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蒍 來去波士頓

本期要 目

在西元2UU3年炎炎的夏季 ,搭上飛機踏上旅程 ,

來到歐洲人初踏上北美的新英格蘭 。波士頓這個城市

充滿著學校與醫院 ,教育人們的心靈與治療各種疾病

的傷痛 U秋季多彩的楓葉 ,象徵著匯集至此來自全世

界各地的學者與醫護人員 ,研究交集出燦爛的火花 。

波士頓兒童醫院是我主要的研習醫院 ,目 的是要

觀摩兒童胸腔科與加護醫學科各方面臨床的治療與運

作 。波士頓兒童醫院是西元18兜年初始創立於波士頓

的南端(St,uthEnd)地 區 ,至今已有113年的歷史 。西元

19U2年 成為哈佛大學的教學醫院 ,1914年在波士頓長

木醫學與學術區°UngwUUdMedicalandAcade㏕ cArea)

建立當時嶄新的大樓 ,繼續其百年的醫療大業 ,隨著

年限的發展 ,逐步建立新的醫療與研究空間 ,繼續追

可怕的殺手—急性心肌炎

鑆肆小兒血尿之診斷及成因 玃讙 兒童加護病房之物理治療｛上｝

新與研究的角色 。從14年來 ,在美國世界新聞報

饕敷Usnews&RepUft9雜誌每年所統計的醫院排名裡 ,

:一 ﹉﹉

在兒童醫療方面一直佔有著全美頂尖的地位 。

波士頓兒童醫院總共有笓5床 ,服務的病患年齡層

從產前懷孕15週至21歲 (有部份特殊病患會到成年甚至

中年),來源從波士頓地區 、新英格蘭附近到全美 ,甚

至國際慕名而來的患者 U其擁有超過15U個各式各樣的

臨床中心(clinic㏕ ⅣUgrallls)U根據西元加∞年的統計資

料 ,其每年住院人數為兩萬一千人次(對於三百多床的

醫院來說其病床週轉率相當大),門急診服務人次超過

4UU,UUU人 次 ,擁有3,5UU名 全職員工(其中八百名專任主

治醫師 、五百名研究人員 、七百位住院醫師與次專科

研究員 、一千六百名病患服務人員(patient serVices

sta的 、與四百五十位志工等等)。 其願意投資 、人力與

資源之雄厚 ,讓人敬佩 。在醫院眾多如雲 、競爭激烈

的波士頓地區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 。其兒童醫院的規

模 ,在北美算得上是最大的幾個兒童醫學中心之一 。

波士頓兒童醫院的環境與空間 ,一直很重視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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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與感覺 U從入口大廳

