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瞏 漫談小兒短腸症候君羊 蟂點外科在神經母細胞瘤治療的角色

犖 威爾森氏症 償卜漫談兒童腹部意外傷害 騩ξ 日本兒醫參觀之行｛下 )

纙
我們常說有的人怎麼吃都吃不胖 ,他的腸子一定

很短 。像這樣的人算是短腸症嗎?並不是 ,這些人充其

量只能算是吸收比較不好 U短腸症候群的病人 ,沒有

辦法單靠腸道吸收營養 ,而必須仰賴靜脈注射營養來

補充 ,才能維持正常生長所需 U發生短腸症候群的原

因 ,在小孩子主要為小腸過短或是腸道蠕動不良 。小

腸過短的小孩有些是先天性的小腸發育過短 ,有些是

因為新生兒壞死性腸炎 、或是小腸扭結壞死等不得不

切除大量壞死腸道 ,導致小腸過短 。至於腸道蠕動不

良的原因多為先天性 ,有些是神經或肌肉發育的缺

陷 ,有些屬不明原因性的偽性阻塞 。

這些小朋友多半會有腹脹及腹瀉的症狀 ,體重無

法靠腸道營養而增加 ,反而一直減輕 ,且會有電解質

不平衡 ,嚴重時產生意識不清或抽筋的現象 。對於短

腸症候群的治療 ,會先給予全靜脈營養 ,然後施行腸

道復健工作 U有一部份的小朋友在接受腸道復健之

後 ,身體腸道會慢慢適應而可以脫離全靜脈營養(多為

原本剩餘的小腸就比較長的病童),有些則沒有辦法完

全脫離全靜脈營養 ,必須長期仰賴全靜脈營養 ,通常

這些孩子會選在下午放學之後,利用晚上在家施打全
:

靜脈營養補充 。他們如果不打靜脈營養 ,除了會脫水

之外 ,也會因營養不良 、低血糖而暈眩甚至抽筋 。為
、

了能夠長期持續給予靜脈營養 ,我們會在小朋友胸部﹉

皮下手術置入一條矽質中心靜脈導管 ,而家屬則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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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一般而言 ,導管可以長期放置 ,但是如果無菌操

