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滿心焦慮的媽媽帶著三歲的小小來兒童牙科求

診，要求醫生幫小小做矯正，因為媽媽覺得小小暴

牙，很不美觀。醫生看看小小，可愛的小臉有翹翹的

上嘴唇， 好像總是嘟著嘴在生氣。媽媽要小小張開

嘴，「醫生你看，她的門牙好暴又有縫，上下牙齒間開開

的，根本咬不斷東西，講話常常會噴口水，咬字也不清

楚。」 醫生問媽媽，小小是不是有吸奶嘴或手指的習

慣，媽媽連忙說是，譴責的眼光投向小小，「早就叫她不

要吸奶嘴了，她就是不聽，罵也沒有用，奶嘴丟到垃圾桶

她還撿回來吸，藏起來不讓她吸就哭到天翻地覆，結果

牙齒變那麼難看。」 醫生端詳了一會，先和媽媽談了一

下，再和小小說了些話，媽媽和小小就高高興興回家了。

有沒有做矯正，當然沒有！

小小的確有咬合不正的問題，而且原因很明顯，是

吸吮奶嘴的習慣造成的。吸吮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

能，是嬰兒進食維生的方法，但是嬰幼兒常有不是為進

食的吸吮動作，這類動作我們稱之為非營養性吸吮(non-

nutritive sucking)，最多見的就是吸奶嘴和吸手指。非營

養性吸吮可能從胎兒時期就已開始，在嬰幼兒時期盛行

率非常高，早期的研究指出有70至90%的幼兒有或曾有

非營養性吸吮的記錄，男女比率差不多。當兒童年齡漸

增，這種習慣的盛行率會明顯下降，多數的兒童在二到

四歲就會停止，最近的一項研究更指出這類兒童九成會

在四歲之前結束這個習慣。一般而言，吸手指要比吸奶

嘴來得難以戒除，原因顯而易見，手指取得容易，不能

剝奪，通常造成的咬合異常也比較厲害。 

非營養性吸吮最令人擔憂的就是它所造成的咬

合變化，無可諱言的，的確可能造成前牙開咬，門齒移

位（前凸、外翻、歪斜、出現縫隙等等），上顎窄縮，甚

至後牙錯咬。嚴重程度和小朋友吸吮的時間長短，力

道，吸吮物放置的位置方向都有關係。所幸的是，大部

份的變化在乳牙齒列時期都是可逆性的，一旦非營養

性吸吮習慣停止，這些異常的咬合情形都會慢慢恢復

正常。但是如果到恆牙萌發時，這些吸吮習慣還持續進

行，這些異常的咬合變化就很難自己解決，而且影響的

程度和問題的複雜度都較為深遠，常常需要進行繁複

的齒顎矯正治療，甚至治療成果也比較難以維持穩定。

因此，在恆齒萌發前戒斷非營養性吸吮習慣，是一個治

療及預防的重點。

因此，不同年齡的兒童，治療的方向和策略有很大

差異。由於大多數兒童四歲就會自動戒除，因此對四歲

以下兒童我們不需做太積極的勸阻。通常只是對家長

說明，請他們觀察，可以柔性的勸說提醒，不需要用蠻

橫的方式逕予剝奪。如果四歲之後習慣仍持續，就開始

採取較積極引導的方式，因為離恆牙開始萌發的時間

也不算太遠了，而且，戒斷習慣是需要時間的。首先要做

的是，和孩子溝通。要溫和的告訴孩子他的習慣可能造

成的問題，尋求他的共識，要讓他願意而且想要戒除習

慣，千萬不能譴責和譏笑，這只會造成反效果。孩子的

意願是一切治療的基礎，對於根本不想改的孩子給予

的任何治療，都鮮少會成功。有些小朋友光是這樣的溝

通就足以解決問題，如果不是的話，可以再加上以下方

法。提醒法：例如可以在手指上貼防水膠布，奶嘴上塗

一點怪味軟膏或調味料，記得，是提醒他，不是逞罰他。

裝置法：當提醒法也沒效，牙醫師通常就要做點東西

了，一個固定式的口內裝置，例如舌柵(tongue crib)，不但

具有全時提醒的功能，也會讓小朋友吸吮的樂趣喪失

