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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哥推要目  
檃 提昇兒童健康照護品質的理想與決心 黐£淺談嬰幼與兒童頭部外傷影像學

留t瞭解早產兒的世界與溝通模式 瓙紅介紹早產兒視糸罔膜症

是國家發展不可動搖的基石 。培育健康 、快樂的下

一代 ,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與任務 。臺大兒童醫

療大樓的宗旨 ,乃為落實培養我國兒童醫療保健人

才 ,期能藉由兒童健康研究 ,具體實踐照護轉診病

童 、提昇兒童健康照護品質 、並落實政府對兒童醫

療的理想與決心 。

臺大兒童醫療大樓未來的經營 ,將以兒童醫療

專科醫師的養成與兒童相關健康課題的研究 ,作為

我們重要的使命與任務 。除提供一般醫療服務 、加

強兒童重症醫療的研究和發展外 ,我們更計劃致力

於本土兒童疾病的研究 ,發展我國兒童疾病與流行

病的監視 、預測和治療 ,提供具體建議作為政府決

策之參考 。

兒童醫療大樓新建計劃共為二十樓層 ,各樓層

的配置將依據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營運醫療部門 、

研究部門所需運作空間 ,作為建置與規劃的基礎 。

興建前期規劃的十二層樓 ,主要作為醫療服務及研

究發展使用 ,擬訂開放病床數目約3UU床 U興建後期

逐年裝修部分樓層面積 ,將著重融嘎 與教學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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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擬訂開放全部病床數 、增加醫療服務空間 、

研究室 、醫事教育中心 、兒童醫療發展與研究相關

部門 、急難加護中心 、醫護人員值班宿舍等 。

有關未來研究部門的規劃 ,已列入考量者包括

早期療癒中心 )重症兒童醫療研究發展中心 、兒童

健康研究中心 、基因治療研究中心等研究部門 ,並

以兒科醫事教育如早期療育教學計劃發展部 、兒科

醫療教育中心 、全國兒童醫事人員教育中心 、兒童

重症醫療中心 、兒童公共衛生教育訓練推廣中心等

重點醫學 、醫療教育的訓練 ,作為發展主要重點 。

在現今因應健保制度變革的主客觀環境 ,醫療

院所均面臨嚴苛的挑戰 。本院仍將秉持社會責任與

照護兒童健康的堅定信念 ,克盡全力完成兒童醫療

大樓的興建與規劃 。目前 ,除持續執行既定進度 ,

本院並積極向衛生署 、內政部等相關主管機關爭取

必要的專案補助 ,呼籲合理重視兒童急重症醫療服

務項目的研究與給付 ,期待得以為下一代的健康與

培育盡最大的努力 ,肩負起時代傳承的積極使命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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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學﹉ ﹉﹉﹉﹉﹉﹉
嬰兒與兒童的頭部外傷原因與成人有所不同 U例

