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躨 認識思台兒手術
「

eta｜ SurgerYl

靉 亞澳兒童神經外科進階課程
(AAAcPN)心好尋幸刡〨

爔 淺談小兒罥病症候群

在小兒外科的領域 ,先天性異常疾病是一類較為

複雜 ,治療上也較為麻煩的疾病。所謂先天性異常疾

病 ,是胎兒還在母體內發育階段 ,由於基因異常、藥物

作用或其他已知或更多是未知的原因 ,而造成生理機

能或構造上的異常。在醫療進步 ,外科技術更為精進的

今天 ,大部分的先天性畸形疾病已可以得到良好的治

療效果 ,但仍有一些較為嚴重的先天性疾病 ,在治療上

遭遇很大的困難 ,治療後也常伴隨長期的合併症也因

此有較高的死亡率 ,有些甚至無根本的治療方法 ,只能

施以支持性的療法。最嚴重的一群 ,甚至於等不到足月

產出 ,就胎死腹碎 對於這類最嚴重的先天性異常疾

sul-g㏄D顧名思義就是薪斷砧兒進行的手術 ,胎兒在接

受手術後 ,讓胎兒再在子富興竽暴發育直到足月再生產.

胎兒手術最早是由加大籌金如分校(Llc肛)的 D∴ Ha㏕ sUn

最先發展的 ,他在1981年音次將一泌尿道阻塞的胎兒

從母體內取出 ,手術造廔後 ,再將胎兒放回子宮等至足

月出生 ,成為第一個胎兒手術的病例 ,至今已二十多年

了,這二十多年來 ,全世界對胎兒手術的發展和研究也寫

下了不錯的成果 ,筆者在住院醫師時期就對胎兒手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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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的興趣 ,認為這是一種新奇 ,先進的治療觀念 ,也

有幸得到院方及科內師長的支持下 ,在前年底到美國辛

辛那提兒童醫院胎兒照護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胎

內手術的技術和觀念。

胎兒手術一般分為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最早的開腹

開子宮 ,將胎兒取出母體外手術 ,術後再放回子宮。這樣

的手術方式對母體 ,子宮及胎兒的刺激較大 ,因此術後

發生流產以及胎兒不明原因死亡的情形很普遍 ,早期的

病例 ,大多因此而失敗 ?現今對於母體胎兒的麻醉 ,子宮

胎盤術間的維護以及術後的安胎 ,都有長足的進步 ,因

此治療效果改善了,這樣的手術方式常利用在肺部囊性

腺瘤樣畸型CUn毀n比斑呼St沁 adellUma㏑ dm甜Urm飩 b耴

CCAM),巨大的薦尾畸胎瘤(sacrUcU㏄ ygealteratUma,

㏄°,頸部或胸腔內的畸胎瘤“ratUmω 。這類的腫瘤過

於巨大時 ,可能會壓迫肺部發育或壓迫心臟 ,或大腫瘤

的分流(shun。造成心臟衰竭 ,是胎兒在足月前或出生後

立即死亡 ,因此在胎兒時期就予以切除就成為治療的選

擇。因為流產的比例仍高 ,因此對於這類疾病 ,只選擇預

後最不好的進行胎兒手術 ,預後較佳的 ,還是選擇產後

治療 。           ﹉

由於流產仍是胎兒手術的一大難題 ,因此現行的

胎兒手術大多以內視鏡手術進行 ,就是所謂的胎兒鏡

他tU㏄UpΘ手術相較於開腹開子宮式的胎兒手術 ,這類的



手術方式對母體以及子宮的傷害較小 ,術後發生流產的

機會降低許多 ,這類的手術方式常用於雙胞胎輸血徵候群

aw㏑

一

㏕n仔a站 fu由品 sylldrUmΘ ,羊膜束帶症(amnb㏑ rld

呼lldrUmΘ ,橫膈疝氣C㎝ge㏕㏕山ap比agm皕cllernω ,尿路

阻塞性疾病°bstructⅣ eⅢUp說好),胸腔積液等。

另一種較為特殊的方式稱為ExIT手術 ,ExIT是 Ex

研“U㎞卿 rtumleatm㎝ t(宮外產前治療),是為在剖腹

生產時 ,在胎盤未與子宮分離前 ,針對胎兒進行治療 ,因

這時候子宮一胎盤循環仍然存在 ,胎兒不需要借助換氣呼

吸來獲得氧氣 ,因此可針對呼吸道阻塞的先天性疾病作

治療 ,俟呼吸道維持了(插管 ,氣切 ,腫瘤切除⋯後),再將

胎盤自子宮剝離 ,使胎兒正式
“
出生

”,而EXIT手術後來也

發展衍生了 先XIT再ECMσ 以及㎏XIT再切除
”
的手術方

式。

由於胎兒外科不僅涉及母體及胎兒二方面 ,也涉及了

倫理道德的觀念 ,對未來的醫療型態有重大影響 ,胎兒治

療的觀念建立在幾個重要的原則上 :

