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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小郁 ,沒有人有聽過

她的聲音 ,氣管切管造口使她沒

法由口發出聲音 ,右手的肢體無力加上萎縮教她學不

好如何使用手語 ,點頭搖頭和左手是她僅能有的表達

工具 ,她能用一支手和單隻腳穿襪子 ,已經六歲了 ,

卻因為常常感染而沒法去上學 ,可是她時常是笑著臉

看病 ,她也很能忍受令人害怕的治療行為如打針和抽

血 。由於當時有傷及胸部脊髓的運動神經元 ,所以小

郁有著脊柱側彎的問題 ,而且隨著年紀越大越來彎

曲 ,因此走起路來十分辛苦 ,也走得不遠 ,這樣的日

子任誰都不免滿懷悲傷 ,可是她和她的父母並沒有被

疾病的困窘打倒 ,天使的笑臉時常照耀著她們的家 。

小顥無法開口說話 ,甚至他沒有表情 ,顏面神經

麻痺使得他沒有辦法笑臉迎人 ,但他也沒有哭臉 ;眼

淚是他僅有的表情 ,顏面神經麻痺的他口腔活動功能

有﹉限
,微笑對他而言是有相當難度的 ,但我不曾看過

這樣的雙眼 ,這樣明亮和有神的眼 ,就是最撼動人心

的表情 。

﹉﹉自87年來腸病毒91型的疫情時有所聞 ,造成部份

兒童併發神經合併症及嚴重後遺症 ,筆者於目前進行

埴謦霉

馫盪袁╤霿澆蠽

﹉

暑曇葟暈斖景書囂謈重量嘗暴

臺大醫 院 〡́、兄部↗︴↘兄感 染科  張 鑾英醫 師

憂人醫院 ↗︴、兄告β↗║↘兄感染科  方 翠嬿研 究護士

抽筋 、缺氧引起的相關後遺症 、顏面神經麻痺 。小郁

和小顥有著氣管切管造口和類小兒麻痺症候群等後遺

症 ,不僅如此 ,伴隨著成長發育 ,他們將面臨更多的

問題 ,像是學習課業和人際關係互動等 ,醫療的進步

救了他們一命 ,但卻無法確保生命一切完好如初 ,這

樣的障礙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和家庭 ,家長的辛苦可想

而知 ,但我從不曾聽過他 (她 )們氣餒或抱怨 ,我深

感父母對他們的愛與關懷 ,有這樣一句話一上帝無法

一一照顧好它的子民 ,所以它安排了父母來替代它的

工作 !

目前已經有142位小朋友完成追蹤調查 。肢體無

力的病童經復健與訓練 (尤其是下肢無力)有完全復

原的可能,而也發現上肢有無力的小朋友復原情況較不

理想,也易合併發生肩關節脫臼 、脊柱側彎等問題 ;需﹉

要骨科或復健科繼續相關的追蹤治療 ,所幸吞嚥功能

障礙的病童預後較令人欣喜和安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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顠繼攦一纆爩饇﹉脀 躨
.縝

:毒辜辜毒:善︴毒食i宮:

我是小兒科的研究助理 ,從∞年開始就一直作有

關腸病毒的研究 ,我曾從事過約2UU戶 腸病毒的家庭

傳染調查 ,其中有一些人事是我於今日仍無法忘懷的

爽溪饔蠽瓴邃鸂韾躝鱦 ll鷙籙 一

小琳是腸病毒重症個案 ,幾經搶救仍回天乏術 ,

小琳是桃園復興鄉山上的原住民 ,家 中尚有兩位兄

姐 ,因為為取得恢復期的血清抗體 ,於小琳病逝後我

電話約其母採集檢體 ,因為實在無法深入到山區(連

公車都沒到的地方),只得相約家長在大溪見 ,無奈

當時我遍尋不著可以
〝
抽血

〞
的地方 ,鄰近無公園無

學校 ,而且我環境也不熟 ,正 躊躇之時望見M的

ma伙 ,只好抱著
〝
既來之 ,則抽之

〞,可是我可也不

敢
〝
大剌刺

〞
的在門市抽起來 ,只得和家長躲在洗手

間 ,家長坐在馬桶上 ,右手放在衛生紙架上 ,讓我姑

且一抽 ,抽畢我說 :這是我第一次在廁所抽血 ,沒料

家長說 :我也是第一次在廁所被抽 。語畢我們都莞爾

一笑 。我很感謝處於失去親人痛苦中的他們仍願意配

合檢體採集 ,我很喜歡原住民的樂觀開朗性格 ,他們

真的很有韌性的活著 ,我很感動這樣的生命力 :這樣

的生命力足以讓他們面對生命中再怎麼困難的挫折 ,

總之 !這件事我令我感謝很久很深 ,直至今 日不能

忘Ⅱ

靿邏癱鬟
〝
麤觷鑼

〃 ?宁 苳 :⋯

小任在加護病房躺很久了 ,一直是3分 (昏迷指數

的最低分),家長也有逐漸意識到他的預後不會是太

理想的狀況 ,在哀傷過程的處理中家長也已經把最壞

的都想到了 ,想找個離家不遠又清幽的寺廟安排小任

入住 ,由於那是我收案的初期 ,急於讓家長認同的

我
-﹉

由﹉

一

﹉蘭始的安慰情緒到後來只好聊起那家廟比較

好在類的,為求讓﹉自己很有說服力,我ψ小做一下功
諫

一

訂能是莪太能助�●﹉蒙萇也信得過﹉我.竟然聞我 :

臺人醫隨 ↗║、兄告翠′║磈 感 染稱  方翠嬿 ↗︴↘鐵

那方小姐你有在賣靈骨塔嗎?我急忙回說 :我沒有 ,

我只會做
〝
史打地

〞
(stud” 。真是有夠糗地說Ⅱ

由中推 gll事件簿一

小玉也是重症個案 ,老闆有交代一定要有家庭的

恢復期血清檢查 ,小玉住在苗栗的山上 ,我找了妹妹

一起
〝
撩下去做

〞,一到車站打電話給家屬 ,家屬很

熱情的說馬上來載我們 ,我和妹妹都覺得待會兒可能

會看到
〝
土拉庫

〞
來 ,沒料想竟是賓士來載 ,頓時很

有被重視的感覺 ,到了目的地後發覺真的是很偏遠的

地方 ,建築物倚山而建 ,大門口出去便是很深的山

崖 ,難以想像的地勢令我和妹妹啞然 ,

家屬馬上配合我們
〝
作業

〞,連住附近的親戚都

來問需不需也抽一下 ,鄉親的熱忱直至今日仍叫我難

以忘懷 。

鱱麤邃隱瓥繼斃攤一

小志和年紀相仿的堂表親戚都一起感染腸病毒 ,

三人也都住進院裏 ,所幸三人都恢復良好 ,連同親戚

朋友大大小小共2U餘人加入study,由於老闆也有交

代這是一大家子 ,最好還是一定要有家庭的恢復期血

清檢查 ,所以我又找妹妹
〝
撩下去做

〞
了 ,一樣又是

很鄉下的地方 ,親戚間都住很近 ,這是
〝一網打盡

〞

的好機會 ,到他家時看到指標個案的媽媽正在家門口

方城之戰 ,另外有一桌撲克牌桌也方興未艾 ,幸好家

屬一樣也是很歡迎我們到來 ,指標個案的媽媽手邊正

忙卻仍幫我
〝
喬

〞一下場面 ,她聲嘶力竭用很台的口

吻喊說 :方小姐來啦Ⅱ卡緊收收0Ⅱ侯伊抽血Ⅱ我當時

真的感動到不行 ,差點要流下淚來的說H

鼵 鑢 邏 繼 衊 之 不 纔 豳 鑼 嗯 抽 鹼鱀鑫
〝
雙 維 攤

《電⊕轡辭電紈蛾ξ姦
〞
 --

小浩是腸病毒重症 ,但恢復的很好 ,小浩的媽自

始就逢病必來找張老闆看 ,就連我們做stl1”她都攜

家帶眷來參加了兩次 ,還說如果還有要研究請務必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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蠆人醫院骨科部小兒骨科  且篾明醫師/夤世傑醫師

