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社會的演變，婦女所需負擔的經濟壓

力愈來愈高，而環境中的污染也罕有改善的跡

象。愈來愈多的夫妻經由人工輔助技術，才得以

孕育下一代，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早產的比例

增加。在台灣年度生育率逐漸下滑，邁入老年化

社會的情形下，好好地照顧這些提早到來的生

命，顯得格外重要。

〝天然的尚好〞，在醫療的演進過程中，除

了針對各種疾病的治療有所進展，也開始試著

營造子宮般的生活條件，讓小寶寶可以平順地

成長。包括病房裡光線與聲音的降低，協助維

持屈曲姿勢，給予溫暖濕潤的環境，集中時段給

予護理，降低抽血的頻率，都能讓孩子少受些紛

擾。而親子袋鼠式護理，和母乳的及早給予，更

是希望寶寶從一開始，就可以得到爸媽的支持與

膚慰。另外，加護病房也變得不像電視劇中，平

日大門緊閉，偶有醫生站出來宣告狀況不妙，接

著家屬們哭到昏厥的場景。每天數次的會客時

間，父母可以得知嬰孩的最新進展，檢查治療的

結果與計畫，及未來可能的變化與需要注意的

地方。除了醫師，其他的工作同仁更是舉足輕重

的角色，護士阿姨清楚baby食衣住行細微的變

化，常是發現疾病初兆的關鍵人物；呼吸治療師

細心調整管路與機器設定，降低他們呼吸的負

荷；復健老師藉由全方位的練習與運動，讓小朋

友的四肢更靈活，進食更順暢；營養師關心每

天腸胃道與靜脈注射營養，能否提供足夠的能

量，順利地生長並抵抗外來的挑戰；檢查單位為

了降低小病人的抽血量，會使用特製的檢體收集

管，並儘量讓檢體可以進行多次的檢驗；藥師也

會特別注意，投給這些小小身軀的藥物種類與劑

量是否合宜。還有小兒外科、眼科、影像科、耳鼻

喉科等部門，都會適時地提供幫助。

隨著各醫院同仁及社會團體的努力，早產

兒的照顧方法不斷地改良，常見的併發症也不再

那麼可怕。產科醫師對於高危險妊娠的處置，與

新生兒科的合作，也漸漸趨向正軌。藉由提早的

孕婦轉診，產前的檢查與預防性給藥，兒科醫師

的周產待命及之後的加護醫療，都是很重要的工

作。常見於低出生體重兒的開放性動脈導管，可

藉由臨床訊息及影像追蹤，評估其進展的方向

與嚴重度。對於需要積極處理者，可先給予藥物

治療，若無法得到良好成效，將會診小兒心臟外

科醫師，得將動脈導管結紮，阻斷可能造成心衰

竭與器官失調的分流，術後也會繼續追蹤，是否

需要其它飲食或藥物方面的調整。家人最常擔

心的，小孩會不會變笨，甚至不能好好走路，也

是我們關注的腦室出血與白質軟化等腦部病症。

研究顯示從產前、產中到產後的許多因素，都可

促成腦部的傷害，所以是非常難以預測的。藉由

密切監測臨床變化，與腦部超音波掃瞄，卻可以

早點發現異常的變化，加以降低可能的惡化因

子，並適時展開復健療育。出院之後在門診，除

了接受疫苗注射，醫師也會針對孩子的生長狀況

和其它的問題，給予適當的建議與治療。

新生兒階段倘若有檢查項目不正常，並非

日後一定有異樣；只要我們投入細心的照顧與

愛心，他們還是有很大的機會，可以順利成長發

育。

小兒部　黃冠翰醫師/曹伯年醫師

早產兒的加護照顧



兒童是國家的未來，政府對兒童健康的優良政策規

畫，代表政府對國家未來國民健康品質的重視。兒童未

來的生命長達數十年，將兒童健康基礎建立好，不但可

以有身心健康的國民，更可以減低未來成年後之疾病。

這是政府最佳的投資，成效長遠。

政府的人口政策至今仍看不見實質有效的內容，令

人著急。隨著我國年生育率之下降，每年新生兒由1981

年的四十一萬，至今己減至不到二十萬。依聯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之定義，兒童指<18歲者。在台灣兩仟三百萬

