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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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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頂告象 蘱Ⅲ 菫我田嶍 身 為妃拇如何覾 濌 絲 獸 粿 港 慨神經科醫師在倣些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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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兒之物理浩療介八

一

彰 睨重發展遲緩、早期療叡
‵
′ 又 9

本院為慶祝九十二年度兒童節 ,於四月三日假台大醫院東址一樓大廳 ,舉辦慶祝活動 ,

時間為上午十點至下午四點 。活動中邀請小朋友最喜歡的東森幼幼台水果家族成員中的香蕉

哥哥及蜜蜂姐姐 ,將和小朋友一起唱跳 『YUYULUVEYUU』 和 『音樂塗鴉』等歌曲 ,與小

朋友同唱同樂 ,另特別邀請
「
蘋果兒童劇團」演出 『蟲蟲危機』,將各種昆蟲以擬人化手法表

現 ,為一極佳之 自然生態之旅 。劇中昆蟲角色性格迥異 ,最後都發揮極度的潛能 ,有志竟成

才能尋找到夢幻天堂 ,具有啟發作用 。透過輕鬆的戲劇方式 ,對小朋友們作淺移默化的人格

教育 。除表演活動外 ,另有民俗童玩草編教學和多種親子動手創作 ,可製作沙畫 、黏土 、蛋

糕以及氣球造型表演 ,活動精采 ,並

贈送到院兒童精美兒童節禮物 ,數量

有限 ,歡迎小朋友參加同樂 ,歡度一

個有趣又難忘的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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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七歲了 ,我除了記得他的名字及媽媽的臉

龐 ,已不太記得五年前他的樣子 。媽媽表示 ,後來他

轉到發展中心上學 ,也陸陸續續到一些醫院接受復健

治療 ,覺得很辛苦 ,想回來看門診又碰到我出國進

修 ,時間一晃就過去了 U今天她的問題是 ,究竟現在

全全還能不能復健 ?

