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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主 題 i?鼆 奶蒯 哇齒禹齒的夢魘
巔

難 勸 山礅 B何面對兒女的異｛立性皮戲 卸

尊擰 保濕做好肌膚才能水忌當噹 齹齇 淺談新牛兒中樞性換氣不足症候群

陳棍昭電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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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長還沉浸在初為人父母的喜悅 ,小孩成長的

滿足一七坐八爬、會站會走、牙牙學語時 ,卻猛然發

現怎麼牙齒變出黃黃的坑洞 ,再拖幾個月 ,天阿 !怎

麼一排牙齒蛀斷了 ,請別讓小寶貝童年的相本 ,露齒

蘭懷大笑的照片曹白:接卞來要面對幼兒配合治療的

困難﹁哭鬧將是父母心中﹉難以承受的痛。

奶 j〡︳:｜:1;ll±齲 i︴言:::;i的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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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察覺 ,進展迅速 ,幼兒配合治療困難 。嬰幼

兒因不良餵食習
j廣

而引發的早期齲齒 ,好發年齡一般

為二到三歲 ,也見過十幾個月就蛀
一

的案例 U睡覺

前餵食牛奶 (母奶)因山水分泌減少 ,奶渣易堆齒頸

部 ,日 積月累 ‥刷牙習慣又沒有建立 ,牙齒表面就由

﹉牙科部兄鬘野科醫師 費模芬

正確餵食 ,勤快潔牙

一

定期拜訪牙醫師 。 ﹉﹉

擦拭牙面 ,睡前木妻吃噶任何食物● ﹉

3.一歲後戒除睡覺前餵奶或吃喝任何食物的習慣 。

4.長牙後補充附食品 (由流質 ;﹉ 半固體 ,進展到固

體),牛奶由主食變為補充營養 ﹉及皁斷奶 (禾j用

厭奶期順勢斷奶 )。 ﹉﹉

5.奶瓶內不要放果汁 ,糖水給小孩喝 。

6.慎選較不易蛀的零食 ,如乳酪 卜杏仁小魚乾 ‵海

苔 ,有嚼勁不含糖的軟糖 。不給太妃糖 ,巧克力

之類黏稠的食物 。集中吃 ,吃完刷牙

7.一歲後定期拜訪牙醫師 ,了解長牙狀況 、飲食諮詢

及早辨識牙齒表面的脫鈣 (齲齒的前身 )。

彗啷
讘簷麔轠 鬠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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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說牛奶很營養﹉但是可別在睡前餵 ;孩子都三歲了還以牛奶為主食。

家長說白天吃的不好

一

睡前迷糊加減餵‘

家長說他不喝睡不著∴其實他妻的是吸吮的滿足感覺 ,可用音樂或小熊抱

枕所取代 。

家長說母奶不會蛀⋯其實蛀的兇又難戒 ;睡前 ,睡中隨意餵 ,很大都戒不

掉的比比皆是 。

家長說我慢慢改你先幫我治療⋯習慣不改填補的補綴物也會因旁邊蛀一圈

﹉           又掉下來 ;除了自費再補外孩子要再哭

﹉麓巍鑫蛙豉鸞輩輕斖翠垚士斷腕
獸陷入天人交戰 ,

無期了 U如果因為睡前不喝而哭鬧 ,一定要堅持 ,想像

亥因為全口蛀牙又太小無法配合治療 ,要進行全身麻醉

絫 茹售篲二鼖雽蓌議片 拿起赫 ﹉砝菂合乎轆 健康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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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得異位性皮膚炎的盛行率約為∞〞23%,而