如在青少年與成人常見的嚴重頭部意外傷害在兩歲以

下的兒童並不多見 。事實上 ,一歲以下嬰兒的非意外

傷害或者稱為兒童虐待遠較意外傷為多 ;前者約為後

者的十至十五倍 !因此 ,嬰兒時期的所發生的無明顯

意外事故嚴重頭部外傷均應當考慮到非意外傷害的可

能 。嬰兒與兒童的頭部外傷影像學發現與成人的有相

似之處 ,但以下將著重於相異處的介紹 。

一般而言 ,對於嚴重頭部外傷的病童檢查 ,以電

腦斷層掃描為第一線檢查工具 ,這是因為電腦斷層掃

描對於急性外傷所引起的急性出血偵測能力較高的緣

故 。同時也可由電腦斷層掃描影像顯示出的腦部構造

移位 、骨折等等 。顱骨普通〤光片則無法直接偵測出

顱內的血腫或構造移位等等 ,特別是無法合作的嬰幼

兒 ,取得特定方向的顱骨X光普通片較為困難 ,有時

耗費時間也無法取得能提供臨床處理參考依據的資

訊 。在進行頭部外傷的電腦斷層掃描時 ,可延伸掃描

範圍到第三頸椎底部以便能偵測到經常合併發生的頸

椎外傷 。尤其當頭部電腦斷層掃描結果無法解釋病童

的神經學病癥時 ,可考慮進一步使用磁振掃描檢查 。

硬腦膜外血腫

嬰幼兒的硬腦膜外血腫發生率較低 ,但隨著年齡

增長而遞增 ,同時其致病機轉也與成年人不相同 ,預

後也較成人為佳 。年幼兒童的硬腦膜外血腫多起源於

硬膜靜脈的破裂 ,與成人多源自中腦膜動脈出血不

同 。由於嬰幼兒的顱骨較具彈性而容易向外擴張 ,減

少對於腦部壓迫而引起傷害 ,但也因此使患童在頭部

外傷初期的神經學症候較為輕微而容易忽略 。一般而

言 ,在電腦斷層掃描影像多可見豆狀高密度血腫 ,血

腫附近常伴隨有顱骨骨折及軟組織腫脹 ,同時也可能

發現在血腫下方或血腫對側的腦挫傷 。

硬腦膜下血腫

好發於嬰兒及老年人 ,多源自硬腦膜下的橋樑靜

脈破裂 U由於嬰兒腦組織未完全髓鞘化而較軟 ,在頭

部外傷時容易變形 ,引起橋樑靜脈的拉扯而破裂 。有

別於成人的是 ,嬰兒的硬腦膜下血腫八成以上為雙

側 ,而成人則多為單側 U然而在未有明顯外傷病史或

顯有不符受傷程度的受傷史 ,都可能與兒童虐待有

關 ,相關照顧人員應當提高警覺 。此外早產兒及患有

凝血疾病的兒童也較容易罹患硬腦膜下血腫 。急性硬

腦膜下血腫多呈現半月形高密度血腫 ,且對附近腦組

彭借逢

織的壓迫以及所引起的移位較厲害●值得注意的是

非急硬腦膜下血腫壁上少有血鐵質伍emUsiderin)沈

積 ,因此在磁振造影影像 ,尤其是T2加強影像上多無

黑邊 ;無法以黑邊的有無斷定硬腦膜下積水是否源自

出血 。

蜘蛛網膜下出血

偵測蜘蛛網膜下出血仍以電腦斷層掃描影像較為

敏感 U一般而言 ,在急性蜘蛛網膜下出血多會使後大

腦密度增加 、形狀變得不規則且加厚 ,同時出血也常

延伸到小腦天幕 。事實上 ,較厲害的頭部外傷後 ,多

多少少經常伴隨有蜘蛛網膜下出血 ;可視為外傷後的

初步發現 ,並進一步檢視其他的頭部傷害 ,譬如腦挫

傷 。

腦實質受傷

腦實質受傷所造成的腦部實質組織傷害一般多由

腦水腫以及次發的腦血管阻塞(中風)所引起 ;未造成

進一步腦實質組織傷害的腦水腫多在數日內消腫 ,影

像上多無明顯發現 ,否則可能呈現出血 、腦實質缺損

等等 。兒童的腦挫傷常發生在大腦額葉且較容易有神

經 、精神症狀 ,值得注意 U

腦實質受傷可分為腦挫傷及大腦白質剪力傷害兩

大類 U腦挫傷是由腦實質相對顱骨作減速運動所引起

的瘀血 ,一般多見於前顳葉與額葉下方 。另一方面 ,

大腦白質剪力傷害則起因於大腦受旋轉力影響所造成

的神經纖維拉扯受損 ,常見於灰白質交界處 、中央大

腦白質 、內被體(in.om缸 capsule)、 胼胝體 、基底核以

及腦幹等處 。偵測腦挫傷所引起的急性出血仍以電腦

斷層掃描影像為首選 ;對於非出血性腦挫傷及大腦白

質剪力傷害則須施行磁振掃描檢查 ,甚至於在急性期

磁振頻譜及擴散影像對於區分大腦白質剪力傷害與腦

水腫可能有所幫助 。

結語

據估計 ,全美每年兒童受虐案件約一百三十萬

件 ,其中半數會造成永久的神經與精神上永久的傷

害 ;尤其頭部外傷更是造成傷殘 、死亡最主要的原

因 ;這些倖存的受虐兒 ,將來成為施暴者的機會更加

偏高 ;因此兒童受虐是討論頭部外傷時不得不重視的

問題 U據信由於國內的家庭體罰兒童的風氣更盛 ,兒

童受虐的發生率相信更高 ,尤其在影像上出現多發

性 、不同時期的骨折 、硬腦膜下血腫或合併不同時期

的腦實質傷害時更應提高警覺是否為兒童受虐個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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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產 兒 的