全全是一個極度早產併發腦性麻痺及智力障礙的

個案 ,他有全身的高張力 、肢體動作困難 、聽不懂話

也無法回答 ,他除了頭部稍有控制能力 ,其他的動作

功能都沒有發展出來 ,坐在娃娃推車上 ,靜靜地看著

遠方 。我做完了檢查 ,發現他除了下肢多處關節變

形 ,也有了這類患者最難處理的併發症一髖脫臼 ,一

側大腿骨已離開骨盆的關節窩跑出去了 U這個問題顯

然對他的主動功能有影響 ,也成為照顧上的新難題 。

媽媽的挫折感我可以瞭解 。腦性麻痺的孩子因為

腦傷 ,造成了至少五個間題 ,肌 肉力量不足 、主動控

制不足 、平衡感不足 、異常高張力 (痙攣張力)及關

節位置不適切 。這五個問題的相對比例人人不同 ,同

一個案在不同年齡 ,相對比例也會改變 。每個個案的

嚴重程度也不同 ,有些患者只有痙攣張力千擾功能 ,

另外四個因素還好 ?所以只要適當的處理張力就可以

有全面的進步 忘全全的狀況是所有的因素都有相當程

度 ,即使是積極的復健 ,能讓父母感受到的進步可能

真的很有限 ,再加上成長的因素 ,短縮的痙攣肌肉敵

不過快速生長的骨頭 ,脊椎骨 、髖關節 、膝踝關節的

位置不適切更形惡化 ,孩子的功能當然很難再突破 。

我再次感受到無法追蹤患者並給予

只要聽過腦性麻痺這個名詞

須的 ,可是復健是非常廣義

路或是直接的治療

一

它更

物的使用 、輔具的處方設

方向正確 ,以及併發的預

為復健就是上治療課 ,加

滾健 部 主洽醫師 謝正 宜

解不足 ,有的排斥門診就診 、排斥吃藥 、排斥手術 ,

甚至複診時不見蹤影 ,尋求另類醫療 ,連讓醫師給他

建議診治的機會都沒有 ,實在很可惜 。以腦性麻痺兒

童的整體復健而言 ,針對前述的五個因素 ,運動治療

可以增加肌力 、改善主動控制 、改善平衡感 、降低痙

攣張力 、改善關節位置 ,所以復健過程中 ,運動治療

或功能訓練絕不可缺 。如果治療一段時間遇到瓶頸 ,

為了降低肌肉短縮關節變形的危險性 (支架或藥物的

使用可以及時幫忙 ,適當的擺位輔具或行動輔具也有

助於全面功能的改善 。隨著成長如果關節攣縮已定

型 ,保守治療不再有功能突破 ,手術來增加功能或穩

定功能變得非常急迫 。這就是為什麼有一些患者兩歲

大時不建議開刀 ,而六歲大時 ,只有開刀一途可以幫

忙 。我個人粗淺地認為 ,復健科醫師的角色 ,在於告

訴父母 ,目 前孩子的障礙所在 、復健可用的方法選

擇 、合理復健目標的設定 、功能停滯時原因分析及解

決 、併發症的偵測及處理等 。我也相信 ,積極訓練功

能配合併發症的預防 ,一旦醫療有了新發明或進展 ,

孩子必然馬上受惠 。即使無法治癒介於走路與不走路

之間還有很大復健的空間 ,定期追蹤是不可或缺的 。

我告訴全全媽媽 ,我們仍然可以為全全做一些

事 ,這時候的復健是座椅改進 、溝通輔具 、口服抗痙

攣藥物及骨科醫師的評估 U我心裏想的是 ,主動功能

再進步可能有限 ,他人照顧的容易度 、生活品質及併

發症治療應列為優先 。媽媽靜靜的聽 ,沒有回答 。我

想我與治療師討論後一定要再和她聊聊 ,給她更多支

持與心理建設 。

照顧腦性麻痺的患者 ,快要十年了 ,有什麼進步

呢 ?大概只有一個進步 ﹁那就是 ,以前候診室中 ,常

有不耐久等 ,頻頻敲門 ,嚷著
「
我小孩不必看門診 ,

醫師蓋章繼續治療就好了 U」 的父母 ,現在願意安靜

等候的多了 。父母的肯定是我繼續走下去的精神支

柱 。親愛的父母們 ,您現在可以了解為什麼我不是蓋

章的機器嗎 ?目標及潛在的併發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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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兒童發展評量呢 ?兒童發展評量 ,包含發