的 巨型填充玩具 、水族

箱 、裝置藝術 、紅襪(Red

SUx9棒球隊的支持櫥窗 ,

到小小的玩具車來運送小

病患 ,到處充滿著照顧小

朋友的費心考量 ,並且兼顧

不同年齡層孩子的需要 ,企

圖創造一個豐富有趣具親合力

的空間 ,盡量讓孩子不再視上醫院

為畏途 。除了遊戲空間與各種活動場所

之外 ,連病房的大面積窗戶都成為孩子塗鴉

創作的空間 U重要的公共空間急救設備與防治院內感

染的乾洗手液 ,更是四處可見 ,並定期維護良好 U

我觀摩的兒童胸腔科與加護醫學科除了精進的臨

床服務與研究之外 ,互相交流與精彩溝通與辯證的討

論會 ,讓人獲益匪淺 U加護醫學科等科 ,並努力推展

各種臨床訓練課程 ,甚至成立許多獨立中心來用力推

廣與運作 ,除了傳統急救課程(PALSˋ BLS)之外 ,尚

有模擬病人訓練課程碀imulatUrPrUgram)、 病童轉送

小組與聯絡中心(Transp㏄tteamaIldcUmmunicatiUn

center)、 體外循環小組°CMU托am)、 溝通技巧訓練

﹉諾誚 i1ξ環罕虐≧滊腦

些已經充分展現出成熟兒童醫

Spo.● a1去t)是波士頓兒童

是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服務單

與兒童接觸 ,依照

,從幫

懼 ,讓家屬的角色能更正面的支持與幫助孩子 ,並配

合醫護人員的醫療 ,一起為孩子提供更好的醫療 。

另外其他相關醫療服務 ,當然還有動物協助醫療

如狗醫師 、逗趣醫師εlUwnCareUnΠ ,由醫護人員

扮演小丑)、 遊戲治療 、藝術治療等等 。家庭中心的

設置與網路活用都是很好的發展 。

剛巧他們在興建新臨床大樓 ,配合原先臨床主大

樓設計為十一層樓 ,包括加護病房 、心導管 、新開刀

房(包含一個核磁共振開刀房)、 影像醫學侵襲性操作

中心與病房 。他們除了設網站定期報導工程進度與圖

片之外 ,也在原先的臨床主大樓一樓將來與新大樓相

通之處 ,設計一個讓孩子們了解新工程的整面牆說

明 ,從大樓工程構思與設計開始 ,到位置空照圖 、與

如何建造簡介等等 ,以卡通化的方式呈現相當活潑有

趣 U

其與社會合辦之各種募款捐贈活動 ,包括慢跑 、

義演 、電視節目 著̀名餐廳義務餐點等等 ,不一而

足 ,充分展現美國人疼愛生病孩子與慷慨助人的愛

心 。許多重要兒童醫療研究與臨床服務計畫 ,更能因

此推展而造服他們的子孫 U看看別人 ,想想自己 ,發

展兒童醫療與兒童醫院是項需要投資許多成本的志

業 ,隨著我們社會的進步 ,應該有能力讓我們的孩子

能享受到真正高水準與品質的兒童醫療服務 。來去波

士頓 ,想到我們還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們大家一起努

力 ,提

天堂 。暆搤

雱的諮詢介

亂譯他｛早硬

融
起幫孩子面對疼痛與恐

醫療 ,建造我們自己兒童與子孫的快樂



心肌炎 ,顧名思義 ,就是心臟的肌肉發炎了 。心

臟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 ,如果發炎了是多麼嚴重的

事 !不幸的是 ,心肌炎極難診斷 ,治療方面並沒有Ⅱ特

效藥⋯。以下簡單介紹急性心肌炎的臨床表現及治療 :

