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雥櫜蕔導   厲籪愛我就要番緊我一兒童燙傷是可以邏免鋂

蠠灥小兒外科 襳 遇動廢的診斷及治蕵

甥鐒
〞鍵針艬 g錢懿談趨

鷺 羞芻鶵鑼建麤

本院兒童醫療大樓第一期工程
「
機電中心」已於九十一年九月完

成驗收和點交 ,將於十月三日下午二時辦理 『台大兒童醫療大樓機電中

心完工典禮』,該典禮除了有啟用儀式和剪綵外 ,另有台大兒童醫療大

樓相關海報展示 。機電中心工程為地下四層 、地上三層R.C結構建物 ,

地面層規劃為門禁管制中心和停車場 ,地下一樓至地下三樓初期規劃為

臨時停車空間 ,未來依各期計劃逐步規劃為機電空間 、污水及垃圾處理

區等 ,地下四層為水箱 、儲水槽及馬達室 。

兒童醫院籌備處網站的製作預計十月完成 ,未來民眾和醫界除了透過本刊物了解

目前兒童醫院的現況 ,並能藉由網站的即時互動 ,對於本院兒童醫院的興建和規劃現

況 ,能有進一步的認識 ,請拭目以待 !

籪 钁 資 資 繓 藟 遂 縝 彩 鱊 茤 擲 絃良虇 蠪

院通訊』所傳達之募款訊息,而能受到這項的肯定和支持,籌備處衷心感謝,亦希外界

的捐款能持續不斷,實質嘉惠我國兒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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燙傷是兒童最常見的燒燙傷 ,佔約八成因燒燙傷

而住院的兒童病患 ,其中又以發生在U挖歲兒童的比例

為最高 ,男生比女生稍多 ,而最常發生的地點是家 ,

其中又以廚房和浴室為最危險 。被洗澡熱水燙傷 、誤

按飲水機的開關 、碰撞捧著的熱湯或抓翻桌上的熱茶

是兒童燙傷常見的原因 。

經驗告訴我們大部份的燙傷意外發生是可避免

的 。雖然不會致命 ,但如果不幸留下肥厚難看的疤

痕 ,不但會影響四肢關節的功能而且還會造成孩子心

理上的障礙 。疤痕在初期時是奇癢無比 ,有時還會因

穩定度不夠 ,而常發生潰爛的現象 。目前仍未有有效

治療疤痕的方法 ,因此避免燙傷意外的發生 ,才是治

療疤痕的最有效途徑 。

一般民眾對熱度缺少心防 ,尤其是小孩和老年

人 。小孩抓翻熱湯燙傷 ,老人泡腳燙傷是屢見不鮮的

事 。為減少這些燒燙傷意外的發生 ,細心照顧和教育

是唯一的不二法門 。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 ,在兒童皮膚燙傷面積超

過百分之十就會影響全身的生理狀態 。嚴重的話還會

有生命危險 ,因此燙傷面積超過百分之十的兒童就必

需在有燒燙傷中心的醫院接受治療 。雖然兒童燒燙傷

的死亡率比成人來得低 ,但是肥厚攣縮的疤痕所帶來

的痛苦不是一般人可理解的 。

皮膚是由表皮和真皮兩層組成 ,體表面積約1.5至

2Um2,平均厚度約1至2mm。 雖然表面看起來很一

致 ,其實皮膚是一個構造異質 (heterUgeneUus)的 器

官 。毛囊 、汗腺 、皮月旨腺 、上行小動脈和自由神經末

端並不均勻分佈 。其

中毛囊 、汗腺 、皮月旨

腺是傷口癒合的主要

動力來源 。>9＿s%供

應皮膚的血流為調節

體溫用的 ,<15%為

供應營養之需 U結締

組織內的膠元與彈性蛋白是構成皮膚彈性和伸展性的

重要物理性質 ,其比率是7:1。 皮膚的功能包括 (一
)