展測量 ,因此是一種測量 。何謂測量呢 ?測量是根據

一定的規則 ,對一件事情或一個物體 ,給予一個數

字 :所以測量是有一個標準的程序步驟 ,對某個問題

或個體 ,用一個數字來表示其特性的一個過程 U而兒

童發展呢 ?兒童由受精 、生出 、到長大成人 ,隨著基

因的變化與環境的影響會有一些質與量的變化 ,這些

質與量的變化通常以發展稱之 。所以兒童發展評量是

齤彗藣厚釐霓;宴蠫努吾甲黏翳霮暨:龘蕫
化。     ∵ ﹉孍﹉

段 ,賌        £ 聚 籦鬟舅

何 U剛提到 ,兒童隨著年齡的成長 、環境的影響 ,很

多發展面向都同時在改變 ,這些不同發展層面有些會

相互影響 ,如一個手部操作有困難的孩子 ,可能無法

羹貧言奮量蟿蠪詈
一還霉鬣囂躺 橿晉醫暴

﹉

醬芐昏
一

動作方面的發展 、認知方﹉麛即發展 、手置方面煦讓

展 、生活自理的發展以及入鑱u會芳
-m一 ‘及綜

發展相

對於其他同年齡兒童發展之 專家 展測

量編制的程序 ,收集

一

些可以 行為項

模的樣本必須具有代表性 .以台灣的
「
嬰 人發 ﹉早僻含肆早尋

鱒 表｝

台人醫 學陵物理洽療 學 系暨研 究所

副教授 廖 華 芳

兒童根據該常模發展測驗分數所得會比幾年前的兒童

來得高 ,因隨著時代的進步 ,兒童所處的環境會不

同 ,包括整個社會文化 、教育 、家長都有所提昇 。除

了測量工具本身的特性之外 ,會影響發展評量的結果

還包括孩童測試當天的狀況 ,如孩童的情緒 、身體狀

況 、測試的環境及測試者能力與態度 。我們常告訴家

長 ,發展測試的結果僅能當作孩童當下 、當時的表

現 ,絕不能當作他真正的發展能力
﹉
。此外 ,發展商數

與智商不同 。因此我們在臨床上評估一個兒童的一連

串過程中 ,發展評量工具只是其中的一個參考工具 ,

還要根據孩子的其他表現 、行為 、智能 、及環境等等

因素 ,及過去醫療史當中作
一

綜合判斷 U同時也要注

意 ,除測量工具本身之信度及效度之外 ,常模來源特

性 ,孩童的情緒 、動機合作度等 ,都會影響他所得之

分數 ,我們絕對不可一分為二將發展商數7U分以下之

兒童就判定為發展遲緩 ,只要在85分以上就絕對沒有

間題 。除了發展商數之高低外 ,發展測驗不同面向的

表現差別 ,可協助父母 9來了解兒童的發展在那方面

比較好一點 ,那方面比較差一點;不同的發展向度之

間有差別 ,並不是表示孩子的發展與別人不同 ,一定

屬於有問題的 。﹉以個人自前在進行﹉研究結果來看 ,

「
貝萊氏嬰幼兒發展量表土的得分與

一
嬰幼兒綜合發展

量表」有很高的相關性 ,但其一致性並非很高 ,也就

是說某些在
「
貝萊氏嬰幼兒發展量表」得分高的兒童

在
「
嬰幼兒綜合發展﹉量表」得分較差 ,反之在

「
嬰幼

﹉兒﹉童在
「
貝萊氏嬰幼兒

你看到兒童發展量表結

員溝通與討論 ,藉由發

優勢與劣勢 ,幫助你孩

子潛能能完

確態度 。

是我們看發展評量結果的正

兒童發展評量分診斷量表與篩檢量表 ,一般診斷

量表通常由接受過訓練之專業人員才能執行 ,而篩檢

量表有些就可由關心孩童發展之父母自己DIY。 有興

趣 的 父 母 可 上
「
物 理 治 療 數 位 博 物 館 」

llttp:〃www.㏑㏑aIlpt.net/daily-lasp?Ⅲn之U8或健康生活

館網站中 (生活中物理治療)/早期療育/兒童發展單元

去了解兒童之發展 U

厬采集厘罣霄霮孚褭簉罿瑩量禁蔧蚻馨簷資蠫黂霾嚚脀﹉瓏
上會比直接從國外進口的發展工具比較好一點 ,熱帝

畢竟國外有些知名的發展評量工具已建立多年 ,其信

效度已普遍被認可﹉而
「
嬰幼兒綜合發展量表」是國

內新近建立的量表﹉茵茈﹉妻去赫先祂藇簂外知名
﹉
義農

評估量表 ,如
「
貝萊氏嬰幼兒發展量表第二版」測量

結果之相關性與一致性 ,目 前我們研究群正進行這部

份工作 。此外 ,一個兒童發展測量的結果 ,是不是能

夠看出一個兒童發展的快或慢 ,通常需注意常模建立

的年代 ,如果這發展測量的常模建立於早期 ,則近代

目 ,先經預測 ,再篩選出合適的黮自 ,

來建立常模 。因兒童發展會受先天或

響 ,為 了讓這常模可用在不同特性的兒



計 ﹉﹉﹉許多人總是疑惑小兒神經科醫師究竟是看什麼

⋯扁 ?小兒神經科醫師常常拿著許多形狀奇奇怪怪的東

計甚看病人 ,不瞭解的人會以為是修水電的 ,事實上小

一

克神經科醫師是在檢測小朋友身上的神經有沒有出問

小兄部 ↗︳、兄神經科 主洽醫 師 李 旺祚 ﹉

相關業務 ,並與神經科和病理科合作從事神經肌肉疾

病的研究 。我們希望未來能再增加一位主治醫師專門 ﹉

負責週邊神經病變和肌肉病變的研究 ,成為台灣兒童

神經肌肉疾病的轉診醫院 。

3.兒童發展與早期療育相關疾病 :兒童發展是小兒﹉