(一 )臨床表現

在發病前一到兩星期 ,常有發燒及上呼吸道感染

的症狀 ,如咳嗽 ,流鼻水 ,嘔吐等 ,接著則可能

會有疲憊 ,食慾差 ,腹痛 ,嘔吐等 ,大一點的小

孩或成人則可能會覺得胸痛 ,運動體力變差 。有

時甚至以昏厥來表現 ;真正和心衰竭有關的典型

症狀 ,其實並不常出現 。故要下診斷必需有高度

的懷疑 U

(二 )病因

根據統計 ,大部分是病毒感染 ,最常見的是腺病

毒及腸病毒 ,其他病毒則包括流感病毒 ,巨細胞

病毒 ,EB病毒 ,泡疹病毒等 ,非病毒性的病因

有恙蟲病 ,腦膜炎球菌 ,黴漿菌 ,沙門氏桿菌 ,

克雷白氏桿菌 ,弓漿蟲病 ,及念珠菌感染等 。

(三 )診斷

沒有一個單項的檢查可以幫我們確定心肌炎的診

斷 ,尤其是在疾病初期 U

1.胸部X光檢查 :可能可以見到心臟擴大及肺部

充血 。

2心電圖 :有時可見到缺氧變化 ,但較常見的是

心律不整 ,包括心室頻脈 ,心室顫動 ,或房室

傳導中斷 。

3.心臟超音波 :有時可見左心室擴大 ,收縮異

常 ,或合併二尖瓣逆流 ,心包膜積水 ,但在早

﹉ 期可能是正常的 。

4.實驗室抽血檢查 :可能有心臟酵素升高 。

5心導管 :一般而言 ,做心導管可幫助我們診

斷 ,尤其是嬰幼兒患者 ,必須排除先天性翠林

殺

′｜、兄加護病房 吳甩婷醫師

動脈異常的可育旨性。另外心導管切片檢查 ,除

了診斷的價值以外 ,可幫助我們預測病人的預

後 。

心肌炎並無特效藥 ,文獻提到可能有效的藥物是

免疫球蛋白 (IVIG)。 心肌炎的患童需要住在加護病

房接受密切的觀察 。當心衰竭嚴重時 ,需要插管 ,使

用強心劑 。心肌炎通常在發病二到三天時會達到疾病

的最高峰 ,心臟可能會完全不跳或是僅有心室顫動 ,

此時則需要裝置體外心肺循環機(ECMU)讓心臟休

息 ,幫患童渡過難關 ,但ECMU是一個具有侵入性的

治療方式 ,有風險存在 ,包括感染 ,出血等 。一般患

童接受ECMU的放置後 ,約需五到七天的時間 ,等心

臟恢復 U

我們台大醫院近五年來有11位嚴重心肌炎的患童

接受EcMU治療 ,有 8位順利康復出院 ,未留下併發

急性心肌炎的預後和年紀有關 。國外文獻顯示於

嬰幼兒 ,死亡率約七成 ,於較大孩童 ,死亡率約三到

五成 U有些患童心臟功能恢復後會留下一些後遺症如

擴張性心肌病變 ,瓣膜逆流或是心律不整 ,目 前不大

子影響病人是否有後遺症 。

急性心肌炎是非常嚴重的疾病 ,不但診斷困難 ,

治療方面也沒有特效藥 ,患童需要很好的加護病房照

顧 ,目 前幸好因醫學科技的發展 ,有ECMU的幫助 ,

死亡率大為下降 ,期待以後兒童醫院能在兒童重症照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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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進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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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的血尿與大

人在成因及預後並不相

同 ,相同的是分成巨觀性

血尿 (肉 眼血尿 )和顯

微鏡下血尿 (潛

血 )。 血尿的定義

是高倍顯微鏡下超

過五顆紅血球 ,而

另一較常使用於健檢的方式為使用試紙測定血尿 ,一

般可偵測出未離心前的尿液中每毫升含｝1U顆紅血球

的血尿 ,由於結果較易受干擾 ,仍以顯微鏡下看到紅

血球為主 。

成人血尿多是非腎絲球性 ,相對之下 ,小孩子的

血尿成因為腎絲球性便佔了不少比例 。在報告上 ,一

百位小孩中約1位有血尿 ,而一百位學童中約U.5砲位

有血尿 ,而此亦為最主要的篩檢對象 ,雖然該不該進

行篩檢仍有爭議 ,因為被檢出血尿的學童中有嚴重疾

病的人並不多 ,但是如為肉眼血尿則約lU%為急慢性

的腎絲球腎炎 。而在發現潛血的情況下 ,哪些人需要

做切片篩檢呢 ?如果選擇具家族史 (一等親有潛血 )

或最少有一次肉眼血尿的患者 ,則其中75%的切片有

間題 ;而免疫球蛋白A腎絲球腎炎 (IgA血●hrUpathy)

及 AlpUft症候群 (AlpUrt’ s盯ndrUme)更 可在其中

ω%的小孩中發現 。

當發現血尿 ,第一步便是辨別是真血尿或只是色

素尿 ,詳細的病史及驗尿應該可以辨別是否吃了某些

水果及藥物 ,如甜菜 、西瓜 、火龍果 ,抗結核菌藥 、

食物色素等 。探查家族史 :是否有人亦有血尿或洗

腎 ,病人以前是否曾發生血尿 、膀胱發炎 、小便是否

有異 (如痛不痛或頻率改變),及最近是否有上呼吸

道感染或皮膚小膿皰疹 、是否有撞傷或劇烈運動 U接

波尿部 王碩盟醫師

著量血壓 、檢查腹部是否有腫塊 、及腰部是否疼痛 。

驗尿報告是否有蛋白尿及膿尿 、草酸鈣結晶 。

由血液來源及病因大致可分為腎絲球及非腎絲球

來源 、上泌尿道 、下泌尿道及全身性疾病 。上泌尿道

包 含 腎絲 球 、腎小 管 集 尿 管 及 腎 間 質 組 織

嗧糱 嵾蔧箠蟲 搤 綜 飁 鸁 蔧

酒或可口可樂的深紅色 ,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到紅血球

變形 、堆積 、及測出大於1UUmg/dL的蛋白尿 。而下泌

尿道包含腎孟 、輸尿管 、膀胱及尿道 ,尿液中尿蛋白

較少 (少於1UUmg/dL)、 白血球較多及尿終了時會燒

灼 、疼痛 ,產生血塊及尿液紅 U全身性疾病如凝血異

常的疾病 ,如血癌 、使用抗凝血劑及化療後造血異

常 ;血尿常起因於尿道感染及尿管放置等事件 。

小孩的血尿與遺傳疾病相關性高 ,如AlpUi症候

群 、薄腎絲球基底膜病 、狼斑性紅瘡腎炎 、及免疫球

蛋白A腎絲然﹉賢炎 。另有一些病有遺傳成分 ,如
多囊

腎 、泌尿道結石及鐮刀型血球 。

較常見腎絲球來源血尿為免疫球蛋白A腎絲球腎

炎及各種腎絲球腎炎症候群 ,感染後急性腎絲球腎

久

一

AvU丘 症候群 、GUUdpasture症 、紫斑症等 。

﹉﹉﹉其他上泌尿道來源如腎間質炎 、腎毒性腎病變

(tUxiclle山曲patllY)、 腎孟腎炎 、腎鈣 (nephi.UcalcillUsis)

