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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過去幾十年以來，臺灣的公共衛生與

傳染病的防治已有長足的進步，但是結核菌感

染在臺灣仍不算罕見。流行病學的研究估計，

結核病在臺灣20歲以下兒童與青少年的盛行

率大約是每年每十萬人有9.6個人感染肺結核

(9.6/100,000) 1，仍高於西方國家好幾倍。若擴大

到全球來看，在西元2000年，全球大約有830

萬人感染了肺結核，其中15歲以下兒童佔了

11% 2。在20歲以下的人當中，有兩個年齡群特

別容易感染肺結核：一個是3歲以下的嬰幼兒，

另一個是14-19歲的青少年。在臺灣，原住民感

染肺結核的盛行率遠高於非原住民，這可能跟

原住民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型態有關。

兒童結核病的診斷

兒童感染結核菌的臨床症狀，以發燒、咳

嗽、體重減輕最常見。兒童結核病的診斷，通

常根據以下的線索：

(1)  接觸史。很多結核病病童的家人、同學或其

他親密接觸者都患有開放性肺結核。這是一

個重要的線索。感染到結核菌的人，大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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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會在感染後兩年內發病。其他95%的人

都屬於潛伏性感染，通常不會有症狀，但是

如果有一天免疫功能變差了，例如年紀老了

或者罹患癌症等等，體內潛伏的結核菌就會

再活化而出現肺結核的症狀。

(2)   結核菌素皮膚測驗(Tuberculin skin test)。這

是將由結核菌分離出來的一些物質(Purified 

protein derivative , PPD)注射到手背上，觀察

48-72小時後是否出現紅腫的現象。當紅腫

(induration)的橫徑大於15mm，就確定是陽

性；如果該名兒童在過去六年內沒有接受過

卡介苗，橫徑大於10mm就算是陽性；如果

該名兒童患有先天或後天免疫功能不全的疾

病(包括愛滋病、接受化學治療或高劑量類

固醇治療等等)，只要橫徑大於10mm就算是

陽性。陽性就代表感染過結核菌。

(3)  胸部X光檢查。結核菌進到肺部造成感染以

後，會在感染的部位引起慢性發炎反應，典

型的X光片會在該部位出現浸潤的現象。同

時結核菌會侵犯局部淋巴腺，所以通常肺結

兒童結核病

常見用藥Q &A
台大醫院藥劑部藥師　廖欣誼 

你是否需眨幾下眼睛或經常調整手中書報
與眼睛的距離才能看清文字？這種不便的確令
人煩惱，但卻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現今社
會電腦及媒體發達，我們每天盯著電腦或電視
的時間也隨著增加，若加上疲勞或長期過度使
用眼睛，會逐漸造成眼睛不適；另隨著年齡的
增長，眼睛也在老化，視力下降及眼睛疾病也
隨之而來。維他命A、類胡蘿蔔素、葉黃素、
玉米黃質及花青素，是與視力保健有關的營養
素。以下分別介紹：

類胡蘿蔔素是健康身體十分重要的營養根
源，尤其是能補充眼睛黃斑部需要的兩種色
素：葉黃素、玉米黃質。類胡蘿蔔素在體內無
法自行合成，一定要由食物中攝取，也是一種
天然的抗氧化劑。體內的類胡蘿蔔素隨年齡增
加需要量也隨之增加，但是吸收能力卻減少。
胡蘿蔔素能在酵素的作用下轉化為維他命A。
維他命A能增強眼部脈衝訊號，讓這些訊號傳
遞到大腦皮質，產生視覺影像。

葉黃素和玉米黃質－黃斑的視網膜組織層
裏有大量的葉黃素和玉米黃質。葉黃素和玉米
黃質是胡蘿蔔素的家族成員，普遍存在於天然
的深綠色蔬菜(如菠菜、甘藍、芥菜、綠花椰
菜)、水果及南瓜等，玉米黃質則多存在一些金
黃色的蔬果食物，如玉米、枸杞、蛋黃中。葉
黃素屬天然的植物色素，是人體無法自行合成
的一種脂溶性營養素；一旦經由人體吸收後，
會累積在眼睛的視網膜與水晶體上。為何葉黃
素對眼睛很重要？這是因為視網膜中央有一個
黃斑區塊，主要功能在於過濾眼球的光線以減
緩光線所產生的自由基對眼睛的傷害，因而葉
黃素可堪稱眼睛內的太陽眼鏡，可見其對於眼
睛的重要性。

花青素(Anthocyanosides)是一種生物類
黃酮複合物(Bioflavonoids)，生物類黃酮並非單
一成份，而是集合了許多種以上的化合物的總
稱，為強效的天然抗氧化劑。生物類黃酮就
是形成蔬菜及水果顏色的來源。在甜菜、蕃
茄、茄子、黑櫻桃、葡萄，都是含有大量花青