的人口中，<15歲的兒童大約佔了17.8%，<20歲人口佔

20.64%。但是國家用於維護兒童的醫療支出極低(15歲

以下佔9.12%，20歲以下佔11.49%)，與人口極不成比例。

用於研究兒童健康的研究費用也很低。反之用於65歲以

上老人的醫療費用佔了33.2%，而65歲以上老人口只佔

了總人口的10.10%。目前從生產至養育孩子的心力及花

費，常常讓年輕父母們感到吃力，以至不敢生小孩。年輕

父母們是社會中沉默而很需被協助的一群。若政府及社

會能在兒童身心健康照護上予以更多實質上的支持，會

使父母們生兒育女的意願提升。在稅制上，政府應給予

生育兒女一名以上的家庭所得稅之減免額，並使六歲以

下兒童的就醫可以免自負額。尤其應提供足夠的優良託

育兒童之基構。

兒童的醫療照護包含了預防與治療兩方面。其中預

防尤其重要。現今的醫療制度，較忽略預防的層面，對

於醫護人員對兒童家長衛生教育的重要性未予以積極

鼓勵與重視。兒科醫師對於兒童健康的守護肩負重大責

任。舉例而言，一至四歲兒童的第一死因是事故傷害，事

故傷害有許多情形是發生在家庭中，是可以積極預防

的。 目前政府花費的健保經費是在照顧已經發生意外

的孩子。如果醫療照護中重視健康教育的重要，在第一

線的醫師看診能參與上述相關衛生教育項目，事先防範

家庭中不安全的措施及設備，對於事故傷害之避免，是

小兒部　張美惠醫師

兒童醫療—困境與期許

很必要而有用的。預防兒童事故傷害可以減少

已經夠少的兒童生命的傷亡及國家醫療支出。

此外兒科醫師花在每個孩子的診查時間

與精神很多，因為小朋友無法乖乖地接受檢

查或治療，需要較多的醫療人力照顧一個小孩

子。以打針為例，為一個小朋友打靜脈注射所花

時間人力，為大人的好幾倍。做一個小孩的胃

鏡，可以做好幾個大人的胃鏡。需要至少三個醫

護人員，才能做完一個孩子的檢查，相對的，做

一個成人的檢查，可能只要一個醫護人力就可

以完成了。但健保給付，對於兒童之檢查，只給予二歲或

六歲以下兒童加成20%。由於醫療給付對兒童偏低，造

成醫院診所投入兒童醫療的意願偏低，醫師投入兒科醫

療的意願，在過去六年來逐年下降，直接威脅兒童醫療

的品質。政府不應將過去照顧30-40萬名兒童的醫療經

費挪做他用。應該將其用於 改善兒童健康品質。

人類健康的維護應從小做起，好的生活習慣與人格

培育，也應該在小時候培養好。兒科醫療在目前的給付

制度偏向低估兒童給付，加上兒童人口減少的趨勢，確

實使兒童醫院自給自足的能力顯然不足。

目前整個國家的兒童醫療政策仍是不利於兒童

人口的成長與兒童醫療之發展，社會對於未來的人口

政策，兒童健康與預防疾病從小做起的概念也仍顯不

足，這是我們必須向政府建言的。

感謝兒童醫療前輩及同仁之努力與政府及台大醫

院的支持，台大兒童醫院很難得地在此艱困情況下成立

了。它給兒童健康帶來一個理想的醫療環境，但可以預

見的是其維持自己自足的困難。世界各國的兒童醫院都

常見到向社會募款的活動。社會善心捐款也是各國兒童

醫院賴以生存的重要鼓勵。台大兒童醫院應可啟動募

集社會資源之機制，讓社會人士為我們的兒童建立最佳

的醫療環境。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尤其貧苦兒童可以因

此得到同樣良好的醫療照護，這是台大兒童醫院應努力

的。藉此補助貧困兒童醫療費用，從事國家兒童醫療政

策之研究，並投入尖端先進的兒童醫療科技之研發，以

追求最優質的兒童健康與醫療，永續貢獻社會。

危機往往也是轉機，當兒童人數變少，我國的經濟

與社會也會面臨危機，政府與社會面對兒童瀕臨稀有化

之危機應會有所警覺與作為。當社會對兒童醫療照護品

質之要求更高時，也是兒童醫療工作者發揮所長的機會

了。每天與天真可愛的兒童相處在一起，照顧他們的健

康，以此為業，生活在純真愉悅的玩樂環境中工作，保有

一顆赤子之心，到老年都還不覺得老。誠摯歡迎年青的

醫學生們，加入兒科醫師的行列，守護兒童健康。



本文所指之漏針(extravasation)是指周邊靜脈注射

之藥物或輸液外漏到周圍組織，其藥物或輸液外漏之

情況可能是經由脆弱靜脈滲漏出去，或針頭刺破靜脈直

接注射出去。在小兒科門診或病房，漏針大部份發生在

小於六個月大的幼童或新生兒，造成之傷害往往比成人

嚴重；由於嬰幼兒不會直接表達疼痛，以致漏針的處置

可能被延緩。漏針造成之傷害，輕度情況是周圍組織發

炎反應，臨床症狀是患部中至重度疼痛，或灼熱感，可

能伴有紅斑(er y thema)、腫脹、觸痛，以及有靜脈炎

(phlebitis)；嚴重傷害是組織壞死，或極端的情況下，肢

體壞死。皮膚壞死之臨床症狀，是漏針三至五天後患

部皮膚冰冷、變白或起水泡、皮膚增厚，後來轉變為乾

燥、黑色的焦痂；焦痂脫落之後皮膚潰爛現象產生。皮

下之脂肪或肌肉也有發炎或壞死之傷害。臨床上，如果

藥物或輸液注射不順暢、留置針回抽無血液，以及注射

部位有無疼痛或灼熱感、皮膚有無紅斑或腫脹，則要考

慮是否有漏針產生。

會造成軟組織損傷之藥物或輸液有：(1)化學治

療藥物：如anthracyclines類(dactinomycin、daunorubic

in、doxorubicin)、mechloretamine、mithramycin、mitom

ycin C、streptozotocin、vinblastine 及vincristine。其中

daunorubicin 及doxorubicin最常造成傷害。化學治療藥

物之漏針，可在數天內造成組織壞死，七至十天進展為

皮膚潰爛。(2)細胞毒性或抗病毒藥物：如Acyclovir。(3)

血管收縮藥物：adrenaline、noradrenaline、dopamine、do

butamine、vasopressin、prostaglandins。(4)具酸鹼性、或

高滲透壓 (大於290 mOsmol / L) 之藥物或輸液：如

Thiopentone(pH 10.5)、Phenytoin(pH 12)、或是hypertonic 

glucose、hypertonic saline、potassium chloride、sodium 

bicarbonate、parenteral nutrition(TPN)、X-ray contrast 

media。(5)含酒精、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或乳化

劑(tweens)之藥物或輸液。

漏 針之 預 防

方法有：(1)由經

驗 豐富 的 醫 護 人

員 施 行 靜 脈 穿 刺

和放置留置針。(2)