保護身體免於外物的侵犯 (二 )協助免疫系統防止細

台大醫院外科 部 主洽醫 師 楊 永健

菌的侵入 (三 )保持組織液 、蛋白質和電解質的平

衡 (四 )調節體溫 (五 )知覺 (六 )維他命D的製作

(七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

一般民眾對熱度缺少心防是不爭的事實 ,尤其是

兒童 。因此熱水燙傷是最常見的燒燙傷 U水溫 、接觸

時間和燙傷深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3秒鐘內 ,6U℃

水溫會造成深真皮或全層燙傷 ,如水溫升至68.8℃ ,

在1秒鐘內 ,便會造成同樣深度的燙傷 ,因此煮沸的

水毫無異間會造成嚴重燙傷 。熱湯或豆漿比水濃 ,因

此滯留在皮膚的時間較長 ,一般都會引起較深的燙

傷 。由於衣物會保存水的熱度 ,當熱水燙傷時 ,暴露

在衣物外的身體部位會比在衣物內的來的輕 。換句話

說 ,燙濕的衣物會延長熱水和皮膚的接觸時間 ,造成

更嚴重的傷害 。因此立即以自來水大量沖洗傷口 ,泡

在水中剪開燙濕的衣物 ,是燙傷後最正確的緊急處理

方法 (只 限小面積燙傷),如此才能有效降低傷口的

溫度減輕燙傷的深度 。

燙傷雖是皮內之傷 ,但是它的治療是很專業的 ,

怎樣的傷口需要植皮 ,怎樣的傷口須讓它自行癒合 ,

是需要經驗的醫師才能做正確的判斷 。不該植皮的傷

口卻接受了植皮手術 ,對病人來說是一個不幸 。因為

開了一個不該開的刀而且多了一個取皮的疤痕 ,反而

該植皮的傷口卻又遲遲未接受手術治療 ,最後拖延傷

口癒合時間 ,增加病人的痛苦 。很多人在燙傷之後喜

歡用一些成份不明的藥膏塗抹在傷口上 ,如此不但會

導致傷口感染 ,延誤病情 ,嚴重的話還會有生命危

險 。

預防燙傷的發生是治療燙傷最重要的一環 ,沒有

燙傷沒有疤痕 。小孩誤按飲水機 ,打翻桌上的熱湯 、

熱茶是常導致兒童燙傷的原因 ,而這些意外事件不是

不可避免的 ,雖然小孩的好奇與好動是被歸咎的主要

原因 。其實 ,大部份時候 ,小孩的燙傷是大人的疏

忽 。因此很多時候 ,大人只要多一點常識 ,多一份戒

心 ,就可避免這些意外事件的發生 。

(El案一:一個單親家庭父親正為一歲半小兒子洗澡時 ,

因為天氣寒冷 ,水溫變涼 ,三歲大兒子在旁邊加熱開

水時 ,不慎燙到父親手臂 ,手上抱著的小兒子因父親

兒 i口 磁 好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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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的手臂鬆開而順勢跌落到洗澡盆中 ,導致百分之

二十八的燙傷 U

個案二:一位兩歲兒童墊著小椅子 ,玩著置放在桌上

的飲水機 ,誤觸紅色開關 ,導致百分之十五的燙傷 。

家是兒童成長的地方 ,看似最溫暖 ,最安全的地

方 。其實家也是很危險的地方。廚房浴室的熱水 ,餐

桌的熱湯 ⋯麔廳的熱茶●都可以在一剎那間改變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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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命運 。意外是一時的 ,傷害是永遠的 。在此呼籲

大人們 : 
「
愛我就要看緊我」。

從﹉璶桑遮﹉專鼕連瞧談起

如果注意最近的一些國外報導 ,可能會看到
”

geekgenes”  幾個字 (BBc, 14 Atlg2UU2),到 底

這是什麼基因 ?奇怪的
”
基因

”
?” 怪ㄎ丫

”
基因 ?

