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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美容市場蓬勃發展，琳瑯

滿目的醫美廣告讓許多民眾趨之若鶩，筆者

撰寫本文目的是希望愛美的民眾在尋求治療

前，先有接受治療的儀器的基本觀念與正確

的期待。

就市面上較常使用的雷射儀器討論如

下：

＊強力脈衝光(IPL)—是種波長約500∼1,200 

奈米的強光，波的長短可依臨床需要而改

變，主要用於回春、除斑、除毛及血管病

灶。

＊Q開關釹-雅各雷射(Nd-Yag laser)—這種色

素性雷射傳統上用於治療刺青及較深層的

色素斑(1064 奈米)及表淺色素斑(532奈

米)。目前坊間所謂的柔膚雷射、淨膚雷

射、白瓷娃娃等都是此類型的雷射機種。

如果在皮膚塗上碳粉以增加雷射能量的吸

收，則稱為黑瓷娃娃。

＊飛梭雷射(fraxel laser)—此為新一代的磨

皮雷射，是種點陣式能量輸出的雷射治療

方式，也就是將雷射光束分成細微小點的

點狀輸出，結合多次治療，降低皮膚在每

次治療時受到的破壞；與大面積破壞的傳

統雷射相較，是相當受歡迎的處理方法。

＊ 汽 化 型 雷 射 — 目 前 有 二 氧 化 碳 雷 射

(10600奈米)及鉺-雅各雷射(Erbium-Yag 

laser,2940奈米)。二氧化碳雷射是藉由瞬

間的熱能作用，將組織立即汽化，移除不

要的皮膚組織。鉺-雅各雷射與二氧化碳

雷射相比，它沒有止血的效果，能打的深

度有限；但它對皮膚的熱傷害比二氧化碳

雷射小，較不易返黑。

＊電波拉皮—是利用專利性的治療探頭，將

高能量的治療高頻電波傳導至皮膚層，以

膠原蛋白收縮效應，造成立即性的皮膚緊

實效果，並促進膠原蛋白新生，以達到皮

膚拉提與緊緻的療效。建議最好使用局部

麻醉較安全。

＊脈衝式染料雷射—可以改善微細血管增

生、酒糟、血管瘤、紅色疤痕、淺斑、細

紋、刺激第一型及第三型膠原蛋白增生使

膚質細嫩。治療時應先選用較長脈衝、較

低能量，再逐漸增加，以免產生無法預測

的併發症。

＊除毛雷射—除毛雷射也相當多，以長脈衝

亞力山大雷射、半導體雷射、脈衝光、電

磁波等為主，其原理主要利用黑色素對

755奈米波長雷射光的有效吸收。皮膚表

面必須保留一小部分的毛髮，當做雷射光

照射的目標物。

近年坊間的機種日新月異，基本上這些

儀器與傳統雷射的波長相同，只是儀器功能

模式及使用參數稍做改變而已。因此不同廠

商、不同醫師或診所也會創造不同的名稱以

招攬顧客。

若您接受雷射治療後，發現皮膚有任何

問題，建議馬上找皮膚專科醫師諮詢治療。

醫美雷射機器百百種，
您要選那一種?
文/皮膚科 施朝仁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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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華〝臉時不時就發紅〞困擾他許久，

不認識他的人以為他容易害羞，警察伯伯則

以為他喝酒酒駕，讓他不堪其擾，到底是什

麼樣的問題困擾著他呢？如果你也有同樣的

問題，那一起來了解一下吧！這是「酒糟性

皮膚炎」與疾病、喝酒沒有絕對關係，也稱

之〝玫瑰斑〞。

診斷

那要怎麼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種皮膚問題？若有以下[主要特點]的其中一項，您可能就是