科學裡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美國兒童發展科和小兒神﹉

經科為不同的次專科 。但在國內 ,兒童發展是屬於小﹉

兒神經科研究的範圍 ,因此需要培養專門的人才以從﹉

事相關的研究 。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展早期療育的I

作 ,為配合政府與院方的政策 ,我們也全力支持早療﹉

的發展 ,並加入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 ,本年度我們同﹉

時計畫1成立早期療育研究團體 ,從事早療業務的推展

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 。             ﹉

4.神經代謝疾病 :神經代謝疾病在台灣是較為大家﹉

所忽略的一群小兒神經疾病 ,其中大多是罕見疾病承﹉

重大傷病 。由於診斷的困難 ,加上診斷測試工具的町

乏 ,許多代謝疾病常無法獲得診斷與治療 。有鑑吟
此 ,我們規劃與基因醫學部合作 ,在未來針對白質與﹉

灰質病變 ,建立疾病的研究模式 ,尋找可能的致病基﹉

因 ,加強相關退化疾病的研究。          ﹉

小兒神經科醫自而又做哪些研究呢?      ﹉
1.神經細胞生物學:包括神經細胞培養,神經傳導物質﹉

的測定等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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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神經科涵蓋的疾病範圍很廣 ,包括抽搐或癲

一

癇相關疾病 ,神經肌肉病變 ,神經代謝疾病 、兒童發

一

零與早期療育相關的疾病 ,都是小兒神經科所涵蓋的

對霋聶晶皇轟毒霮霆蔧蛋泰寞呷罿葚霜霾暴蔧昌霹輩早
斗沐●發育神經生物學的研究。這些研究的進步將有助於

ξ力
、
兒神經疾病診斷與治療水準的提昇 U有鑑於小兒神

鑶 葔扁品複雜性 ,為落實全人醫療的理念和勵行理想

攌 隊工作 ,精益求精的精神 ,未來小兒神經科醫師勢

卜苾在臨床醫療與基礎研究上 ,相互支援 ,來為提昇小

:菟神經疾病的照護品質共同努力 U那麼小兒神經科醫

一

師都在忙些甚麼樣的疾病呢 ?

﹀﹉﹉﹉ 1.抽搐與癲癇相關疾病 :癲癇是小兒神經科極為常

一

莧的疾病 。臨床所使用的診斷工具包括腦波 、磁腦圖

葑尊 。耑儰癇的評估團隊包括心理師 、語言治療師 ,外

嘝 醫師和小兒神經科醫師 ,因此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

卦近期配合數位腦波機的採購和24小時腦波監視器的設

=﹉

   立 ,我們希望於年底前能加強兒童癲癇的研

究與發展 ,服務更多的兒童 。由於許多發展

遲緩兒童也都有抽搐的問題 ,希望這些設備

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 。根據台大認知神

經科學研究群的規劃 ,台大在未

來希望擁有磁腦機 (MEG),未

來可從事磁腦圖的相關研究 ,來

解開一些小朋友腦海深處的秘密 。

2.神經肌肉疾病 :神經就是人體的電

線 ,肌肉是執行動作的單位 ;神經肌肉病

變也是小兒神經相關疾病極為重要的一

環 ,其 中有許多是罕見疾病及重大傷

病 U由於目前國內相關的研究人員極為

稀﹉少∴因此也是須要積極投入發展妁一

2.神經免疫學 :研究神經免疫與神經疾病的關係 。  ﹉
深

〝

3.神經分子生物學 :研究神經疾病的致病基因 。

4.神經電生理學 :從事癲癇相關研究

5.認知神經科學 :與神經科、精神科和放射線科合作。 :
配合未來台大兒童醫院的興建 ,小兒神經科必須 :

考慮平衡發展小兒神經的各次專科 ,並加強與其他次﹉

一

專科的合作 ,成立醫療團隊 ,提昇醫療品質 。如與神時

經外科 、精神科成立癲癇治療團隊 ,與影像醫學部

-〝

神經部和精神部成立腦功能評估團隊 ,與小兒遺骭

敼毛霿君廉屢聖暨置置蔧訾讓雪T馽雽爵鷢遠霉魖纂
I

之間則希望本著醫療分工 :但研究互助的原則﹉.﹉﹉髐



近三十年來隨著週產期與新生兒醫療照護技術的進

步 ,早產兒的存活率大幅度提升 。出生體重低於1,＿sUU公

克的極低出生體重早產兒的存活率自199U年代的m%提
升為現今的9U%,而出生體重為巧U-l,UUU公克的超低出
生體重早產兒的存活率也自lU%升高為7U%。 幸運存活
之早產兒雖然暫時免除死亡的威脅 ,但其器官或生理功

