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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遠離奶瓶性齲齒的夢魘 

  《台大兒童醫院通訊》轉型成台

大醫院健康電子報及台大醫網，

以服務更多讀者！

  溫馨美好的母嬰接觸就從親子同

室開始

 兒童居家靜脈營養開始

千金難買早知道 萬般無奈想不到

奶瓶性齲齒的震撼

當家長還沉浸在初為人父母的喜悅及小孩成

長的滿足--七坐八爬，會站會走，牙牙學語時，猛

然發現寶貝的牙齒怎麼變出黃黃的坑洞？再拖幾個

月，天啊！怎麼一排牙齒蛀斷了…請別讓小寶貝童

年的相本中，露齒開懷大笑的照片留白！接下來要

面對幼兒配合治療的困難、哭鬧，更將是父母心中

難以承受的痛。

奶瓶性齲齒的特性：不易察覺，進展迅速，幼兒配

合治療困難

嬰幼兒因不良餵食習慣而引發的早期齲齒，好

發年齡一般為2~3歲，也見過十幾個月就蛀牙的案

例。睡覺前餵食牛奶（母奶）因口水分泌減少，奶

渣易堆齒頸部，日積月累，刷牙習慣又沒有建立，

牙齒表面就由脫鈣進展為齲齒了。蛀牙牽涉的範圍

大（由前牙擴展至後牙），速度快（大約3個月多4

顆；有的甚至不到1年的時間牙齒即蛀斷），2~3歲

幼兒更不易配合治療。

如果牙齒的保健可以重來，如果牙齒表面脫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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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及早察覺，如果蛀牙可以延後到小孩有能力配

合刷牙再發生，也許不會那麼悲慘。

新手媽媽遠離奶瓶性齲齒的教戰守則：正確餵食，

勤快潔牙，定期拜訪牙醫師

1.  媽媽（照顧者）要建立正確的潔牙觀念，先維護

自身口腔健康（避免口腔細菌藉由親吻、餵食傳

給幼兒），有機會可以來兒童牙科，臨場感受一

下奶瓶性齲齒的震撼，以茲警惕防範未然。

2.  嬰兒長牙前餵奶完後以紗布清潔牙床，長牙後餵

奶完刷牙（特別是齒頸部奶渣易堆處）。睡覺前

提前餵奶（至少2小時），餵奶完刷牙再用紗布沾

含氟漱口水擦拭牙面。睡前不要吃喝任何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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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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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倪衍玄

兒童居家靜脈營養

所謂居家靜脈營養即是病人利用一中心靜脈導

管，在家中經由此靜脈導管自行施打營養針劑以獲

取足夠的營養。這種形式的營養供給最早是在1970

年發展出來，最早使用此種方法來獲得營養的病人

是患有短腸症(short bowel syndrome)的病人。這項方

法可使病人僅在夜間使用靜脈輸液，白天仍可自由

活動，從此病人不必為了施打靜脈營養輸液而長期

住院，可以過著更正常、更社會化的生活。

使用靜脈營養絕不代表不能經口餵食，相反

的，如果情況許可，應儘可能鼓勵併用經口飲食，

因為靜脈營養的最終目的是使病人能終止靜脈營

養，在完全經口飲食下也獲得良好的營養狀態。我

國需使用靜脈營養的小兒科患者以短腸症（不管是

先天或後天造成）是最常見的原因。西方國家則常

見克隆氏症等炎性腸症(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的病患。無論如何，均是面臨小腸無法吸收足夠的

