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1668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71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創刊雙月刊

國內郵資已付

台 大 醫 院

郵 局

許 可 證

北台字第16168號

雜 誌

︵
請
指
定
兒
童
醫
院
營
運
專
用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出刊

本期主題：

 家有過敏兒  座落於兒醫大廳的史坦威名琴

 台大醫院「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自7月12日起開始提供服務

 認識麻疹  夏季冰品－聰明選、安心吃 

近年來隨著工商業的進步與生活飲食習慣的西

方化，台灣兒童過敏疾病的盛行率逐年上升。以氣

喘為例，全台約1/10的學齡兒童患有氣喘，都會地

區更高達15-20%。高盛行率的過敏疾病不僅是兒童

的健康問題，更造成家庭及社會的龐大醫療負擔。

因此，認識疾病的成因、知道如何預防疾病的產生

及照顧過敏兒實屬相當重要的醫療保健課題。

什麼是過敏？

簡單的說就是人體在與外界某些物質接觸後，

引發體內免疫系統高度活化而造成的發炎症狀。這

些會引起過敏的物質我們則稱之為過敏原。當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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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進入體內後，會引發一種叫做IgE的抗體並與之結

合，而這些帶有過敏原的IgE抗體會與肥大細胞結

合。之後，進一步導致肥大細胞中發炎物質、細胞

激素的合成與釋出，進而在短時間內造成血管通透

性的改變，黏膜腫脹、分泌物增加、平滑肌收縮及

發炎細胞大量聚集等發炎現象。會容易產生這種過

敏現象的人，即具有「異位性體質」。經過國內外

的研究，目前已知異位性體質是會遺傳的，但不是

單純的單一基因遺傳。但是除了遺傳體質外，環境

因素（過敏原及其他刺激因子）在過敏病形成所扮

演的角色更是重要。

兒童常見的過敏疾病

常見的兒童過敏疾病包括氣喘、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結膜炎、及異位性皮膚炎。上述的過敏性發