選擇適當部位（如前

臂、手背）以及大而有彈

性之靜脈，施行靜脈穿刺和

放置留置針。(3)避免同一區域多次靜脈穿刺和放置留

置針。(4)開始靜脈注射前，需回抽血液與注射生理食鹽

水，以檢驗留置針是否在靜脈內。(5)對於會造成軟組織

損傷之藥物或輸液，以緩慢速率注射。(6)、觀察靜脈注

射10分鐘，以檢驗靜脈輸液是否通暢，與注射部位有無

疼痛或灼熱感、皮膚有無紅斑或腫脹。(7)注射之藥物

必須以適當之溶液（如生理食鹽水）稀釋。(8)藥物注射

完畢後，需以適當之溶液（如生理食鹽水）沖洗靜脈。

(9)傷害較大之藥物，需考慮放置中心靜脈導管、或Port-

A、Hickmans來注射。

漏針之處置步驟如下：(1)立即停止注射藥物或

輸液。(2)暫時勿移除留置針，與勿移動患肢，儘量回

抽外漏的藥物或輸液。(3)給予漏針的解毒劑。(4)注射

少量生理食鹽水以稀釋外漏的藥物。(5)之後將留置

針移除，並且避免於注射部位加壓。(6)在漏針部位皮

內或皮下注射類固醇減低漏針部位的發炎症狀，但

類固醇對化學治療藥物漏針的傷害並無幫助。另外對

anthracycline 及vinca alkaloid之漏針，不建議使用類固

醇。(7)適當的冷敷或熱敷、抬高患肢至少48 小時。除

了對vinca alkaloid之漏針，建議熱敷外，對其餘化學治

療藥物之漏針，建議冰敷。(8)以外用類固醇藥膏塗抹患

部。(9)給予口服鎮痛劑或抗組織胺藥物，減輕發炎反

應。(10)在漏針後第一天至第二週持續觀察漏針部位的

傷害程度與癒合情況；大部份的軟組織與皮膚傷害，可

以在傷口照護(wound care)下，經由肉芽組織生成與表皮

新生而癒合。(11)若有嚴重組織壞死及皮膚潰瘍，可照

會整形外科醫師來協助處理。

用於漏針的解毒劑有：(1)phentolamine（平滑肌

鬆弛劑），用於vasopressor之漏針。(2)topical glyceryl 

trinitrate（血管擴張劑），用於parenteral nutrition之漏

針。(3)sodium thiosulphate（化學中和反應劑），用於

mustine之漏針。(4)dimethyl sulphoxide (DMSO；為氧自由

基清除劑) ，用於daunorubicin、mitomycin、doxorubicin之

漏針。(5)Dexrazoxane (Savene TM)，用於anthracycline之

漏針。參考相關藥典來給藥。

新生兒漏針預防及處置
整形外科　戴浩志醫師

小女孩足背因注射生理食鹽水輸液之漏針，造成皮膚壞死
與潰瘍，在傷口照護下，可見到肉芽組織生成與表皮新生
之癒合情形。



護理部　陳玉蓮護長

新生兒靜脈滲漏護理

週邊靜脈導管的照護是新生兒加護病房中常見

護理之一，文獻上統計，臨床中新生兒靜脈滲漏的比例

達23-63%，當靜脈滲漏時可能會引起血腫、感染、靜脈

炎、水泡、壞死等後遺症，甚至造成傷口組織長期且永

久的傷害。適當的照護可以減少後遺症的產生，例如

正確的傷口照護方式可加速傷口癒合，減少感染的機

率。因此，當已發生靜脈滲漏時，正確的傷口護理是非

常重要的措施。

新生兒靜脈滲漏

因靜脈輸注液引起的浸潤或滲漏，是新生兒給

予靜脈輸液時常見的併發症，新生兒發生的機率為

23-63%(Frank, et al., 2001)，Wilkin和Emmerson(2004)