故事的起源來自美國矽谷 :幾年來自閉症及亞斯

伯格症在這地區的發生似乎呈倍數成長 。最近 ,在英

國劍橋高科技工業區也有類似的任務 。有些專家相

信 ,這些患童的發生和他們的父母有關 ,不是他們的

教養方式 ,而是他們本身的個性 :不喜社交 、溝通 ,

機械 、數字 、電腦的能力超強 ,對特定的事務堅持固

執 、要求完美 ,這些特性經由遺傳累積而產生這些特

殊的孩子 U有位專家講得更白 : 
「
假如你的父親是有

四個基因的電腦迷 ,而你的母親有三個基因 ,你可能

會得到全部七個 ,而且是個典型的自閉症」。

自閉症的基因搜尋多年 ,到現在並無定論 ,所謂

毀ekgenes的存在 ,其實言之過早 ,不過這些症狀存在

於他們的父母 ,甚至一般人口族群當中卻是不爭的事

實 。英國劍橋大學以SimUllB缸Un£Uhell為首的一項研

究成果頗令人深思 。研究者編製了一份所謂Atltism-

SpectrumQuUtient(暫 譯 自閉症傾向指數)的自填量

表 ,填完問卷可計算出每個人的AQ,最低U分 ,最高

5U分 。這五十題包括了自閉症的五種特徵 :社交技巧

差 、溝通技巧差 、想像力差 、異常注意細節及注意力

轉移差 U首先他們以成年的高功能自閉症 /亞斯伯格

症患者及控制組比較 :前者平均AQ是 3＿s.8± 6.5,遠

高於後者16:4± 6.3。 控制組中男性稍微但顯著地比

台大醫院精神告β主洽醫 師  高淑 芬

女性高 U超過2U分的男性 (4U%)是 女性 (21%)的

兩倍 ,女性沒人超過34分 ,而男性則有4%U隨後 ,

研究者將問卷使用在劍橋大學的學生當中 ,他們的AQ

分佈與前面的控制組相同 (表示智商和教育程度不影

響AQ),但是不同科系之間卻有很大的不同 。科學相

關科系 (理學院 、生物學相關 、數學 、電腦 、工程 、

醫學)顯著高於人文 (語文 、文學 、法律 、哲學 、神

學 、歷史 、音樂)及社會科學 (地理 、經濟 、社會 、

政治 、考古 、人類學 、管理),其 中以數學科系的分

數最高 。

研究者以笓分為界 ,徵求到11名學生 (都是科學

相關科系)來進行臨床會談 ,其中有7名符合高功能

自閉症或亞斯伯格症的診斷標準 ,不過因為缺乏父母

提供的身心發展資料 ,而且目前並無心理困擾 ,診斷

不能確實成立 。許多人提及他們在大學內不喜歡社

交 ,但其特殊 、狹窄的興趣不僅不會顯得奇怪 ,反倒

被尊重 。不過這ll名學生回溯過去的學校生活都有些

功能上的困難 ,如被孤立 、被欺負 、很難交到朋友 。

過去觀念中 ,自 閉症既罕見又難纏 ,有些家長甚

至一聽到診斷就痛哭流涕 ,但是近年來診斷範圍放

寬 ,早期診斷增加 ,療育有效 ,加上類似上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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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老年人 、孕婦或其他特殊情況的人 ,兒童

(15歲以下 ,包括新生兒)也有許多須靠手術才能治療

的疾病 ,無論在診斷 、治療 、或照顧等過程 ,都與一

般成人疾病不同 。台灣地區領有小兒外科專科醫師執

照者尚不超過一百人 ,多集中在較大的醫學中心 ,為

國內每年約三十萬新生兒 ,及總數近五百萬的兒童 ,

處理各種外科方面的疑難雜症 。小兒外科疾病 ,大致

上分為下列數項 :