炎反應若發生在鼻腔將造成鼻黏膜腫脹、分泌物增

加，臨床上病童會有鼻子癢、流鼻水、打噴嚏、鼻

塞等症狀。若發生於支氣管，則將造成支氣管平滑

肌收縮，同樣的也會有黏膜腫脹、分泌物增加的現

象。這時病童會覺得胸口悶、吸不到空氣、咳嗽有

痰及呼吸有喘鳴聲。

台大醫院在4月19至23日進行為期一週的JCI國

際醫院評鑑，評鑑期間有一位委員突然要求尋找休

息時，尚未喝完的橘果子(無糖的鮮百香ㄉㄨㄞ ㄉㄨ

ㄞ)，頓時整個辦公室全都在討論什麼是ㄉㄨㄞ ㄉㄨ

ㄞ？好喝嗎？營養師怎麼可以不曉得什麼是ㄉㄨㄞ 

ㄉㄨㄞ，這樣要如何衛教病人呢？於是本人也親自

買了一杯來嚐嚐。的確，在炎炎夏日中，最消暑解

渴的方法莫過於一杯冰冰涼涼的飲料及冰品了，不

過這類飲冰品通常是高糖高熱量，該如何聰明選擇

才能喝得安心呢？

1.  減少糖份：通常一杯全糖飲料約含30g的糖份，就

有120大卡，相當於近半碗飯的熱量，因此建議選

擇半糖、低糖或無糖的飲料，減少過多的熱量攝

取。

2.  避免反式脂肪：最受歡迎的珍珠 “奶” 茶，使用

的是奶精，也就是反式脂肪，攝取過多容易罹患

心血管疾病。因此市面上出現了 “鮮奶”茶 ，就

是以鮮奶取代奶精，不僅能降低熱量更可以補充

鈣質的攝取。

3.  減少高澱粉類的配料：粉圓、地瓜圓、芋圓、紅

豆、綠豆等都是屬於主食類的食物，熱量不容小

覷，若能改用椰果、蒟蒻、仙草、愛玉等低熱量

配料，不但吃得健康，更因為含有豐富的水溶性

纖維素，可以促進腸胃蠕動喔！

夏天溫度高，細菌容易繁殖，也是腸胃炎好

發的季節，因此每年各縣市衛生局都會針對飲冰

品展開衛生安全抽檢，歷年來的不合格率可高達

10~20％，分析其原因有：

1.  衛生指標菌量過高：衛生指標菌包括生菌數與大

腸桿菌群。生菌數可以評估飲冰品製造過程是否

衛生安全，若指數過高表示冰塊、用水、食材原

料在製造過程中遭受污染或儲存環境不佳。大腸

桿菌群則是監測食品是否受到污染或製程是否有

缺失的指標之一。 

2.  配料非法添加防腐劑或人工甘味劑「環己基磺醯

胺酸鹽」：之前常見的是在珍珠粉圓與芋圓中違

法添加或添加過量的防腐劑。而環己基磺醯胺酸

鹽被證明長期食用可能有致癌危險，但因甜度高

成本低，會被不肖

商家使用。

因此除了選擇有

信譽的商家外，建議

民眾購買時亦可觀察

食品從業人員在操作

配製過程是否著重衛

生安全，這樣才能吃

得健康又安心，過個

清涼的夏天！

夏季冰品－聰明選、安心吃 
台大醫院營養室營養師　蕭佩珍

家有過敏兒

在台灣，由於麻疹疫苗的普遍接種，多年來已

經很少有麻疹的流行。然而，近年麻疹境外移入的

個案時有所聞，甚至引發群聚感染事件。而前一段

時間又有本土性麻疹個案的發生，令不少家長開始

擔心麻疹是否會捲土重來。台灣由於已經很久沒有

麻疹病例了，有些醫生對這個病也很生疏，所以如

果家長也能對麻疹的症狀有所認識，對提早診斷出

麻疹的病例也會有所幫助。

一般來說，台灣的麻疹疫苗接種率很高，絕大

部分的人都已經有麻疹的抗體。最容易被麻疹感染

的對象是六個月大到一歲出頭還沒有打麻疹-腮腺

炎-德國麻疹疫苗的嬰幼兒。但是，少部分沒有打

過麻疹疫苗的人，包括部分外籍新娘或外籍勞工若

在他們的國家沒有接種過麻疹疫苗，也容易遭受感

染

麻疹患者一開始通常會輕中度發燒3-5天左

右，同時有”3C”: Cough, Coryza, Conjunctivitis，也

就是咳嗽、流鼻水與結膜炎。這些症狀出現2-3天

後患者的口腔黏膜會出現柯氏斑點(Koplik’s spots,見

下圖)。對於已經接觸麻疹病人的人，每天觀察是

否出現Koplik’s spots是早期診斷的方法(麻疹的潛伏