近年來兵役體檢體位判定改由醫學中心負責 ,台

大醫院幾乎天天都有役男因扁平足而就診要求改判體

位 。在過去的觀念裏 ,扁平足的病患容易疲勞 ,無法

久站與長跑 ,因此無勝任行軍與訓練等軍事要求 。然

而 ,這其中仍有部份比例是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而體

育表現良好者 。

扁平足在閩南話俗稱 「鴨母蹄」,意味著整個腳

掌走路時像鴨子蹼一樣 ,平貼於地面 ;而正常人的足

印 ,在腳掌中間較為短窄 ,這是因為從內側面觀察足

底 ,呈現如拱橋般的形狀 ,稱為足弓 。這樣結構在生

她 ,就這樣小浩一家從長庚看到台大(老闆換跑道)。

後來我們再做 『川崎症』的病因研究時 ,也同樣以家

庭為單位收案 ,並有在亞東醫院收案 ,有一天一通不

知名的來電-

對方來話 :請問你是方小姐嗎 ?

方小姐 :喂 !你好 ,我是方小姐

對方來話 :我是陳X浩 (小浩 )的媽媽介紹來的

方小姐 :請問有什麼事?

對方來話 :我小孩現在住亞東醫院好多天了 ,我想請

問張醫師一些問題??

方小姐 :請問小朋友是什麼原因住院??

對方來話 :就發燒很多天 ,眼睛紅嘴巴紅 ,醫師說是

川崎症 H

方小姐 :喂 !什麼Ⅱ是川崎症嗎H(萬分驚訝中!!)

對方來話 :對啊 !所以想請問一下張醫師Ⅱ

方小姐 :你怎麼會知道張醫師在研究川崎症 ?

對方來話 :我不知道啊 !因為陳X浩的媽媽說可以打你

物力學上有許多好處 ,可吸收入體行走與運動時 ,來

自身體的重量與地面的反作用力 ,減少重力衝擊所產

生關節的傷害 ,對於行走在不平整的地面 ,也能提供

緩衝與協調的功能 。

正常的足弓 ,端賴骨頭 、韌帶 、肌腱 、神經的協

調作用 ,方能維持正確功能 ,任何一方產生問題 ,便

會產生各種畸形 。新生兒因為足部肌肉 、韌帶發育尚

未成熟 ,且足部內側脂肪組織較為肥厚 ,外觀上幾乎

都呈現程度不一的扁平足 。隨著年齡增長 ,三歲的時

候約剩下百分之八十有扁平足的現象 ,所以這個階段

方小姐 :哪會呢!明天見喔Ⅱ

結束通話⋯‥⋯.