素的植物。山桑子(Bilberry)或稱歐洲藍莓、越
橘富含花青素，成熟的山桑子會含有15種以上
花青素成份。醫學研究證實山桑子可加速視紫
質(Rhodopsin)重生的能力，除了對於視覺敏銳
度有提升的作用之外，還可以增加眼部血液循
環，把氧氣及滋養物迅速輸送到眼睛。

目前並未有國人平日葉黃素的攝取量及
建議量的相關資料。根據USD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美國農業部)資料，目
前美國人對於葉黃素及玉米黃質每天平均的攝
取量，男性為2.0～2.3mg(毫克)，女性則為1.7～
2.0mg；歐洲人則為2.0mg/天。美國哈佛大學在
1994年研究發現每天攝取6mg葉黃素可減低老
年性黃斑部退化，其根據研究結果建議，一
般人日常應該攝取6～10mg的葉黃素。另有研
究指出每日應攝取10mg的葉黃素及2mg玉米黃
質，可延緩黃斑部的退化。

到底要如何吃，才能達到每日6mg的量
呢？可參考表一食物中葉黃素和玉米黃質的
含量，若可以每日攝取1碗菠菜或芥藍即可達
每日葉黃素的建議量，所以建議大家記得天天
五蔬果(或七蔬果)，餐餐黃綠紅。另也可服用
枸杞、菊花或決明子等食材，幫助延緩眼睛老
化，增進視力健康。若從食物中實在是無法攝
取足夠的份量，也可選用補充劑，目前市售的
劑量大多為6～25mg，根據健康食品的規範，
葉黃素的補充劑量不可大於30mg，大家購買時
應注意其劑量。

表一　食物中葉黃素和玉米黃質的含量

食　　物 份　　量 mg（毫克）

芥藍(煮熟) 1碗 23.8
菠菜(煮熟) 1碗 20.4
玉米(煮熟) 1碗 2.2
豌豆仁(罐頭) 1碗 2.2
豌豆仁(煮熟) 1碗 0.8
綠花椰菜(煮熟) 1碗 1.6
蘿蔓(生) 1碗 1.3
雞蛋 2個(1個全蛋約為55g) 0.3
橘子 1個(約為棒球大小) 0.2

資料來源：USDA Nutrien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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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保健相關營養素的介紹

1.  小朋友感冒，體溫38℃，需要使用退燒藥

嗎?

A： 建議您！孩童發燒時應先至醫院兒科或小兒

科診所就醫，以確定病因並後續治療。

  感染是孩童發燒最常見的原因之一。而發

燒是身體遭受感染時的一種反應機制，身

體藉由體溫的升高來提升免疫反應。大多

數兒童在體溫小於39℃時，並不會有特別

的不適，所以輕微的發燒不一定要積極用

藥；但是發燒時，體內會增加氧氣的消耗

與二氧化碳的生成，也增加心臟輸出量，

如果病人本身有慢性心、肺疾病、貧血、

代謝異常疾病，曾經出現熱痙攣，或者出

現不適，則體溫超過38℃時就可以考慮用

藥。此外，新生兒和小於3個月的嬰兒肛溫

38℃以上，或者合併有其他嚴重症狀的發

燒，建議盡快就醫診治。

  退燒藥的劑量依照每位兒童的體重計算，

使 用 時 須 注 意 各 種 藥 品 的 使 用 劑 量 、 頻

率、給藥途徑(口服錠劑、糖漿或肛門塞

劑)與保存方式，盡量避免同時給予兩種

退 燒 藥 。 為 了 幫 助 散 熱 ， 室 溫 可 維 持 在

25~26℃，並且穿著寬鬆輕便的衣服，更

重要的是適度的補充水分，避免脫水。溫

水擦澡可協助散熱，但是並無調節腦部體

溫中樞的功能，為了避免引起病患發抖反

應，如欲使用溫水擦澡，應搭配口服退燒

藥，在服藥後1小時再進行。

  在造成發燒的原因未根除前，仍可能出現

反覆發燒；故若持續發燒超過3天，應該再

度就醫尋找確定病因。

2. 可以戴著隱形眼鏡使用眼藥水嗎?