期大約14天)。不過Koplik’s spots存在的時間很短，

通常出現後一兩天之內就會消失。輕微發燒大約

3-5天後會變成高燒，高燒會持續兩天左右，然後

自動退燒，不退燒的要考慮是否有併發症。發高燒

的同時會由耳後髮際線、頭頸部開始出現皮疹，出

疹子以後還會持續發燒，疹子大約持續5-6天，退

了以後會留下棕色的色素沉澱。抽血檢驗麻疹的抗

體可以確認麻疹的感染。

麻疹的傳染力很強，病患必須住在負壓病房

隔離才能有效避免病毒散播。麻疹病患在典型症狀

出現以前就有傳染力，所以很難靠隔離預防流行。

打麻疹疫苗是唯一有效的預防方法。目前台灣的小

孩總共打兩劑MMR(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疫苗，在

12-15個月打一劑，入小學時再打一劑。

認識麻疹
台大醫院小兒部感染科主治醫師　呂俊毅

整理麻疹介紹如下表：

麻疹（Measles）簡介

致 病 原 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

潛 伏 期 7-18天，通常為14天（自暴露至紅疹出現）。

傳染方式 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直接接
觸病人鼻腔或咽喉分泌物。

主要症狀
前驅症狀：發高燒、鼻炎、結膜炎、咳嗽及口腔黏
膜有柯氏斑點（Koplik’s spots）紅疹：斑丘疹由耳後
擴散至臉面、軀幹、四肢，覆蓋全身。

通報時限 第二類法定傳染病，24小時內通報。

通報定義
「全身出疹持續三天以上」＋「發燒超過38℃」＋
「有咳嗽、流鼻水或結膜炎（畏光、流淚水或眼睛
發紅）三種症狀之一」

採 檢 血液、咽喉拭子、尿液，另需附紅疹照片及病摘。

防護隔離
採空氣隔離措施，住院期間需入住負壓隔離室。如
在家休養，建議為單獨空調空間，至少隔離至發疹
後7天。

預防接種 出生於12至15個月，以及國小一年級時，各接種一
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資料來源台大醫院感控中心這是麻疹的柯氏斑點(Koplik’s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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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統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氣喘病童合併

過敏性鼻炎，由此可知這兩個疾病常常一起發生，

又有研究指出兩個問題會互相影響。所以，兩者的

防治工作常常是須要同時進行的。另外，過敏性結

膜炎也常伴隨過敏性鼻炎一起出現。臨床上，常看

到小朋友因鼻子癢、眼睛癢而長期搓揉眼鼻，久而

久之就容易形成「黑眼圈」。異位性皮膚炎的發生

則可從2-3個月大即開始，其致病機轉較為複雜。除

了與過敏反應有關外，目前證實異位性皮膚炎病童

其皮膚先天即有一些缺陷如保濕因子的缺乏。臨床

上，異位性皮膚炎可表現出以下的各種皮膚病變：

大片乾燥紅斑、丘疹、可續發小水泡性滲出性及結

痂性病灶，之後會呈現慢性增厚、苔蘚化的變化。

病灶呈反覆、慢性發作的特性，且會非常的癢。

要如何診斷是否有過敏

一般可依據下列幾種情形而高度懷疑：(1)有

過敏疾病的家族史，例如父母雙方皆有過敏的問題

(如氣喘)，則小朋友罹患過敏的機率是正常人的3-4

倍。(2)小時候即有異位性皮膚炎，長大後罹患其他

過敏疾病的機會大增。(3)每次感冒皆伴隨喘鳴。(4)

