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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食慾及尋找食物的行為開始明顯 ,加上他們的智

能障礙 ,不易受控制 ,而且有一些固執行為 ,開始走

上了肥胖之旅 。這樣的肥胖一般是集中在中央的軀

幹 ,此外患者一般合併有性腺功能低下 ,嬰兒期男孩

可能有隱睪症 ,陰囊發育不良 ,女孩則可能有陰唇 、

陰蒂發育不良 。而到青春期時 ,病患的第二性徵大多

無法正常發育 U

小胖威利症候群是一種遺傳性的疾病 ,致病基因

位於第十五對染色體上 ,這個疾病與基因印痕

amprin伍ng)有關 ,簡單地說 ,若缺乏了來自爸爸的某

些基因 ,就會致病 。也由於分子生物學的
﹉﹉﹉﹉   進步 ,這個疾病的基因診斷開始蓬勃發

﹉ ﹉﹉    展 。近年來 ,臺灣也跟上基因診斷的

﹉≒﹉∵﹉﹉﹉麷告篷冪黿蠪注氍霰重
﹉ ﹉﹉ ﹉  早期被辨識出 ,並且診斷 。

一直以來 ,小胖威利症候群病患

被懷疑有下視丘的病變 ,因為這些

病人常是矮小 ,性腺功能低下 ,合

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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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在 199＿s年核准
一
生長激素在小胖崴利病人身上的

使用 ,使得許多針對生長激素在小胖威利病患的研究

得以進行 。某些研究顯示在短期內 ,這些病人的生長

速率 ,瘦內組織(leanmasΦ及肥內組織的比例有明顯

的改善 ,但是這些都僅止於小規模且短期的研究 ,對

最終身高的影響尚未有定論 ;再則 ,若將治療目標放

在改善體內月旨肪組成 ,一般需要高劑量之生長激素 ,

更須慎防副作用產生 。

關於生長激素在小胖威利病患使用上 ,除了一般

生長激素治療之副作用 ,例如髖骨病變 、血尿等 ,文

獻上曾經描述有病患在使用一個月生長激素後發生糖

尿病酮酸中毒 ,以及有幾個極度肥胖的病患 ,在治療

中發生了阻塞性呼吸中止而導致死亡 。因此在過度肥

胖的小胖威利病患在使用生長激素時 ,醫生與病患更

需特別的注意 。

就在今年年初 ,健保局也開放了生長激素在小胖

威利兒童病患的使用 ,使得更多患者得以受益 ,但是

不管醫師 、病患或病患家長仍需小心使用 ,並且謹慎

評估長激素治療的利弊得失 。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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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罕見先天

性代謝遺傳疾病 ,例

如 :苯酮尿症(PK切 、肝醣

儲積症(GSD)、 刁\胖威利(pf㏕er-willi呼 ndrUme)等 ,這

些小朋友自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註定必需承受比他人

更多的限制及許多生活上的不方便 ,他們不但在健康

上飽受威脅 ,更需終身接受特殊飲食的限制 。

*什麼是苯酮尿症PKU,phenYlketUnu咰

它是一種蛋白質代謝異常的疾病 ,食物中所含的

蛋白質是由多種胺基酸組成 ,經人體消化 、吸收 、代

謝等一連串作用後 ,分解成胺基酸供身體利用 δ苯酮

尿症患者是因為苯丙氨酸在體內的代謝過程出了問

題 ,導致過多的苯丙氨酸堆積在血液中 ,造成腦部的

傷害影響智商 。因此希望藉限制飲食中高蛋白質食物

的攝取(即低蛋白飲食),進而控制血液中苯丙氨酸的

含量 ,低蛋白飲食是目前唯一能有效控制苯酮尿症的

治療方法 ,此種飲食的特色為含高蛋白質的食物要完

全排除 ,例如 :奶類 、雞肉 、豬肉 、蛋類 、豆製品 、

海產類等 ,甚至連五穀根莖類及麵粉製品等也需要限

量食用 ,祇有蔬菜 、水果及低蛋白澱粉食物可多食

用 ,低蛋白澱粉食物的特性為煮熟後呈透明狀 ,例

如 :冬粉 、藕粉 、粉圓 、西谷米 、愛玉 、仙草 、蒟

蒻 、果凍及太白粉製品等 。

*什麼是肝醣儲積症㎏lvcUgen stUmged治 -

ease)