在英國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因靜脈滲漏而造成的皮膚

壞死達3.8%，其中高達70%的個案為懷孕週數小於26週

出生的早產兒。因為新生兒或早產兒的血管較小且血

流較緩慢，使得無法稀釋注入靜脈的輸注液，而增加

刺激血管壁的機會(Clifton-Koeppel, 2006)。尤其是出生

天數兩個禮拜以內的早產兒，因為新生兒週數不足，皮

膚發育不成熟及皮下組織較少，所以當靜脈滲漏時更

容易引起皮膚傷害(Ramasethu, 2004)，因此在新生兒

加護病房中必需特別重視此問題。

靜脈滲漏的分類

當由靜脈給予的輸注液並未全部都在血管內，而

跑至週邊的組織中，稱之為靜脈滲漏，其分為四類，第

一、浸潤：輸注液滲漏至週邊組織，引起組織腫脹；第

二、滲漏：輸注液滲漏至週邊組織，引起細胞發炎產生

細胞毒素，而造成的組織腫脹；第三、靜脈炎：因上述

原因使靜脈已產生發炎症狀，造成紅、腫、熱、痛及注

射處皮膚溫度上升等症狀；第四、腔室症候群：因輸注

液大量滲漏至肌肉叢的腔室內，造成局部壓力上升使

血液灌流量減少，進而引起組織供氧不足及組織壞死

的症狀。 

靜脈滲漏的生理機轉

靜脈滲漏的原因並非一定是臨床中所稱之「漏

針」，目前並不清楚引起靜脈滲漏的真正機轉，其可能

造成的原因共有三種：包括1.當置入靜脈導管時針頭刺

穿血管壁，使液體蓄積於週邊組織內；2.靜脈導管的軟

針並未穿出血管壁，但因為軟針長期壓迫血管壁造成

血管壓瘡及破洞，使輸注液體滲出；3.輸注液體的滲透

壓過高、酸鹼值過高及特殊的化學成分，導致過度刺

激血管壁的上皮細胞，而引起發炎反應，造成周邊組

織腫脹。新生兒因為血流量較成人少、血管也較細，使

得發生上述問題的機率比成人高出許多，因此必須在

照護上特別注意。

靜脈滲漏的護理

1. 預防更勝於治療，平常即須評估皮膚易受損的危

險因子：如早產兒（尤其是孕期週數＜32週）、出生

體重＜1500公克、水腫、營養狀況不好、血液循環

差、感染、代謝性疾病等。

2. 導針留置處的皮膚有紅腫或滴液不順暢時，立即停

止輸液並將導針拔除。

3. 拔除導管後，先以無菌乾棉球加壓傷口止血，消毒

傷口後再覆蓋小塊人工皮，保護皮膚及避免受感

染。

4. 不使用冷熱敷，以免促進炎症反應，且新生兒體溫控

制尚不成熟，要避免冷熱敷不當造成傷害。

5. 每2-3小時觀察評估傷口狀況，並記錄。

6. 無開放性傷口，皮下有硬塊時，可擦喜療妥凝膠，能

有效控制組織發炎，增進水腫的再吸收，促進局部

血液循環。

7. 使用透明敷料，水溶性清瘡敷料提供傷口保濕，另外

以人工皮、mepitel、meplex 等敷料覆蓋傷口皮膚，可

吸收滲液。

通常在靜脈漏初期時，給予生理食鹽水或是藥

物注射時，病童會哭泣並合併因疼痛而造成患側回縮

的情形，這時，從外觀也許無法看出患處有靜脈滲漏

紅、腫、熱、痛的症狀，但應立即將靜脈留置針移除，以

避免患處繼續進展，造成更大的後遺症，另外，必須特

別注意重症患童或是接受麻醉的病童，因為他們不一

定會有哭泣或回縮的反應，所以必須更仔細評估患童

是否出現靜脈滲漏的症狀，以提早發現，預防嚴重的後

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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