A： 不只是眼藥水，包括懸浮液、凝膠、藥膏等

各式眼藥，在使用前都應該先移除隱形眼

鏡，除非醫師有特別指示，或者是專門設計

用於隱形眼鏡的產品。

  因為任何一種隱形眼鏡都可能增加藥品與

眼睛的接觸時間。眼藥的成分、濃度、酸

鹼度等可能使鏡片變色，甚至受到損壞；

藥品的吸收也可能受到干擾而改變藥效，

即使是人工淚液，也可能因為改變眼淚的

生理性質而引發不適。因此，點藥前應先

取下隱形眼鏡。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

第六十七期4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

第六十七期3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

第六十七期2

核的患者也會出現肺門淋巴腺腫大。接著，

結核菌會隨著血液與淋巴循環跑到身體的其

他部位，此時可能出現肺外結核或瀰漫性結

核。最常見的肺外結核是頸部淋巴腺炎，其

次是骨髓炎、關節炎，或者腦膜炎。肺部尖

端的含氧量較高，較適合肺結核菌生存，所

以上肺葉或肺尖端的部位也是肺結核容易侵

犯的地方。如果肺結核菌侵犯到肺肋膜，

就會出現肋膜積水、肋膜增厚等等現象(如

圖)。

(4)  結核菌的檢驗，包括鏡檢與培養。這算是最

確定的檢驗，就是從適當的檢體當中找到肺

結核菌。最常做結核菌檢驗的就是痰液，兒

童因為不會咳痰，所以也常常由鼻胃管去抽

取胃液來做這樣的檢驗。

兒童結核病的治療

兒童結核菌感染的治療與成人類似。為了

避免結核菌出現抗藥性，必須要同時使用3-4種

抗結核藥物，許多專家相信兒童感染結核菌體

內的菌量通常較少，且肺部空洞病變很罕見，

較無繼發性抗藥性的現象。加上較小兒童無法

監測藥物ethambutol可能引起的視覺副作用，所

以極少在4歲以下兒童使用此藥3。治療的時間

至少需要6個月。對於較嚴重的肺外結核與腦膜

炎，治療時間可能必須延長到12個月。對於有

結核病接觸史，結核菌素皮膚測驗呈現陽性，

但是胸部X光等檢查並無發病徵候的兒童，為

減少其發病的機率，可以給予潛伏結核感染的

預防性治療。通常是口服isoniazid，每日一次，

持續9個月。

卡介苗的預防功能

臺灣的新生兒出生以後都會接種一劑卡

介苗 (Bacille Calmette-Guérin, BCG)，就是用來預

防結核菌感染的。卡介苗是由牛的分支桿菌

(Mycobacterium bovis)減毒製造而成的疫苗。接

種卡介苗可以有效預防兒童的結核菌腦膜炎與

瀰漫性結核菌感染。但是卡介苗預防一般肺

結核的效果比較差，也無法完全預防潛伏結核

感染的再活化。新生兒接種卡介苗有時候會出

現腋下淋巴腺炎的副作用，懷疑有這個副作用

時可以做分枝桿菌培養，一旦確定診斷可以用

isoniazid治療到痊癒為止。極少數新生兒打完卡

介苗會出現瀰漫性感染，這種情形主要是發生

在免疫功能有缺陷的人，所以一旦施打卡介苗

以後出現這種問題就要檢驗免疫功能。

結核菌感染至今仍是兒童健康的一大威

脅。其診斷、治療、與預防，不論對醫生、病

童、或家長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值得大家進

一步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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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愛地球
無紙化的世界環保
潮流，本院『兒醫
通訊』已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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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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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青少年肥胖是在台灣地區越來越普遍

的問題。根據2001-2002年國小學童營養健康

狀況變遷調查的結果，體重過重的盛行率約

15%，已達肥胖標準的盛行率為12%。也就是

說每3到4個學童就有一個有體重過重或肥胖的

問題。而且，兒童青少年肥胖不僅是外觀的問

題，更對孩子長期的健康產生不良影響。

脂肪肝是目前全球兒童重要的肝臟疾病

脂肪肝是肥胖常見的合併症。過去，脂肪

肝常常被認為是大人才會有的肝臟問題，但是

在飲食習慣逐漸西方化後，隨著兒童青少年肥

胖的逐漸盛行，脂肪肝已經是肥胖學童需注意

且不可忽略的健康問題。兒童脂肪肝往往沒有

特別的臨床症狀，必須要靠肝臟超音波檢查與

肝功能檢測才能診斷。根據我們在台北縣市進

行的學童篩檢調查顯示，肥胖的兒童青少年約

有20%於肝臟超音波已出現可明顯診斷的脂肪

肝病變。

由肥胖引起的脂肪肝在學術上稱之為「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疾病」，是相對於因為過度