它主要是因為患者體內無法正常代謝肝醣所致 ,

當人體由口攝入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時 ,經過體內一

連串的消化 、吸收作用後 ,最後形成葡萄糖 ,而葡萄

糖是供應身體能量的重要來源之一 。身體會將多餘的

葡萄糖以肝醣的形式儲存在肝臟及肌肉內 ,當體內葡

萄糖不足時 ,身體會自動分解肝醣成為葡萄糖 ,供身

體利用 ,而肝醣儲積症患者因無法在身體需要葡萄糖

時順利將肝醣分解釋放出葡萄糖 ,因而造成體內肝醣

的過度囤積 。如此長期下來使得體內的肝臟與肌肉產

生病變 、肝脾腫大 、低血糖症 、肌肉無力及抽筋等症

狀 ,因此在治療上必需限制含醣類食物的攝取 ,並定

時攝取生玉米粉 ,避免低血糖症狀的產生 。

許多先天性代謝疾病的治療是以飲食控制為主要

目標 ,因此病情控制是否良好與飲食習習相關 ,病患

或其家屬每日必需做飲食記錄 ,提供給醫師及營養師

做為飲食調整之參考 。飲食控制適當與否常常關係著

患者是否能正常的生長及發育 ,不當的飲食攝取會影

響患者腦部 、身高及體重的正常生長及發育 ,患者在

就學前生活環境單純 ,因此在飲食控制上較為簡單 。

但當這些孩子們到了就學階段 ,生活範圍變大了 ,飲

食控制的難度相對增加 ,此時良好的飲食控制不但需

要醫護人員及家長的協助 ,學校老師及同儕間的協助

更是不容忽視 ,因此如果您身邊有代謝性遺傳疾病的

朋友 ,請協助他做好自我的飲食管理 ,讓我們共同幫

助他們順利的成長 。躘

冬粉 、藕粉 ‵粉圓 、藕飴 (脆圓 、蒟蒻 、糖

飴 、太白粉製品 、蕃薯粉製品 、澄粉(無 筋麵

粉)‵ 西谷米 、愛玉 、仙草 ‵蔬菜 、水果 、水晶

鉸 、涼圓、肉圓的皮 、粉條 、粉粿 、珍珠奶茶

低蛋白質米粒 、低蛋白質麵條

蛋糕 、西點 、糕餅 、甜甜圈 、麻糬 、鮮果

汁 、加糖果汁 、加糖飲料 、糖果 、夾心餅乾 、巧

克力 、冰棒 、冰淇淋 、加糖甜點   .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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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等器官腫大 U有時

痛 U若 白血病細胞侵犯至腦膜 ,則會有頭痛 、嘔吐等

症狀 。

白血病的初步診斷主要是靠周邊血液抹片 ,雖然

周邊血液抹片上不一定可見到白血病細胞 ,但合併臨

床症狀有懷疑時仍應進行骨髓檢查 。骨髓檢查為確定

急性白血病的主要診斷依據 ,檢查的目的在 :一 、依

形態特徵和細胞數目分布上做診斷 :分出急性淋巴性

白血病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二 、利用免疫學的方

法 ,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再細分成B細胞及T細胞 ,與

預後有關 。三 、染色體檢查 :某些白血病有特殊的染

色體變化 ,可用來做為診斷的依據 、預後好壞的判

斷 、緩解與否和微量殘存疾病追蹤的標誌 ,如t(9;笈 )