作不當或是因為腸道本身的細菌增生導致全身性感染

發燒 ,則必須拔除導管 ,等感染控制後再重新放置新

的導管 U然而反覆及長期的放置導管易使中心靜脈血

管栓塞 ,而使導管放置越來越困難 ,甚至沒有辦法再

放置導管 ,而厲害的導管感染也會有生命的危險 ,再

者 ,長期全靜脈營養會造成膽汁鬱積甚而引起肝衰

竭 ,因此全靜脈營養並不是短腸症患者最終的治療方

式而只是一個暫時治標的方法 。

手術治療包括腸道整型 、腸道延長手術 ,可以針

對合適的個案 ,改善腸道蠕動 、或是分割腸道以延長

長度 ,來增進腸道的吸收 ,或可脫離靜脈營養 。另

外 ,小腸移植手術利用捐贈者的腸段移植到短腸症患

者身上 ,再配合免疫抑制劑的使用 ,可以使得受贈者

脫離靜脈營養 。對於那些合併肝臟衰竭的病人 ,更可

以連同肝臟一同做移植 。目前全世界小腸移植的個案

已將近千例 ,技術與經驗上已漸成熟 ,我們相信小腸

移植會成為未來短腸症患者治療的選擇 。我們也正朝

向這個方向努力 U

未來 ,將積極結合腸道復健 、腸道延長手衕 、及

小腸移植的治療 ;整合外科 、小兒科 、專業護理人

員 、營養師 、放射線科 、與精神科的專業人員

一

共同

組成腸道照護小組 ,來提供短腸症患者及家屬奪方位

的治療與協助 U



神經母細胞瘤是兒童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 ,其

盛行率約為7UUU分之1U神經母細胞瘤是一個非常複

雜的腫瘤 ,臨床上的行為十分多元 ,從完全良性的神

經節細胞瘤或是能自行分化為良性瘤 、或是自行退化

消失 ,到十分惡性快速增長造成病患死亡都有可能 。

這些惡性的病患 ,其 5年存活率可能不到3U%。 因

此 ,瞭解其生物行為對於治療有十分重大的影響 。

目前對於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方式主要包括 :外

科手術 ,化學治療 ,放射線治療 ,及 自體骨髓移植 U

以外科而言 ,由於神經母細胞瘤源自於腎上腺或交感

神經節 ,因此其腫瘤大多位後腹腔或脊柱兩側 ,常會

包住主動脈 ,下腔大靜脈或其他人體重要血管 ,甚至

鑽入脊椎 ,造成手術切除極度困難及危險 ,在耗費極

大的體力及時間之後也未必能將腫瘤完全切除 。然而

就如之前提到的 ,神經母細胞瘤的生物行為十分複

雜 ,有些腫瘤即使切不乾淨 ,甚至不必切除 ,預後仍

然很好 ,而有些腫瘤即使切得很乾淨 ,仍然很快就會

復發及惡化 。由此可見在進行重大手術之前 ,先弄清

楚腫瘤的生物特色是有其必要性 。

由於生物科技及基因醫學的進步 ,目前我們已經

瞭解腫瘤細胞的染色體對數 ,染色體第1,11,14,及 17

對的變異 ,以及其他生物因子如MYCN(一種基因轉

譯因子)及Trk(神經生長因子接受器)等都會影響

腫瘤的行為及預後 。基於這些因素 ,再配合臨床上已

知的預後因子 ,包括年齡 ,期別及病理型態等可將病

患區分為低 ,中 ,高三種危險群 。一般而言 ,中 、低

危險群的病患以手術切除乾淨為主要治療並配合低劑

量的化學治療 U而

高危險群病患則

主要需仰賴高劑

量 的 化 學 治

療 ,放射線治

﹉ 療 ,及 骨髓

﹉ 移植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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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手術切除乾淨與否的預後影響進行研究 。結果顯

示 ,手術切除乾淨與否對於帶有多倍數MYCN(通常

預後極差)及有TrkA表現 (通常預後較佳)的腫瘤

的預後沒有影響 ,反過來說手術切除乾淨對於MYCN
正常及沒有Trk一A表現的腫瘤則可明顯改善預後 。這

個研究顯示的意義是對於帶有多倍數MYCN的腫瘤 ,

其預後極差 ,即使切除乾淨後預後也不見得會改善 ,

他們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內科療法 。而對於有1k-A表

現的腫瘤 ,他們本身較易趨向自發性分化或退化 ,或

是對化療反應較佳 ,因此未必需要為了將這些腫瘤切

除乾淨而冒極高的危險或是犧牲重要的器官 ,例如腎

臟 。

神經母細胞瘤是極為複雜的腫瘤 ,其臨床行為詭

譎多變 ,絕非分為低 、中 、高三種危險群即能描述其

全貌 。因此對其生物預後因子的進一步研究將有助於

對此瘤的細分類而有助於治療 U有鑑於此 ,目前本院

的最新研究發現C㏕reticulin(一 種細胞內質網蛋白)

在腫瘤組織中的表現可作為預後的指標 ,表現量高的

腫瘤預後較好 。C㏕ re“ct1lin在細胞實驗中可幫助細胞

的分化及凋亡 ,依此看來Calreticulin將 來或許可成為

治療神經母細胞瘤的標的 。

總結而言 ,外科在神經母細胞瘤的治療上所扮演

的角色有二 :