能未臻成熟 ,可能出現多種併發症 ,例如呼吸窘迫症 、

壞死性腸炎 、新生兒敗血症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 、肺支

氣管發育不全症 、腦室內出血以及腦室週圍白質軟化

等 ,上述問題使得部分早產兒成為神經發展障礙之高危

險群 ,其無論於肢體動作 、心智發展 、語言和學習能力

都明顯落後於一般足月兒 。

因此醫療界面臨的當前課題是如何提升醫療技術以

降低罹病率 。動物實驗證實腦部在發育期間對外界的刺

激甚敏感 ,特殊的感覺刺激的確會影響大腦皮質的形

成 ,而早產兒所處的環境畢竟和母親的子宮迥異 ,外界

環境所提供的刺激往往過多而不適當 ,對早產兒的腦部

發育影響深遠 。早產兒在干擾源較多的環境中多處於淺
睡期及快速動眼期 ,淺睡期及快速動眼期的動脈血中含

氧量明顯較深睡期為低 ,而不當的擺位姿勢 、週遭的監

視器警示聲與過於明亮的光線 ,也會減少血氧值 ,這意

味者早產兒容易長期處於低血氧狀態 ,因此不少學者嘗
試將保溫箱內的環境佈置如同母親子宮內一樣的規律而

密實 ,以阻斷外界不良刺激的影響 ,實驗即證實以水床

製造緩和搖晃並佐以具安撫作用的規律心跳聲 ,可使早
產兒的呼吸速率下降 、體重增加幅度提高 、快速動眼期
縮短 、躁動表現減少 、動作型態更臻成熟 。依據發展之

協同理論 (The卸nac山eⅢeUl,UfDevdUpment),甫初
生的嬰兒其較低階次級系統如自律 、動作與狀態整合系
統需達穩定平衡後 ,高階次級系統包括注意力和互動系

統與自我調節系統才會有成熟的表現 ;而千擾高階次級
系統則會危害低階次級系統的穩定和平衡 。舉例而言 ,﹉

若早產兒對於維持生命徵象恆定已有茵難 ,當然就無法﹉﹉

呈現良好的清醒程度 ,更別說要對照顧者投以微笑 。即﹉
使是自我調節系統穩定的足月兒 ,當環境給予過多的束j﹉

激 ,如不停地中斷睡眠 、強迫互動 ,也會造成狀態整合﹉

系統 、動作系統 、甚至是自律系統失去平衡 ,出現躁﹉

動 、窒息 、心跳過快或過慢的現象 。早產兒因其較高階﹉

奮鸞雍霸匙請氅嶪鼜氰籪懂計
物理治療師需正視早產兒之各次級系統的能力與環境修

﹉

兒童醫院通訊

第二十三期

滾建告β殄 If＿洽療技漪科物理洽療師 陳佩珊

飾的重要性 ,藉由觀察每個早產兒的生理 、動作和行為

徵象 ,辨識嬰兒每個訊息所表示的涵義 ,改善環境措施

及照護手法 ,儘量減少其壓力源並增加良好的自我調節

行為 ,最重要的是將此資訊傳達給家屬和醫療團隊中的

每一份子 ,以同時促進醫療和發展兩層面之進步 U

除了著重環境因子的控制 ,物理治療師會評估早產

兒之神經行為發展 ,早期提供適當的介入治療 。早產兒

於住院期間常見的問題包括張力異常 、姿勢與反射不對

稱 、吸吮能力缺失或與香嚥不協調以及對外界視 、聽刺

激之反應減少或過度敏感躁動等 。治療師經詳細評估篩

檢後 ,視孩子的個別能力可進行下列的治療項目 :