一

〔視胎兄為
塗岢治療的病人

二、可靠的診斷與疾病孽重度分級

在疾病的早期診斷有幹隼的治療效果 ,但是重大的

先天性構造異常很難在i6i﹉伍mester診斷出來,因此早期的

正確診斷相當困難 ,這關係著治療的黃金時間 ,而嚴重度

及預後的分級更是判斷該進行胎兒手術或產後再治療的

依據。

三 、對疾病自然病程及病理生理變化的再研究

釐清哪些以往被我們
“
放棄

”
的疾病 ,是有可能從胎

兒治療中獲得較佳療效的。

四、對預防術後流產的改進

儘管微創手術的引進及安胎方法的改進 ,早期流產

仍是胎兒手術最大的絆腳石 ,因此如何控制術後流產 ,對

胎兒手術今後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假使術後流產的問

題獲得解決的話 ,胎兒手術的適應症可擴及到非致命性的

疾病或整形外科的疾病。

五 、對生命價值的再 探討

有了胎兒是病人的觀念後 ,就認定胎兒也有接受治療

的權利 ,生存的權利。一般父母親對懷有先天異常胎兒的

想法常常是
“
拿掉 ,再生一個

”,而先天性異常也常伴有多

重畸形rllluhiueanUmalieΦ ,救活了這樣的新生兒 ,將來的

照顧也是很大的問題 ,這兩部分孰是孰非 ,爭論不休 ;至

今沒有結論 ,這也促使我們更去思考生命的價值 ,生命的

意義所在。

胎兒外科發展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這當中曾經沉

寂過一段時間 ,近年來的發展又有了長足的進步 ,希望

不久的將來 ,我們對於fetalpatients所討論的方向可以

從
“
terminatiUnUl llUtγ 轉變到

“
what treatm㎝ tdUeshe

need?”

瓊健 部物理 洽療 效洐科 物理 洽療師  劉 香吟

第一次踏進新生兒加護病房 ,映入眼簾的第一

幕令我難忘 ,井然有序的保溫箱 ,螢幕警訊聲不絕於

耳 ,只露出一雙眼睛的醫護人員忙碌穿梭期間 。我靠

近保溫箱看著我第一個接觸的小天使 ,6UU公克26週的

小天使 ,身上插著無數的救命管子 。小天使的爸爸媽

媽幫她取個綽號叫 「加加」 ,意義是希望她用力加油

叩呼
吸 ║﹉′伸戶終牛璋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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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驕傲的眼淚抱著寶貝加加回家去了 。