大半，對於想戒卻戒不掉的孩子有非常好的效果。通常

配戴三個月就能達到治療的效果，有些小孩可能需要更

久一些。以上的過程，若能加上一點利誘的因素，效果

一定大大加分，這叫獎勵法。可以設定一段時間，若是

小朋友在限期內達成目標，即可獲得約定的獎勵。雖然

功利了些，但記得，增強孩子的動機是非常重要的。

兒童牙科醫師　張曉華

小小的暴牙



物理治療以功能性活動、環境（包括輔具）、運動治

療、物理因子（聲、電、水、冷、熱、力、光）及操作治療等

角度來預防、鑑別、評估與治療病患。兒童在物理治療

所服務的個案中，是相當獨特的一群。由於兒童會成長

與發展，任一系統發生障礙都會影響其他系統的發育。

常發生於兒童的疾病也多有其特殊性，與大人疾病並不

相同。因此物理治療師必須具備豐富的知識及熟悉兒童

發展，針對疾病及孩子的特性，利用各種設計好引發兒

童興趣之誘發、治療方法及輔具進行環境調適、運動治

療、與功能訓練等等。並且針對慢性疾病或已有身心障

礙的個案，需以整個家庭為中心，將治療計劃融入日常

生活中，提供家庭諮詢、衛教或心理支持。

在小兒物理治療服務的對象中與小兒骨科或與骨

骼肌肉系統有關的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主要病因即為

骨骼肌肉系統出現問題而造成功能限制，另一類則為神

經肌肉系統疾病因次發性併發症所造成的骨骼肌肉系統

問題。

單純因骨骼肌肉系統出現問題而造成功能限制的

個案中，常見診斷有肌肉性斜頸、足內八等異常步態、扁

平足、長短腳、脊柱側彎等；也有較特殊的診斷如先天

多發性關節硬化症、成骨不全症、骨癌或先天肢體缺

失。以常見診斷而言，物理治療會較著重在身體功能

的評估，以判斷問題嚴重性與出現次發性問題的可能

性，經由功能訓練、運動治療、支架類輔具如鞋墊、外

翻帶與衛教，就可以有不錯的療效與預防問題惡化的效

果。特殊診斷的個案常在一開始被診斷時就伴隨有活動

的限制與功能缺失，同時其疾病特性常為全身性且終身

受影響；因此物理治療評估時會注重身體功能與家中

活動參與的關係，個案現有功能以及環境因素造成的影

響。在擬定治療計畫時除了解決現有問題也需考慮個案

未來功能需求，例如就學時可能遇到障礙或需具備的功

能；以使物理治療的訓練能確實反應在個案的日常生活

功能上。由於這類個案常需多專業的醫療團隊，因此物

理治療的介入也需與其他專業合作，配合其他團隊成員

的治療作調整。例如當先天多發性關節硬化的個案接受

骨科手術時，物理治療需調整個案接受治療頻率與視情

況改變治療內容使得手術效果能發揮到最好；同時減少

個案因術後可能出現的體能降低情況，儘快達到最好功

能。

因神經肌肉系統疾病的次發性併發症所造成的骨

骼肌肉系統問題終場見診斷有腦性麻痺、脊柱裂或肌

肉病變等。這類個案容易因長期的異常張力、肌無力或

不良姿勢而造成關節攣縮與變形、髖關節脫臼或脊柱側

彎等問題。雖然這些個案的骨骼肌肉系統問題屬於次

發性；但若不能早期預防與介入，可能會對日常生活功

能、外觀、造成嚴重影響，甚至進而影響其生命。因此針

對這類個案，物理治療內容可分為預防性介入：利用擺

位、治療性運動或輔具來維持姿勢或伸展肌肉以預防長

期可能造成的併發症或用於問題剛發生時的保守治療。

另外若個案需要骨科手術治療，物理治療在術前的衛教

與術後的積極介入可以協助個案儘快恢復體能與原有功

能。

展望未來，物理治療針對小兒骨科疾患的介入期望

能有更多與各專業合作的機會。例如針對需手術治療

的個案建立術前的衛教與術後早期床邊治療，以減少因