及血管異常 。

下泌尿道來源如尿液感染 (出血性膀胱發炎 、各

種細菌 、結核菌及病毒感染)、 結石 、腫瘤等 U

其他如血液疾病 、劇烈運動 、尿中鈣質太高 、及

腎管酸化 (renaltubularacidUsis)等 都可能造成血

尿 。由於以上各種疾病的病程不同 、預後各異 、負責

的專科不同 ,只要確定尿中確實有血 ,便應該到醫院

做進一步檢查 。
鼭



﹉ ﹉演健部物理洽療效淅科 ﹉﹉陳佩珊洽療師

醫學院物理洽療學系暨研究所 ﹉鄚彙芳副教授

﹉﹉﹉由於兒科醫學的突飛猛進 ,使得許多曾經瀕臨死

亡的孩子得以在兒童加護病房裡重獲新生 。這些因呼

吸衰竭 、神經系統異常 、先天性缺陷.⋯ .等間題住進

加護病房的孩子 ,總是孱弱的無法活動 ,為了預防次

級併發症的產生及提升預後品質 ,物理治療師會於適

當時機介入 ,進行評估與治療服務 ,並協助家長擬訂

出院後治療計畫與相關療育事宜之諮詢 U

孩子因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傷而引起肌肉張力的異

常 ,肌肉張力過高者動作姿態易受限制且少變化 ,主

動與被動關節活動度減少則可能進一步造成關節攣縮

與變形 ,原始和張力型反射動作常過度存在 ,例如 :

強直性咬合 (tUn比 ㏑ingreflex)、 抓握反射 (grasping

㏄Πex)、 不對稱性頸部張力反射 (asymmetrictUnic

neckreΠ ex)、 正支持反射 (pUsiti代 StlppU血 ㎎ leΠex)

與後弓反張 (UpitllUtUnus)等 等 。肌肉張力若太低

者 ,則常見頭頸與四肢肌肉癱軟無力 ,抗重力動作

少 ,甚至連呼吸咳嗽都極虛弱 。

孩子可能因長期插管使用呼吸器或使用管餵食 ,

而造成口腔反射與口腔構造異常 ,導致吸吮 、吞嚥 、

咀嚼與呼吸能力低弱且無法協調 ,進而影響其進食功

能 。每天例行的照護措施 ,例如 :抽痰 、管餵食等則

讓孩子感受不好的碰觸經驗 ,容易引起口腔周圍的過

度敏感或是不夠敏感 ,而影響主動進食的意願 。

長期臥床不動 ,可能使得關節附近的軟組織內的

膠原纖維 (cUllagenΠ ber)會逐漸沉積 ,延展性越來

越小 ,關節於是攣縮而變形 。行動受限也可能會引發

肌肉萎縮與肌力下降的問題 ,若再加上張力異常或不

正確的姿勢 ,則將影響孩子肌肉骨骼系統的發育 ,造

犧 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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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釋辨玾弅考斢唯擲﹉彎等問

題。  ﹉﹉﹉﹉﹉:﹉﹉﹉﹉﹉﹉﹉﹉﹉﹉﹉﹉﹉﹉﹉﹉﹉﹉﹉

一
部分孩子因呼吸功能之障礙 ,例如肺支氣管痰液

增生使得氣道阻力大 ,及肺部浸潤導致呼吸換氣功能

不佳 ,或胸部X光確定有肺部塌陷 、肺擴張不全等疾

病 ,以及生理狀態不佳而需使用呼吸器輔助呼吸等問

題 ,須長期使用呼吸器支持呼吸 ,導致胸部呼吸肌逐

漸萎縮 ,自主性肺部清潔和氣體交換能力隨之惡化 。

而長期臥床亦容易使得心肺耐力與體適能衰退 ,造成

活動量稍增時 ,心跳與呼吸速率便大幅變動 ,血氧值

甚至有下降的情形 。

另外 ,部分孩子可能會有行為躁動問題 、前庭過

份敏感或感覺遲鈍 、視聽定向能力不足等問題 U兒童

物理治療師於個別評估後 ,將依個案狀況提供物理治

療運動 ,常使用之治療性運動如下 :