出生 ,代表著生

﹉.﹉       理及發展上的未成熟 ,

身體的功能不足 ,有許多儀器 、藥物可藉

以協助 ;但發展的層面是一個持續複雜的過程 ,會受

遺傳及環境的影響 。發展有其順序性 、連續性 ,從頭

至腳 、從粗大到精細的原則進行 。早產兒行為狀態的

特徵是細微的且不明顯 ,你若不了解將無法懂得早產

兒將告訴您什麼 ?他的需求是什麼 ?照護早產兒的父

母親或主要照顧者 ,您如何去提供適當且安全的照護

呢 ?

每個個體都是獨立的 、個別化的 ,沒有二個早產

兒是一模一樣的 ,就連同卵雙胞胎也有其個別的個

性 、氣質 ;且嬰兒不會言語 ,很多訊息以哭或行為狀

態來表現 ,早產兒又因較脆弱 ,所表現的訊息較不明

顯 ,故需多與之接觸並請教專業人員 ,才能瞭解 。照

顧者更需具備有敏銳的心思 ,靈活的技巧 ,以瞭解及

滿足早產兒的需求 ;提供人性化 、符合早產的個別需

求 ,而非常規化 、制式化的照護活動 ;才能由互動中

得到早產兒正向的回饋與訊息 。以下先介紹常見的嬰

兒行為狀態 :

◆何謂嬰兒訊息 (Infantcues) :即 嬰兒的慾望

及需求所表現之語言和非語言之溝通行為稱之 。嬰兒

的行為表現 ,包括語言及非語言的訊息傳達 。

◆饑餓訊息 (hungerctles) :予 刺激嘴巴有尋乳

反射 ,嘴巴發出吸吮聲 ,嘴嚼動 、手就口吸吮 ,手指

緊抓 卜握攀等 。

蔓謽萱貫:重暑菩斖斖干著重事薑言壬譬:暑言余斖
:  ﹉       :     

一

新生兄加護病房護理長  黃秀敏

說話的模樣 ,吸吮時發出聲音等 ,此時期是與孩子互

動最佳時機 U可分為

1.容易觀察得到如 :餵食聲音 ,眼睛注視照顧

者 ,微笑 ,手腳運動等 。

2.不容易觀察得到如 :眼睛睜開固定且明亮 ,臉

部肌肉張力增加 ,餵食時手腳扭曲或肌餓時雙手屈曲

趨向臉頰時的姿勢 ,抬頭眼睛看向照顧者 。

◆不投行為 (〕sengagementcL邱 ) :表示
「
我飽

了 ,我累了」,即不想與人互動的訊息 ,意謂著我需

要休息 ,常表現的有 :雙眼視線離開照顧者 ,頭轉離

照顧者 ,打哈欠 ,皺眉 ,做鬼臉 ,哭泣不安 ,打嗝 ,

手推離物體或人 ,有時手放在頭後或蓋住眼睛 ,此時

應將環境光線調暗 ,減少噪音 ,給予舒適的臥位 ,手

就口 ,身體屈曲 ,促進自我調節即快速進入睡眠狀

態 。可分為

1.容易觀察得到如 :哭泣的表情 ,哭時聲音低

短 ,不規則 U手指手腕伸展動作 ,推開或遠離奶瓶 、

照顧者 。

2.不容易觀察得到如 :臉部眼睛看起來遲鈍不靈

活 ,臉部扭曲 ,呼吸 快 ,打嗝 ,嘴角歪曲 ,不正視照

顧者 U

此時傳達訊息的原因常見的 ,如 :尿濕了 ,睡姿

太久或遭受刺激過久無法忍受 ,呼吸不規則或缺氧

等 ,照顧者可用溫和穩定的手放在早產嬰兒的腹部 ,

輕輕的與之說話 ,亦可抱起輕搖 ,寶寶很快就能安靜

下來 。

◆遭受壓力的訊息 (siesscues) :常 見呼吸急促

或暫停 ,膚色蒼白或發紺 ;手指張開 ,手腳揮動 ,腿

伸展在半空中等等 。

◆早產兒的睡眠狀態 : (可見早產兒居家照護手

澸﹉﹉﹉蝣﹉︙﹉﹉

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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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人際關係裲基礎的照護 :