特稱為費城染色體 ,其預後都很差 ;t(8;21)為AM2L,

《1乳 17)為AM3〤APL)的特殊染色體變化 ;ALL的染

色體數目也可能會有變化 ,與預後也有關 。另外確定

急性白血病診斷後 ,小朋友還需接受脊髓液檢查 ,看

白血病細胞是否有侵犯到中樞神經 。

治療 :一般說來 ,病人發病時大概已有上兆1Ul2

的惡性白血病細胞 ,診斷出急性白血病時 ,骨髓內

8U%∼ 9U%以上為白血病細胞 ,正常的造血細胞反而

沒有容身之處 ,所以要先清場 ,即為引導期化療 ,引

導病人進入完全緩解 U完全緩解即是把白血病細胞殺

掉後 ,讓殘存的正常造血幹細胞慢慢長起來 ,當回到

正常量時 (骨髓內芽細胞比例少於<5%,且週邊血液

的各種血球數目和分類正常),只Π可稱完全緩解 。緩解

後 ,白血病細胞數約剩上億個 ,並未完全乾淨 ,但如

果一旦此時就停止治療 ,l∼ 2年內大部分的病人即會

復發 ,所以仍然需要繼續地治療 。不同的急性白血病

有不同的治療療程設計 。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一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為兒童最

常見的癌症 ,預後很好 ,整體的治癒率可達六成 ,標

台人醫院小兄部醫師 胡務亮

眾蘟量轚
擠一空 ,造成劣幣逐良幣的情形 。如此一來 ,骨髓就

被許多的白血病細胞所佔滿而取代掉了正常造血細胞

的位置 。在骨髓中的芽細胞若超過了3U%,則稱為急

性白血病 。許多的原因都會造成白血病 ,但絕大多數

是原因不明的 U

白血病根據臨床病程和細胞型態可分成四犬類 :

1.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ALL:最常見兒童的癌症 ,佔

所有兒童白血病約7U%U2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 ,又

叫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佔所有兒童白血病約

2U%。 3.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 4.慢性淋巴球性白

血病C∟∟:在兒童中罕見 。一般認為急性白血病的潛伏

期約只有四到八周的時間 ,發病後若不治療的存活時

間約六個月 ,發病快 、症狀明顯 、存活期短 ,所以以

前稱之為急性白血病 。現在由於醫學進步 、化學治療

的發展 ,急性白血病的治療成績進步很多 ,尤其兒童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癒已高達六成已上 。而慢性白血

病則是潛伏期較長 ,症狀不明顯 ,發病後若不治療的

存活時間可長達二至三年 ,所以稱之為慢性白血病 。

但其對化學治療的反應不佳 ,現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有新藥crl”㏑來控制 ,效果不錯 U

急性白血病的症狀都很像 ,這是因侵犯骨髓影響

正常造血和侵犯其它器官所造成 ,像感染 、發燒 、出

血 、貧血 、肝脾腫大 、淋巴結腫大 、骨痛 、關節痛

等 。白血病初期的症狀可能不明顯 ,和一般常見的兒

童疾病症狀類似 ,如食慾減退 、發燒 、疲倦 ,一開始

不容易診斷 。但幾週後則會開始有急性白血病的症

狀 ,如因正常血球減少 、不正常血球增加 ,而使身體

抵抗力降低 ,容易感染 、發燒不容易退 、或不明原因

的發燒 。因紅血球 、血小板製造減少 ,而有貧血 、出

血傾向 ,使得小朋友臉色蒼白、體力變差 、皮膚出現

瘀青 、出血點 、流鼻血 、牙齦出血等 。或者因白血病

細胞侵犯到肝臟 、脾臟 、淋巴腺 ,引 起肝 、脾 、淋巴

因白血病細胞侵犯關
﹉
叩

節或因骨髓膨脹 ,拉伸

骨膜而引起關節痛 、骨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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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標幟、染色體變化、診斷時的白血球數和年齡、