一 、當腫瘤無法一次切除 ,或診斷不明時 ,應在

化學治療之前先做活體切片 ,以先充分瞭解其有無染

色體異常以及其他生物因子 (如MYCN,Trk等 )的

情況 ,來決定之後的治療計畫 U

二 、對於手術切除乾淨有助於預後的腫瘤 ,即使

需要耗費較多的時間 、體力 ,冒較高的風險 ,也必需

將它切除乾淨 ,甚至要犧牲某些器官如腎臟或脾臟也

是值得 。而對於手術切除乾淨也未必有助於預後的腫

瘤 ,手術應盡量降低合併症的可能性 ,以免延誤後續

的化療及骨髓移植 。因此應避免高風險的手術 ,也沒

必要犧牲病患的器官 ,腫瘤能切除乾淨就切 ,若困難

的話就不需勉強 。

而將來對於神經母細胞瘤的研究重點即是透過生

物學及基因學的研究以進一步瞭解他的生物行為 ,並

將這些研究應用於病患的治療 。高 期 別



對人體而言 ,少量的銅就像

維他命一樣必要 ,而大多數的

食物中都含有銅 ,所以我們很

容易就可從食物中獲得適量的

攝取 ,甚至超過身體基本所

需 。健康人可排出過多的

: 銅 ,但是威爾森氏症的病人
卻沒辦法如此 。

﹉﹉ ﹉

一

﹉﹉        威爾森氏症是一種可

能會致死的遺傳疾病 ,發

生率約三萬分之一 ,必須在銅對身體的毒害發生之前

發現診斷 ,並立即接受治療 。研究發現 ,威爾森氏症

是由於位於第十三對染色體之長臂上負責產生cUppe一

ianspUrtingATPase這 個酵素的基因(ATP7B)上發生突

變所造成的 ,導致體內銅過量蓄積 。過量的銅會侵害

肝臟造成肝炎 ,病人可能出現肝酵素指數上升 、肝脾

腫大 、黃疸 、白蛋白降低 、腹水 、凝血機能異常 。過

量的銅會侵害腦部造成引發神經及精神徵狀 ,病人可

能出現精神失調的行為 。

威爾森氏症可藉由血清中的銅及藍胞漿素的量 、

尿中銅濃度 、角膜有綠褐色的K砰serIleiscller環 ,和

肝臟組織切片檢查等結果來作診斷 。

威爾森氏症治療的目的主要是要移除過量的銅積

聚並防止它再積聚 ,因此患者需終生接受治療 U目前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准的藥物有penicillamine、

trientrille(台 灣未上市)以及zincacetate(台灣未上

市 )。 前兩種藥物penioi1lamine、 tri品trille是藉由與銅

進行螯合或鍵結 ,再經由尿液排泄 ,以排除體內過量

的銅 。最後一種藥物zincacetate是 藉由鋅阻斷小腸吸

收銅的功能 ,如此可耗盡體內已蓄積的銅且可避免銅

的再積聚 。
Pellicillamille懷 孕分級為D,可用來排除威爾森氏

症 (WilsU� s山 sea㏄ )患者體內多餘的銅離子及預防

胱胺酸尿症 (呼 stinuria)患者腎結石 。本藥也可治療

對傳統療法反應不佳的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及作為重

金屬中毒之解毒劑 。請在飯前一小時或飯後兩小時 ,

藥劑郵藥師 三雪如

一次 U服藥期間每半年需做一次肝功能檢測 。如果您

對青黴素或本藥會過敏 ,或您已懷孕或正值餵哺母乳

期間 ,請勿服用本藥 。

Penici1lamine的 可能副作用有 :哮喘或呼吸困

難 、不明原因之發燒或喉嚨痛 、不正常之出血或瘀

傷 、尿液帶血 、混濁或起泡 、視力改變 、不尋常之倦

怠或虛弱 、皮膚發疹 、蕁麻疹或搔癢 、關節疼痛 、頸

部周圍腫脹 、味覺消失或食慾不振 、胃部不適 、噁

心 、嘔吐或腹瀉 、嘴部潰瘍疼痛 、咳嗽 、惡寒 ,請與

醫師聯繫 。

TrientrilleHydrUch1Uride(台 灣尚未上市),懷孕

分級為C,當威爾森氏症病人無法耐受pcnicillamille

時 ,可改用本藥排除威爾森氏症 (WilsUnIs山 sease)