有酒糟性皮膚炎。當然還有很多疾病跟酒糟很像，最好由專業皮膚科醫師來判斷。

National Rosacea Society Expert Committee的診斷標準：

≥ 1項主要特點 其他可能有的次要特色

臉部潮紅(反覆暫時性的臉紅) 臉部燒灼感或刺痛

持續性的臉紅 臉部斑塊

臉部丘疹與膿皰 臉部乾燥或浮腫

臉部微血管擴張 眼睛症狀表現

成因

•酒糟形成的原因並不清楚，是一種慢性發炎的皮膚疾病，通常發生於皮膚較白者身上，臨

   床上分成四種形態 (以紅斑血管擴張型/丘疹膿疱型為多數)：

1.紅斑血管擴張型

2.丘疹膿疱型

3.鼻瘤型

4.眼睛型

不再羞羞臉~

Rosacea酒糟/玫瑰斑
文/皮膚科 鄭人榕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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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酒糟是一種〝敏感性膚質 〞，有此  

  體質者容易受到內在、外在刺激因子而誘

  發皮膚症狀。

•酒糟的發作年齡比一般青春痘晚(多數年齡

  >30歲)，常被當作成人型青春痘或是臉部溼

   疹來處理。 

治療

目前的醫療還沒有辦法根治，所以與醫

生一起配合，妥善控制才是不二法門。首先

要除去惡化因子，再合併藥物治療

A. 除去惡化因子

1.紫外線光：做好防曬。

2.辛辣食物。

3.壓力。

4.運動。

5.熱。

 

B.藥物及相關治療

1.外用藥物：柔潔(Metrogel)、杜鵑花

   酸、醫立妥(Elidel)、普特皮(Protopic)

   …等。

2.口服消炎抗生素、A酸。

3.乳液保養修復皮膚障壁受損。

4.局部冰敷5-10分鐘減緩紅熱症狀。

C.針對潮紅/血管擴張

1.新上市外用藥物Mirvaso：

   改善臉部潮紅。

2.口服乙型交感神經接受器阻斷劑。

3.血管擴張:染料雷射治療。

 [圖片來源:Dermatology:3rd Edition]

正確診斷與了解此
疾病，就能讓您不
再羞羞臉喔!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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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嬰曾使用過類固醇藥膏治療和口服抗

過敏藥物止癢，也使用非類固醇的抗發炎藥

膏，但病況未見改善。於是，我跟媽媽解釋

小朋友的病程以及未來的治療方向。住院後

給予「濕敷療法」(圖二)，一天兩次，每次

四小時；三天後，紅疹幾乎都消失，皮膚也

變的光滑(圖三)，媽媽非常開心。而今小孩

已經兩歲，皮膚維持的相當不錯！

根據統計，異位性皮膚炎在台灣常見於

0~6歲的族群中，盛行率超過10%，其中約有

50%在出生後6個月前發病、60%在1歲前發

病、85%在5歲前發病。門診中，當醫師診

斷孩子為異位性皮膚炎時，家長緊接的問題

濕敷療法(wet wrap therapy)
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新方法

一定是「這個病會好嗎？」根據2014年台

灣最新的研究統計，2歲前發病的嬰幼兒，

約有20%在發病後1年內緩解、有50%會在

學齡前痊癒、約70%會在青春期痊癒，平均

發病約4.2年，但這是在長期接受追蹤治療

的情形下才有的治癒結果。如病患每次都是

在皮膚紅疹大爆發時才就醫，等到情況稍微

改善就不做任何皮膚保養，那痊癒的機率就

會大幅降低。所以，異位性皮膚炎絕不是等

到紅疹出現時才就診，而是要規律追蹤治

療，根據狀況給予量身訂做的療法，徹底改

變體質(皮膚)，才能痊癒。

文/兒童皮膚門診 賴柏如 主治醫師

門診時一位焦急的媽媽，帶著八個月大的男嬰，剛坐定就慌張地問：「醫師，我

的小孩該怎麼辦？」手中的孩子被衣服緊緊包住，我安撫媽媽並診視男嬰的皮膚，在

撥開衣服後看見男嬰全身幾乎遍布紅疹(圖一)。媽媽說：「從出生後大概兩個月起，

皮膚就開始有紅疹，期間看過幾次醫師，可是病狀一直不穩定，最近兩三個月更是大

爆發，小孩一直不停地搔抓，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我檢查後…的確是非常嚴重的

異位性皮膚炎。

圖一 圖二 圖三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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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異位性皮膚炎患者皮膚障壁