發展授與受的過程 ,嬰兒能表達其需求 ,照護者

能適當反應 ,認識自己的手 、聲音 、觸摸及身體的節

律 。並建立安全 、舒適的環境 ,如溫度%一努℃ ,濕度

筍-ω %的 ,聲音控制勿超過ω分貝 ,光線應柔和 ,應

有日夜生理週期之節奏 。

二 、學習如何觀察及認識嬰兒行為狀態 :

嬰兒剛出生時 ,與主要照顧者間未建立起互相適

應的模式 ,需多觀察且認識早產兒表現出來的訊息 ,

其所代表之意義 ,如父母親探視早產兒時 ,可以洗淨

後之雙手 ,觸摸早產兒的皮膚 ,或握住肢體 、軀幹 ,

輕巧的與嬰兒說話 ;寶寶有活動且清醒狀態時 ,可與

之說話 ,但需了解因他們的體力儲存量少 ,對於事情

的耐受力較低 ,尤其越小者越無忍受力 ,他與您互動

1挖分鐘後 ,就覺得疲累需休息了 ,這是正常的訊息 !

故當您想與寶寶說話時 ,也選擇在寧靜清醒期的階

段 。有位媽媽曾在探訪時傷心的哭著說 : 〝我的寶寶

只睜開眼一下下就閉眼了 ,他是不是不喜歡我 ?〞

此表示嬰兒已累了、想休息 ,父母親們可將手握住肢

體 、並置放在嬰兒腹部 ,使嬰兒有被緊密屈曲的被抱

住感覺 ,他會很安穩 、安全的安靜下來 。當有哭泣 ,

手腳揮動 ,皺眉 ,打哈欠 ,呻吟聲時 ,需找出嬰兒是

睡眠姿勢不對呢 ?尿布溼了呢 ?或肚子餓了呢 ?主要

照顧者需有能力去解決嬰兒的問題並滿足其需求 U您

可與護理人員討論自己寶寶的一些細微訊息 ,如 :泯

嘴 、皺眉 、手指張開 ...等訊息的意義 ,亦可將自

己寶寶的訊息記錄下來 ,可善用嬰兒床旁之發展卡

(台 大N〔U設計),讓不同醫護人員及父母親了解自

己寶寶的個性 、習性 ,知道如何去認識 、了解 ,如何

提供正向的觸摸 、聽覺刺激 、視覺刺激或平衡感等 ,

進而如運用互動技巧來撫摸 、撫抱 、餵食等之適當的

照顧技巧 ,當您在依上述的步驟進行時 ,您就能漸漸

了解他真是我的小孩呢 ?常有父母說
〝
他知道我來看

他呢 !〞
〝
他昨天常忘記呼吸 ,我就跟他說你要加油

喔 !不要忘了呼吸 ,媽媽才能早一點抱你喔 !我們才

能快點回家喔 !他的眼睛看著我 ,他聽懂了 ,結果這

幾天真的呼吸暫停次數有比較少喔 !〞 此時的我將更

肯定且讚美母親的用心 ,這是親子互動良好的典範

啊 !    I
三 、以個別llk的照護 :

同一照顧方式並非適用於另一嬰兒 ,照顧者每照

護過嬰兒後﹉︳應隨時反思自己 ,並留

一

點時間想想我

剛剛的動作是干擾了寶寶或真的對他有意義﹉⋯這也是

發展照護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 。 ﹉  ﹉ ﹉

四 、以家庭福中心的個別性照獲 :