營養以滿足身體需求的問題。

病人及家屬的合作及意願，可說是居家靜脈營

養成功的第一要件。當醫護團隊認為這病人適合作

居家靜脈營養，首先一定要向家屬說明這整件事的

過程、如何照顧靜脈導管、有何好處、以及可能的

併發症，所有參與照顧病人的成員，包括全靜脈營

養居家護理人員、主要的病人照料者如父母親等，

均須了解如何使用全套設備。

如果病人與家屬配合意願度高，學習能力足

夠的話，那麼實施起來幾乎沒有困難。輸液時間與

內容的設定必須在住院當中完成。一開始是給24小

時，最後目標則可設定為12小時，但這尚須視病人

的年齡及其經口攝食量多寡而決定。簡言之，如果

病人年紀越小，且經口攝食量越有限的話，輸液

的時間只好延長，如果病人在不打輸液時可以吃

東西，則可望縮短靜脈營養給予的時間到12小時以

內。如此病人只須在晚上7時到次日早上7時使用靜

脈營養，幾乎完全不會影響白天作息。

病人原則上每週到醫院來領取一次靜脈輸液，

一次7包，尚未用到的先放在冰箱內冷藏，要施打

之前先拿出來回溫到室溫，再接到靜脈導管慢慢輸

入，一旦開封24小時內要用完。靜脈營養小組的專

門護理人員在病人出院以後，也會保持電話追蹤或

家訪，以確保病人及家屬可以正常的使用居家靜脈

營養。

使用居家靜脈營養對於腸道衰竭的兒童是一

種廣泛接受且有效的營養支持技術。居家靜脈營養

可以幫助對於經腸吸收有因難的病人，使其渡過難

關，有不少人終能終止靜脈營養而完全回歸經口飲

食。從民國78年～97年共20年中，台大醫院小兒科

共有58位病患使用居家靜脈營養，共有29位終於能

回歸經口攝食由腸道吸收營養，另外13人仍持續使

用中。我們的病人使用居家靜脈營養，其中有人已

使用超過17年，他們一般使用狀況良好，病人營養

狀態均獲得改善，但免不了有一些併發症，其中以

導管感染、阻塞及折斷為最常見的問題，經過適當

的醫療處理皆可解決。這種靜脈輸液技術免除了病

人長期住院之苦，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病人因不

必全天受限於靜脈輸液的束縛，可以得到較接近常

人的生活型態。我們的病人中有人已考上大學，有

的人還在高中就讀，此種方式的營養均使他們有機

會如同齡的孩子般升學，其功效是毋庸置疑。雖然

有一些可能的併發症，但應是可接受的範圍且可以

處理的。它的成功有賴病人本身、家屬、醫師、護

理師、藥師與社工人員各方面共同努力。未來我們

希望小腸移植的技術能更迅速發展，提供這些病人

另外一項治療的選擇。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

第六十九期4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

第六十九期3
臺大兒童醫院通訊

第六十九期2

3.  1歲後戒除睡覺前餵奶或吃喝任何食物的習慣。

4.  長牙後補充副食品（由流質，半固體，進展到固

體），牛奶的角色由主食變為補充營養，及早斷

奶（可以利用厭奶期順勢斷奶）。

5.  奶瓶內不要放果汁、糖水給小孩喝。

6.  慎選較不易蛀牙的零食，如乳酪，杏仁小魚乾，

海苔，有嚼勁不含糖的軟糖。不給太妃糖，巧克

力之類黏稠的食物。集中吃，吃完刷牙。

7.  1歲後定期拜訪牙醫師，了解長牙狀況，飲食諮

詢，及早辨識牙齒表面的脫鈣（齲齒的前身）情

況。

奶瓶與牙齒健康的迷思－營養誠可貴，健康價更高

戒除睡覺前餵奶的習慣往往不易被家長認同

●  家長說牛奶很營養－但是可別在睡前餵，孩子

都3歲了別再以牛奶為主食。

●  家長說白天吃的不好－睡前迷糊加減餵，孩子

容易養成不好的進食習慣。

●  家長說他不喝睡不著－其實孩子要的是吸吮的

滿足感覺，可用音樂或小熊抱枕所取代。

●  家長說母奶不會蛀牙－其實蛀得厲害又難戒，

睡前、睡中隨意餵，孩子到了很大年紀都戒不

掉的比比皆是。

●  家長說我慢慢改你先幫我治療－但習慣不改，

填補的補綴物也會因旁邊蛀一圈又掉下來，除

了再補1次外，孩子要再哭鬧1次。

● 家長說我有讓他漱口－牙菌斑是漱不掉的。

睡前倚賴奶瓶不易戒除－形同天人交戰，宜選擇壯

士斷腕

最好不要養成睡前倚賴奶瓶的習性，一旦養

成要改將會陷入天人交戰，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如有心3天就改得掉，一旦妥協就遙遙無期了。如