台灣呢?2UU1至 2UU2年 中央研究院的調查結果顯示 ,

台灣六到十二歲的兒童當中 ,異位性皮膚炎的盛行率

約為5.28%,因為異位性皮膚炎的盛行率在嬰幼兒時

期最高 ,因此我們估計台灣兒童異位性皮膚炎的盛行

率大約為1U%,是台灣兒童健康的重要間題 。但是 ,

在醫師的診間中 ,父母們還是常常提出 「道聽塗說」

的疑問質問醫師 ,使得醫師花費不少時間在於 「澄清

誤會」,夢戶常有趣 ,也十分令人憂心 。

爨鰱ll±艘麠熒的建龘

皮膚部兄 崀皮膚科 醫 師  數仰 霞

異位性皮膚炎屬於遺傳性的體質 ,患者會對常見

的東西產生過敏 ,導致皮膚發炎 ,而奇癢無比 。所

以 ,家人應諒解小孩搔癢難耐的痛苦 ,努力幫他們解

決癢的問題 。因為 ,「 癢就抓」是小孩的本能 ,相反

地 ,如果能減少癢 、減少抓 ,病情就能大幅改善 。醫

師診斷異位性皮膚炎的主要證據就是癢 ,慢性與復

發 ,特定部位的典型皮疹與家族史 。

家長癮識骳的藆

應該積極的面對挑戰 ,因為所面對的是 「蘭花」

樣的小孩 ,若不懂得提供適合的溫渡 、濕度 、飲食 、

情緒等等條件 ,小孩的皮膚就像枯萎的花朵;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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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如果懂得栽培技巧 ,異位性皮膚炎小孩的皮膚也

可以很美 。照顧技巧有那些呢 ?送給大家一個口訣 :

(1)每天洗澡後做一次皮膚保養(砂每天擦二次藥膏 °)

至少每三個月看一次醫師(4)拒絕四種壞朋友 :油炸

或會過敏的食物 、有毛的動物 (或玩具 、衣服 )、 滿

身大汗 、有害的保養品 。看來簡單 ,卻常常無法完全

做到 。

臺灣家長們最常見的偏見

許多家長擔心類固醇會有不良影響 ,要求醫師不

要讓寶寶使用類固醇 。但是醫師認為 ,只要遵照醫

囑 ,不濫用類固醇 ,不必擔心產生副作用 !尤其是症

狀嚴重的病兒 ,如果不使用類固醇 ,永遠只是 「好一

半」,就像滅不盡的小火花 ,反而是一種折磨 !

戴仰霞醫師表示 ,類固醇依效果共分為七級 ,通

常臉與臀部使用的屬於極弱效 ;而手掌或腳底才可能

使用到強效的類固醇 ,目 前亦有專為嬰兒設計的類固

醇用藥 。再者 ,因為8U%的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屬於輕

度病情 ,向小兒科醫師就診時 ,醫師開立弱效的類固

醇即可控制病情 。

假使寶寶的寶寶經常反覆發作 ,或是發作的面積

很大 ,皮膚變硬 、厚 ,就應尋找皮膚科醫師 ,皮膚科

醫師會針對不同的皮膚部位 、症狀與輕重程度 ,還有

寶寶的膚質與氣候狀況來決定使用什麼樣的類固醇藥

物 。一般來說 ,非類固醇藥膏或藥劑較慢見效 ,一旦

遇到病情嚴重者 ,通常需先使用類固醇控制病情 。

戴醫師表示 ,擦藥的的時候只要輕輕地擦上薄薄

一層即可 ,不要塗抹過多或用力按摩 ,同時只要遵照

皮膚科醫師的醫囑 ,連續使用類固醇(中級以下)十四

天不會有副作用 ,也不會經血液吸收而影響內分泌 。

使用類固醇會產生副作用通常是因為濫用藥物 ,或是

未遵照醫囑使用 ,例如 ,把擦身體的類固醇藥膏拿來

擦臉 ,那就危險了 !另外 ,如果寶寶擦了類固醇而病

情沒有改善 ,醫師也會考量使用其他類固醇產品或非

類固醇產品 。

善加預防可降低嚴重度

沒有一種方式能夠阻止異位性皮膚炎產生 ,爸媽

們所能做的是在異位性皮膚炎發生之前或之後 ,做好

相關的準備來降低病情的嚴重程度 。對於有強烈過敏

家族病史的爸媽來說 ,可以從懷孕時 、寶寶出生後 ,

分期進行預防措施 。

懷孕時

孕媽咪應避免接觸過敏原 ,因為這些過敏源還是

會影響到肚子裡的寶寶喔 !