回家6個月後 ,身高體重皆進步的加加 (矯正年齡

7個月大 )到門診來做兒童物理治療的評估 。加加的媽

媽描述平日在家中照顧孩子時的困擾 :情緒不容易被

安撫 、喝奶時容易嗆到等 ;在我臨床觀察中發現 :尚

未發展出的頭部控制 、握緊拳頭的小手以及不協調的

下肢踢腳動作 ,並有伴隨四肢肢體自主動作而產隼的

異常高張力 。經評估後 ,我向媽媽解釋因為加加腦部

缺血性的傷害以及其所出現的動作型態 ,加加的診斷

應為 「腦性麻痺 」。接著 ,我就開始教導相關的誘發

燧艬癲驫



亞擙﹉蝷壺神經貌師嘲聽掐咖°

一

●瞄餅皓

2UU7年12月初在科內郭夢菲醫師的推薦下 ,前往新

加坡參加為期五天的亞澳兒童神經外科進階課程 (asia

auS廿 .aliasiancUurseUnpedi.dtricneurUSurgery,AAACPN)。

AAACPN在 2UU4年開始舉辦 ,旨在針對亞太地區神經外

科醫師 ,對於兒童神經外科疾病的處置與治療 ,進行全

面性與深入的介紹與探討。這個進階課程每一屆為期三

年 ,每年舉辦一次 ,第一屆課程從2UU4年到2UU6年分別

在澳洲、日本、與韓國舉行。這次參加的是第二屆的第一

次課程 ,收益良多 ,以下簡述此行的過程與感想。

今年的課程由新加坡國立神經醫學中心的蕭萬篤

醫師舉辦 ,地點選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離市中心有

一段距離 ,希望避開市區的干擾與提高學習效率。上課

教室與住宿皆在理工大學的exectl咖e㏄㏕釘大樓內,十分

便利。授課教師為來自歐美亞澳各地的資深兒童神經外

科醫師共十四位 ,台北榮總的黃棣棟主任亦在其中;參

加學員則約三十位左右 ,台灣除了筆者之外 ,還有兩位

台北榮總的醫師參加 。今年的課程內容以兒童神經腫

瘤、兒童癲癇手術為主 ,其他主題包括中樞神經感染、僵

直症等;每項主題再分成數項課題來討論 ,例如腫瘤主

題包含大腦良性腫瘤 、大腦惡性腫瘤、基底核腫瘤、腦

室腫瘤、松果體腫瘤等。每個課題由兩位老師負責 ,一

位先針對主題說明並提供最新的資訊 ,另一位則提出實

兄 重 神 經 外 科 醫 師  楊 士 弘

際的案例來討論 ,過程當中允許學員自由發間。而許多

其他課程的授課老師會坐在教室內與學員一起聆聽 ,是

這項課程特別之處。這些資深的專家常會提出個人不同

的意見 ,有時互相間會有十分精彩的詰問與討論 ,除了

科學層次的手術技術外 ,尚有哲學層次的治療方式 ,各

個專家間的意見不盡然相同 ,印證了古諺所稱
”
醫學是

診斷與治療人類疾病的科學 ,也是藝術 。
”
除了上課時

間外 ,cUf佁e扯e旅與午餐時間 ,學員與老師間以及學員間

也有許多機會交流與互動。在這裡結識了日本、韓國、澳

洲、印度、印尼、菲律賓、馬萊西亞、越南等地的醫師 ,相

較之下台彎的醫療水準算是十分進步的。許多學員對上

課的成果十分滿意 ,對於參加今年年底在台彎舉辦的第

二屆第二次AAA”N課程表達了高度的興趣。

除了學術活動課程外 ,主辦單位亦安排了數項休閒

活動來介紹新加坡的風土民情 。新加坡夜間動物園是

一個老少咸宜的景點 ,在晚上觀賞各種珍禽異獸 ,另有

一番不同感受 ,在這裡也首次見到了馬來半島特有的動

物 :′馬來貘。另有一項新加坡探索活動 ,以類似綜藝節目

中尋寶猜謎的方式走訪新加坡的中國城 、6可拉伯區、印

度區、市政中心等地 。五天緊湊的課程與活動很快結

束 ,筆者和其他學員一樣 ,也十分期待今年在台灣 ,與明

年在印度課程的到來‥⋯.

動作以及拉筋運動 ‘

從第一次評估日後 :加加便開始一週一次的門

診物理治療訓練 !前面第一年的治療 ,加加幾乎都是

在大哭中度過 ,似乎是在抗議感知覺的不舒適以及拉

筋時的疼痛 。期間加加的媽媽也開始了解腦性麻痺各

個領域發展的相關併發症 ,學習著用最完善的方法

幫助加加發展 。在加加2歲時可以以翻身為移行的方

式去觸碰玩耍治療室角落裡她最愛的動物鋼琴 ,2歲

7個月時可以自己雙手支撐坐在地板上咧著嘴和我合

照 ,3歲時會開口小聲的叫我劉老師 ;現在的加加 (4

歲 )一聽到我的聲音便會笑 ,當耍脾氣不肯在戰鬥

車 (步態訓練器 )內練習走路時 ,我在她耳邊輕聲溝

通後便抬起頭認真的向前跨步 。

今 ,一 路 陪她長

大 ,為 她每個

動作的進步而

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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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翎   饇齇 建議
兄 直 骨科 工度 明/黃世傑