父母在嬰兒生命中是持續性照顧及教育的提供

者 。每個早產兒有他自己的個性 ,呈現的訊息欲表達

的意念也不同 ,有些嬰兒的個性是溫馴的 ,有些卻較

敏感的 ,都各有其主觀的需求 ,主要照顧者得了解並

提供符合其發展及需求的照護 ,更重要的是嬰兒們的

作息也非很常規化 、制式化 、一成不變的 ;像餵食間

隔時間 ,雖然照顧者認為時間到了 ,但嬰兒有能力表

達自己肚子餓不餓 ,也有情緒表達我現在不想吃奶 ,

為符合孩子的需求 ,也不讓照顧者有挫折感產生 ,照

顧的形式是該尊重孩子的適當需求 ,也才能真正的滿

足他 U主要照顧者與嬰兒間才能享受親子互動之樂 。

當小嬰兒還在住院當中 ,非常鼓勵父母親能多安

排些時間與早產兒相處 、認識他 、了解他 ,當您發現

有任何的問題或不清楚之處 ,多與照顧您寶寶的護理

人員溝通 ,即能更清楚的掌握寶寶的一顰一笑 。以下

階段提醒您孩子住院時循序漸進的認識他 。
(一 )急性期時 ,是當早產兒生命徵象 、生理狀

況還不穩定時 ,探訪時 ,可著重在了解醫療照護的計

劃 ,配合醫護人員提供的照護措施 ,也可用您的雙手

觸摸您寶寶的身體 ,讓嬰兒感覺到您的支持與力量 ;

媽媽還有另一重要事項是收集母奶 、保存及運送到醫

院的母乳庫儲存 ,以備寶寶需餵食營養時 ,已有最佳

的來源一母乳 。

(二 )穩定期時 ,也是您逐漸增加與孩子溝通互

動的時期 ,您不僅可撫摸 (早產兒按摩 )、 擁抱 ,改

變姿位等等 ,更可學習如何餵食 、更換尿布 ,一般性

的照護工作 ,藉由這些互動更了解孩子的訊息 ,清醒

或睡眠的週期 ,也漸漸了解表現的訊息 (In血ntcues)