患者體內多餘的銅離子 。請在飯前一小時或飯後兩小

時空腹的時候服用本藥 ,本藥須整顆吞服 ,不可打開

或嚼碎 ,並請遵照醫師的指示服藥 ,於指定時間逐漸

調整劑量至達到最佳療效 ,若不慎打開接觸到皮膚 ,

請立即沖水 。為預防嚴重副作用須做下列之監測 :開

始服藥後之第一個月內應每天晚上測量體溫 ,另外白

血球 、血紅素 、血小板 、尿液分析等也需定期檢測 。

可能副作用包括 :不明原因之發燒 、不尋常之倦

怠或虛弱 、異常蒼白、皮膚發疹 、肌肉痙攣 、肌肉無

力等 ,若發生請立刻就醫 。

乙ncacetate(台 灣尚未上市)懷孕分級為A,其
作用為阻斷小腸吸收銅 ,耗盡體內已蓄積的銅 ,避免

銅的再積聚 。請在飯前一小時或飯後兩小時空腹的時

候服用本藥 ,本藥須整顆吞服 ,不可打開或嚼碎 ,並

請遵照醫師的指示服藥 ,於指定時間逐漸調整劑量至

達到最佳療效 。應定期做下列之監測 :肝功能監測 、

尿液分析 、神經精神方面的評估 。

如果您對上述三種治療威爾森氏症的治療藥物會

過敏 ,請勿服用 。服用制酸劑 、鐵劑 ,攝食含鐵的產

品 、牛奶以及進餐 ,會減少該類藥物之吸收 ,請留意

須與服用該類藥物時間間隔兩小時以上 ;若服用其它

藥品則應間隔一小時以上 。此外如果您正服用非處方

藥品 、維他命 、天然藥物 、含金藥物 :或有再生不良

樂:苹請遵照贀師的指示聑樂:於 性貧血或顆粒性白血缺乏症之病史﹉

一

﹉﹉﹉蠣
液方面的疾病●請務必告知醫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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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傷害一直是一到十四歲兒童首要死因 ,事故

傷害造成個人 、社會和經濟極大之損失 。根據衛生署

的統計 ,91年因此而死亡的兒童人數共345人 ,佔死

亡人數的竻.11%,死 亡的嬰兒人數亦達鄉人 ,事故傷

害主要是由於交通事故 、墬落 、跌倒 、溺水 、燒燙

傷 、中毒 、窒息等原因造成 ,其中交通事故 、墬落 、

跌倒佔大多數 。兒童的傷害事故機轉有幾項特色:胸腹

部的傷害常來自於鈍傷 ,穿刺傷在兒童並不常見 ,很

嚴重的受傷不一定伴隨骨折 。和大人比起來 ,兒童腹

內器官相對於其體型顯得比較大 ,器官之間距離比較

近 ,脂肪也比較少而無法成為器官之間的緩衝 ,其未

完全骨化的胸廓位置較高而提供肝脾腎的保護功能有

限 ,因此兒童受到腹部撞擊時 ,容易造成嚴重的多重

器官受損 。受傷的小孩到急診來 ,其評估的準則和成

人相同 ,保持呼吸道暢通 ,維持正常的呼吸及血液循

環為首要條件 ,必須知道小孩的體重以給予輸液及藥

物治療 。小孩的頭相對身體比較大 ,嘴巴小舌頭大 ,

下巴的角度較大 ,氣管比較直 ,維持呼吸道暢通比大

人困難 U小孩的靜脈注射也很困難 ,如果真的打不

到 ,可考慮股靜脈或外頸靜脈 ,若仍失敗 ,可將手的

正中靜脈或腳的大引靜脈切開 ,緊急建立輸液途徑 ,

亦可直接打到骨頭中。

以下分別介紹幾種常見的兒童腹部意外傷害 :

