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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琪月要 目 墜θ 言忍識新生兒的周產期窒息 甚券 交織重趣與希望的波士頓兒童醫院 (中 )

蟌 從氣喘糸巰毹炎醫院空間轉化一陑 聞鹼 為們滁 鼩抉細細 鯆 aCk

娞層 兒童醫院籌建捐款芳名錄

“
窒息(asphyxia)”﹉﹉這個字是源於希臘字

Ψ”zein,意指
”
脈搏停〦

”,因為吸入的空氣

中缺乏氧氣 ,造成生命的中止 。胎兒在母親子

宮中並不需要自行呼吸 ,而是靠臍帶與胎盤和

母親的血液作氣體交換 。當胎兒與母體間的氣

體交換在生產前後因為某些原因受阻 ,造成胎

兒血氧低下 、血中二氧化碳濃度升高 、與代謝

性酸血症的情形時 ,稱為
“
周產期窒息(peri＿

nat㏕ asphyxω
”
。因為它會造成新生兒暫時性

的腦病變 ,甚至產生永久的神經學後遺症 ,是

足月兒腦傷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有必要對它加

以認識 ,以期能事先預防及適當處理 。

根據美國小兒科醫學會與美國婦產科醫

學會的定義 ,當新生兒出生後出現以下特徵

時 ,便認為有周產期窒息的發生 :(一)胎兒臍

動脈血或新生兒出生後的動脈血有明顯的代謝

性酸血症(pH值小於7.U);(二 )五分鐘的Ap驆r

分數仍然小於或等於3分 (正常新生兒至少應

蠢人選暨計臣搽已↗║↘步菁t都群爭爭f主L步椿L構:║

林 明弘醫 師 謝 數勳醫 師  謇 6白 年醫 篩

用 弘傑醫 師  陳縴儗 醫 師

有7分 );(三 )出 現抽筋 、肌張力低下 、昏迷

或缺氧缺血性腦病變等神經學症狀 ;(四 )出現

多重器官系統的功能異常 。

造成周產期窒息的原因很多 。分娩本身便

可能因子宮收縮改變胎盤至臍帶的血流 ,而造

成胎兒窒息 。其它常見造成周產期窒息的原因

有 :(一)臍帶被壓迫 、脫垂 、打結或有血栓造

成血流中斷 ;(二 )母親有高血壓 、低血壓 、或

子宮異常收縮 ,使胎盤血液灌流不足 ;(三)母

親有貧血或心肺疾病而使血氧不足 ;(四 )胎盤

功能不足 、前置胎盤或胎盤早期剝離而影響氣

體交換 ;(五)胎兒出生後無法完成肺部充氣及

心肺循環的轉換 。而母親有感染(如羊膜炎)、

糖尿病 、紅斑性狼瘡 、藥物濫用 、多胞胎 、早

產 ,或胎兒本身有感染 、先天異常或畸型 ,也

是可能的危險因子 。由此可知 ,周產期窒息可

以肇因於母親 、胎盤或胎兒本身的因素 ,也可

以發生在生產前 、分娩中 、或剛出生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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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胎兒或新生兒剛發生周產期窒息時 ,會

藉由自我調節能力使血流重新分布至心臟 、腦

部與腎上腺等重要器官 ,使呼吸增快 、心跳加

速 ,心輸出量代償性增加 ,血壓升高 。隨著窒

息時間增加 ,出現原發性呼吸暫停 ,低血氧 、

酸血症及高二氧化碳血症惡化 ,使腦血管細胞

受傷壞死 ,而失去自我調節的功能 ;大腦血流

隨著嬰兒血壓高低而波動 ,造成大腦缺血或出

血的危險 。隨後可能出現幾分鐘的深喘(gasp∼

ing)繼而陷入次發性呼吸停止 ;心跳逐漸減

慢 ,心輸出量減少 ,血壓降低 ,大腦血流量隨

之減少 ,造成腦部損傷 。窒息結束後 ,大腦缺

血區域可能因重新獲得血液灌流而出血 ,也可

能因缺血時廣泛腦細胞壞死造成的嚴重腦水腫

而仍然無法獲得血液灌流 。對於中樞神經的傷

害 ,多發生在大腦白質的地方 ,其中足月兒多

半是在三條大腦動脈彼此交界的分水嶺附近

(watershedarea),而 早產兒則多發生在腦室周

圍的大腦白質 ;另外 ,基底核及丘腦也是容易

受傷的地方 。極度嚴重的病人 ,連腦幹也可能

受損 。

此外 ,其他器官也可能受影響 。如在心血

管系統方面 ,會出現低血壓 、心衰竭 、心肌壞

死等現象 ;腎功能受影響時 ,會有小便減少 、

血尿 、蛋白尿甚至腎衰竭現象 ;肝功能受影響

時 ,有黃疸 、肝指數升高 、凝血功能異常等 ;