鱱 刺激物 :污濁的空氣 、塵鰻 、貓 、狗毛 、灰塵 、

汗水 、刺激的化學物質 ,如油漆等 。

鑼 個人特殊過敏物 :例如食物 ,容易過敏的食物包

括貝類海鮮 、蟹 。至於牛奶要不要避免飲用 ?戴

醫師表示 ,如果孕媽咪喝牛奶不會有過敏現象 ,

則無須禁止喝牛奶 。

寶寶出生後

縊 餵食母乳 。媽咪至少餵食母乳到寶寶滿六個月

大 ,若是母乳不足亦可喝水解牛奶 。

沖泡水解牛奶勿加入麥粉或調味米粉 。切勿在四

個月之前在水解牛奶中加入米粉或是麥粉 ,尤其

是麥粉 ,這樣很可能誘發過敏 。

延後添加剭食品的時間 。一般無過敏的寶寶 ,在

四個月左右就可添加副食品 ,若擔心過敏 ,可在

六個月之後再添加米粉 、麥粉 ,而肉類食物可延

後到八個月再讓寶寶食用 。

每次少量增加一種新的副食品 。在添加新的副食

品時 ,一定要一次加一樣 ,這樣才能了解寶寶對

這種食物是否會過敏 ,而且添加的量要少 。

縊 避免惡化遇敏的因子

毛或毛類織品 :前者包括寵物的體毛 ,後者則

是毛衣 、毛外套 、毛毯 、或是絨毛類玩具等 。

有些媽咪以為寵物只要不養在室內或是不放在

寶寶居住的空間內就可避免寶寶過敏 ,事實

上 ,寵物的毛髮仍會在空氣中漂浮而影響到寶

寶 。

氣候 :太冷或太熱對寶寶都不好 ,”挖8°C是

較適當的溫度 。

汗水 :當寶寶的汗水中的水分蒸發掉之後 ,會

留下刺激物質在寶寶皮膚上 ,因此 ,醫師建議

使用乾淨的濕毛巾為寶寶擦汗 ,才能徹底擦掉

皮膚上的髒物 。不過 ,千萬不要使用濕紙巾 ,

即便是號稱不含刺激物質的濕紙巾 ,也會有防

腐劑 、清潔劑等其他刺激物質 。平常應使用溫

水幫寶寶沖洗屁股 ,再以乾毛巾或是乾紙巾擦

乾 。

化學物 :油漆或是殘留在衣服上的清潔劑等 。

情緒惡化 :寶寶鬧脾氣時 ,也會加重癢的症

狀 ,皮膚越癢 ,寶寶的脾氣會越差 。

個人特殊過敏食物 :每個過敏體質寶寶都有個

人的特殊過敏食物 ,唯有讓寶寶親自嘗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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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過敏食物清單 ,因此這必須靠爸媽細心