果孩子因為睡前沒喝奶而哭鬧，父母一定要堅持決

心，想像他是替代在治療椅上哀嚎，如果小孩因為

全口蛀牙又太小無法配合治療，需進行全身麻醉才

能治療時，沒有幾個家長簽得下同意書，而動輒數

萬元的治療費用，健保不一定有給付。

相信家長們都希望孩子的牙齒健康不要輸在起

跑點，心痛不如行動－放下奶瓶，拿起牙刷，吃

的合乎口腔健康，才不會後悔莫及。 

母乳哺餵是人類最傳統、最自然的餵食方

式，母乳無論從嬰兒的營養、疾病的預防、智力

和心理的發展，它都有著獨一無二的功能，是嬰

兒最佳的食物。為了幫助母親在產後儘早哺餵母

乳，提高哺餵母乳的成功率，行政院衛生署近年

來委託相關機構辦理「母嬰親善醫療機構」認

證，希望創造一個方便母乳哺育的友善醫療照

顧環境。在十項幫助母親於產後哺餵母乳的措

施中，其中一項就是「實施每天 24 小時親子同

室」。

親子同室是醫院特殊安排讓母親和嬰兒不分

日夜待在同一房間，允許母親和嬰兒不受限制的

接觸。親子同室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照護，讓產婦

有舒適的生產過程、提供產後自我照護衛教，及

新生兒安全照護的環境。親子同室期間醫護人員

教導父母安全照護新生兒及育嬰技巧、熟悉新生

兒特質，建立親子關係，使家庭中各成員彼此能

及早適應，進而建立穩定、良好的親子關係，也

使父母在返家後對新生兒的照顧更具信心。

本院為使寶寶與家人有更多接觸，於母親生

產後採用親子同室的照顧方式；也就是寶寶出生

後，經過檢查及觀察其身體一切正常，且母親體

力也較恢復時，即讓寶寶與母親在同一病房內接

受護理人員的照顧，共享新生命的喜悅！

親子同室的特色及優點有：

1. 促進成功哺餵母乳

  依寶寶的需要哺餵母乳，除可增進小寶寶吸吮

機會，並能有效刺激乳汁分泌、減少乳房脹痛

的不適，使寶寶獲得更自然、更溫暖的哺餵，

成功建立哺餵母乳型態。

2. 了解寶寶的習性並增進親子關係 

  每位寶寶都有其個別性，藉著24小時親子同室

的機會，父母可以觀察到寶寶的睡眠、飲食、

排便等習性，以增加本身生活上的調適能力及

作為日常作息安排的參考。另一方面，因為持

台大醫院護理部護理長　傅麗華

續性的相處，父母與寶寶的互動機會增加，更

能熟識彼此，產生親密感。專家學者指出，在

新生兒初生期是建立親子關係最重要的時段，

因此越早接觸寶寶越有利於彼此親密關係的建

立。

3. 學習照顧小寶寶的技能

  醫護人員在親子同室期間，會教導母親及其家

屬照顧寶寶的基本技能，新手父母可藉此學習

幫寶寶餵奶、換尿布、量體溫及觀察寶寶身體

狀況等育嬰技巧，並可學習發現寶寶的異常狀

況及緊急處理方法，以奠定日後育嬰的能力。

4. 降低新手父母的焦慮

  母親生產後的兩、三天，其注意力多半在自己

身上，透過醫護人員在親子同室期間的協助，

能幫助母親儘早熟悉寶寶，減少發生產後憂鬱

症。另外，爸爸也能因為親子同室期間提早接

觸寶寶，降低日後在照顧寶寶上的憂慮，更能

在親子同室期間體諒到母親的辛苦。

5. 增進父母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新手爸媽藉著直接參與照顧寶寶，可體會到為

人父母的喜悅與樂趣，有助於自信心與成就感

的產生。

親子同室的護理模式可提供良好的護理品質

服務，並可延續您與寶寶之間濃郁不可分的親密

關係，根據專家的研究，此種方式的護理並不會

造成嬰兒的高感染機會或影響母親的休息，反而

可以滿足父母親與嬰兒兩方面的實際需要，讓家

庭早日成功地接納新誕生的寶寶，促使每一個家

庭成員都建立良好的關係。

台大醫院致力推廣母乳哺育母嬰照護作業，

通過 99 年度母嬰親善醫院認證並榮獲特優獎。為

更確保親子同室的安全性，於民國 99 年更運用了

健康照護的失效模式分析(HFMEA)，結合全院相

關部門制定「嬰兒遺失」預防措施及緊急應變計