腸胃道可能蠕動功能不佳甚至壞死 ;肺部可能

出現呼吸窘迫 、肺出血或持續性肺高壓等等 。

大部分在子宮內即遭逢缺氧缺血的嬰兒 ,

其實出生後並沒有明顯的神經學症狀 。若出生

後很快出現神經學症狀 ,常代表嬰兒於產程中

發生窒息現象 。這些症狀包括 :抽筋 (特別是

出生後留小時內 )、 呼吸暫停或型態異常 、不

正常的姿勢或動作 、吸吮困難 、容易驚悸句i一

teriness)等 。當母親感覺胎動減少 ,或接上胎

心音監視器後發現胎兒心律過快或減慢 ,即意

味胎兒可能正陷入缺氧缺血的窘迫狀態 。此時

婦產科醫師通常會進行緊急剖腹手術將胎兒生

下來 ,以進行急救處理 。而即使產前正常 ,若

胎兒一出生即呈現呼吸暫停 ,必須立刻進行急

救 。處理原則包括 :可能需插管接呼吸器以維

持嬰兒適當的換氣與氧氣供給 ,避免血中二氧

化碳及氧氣濃度過高或過低 ;給予輸液及升壓

劑以維持適當的血壓及血液灌流 ;矯正代謝性

酸中毒 ;維持血糖正常 ;控制抽筋的發作 ;適

度限水以避免腦部水腫等 。另外 ,有一些治療

可能有保護神經 、減輕或預防腦部損傷的作

用 ,如硫酸鎂 、黃嘌呤氧化醯抑制劑 、興奮性

胺基酸拮抗劑 、鈣離子通道阻斷劑等藥物 ;避

免使用純氧進行急救 、適度降低體溫及頭部冷

卻等 。

根據國外統計 ,足月兒因周產期窒息造成

缺氧缺血性腦病變的發生率約為每一千名活產

數中有二至九位 ,整體死亡率約一成 ,大部分

的存活者不會有太嚴重的後遺症 。若是最嚴重

者 ,死亡率可高達八成 ,存活者則常有腦性麻

痺 、發展遲緩 、視覺聽覺損傷或痙攣等神經學

後遺症 。臨床醫師根據小朋友出生後各器官功

能受損情形與恢復的時間 、神經學症狀嚴重程

度與持續時間 、抽筋發作早晚與控制的難易 、

腦部超音波或磁振造影檢查的發現 、經顱彩色

超音波所測得的腦血管血流型態 、腦波型態與

回復正常所需時間等資料 ,可能有助於預測日

後出現永久神經學後遺症的機率 。值得一提的

是 ,只有約五分之一的腦性痲痺患者是因為周

產期窒息所致 ;而在所有的周產期窒息嬰兒

中 ,只有一成多日後成為腦性痲痺患者 。因此

這兩者之間並不能畫上等號 。

總而言之 ,周產期窒息是發生於生產前

後 、足以威脅胎兒生命並造成永久後遺症的一

種危症 。唯有產婦能定期接

受產檢並保持警覺 ,婦產

科醫師能及時發現並給

予正確的初步處理 ,加

上新生兒科醫師 、小

兒神經科醫師與小兒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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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人醫隨小兒都鼭籃胸緞加讓醫學科 ﹉出走醫師

公共藝滫轟家 陳麗婷

通往二樓的樓梯設置較低的抹欄.方便小朋友

使甪(照片一)。 而天花設置彩色螢光華飾﹉單富整

個空間的感覺(照片干 、照片三)。 在二樓走遣的天

花板高低錯落處 ,有一匹兒童樂園常見的白色旋轉

木馬掛在樑上 ,引發大家自想遊玩的歡樂時光(照片

四)。 廊道右邊 ,有一支機械零件緝成的小蜈蚣(照

片五);而在電梯門的上方 ,則懸掛

一

隻透明﹉紫色蝴

蝶穿著美麗的衣裳(照片六)‘ ﹉自然活婆的蝙蝠 ,則

﹉將空申牆上增添動感(照片七)一    ﹉﹉
﹉ 波士頓兒童醫院是由許多複雜的建築物相連而

成 ,他們利用每棟建物的首個字母 :配合設計每棟

建物的代表形象符號與顏色 ,將原來複雜難記的方

位 ⋯變得輕鬆自然(照片八)。 同時他們相當重視安

全與急救的時效性 ,所以在公共空間設置急救用物

(照片九)。
    ﹉

二樓有設置小舞台的表演區 ,經常舉辦各種藝

術表演與兒童及家庭的參與式活動 。表演區旁的牆

上有展示 『給酷小孩的藝術』体rtfUrKUUl斑 ds)活

動的說明櫥窗與成果展現(照片十)-    ﹉

牆面有一個圖案會隨時間變化的燈箱 ,名 為
『俯瞰』(Seei㏒ BelU如)(照片十一 、照片十

=),說
明牌上寫著 :「 你看到鳥龜在移動嗎 ?」

一

展現著

物換星移的趣味 。是 『給酷小孩的藝術』活動在

2UU4年的活動成品 。

二樓往門診的走廊 ,有一組作品是 『世界動物』

(照片四 )