臥床而造成的體能下降，與加速功能恢復速度。術前的

物理治療評估則可以提供個案功能資訊，找出危險因子

以協助團隊成員的臨床決策。小兒骨科問題的預防與篩

檢，小兒運動傷害的治療也應有物理治療可貢獻之處。

希望藉由物理治療的服務，能增進更多孩童的健康。

潘懿玲、廖華芳

小兒骨科疾患之物理治療



一、當孩子有以下的徵狀時，可能是視力不良的現象，請

帶到眼科做進一步檢查

•	用手指或物品在幫寶寶眼球逗引時，不會注意手指

或是物品。

•	眼位不正常，如鬥雞眼、脫窗。

•	有隻眼睛偶爾或經常向內或外轉。

•	看東西時，眼球會不自主地震盪。	

•	有複視的現象(一物看成二物)。

•	走路經常跌倒。

•	似乎沒有甚麼病痛，但卻常抱怨頭痛，特別在眼睛

附近。

•	經常陳述看不清楚，眼睛會怕光、流眼淚、眼皮眨

個不停或長期眼紅。

•	兩眼瞳孔大小不等或在暗處中黑眼珠當中呈白色

或黃色反光。

•	眼睛外觀異常，如眼皮下垂等。

•	看黑板或遠方時，先得閉眼或瞇眼後再看。或因看

不清楚而探視前後左右同學的筆記。

•	經常頭會向某一特定方向傾斜，或瞇眼、歪頭、揉

眼、皺眉等習慣。

•	看書或寫字時太近，看電視距離越看越近。

•	閱讀時離書本太近或太遠（超過一般距離），或傾

斜至一特定角度看書。

•	閱讀時常看錯行，不喜歡需用眼力專注的工作。

或視力專注後，易感浮燥不安、緊張、或常抱怨頭

痛、噁心。

•	心不在焉，眼和手的協調能力較差。

二、家長如何在家檢查幼兒或學齡前兒童的視力

•	出生嬰兒在出生2至3月後，可以觀察測量其對移動

目標(如媽媽的臉)有無穩定的固視及追蹤能力。

•	可用遮眼法觀察反映。如將幼兒一眼遮住會嘗試將

頭轉開，和表現得很不高興或嚎啕大哭，則表示另

一眼可能有問題。

•	約三、四歲以上的幼童可進行立體測試圖的檢測。

立體圖檢測主要是確定兩眼共同視力機能。

•	利用視力表檢查視力。

三、如何檢查幼兒視力	

四至五歲的小朋友，多能教會他們「比」視力表，父

母可以自己畫個類似視力表上的Ｅ字或Ｃ字，將其缺

口，作上下左右變換，指引幼童練習作正確方向的比

示，然後就可以至醫院或自己利用視力表來測視力。

習慣上測單眼視力時，一般會先測右眼，再測左

眼，一般而言，幼兒比較會比出「上」、「下」或「左」、「右」

方向的手勢，應儘量	不用斜向缺口，免得幼兒比不出

來。因考慮幼童的成熟度，測試的合格標準訂為六歲為

0.8、五歲是0.7、四歲為0.6	，至於三歲的幼童在測試上更

困難，許多正常兒童也因受制於表達能力而無法準確比

到	0.5。

若兩眼視力檢測在視力表上相差兩格以上，例如四

歲的小朋友若右眼	0.8、左眼0.6，父母應特別注意。

四、健康用眼行為

（1）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	改善日常生活習慣是最重要的預防近視方法。

•	注意營養均衡，攝取豐富的維生素。

•	規律的戶外休閒活動如散步、放風箏、騎腳踏

車、玩球等，眺望遠處放鬆眼肌。

•	多去戶外，接近大自然和青山綠水。

•	不要讓幼兒太早接觸較傷眼力的學習。

•	作息正常不熬夜，足夠的睡眠，至少8小時，生活

作息規律。

（2）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	桌面會反光刺眼時可鋪上米黃色紙或綠色墊

板。

•	坐姿要正確，避免趴在桌上看書或畫圖

•	應勸阻避免在床上和移動車上看書，及打掌上型

電動遊戲機。

•	使用符合幼兒身高坐高的桌椅。