慢性咳嗽，尤其半夜、清晨時症狀特別明顯。(5)清

晨起床後常會連續打噴嚏、覺得喉嚨有痰。(6)時常

覺得鼻子癢、鼻塞、眼睛癢，特別在整理物品、衣

物時。(7)運動後或吃了冰冷食物會劇烈咳嗽。(8)固

定的皮膚癢疹，冬天或夏天流汗時感到特別癢。

除了上述的情形及症狀可做為診斷的參考外，

目前有幾項實驗室檢查可提供更客觀的證據。(1)嗜

依紅性白血球，在正常人身上約佔所有白血球的百

分之一到五，但在有過敏或者有寄生蟲感染的時候

其比例會上升。(2) IgE抗體（過敏指數），偵測血

中IgE抗體值的高低即可推測是否有過敏的體質。此

外，更有一些方法可進一步得知究竟是對什麼東西

過敏。傳統檢驗過敏原的方法是皮膚試驗，即俗稱

「蓋印章」。將過敏原萃取物直接與皮膚作用，再

依照皮膚局部發炎紅腫的情形來判讀。目前比較方

便的作法是抽血檢驗血清中過敏原專一的IgE抗體濃

度，以此方法一次抽血便可檢測多種過敏原，而且

可信度不比皮膚試驗差。

如何照顧過敏兒

家中有過敏兒該如何照顧？預防重於治療，

既然知道過敏疾病是因為過敏原或是其他刺激因子

的影響所誘發，預防之道即是找出這些因子並盡量

避免接觸。環境的控制是首要之務，另外避免於乾

冷或是空氣污染的環境中從事活動，減少感冒等感

染，減少食用油炸及其他高熱量食物，並且維持適

度運動，這些都是病童甚至有過敏體質傾向的兒童

應該做到的預防工作。另外，罹患異位性皮膚炎的

小朋友則須要積極的皮膚保養，特別著重保濕。巿

面上各種相關產品很多，選擇的原則是具有保濕成

份，不含刺激性香料，且塗抹後感覺舒適的產品即

可。

過敏的治療

關於治療，過敏疾病既然是一種發炎現象，治

療上就不能只給予症狀解除用藥，譬如只以氣管擴

張劑治療氣喘，或是只給血管收縮劑治療鼻炎導致

的鼻塞，炎症的消除才能根本解決問題。廣效性的

消炎藥仍以類固醇為主。但是口服或是針劑型的類

固醇使用久了副作用太大，特別是小朋友會導致生

長阻礙。為了能長期治療控制慢性過敏發炎症狀，

目前多以局部類固醇劑型（副作用少）治療各種過

敏疾病如以吸入性類固醇治療氣喘，類固醇鼻噴劑

治療過敏性鼻炎。除了類固醇，醫藥生技專家無不

卯足全力研發副作用更少的新的控制過敏用藥。近

年來像第二代抗組織胺、白三烯素拮抗劑，及生物

製劑抗IgE抗體皆被證實在臨床上可有效及安全的控

制過敏疾病。

過敏性疾病的反覆發作不僅造成病人、家屬生

活的困擾，嚴重的話會引起各

種併發症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所以千萬不可輕忽。首要之務

還是先避免過敏症狀的產生。

但是，一旦疾病發作，切記儘

速就醫，配合醫師指示用藥，

如此，才可遠離過敏疾病的威

脅，健康快樂的長大。

兒醫大樓時常傳出一陣陣悠揚的鋼琴聲，有時

輕快、有時鏗鏘有力、有時流行、有時古典、有時

伴隨著小提琴或口琴合奏，一場場不同風格的鋼琴

藝術饗宴，全來自於一群熱心的音樂藝術志工及一

架感恩的鋼琴。這架史坦威名琴是本院心臟病童家

屬所捐贈，悠揚樂聲中有著家屬對醫院的感謝與祝

福。

小朋友是爸媽經由人工受孕成功懷孕的雙胞胎

哥哥，出生時即發現有法洛氏四重症(TOF)，罹患

這類疾病的小朋友很容易出現發紺症狀(即缺氧)，

家人常常需要注意是否出現缺氧情形，如：嘴唇變

紫，加上這次是雙胞胎，所花的心力也比照顧一般

小朋友多很多。心臟外科醫師建議小朋友接受手術

治療，令人慶幸小朋友術後恢復良好，而住院期間

受到醫護人員的細心照料，現在小朋友是國小一年

級的學生，目前門診定期追蹤。

小朋友的姑姑長期在日本學習音樂，去年學成

舉家遷回台灣，日本練習的鋼琴也要運回台灣，小

朋友的爺爺想可以將鋼琴送給醫院，表達對醫院的

感謝，也讓更多民眾可以一同欣賞曼妙的琴聲。小

朋友的姑婆是本院影醫部同仁，她與兒童外科病房

護理長聯繫，表達希望將鋼琴捐給病房，讓鋼琴放

在公共空間供民眾欣賞，兒童病房公共空間(即日光

室)已規劃成主題不同的遊戲室，因此護理長婉拒這

份好意。

姑婆跟自己單位同仁提起這件事，影醫部在