斜頸 (w叮 neckγ TUrticdli s)只Π頸部因肌肉或

骨骼問題 ,頭部往一方傾斜的意思 ,俗稱 「歪脖

子」 ,在新生兒中很常見 ,為本文之重點 。

有些新生兒的面頰或下巴 ,可因在子宮內長期受

肩膀或胸骨壓迫而下陷及不對稱 ,這並不是斜頸 ;也

有些嬰兒習慣把頭固定歪一邊睡覺 ,家長也沒注意或

設法去改變 ,時間久了 ,頭都睡扁了 ,成為斜頭 ,雖

然看似斜頸 ,但不可與與斜頸混為一談 。

造成新生兒斜頸的病因有很多 ,其 中以頸部胸

鎖乳突肌的纖維化最為常見 。這些小孩在五 、六週大

時往往可在頸部肌肉內摸到腫塊 ,六個月大時腫塊就

會消失 ,大部分並無後遺症 ,少部分則造成肌肉纖維

化 ,呈現不同程度的斜頸 ,其特徵為患側頸部肌肉很

緊 ,下巴不易轉向患側 。此症在一歲以前可靠復健治

療 ,一歲以後還不好時最好考慮手術 ,以免將來有臉

部變形 、斜視 、頸部活動不良等後遺症 。 值得所有

醫師與父母注意的是 ,胸鎖乳突肌的纖維化 ,和胎位

不正與胎兒在子宮內長期受壓迫的姿勢有關 。在統計

上 ,斜頸病患同時併發髖關節發育不良 、脫臼與足部

畸形的比率很高 ,須進一步做檢查確定 ,與斜頸一併

治療 。

其他可能的鑑別診斷 ,尚 包括 (1)脊椎結

構異常 :半頸椎症 (Hemivertebrae)、 頸椎聯合

症 (unsegmental)與 頸椎脫臼等 ,均可能產生次發

性的頸椎側彎 。 (2)神經肌肉疾病 :如脊髓空洞

病 ,腦腫瘤 ,延髓性麻痺等 δ(3)其他 :如頸部淋

巴結炎 、急性頸部筋膜炎 、翼狀頸皮等 。這些病人

也容易被誤診為肌肉性斜頸 ,除了臨床檢查及一般

x光外 ,尚賴特殊X光照射 、電腦斷層攝影 、驗血檢

查 ,治療上則待有正確診斷之後 ,針對不同原因 ,採

取適當的治療 。

當新生兒被懷疑斜頸時 ,在台大醫院裏 ,我們是

先由復健科與骨科醫師共同會診 ,評估是否為單純的

胸鎖乳突肌纖維化 ,有無其他可能的骨骼肌肉系統畸

形發生 ,例如髖關節脫臼等 。如果是單純的肌肉性

頸 ,在一歲以前都是以復健治療為主 。復健科醫師

根據病患的症狀與嚴重程度 ,安排來醫院復健治療或

指導家長居家按摩與拉筋 。

復健治療的方式 ,舉例如下 :

1.按摩或以超音波軟化肌肉硬塊 :物理治療師以垂直

肌肉的走向的手法按摩 、或利用超音波儀器來軟化

深層肌肉與組織 。

2.被動的牽拉運動 :斜頸的小孩 ,頭部會有偏向或是

轉向身體某一側的情形發生 ,可利用被動的牽拉運

動為將小孩的頭推向相反側 ,達到肌肉伸展與延長

的目的 。

3.主 動的動作誘導 :家長可利用有音樂 、電視節 目

或將小孩靠牆睡覺 ,利用小孩探索世界的好奇心

理 ,誘導小孩將頭主動轉向 ,達到牽拉的目的 。

4.睡姿擺位 :雖然讓小孩睡覺時 ,儘量趴睡 ,使患側

的耳朵朝上 ,也可以達到復健治療的效果 ,但由於

最近文獻指出趴睡可能為嬰兒窒息的原因之一 ,我

們比較不鼓勵 。

當小孩超過一歲以上 ,而復健治療仍無法達成

完成矯治的情況下 ,長時間下來會導致顏面畸形 、大

小臉 、頸部活動範圍受限 、脊椎側彎與頸椎骨刺發

生 ,嚴重影響小孩的身心發展 ,故此時醫師通常會建

議手術治療 ,若等到四 、五歲以上才開刀 ,一般很難

完全恢復正常 。手術的原則為將纖維化之胸鎖乳突肌

切開或延長 ,傷口小且恢復快 ,算是小手術 。惟小孩

手術須在全身麻醉下進行 ,手術範圍周遭亦有重要的

神經血管經過 ,」 v●謹慎地施行手術 ,才是安全的唯

一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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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增加 、高鱈固醇血症(>2UUmg/dL)以 及白蛋白低