摔:雩暑讋讋量層崖

一

暑霍I環書骨言雪吾╘讋量暑
﹉治療 ,以減少不必要的鄠作用 、後遺症 ,同時保有良

到緩解 (骨髓內白血病細胞少於5%)。 一般引導期

大約四到六星期 ,9＿s%的人會達到緩解 。

2.鞏固期 :在緩解後換用不同的藥物組合來進一步摧

毀殘餘的白血病細胞 ,以求鞏固緩解狀態 。鞏固治

療是治療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

3.再引導期 :以類似引導緩解的藥物再給一次 ,再引

導期的效果 ,被研究證明可提高治癒率 。

4.維持期或繼續療法 :進入維持期時 ,治療就變得比

較輕鬆 ,小朋友也多半不用再住院 ,可開始上學 ,

共為期兩到三年 。

5.中樞神經預防療法 :兒童經緩解後 ,有兩地方易復

發 :1)中樞神經 ;勾睪丸 ,所以治療時 ,都要把中

樞神經預防療法考慮進去 。其實白血病在診斷時 ,

腦膜多多少少已有白血病細胞侵犯 ,但只有不到

1U%病童可由常規的腦脊髓液檢查診斷出中樞神經

系白血病 。所以對所有急性白血病病人都須給予中

樞神經預防療法 ,且越早越好 ‘目前是早在引導期

開始時即開始中樞神經預防療法 ,給予三種藥物的

脊髓鞘內注射 。鞏固期與再引導期中也都有再加強

給予 。預防療法使中樞神經白血病復發率不超過

5%。

6.造血幹細胞移植 :對一般標準危險群和高危險群的

病童而言 ,化學治療的成績高於六成 ,且顧慮造血

幹細胞移植時的危險性 ,通常要等到復發時才考慮

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 。但對某些最高危險群的病

童 ,由於化學治療的長期緩解機會不高 、復發多 ,

所以看有合適的親屬造血幹細胞捐贈者

一

則考慮在

第一次緩解後 ,即接受造血幹細胞移植﹉;如此治癒

三天 ,完全緩解的機會為6U-8U%,引 導緩解一般需

時16週 ,化學治療的骨髓抑制較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嚴重許多 ,併發症更多 ,須有良好的照顧 ,才能提高

