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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在起跑點－談哺餵母乳的好處  幼兒期如何吃的健康

 淺談近視  常見眼睛用藥問題

「醫師，要給寶寶吃什麼比較好？」身為

新生兒科醫師，這是在門診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之一。在現今這個少子化的社會，父母對於養

育小孩的期望與焦慮感越來越高，總是希望可

以給小孩最好的。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前6個月喝母乳就好

了，之後再正確搭配副食品，可以持續母乳哺

育到2歲以上喔！」

「真的這樣就好了嗎？這樣小寶寶不會營

養不夠嗎？不需要再添加什麼營養品嗎？」聽

到醫師的標準答案，家長的眼裡常常出現更多

問號，大概覺得醫師都只會講官方口號，都不

肯介紹好康的，是不是擔心有廣告嫌疑啊？

「母乳最好！」這個聽起來非常耳熟能詳

的口號，比不上藥局裡琳琅滿目的營養品上面

宣稱的東西吸引人，但是身為一個兒科醫師和

兩個孩子的娘，以自身經驗向大家保證：餵母

乳實在是有太多的好處了。

母乳提供寶寶完整營養比例

首先，母乳中所含的營養成分是最適合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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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的，不僅有豐富且優質的乳糖、蛋白質和脂

肪，母乳中所含有的維生素、礦物質和鐵等其

他營養素，也都是最適合寶寶的比例，因此母

乳對寶寶的腸胃來說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

這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每一種哺乳動物

都會根據其物種的特性，提供給寶寶最適當的

奶水，以小牛來說，因為生長快速，所以牛奶

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質，而且是人類嬰兒不容易

消化的酪蛋白為主，好讓小牛長出牛肉，這跟

人類嬰兒腦部快速發展但體重相對較慢的營養

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寶寶是無法用牛奶或

其他哺乳動物的奶來取代母乳進行哺餵的。

現在所謂的嬰兒奶粉，實際上是以母乳的

成份為黃金標準，人工調製而成的配方奶，因

為成分是人為操縱的，所以製造過程的可能污

染、不當的添加或營養比例不對，都會產生安

全上的疑慮。有些母乳中本來就存在的好東

西，只能靠不斷的研究找出來，再試著添進

配方奶。比如看到配方奶中琳琅滿目的各式

「好料」，例如長鏈多元不飽和脂肪酸（AA、

贏在起跑點－
談哺餵母乳的好處

常見眼睛用藥問題
台大醫院藥劑部藥師　黃淑慧 

台灣地區號稱近視王國，年輕一代罹患近
視的情形相當嚴重。國人的近視問題，並不單
只是盛行率高而已，更重要的是「近視度數
深」！高中以上學生的近視度數不斷增加，表
示眼球直徑仍在繼續增長。眼軸愈長，則眼球
壁愈薄，意即網膜、脈絡膜、鞏膜因為眼球形
狀改變而變薄了。因此高度近視的患者，容易
發生如網膜剝離、黃斑部出血、眼後極部退化
變性等近視併發症，而這些併發症都可能會導
致失明。

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國人誤以為近視不
是病，配眼鏡就行了，長大還可以開刀、雷
射，來改善視力。殊不知高度近視的眼底病變
是因為眼球形狀改變所引起，不會因「近視度
數減少」而有任何改善的，故最重要的課題應
是預防近視度數的加深（最好是不要發生近視
度數加深）。近年流行的角膜塑形術，以改變
角膜弧度的方式減少近視度數，但其實無法抑
制真正造成近視的主因--眼軸不斷的增長--所以
並不可靠。

許多家長認為裸眼視力不良，達不到0.9就
是近視，事實上視力不良的原因可能是遠視、
近視、散光、弱視，或是
其他眼球組織的病變，因
此，拿到小孩在學校視力
篩檢結果為「不良」時，
絕不能簡單以「近視」
做解釋。此外，近視度數
小於300度並不代表就是
「假性近視」。所謂「假
性近視」乃是指眼球水晶
體的周圍專責調節焦距的
「睫狀肌」（在睫狀體
內），因為人們過度使用
眼球，或長時間近距離
工作（例如看書、上網
等），使睫狀肌處於無法