下(<2.5g/dL)。 一般而言 ,腎病症候群的發生率為

45γ 1U,UUU,而男生的比例較高(約 2:1),目 前被認

為常見於具有家族過敏史的兒童身上 。

腎病症候群的成因很多 ,目 前大部分的原因仍

未知 ,如腎臟本身的疾病(如腎絲球腎炎 、膜性腎病

變)、 系統性疾病像口紅斑性狼瘡 、過敏性紫斑症)、 家

族性的過敏史等等 ,為目前常見的成因 。而在病理變

化上面 ,則有85%為微小型變化minimalchange),其

他則為mesangial prUlif㏄ atiUn(5U/U9和 ㏑calsegmen怕 l

glUmerlllUsclerUsis(1U%)。

腎病症候群最常見的症狀為水腫 ,約 95到99%的

兒童會有此症狀。水腫的情形如前面所提 ,多位於眼

皮四周 、陰囊及下肢 ,一般早上起床時以眼皮腫來表

現 ,而到下午就會有下肢水腫的情形 ,較大小朋友可能

會覺得四肢有繃緊的感覺 ,大部分多以體重的增加來

表現 ,但是若不注意 ,甚至會引起嚴重的胸腔積水 ,以

致影響到呼吸的功能 ,或者因為白蛋白低下所引起腹

水可能造成的自發性細菌腹膜炎(spUntaneUlisbactel-ial

perΠ UIlΠis),此 時即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險。此外 ,食慾減

低、容易疲倦、嗜睡 ,可能是因為尿蛋白大量流失 ,以致

血中蛋白不足的情形所造成。而血中膽固醇的升高 ,則

是因體內蛋白大量流失 ,刺激肝臟大量製造蛋白,以應

付過度流失的現象 ,可稱是一種代償作用 。不過肝臟

除了大量製造各種蛋白也會大量合成膽固醇 ,膽 固醇

小兒告β腎臟科 醫 師  蔡 宜蓉

少 ,進一步活化凝血功能 ,因而形成血栓 ,因此可能導

致病童的上下肢的水腫以及疼痛。

詳細的病史詢問以及理學檢查很重要 ,在診斷上

面 ,主要是以尿液檢查為主 ,試紙的檢查尿蛋白達3+

多ljn十 ’而尿液蛋白流失高達4Umg9nl2/hr,約 有2U%的

病童會有微量血尿的情形 。腎功能大多正常 ,血清中

的白蛋白由於流失的關係 ,多呈現白蛋白低下的現象

(<2.5酊dD,而C3和C4多為正常 。

治療上大致可分兩大類 :一是支持性療法 ;二是

藥物治療 。支持性療法包括飲食方面 ,要控制鹽分以

防止水腫和高血壓 ,而蛋白質適量即可 ,不需刻意提

高 。但若極度缺乏白蛋白或極度水腫 ,則可以考慮給

予白蛋白注射並小心配合利尿劑的使用 。皮膚之照

顧 、感染之預防及適度的運動也是必要的 ,活動上面

不需特別限制 。藥物治療方面 ,類固醇仍是腎病症候

群主要之治療藥物 ,但是若腎病症候群若對類固醇反

應不佳時 ,可進一步考慮加上免疫抑制劑或抗排斥藥

物 ,可改善病患之緩解率和對類固醇的敏感性 ,進一

步控制病情 ,是屬於第二、三線用藥。至於何時做腎臟

切片的檢查 ,是值得被注意的 ,一般而言 ,在 1到 8歲發

病的兒童 ,多為對類固醇有反應(stelUid｛espUnsⅣω,因

此不需要做腎臟切片 ,但是 ,若出現嚴重的血尿 、高

血壓 、補體低下、腎臟衰竭或是反覆復發型(sterUid-

dependen。或是對類固醇不反應型(sterUid｛ esistan°的

腎病症候群 ,則須考慮進行腎臟切片的檢查。

預後方面 ,大 多數的腎病症候群屬微小變化

型 ,對類固醇的治療大多可以達到緩解 ,預後良

好 ,即使是反覆復發者(fr。qtlellt㏄ ㏑psΘ亦多隨著年紀

的增加而漸漸減少再發的次數而痊癒 。一般而言 ,若

是第 1次發病後的6個月內沒有復發的情形 ,之後要

再復發的機會較低 ,也不會造成腎臟衰竭的情形 。

不過 ,若為sterUid｛ esi就 ant nepll1.UticsyndrUme,如

FSGS,則可能引起腎臟衰竭甚至到末期腎病變 。因此

正確的診斷和治療觀念 ,並配合醫師的指示正確使用