且長期的觀察功夫才會知道 。醫師也表示 ,

兩歲以下的寶寶雖常發生食物過敏 ,但這現

象不會持續一輩子 ,它會在年齡增長後逐漸

好轉 。過度擔心食物過敏反而會營養失衡 。

有些抽血報告可以提供爸媽了解寶寶可

能對哪些食物過敏 ,但是也只僅供參考 ,因

為它與寶寶實際的狀況還是會有出入 ,並非

絕對相關 。

低刺激的皮膚清潔與保養方式

清潔 :如果寶寶已經有過敏現象 ,或是本身

有很強的過敏家族史 ,只要使用清水清洗寶

寶的皮膚 ,因為其他的清潔品對寶寶的皮膚

來說都是負擔 。而刺激性大的酵素對異位性

皮膚炎的寶寶來說 ,更要避免使用 。

假使爸媽覺得寶寶的身體真的需要徹底

清潔 ,例如腋下或是屁股 ,那麼使用異位性

皮膚炎患者專用的清潔用品較佳 ,或至少要

無香精的清潔用品 ,一瓶清潔劑不要同時擁

有多種功效 ,越單純越好 。頭髮亦可使用清

水 。

皮膚保養 :因為寶寶的皮膚乾燥 ,最好能每

天洗澡後幫寶寶做一次皮膚保養 ,至於要幫

產 品  成 分 與 優 點

凡士林 其成分為礦物油 ,可覆蓋住角質層 ,

﹉﹉  有效保水 ,效果約4小 時 ●罕見過

﹉﹉  敏 無̀毒 。      ﹉ ﹉﹉

可將水分鎖在角箋會●

寶寶選擇什麼樣的保養品呢 ?戴醫師表示 ,

保養品不是選最高級而是最適合寶寶的最

好 。除了凡士林與尿素軟膏之外 ,可選擇異

位性皮膚炎專用產品 ,但使用時若有皮膚不

舒服情形 ,就換品牌 。要注意的是 ,異位性

皮膚炎患者不適合使用含有綿羊油 、花生油

成分的皮膚用品 。表一中另詳列各種產品的

優缺點供爸媽參考 。

為什麼竇籫始終沒有好

很多爸媽遵照醫師的建議 ,乖乖帶寶寶看病 ,

也做了很多預防功夫 ,但寶寶還是不斷復發 ,為什

麼呢 ?戴仰霞醫師表示 ,此病根治的機率是5U%,就

醫診治並不代表不會復發 ,或完全痊癒 ,但至少可

控制病情 ,不要期望這個疾病可以完全痊癒 ,因為

它可能會像感冒一樣 ,一年復發兩 、三次 ,千萬不

要因為無法完全痊癒就直接放棄治療喔 !如果能在

寶寶進入青春期之前控制好此病症 ,或許有痊癒的

可能性 。

雖然有一半的異位性皮膚患者會自動痊癒 ,不

過爸媽還是要就醫治療 ,才能讓寶寶獲得最好的照

顧 。
躘

天氣較悶﹉熱時 ﹉輕

度乾爆肆膚奉煮﹉便
甪後訂能會堵塞毛﹉

孔而有﹉毛簍炎●﹉

適用者或適用時機

輕度皮膚乾燥者適

合冬天使用﹉皮膚

極乾燥者

一

年四﹉季

均可使用●﹉﹉﹉ ﹉

氅 謈是石野

蠶鸉譚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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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保濕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人體幾乎有7U%都是水分 ,大