•	打電腦十分費神傷眼，不要持續玩30分鐘以上。

•	眼睛與書本或畫面應保持35~40公分的距離。

•	學齡前兒童的書籍需選擇有大型字體印刷和色

彩繽紛的圖片。

（3）降低電視與電腦的負面影響

•	應保持與電視畫面對角線6~8倍的距離觀看。

•	觀看電視的角度以不超過畫面左右的30度之內

最適合。

•	確保有足夠的照明，看電視、電腦時，要打開室

內燈光。

•	電視畫面的高度比兩眼平視時略低15度。

•	避免躺著看電視，最容易傷眼睛。

•	每看30分鐘應讓眼睛休息10分鐘。

•	電視畫面保持柔和穩定,並調整至最清晰的狀

況。

•	幼兒一天看電視、玩電視遊戲機與使用電腦的時

間不可超過1小時。

•	調整電腦螢幕，減少眩光和反射其他光源。

五、飲食須知

飲食均衡，不偏食，有益於眼睛的健康，維生素

A或是胡蘿蔔素的攝取，預防眼睛乾澀不適，和避免

夜盲症及乾眼症。富含維生素A的食物包括蛋、牛奶

及奶製品、黃綠色的蔬菜瓜果，如花椰菜、芥蘭、芒

果、南瓜、籚筍、紅蘿蔔、芒果等。維生素B群是視

力保健不可或缺的成分，可從乳製品、瘦肉、綠葉蔬

菜、豆類、小麥胚芽、糙米或胚芽米中攝取獲得。

維生素C可抗氧化，防止視網膜受到紫外線的

傷害、防止水晶體老化，達到保護眼球的健康的功

效，從日常飲食中攝取如橘子、柳丁、番石榴、桑

椹、番茄、奇異果、櫻桃、草莓、葡萄柚等。

眼科部醫師　林隆光

幼童及學童視力保健日常須知



兒童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的情形並不少見，根據文

獻的統計，大約有10%到30%左右的學齡前兒童有習慣

性打鼾現象；而阻塞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則約佔2%到

3%左右。從嬰幼兒時期到學齡前、後的兒童階段，睡眠

時間大約佔了成長過程一半以上的時間。因此，必須要

睡得好，才能長的好。台灣童謠中的搖籃曲唱道“嬰仔

嬰嬰睏，一眠大一寸，嬰仔嬰嬰惜，一眠大一尺”，就是

這個道理。

所謂的打鼾，是指睡覺時所發出來的呼吸雜音；而

睡眠呼吸中止，則是指在睡著後，病態性的缺氧或窒息

現象。造成兒童習慣性打鼾現象與睡眠呼吸中止的原

因、致病機轉和成人不同，所以治療的原則和方針也不

同。

大部分的學齡前兒童，都是因為上呼吸道之腺樣

體和扁桃體肥大，而引起後鼻部及口咽部的阻塞；若伴

隨有過敏性鼻炎，就會鼻塞嚴重，不得不張口呼吸，導

致病童在晚上睡眠時除了鼾聲「驚天動地」外，常有異

常的睡姿（如頭頸部過度伸張），無法熟睡及容易驚

醒。也會有尿床、夢遊與亂踢等睡不安穩之現象。最

後，因患童長期用嘴巴呼吸而使鼻子變扁、眉間變寬及

顏面扁平與下巴發育不良，形成所謂的腺樣體臉型。另

外，因為扁桃體肥大也會引起吞嚥困難，進食緩慢，味

覺欠佳，以致食慾不振，因而體重增加緩慢；而且，兒童

期生長激素的分泌是以睡眠過程中的慢波期為主，由於

呼吸道阻塞，會影響正常的睡眠週期，進而抑制兒童之

正常生長發育。所以，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童，有

一部份是體型瘦小、生長遲緩的。

造成孩童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因，除了腺樣體、扁

桃體肥大、過敏性鼻炎之外，還有一些是因為過度肥

胖、顱顏面及呼吸道先天性異常、神經肌肉障礙而導致

咽部肌肉無力等也都會造成孩童的睡眠呼吸中止。所

