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囊麊軍暴離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1668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71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阿 弗色

騩 巔鞿
昭楚鼬

瑰

本 期 要 目
譺彩 飣 籚

的療蚱 兒童癌症的

情鬞鍾    例行性腰
螒
γ
珒

閘辦小兒用藥持續教育課程

小兒疫苗

每隔半年 ,在人潮還未聚集的清晨門診長廊 ,

一定會坐著快樂的爺孫二人 ,等待者燈號第一個報

到 ,空氣中漂浮著充滿歡樂的老少話語 。

記憶畫面快速回到多年以前 ,五歲的小強 ,在

幼稚園玩耍過程中 ,不經意地總是腳步歪斜 ,也不

搶午後可口的點心 ,愁苦的一個人蹲在角落 。老師

很快注意到小強的不尋常 ,將頭痛不止的他送往醫

院 。焦急的爺爺爸媽火速趕到急診室 ,面對難以置

難以割拾的療效

臺大醫曉﹉小車瘤﹉醫學告β放射腹瘤科 威佳 寁醫師

逐漸復原的他 ,又恢復了往日的活力 ,東奔西跑惹

人憐愛 。手術後檢查結果証實了小強罹患小腦髓母

細胞瘤 ,在開刀切除後仍要進行加強性放射治療和

化學治療 ,以確保癌病不再復發 。

小強在精密的電腦斷層定位和詳細規劃設計

下 ,順利開始了放射治療﹉,由於放射治療是每天固

定時段 ,進行繟分钂申琴光照射 ,每禾┬本共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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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在過去幾十年間 ,是並列於外科手術

與化學治療之外的癌症治療鐵三角之一 ,它的原理

是利用高能X光 ,在精準的影像導引定位下 ,將放

射線導入腫瘤部位 ,並以放射線能量造成癌細胞死

亡 。放射治療一般採取分次治療的方式 ,以每日進

行數分鐘的照射在週一到週五進行數週的療程 U由

於放射治療屬於局部的治療型式 ,所以伴隨治療產

生的副作用 ,也僅在照射區域出現 ,並不會如化學

治療一樣 ,有全身性嘔吐或食慾不振的問題 。

放射治療的副作用 ,可分為一定會出現的急性

反應 ,與僅在部分病人出現的長期反應 。前者是在

療程進行中逐漸累積劑量的作用而發生 ,正如小強

在放射治療中 ,照射區域皮膚的發紅反應 ,和照射

腦部的掉髮反應 。急性反應在療程結束後 ,也一定

會消退復原 。長期反應則是被照射組織的不可逆反

應 ,因此這類副作用也最令醫師和家屬關心 。放射

線對分裂速度快的細胞殺傷力較大 ,這也是放射治

療可以選擇性殺死分裂快速的癌細胞而使腫瘤消

失 。然而兒童不茼菸成人之﹉處 .在菸其多﹉穜身體組

能在不影響療效的前提下 ,若是能以化學治療的較

長療程 ,來延後放射治療到智力與骨骼發育完成階

段的話 ,是會做這樣延後的調整 ,儘管如此 ,放射

治療仍在兒童腦瘤 、白血病 、惡性橫紋肌肉瘤 ,腎

臟母細胞瘤等癌病的治療組合中 ,扮演不可或缺的

角色 U

小強驚險渡過生命中的一劫 ,在先進醫療的幫

助下 ,成功克癌 ,卻也必須面對這難以割捨的痛 ,

智商稍低及身高略矮 。生命的價值或許不在絕頂總

明 ,或是身材挺拔的形象 ,生命的驚奇更是寄託在

這個孩子仍平安留在父母身邊的點點滴滴 。面對兒

童癌症放射治療的魚與熊掌 ,每每讓醫療團隊思索

再三 ,也期待未來的醫學進步能擺脫這個猶豫 。
縝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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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肛症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肛門和腸道之間

的泄殖腔膈沒有消失 ,以致於腸道沒有外通 。依照恥

骨與尾骨所形成的連線我們可以將無肛症分成低位 、

中位 、以及高位三種形式 。

腰薦脊髓粘連症候群是在脊髓發育的過程中 ,

脊髓末端一稱為
「
脊髓圓錐」的構造 ,被固定 (粘連 )

在較正常為低的位置 。常見的原因包括短而肥厚的終

絲或終絲月旨肪瘤 ;部份原因是脊膜內的脂肪瘤 ,另外

還有脊髓脊膜膨出或是月旨肪脊髓脊膜膨出造成的粘

連 。脊髓粘連的結果可能造成神經 、泌尿 、以及骨骼

系統的症狀 。神經學上的症狀常見下肢無力或是知覺

消失 ;泌尿系統則可能出現排尿障礙 <反覆性泌尿道

感染或是泌尿系統積水導致腎臟功能缺損 ;骨骼系統

則可能出現下肢變形 、脊柱側彎等情形 。

研究報告顯示遠端脊椎的異常和生殖泌尿系

統 、直腸肛門附近的結構異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主

要是因為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神經管 、泄殖腔 、以及

腸胃道的形成及分化都在懷孕後4-7週 之間進行 ;而

這三項構造距離非常近 ,因此三者之間的異常可能伴

隨出現 。可惜的是 ,受限於病例數較少 ,缺乏一個較

大規模的報告 。以下是幾份國外學者的研究報告 :