放鬆的狀況。所以，當小朋友經過散瞳後再行
驗光，也就是點藥水使睫狀肌放鬆後，仍出現
近視度數，不管度數是否在300度以下，即使
只有50度、甚或25度，也是不折不扣的「真性
近視」！

一旦確認為(真性)近視時，醫師處方點眼
藥水的目的在於控制原有度數，不讓近視加
深。由於眼藥水無法縮短眼軸長度，所以點眼
藥水並不能使近視度數恢復正常。許多家長不
願給小孩子戴眼鏡，以為「一旦戴上就拿不下
來」，甚至「眼鏡度數會越戴越深」，殊不知
近視度數進行到兩三百度以上，不戴反而容易
增加度數。由此可知「戴近視眼鏡」和「點眼
藥水」是可以併用並行的；前者讓小朋友看遠
看得清，後者希望近視度數不要加深得太快，
二者是不相違背的。

總之，近視是可以預防的「病」！建議不
要太早將學習壓力加諸小朋友的身上，避免孩
子過早進行閱讀、打電腦等耗費眼力的近距離
工作，多帶他們看山看海，多接觸大自然，多
從事戶外活動，才不會讓下一代變成無辜的大
近視！

台大醫院眼科部主治醫師　林隆光

Q：�眼藥水開封後需要冷藏嗎？可放置多久？

A：�一般眼藥水開封後應存放於陰涼乾燥處，

避免陽光直射，並避免放置於幼童可以碰

觸的地方，不需要特別冷藏，但有些眼藥

水則需要冷藏保存，如：

� �●� �舒而坦眼藥水(Xa l a t a n � O p h t h a lm i c�

Solut ion)：未開封前應避光、冷藏於

(2-8℃)。開封後可繼續冷藏或保存於室

溫(�25℃)。

� ��●� �利視即樂眼用滴劑(Rescula�Eye�Drops)：

避光及保存於15℃以下(避免冷凍)等。

� �懸浮液或黏性較大的眼藥水不建議冷藏，

若冷藏則取出冰箱後應該搖晃混合後再使

用，如：

� �●� �康舒目點眼液劑(Cosop t � Oph tha lmic�

Solution)：室溫(15-30℃)及避光儲存。

�� ●� �富眼能眼藥水(Flumetholon�Ophthalmic�

Suspension)：室溫(1-30℃)儲存，使用時

充分搖晃均勻。

� �通常眼藥水開封後，為避免眼藥水污染或

長菌，一個月內若仍未用完即應丟棄，若

發現眼藥水有變色或沉澱，應立即停止使

用並丟棄。

� �藥膏類眼藥也不建議冷藏，熱威樂素眼用

軟膏(Zovirax�Ophthalmic�Ointment)開封一個

月後即應丟棄，其餘眼藥膏請參閱藥品說

明書上記載之保存期限。眼用藥品的保存

請詳閱包裝上說明或向藥師諮詢。

Q：�若同時使用多種眼藥水或眼藥膏應如何使

用？

A：�一般來說，若需要使用多種眼藥水，兩

種眼藥水使用間隔至少為5分鐘，若眼藥

水併用眼藥膏，一般使用間隔至少為10

分鐘。但美特朗持續性點眼液(Mikelan�LA�

Ophthalmic�Solution)為長效劑型，為維持其

持續性藥效，使用其他點眼液後至少需間

隔10分鐘再使用美特朗持續性點眼液，若

必須先使用美特朗持續性點眼液，至少需

間隔20分鐘再使用其他點眼液。

淺 談 近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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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核酸、乳鐵蛋白、益生菌等，都是