所代表的意義 ,何時是最佳互動時期 ,何時是該休息

了 U

(三 )恢復生長時期 ,此時期您可增加在院陪伴

寶寶期間 ,了解孩子的作息及學習一般性的照護 ,包

括觸覺 ,動作發展方面 ,漸漸加強特殊性需求的照

護 ,如孩子回家需攜帶氧氣機 、血氧監視器或呼吸道

感染時如何照護 ,當有緊急狀況時 ,首要的心肺救命

術等等 ,都是父母及主要照護者在早產兒住院期間需

具備的 。要擁有這些知識及技術並不難 ,只要與醫護

人員密切聯繫就沒間題了 ,重要的是照顧者的信心及

接受的心 。        一
        

一 ﹉

﹉ 在照護嬰兒過程中 ,您若專心 、細心的以發展為

照護驟 占,您興嬰兒之關係將會有不同的感覺 ,我們

很期待共同為早產兒提供優質的發展照護環境及照護

技巧 ,期待您在親子互動中收穫更豐碩 。 ﹉
﹉



干曇霋軍景聲

早產兒視網膜病變(retinUp疵hYUfprematuⅡ 妙’簡

稱RUD是一種易出現在早產兒之雙眼視網膜血管疾

病 U此病有下列幾個特點使醫護人員以及父母們絕對

不可掉以輕心 :第一 、此病通常兩眼對稱發生 U有些

眼疾 ,如視網膜剝離 ,視網膜血管阻塞等病 ,固然力

可能嚴重受損 ,但另一眼多半還可有不錯的視力 ,而

RUP則幾乎很少例外 ,絕大多侵犯雙眼 。第二 、此病

有可能導致全盲 U在臨床上 ,RUP可以依嚴重程度分

好幾期 ,嚴重的RUP會造成無光覺 。由於RUP多 是兩

眼對稱發生 ,因此此時嬰兒將註定永遠處於黑暗的世

界中 。某些成人的眼疾固然也可能造成兩眼失明 ,但

是起碼成人病患曾經目睹過色彩的世界 。對於有關各

種色彩 ,或與色彩有關言論時 ,仍能充分瞭解其意 ,

但出生即失明嬰兒則永遠無法想像一般人司空見慣的

各種顏色 ,遑論欣賞五彩繽紛的自然世界 ,這真是人

生的大不幸 。第三 、嬰兒若能幸運渡過此病的急性

期 ,視網膜雖未受到嚴重不可逆的結構變化 ,不表示

雙眼從此太平了 ,在未來漫長的人生歲月中 ,仍有較

正常人更多機會出現其他眼疾 ,如青光眼 ,高度近

視 、視網膜剝離等威脅視力的病變 ,因此定期之追蹤

檢查非常重要 。第四 、RUP雖有造成全盲的潛在威

脅 ,但是若在疾病較早期給予適當的治療 ,則有可能

避免疾病繼續惡化至雙眼全盲的程度 ;甚至可扭轉情

勢 ,而仍保有正常之雙眼 ,因此早期診斷非常重要 U

濺⊕沖鹼驢蓺彏艷

西元1942年 ,美國醫師泰瑞首先觀察到有些早產

兒眼睛內水晶體的後方 ,會出現白色纖維化的組織 ,

他稱晶體後纖維增生俅eiUlellta1且 brUplasiaΦ ’如今已

知這是RUP之末期最嚴重的變化 。從那時起 ,RUP的

研究即如火如荼展開 ,學者逐漸發現 ,它似乎與早產

兒用氧氣過多有關 。在儘量調低對早產兒之氧氣供給

量後 ,RUP的出現率果然降低了 ,但部份原因是早產

兒因氧氣不足 ,存活率降低 ,RUP之 出現率自然降

低 。而學者們始終也找不出避免產生RUP之用氧量的

上限 ,換言之 ,有些早產兒 ,即使用氧量極小 ,甚或

不用氧氣 ,結果仍會出現RUPU所以此病的致病原

因 ,並不如想像中之單純 。

七十年代以後 ,隨著新生兒醫學的進步 ,早產兒

存活率大大的提高了 。一些只有巧週左右 ,或體重

6UU克左右的早產也能存活 ,此病之發生率又逐漸上

升了 。進入九十年代後 ,由於治療技術之進步及醫護

人員與家長們的重視 ,大多數的RUP均能早期診斷及

治療 ,故失明的比率並未因早產兒存活率上升而再攀

高 。

裘黤飌轉裘遘燚撼學

視網膜血管的發育大約在胚胎第14週起 ,由視神

經盤向週邊視網膜方向發展 ,在筘週時到達鼻側之周

邊網膜鋸齒部 ,4U週時到達顳側之周邊網膜 。在血管

發育過程中 ,若受到不正常的刺激 ,則血管即停止正

常發育而留下一片無血管區堿 。存在於有血管區及無

血管區間的血管前身細胞 ,因缺氧 ,血中酸度改變 ,

或敗血症等刺激而作不正常的分化 ,並釋出化學因

子 ,造成不正常小血管向玻璃體方向增生 ,這些增生

的小血管脆弱且伴有纖維組織 U當它收縮時引起玻璃

體對視網膜的牽引 ,導致玻璃體出血或視網膜剝離 。

不論確實的致病機轉為何 ,造成此病最重要的危

險因子為早產及輕體重 ,這是無庸置疑的 。出生週數

愈小 ,出生體重愈輕 ,則產生嚴重之視網膜病變機會

愈大 。有失明危險早產兒大多出生週數在3U週以內 ,

體重在1UUU公克以下 。其它的危險因子還包括早產兒

呼吸窘迫症 、敗血症 、缺氧 、用氧量過多等情況 U

瀰◇P驉攘裘蠿

臨床上 ,依照疾病嚴重程度可分為五期 ,第一期

是周邊視網膜有血管區與無血管區交界處 ,可見境界

明顯之線條 。此時視網膜血管一般不會有膨脹 ,扭曲

的現象 U第二期為上述之線條增厚 ,窿起於視網膜 ,

稱之為
“
瘠

”,此時周邊視網膜血管較膨脹 ,扭曲 ,

走向不正常 。第三期則是周邊視網膜出現了不正常的

新生血管 ,向玻璃體方向生長或與
“
瘠

”
融合 ,使

“
瘠

”
繼續增高加厚 ,並可能出現玻璃體出血 ;後極

部網膜之血管也可能出現與周邊視網膜血管相同的膨

脹 ,扭曲 。第四期 ,發生視網膜受玻璃體牽引而產生

部份之視網膜剝離 。第五期則視網膜全部剝離 。嚴重

時形成前述之晶體後纖維增生 。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病

變會自行好轉 ,第三期則一部份會好轉 ,其餘若不治

療 ,會有嚴重視力喪失﹉。﹉﹉﹉﹉﹉﹉﹉ ﹉

=濢

三虀鑫﹉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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灘癈鱗穖艱海濺