這種
〝
不請自來

〞
的study也 足令人詫異的說Ⅱ連

這樣的患者我們都收到了Ⅱ這些跟家庭有關的收案研

究調查我們有3UU多戶的經驗 ,我對這些家庭都深懷

感激 ,謝謝他 (她 )們在家人病榻中仍願意參與研究

調查 ,祝福他 (她 )們平安喜樂常相隨 。

◎ PS:老闆註 :『 有志者 ,事竟成 ;精誠所至 ,金

石為開』
!礹

一話說

╜盪

-



扁平足均屬正常現象 。十歲以後 ,大多數的病人角

弓都已發育完成 ,只剩下百分之四的兒童仍為扁平

足 ,仔細觀察這些小孩 ,多數有全身性韌帶鬆弛 、

膝外翻 、股骨前傾 、肥胖 、肌肉無力或後足跟腱過

緊的現象 ,但大部分的兒童並不自覺有任何不適 ,

倒是焦慮的家長希望醫師能儘早矯治小孩的雙腳 ,

期能恢復完全正常 。事實上扁平足大約可分為三類

一柔軟性 、僵硬性 、後天性 ,只有後面二者須要較

積極的治療 。柔軟性扁平足又稱為生理性扁平足 ,

主要原因是韌帶鬆弛 ,承受壓力時無法固定骨頭於

正常腳弓位置 ,造成坍塌 ,這類病人只有著地負重

時 ,才能明顯的扁平足表徵 ,坐著或躺著時會大拇

指向上扳或踮腳尖動作 ,足弓便會顯現出來 ,大多

數病人無明顯症狀 ,如果站立或長時間行走容易疲

累的話 ,可以利用腳弓墊改善之 。腦性麻痺 、脊柱

裂或其他神經肌肉系統源性之扁平足 ,屬於固定性

扁平足 ,其腳掌形狀並不會因腳掌活動而改變 ,此

類病人宜儘早做復健治療 ,穿著輔具 ,以防病況惡

化 ,情況嚴重者 ,可考慮肌腱放鬆或轉移手術 、切

骨矯正手術 、關節固定等手術方式治療 。骨頭排列

先天異常如先天性垂直距骨等 ,也會導致僵硬性扁

平足 ,復健與輔具治療通常效果不佳 ,宜儘早手術

治療 ,以免妨礙將來行走功能 。

後天性扁平足指的是病患足弓原本正常 ,但因

為疾病導致次發性足底弓消失 ,形成扁平足 。病因

可能是後脛肌腱功能失調 ,骨折創傷後 ,類風濕性

非有關節炎 ,否則X光並不

容易發現 ,核磁共振造影雖

然可以早期診斷 ,但代價昂

貴 。目前以骨骼肌肉系統超

音波檢查較為普通 、快速 、方

便診斷又精確 。治療方面 ,應

該嚴格限制過度運動 ,以包

石膏強制休息最為有效 ,但

大多數病人無法接受 。早期

的病患可考慮腳弓墊或特製鞋來減輕局部壓力 ,而

消炎藥物對於抑制後脛肌腱發炎則有相當幫忙 。如

果情況沒有改善 ,超音波或核磁共振檢查顯示肌腱

已老化變長或斷裂 ,可手術清除發炎滑膜與壞死組

織 ,重新肌腱復位或轉移 ,必要時合併切骨矯正以

重建塌陷腳弓 U如果等到病況嚴重到變形性關節炎

才手術治療 ,則只有關節固定一途 。隨著人口結構

老化 ,門診中後天性扁平足的病患日益增多 ,其中

不少是延誤治療者 ,殊為可惜 。

扁平足在各個年齡層中都可能發生 ,治療與診

斷的方式各有不同 ,有時是正常的生長現象 ,無需

過慮 ,而先天性的骨頭結構異常則需儘早手術治

療 。市售矯正鞋 ,並無科學的數據證實有效 ,雖然

暫時解決家長的焦慮 ,但設計複雜的鞋子與受限的

關節活動是否是幼童真正需要的 ,以及是否會妨礙

正常足部發育 ,都是需要仔細思量 。對於沒有症狀

的扁平足 ,一般不需要任何治療 。足部是支撐身體

≡
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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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醫院骨科告β↗｜、兒骨科 工度明醫師/黃世傑醫師