餵母乳的寶寶自然就會得到的，只因為後來的

研究發現其好處，所以添加進配方奶中，造成

家長聽到的各式營養添加物名單就越來越長。

事實上以人為方式添加，其內容物、方

式、次數等等因素都可能會影響添加的效果，

寶寶不見得有吃就有吸收，所以在醫師的眼

中，不餵母乳的寶寶反而較易有營養上的疑

慮。很多醫學研究都是在探討餵配方奶寶寶需

要加什麼，其標準對照組都是母乳哺餵的寶

寶，可見餵哺母乳才能提供寶寶最完美的營

養，家長不必再擔心需要補充什麼。

母乳可增加寶寶的免疫力及預防疾病

除了營養外，餵哺母乳還有一個無可取代

的好處：可以預防疾病的發生。眾所周知母乳

含有很多活性物質，例如免疫球蛋白、生長因

子、賀爾蒙等，可以增加抵抗力，不論是呼吸

道感染、腸胃道感染或是中耳炎等，都會降

低感染率。對於現代最常見的兒童文明病--過

敏，也已經有相當多的醫學證據證明母乳可以

有效減少過敏的發生，這已經是兒科醫師的共

識了，其他如幼年型糖尿病及某些兒童癌症的

發生，在餵哺母乳的寶寶發生率也較低。

除了兒童疾病之外，近年國外的學者也根

據最新的研究資料提出一個新的思維--早期嬰

幼兒的營養是會造成其長期或終生健康上的影

響，例如心血管疾病以及肥胖。研究者針對全

母乳哺餵的足月寶寶進行追蹤觀察，發現哺餵

母乳可以降低血壓、膽固醇，並減少肥胖與糖

尿病的風險。而針對早產兒的研究也發現，即

使追蹤到16歲，餵母乳寶寶的心血管風險因素

仍較餵配方奶寶寶低，且餵母乳越久，效果越

顯著。目前國人十大死因之中，心臟疾病及腦

血管疾病就分別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光是餵哺

母乳就可以預防寶寶長大之後的疾病，可見得

從出生就重視這簡單的養生之道，對寶寶健康

大有助益。

哺餵母乳可強化寶寶的腦部發展及安全感

除了健康之外，每個家長自然希望寶寶頭

好壯壯，而在腦部發育最關鍵的嬰幼兒時期，

餵哺母乳會使得寶寶的腦部發展更好，這是學

者總結多篇比較哺餵母乳和配方奶寶寶發展功

能的研究後，發現哺餵母乳的寶寶智商較哺餵

配方奶寶寶高出3.2分，在早產兒組，母乳讓寶

寶變聰明的差異更為顯著。

餵哺母乳能夠有這麼好的影響，除了母乳

包含腦部發展所需的豐富營養外，哺餵母乳的

這個行為也是關鍵，藉由哺餵過程中，媽媽和

寶寶的親密互動，可以使寶寶建立安全感，為

健全人格發展奠基，並盡情的探索一切，這樣

的親子互動也使得寶寶在發展過程中得到很多

良性的刺激，對於腦部發展有很大的幫助；筆

者常常看到推銷傳單上寫著「不要讓孩子輸在

起跑點」，實際上，真正的起跑點也許從出生

就開始了，而家長可以給寶寶最好的禮物，就

是媽媽哺餵寶寶母乳。

哺餵母乳對媽咪的好處多多

哺餵母乳對媽媽也大有好處，除了可促進

子宮收縮，減少產後出血，還可以降低乳癌，

子宮癌及卵巢癌的發生率；更重要的，一個

全母乳哺餵寶寶的媽媽會用她每天消耗能量

的25%來製造乳汁，所以有助於產後體型的恢

復。就經濟層面而言，餵哺母乳是一項最划得

來的經濟行為，不但可省去購買奶粉及沖泡奶

粉裝備的費用，而且攜帶方便，也不必出門購

買；餵母乳也是環保的行為，不須再消耗土地

和能源來準備奶粉及沖泡裝備，也減少廢物和

汙染。

有這麼多的好處，母乳究竟有沒有缺點

呢？有的，最大的缺點就是這麼好的東西不是

到樓下便利商店就買得到。雖然幾乎所有的

媽媽都可以成功的哺餵母乳，但是哺餵母乳是

必須經過學習和練習的，需要克服一些困難，

而家中的其他成員也要學習並給予媽媽足夠的

支持。剛開始也許會覺得有點辛苦，但是這樣

的辛苦是值得的，而且會苦盡甘來，一旦上手

之後便能深刻感受到哺餵母乳的好處。心動了

嗎？一起來加入母乳媽媽的行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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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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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社會型態的轉變，新生兒人數逐年下