(I9外表及皮下異常 :即為外觀就可看出或摸到的疾

病 U常見者如皮膚血管瘤 、舌繫帶過長 、皮下腫

瘤 、手腳多指症 、頸部腫塊 、歪脖子 (斜頸 )、 胸

骨凹凸不平
°(漏斗胸或雞胸 )、 臍部凸出 、臍部

瘜肉、腹股溝疝氣 (脫腸 )、 陰囊水腫 、包皮過長

發炎 、尿道下裂等 U發病時間不一定 ,症狀也不

明顯 ,但仍有最適當的手術年齡 ,最好勿延誤診

治時間 U

(2)新生兒先天畸形 :所謂新生兒 ,一般是指一個月

內之小兒 ,因其體溫控制中心 (腦部下視丘)尚

未發育成熟 ,導致體溫會隨環境改變 ,很容易低

於正常的＿s9°C,若加上疾病之檢查 、治療 、或手

術過程造成的失溫 ,可引起呼吸 、心跳不規律 ,

相當危險 。新生兒先天畸形變化多端 ,可 由體表

種種小間題 ,到體內重要器官如心臟 、腎臟 、肺

臟 、肝臟 、食道 、氣管 、胃部 、小腸 、大腸等之

嚴重畸形都有 ,需靠訓練有素的新生兒醫護團

隊 、齊備的醫療儀器 、以及正確而迅速的手術 ,

才能減少後遺症 。

(3)兒童腹部急症 :兒童疾病種類不同於成人 ,突然

腹痛 ,除 了一般胃腸炎外 ,常見的有闌尾炎 (俗

稱盲腸炎)、 腸套疊 、以及脫腸卡住等 。由於小兒

不會表達 ,常延誤就醫時間 ,到盲腸已破裂 、套

腸已壞死 、脫腸卡住壞死後才治療 ,常引發腹膜

炎 、敗血症 、甚至死亡等 ,須謹記在心 。

(4)小兒腹部腫瘤 :小兒常見的腹部腫瘤 ,是 由腎上

腺 、腎臟 、淋巴結 、胚胎遺留組織等長出 ,多在

腹腔後方 ,因症狀較不明顯 ,加上小兒不會表

達 ,腫瘤可長至很大才被發覺 。可能已轉移遠

方 ,或包住重要的大血管 、神經 、器官等 ,死亡

率變得很高 ,故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最重要的

一環 。

﹉﹉﹉﹉﹉﹉﹉﹉  台大晉降外科即郎工年﹉﹉賴鴻絳

｛5)打↘兒意外傷害 :台灣地區每年約有1,6UU名 小兒因

意外傷害引發重大傷殘之案例 ,因而死亡者共佔

所有兒童死亡率之百分之三十以上 ,死亡人數遠

超過癌症 、先天畸形 、心臟病 、傳染病 、或虐待

傷害等其他主要死因 。小兒最常發生的意外事件

為燙傷 、溺水 、跌倒 、車禍 、香食異物等 ,均需

小心處置 。

(6)營養與水分之補充 :小兒病患因疾病流失 ,除 了

補充治療所需之營養外 ,仍須顧及成長之需求 ,

故評估及補充營養供需 ,以及設置中心靜脈導管

等或胃腸造廔管等 ,也是小兒外科重要工作之

一般人對小兒外表及皮下異常較不在意 ,尤其年

輕父母面對不善表達之小兒 ,更容易造成延誤診治情

況 ,以腹股溝疝氣為例 :張小弟向來活潑可愛 ,一歲

大學走路時 ,曾因右側陰囊腫大 ,經醫師診斷為腹股

溝疝氣 ,並建議儘快開刀 ,卻因父母不忍心小孩接受

全身麻醉開刀 ,祖父母也堅絕反對 ,便以吃中藥及配

掛丁字壓迫帶方式 ,期待疝氣自動痊癒 。三歲大時 ,

有一天被發現嘔吐及腹股溝腫塊 ,經開業醫師診療建

議立刻轉到醫學中心進一步診治 ,卻因父母事忙與疏

忽 ,遲至第二天上午才帶至醫學中心急診處 ,此時不

但發燒且有腹脹現象 ,經小兒外科醫師診斷為
〝
嵌塞

性疝氣
〞,緊急進行手術治療 。然而 ,手術雖修補了疝

氣 ,卻無法避免繼之而來的腹膜炎及敗血症 ,高燒持

續不退 ,終於造成心肺功能衰竭 ,第三天便於小兒加

護病房中宣佈死亡 。原本只是小開刀即可治癒的疝

氣 ,卻因不在意而失去了寶貴的小生命 ,傷心也挽不

回 可 愛 的 兒

子 ,只有一輩

子活在悔恨交

加的陰影中 。

其實 ,小兒腹

股溝疝氣若不

手術 ,自 行癒

合的機會相當

低 ,不及於百

分之零點五 ,

而不手術造成
〝
嵌塞性疝氣

〞



的危險機會 ,則高達15-2U%。 以現代進步的醫學技

術 ,有經驗的小兒外科醫師 ,手術成功率幾達百分之

百 ,且併發症及復發率可低於百分之一 ,手術已成了

唯一選擇的治療方法 ,而且發現即應早期手術 ,以防

止小腸嵌塞之發生 。

另一方面 ,由於醫學知識之不足與忽略 ,也可能

影響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的幸福 ,以隱睪症為例 :