(照片

一

)

(照片二 )

(照片八 )

(照片五 )

(照片六 )

〔照片七 )

(照片九 )

(照片十 )
(照片十一 ) (照片十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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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 鈕UundtheWUrld),材質主要是絨布及其

他布料或零件 ,由藝術家指導波士頓兒童醫院病

童製作的參與式作品(照片十三)。 而一個以非洲

為主題的木製淺浮雕 :名為
『非洲探險』(A㏑can

Adventure)(照片十四)。 旁邊說明牌 ,以簡圖標

示出小小的木雕畫面有多達巧種非洲動物 ,讓小

朋友可以尋找 、認識非洲動物 ,兼有互動學習之

趣味 。

在二樓旁邊轉角空間是
一

個裝置藝術作品 ,

『自己動手水族館』(DUⅡ YUL)fselfAquarium)(照

片十五),不叮用把手與齒輪 ,可以轉動裡面的雕塑

物件 ,自 己讓水族動起來 ,常見孩子與家長在旁

玩得不亦樂乎 ,暫時忘掉病痛 。

二樓一處行政辦公室的矽酸鈣板天花 ,則拆

下好幾個 ,請住院兒童用蠟筆作畫後再裝回(照片

十六 、照片十七 、照片十七之一),將上班緊張忙

碌的氣氛 ,伴隨著童稚快樂的影像 ,頓時壓力減

低不少 ,也會更努力 ,因為他們知道 ,自 己是為

這些孩子而努力的 。

三樓影像醫學科的走道透明玻璃牆上 ,他們

特意陳列一些模擬醫學影像的片子 ,將泰迪玩具

熊 、大貝殼 、果汁機與聽診器等日常生活或醫療

用品 ,利用X光拍攝透視的方法 ,幫他們拍X光

片 ,形成一個與眾不同的醫院創意展示牆面(照片

十八至照片二十二)。 他們將整個候診空間佈置

得很有親和力(照片二十三至照片二十五)。

蕃緊

(照片十九 )

絪 箄搬 枰
是公共藝術專家陳惠婷 ;其餘是呂立醫師所攝 。﹉﹉﹉﹉﹉﹉﹉ ﹉﹉

(照片十四 )

(照片十五 )
(照片十六 )

(照片十七之一 )

(照片十八 )

(照片十七 )

攠

(照片二千 )

(﹉照片二十二 )
(照片二十四 )

(照片二十五 )(照片二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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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醫﹉師 ,拿起冰冷