清朝時 ,出身貴族的女性常須纏足 ,以使自己走 某些特殊的疾病容易好發拇指外翻 ,例如腦性麻

路姿態看起來搖曳生姿 ,造成許多少女的痛苦 ,被評  痺 、扁平足 、足跟腱異常緊縮等的病患 ,須早期進行

為是男性沙文主義加諸女性的折磨 。但愛美是人的天  輔具與復健治療 ,預防疾病的發生 ,正常人選擇合適

性 ,穿著高跟鞋在某些人的眼裏 ,可以視覺上身材更  的鞋子穿著才是預防拇指外翻的最佳方法 。如何選擇

為修長 ,走路步態更為引人注目 ,於是原本寬腳丫 ,  一雙合適的鞋子呢 ?首先尖頭高跟鞋的設計與人體工

硬被塞入尖頭高跟鞋 ,削足適履的結果 ,便是造成拇  學是背道而馳的 ,應儘量避免 。其次 ,人的足部體積

指外翻 ,使得原本指向正前方的腳指頭排列 ,變成向  在傍晚時較清晨大 ,因此要夜間或傍晚時去選購鞋

中間靠齊的尖頭畸形 。目前的研究認為拇指外翻的絕  子 。鞋子的材質要柔軟 ,鞋跟最好是橡膠做的 ,較有

大數原因是穿著不合適的鞋子造成的 ,在非洲的某些  避震效果 。平底鞋不一定好 ,後跟的高度最好在二至

部落裏 ,居民沒有穿鞋的習慣 ,也沒有一個人被檢查  三公分左右 ,可使身體重心得到最好支撐 ,減少小腿

出來有拇指外翻的現象 。 肌肉負擔 ,而過高的鞋跟易造成脊椎過度前傾 ,會有

很多女性抱持僥倖的心態 ,認為只是上班或逛街  腰酸背痛的情形發生 。國人的腳型 ,一般是屬於寬短

時短暫時間穿著高跟鞋 ,大部分的時間可以讓腳掌休  型 ,和歐美 、日本人的窄長型迥異 ,因此所謂的流行

息 ,然而日積月累的結果 ,畸型會變成永久固定的變  或名牌 ,並不合適於所有人 。

形 ,即使脫去鞋子 ,變形依然存在 。 治療方面 ,若症狀尚屬輕微 ,應改穿著寬頭的鞋

拇指外翻的主要致病機轉為大拇指基底部關節半  子或拇指與第二趾中間有支撐的夾腳鞋 ,熱敷患處 ,

脫位 ,引起大拇指往外側彎 ,一段時間後 ,原本維持  並且多休息 ,醫療器材行的拇指外翻固定器與第一趾

關節穩定的關節囊發生改變 ,外側攣縮 、內側變鬆 ,  縫夾墊也可嘗試 。疼痛更為嚴重時 ,可口服消炎藥物

接著骨頭排列跟著改變 ,蹠骨向內彎曲 ,種子骨脫  或局部注射類固醇以求不適症狀迅速消除 。嚴重形變

位 ,足部便無法正常負擔體重 ,引起疲勞與疼痛 。除  病患且足底壓力已產生轉移現象時 ,若經保守療法無

了不美觀外 ,拇指基部內側會突起 ,產生內側滑囊  效時 ,可考慮手術治療 。文獻上的手術方式不下數十

炎 ,造成疼痛與穿鞋困難 。嚴重者 ,足底壓力由大拇  種 ,各有其優缺點與相對適應病症 ,其手術內容不外

指轉移至第二 、三指下 ,產生項雞腿般的厚繭 ,造成  乎內側增生骨切除 、軟組織或肌腱放鬆與加強修補 、

寸步難行 。 切骨矯正等 。切骨矯正適用於狀況最厲害的病患 ,常

正常的大拇指都會有一點外偏的現象 ,如果角度  須鋼釘固定二 、三個月之久﹉,整個療程可長達半年 ,

在十至十五度內仍屬正常 ′超過二十五度就叫拇指外  相當麻煩 。軟組織的放鬆修補較為簡單 ,數週即可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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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八足 ,英文名稱為
”

TUe＿ Uut” ,意指腳指頭方向向外指出去 。

一些剛學站的小孩 ,家長會注意到有很明顯的 「汐小八字」

齹鬤羲書重這外
﹉﹉﹉幣黭聿

一

候 ,兩隻腳向外撇 ,幾乎成一直線 。這是因為胎兒在子宮內其

旋 ,導致髖部外轉筋肉及軟組織拉緊的緣故 。這一類的小朋友下肢容易外轉 ,內轉則相當

緊 。治療由於一方面外八字腳較不影響走路 ,另一方面開始走路以後 ,肌肉會放鬆使得外八字

逐漸好起來 ,所以一般多先觀察 ,只有在較嚴重的情形下才接受矯正 ,治療原則和矯正內八字腳

一樣 ,也是把髖關節軟組織由不正常的外轉拉至正常角度 ,使太緊的外轉筋肉放鬆 ;治療方式也是

以反轉矯正帶治療 ,只是設計與穿戴方式與內八字腳所用者反向而已 。

外八足的檢查測量其實於前述內八足的測量方法一樣 ,請參考民國兜年4月 出刊的臺大兒童醫院

通訊第竻期 「內八足」的介紹 。總而言之 ,「 內八字」或 「外八字」多半是生理性的 ,基本上係

胎內的姿勢之延伸 ,在發育成長的過程中 ,也多能恢復為正常角度 ,只有少數才需要進一

步治療 。至於運動 、拉筋 、及輔具的使用 ,對於伴隨問題的預防及治療也多有一定的幫 i﹉
助 。即使長大以後存留有輕微的內八或外八足 ,也不

:曩,╕

常生

慎羻縝一

影

﹉雥﹉  響 ,希望本*能讓讀者更了解內 、外八腳的處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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