酒精攝取所引發的「酒精性脂肪性肝疾病」。

1983年Moran等人1首度報告了3個肥胖兒童的脂

肪肝病理變化，之後相繼於亞洲、北美、澳洲

與歐洲都有陸續的個案報告，脂肪肝是目前全

球性兒童重要的肝臟疾病。最近的研究報告顯

示脂肪肝並不像過去一般認為是良性的肝臟疾

病，它仍會有持續惡化的現象。最令人擔心的

是兒童脂肪肝會造成肝臟慢性發炎，也會進展

到肝纖維化，文獻報告中甚至早在8歲前就發生

肝硬化。

遺傳基因變異與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

我們知道脂肪肝的致病原因和肥胖有關，

但不知道為什麼同樣肥胖程度的兒童青少年，

只有一部分人會發生脂肪肝？這中間最重要的

因素是遺傳基因變異與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

在2009年PEDIATRICS(兒科學)雜誌上，我

們報告了UGT1A1基因變異會減少69%兒童脂肪

肝的發生。UGT1A1基因與肝細胞內的膽紅素

代謝有關，膽紅素具有抗氧化能力，可減少氧

化壓力造成的細胞傷害。在台灣地區，UGT1A1

基因變異大多是由於第211核 酸位置由腺嘌呤

取代鳥嘌呤所致，約有29%的人會有此基因變

異，但是該基因變異在西方人卻是極少發生。

因此，我們研究結果的重要性在於不但是

找到了一個新的脂肪肝影響基因，而且對於台

灣地區肥胖兒童青少年的脂肪肝具有區域性的

重要意義。

2011年我們即將在Journal of Pediatrics(兒

科 學 期 刊 ) 雜 誌 上 發 表 的 重 要 影 響 基 因 是

PNPLA3。PNPLA3基因與肝細胞內三酸甘油酯

的代謝有關，該基因於rs738409位置上的核 酸

變異會影響PNPLA3蛋白質的正常功能，引起

肝細胞內的脂肪堆積。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在

rs738409位置上帶有兩個G對偶基因的肥胖兒童

青少年，發生脂肪肝的危險性增加高達6倍。

PNPLA3 rs738409基因變異在世界上各個族群都

屬常見，尤其在華裔族群中的發生頻率最高，

可達34%，因此對於我們台灣地區肥胖兒童青

少年是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影響基因。

結語

目前國內外相關的脂肪肝基因研究仍在持

續進行中。相信未來我們將發現更多對於兒童

青少年脂肪肝具有重要影響的基因，進而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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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兒童與脂肪肝－
探索基因的角色

拼湊出其全貌。更重要的是，希望透過這

些研究結果，讓我們能回答為什麼有些人

得病？其他人沒得病？此外，目前兒童脂

肪肝仍然沒有有效的治療藥物，這些新基

因的發現可以提供未來新的治療方向，並

且也可能針對不同基因體質的病患提供個

別化的醫療。

因此，如果您的孩子有肥胖的問題，

那就要小心是否有脂肪肝。要知道您的孩

子是否有達到肥胖的程度，您可以計算您

孩子的身體質量指數(BMI)，BMI=體重(公

斤)/身高2(公尺2)，可連結至行政院衛生署

食品資訊網的兒童肥胖定義表來比對是否

有達肥胖標準（http://food.fda.gov.tw/files/

Health/ChildFatDefinitio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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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義
BMI=體重(公斤)/身高2(公尺2)

年
齡

男生 女生

正常範圍
(BMI介於)

過重
(BMI≧)

肥胖
(BMI≧)

正常範圍
(BMI介於)

過重
(BMI≧)

肥胖
(BMI≧)

2 15.2-17.7 17.7 19.0 14.9-17.3 17.3 18.3
3 14.8-17.7 17.7 19.1 14.5-17.2 17.2 18.5
4 14.4-17.7 17.7 19.3 14.2-17.1 17.1 18.6
5 14.0-17.7 17.7 19.4 13.9-17.1 17.1 18.9
6 13.9-17.9 17.9 19.7 13.6-17.2 17.2 19.1
7 14.7-18.6 18.6 21.2 14.4-18.0 18.0 20.3
8 15.0-19.3 19.3 22.0 14.6-18.8 18.8 21.0
9 15.2-19.7 19.7 22.5 14.9-19.3 19.3 21.6
10 15.4-20.3 20.3 22.9 15.2-20.1 20.1 22.3
11 15.8-21.0 21.0 23.5 15.8-20.9 20.9 23.1
12 16.4-21.5 21.5 24.2 16.4-21.6 21.6 23.9
13 17.0-22.2 22.2 24.8 17.0-22.2 22.2 24.6
14 17.6-22.7 22.7 25.2 17.6-22.7 22.7 25.1
15 18.2-23.1 23.1 25.5 18.0-22.7 22.7 25.3
16 18.6-23.4 23.4 25.6 18.2-22.7 22.7 25.3
17 19.0-23.6 23.6 25.6 18.3-22.7 22.7 25.3
18 19.2-23.7 23.7 25.6 18.3-22.7 22.7 25.3

兒童與青少年肥胖定義表(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資訊網－成人肥
胖定義與體重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