兒醫大樓3樓的新服務地點也需要藝術品點綴，同

時希望透過鋼琴的樂聲來調劑民眾等候時焦慮的心

情。這架鋼琴來到兒醫影醫檢查等候區，以自動播

放器演奏樂曲，樂聲陪伴著民眾度過等候時間。院

長也注意到這架鋼琴，特別指示要搬到1樓大廳，

讓更多人可以欣賞琴聲，今年3月這架鋼琴搬至兒

醫1樓大廳。

鋼琴需要演奏者一同參與才能呈現美好的樂

聲，我們也希望兒醫大樓可以充滿活力，因此招募

起音樂藝術志工，沒想到1個月內就有許多民眾來

報名，其中一位只是剛好從鋼琴旁邊經過的路人，

他聽到同事與音樂藝術志工的對話，因為很有興趣

所以來報名。這些音樂藝術志工演奏得都很棒，有

鋼琴老師，還有出國比賽得到不錯獎項的小朋友，

甚至還上過電視表演。目前幾乎每天都有藝術志工

前來大廳演奏，民眾、志工及員工反應良好，因鋼

琴美妙的聲音穿梭在挑高的大廳中，除增添建築物

中高貴的氣質，有如置身於6星級飯店中，同時抒

解民眾看病壓力及結帳、領藥等候時間。大廳裡常

會聽到民眾說：「每次來兒童醫院，都可聽到優美

的音樂，真是太棒了!」

座落於兒醫大廳的史坦威名琴

台大醫院企劃管理室管理師　陳芊如

～悠揚的琴聲正如生命的樂章，樂曲的節奏有如心臟的跳動～

　　為響應愛地球無紙化的世界環保潮流，本院『兒醫通訊』將逐步電子化，並併入台大醫院健康

電子報共同發行,讓讀者除了原有的小兒相關衛教訊息外，可以同步取得更豐富、更完整的台大醫院

各類訊息及衛教資訊，自本期起，『兒醫通訊』內容亦同時刊載在台大醫院健康電子報,網址為：

http://epaper.ntuh.gov.tw/health/index.html，歡迎讀者上網訂閱。

兒醫大廳音樂演奏時段(7-8月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10:30-11:30 11:00-12:00 11:00-12:00 9:30-10:30 9:00-12:00

中午 12:00-13:00

下午 13:30-14:30 14:00-15:00 16:00-17:00 14:00-15:00

「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是針對結節硬化症病

友，提供客製化全人醫療之創新與整合服務，以方

便病友就醫，病友僅需掛一次號即可獲得跨科部主

治醫師組成的醫療團隊之完整服務。

結節性硬化症(Tuberous Sclerosis Complex)，屬

於一種罕見的遺傳疾病，在身體的各個器官包含

腦、腎、心臟、肺等都有可能會長出結節瘤。表現

出的症狀有癲癇(病人通常在1歲前就會有發作的現

象，因此在寶寶剛出生後，若發現有幼兒點頭式抽

搐的情況發生，就要及早就醫診斷，病人如果能定

時服藥控制癲癇的發作，能確保其腦部細胞不致受

損)、智能障礙(通常在5 ~ 7歲之間才會被發現，大

多數均有自閉症或情緒、其他各種學習等方面的障

礙)、發育遲緩、精神及行為問題，另外病人臉上

也會長皮脂腺瘤，而皮脂腺瘤會隨著年齡的成長而

更加明顯。

目前「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醫療團隊包括：

小兒神經科、成人神經科、泌尿科、胸腔科、復健

科、眼科、心臟科及基因醫學部遺傳專科等醫師參

與，並有社工師、心理諮商師及遺傳諮詢師同時為

病患服務。

「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為醫師約診制，如病

患未曾於本院看診，可聯絡遺傳諮詢師黃愛珠小姐

安排聯合門診就醫事宜。

「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每四週的星期一上午

第一次看診時間為：99年7月12日

看診地點：兒童醫療大樓二樓34-37診

聯絡人：黃愛珠遺傳諮詢師，分機：71923

台大醫院「結節硬化症整合門診」自7月12日起開始提供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