一 、姿勢擺位 :妥善運用擺位輔具 ,以維持彎曲及伸直

姿勢之平衡 ,撫抱時則盡量維持全身彎曲的姿勢 ,

並注意支撐頭部 。
二 、頭部控制訓練 :扶助骨盆左右翻身 ,誘發頭頸轉動

能力 。或讓孩子練習在趴姿下將頭部抬起 ,但需注

意其臉部表情 ,若面色漲紅或發白、嘴唇發紫 ,應

立即休息 U

三 、下肢踢腳訓練 :幫忙孩子雙腳交互踢 、同時踢或單

腳踢 ,踢動時下肢彎曲與伸直的幅度盡量大 ,再輕

拍雙腳刺激孩子作主動動作 。
四、雙腳承重訓練 :將孩子直立抱起 ,讓其雙腳支撐於

平面上 ,稍微上下振動身體以刺激膝蓋伸直 ,雙腳

用力踩地 。

五 、口腔功能訓練 :按摩嘴唇 、雙頰及上下顎以減輕口

腔敏感程度 ,常以奶嘴強化吸吮力量 ,進食時抓握

支持其雙手減少揮舞及顫抖 ,有助於提升吸吮與吞
嚥的協調能力

。
﹉﹉﹉﹉

六、眼睛定向請 :在距離眼睛十八公分之內以顏﹉

瓘墜鬈糴龘鷿%
較粗糙﹉的毛巾﹉緊密包裹孩子

一

增
加家傘攘●﹉以輕柔語諷跟孩子說話●緩慢而脫帥

纚 鄨蠩 玾唧悍甹平
於皁養射耕華其時期提供車期芥入治療●

發表等袖經描後:針對峟
問題的早產兒●治療師吏應主動追礙
∴情況●多

一

點點甪心 ;﹉ 可﹉以﹉鎰 生活
好●更有希望 。



′︳
、
兒神經科醫師任孇

「
醫師 ,我的小孩是不是有發展遲緩 ?」 這個問題

是小兒科醫師在門診中常被間到的問題 。對大多數小

兒科醫師來說 ,發展遲緩這個名詞並不算陌生 ,但是

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七坐 、八爬 、一歲會走之外 ,大

家對兒童發展卻又不是那麼地熟悉 。

其實所謂的發展遲緩大致是指兒童在器官功能 、

感官知覺 、動作平衡 、語言溝通 、認知學習 、社會心

理 、情緒等發展項目上有一種或數種 、或全面的發展

速度落後或品質上的異常 。常見的遲緩類型 ,包括 :

動作發展遲緩 、語言溝通發展遲緩 、認知發展遲緩 、

社會適應發展遲緩 、情緒心理發展遲緩 、全面性發展

遲緩等等 。若孩子之發展落後其生理年齡2U%以上 ,

則有必要轉介給其他專科醫師做進一步詳細之專業評

估 。導致發展遲緩兒的原因 ,主要是來自神經及肌肉

系統的損傷 ,有的是先天性的 ,例如有神經肌肉疾病

的家族史 、或是懷孕時期母體受到病毒感染 、營養不

良 、酗酒 、服用不當藥物所致 。有的則是後天的 ,如

生產過程有缺氧 、低血糖 、顱內出血等 。或是出生後

才發生的疾病 ,例如腦膜炎 、腦炎 、頭部外傷 、癲

癇 、中毒 、新陳代謝疾病等等 ,都可能造成發展上的

遲緩 U當然也有不少發展遲緩是原因不明的 ,如學習

障礙 、過動症等 。早期療育是指為了讓發展遲緩或有

可能發展遲緩的孩子能夠儘早克服發展遲滯的現象 ,

趕上一般孩子的發展或者減少日後生活產生障礙的機

會 ,所提供的整體性服務 。若是越早接受療育與機能

訓練則效果越佳 。不但能使兒童的潛能得到發揮 ,各

項機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協助 ,對爾後家庭負擔與社會

成本亦得以減輕 。早期療育的契機在於及早發現及早

介入 ,因此 ,如何及早發現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

當家長或是主要照顧者 、親友 、或小兒科醫師等

發現孩子是發展上有遲緩現象時 ,應該及早做專業之

評估和轉介 以免延遲了早期療育的契機 。此外當家長

或小兒科醫師發現孩子有發展遲緩現象時 ,通常會

臨如何找到可以協助孩子的資源等的問題 ,對於任

申所扮演出角
﹉
色斑譎

′｜、兄 告β小兒神經科 主洽醫 師 梁 昭鉉 /李旺稚

家庭來說都會希望有一個單位能夠主動提供協助 ,免

去摸索的時間 。許多的家庭在發現孩子有發展上的問

題時 ,通常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在做
「
逛醫院 、逛機構」

的舉動 ,無法了解孩子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何 ,因

此 ,在早期療育服務中 ,通報轉介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 。因此 ,在早期療育服務提供的範疇中有一項服