以，當孩童有習慣性打鼾或睡眠障礙時，建議家長應該

帶小孩給耳鼻喉科醫師做詳細的問診與局部檢查，頭

頸部的X光或影像檢查、內視鏡檢查，必要時安排詳細

的睡眠生理檢查、神經學檢查等。另外，患有睡眠呼吸

中止症的孩童有時候會有晨間頭痛、躁動、有侵略攻擊

性行為、注意力不集中、學習障礙與成績低落，甚至過

動等現象。所以，有時候也會安排兒童神經認知方面的

注意力檢測或智力測驗，來加以評估其心智發展狀況。

長期而言，這些孩童的睡眠呼吸障礙若不加以適當的

處理，長大後會有較高的機率會罹患心臟血管系統的

疾病，如高血壓、心臟病等。

治療上，以扁桃體及腺樣體切除手術為主；另

外，視患童的病因不同，而有其他的輔助治療方式，包

括藥物治療、口內矯正器、陽壓呼吸器、顱顏手術等，都

必須要經過專業醫師的詳細評估，以及和家屬的充分溝

通後，才能針對每一位患童做出最適當的決定。

總之，造成兒童習慣性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原

因與成人不同，兒童並非成人的縮影，小朋友們仍然在

不斷的成長階段，早期發現病灶，早期診斷，並適當的

予以早期介入治療，不僅可以使孩童們健康的成長，也

可以讓這一群未來的主人翁，免除一些慢性疾病的威

脅，讓我們未來的社會更健康。

（轉載97/5/22聯合新聞網）

耳鼻喉部醫師　許巍鐘 

兒童打鼾及睡眠呼吸中止症



腦性麻痺是未成熟的腦遭受非進行性受損的一種

神經發展疾病，所謂非進行性的受損代表受損的情形不

會持續的惡化，然而因之而起的骨科問題有可能更為嚴

重。平均每一千名新生兒中，約有兩名會罹患腦性麻痺。

腦性麻痺在臨床上通常分為痙攣型 (spastic type)、運動

失調型 (ataxic type)、徐動型 (athetoid type)，其中痙攣型

大約佔了所有的腦性麻痺的七成至八成。痙攣型腦性

麻痺因為傷到動作皮質區或是皮質脊髓路徑而有肌肉

張力過高的現象，也會合併肌肉骨骼的問題。痙攣型依

受影響的肢體又可分為半側偏癱、下肢癱瘓、及四肢癱

瘓三類。運動失調型則是小腦的受損，常見的病癥為低

張力和肢體的顫抖；徐動型則是傷及通往基底核 (basal 

ganglia) 的錐體外路徑(extrapyramidal tract) 或錐體路徑

(pyramidal tract)，常混合不同肌肉張力，有時高張力，有

時則是低張力，在維持姿勢或是動作進行時，會受到變

動的肌肉張力影響而無法順利完成。

在所有的腦性麻痺患者中，痙攣型的半側偏癱兒童

約佔三成，腦性麻痺半側偏癱兒童因早期腦部受損，除

了在結構上的影響之外，常見嚴重的上肢功能障礙，像

是自主動作障礙、動作協調困難、無法控制出力等，這

些都使得腦性麻痺兒童的上肢動作效率較一般小朋友

差，也因而影響了兒童的日常生活功能，並使兒童在生

活角色的參與上受限。

腦性麻痺兒童的上肢功能仍有相當的進步潛力，因

其動作功能障礙有很大比例是由於兒童自己學到不使

用患側手的「發展性忽略(developmental disregard)」，發展

性忽略代表的是兒童於成長的過程中，由於無法順利使

用患側手，而多半只利用健側手執行活動，甚至拒絕使

用患側手提供執行活動時的穩定與支持，導致兒童在成

長的過程中忽略其患側手，並廢棄使用；棄用又使得退

化更嚴重。舉個例子來說：像是半側偏癱的兒童在畫圖

的時候，即便慣用邊是患側手，仍舊不會選擇用患側手

拿筆，甚至在畫圖的過程中，也不會利用患側手壓住紙

張提供畫圖時的穩定；而在吃飯的時候，也不會用患側