畫，以提供全面性的親子安全環境，更使本院成

為其他醫療院所的學習標竿。

《台大兒童醫院通訊》轉型成台大醫院
健康電子報及台大醫網，以服務更多讀者！

台大醫院企劃管理室管理師　莊宇勝

為了響應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的理念，《台

大兒童醫院通訊》(以下簡稱兒醫通訊)， 於2011年

10月將轉型成台大醫院健康電子報「兒童專欄」，

另外也將與台大醫網紙本刊物同步發行，以服務更

多的讀者，請新朋友、舊朋友不吝指教、繼續訂

閱。

兒醫通訊記錄兒醫大樓籌建里程碑

兒醫通訊的發行宗旨，除了促進台大醫院院

內、外以及社會各界對兒童醫院的了解，建立和社

會民眾的溝通橋樑，協助國家級兒童醫院的籌建

外，另一方面則是增進各界對於兒童醫療相關議題

之認識，讓社會大眾也能關心兒童的健康與福利，

因此兒醫通訊於1997年8月創刊發行，發行人是時任

兒童醫院籌備處主任的王正一教授。

台大醫院兒童醫療大樓已於2008年12月27日正

式開幕營運，兒醫通訊記錄了籌建兒童醫療大樓過

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例如在1997年8月創刊號中，本

院便透過兒醫通訊對社會大眾辦理兒童醫院外型票

選活動，以「天空之城」為設計主軸，讓大小朋友

們票選心目中的兒童醫院；如今座落在台北市中山

南路上的兒童醫療大樓，其可愛造型及豐富色彩有

如積木般趣味地交錯組合，便是當時勝出的優秀作

品。

另外自2002年1月起，為了讓籌建兒童醫院之

大眾捐款來源及用途透明化，本院開始於兒醫通訊

刊載相關募款活動及訊息。爾後能陸續獲得頗多小

額捐款，兒醫通訊在傳達募款理念上，扮演了一個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走過14年歲月  大小朋友的共同回憶

在14年的發行歲月中，兒醫通訊記載著台大醫

院籌建兒童醫院的歷史過程，所刊登的許多專業醫

療議題及兒童保健文章，陪伴無數家長及病友們一

同成長。

兒醫通訊以社會大眾、院外診所、海外讀者、

台大校友及醫院醫護同仁為發行對象，舉凡兒童醫

療相關科部及照護成果之介紹、兒童特殊疾病之簡

介與衛教諮詢、兒童醫學新知、相關募款訊息及節

慶活動預告與報導等都屬於其刊載範圍，內容不斷

推陳出新，讓雙面共六頁的彩色印刷刊物展現出豐

富多元的內容和樣貌，成為值得珍藏的期刊。

內容豐富多元  醫療保健議題廣獲讀者喜愛

為瞭解各界讀者對於兒醫通訊內容的意見，本

院公共事務室2011年1月下旬針對兒醫通訊訂戶送

出問卷調查，期能藉由讀者回覆的問卷內容加以分

析，以作為未來本院發行健康醫療刊物之參考。

回收有效問卷共204份，其中高達99%受訪者認

為兒醫通訊是實用的衛教刊物，95%對兒醫通訊整

體滿意度表示滿意；讀者看完兒醫通訊後的處理方

式，有61%的受訪者選擇保留起來，19%會送給親

友，顯示大多數人都認為兒醫通訊是份實用且具收

藏分享價值的刊物。

一般而言讀者喜愛的文章類型，主要以專業醫

療及保健性質文章為主，分別占了95%及70%，顯示

民眾仍高度關注兒童醫療知識及身體保健的資訊。

轉以「台大醫院健康電子報」及「台大醫網」

續前緣

兒醫通訊轉型為台大醫院健康電子報及台大醫

網後，除了持續在兒童專欄提供豐富的婦幼保健知

識及兒醫大樓活動訊息外，同時還有發燒話題、專

題報導、團隊介紹、醫師介紹等專欄，提供讀者更

多元的閱讀選擇，此外也要特別感謝兒醫通訊的各

位編輯委員及同仁們，由於大家的努力，使得「兒

醫通訊」成為一份具有增廣知識、充實心靈的優良

刊物，轉型後的健康電子報，將承續兒醫通訊傳遞

實用正確的健康知識的傳統，提供更優質的內容給

讀者！

1997年8月台大兒童醫院通訊創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