睪丸包含精細胞及支柱細胞 ,擔任傳宗接代及分

泌男性賀爾蒙兩大任務 。一般而言 ,睪丸本身的溫度

大約34°C,比正常體溫39℃ 低約攝氏三度 ,所以被安

置在3U至笓℃的陰囊內最穩當 。當睪丸位置太高 (隱

兒
蟗霋畢里蠾

睪症),或跑錯位置 (所謂異位性睪丸),精細胞可因

溫度太高而活動力大減 ,男性賀爾蒙分泌也會不足 ;

此外 ,較令人擔心的當然是睪丸癌的發生 。所以 ,跟

幼兒洗澡時時 ,不妨摸一下他的睪丸 ,發現摸不到一

邊或兩邊睪丸時 ,應多注意幾次 ,有時只是因為提睪

肌的收縮 ,使睪丸暫時往上吊

等肌肉放鬆後即可自動復位 。

若幾次都摸不到睪丸 ,應就

醫請專家診治 ,必要時得接

受早期手術 ,以確保睪丸的

功能 。

●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以下簡稱過動症)的主要症

狀是不專心 、過動 、衝動 U臨床所見之症狀如出現一

些無心的錯誤 、無法持續注意力在枯燥無聊或固定的

工作上 、沒有耐心聽指示或聽完話 、不易遵守規定 、

難信守承諾 、健忘 、掉東西 、好動 、喜歡跑來跑去 、

坐不住 、東摸西摸 、好講話 、聲音大 、沒耐心於排隊

和輪流 、好管閒事 、易打斷別人的談話或活動 。過動

症是一出生即具有的 ,若7歲之後才被發現 ,或是只

出現在一種情境下 ,可能不是過動症 。

主要資料提供者 ,包括父母 、小孩 ‵老師等 。個

案父母報告在家的情形∴老師經由電話 、書面的資料

和量表 ,提供在校的行為 ;以﹉及會談及觀察個案 ,小

孩自己也會和你說關於他的行為 。最後 ,綜合這些結

果決定診斷 。目前的研究顯示 ,要得到正確的診斷 ,

老師的報告是不可或缺的 ,因為研究發現老師的報告

與父母的一致性不高 ,父母會低估孩子在學校的行為

問題 ;此外 ,父母和小孩子報告的一致性也不高 ,孩

子會傾向低報其外顯性的行為 ;反之 ,小孩子若不

說 ,父母可能不了解小孩子心裡在想甚麼 ,因此父母

傾向低報其孩子的情緒問題 。雖然目前診斷是根據行

為特徵 ,而且並無任何生物學上的檢驗可以協助診

斷 ,但已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過動兒有腦部執行功能異

常 ,而這些異常表現在自我的調節 ,專心度 、工作記

憶和衝動性等等 。

治療是以行為治療及藥物為主 ,行為治療的效果

唯有和藥物一起配合才會顯著 ,若只使用行為治療 ,

效果還是不好 。中樞神經的興奮劑 (CNSstimulant)