務便是各縣市成立通報轉介中心 ,並透過通報轉介中

心的服務 ,讓各縣市對早期療育有需求的服務量可以

被統計出來 ,並讓家長有機會及時瞭解需要接觸或尋

求協助的單位 ,以對於發展遲緩孩子未來的服務規劃

有更清楚的指引 。如此一來 ,就更能有效在目前有限

的資源中找到合適的服務 。在個案發現有發展遲緩的

現象需要協助之後 ,除 了通報之外 ,更重要的是轉介

到適當的服務單位 ,使個案能夠儘快的得到包括醫

療 、教育訓練等等的協助 ,以便能夠儘早趕上發展里

程碑 ,或是拉近遲緩的距離 。

基層兒童診所醫師扮演的角色便是早期發現這些

發展上有遲緩的兒童 ,協助家長找到合適的醫療資

源 ,同時也應該教育家屬不應該存有
「
大隻雞慢啼」

的觀念 ,而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小孩有間題 。我們相信

在大家的合作之下 ,一定能使這些發展遲緩兒童得到

更好 、更完整的照顧 。



復健部早期療

臺大醫院復健部兒童治療相關的專業人員 ,

在院方配合兒童褔利法施行及衛生局的指示下 ,

積極推動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工作的進行 。
有發展遲緩現象或不確定是不是遲緩的零到

六歲兒童 ,經轉介或由家長帶來本部門診就診 。
門診醫師診查後 ,依其狀況 ,安排後續的處置 ,

包括其他專科的診治 、特殊檢查 、物理治療 、職
能治療 、語言治療 、心理師評估及社工師評估
等 。醫師會在門診告知父母 ,這些後續處置的目
的 ,並不是要斷定這個孩子能力有多麼不足 ,而

是要了解遲緩背後的可能原因加以治療 、學習正
確促進發展的方法來教養 、或是需要到醫院來接
受療育促進發展 U大約一個月內 ,本部工作團隊
成員會在例行性的個案討論會中 ,逐案討論 ,將

短期治療的目標 、中長期治療的目標定出 ,這些
目標及討論結果會由醫師在複診時轉達給父母親
了解 。

同時也為了配合早期療育個案評估鑑定報告

滾健都主洽醫師 謝正宜

的完成 ,本部首創以網路方式書寫評估報告 。各
專業人員直接在院內網路上撰寫報告 ,不但大幅
節省調閱病例的時間 ,也讓報告得以早日總評及
完成 。電腦列印的報告整齊又美觀 ,內容涵蓋了
基本資料 、評估項目 、評估人員姓名 、主訴 、評
估結果及建議 、總評 、總診斷 、綜合建議 、追蹤
評估等 。去年一年實施的結果 ,頗受家長好評 ,

今年三月初申請小學及幼稚園特殊服務的小朋友
也得以順利報名 U

除了和發展遲緩評估鑑定相關的服務外 ,療

育的部份一直都是復健部業務的重點 ,服務的對
象更廣 。不只是已有遲緩徵兆的六歲以下兒童 ,

舉凡高危險群新生兒追蹤 、斜頸 、構音 (咬 字 )

不標準 )臂神經叢麻痺 、動作協調不良等 ,皆可
在本部獲得專業的治療及諮商 。利用我們的專業
知識 ,幫助孩子順利的發展是復健部兒童治療相
關人員永遠的信念 。

感舞璽舞鎣擿滋
名單因篇幅﹉

所限 ,詳
謂至台大兒童醫院籌橋處

網頁htt● ://ntuh.mt.ntu.edu.tw/ch上 網瀏

覽 。網頁中將隨時報導籌建中的台大兒童醫院

進度和最新消t息 ,網 頁中有未來兒童醫院規劃

設計冬介紹
、
兒童醫療科部成果和醫療進展 、

兒章醫院籌備疼之﹉業務和團隊介紹 、各期通訊

的文章 、以冬活動熬導 ,未來在
「
台大兒童醫

院通訊」刊物的寄送可以透過郵寄和電子報的

形式發出 ,歡迎各位讀者至本處網頁瀏覽及提

供您寶貴的意見 。

捐款芳明錄 (gl1.12.24至 92.228)