一 、脾臟傷害

脾臟是小孩子最容易受傷的腹內器官 ,受傷機轉

常是左上腹直接撞擊 。有些病人同時會有左肩痛的情

形 ,多是脾臟破裂的血液刺激橫隔膜所致 ,檢查多有

左上腹擦傷 、局部壓痛 、腹脹的情形 ,但小孩的胸廓

具彈性 ,不一定伴隨肋骨骨折 U若小孩生命跡象不穩

定且伴有腹部鈍傷 ,經初步評估後應直接到開刀房接

受剖腹探查 ,目的是保留脾臟(其免疫功能及避免脾臟

切除後的感染)及止血 ,手術方法為脾臟修補或部分脾

臟切除 。若脾臟完全破裂或生命垂危 ,則施行脾臟切

除手術 。若小孩生命跡象尚穩定 ,須接受腹部及骨盆

腔電腦斷層檢查 ,除了評估脾臟受傷程度 ,也可查看

其他腹內器官受傷的情形 。如果小孩病況變差 、生命

跡象不穩定 、或懷疑伴隨中空臟器破裂 ,須接受手術

純的脾臟受傷的標準治療方法是以不開

緊叡“哲●9厴率達∞
-竻 %。

暈傷器甯∴有葉因 族臟休,慧

↗｜、兄外科住院醫師/主任 葉啟虫月輝 鴻緒教授

造成大出血 U病人會有腹部疼痛及右肩痛的症狀 ,肝

功能指數呈現上升 。腹部電腦斷層檢查可評估肝臟受

傷程度 ,流血量的多寡 ,也可查看其他腹內器官受傷

的情形 。然而由腹部電腦斷層訂出的受傷程度往往無

法預估復原狀況 ,肝臟受傷的預後和受傷嚴重指數及

相關其他器官傷害有強烈的相關性 。病人如果有一肝

臟撕裂傷 ,伴有嚴重出血 、凝血功能異常 、低體溫 ,

需要急救時 ,開刀的策略是以鹽水紗壓迫出血點 、暫

時關腹壁 、以達暫時止血之目的 ,不建議做大範圍的

肝臟切除 。待生命跡象穩定 ,再進開刀房取出鹽水

紗 。手術治療的併發症包括延遲性出血 、腹內膿瘍 、

膽汁鬱積 、膽道阻塞等 。85-∞%病人可以非開刀方法

治癒 ,但多需要輸血 U

三 、小腸受傷一安全帶徵候症

小腸受傷機轉多因瞬間的減速 ,導致靠在安全帶

的上半身彎曲 ,進而使小腸壓迫脊柱 ,突然增加的腸

道內壓使得小腸爆裂或穿孔 ,常同時有腰椎骨折的情

形 。通常是小孩和安全帶之間不夠貼緊 ,譬如孩子坐

在兒童安全座椅已太大 ,使用大人的安全帶又太小 U

小孩會有腹部中央淤青 、腹痛 、背痛等症狀 ,電腦斷

層檢查不一定能發現此一間題 ,但病人有腹痛 、腹部

安全帶壓痕 ,檢查無實質器官受傷卻有腹內積水 ,還

是要強烈懷疑小腸受傷 。詳盡頻繁的身體檢查還是診

斷兒童小腸受傷的標準方法 ,病人多接受小腸部份切

除及吻合手術治療 。其他容易發生在安全帶徵候症的

傷害包括腸繫膜破裂 、十二指腸穿孔 、及膀胱破裂 。
四 、胰臟及十二指腸傷害

此種受傷在小孩極為罕見 ,小於腹內傷害的5%U
典型的受傷機轉是兒童騎腳踏車受傷撞到把手 、車

禍 、或遭受虐待 。診斷胰臟受傷極為困難 ,若

amylas”2UUIU/L,lipase>1田 UIU/L可認為有嚴

重的胰臟受損 ,電腦斷層檢查的精確診

斷率約為6U-7U%,胰 臟周圍積水

是很有用的診斷標準 ,有

時逆行性膽胰攝影也

可幫忙診斷 。胰臟

受創並無傷及主要

胰管時 ,可採取

禁食及全靜

趣卹

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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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胰 臟 躑 情 形