第一期與第二期的病變一般不須治療 ,血管發育

會逐漸超過
“
瘠

”
向最周邊視網膜生長 。若病變為第

三期 ,在追蹤過程中有病變化之現象 ,同時伴有後極

部血管膨脹扭曲時 ,即應給予治療 。治療方法是在視

網膜周邊無血管區施以冷凍或雷射 。由於雷射治療引

發之發炎反應較小 ,效果亦略優於冷凍 ,故 目前已成

為治療方式之主流 。治療若有效 ,則新生血管會逐漸

萎縮 ,視網膜血管會逐漸向無血管區發育 。治療之機

轉目前尚未明瞭 。治療可以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下

施行 。可惜治療並非百分之百有效 ,有時因病變進展

太快或治療時機過遲 ,無法扭轉疾病之進程 。約有五

分之一之病變仍然會持續惡化至第四期或第五期 。此

時治療的方法包括鞏膜扣壓術及玻璃體切除術 。目的

在除去玻璃體對視網膜之牽引 ,以便於視網膜之復

位 。但手術效果有限 ,尤其是第五期伴有後晶體纖維

增生的病例 ,儘管少數嬰兒可得到視網膜復位 ,其中

心視網膜已受損太嚴重 ,視力仍然非常差 。藥物治療

對RUP目前尚無令人鼓舞的報告 。

遍鱺殿蘶繼

早產兒一般在4-6週大時應作眼底檢查 ,若沒有

RUP病變 ,但血管發育尚未完成 ,宜每3週左右檢查一

次 ,一直到血管發育完成 。若檢查結果是第二期或以

下之病變 ,則須每2-3週檢查一次 ,確定病情好轉 ;若

為第三期之病變 ,則視其病變之範圍 ,每 1挖週作檢查

一次 ,因為此時病變的變化很快 ,若發現有持續惡化

的現象 ,即應施以冷凍或雷射治療 。

由於氧氣過度使用仍然被認為是RUP的危險因子

之一 ,因此臨床上對早產兒的氧氣用量應小心 。最簡

單而重要的原則是儘量不要供應比早產兒所需之氧氣

簁藽另〒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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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 ,加上玻璃體牽引力多少仍存在 ,在長大後發生

網膜裂孔(retinaIbfeaks)及 視網膜剝離的可高於正常

人 ,因此在上學後即應每半年至一年檢查一次眼底 ,

若有視網膜裂孔發生 ,須早作處理 ,以免大範圍之視

網膜剝離發生 。多數有RUP之患者 ,較易出現青光

眼 、斜視 、高度近視其他眼疾 ,故須長期追蹤 ,這是

一個長期發展的疾病 。

驟顳驛雥斃湕慧逮藆麤

父母應了解 ,早產本身即是引起早產兒視網膜病

變的重要原因 ,因此由眼科醫師作早產兒的眼底檢查

是非常重要的 。在早產兒住院期間 ,應與新生兒醫師

討論眼底檢查的時機及確定由有經驗之眼科專科醫師

作檢查 ,以免延誤診斷及治療之時機 。檢查過後一定

要照醫師的建議 ,定期回診直到網膜血管發育完成為

止 。若早產兒幸運的沒有網膜病變 ,則父母仍需注意

嬰兒的眼位及眼睛外觀 ,眼位是否有內斜或外斜 ,兩

眼角膜大小有無一致 ,有無角膜混濁或瞳孔不圓等情

形 。若發現有間題 ,應隨時照會眼科醫師檢查 。一般

而言 ,早產兒無論是否有眼科病變 ,宜在半年至一年

定時檢查一次眼睛 ,若無間題 ,則宜學前再作一次檢

查 ,找 出有無深度近視 、斜視 、視網膜退化等情形 ,

以便即早矯正治療 ,這些都需要父母配合才能達到 。

若不幸早產兒之視網膜病變在發現時即非常嚴

重 ,甚至到達第五期 ,或晶體後纖維增生 ,則心理必

須有準備 ,即使手術成功 ,嬰兒長大後仍需上特殊學

校 ,無法與正常人一樣接受普通學校教育 。這對父母

及子女而言 ,均為十分不幸的事 ,因此早期的診斷及

治療實在是非常的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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