台大醫 院精 神部 主洽醫師 窩放芬

是最有效和常用的藥物 ,再 來是三環抗鬱劑

(Imipramine),接著是c1Undne、 buprUpriUn和抗精神

病的藥物 。中樞神經興奮劑中以Methylphenidate

(MPH)最常用 ,也被研究最多 。MPH以三種劑型上

市 ,目前台灣只有短效型 :15∼2U分鐘效果就開始出

現 ,可以觀察到他們的注意力開始比較集中 ,比較坐

得住 ,在 1∼2個刀\時達到最高濃度 ,半衰期非常短 U

因為作用時間只有3∼4小時 ,所以在第三或第四堂課

時 ,老師會向家長反應 ,患童開始不專心 、坐不住 、

作弄別人 。一天的量從5∼ 1U毫克開始 ,每天的最大

劑量介於∞∼8U毫克 。根據我的臨床經驗 ,大部分小

學的患童 ,劑量在2U毫克左右 ,國中生的劑量約每天

4U毫克左右 。﹉    ﹉

中樞神經興奮劑可以改善巧%患童之症狀 ,包括

行為 、專心度 、坐立難安 、服從性 、合群性 、自尊心

和學業成績的改善 ;所有研究若以老師的報告為評估

療效的工具 ,則均顯示MPH明顯地改善其症狀 。反

之 ,父母就不一定 ,有三分之二的父母表示有改善 ,

因為家長的報告來自下午或晚上在家的觀察 ,如果患

童下午沒有用藥 ,在家中的表現就不會改善 ,即使有

也不明顯 。

MPH的副作用是輕微的 ,而且和使用的劑量有

關 。可能的副作用包括胃口減少 、胃痛 、頭痛 、頭

昏 、失眠等 。當患童有這些抱怨 ,不要馬上想成副作

用 ,多種情況需要鑑別 ,以失眠為例 ,一般來說有三

種可能 :第一是劑量不夠 ,因為過動兒到了晚上還是

跑來跑去無法安定下來 ,一般只有在早上服藥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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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並沒有影響 ,還是動來動去不想睡 ,父母和老師

可能發現服藥後 ,很多方面均改善了 ,可是晚上到了

十一點還是不想睡 。一般黃昏時 ,再給一次藥即可以

改善 。第二種情況 ,他原來沒有睡眠問題 ,服藥後才

有這種狀況 ,例如一天服用三次 ,最後的一次在五點

以後 ,睡前藥物的作用可能還有 ,所以患童晚上還是

很有精神 ,睡不著覺 ,這時候可能考慮晚上的劑量要

減少 ,或者說提早給藥 。第三種情況 ,有少數的個案

可能會出現戒斷症狀 ,可能在早上有服藥 ,下午沒有

服藥就出現反彈現象 ,而有更厲害的躁動 、坐不住 ,

此時要考慮換藥 U

一般中午的藥物順從性不好 ,原因包括忘記和不

想在同學的面前吃藥 ,由於短效型造成藥物順從性不

好 ,以及患童的症狀改善不持續 ,因此近年來發展延

長型的MPH。 研究發現其藥效和短效型
一

天三次的服

用方式是一樣好的 ,其服藥順從性優於短效型 。至於

延長型MPH會持續一整天高濃度 ,其是否會產生較多

或較嚴重的副作用 ,及是否會影響到睡眠就不得而

6(El。

其他使用認知治療或是食物治療 ,目 前的研究結

果均無法證實其效果 。基本上 ,ADHD的小孩子都應

該要接受特別輔導教學 。

若ADHD併有

行為規範障礙 ′

(cUnduct

disUrder),可 以

MPH合併認知或行

為 治 療 ,或 是 用

dUllidineU若 ADHD併

有內在性疾患 ,可使用

抗鬱劑 ,目 前最常使用的就是I㏕Ⅳ屾 ineU若ADHD併

有躁症 ;則可以使用情緒穩定劑 。若ADHD併有學習

障礙 ,可使用MPH加上特殊教育 。若ADHD合併不自

主抽搐 (位cs),可以單獨使用MPH,如果不自主抽搐

(tics)的 症狀仍然明顯 ,可以再加上抗精神病藥物

(an伍 ps,zchUtics),或 是單獨使用clUIlⅢ ne。 若ADHD併

有MR或 autism的話 ,需給予特殊教育 ,加上clUnmille

或是抗精神病藥物 (antipsy㏑U由cs)。 最後 ,我常被問

到這麼早開始使用中樞神經興奮劑 ,以後會不會容易

發生藥物濫用 ?最近的研究發現 ,早期使用MPH反而

會減少將來藥物濫用的發生率 。

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高科技時代的今天 ,醫療科

技已能使不到一公斤的早產兒存活長大 ,也能使百歲

人瑞活得更健康 ,此外 ,複製體 、器官移植 、基因療

法等之突破 ,將使人類活得更好 、活得更久 ,一般人

應對醫療體制更有信心 。當然 ,醫師們應以救人濟世

為己任 ,在看診時則應以服務為目的 ,在專業知識引

導下 ,充分與病患溝通 ,使他們盡量瞭解病況 、治療

過程與癒後 ,才能安心地接受治療 。

小兒病患因不善於表達 ,手術後常須父母之仔細

觀察與照護 U任何手術後之追蹤與保養 ,首重完全依

照醫囑去做 ,吃藥 、換藥 、門診追蹤日期等 ,切勿忘

記 。小兒有任何不正常表徵 ,須清楚記下 ,以便日後

與醫師明確討論 。久病成良醫 ,久病小兒的父母更是

小兒病患們早日康復的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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