菠瞥‥﹉之後∴﹉護士再用一營
相﹉當粗的﹉針筒為﹉我注玾窢又是

一

陣冰涼進入我的血

營●﹉薖本﹉久﹉莪南始大﹉痎羅萊:.l了很多痰,胸悶的
情況終於緩緩抒解﹉了開來 ;但肆那些嘔吐的感覺 ,很

不好受 。

從小我就一直很怕去急診 ,因為踏進急診室之後

的不舒服過程 ,我都可以感受得到 。在擁擠的空間

中 ;一方面覺得很丟臉 ,一方面呆坐著等SUUCC的點

滴注射完畢 ,真是超級煩人 ,眼睛望去的都是布簾 ,

耳朵聽到的是病患唉哼聲 。有時 ,有必須去上廁所 ,

推蓍點滴架 ,更是難堪 。而住院呢 ?更慘 。感覺上相

當於是坐七 、八天的監牢 ;醫院真是中個令我百感交

集的地方。

有一篇刊登在網路上的國外文章 ,提到醫院空間

的設計 ,應該變成一處明亮溫馨的健康超級市場

β°mmun工中 SupefmarketfUrhealth),提 供人來此尋

找 、獲得健鼾 如果醫院空間有如百貨公司般的色彩

繽紛●充滿禮物的祝福與喜悅 ,那走進醫院時 ,感受

到帥黶力斖宋會不一樣 。
﹉近十年來‥醫院空間環境之特殊設計與藝術化改

造﹉﹉自是英●﹉美

一

由本韓國醬院的薪趨勢﹉。醫療的焦

點﹉從蒝先只關注精良先進的儀器與醫術精明﹉的醫

師﹉擴大到提供減壓與愉悅的環境 ,以增進病患自身

復原的能力 。來自日本的公共藝術專家說 ,因為醫院

評鑑制度申的項目 ,包含了藝術化設施的項目 ,現在

日本各醫院中幾乎都有藝術品的存在 。而台灣多數醫

院 ,目 前還 停留在放複製畫與油畫海報的階段 。

在英國 ,許多醫院都雇用全職或兼職的藝術顧

間 ,來為醫院饑 ll朗譏詩歌 、舉辦節期表演活動 、在

醫院安排小型畫展 ;也為住院病患提供繪畫活動 。並

且 ,這些英國醫院的驢術品與藝術活動經費 ,並非來

間 ,陶瓷牆面呈現了寫實的藥用植物的花﹉朵枝葉 ﹉觀

看這植物 ,彷彿那抒解疼動的薄﹉荷氣味飄散了出來 。

空間改造後的評估 ,效果還相當好勒 。

電腦斷層掃瞄是醫院中檢查﹉經常有的項目 ,當我

第一次獨自進入診間 ,冷氣空調加上儀器的顏色 、移

動的進入隧道的感覺 ,好像

一

陣寒流向我撲來 ,實在

令人非常緊張 、害怕 。事後才知這不過是個三分鐘的

檢查 。在 日本國立育成兒童醫療中心 (NatiUna1

CenterfUrC㏑dHealthandDevelUpment)將 電腦斷層

掃瞄儀器 ,轉化成甜甜圈的色彩 ,真是體貼兒童病患

的心啊 。在醫院中的孩童哭聲 ,常常令人不忍 ,而透

過藝術品與小小的互動設施 ,是可以適當轉移其恐懼

心理的 。狗醫師與小丑活動美國兒童醫院已經是行有

年的固定活動 ,彈吉他為病人歌唱的活動在英國醫院

的病房 ,也已經開始展開 。

〈納尼亞傳奇〉在台灣剛剛上演 ,我在一家醫院

的大廳看到一個壓克力塑膠展示盒 ,陳列著獅子 )女

巫 、魔衣櫥⋯⋯ ,故事情境吸引著我 ,完全忘記是站

在醫院中 。如果

兒童醫院的大廳

裡可以有水族箱

與金魚 ;牆面上

有挪亞方舟的可

愛動物 ,加上小

熊維妮與粉紅

豬 ,或許能 讓

醫院的氣氛轉變

成溫馨快樂的氛

團 ,不 是很棒

丐雷? 公
〝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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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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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Π2 蔡榮芳 、蔡秉融 Π,UUU 9〃┐U/3Π 蘇文安 :rUU。

9〃9/I2 郭曉璇 2rUUU 9〃Π┐挖  徐凱恩 ↓UUo瀰
94/9/I3  )番翊2當凱 2UU 9〃Π┐/S 龔謙星

●〞9/π3 陳錫德 5UU

5UU

9〃ΠΠ/S 葉美珍

9〃┐Π/S 龔姿穎9〃9/Π3 鄭月雲

94/9/I3  陳福｝育七 5UU 94/ΠΠ/S 龔姿勻

9〃 9/Π3 陳福宏 5UU 9〃┐Π/S 龔紀素卿

94′9ˊΠ5 鐘明義 ΠtUUU 94/┐Π/4  吳昕划洽

9〃9/︳° 李有廷 2tUUU 94/┐Πu 黃清顯

94/9/99 林麗玉 ┐UtUUU 叫 /:Π/B 林麗玉

94ˊ9泛6 李美惠 ┐tUUU 94/∥/94 潘翊自1

9〞9/3U 賴建樺 2UU 94/IΠ/15 羅禹翔 ︳tUU。

94/Π

。

/4  享Π瘳堯丑琁 2tUUU 9〃I:趁I 林鈺淳 、林鈺翔 IU,UUU

9● 〕́Uu 卓玉蘭 ↓5UU 94/ΠI/24郭曉諭 2t3U。

鐸
多

年

發 行 人 :林凱信

總 編 輯 :林凱信

本期執行編輯 :謝武勳 、呂立 、張重義 、謝易達 、陳慧如

編輯顧問 :呂鴻基 、王作仁 、蘇 喜 、張金堅

編輯委員 :(依姓氏筆排列 )

主主科 、王廷明 、江伯倫 、宋維村 、李秉穎 、李旺祚 、

吳美環 、呂 立 、林東燦 、林隆光 、林芳如 、周玲玲 、

范守仁 、范圭玲 、胡務亮 、張重義 、曹永魁 、陳燕惠 、

陳世乾 、郭夢菲 、黃立民 、黃金蓮 、黃秀敏 、黃桂芬 、

許巍鐘 、游素碧 、曾勤媛 、彭信逢 、蔡文友 、廖華芳 、

賴鴻緒 、謝正宜 、慮孟佑 、戴仰霞

發行所 :臺大兒童醫院簽備處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7號

電  話 :°2)”83珍η7   傳 真 :lU2)” 31-34U2

E-m缸lntuchpo@ha.mc.ntu.edu.tW  歡迎索取通訊及更正郵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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