一 ‵′痚性擺位

適當的治療性擺位有助於維持正常的肌肉收縮型

態 、改善肌肉張力並促進孩子警醒能力之整合 。擺位

原則為利用枕頭及護木調整臥床的姿勢 ,將各關節保

持於對功能有益也是抗攣縮的姿勢 。對於小於一歲的

幼兒而言 ,側臥為最佳選擇 ,側臥可以降低重力效應

以促進中線及屈肌的控制 ,交互左右側臥並可以促進

對稱性發展 ,於肩部與髖部施予深部本體感覺輸入並

可以促進姿勢的穩定性 U病情不穩定的孩子常被置於

仰臥姿勢以便於醫療程序的執行 ,仰臥時 ,需在其兩

側及肩部以毛毯固定 ,以減低其雙肩高舉的情形 ,並

將其髖部及膝部輕柔地略彎 ,以減少後弓反張姿勢的

形成 。仰臥時應避免頸部過度彎曲 ,導致呼吸道阻

塞 。醫療狀況穩定的孩子 ,則可使用擺位椅協助維持

坐姿 ,增進其警醒程度 ,減少重力影響以助益上肢活

動 ,並且強化軀幹屈肌收縮型態 ,增進軀幹與頭頸部

的穩定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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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胸壁的擴張和深度 。

三 、主動性或協助性運動

加護病房裡的孩子並非皆完全不能

活動 ,對於仍有自行活動能力的孩

二

一

彼動關節活動

﹉﹉﹉﹉被動關節活動的功用為幫助身體全身性的軟組織

子 ,物理治療師會設法誘發孩子

最大的運動能力 ,以維持或增

進其關節活動度與肌力 ,若

活動範圍若不夠完整 ,再

由治療師協助完成全部的

動作 。

四 、頭部控制副〡〡練

對於 長期住 院 的孩

子 ,頭部於中線位置的動作

發展是一個實際可達的 目

標 U運用身體翻正反應 ,將孩

子的雙腳彎曲 ,由骨盆處啟動向側

邊緩慢翻身 ,以帶動頭部轉動 ,由此練

習頭頸主動出力 。另外 ,治療師可協助嬰孩保

持於半坐臥姿 ,透過側向位移讓坐股隆突處承重以誘

發軀幹伸展的動作 ,或將嬰孩緩慢地向後方傾倒以刺

激頸部屈肌之用力 ,反之 ,將嬰孩緩慢地向前方傾倒

則可刺激頸部伸肌之用力 。

或可在俯臥姿勢下進行頭部控制訓練 :將毛巾或是

尿布捲成滾筒狀 ,置於其腹部與髖骨之間 ,以促進臀部

及膝蓋的彎曲 ,雙手放在胸部下方 ,類似於足月嬰兒的

姿勢 ,治療師輕撫嬰孩的頸部伸直肌肌肉群 ,以促進其

增進正常的曲肌反應 ,並可以提高嬰孩整合能力 ,容易

有較規律的作息 ,提升自我安撫的技巧 U

五 、前庭系統刺激

治療師一手扶住嬰孩上胸部 ,注意不要讓其頭部

後仰 ,另一隻手從後面抓住屁股 ,將嬰孩抱起 ,讓嬰

孩作上下 、左右或原地迴轉等各方向的搖擺動作 ,並

使其雙腳支撐於平面上 ,練習將膝蓋伸直 ,並且雙腳

用力踩地作承重訓練 ,每次踩地維持3巧秒 ,以刺激孩

子的前庭系統 ,動作過程必須平穩緩慢以促進頭部翻

正反應的發展 U較小嬰兒則可以吊床式操弄(HalllInUck

Handling)活 化其屈肌肌肉群 ,促進頭部位置的發

展及增進其警醒能力 。作法為將兩條毛毯

重疊 ,將嬰兒以仰臥的姿勢置於毛毯中

央 ,毛毯左右兩端向內捲成圓筒狀

以穩定嬰兒的位置 。之後手持兩側

毛毯將嬰兒扶起成半坐臥姿 ,然

後再將嬰兒置回仰臥的姿式 ,如

此反覆進行扶起與平放的垂直

動作 ,除了可提供大量前庭刺

激 ,並有安撫嬰兒躁動行為之

效果 。

六 、減敏感運動

部分孩子對於外來的撫觸常會

有過度敏感的反應 ,尤其在口腔周

圍 、手掌及腳底部位 。這些過度敏感的

反應常是因為長期臥床造成外來的刺激受限 ,

又接受重複的管灌食及手 、腳束縛所引起的 。輕柔

的撫觸通常會使嬰兒無所適從且可能引起交感神經

系統的反應 。規律 、穩定 、且沉重的撫觸以及本體

感覺輸入則可有效的減低嬰兒的防衛性行為 ,因為

嬰兒對這種刺激有較好的辨識及反應能力 。承重或

其他形式的本體感覺輸入可幫助孩子觸覺系統的正

常化 ,腳底的深度壓力按摩有助於減低此部位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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