家也都知道肌膚基礎保養其中有一項就是保

濕 ,而報章媒體幾乎是一年四季都會談到保濕

的話題 ,各大保養品品牌也幾乎都會推出玲瑯

滿目的保濕產品 ,由此可知保濕的重要性 。

紹 。霍偵靄矕澋纍罣鞷靄二堇霸罿篲黜
﹉

角質層正常含水量 。簡單做個比喻 :皮膚角質

層就像是一層海綿 ,海綿吸滿水的時候柔軟度

會增加 ,可塑性也會增加 ,但如果海綿一但乾

掉的話 ,不但會變的硬梆梆 ,摸起來會很粗

糙 ,而且塑形能力也會降低 ,遇到外力彎折就

很容易造成斷裂 。當
年霉

層含水量太低處於乾

皮膚告β醫師 印品齊

分散失 。在表皮顆粒層時角質細胞也會釋放出

內含油脂成份的層狀體到細胞間質 ,形成多層

狀鎖水膜屏障水分散失 。而角質細胞間也會藉

由胞橋體連結緊密排列 ,加強保水鎖水的效

果 。角質細胞到了最外層 (含 水量約2U-

竻%),就會有蛋白分解醯分解胞橋體而讓這

些老廢角質可以順利代謝 ,以維持表皮整體良

好的水分恆定狀態 。為什﹉麼角質細胞需要這麼

複雜機制來保水呢 ?主要是茵﹉為體﹉芮細胞的水

含量比外界環境高很多 ,於是水份有一直向體

外散失的傾向 ,角質細胞為了防lL體內水分不

斷散失 ,在其分化後期就會產生出相當特殊的

保水機制 。雖然角質層細胞為死去的細胞 ,但

在皮膚擎彈本兮﹉申墀展。
,角質層卻扮戶了坤﹉

法做好保濕工作 ,簡單說完﹉美的肌膚保溼�

「補水」、「保水」和 「儲水﹉i;﹉所諿
「
補水」

說也就是以外在保濕產品輪助力口嵹內在葆濕的肌膚自我保濕機轉

角質細胞是由基

內含水量最高 (含水量

胞向上分化 ,含水蠹也會

則會形成緻密的蛋白質角6●醾 褲膜減纚塞

一

胞

一細

﹉粒

質

顆

層醬╒轟毣            宵暴本妻輕易讓角鶭會受傷●臨就驀誘

一

有健康的
6U-ω%),於﹉是誘﹉發

﹉
細胞內的蛋白質會 襺 藡度

天然保濕因子保住剩餘的水分●﹉而在紐胞

與膚再加上工黨蒸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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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而病況較嚴重的患者甚至連醒著也沒辦法產生自

主呼吸 ,因而發生呼吸中止導致缺氧 、昏迷 ,甚而猝

死 。

Trang等學者在2UU5年發表法國相關先天性中樞

性換氣不足症候群的研究指出 ,在法國的發生率約二

十萬分之一 ,平均診斷年紀在近五年來是出生後兩個

禮拜 ,有部分的病人併發先天性巨結腸症 、神經唷腫

瘤以及生長激素缺乏 ,死亡率是38%,但是否合併有

先天性巨結腸症的死亡率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在一歲

之後仍然存活的病人中 ,98%的病人在夜晚需要使用

呼吸器 ,2U%是使用非侵入性呼吸器 ,6%的病人白

天也要使用呼吸器 。

在許多控制呼吸中樞發育的基因群中 ,與先天性

中樞 性 換 氣 不 足 症 候 群 最 具 相 關性 的基 因是

::︴:舌:二蕫言各:古長虜暑冒率 俀 %擐 表竟

有兩種 。第一種為二十個多丙氨酸區域新增加了十五

:::言重≧異籠戛衋蠠昇儮霾癲奚鑫還霓π::::早::::鞋＿
7兒 dcl＿39nt突變所造成的框架轉移(士ameshiΠ )而產生

無作用的蛋白質 。Amiel更進一步在人類的胚胎早期

證明PHUX2B基因在呼吸控制中樞及自主神經系統的

表現 。而這個重要的發現也陸陸續續獲得其他國家學

者的証實 。所以透過PHUX2B基因的篩檢 ,可以提供

先天性中樞性換氣不足症候群的診斷及產前檢查 ,也

可以對於疾病的成因與人類呼吸控制與自主神經系統

的發育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

在國內也有一群罹患先天性中樞性換氣不足症候

群的小朋友分散在全國不同角落 ,可能發生上述的呼

吸中止導致缺氧 、昏迷或猝死 ,有時因確切的診斷困

難而被忽略真正的病因 。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團隊已經

建立分析PHUX2B基因的技術 ,可做為先天性中樞性

換氣不足症候群患兒基因突變之診斷依據 ,亦可提供

產前診斷及遺傳諮詢等等的專業服務 。希望藉由我們

的呼籲 ,透過大家共同的注意 ,來讓國內患有先天

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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