手幫忙穩定碗盤，造成必須用防滑墊或將碗盤固定在桌

上，以避免兒童打翻碗盤。以上的例子中，或許兒童本

來有能力執行那些幫助穩定的動作，但由於不使用患側

手的緣故，久而久之連原有的能力都會被棄用，不只造

成功能上的退步，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也甚鉅。

造成發展性忽略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一、負向抑

制患側手動作：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由於無法順利使

用患側手產生動作，同時伴隨著疼痛、動作的失敗或是

不協調等負向的回饋，而產生對兒童患側手動作的抑制

或是能力的遮蔽；二、正向促進代償動作：兒童在學習適

應障礙時，也因患側手不便使用而產生依賴健側手的代

償，由於代償行為可以幫助兒童完成活動且較使用患側

手方便，而正向增強了代償行為，強化了使用健側上肢代

償日常生活功能的行為。最終造成發展性忽略現象，這

種現象通常是永久持續的，但該過程是有逆轉的可能

的。

克服發展性忽略的方法：首先與兒童充分的溝通以

及給予足夠的支持之後，限制其健側上肢的使用，以迫

使兒童使用患側手，並利用行為雕塑的方式提供兒童正

向回饋，以提高兒童使用患側手的動機；同時於訓練時

提供兒童豐富且大量的自然環境刺激，並給予大量且密

集的練習時間，進而影響大腦皮質的重整，使兒童可以

學習如何使用患側肢體，以求造成肢體使用上永久的改

變，此一方式即為「患肢迫用療法」(forced-use therapy)。

美國學者Edward Taub率先於西元1993年，將患肢

迫用療法應用在中風後半側偏癱病人的臨床試驗，中風

研究經驗的多年累積，也帶動近年腦性麻痺半側偏癱兒

童的患肢迫用復健。現有的文獻指出，患肢迫用療法應

用在腦性麻痺兒童身上，治療後動作功能皆有進步的趨

勢，無論是患側手的動作品質、敏捷度，或是日常生活中

患側手參與活動的質和量皆有顯著的改善，且治療後一

年療效仍維持。

就職能治療的服務理念來說，治療成效不只侷限於

醫療人員的評估，還擴及病患與照顧者的主觀評價，及

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指標。我國近年已進行中風的患肢

迫用療法臨床試驗，治療成效還包含病患與照顧者的看

法，以及健康相關生活品質的量測。本院與合作機構所

得的各項成果已發表於國際重要期刊，開展了治療經驗

分享的國際交流，現正規劃適用於腦性麻痺兒童的治療

方案，以提昇我國兒童神經復健的發展。

依據目前的文獻，腦性麻痺兒童的患肢迫用療法

成效雖仍不足下定論，但現有證據指出患肢迫用療法在

某些腦性麻痺半側偏癱兒童身上確有療效，其中進步包

含了動作功能以及日常生活層面，同時亦無副作用的問

題。未來國內適用腦性麻痺兒童的治療方案建立後，將

進行嚴謹的隨機臨床試驗，相關研究成果對腦性麻痺兒

童的神經復健，可望帶來重要的新契機。

林克忠 張凱傑

臺大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所）及臺大醫院復健部職能治療技術科

腦性麻痺偏癱復健的新契機患肢

迫用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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