有顯著異常，包括從皮膚的水分流失率明顯

上升、角質層含水量減少和角質層細胞間脂

質含量下降，造成外界過敏原/刺激物容易穿

透皮膚，而刺激皮膚發炎；同時也發現在患

者的正常皮膚中有此現象，可見異位性皮膚

炎不是因皮膚發炎而造成屏障異常，而是異

位性體質者，全身皮膚的屏障功能嚴重受損

才造成皮膚發炎。簡單來說，如果皮膚是房

子的水泥牆保護著身體內部(圖四)，而異位

性體質者，水泥牆相對薄弱(圖五)，在長期

受到外在過敏原/刺激物不斷的侵蝕，可能在

某個時間點就會造成水泥牆崩裂，使外在的

物質容易進入體內，引爆藏在體內的定時炸

彈，造成全身皮膚發炎產生皮膚紅疹。

由於，皮膚屏障(水泥牆)異常是異位性

皮膚炎最重要的機轉，該如何修復皮膚屏

障？在四千年前的古埃及時期，發現使用蜂

蜜和油混合敷在皮膚傷口上，製造濕潤的環

境，加速皮膚傷口癒合。直到1991年，才由

Goodyear醫師發表「濕敷療法」運用於異位

性皮膚炎治療，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這十年

來，「濕敷療法」變成治療異位性皮膚炎的

新方法，尤其嚴重的患者，已成為不可取代

的療法。根據統計，有大於90%患者，接受

濕敷療法後，幾近90~100%的改善，不只紅

疹消失，搔癢感也大幅降低。

要如何施行「濕敷療法」呢？(圖六)

首先，將患者浸泡於溫水中約15分

鐘，輕微洗淨身體，再用毛巾稍微擦拭；然

後依皮膚的嚴重度塗抹不同比例的乳液和藥

膏，接著將訂製的醫用束縛帶浸泡溫水後擰

乾，套到患者身上，將藥膏包覆住，最後用

乾的束縛帶再包一層，四小時候後取下兩層

束縛帶，一天施行兩次，依病況調整治療天

數；此治療方式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及物力。

濕敷療法的治療機轉包括：1.讓皮膚冷

卻，使血管收縮，降低發炎，減少搔癢；

2.濕潤皮膚，增加藥物吸收，加速皮膚屏障

恢復；3.束縛帶可當成物理屏障，使患者無

法直接搔抓皮膚，同時避免外在刺激物/過

敏原入侵。

除了異位性皮膚炎，乾癬、頑固型癢

疹、慢性濕疹、紅皮症…等許多皮膚疾病都

會造成皮膚屏障異常，所以皮膚科醫師不只

是在急性期給予治療，現在也強調皮膚屏障

的保養，而「濕敷療法」不但適用於急性期

的修復，在慢性期的皮膚維護亦扮演重要角

色，不僅提供患者多一種治療選擇，更是治

療嚴重異位性皮膚炎的最佳方式，應讓大眾

所知悉。

圖四   圖五

參考資料: 

1.罕見遺傳疾病一點通(http://www.genes-at-taiwan.com.tw/genehelp/database)

2.Vanier MT. Niemann-Pick disease type C. Orphanet J Rare Dis 2010;5:16.

3.NPC Info (http://www.niemann-pick-c.com/)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5