十萬元以上 財團法人中華lll液基金會

中華民國海洋性貧lll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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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 ,llllU察可宣 lUU,llllU

lUll,lllU劉 美鑾 lUU,lUU

2UU,UUU

-萬元 辛忠勳  怕,㎜ 朱凱廠㏑,侕

﹉
山苔交㏑方㏑

滾石國際    15,llllU  周 存 lU,llllU 黃三郎 lU,llllU

劉嘉瑗     12,lUU  許世明 lU,llllU 陳松壽 lU,llllU

蔡添褔     12,llllU  鄭靖瀚 lU,lll)U 林 洪 9,96U

鄧慧玲  lll,㎜ 徐文成 m,㎜ 黃葉芳菊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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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病毒感染之困境與曙光為二﹉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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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及 窒社會工作 師 張麗玉

﹉
﹉  ﹉在民國八十三年八月爆發九歲澎湖幼童 ,因車禍  病毒及感染途徑 ,也談到學童本身對此不幸被感染的

﹉﹉ ﹉
輸血而感染到愛滋病毒的事件 ,雖然事隔已八 、九年  心情與感受 ,也分享到大人的無知與擔心會隨著時間

了 ,但當時的情境則仍令人記憶猶新 ,事發不久9月  而會有轉變的 ,而且同時也有許多衛教小組人員 ,不

我被派至當地支援協助此幼童及其家人 ,也與其學校  斷地在社區及學校努力的想讓大眾了解及認識愛滋

的同學 、老師及校長等進一步的接觸與溝通 。學校方  病 ,整個澎湖也因此普遍對愛滋病有較深的了解 ,一

面的立場是支持幼童繼續在新的學期回學校就讀 ,然  年之後 ,全班的同學大都已回來 ,在個案追蹤中 ,也

而其他同班的家長們 ,則大多數表示反對 ,在國內這  再次看到愛滋學童往日的天真笑容 。

是史無前例的案件 ,一時之間在當地造成不小的震憾   回顧這過程 ,深深感受到愛滋感染學童及其家

與社會壓力 。                  人 ,在身心靈上所受到極大的壓力與心理調適等問

回想當時真是令人感到對幼童的不捨與對大環境  題 ,除 了醫療外 ,尚有其他的問題如經濟 、就學 、社

認知的無奈 。後來幼童是順利回學校了 ,但是結果是  區壓力 、被歧視 、受排斥 、情緒低落 、失去朋友..等

原本全班舛名同學的快樂班級 ,在不到一學期的光景  等 ,也是常常困擾著愛滋學童 。而當時我除了輔導學

就只剩下形單影隻的一人 ,老師與幼童 ,一對一教  童功課外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陪伴他及與其家人衛

學 ,至於其他同學則由家屬轉學至其他學校 ,理 由是  教 ,並且給予全家支持及會談 ,每每看到淚流滿面的

擔心一起就學 、講話及玩耍等會被感染愛滋病毒 ,似  老奶奶 ,談到這個長孫的未來 ,我們似乎也不能保証

乎正確的愛滋衛教都無法改變當時家長的認知想法 。  未來的發展 ,但從其眼神中我們也看到此家人的堅強

在這一段日子中 ,這位愛滋學童在就學及幼小心靈中 與期盼 。

總是因此事件而抹上一層不愉快的陰霾 ,許多次他問   罕見的愛滋學童事件 ,令我們不禁想到多少罕見

我說 : 『張阿姨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大家都  的疾病發生 ,也許都不一樣 ,但不管世界如何運轉 ,

要離開我呢 ?』 『我的好朋友×× ,告訴我說他媽媽  多了解與多接納是可以安慰與幫助許多小生命的成

爸爸說不可與我講話』『我想跟大家一起玩 ,為什麼  長 ,這些都需要我們大家一起來 ,共同打造一個有愛

他們不跟我玩 ?』 ,我們談了很多 ,包括什麼是愛滋  的快樂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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