藥物 ,對腎病症候群的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



在兒童復健的領域裡 ,骨骼系統佔有一份相當重

要的角色。基本上從胚胎發育的第
一

個月起嬰兒的脊

椎骨就已經具有了初步形貌 ,第二個月之後四肢的長

骨就已經發育出基本雛形 ,而有許多因素均會影響到

孩童骨骼的發育 ,例如基因或染色體方面的疾病、胎兒

在子宮內長期受到壓迫、新陳代謝方面的疾病或是孩

童因發展性而伴隨的姿勢不良 ,因此在從產檢到新生

兒健康檢查的過程裡 ,我們均需要對骨骼系統做仔細

評估 ,希望能夠達到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的理想。

基本上在骨骼的發育方面 ,提供足夠的營養是必

需的。而以台灣的生活水準來說 ,營養不足的孩童數目

已經趨於減少 ,但父母反而要擔心營養過剩所造成的

肥胖問題及目前的會有的活動量偏低的現象。另外家

長應該可以供給孩童鈣質含量豐富的飲食 ,比如說乳

酪、起司片、菠菜、白蘿蔔或黑芝麻等的飲食 ,再配合

每天在防曬保養下讓孩子接受日照十五分鐘 ,使身體

自然地產生活性維他命D,這可幫助鈣質的吸收和骨骼

的成長。不過有一點應該注意的是身體所能吸收的鈣

質部份是有一定限量的 ,過多的攝取也會由腸胃道或
﹉
呸尿系統排除 ,所以均衡的飲食和適量地補充維他命

之礦物質可以讓孩童的骨骼發育得到適當的養份。

此外 ,培養孩子運動的興趣及建立規律的睡眠習

慣均有助於規律的骨骼發展 ,其中有彈跳性的運動如

跳繩、跑步 、及打籃球等活動可以促進良好的體能和

刺激骨頭的生長板達到骨質增生的益處 ,不過值得注

意的是避免過量的運動 ,這有可能造成孩子在夜間出

現下肢不定點游移的成長痛 ,更有可能壓抑生長板的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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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育 ,因此在培養孩子的適量的運動習慣這點上也值

得注意。另外充足的睡眠時間和良好的睡眠品質也對

孩子的發育有幫助 ,比如說晚上是生長激素分泌較高

的時段 ,不要讓孩子太晚入睡也可以促進骨骼系統的

發育。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較小的孩童 ,因為足弓

尚未發育出來 ,如果其在行走時會伴隨著步態不穩、常

常跌倒、久站或走路時會有疼痛的情況 ,建議穿著附

加足弓墊的矯正鞋。此外在鞋子的選擇方面有些值得

注意的地方 ,例如選用透氣的鞋面、鞋底附加防滑設

計、不要穿過大或過小的鞋子 (通常以大人的小拇指

能插入孩童足後跟及鞋跟的縫隙為宜 )、 還有每三個

月記得重新評量換鞋的需要 ,並在孩童運動時給與足

夠的保護裝備 ,如騎腳踏車時戴安全帽、溜冰時穿著

護膝及護肘 ,都可以降低運動傷害的發生率。

最後提醒每位孩童均需定期地到兒童門診接受

評估、治療及追蹤。通常在健兒手冊裡會提供身高、體

重的曲線分佈圖讓家長參考其小孩生長的狀況在同

齡兒童中所居的百分比。如果有任何外觀 、發育或個

性教養方面的困擾 ,那與兒童有關的專科醫師 (小兒

科、復健科、眼科、耳鼻喉科及兒童心智科)都是可以

選擇的科別 ,而雖然影響孩子肌肉骨骼發展的因素實

在很多 ,因此在提及兒童骨骼保健時 ,我們也需要從

基因、生理、發展、環境和心理狀態來切入,如何能正

確地補充飲食、維持適度的運動習慣及良好睡眠、慎

選鞋子及運熱用品﹉都可以亨助維持兒童健康的骨骼

系統 ;讓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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