一 、印度Natar苟 an醫師在19”年統計81個直腸肛門異

常的病例 ,發現17個病人 (21%)在薦部有脊椎骨發

育異常的情形 ,其中12個病人 (15%)有神經缺損 ,

8個病人 (1U%)有脊髓發育之異常 。二 、日本S飩U醫

師收集29個直腸肛門異常的病人 ,其 中4個病人

(14.8%)合併腰薦脊髓粘連症候群 。NaUmi醫師研究

美國華盛頓特區“個無肛症的病人 ,發現高位型的41

皛鑫鏷遂巔曌外
雥﹉件腰薦椎磁振造影檢查

臺大醫院 ′︳、兄神經外科 郭 奏菲醫師  ﹉

個病人中 ,有 1l人 (38%)併有腰薦脊髓粘連症候

群 ;笈個低位型的病人 ,有 l1人 (5U%)併有腰薦脊

髓粘連症候群 。他們認為雖然一般認為高位型的無肛

症比較容易伴隨腰薦脊髓粘連症候群 ,但他們的統計

顯示低位型無肛症的病人 ,併發腰薦脊髓粘連症候群

的機會並不比高位型來的低 。

臺大醫院自2UUU年至2UU4年有ω個無肛症的病

例 。近兩年來在小兒外科與小兒神經外科之合作下 ,

有13例做腰薦椎磁振造影檢查 ,其中ll例 (佔 85.7%)

有腰薦脊髓粘連 ,屬於高位的有7例 (“ .7%),其餘4

例為低位者 (筘.3%)。 其中1U例接受去粘連的手術 ,

平均手術年齡為兒.4個月大 。術後都沒有新的併發症

發生 ;其中有兩例在術後原有之反覆性泌尿道發炎獲

得改善 ,其餘病例皆維持原來無症狀狀態或維持原已

產生之神經學症狀 。由於本院的統計集中在近兩年之

病例 ,可能高估無肛症與腰薦脊髓粘連症候群之合併

率 ,然而二者合併存在之可能也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

建議有直腸肛門異常之患者 ,應接受腰薦椎磁振造影

檢查 ,以了解臺灣無肛症患者合併脊髓粘連之機率 ,

並期望早期進行預防性的去粘連手術處理 ,減少未來

出現永久性神經損傷的情形 。
廠

一位五歲之無肛症男童因先天

性脊膜內脂肪瘤造成脊髓圓椎

被粘連在低於正常之位置 (腰

椎第一 、二節之間),而出現足

部變形 、反覆性泌尿道感染與

腎臟積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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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人醫院藥劑 都 ﹉癡 幙 榮藥 師