降，每個孩子都是家中的寶貝，加上飲食西化

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原本單純的餵養行為，變

得複雜且困難。幼兒期又稱學齡前期，是指滿

週歲到六歲的寶寶，此階段是腦部發育及智力

發展的重要時期，因此良好且適當的營養是必

需的。

幼兒期是飲食行為養成的關鍵期，此階段

的幼兒容易處於食慾不穩定的狀態，因此父母

不但需要為孩子的飲食把關，同時應具備多一

些的耐心。幼兒在生長發育上需要的營養包

括：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多種的維生

素(例如：維生素A、B、C、D、E、K等)及礦物

質(例如：鋅、硒、鈣、鐵等)。從小養成寶寶

均衡攝取各種營養素的習慣，才能幫助幼兒有

良好的生長及發育，並為日後健康奠定基礎。

幼兒期的飲食特性：

1.��活動量明顯增加，與他人接觸機會變多，對

外界環境的好奇勝於飲食的喜好，常因好玩

而忽略進食。

2.��此時期的幼兒開始有自我的想法及意見，逐

漸的對食物有個人的喜惡之分(包括：食物的

味道、顏色、形狀、質地、溫度等)，對於不

喜歡的食物會拒吃，如果家長或照顧者一味

的迎合其所好，容易造成幼兒偏食的行為。

3.��大部份的幼兒都喜愛甜食，除易引起齲齒

（蛀牙）外，更應預防在不適當的時間下，

因吃了甜食或含糖飲料所引起的食慾不振，

進而影響其生長及發育的情形。

幼兒期飲食注意事項：

飲食型態的改變

母奶或配方奶的營養已無法滿足幼兒生長

所需，一歲以後的孩子需要攝取包括六大類

食物(如右表)的固體食物。每日所需的營養素

應平均分配於三餐中，此時期對於固體食物的

咀嚼及吞嚥之訓練是相當重要的。當寶寶滿六

個月大時，其體內所儲存的鐵質含量會隨之

下降，因此必需增加飲食(副食品)中鐵質的攝

取，以避免鐵質缺乏。

良好飲食習慣的建立

定時定量、細嚼慢嚥及不偏食等良好的飲

食習慣必須從小養成，訓練孩子使用湯匙及筷

子自我進食，可為日後飲食奠定良好的基礎。

此時期的孩子開始對食物有喜惡之分，大人一

味迎合要求，容易造成偏食的惡習。

均衡飲食的重要性

「藥補不如食補」，很多家長都擔心小孩

輸在起跑點，從小尋求偏方或營養添加物的補

充，例如：鈣粉、蛋白粉的添加，深信只要有

買有添加，小孩生長就沒問題，其實這是錯誤

的觀念。一歲以後，營養的獲得，應以天然的

六大類食物為主，才不致增加身體器官的負擔

及傷害。

引發孩子對食物的興趣

藉著與孩子一起進食、購物、看電視、看

書等活動，介紹及討論各類食物，機會教育並

增加孩子與食物的接觸，引發孩子對食物的興

趣。

三正餐三點心的飲食模式

幼兒由於胃容量小，無法一次進食太多的

食物，因此除三正餐以外，餐與餐之間可以補

充點心，以提供足夠的營養素及熱量，幫助身

高及體重的正常生長。

幼兒期良好飲食習慣的建立，是希望幼兒

能有適當營養的攝取，以達到良好的生長發

育。一個具有良好飲食及生活習慣的孩子，通

常性格是較穩定的。在此提醒家長，如希望自

己小孩贏在起跑點，請多花一些心思，培養孩

子良好飲食習慣，它將終生受用。

台大醫院營養室營養師　翁慧玲

幼兒期如何吃的健康
六 大 類 食 物

食 物 分 類 食　　　　物　　　　來　　　　源

五榖根莖類 米飯、麵食、麵條、麥片、馬鈴薯、麵包、饅頭等

奶 類 牛奶、乳酪、優酪乳等

蛋豆魚肉類
雞蛋、鴨蛋、黃豆、豆腐、豆漿、豆製品、魚類、蝦類、貝類、海產類、豬肉、
牛肉、雞肉、鴨肉等

蔬 菜 類 青江菜、香菇、小黃瓜、空心菜、小白菜、芥菜等

水 果 類 蕃石榴、蘋果、西瓜、蕃茄、蘋果、柳丁等

油 脂 類 沙拉油、花生油、花生、腰果、瓜子、豬油等

資料整理自「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六大類食物介紹」：網址
http://food.doh.gov.tw/foodnew/MenuThird.aspx?SecondMenuID=16&ThirdMenuID=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