此就

要介紹18歲以前常見的痘痘 !

其實 ,青春痘的成因再明確也不過 ,它主要是因

為荷爾蒙的變化 、皮丹旨腺分泌旺盛 、毛孔開口處的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