緩解率 。

現在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治療原則是加強式治

療 ,通常有三種治療方式可以選擇 :1.異體親屬造血

幹細胞移植 ;2.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3.高劑量加強

式化學治療 (Ara＿c)。 目標是希望能把白血病細胞數

降到只剩上萬個 ,最後靠自己的免疫力治癒 。

異體親屬造血幹細胞移植的好處是治癒率較高
(4U-5U%),有移植物抗白血病作用可幫助殺死惡性

細胞 ,以及較低的復發率 (lU∼ 2U%)。 然而其缺點

是會有移植物反宿主反應 (俗稱反排斥)的危險 、捐

贈者配對限制 (找到親屬間捐贈者的機率<3U%),
所以只有少部份的AML病人有機會接受此種治療 。

自體造無幹細胞移植好處是沒有移植物反宿主反應的

危險 ,缺點則是沒有移植物抗白血病作用效果●可能
有白血病細胞污染 ,以及復發率較高。高劑量加強式

化學治療 :以 Ara一c為主要藥物 ,會有產生抗藥性的

考慮 ,以致對化療的反應越來越差 。目前﹉認為病人一
﹉

旦進入完全緩解後 ,就要儘埁進行加碑苹餫
的三種選擇),而且愈早做愈好 。軍於妻

蟄髐



書 田診 所 小 兒 波 尿 科 主 任 醫 師  社 元 博

小兒泌尿科近年來隨著國

內的醫學專科化發展 ,逐漸形

成一門專精之學科 。做為一個小

兒泌尿科醫師除了要有泌尿系統之專門知

識與技術外 ,更要有小兒疾病治療的全概念學識 。一

方面對小兒疾病的清楚明瞭外 ,更要有對刀↘兒病患無

比的耐心和愛心 。在這個不健全的台灣醫療制度下 ,

每一次的間診中 ,每每面對焦急的父母親 ,帶著一個

面露憂容 、哭鬧不休的孩童 ,一個醫師必須在有限的

時間內 ,正確的診斷出孩童的疾病及找出治療和解決

的方法 ,除了詳細的病歷詢問外 ,善用你靈巧的雙手

和手邊可應用的工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

舉個例子來說 ,在小兒泌尿科的門診中 ,小兒隱

睪症為小兒泌尿科醫師相當常見之小兒泌尿先天異

常 ,發生率約為足月兒3.2∼ 3.4%、 早產兒26.5∼

3U.3%。 傾聽完病症的主訴後 ,除了對小兒父母親詳

細的病史詢問外 ,門診之檢查可立刻藉由醫師靈巧的

雙手 ,觸診有無陰囊之內容物 ,甚或可觸摸到一個腹

股溝部的硬塊 。在進一步的檢查中 ,可藉由陰囊超

音波的檢查 ,顯見一個低頻回音之囊狀物 ,包含一個

略高於腎皮質回音之卵狀物 。同時間亦可藉由都 卜勒

血流流速偵測及睪丸大小之測量 ,評估此隱睪症睪丸

有無萎縮 ,甚或有無癌症腫塊之出現 ,以決定進一步

的處理方法 。

在探討小兒隱睪症的處理方法之前我們先將小兒

隱睪症作詳細之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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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常見的先天異常 ,其發生率如前述所言約為足月

產兒3%;早產兒3U%。 大部分隱睪仁乃%)在出生後

三個月內會自然下降 ,尤其是早產兒的隱睪 。幼兒成

長至一歲後 ,其平均的隱睪症比率下降為U.8∼

1.U%。 一旦睪丸未下降 ,幼兒年齡在六個月後睪丸開

始發生病變 ,隨年齡增長 ,超過15個月後其病變越趨

明顯 ;且隱睪的位置越高 ,其病理變化也越厲害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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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側之正常已下降的睪丸也會生出病變 。根據近年

的文獻報告 ,隱睪症的患者其隱睪之病理變化可能影

響患者的精子生成及生殖力 ,且其得睪丸癌之比率較

正常人類族群約高出8∼ 1U倍左右 。

隱睪症的分類 ,依據其位置之不同可分為 :一 、

腹腔內隱睪症(intra-abdUminaltestis約 1U%);二 、高

位腹股溝隱睪症㏑ghpUsitiUnUfin即 inaltype;三 、低

位腹股溝隱睪症 lUwpUsi山nUfinguin缸 tYpe(二 、三

合併約為五分之二);四 、陰囊上位型隱睪症 prescrU-

t缸 垀pe(約為五分之一)。 其他如兩側的隱睪症發生率

約為五分之一 ,且也有約 3〞4%為 消失型隱睪症

abseIlt●°stiS。 過去的研究發現 ,陰囊與腹腔的溫度相

差約為2∼4℃ ,與腹股溝的溫度相差約為1∼2℃ 。

MUUre&Q㎡ck(1呢Θ發現陰囊具有調節溫度的功能

有利於精子之生成 ,一旦睪丸位於溫度較高之腹腔

內 ,其精子之生成會受到抑制 UStfadera缸 (1兜8)所

做的研究發現隱睪症患者得到睪丸惡性腫瘤的機會較

正常睪丸約高出4∼ 1U倍 ;即使經過手術矯正後 ,隱

睪 症 患 者 仍 有 機 會 得 到 睪 丸 惡 性 腫 瘤

(Altman&M㏕ amellt,1967;Me血 n&Mencketal,1975)。

一直以來 ,對於兒童隱睪症之標準治療準則至今

仍無定論 ,在諸多的文獻討論中 ,隱睪症荷爾蒙內科

療法仍為多數學者專家視為第一線的治療模式 ,其主

要之依據論點為 (1)荷爾蒙內科療法可改善隱睪症

兒童成年後之生育力 ; (2)荷爾蒙內科療法可降低

一定程度之隱睪症矯正手術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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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獻報告 〔JUbet㎡ .,19跈 ;R的fereta1.,1986;de