為配合臺大醫院兒醫大樓啟用後 ,對兒童全方

位的醫療照護將更邁進一大步 ,藥劑部特別為加強藥

師對於小兒疾病的治療與用藥的認識 ,並與其他醫院

及社區藥局的藥師進行知識的分享 ,於今年四月二十

三日舉辦了一系列有關小兒常見疾病之診斷與治療的

教育課程 。此次課程共吸引了近18U位醫院及社區藥

局藥師參與 ,此外 ,還有一些醫師及護理人員聽眾 。

當天早上八點鐘於臺大醫學院5Ul教室準時開

講 ,並利用視訊設備與臺大醫院雲林分院進行連線 ,

分院的藥師可在雲林同步聆聽課程並取得教育學分 。

據臺大醫學院資訊組同仁告知 ,該單位第一次利用此

資訊設備進行連續長達九小時之持續教育課程 ,可謂

為創舉 。藥劑部陳燕惠主任表示 ,將繼續採取此連線

模式 ,作為臺大醫院各院區或分院藥師接受藥學教育

的知識分享管道 ,未來還考慮擴及中南部與其他醫療

體系合作進行藥師教育課程 。

本次課程以小兒用藥為主軸 ,將醫療診斷及藥

物治療作一系列的介紹 。內容一開始安排藥師介紹

「
小兒用藥面面觀」,對於因小兒處於發育與發展高峰

期 ,而在用藥上需注意的事項作一先導性說明 ,接著

由醫師介紹
「
小兒常見皮膚疾病之診斷與治療」,以

臨床經驗說明小兒皮膚疾病 ,而藥師接著介紹
「
小兒

常見皮膚疾病之藥物治療」,以藥師觀點就皮膚疾病

的藥物製劑劑型及治療部分作詳細說明 ,之後安排

「
小兒疫苗接種」課程 ,由藥師向學員說明疫苗的分

類 、施打時間及施打時注意事項 。下午的課程則以小

兒感染 、過敏為主 ,醫師介紹
「
/j\兒常見感染疾病之

診斷與治療」,藥師就
「
小兒常見感染疾病之藥物治

療」補充說明臨床上藥物治療的經驗 ,接下來醫師以

「
小兒常見過敏疾病之診斷與非藥物治療」為題 ,對

於目前新的治療過敏疾病藥﹉物作詳細的介紹 ,而由藥

師介紹
「
小兒常見過敏疾病之藥物治療」,以氣喘之

用藥為主 ,就如何使用吸入齊1型藥品與如何衛教作非

常詳盡的說明 。

講師部分 ,包括皮膚部戴仰霞醫師 ,小兒部陳

中明醫師 ,小兒部楊曜旭醫師及藥劑部的林麗真組

長 、責織芬藥師 、連恆榮藥師 )張香瑩藥師及陳映蓉

藥師等強棒 ,所有師資皆是一時之選 。雖然課程緊湊

將近九個小時 ,對於學員之體力是很大的挑戰 ,但因

課程內容及師資的安排米青彩 ,幾乎所有學員都至課程

結束才離開 U

大多數學員相當滿意本次課程內容的安排 ,覺

得受益良多 ,但因時間的限制 ,本次教育課程內容只

能涵蓋刀\兒用藥的一部分 ,部分學員反應希望能將上

課時間延長為兩天 U陳燕惠主任表示 ,此次小兒用藥

教育課程只是個開端 ,未來配合兒醫中心的發展重

點 ,將對其他小兒相關疾病及用藥再舉辦持續教育課

程 。而視訊系統的利用讓遠在中 、南部的藥師能透過

螢幕接受同步教學 ,使我們臺大醫療體系下各分院的

醫事同仁能夠因而提昇專業知識之水準 。.鑫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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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藥酸 β 黃繳芬藥師

小兒疫苗接種是建立嬰幼兒免疫能力的重要工

作 ,嬰幼兒及兒童因免疫系統發育尚未完全 ,抵抗力

較弱 ,易遭受感染 。為預防嬰幼兒及兒童罹患重大傳

染病及感染之後遺症 ,預防接種是最直接且有效的方

法 ,因此 ,臺灣自19SU年起衛生單位陸續實施各種預

防接種工作 。現階段臺灣防疫策略列為常規接種之疫

苗包括卡介苗 、小兒麻痺 、B型肝炎 、麻疹 、日本腦

炎 、白喉/百 日咳/破傷風混合 、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

混合及水痘等疫苗 。經由疫苗的使用 ,已使得多種傳

染性疾病之罹患率及死亡率急速下降 ,也使國民健康

獲得保障 。

疫苗種類

疫苗根據是否仍然保留原來病原的活性 ,可分

為活性滅毒疫苗 aive疵tenuatedⅦ ccine)與非活性疫

苗 mlledⅦccine)兩大類 。目前已有的活性減毒疫苗

包括卡介苗 、口服小兒麻痺疫苗 、麻疹疫苗 、德國麻

疹疫苗 、腮腺炎疫苗 、水痘疫苗等 。此類疫苗經過滅

毒的製造過程 ,但仍保留病原體活性 ,打入人體以後

能夠自行增殖而引起免疫反應 ,但通常不會致病 U因

此施打此類疫苗就好像是得到了輕微的自然感染 ,可

提供較好的抗原反應 ,引起的免疫效果也比較持久 ,

通常只須施打一劑即足以產生足夠的抗體 。這類疫苗

最主要的缺點在於可能會引起類似自然感染的病症 ,

安全性顧慮較大 。此外 ,活性疫苗比較容易被外來抗

體中和而影響到它們的效力 。

非活性疫苗一般可再細分為四類 ,包括 :