一

到 劃
釋 受 手 術 切 除 ＿﹉

﹉  ﹉治療 ,至於胰臟頭部的胰管受傷 ,有人建議採非開刀

治療 ,但易有偽囊腫出現 ,宜以內部引流解決此一間

題 。

十二指腸受傷多是穿孔或血腫 ,電腦斷層檢查的

精確診斷率約為ω%U手術治療依受傷程度及後腹腔

影響範圍做考量 ,一個小的剛發生的穿孔可以直接縫

合及引流 ,較複雜的創傷牽涉到一大段十二指腸壁或

胰臟時 ,需要將胃幽門部關閉 ,做個胃腸造廔 ,使食

物不經過受傷的地方 ,得以休,息癒合 U延遲診斷十二

指腸穿孔大於24小時 ,死亡率明顯增加 U十二指腸血

腫多是上腹部鈍傷所致 ,病人因血腫厲害導致幽門狹

窄 ,會有吐膽汁的症狀 ,可 由電腦斷層及上消化道攝

影診斷 ,通常以鼻胃管引流及全靜脈營養治療即可 。

兒壹醫院籌名翳癘巧吁究員/甄外長  陳麗如/」﹂主科

若禁食三星期後血腫仍無法消除1必須以手術治療⋯

之 。    ﹉

總而言之 ,兒童腹部傷害多因鈍傷所致 ,實質性

器官如肝臟 、脾臟比較容易受傷 ,採取非開刀保守療

法有不錯的成效 ,小腸及胰管的傷害多需手術治療 。

兒童事故傷害還是預防重於治療 ,有諸多網站對此議

題進行探討(附詿一),充分了解才是防治兒童事故傷

害的根本之道 ,希望以上的介紹能讓大家對兒童腹部

鈍傷有所認識 。

附註一

http:〃wwwbhpdUhgUv.tw/indexchildrenhtm

llttp:〃 1呢.1夗 9119/研 討 會 /wecaremes/slideUUU1.htm

llttp刀 www.safe.Urgtw/

llttp〃www㏄fd.gUv.tw瓜 nUw/c㏑ ld/c㏑ ld.lltln

二十二日星期二 ,早上一起床 ,發現遠方的富士

山 ,難得如此清晰和美麗 ,山頂覆蓋著白雪 ,心情不

由地愉快起來 ,難怪日本人是如此迷戀她 。今天將拜

訪東京慈惠醫科大學兒童及母子健康醫學中心 ,位於

東京都港Σ慈惠醫科大學醫學校區 ,包括醫學院和醫

院都在塊狀區域內 ,鄰近於東京鐵塔 。由小兒部部長

衛藤義勝 (YU曲ik缸SuEtU)教授接待我們 ,目前他是

慈惠醫院小兒部部長 ,也擔任日本刁↘兒科醫學會的理

事長 。他帶領我們參觀該院小兒科病房及門診區 ,這

棟樓剛於今年重新裝修完成 ,門診區為綜合母子健康

醫療中心 ,提供婦女及小朋友門診服務 ,兒童病床約

有一百床 。一進入門診區 ,即可感受屬於小朋友的畫

作和空間配置 ,整體內部設計色彩柔和並配合燈光所

營造的氣氛 ,令人感覺舒適 ;另有門診等候空間 ,裡

面傢俱配置尺吋為配合小朋友 ,友善而有趣 。到了病

房﹉區 ,首先接觸到了是等候室牆壁上圖案 ,以及淡色

沙發﹉.有趣的是 ,在等候空間上頭天花板燈蓋顏色各

高度 ,另一不同櫥窗的擺設則可帶來驚喜 ,走廊旁多

處洗手處 ,廁所在設計上特別考慮兒童的高度 ,分高

低兩種 ,以利小朋友洗手之便 。指標設計上非常具兒

童色彩及意像 ,環境設計及規劃極具巧思及創意 ,處

處以兒童的角度和需要來設計規劃 。

綜觀兩家國立與私立兒童醫院的設計 ,與台大醫

院現況不同的是病房的設計和就診人數 。日本兒童病

房所設的床數一般在六到八床之間 ,病房內不設衛浴