MunickKeizerSchramaeta1., 1986;╮兩ζaldsch㏕ dteta1.,

l兜7;MullerandSkakkebaek,1997;Walker,1999〕  ,其

中各篇文獻報告中之統計人數 、種族 、地域範圍各不

相同 ,其所得到之結果也各不相同 。

自I9”年來 ,探討多篇文獻 ,發現了歐洲地區之

文獻 ,其隱睪症荷爾蒙內科療法之治療成功率大抵都

高於北美洲之研究 ,而比較歐洲地區之尿床小兒其荷

爾蒙內科療法之成功率 ,也相較類似於臺灣北區尿床

小兒荷爾蒙內科療法治癒數據 〔Tu.YE2U仍 〕 。比較

人種 、身高 、體重等因素後 ,自 西元Jan1999年 至

Dec2U02年 ,台大小兒泌尿科共收集了179位隱睪症兒

童 ,以荷爾蒙內科療法做為隱睪症兒童之第一線治

療 ,179位 兒童分成4組 ,分別接受人類絨毛膜促性腺

激素 (HCG)及類黃體性腺激素釋放素 (LH-RH

Ana1Ugu← Buserelin)之荷爾蒙內科療法 ,以期建立本

土隱睪症兒童接受荷爾蒙內科療法改善或治癒成功之

比率數據 ,以減少一定比率之幼兒隱睪症矯正手術 ,

避免不必要之麻醉風險及神經肌肉傷害 U

我們的研究一開始藉由收集各種形式的隱睪症兒

童 ,以其原始之隱睪位置區分為 :U=腹腔內隱睪症 、

1=高位腹股溝隱睪症 、2=低位腹股溝隱睪症 、3一下腹

股溝外環隱睪症及4=高位陰囊隱睪症 ,另定義5=正常

位睪丸 。本研究共收集179位隱睪症兒童 ,隨機分配

分成4組一第一組 :為觀察研究對照組 ;第二組 :單

獨接受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荷爾蒙內科治療 ;第三

組 :單獨接受類黃體性腺激素釋放素荷爾蒙內科治

療 ;第四組 :接受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暨類黃體性

腺激素釋放素合併治療 。研究時間為隱睪症兒童接受

治療後8至 12週評估其治療之結果 。

1砂位隱睪症兒童去除非適應條件兒童∞位 ,未

完成追蹤評估者9位 ,共完成此研究者為137位兒童

(211個 睪丸單位),其 中74位 兒童為雙側隱睪症兒

童 ,“位兒童為單側隱睪症兒童 。在單 、雙側隱睪症

兒童中對各種荷爾蒙內科治療法之成功率均遠遠大於

觀察研究對照組兒童 (單 側44.8%對 12、 5%;雙側

紗.9%對85%),在雙側隱睪症兒童中以對類責體性腺

激素釋放素治療成功率最良好 (砲.2%),遠大於單獨

接受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荷爾蒙內科治療 (聑.4%)

及接受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暨類黃體性腺激素釋放

素合併治療 (∞ .3%)之成功率 U在單側隱睪症兒童

中 ,類黃體性腺激素釋放素(Buserelin)治 療成功率為

44.4(4/9)百分率 ,約略大於人類絨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之治療成功率們.U(〞 1U)百分率 ,但兩者合併之

荷爾蒙內科治療可達到約一半之成功率(2u,5U.U%)。

線性及迴歸分析均顯示雙側隱睪症兒童及年齡較小之

兒童其荷爾蒙內科治療成功率較高 。

此研究分析之結果顯示臺灣北區隱睪症兒童對各

種之荷爾蒙內科治療均呈現良好之反應成功率 ,尤其

以對類黃體性腺激素釋放素(LH-RHAna1Ugue=

Buserelin)之治療成功率最高 ,此結果和歐洲局部區域

之高治療結果相類似 。我們建議對本土之隱睪症兒童

可採用類黃體性腺激素釋放素荷爾蒙門診治療做為第

一線之兒童隱睪症之標準治療選擇 。且對小兒隱睪症

愈早期快速之治療 ,愈可避免睪丸進一步之病理變

化 ,防止隱睪症兒童成年後精子生成及生殖力之缺陷

及降低得睪丸癌之比率 ,我們也期待能進一步建立起

兒童隱睪症之標準治療準則 ,發展可替代傳統手術治

療的荷爾蒙刺激治療 ,以減少不必要之幼兒手術 ,降

低幼兒麻醉之風險及手術神經肌肉的傷害 。

總合說起來 ,藉著以上介紹的兒童隱睪症及隱睪

症標準門診治療準則的建立方法 ,小兒泌尿科醫師如

果能藉著本身專精的智識及門診的設備 ,對一個常見

重要疾病作愈快速的診斷及盡快的治療安排 ,不僅在

治療疾病的時效上決不延誤病情 ,且利用方便而快速

的門診治療亦可大幅降低國家健保的支出成本 ,故此

一發展的趨勢 ,真是值得我們邁向雙贏的康莊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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