死的去活化疫苗一A型肝炎疫苗 、日本腦炎疫苗 、注

射小兒麻痺沙克疫苗 、流感疫苗 、

全細胞型百日咳疫苗等 。

單 位 疫 苗一B型肝炎疫苗 、非細胞型百日咳疫

苗等 。

毒  素一白喉類毒素 、破傷風類毒素等 。

醣 體 疫 苗一b型嗜血桿菌疫苗 、肺炎雙球菌疫

此類疫苗一般製備較容易 ,但缺點在於其免疫

效力較低 ,通常需要反覆注射多次 ,且無法持續很

久 ,因此多數需要追加接種 。因其效果較差 ,通常會

加入佐劑(a由uvant),以提高免疫反應 。

疫苗投予方式

疫苗的注射方式 ,因種類不同而有所差異 ,一

般皮下注射較肌肉注射有較好的免疫效果 ,但含佐劑

之非活性疫苗 ,因顧慮其局部腫痛及炎症反應 ,必須

採肌肉注射 ,活性減毒疫苗則採皮下注射為宜 ,卡介

苗建議以皮內注射 ,小兒麻痺沙賓疫苗則為目前唯一

採口服接種之疫苗 。

疫苗接種時程

類

多

鷙
坪

瓥

幸 選 賢

邍

          :一

常規預防接種時間表

出生留小時內 B型肝炎球蛋白 一齊l

出生2小時後 一劑

出生滿3-＿S天 B型肝炎遺傳工程

=出
生滿1個月 B型肝炎遺傳工程疫苗

出生滿2個月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疫苗 ｜

｜小兒麻痺口服疫苗

出生滿4個月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疫苗

B型肝炎遺傳工程疫苗

白喉百日咳破傷風疫苗

小兒麻痺口服疫苗

出生滿1年 3個月

(每年3至5月接種)

小兒麻痺口服疫苗

日本腦炎疫苗

出生滿1年 6個月
小兒麻痺口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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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之常規疫苗接種 ,自 九十二年元旦以後

出生且滿12個月以上幼兒 .則同時提供免費之水痘疫

苗接種 6此外還有非細胞型百日咳白喉破傷風疫苗 、

6型嗜血桿菌疫苗
(肺

炎雙球菌疫苗 、A型肝炎疫

苗 、五合一混合疫苗及六合一混合疫苗等可供自費選

擇性施打 。

延遲接種或不明接種之處置

發生延遲接種情況時 ,不須重新施打 ,只須在

固定間隔繼續打完未注射疫苗即可 ,但口服沙賓疫苗

先前接種少於三劑 、日本腦炎疫苗只接種一劑者 ,則

視同未接種 ,須由第一劑重新施打 。若對於接種情狀

不清楚時 ,也視為未接種需重新施打 。若接種對象為

大於7歲以上孩童及青少年 ,不可給予白喉百日咳破

傷風疫苗(DTP或DTaP),而應施打滅量白喉破傷風疫

苗(dT)或減量白喉減量非細胞型百日咳破傷風疫苗

(dTap)。

不良反應

疫苗接種常見的不良反應多為局部性反應 ,包

括注射部位疼痛 、發紅 、腫脹 。全身性反應則為發

燒 、倦怠及不適感等 ,一般症狀只會持續一 、二天 ,

若有發燒症狀時只要給退燒藥即可 ,但在退燒藥的選

擇上 ,阿斯匹林與類似的水楊酸製劑可能引起雷氏症

候群 (ReyesyndrUme),應避免使用 ,而選用其他種

類的退燒藥 ,若發燒持續三天以上則應儘速就醫 。另

外過敏性反應也偶會發生 ,一旦發生可能會危及生

命 ,因此一般建議疫苗施打後應在醫院觀察至少三十

分鐘●萬

一

產生嚴重過敏反應 ,以便即時處理 .﹉

禁忌症 ﹉

一般原則為先前曾對疫苗或其任何成份發生嚴

重不良反應 ,或急性發燒性疾病患者 ,因不易作疾病

與疫苗接種反應之區分 ,不建議施打疫苗 。活性減毒

疫苗則不建議用於免疫不全與正接受免疫抑制治療的

病患 、惡性疾病患者 、懷孕婦女 、嚴重營養不良及接

受免疫球蛋白治療三個月內 ,接受靜脈注射高劑量免

疫球蛋白十一個月內 ,也不宜注射活性滅毒疫苗 ,且

活性滅毒疫苗注射後二週之內 ,不宜接受免疫球蛋白

治療 。

疫苗接種可以有效預防多項傳染病 ,也是公共

衛生工作中最具成本效益的投資 ,臺灣自195U年起陸

續推動多項疫苗預防接種 ,使得多項危及國人生命的

傳染病陸續受到控制或消失在歷史軌跡中 ,19田年起

大規模的B型肝炎疫苗注射 ,已經使國內兒童的慢性

帶原率下降到百分之一左右 ,肝癌發生率明顯下降 ,

也成為國際上矚目的成果 。

隨著科技的進步 ,疫苗的發展也不斷突破 ,除

傳統的口服及注射劑型外 ,鼻噴型等新給藥劑型也陸

續研發中 ,較少副作用的非細胞型 、基因重組型疫苗

也將取代舊有製劑 ,新的混合疫苗也陸續上市 ,對於

降低醫療成本 、減少嬰幼兒打針次數及提高預防接種

率應有相當的幫助 ,未來疫苗發展勢必更安全 、方

便 、有效 ,可為嬰幼兒健康
作

更好的把關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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