設備 ,家屬及病童所需之盥洗如廁設備 ,則有公共區

域提供全樓層病患及家屬使用 ,在家屬休息室內設有

休息的沙發 、電視 、食物加熱設備 、盥洗室 、廁所以

及公用電話 ,將個人所需空間限制而將大家共同使用

的空間加大 ,這部份與我國民情相反 ,目前我國病房

皆為套房式 ,所需求之設備都喜歡鄰接自己近一些 ,

而公共空間的設計反而無法那麼人性化 ;另外兩家醫

院的門診服務皆為預約制∴韟可將看診人數控制在
一

塣霮攭馫鑢奮歖鬘羺礧 靠車不同
=翠

潭﹉串不甲笨秤串麥﹉I癉犀渾聲興〦聲蟬下



全年醫療支出的一半 ,由公務預算編列以補足虧損部

份 ,相信日本政府有體會到兒童醫療給付偏低 ,若由
一般醫院無法給予兒童最好的醫療照顧 ,所以特別成
立國立兒童醫院來擔任這個任務 ,並每年給予充分的

預算 ,因為最好的兒童醫療及研究所需 ,讓每位參訪

者由衷敬佩日本政府主事者的高瞻遠矚 。

除了拜訪醫院及兒童館之外 ,這一趟旅途也感受

到日本人對於自身環境的愛護及用心 ,隨處地面保持

乾淨外 ,注重市容的美觀 ,勤打掃又廣植花草 、每部

腳踏車及汽車都很乾淨 。特別是加油站和我國不同 ,

沒有加油槽 ,加油時直接下車拉加油管即可 ,淨空加

油站地面 ,我想是安全考量吧 !另國立音樂廳的廣場

及樓梯 ,利用感應器來啟動音樂的撥

放 ,使得走樓梯的無

聊都變的有勁又有趣

多了 。雖說這不是什麼創世之舉 ,但可觀看出他們的
用心之處 ,有想法後更能實現 ,是很寶貴的 。希望兒

醫大樓完工 ,也能處處讓人充滿驚喜和有趣 ,納入各

國兒童醫院的優點 ,並加入我國文化上的特點和病童

的需求 ,使其成為國際上極具特色的兒童醫院 ,一個

真正屬於台灣兒童的醫院 。

本次參觀之旅非常感謝呂鴻基教授安排時程 ,並

事前與日本醫院教授的聯繫 ,以及兒童心臟病基金會
不吝資助 ;加上呂教授的日語相當好 ,更使這趟參觀
之旅非常順利及充實 ,在此個人表達謝意 ,並感謝同

行林教授 、王教授 、建築師們一路上的照顧 ,使得旅
途輕鬆有趣不少 。

最後提供相關資訊與網頁連結 ,有興趣的人可以

前往瀏覽 ,礙於版面篇幅限制 ,無法將照片和細節一

一描述 ,若有任何間題歡迎與我們聯繫和分享 。

國立多己童館 ｛N飩㏑nalC㏑ldien’ sCasⅡ e｝

llttp:〃 wwwkUdUmUslllrUU巧 p/

東京都 亡兒童劊早ITheTUkyUMetrUpUlitan
C㏑kk沮︳SHau)
http:〃 wwwjidUkaikan.metlUtUkyUjp/

國立成育醫療中心 (N血UnalCenterfUrC㏑ ld

HeaIthandI)evelUpment9

http:〃www.ncchdgUjp/

東 申慈 惠 醫科 大學 附屬 病 院 ｜TheΠ kei

U血versi,SchUUlUfⅣ胎&dne｝

http:〃wwwJikeiac」 p/hUspital/hU㎡ 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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