健康新知



文/骨盆機能整合照護中心 趙紹容 技術員

骨盆底肌肉鬆弛是引起骨盆器官脫垂

的原因，最主要來自於恥骨、骶骨肌肉的受

傷、破壞或去神經所產生的結果，造成骨盆

底肌肉的鬆弛、萎縮或張力過低，導致病患

產生應力性尿失禁或生殖器官向外脫垂。

骨盆器官脫垂對病人的影響

1.腰酸背痛。

2.下腹部有下墜感。

3.排尿及大便困難。

4.急尿感、頻尿。

5.膀胱頸阻塞。

6.尿液滯留。

7.下體有東西跑出來。

8.應力性尿失禁。

9.性生活問題。

骨盆器官脫垂分期

第一期—脫垂的最外側位於處女膜以內大於

            1公分的部位。

第二期—脫垂的最外側位於處女膜以內小於

             1公分或處女膜外側小於1公分的部位。

第三期—脫垂的最外側位於處女膜平面以下

           大於1公分的位置，但小於整個陰道

            長度減2公分內的距離。

第四期—整個下生殖道完全脫垂，其脫垂的

            最外側如子宮頸或陰道頂部，則大

            於陰道總長度減2公分。

骨盆器官脫垂的處置

•保守療法

骨盆底肌訓練、生活方式管理、子宮托是

目前骨盆器官脫垂非手術的標準治療方

式。

•手術

子宮托的適應症

1.有明顯手術風險的患者。

2.術前暫時緩解症狀。

3.害怕手術患者的替代方式。

4.有骨盆器官脫垂，但仍希望生育之婦女。

5.懷孕期間盆腔器官脫垂或子宮頸機能不 

   全。

6.混合型尿失禁。

  骨盆器官脫垂一定要開刀嗎??

「子宮托的介紹」

「小姐！我舊年來看過醫生說愛開刀，我會驚就毋敢閣來，拖到這馬尿攏放袂

出來，真艱苦！」、「我這症頭已經很久了，想到愛開刀就皮皮挫，暗時攏睡袂

好！」。

盧女士，75歲，膀胱脫垂第三期、子宮脫垂第三期、直腸脫垂第二期，脫垂部

份因磨破皮有流血的情形，主訴白天約30～40分鐘上一次廁所，晚上起床解尿3次以

上，有時候尿急到廁所又尿不出來，解尿速度慢也常感覺尿不乾淨，沒有糖尿病、高

血壓病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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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托的禁忌症

1.陰道感染發炎。

2.未確診的子宮陰道出血。

3.失智、失能(有照顧者除外)。

4.無法配合追蹤的患者。

5.對子宮托材質過敏者。

常用子宮托種類

支撐性子宮托－Ring(圓環型)：是第一

及二期輕中度子宮脫垂常用的一種，狀似手

環，採用中間無薄膜型的使用者，仍可有性

行為；有薄膜型則可支撐膀胱脫垂。

空間填充式子宮托－Cube、Gellhorn(四

角形、圓角型)：是第二及三期骨盆脫垂常用

的，須每日自行置入、取出。

 

目前均採用矽膠材質，不易吸附分泌

物而產生異味，穩定且耐高壓，較無過敏反

應。正常使用壽命約6∼12個月，以清水和

肥皂清洗即可，千萬不可煮沸消毒過久、不

要使用酒精消毒。

本院裝置子宮托的作法

■圓環型子宮托步驟(主治醫師執行)：

1.選擇合適的尺寸和形狀，幫患者戴上。

2.戴上後請患者坐下，查看有無異物感或不

  適。

3.請患者下床走動、用力咳嗽，確認子宮托

  不會掉落，且下腹、骨盆腔沒有不適感。

4.請患者在醫院四處走動並多喝水，待解尿

  後，觀察有無尿液滯留或過多餘尿。

5.檢查子宮托有無脫落情形。

6.返家一星期後回診，檢查子宮托裝戴情 

  形；無不適者聯絡購買適用之子宮托。

7.請患者定期回門診由主治醫師取出、清

  洗，檢查陰道後再放回乾淨的子宮托。

8.定期返診。

■四角型和圓角形子宮托步驟(技術員執行)：

1.選擇合適的尺寸和形狀，幫患者戴上。

2.戴上後請患者坐下，查看有無異物感或不

   適。

3.請患者下床走動、用力咳嗽，確認子宮托

  不會掉落，且下腹、骨盆腔沒有不適感。

4.請患者在醫院四處走動並多喝水，待解尿

  後，觀察有無尿液滯留或過多餘尿。

5.檢查子宮托有無脫落情形。

6.教導患者或照顧者自行裝戴及取出子宮

  托，無不適者聯絡購買適用之子宮托。

7.衛教按時取出子宮托清洗(最多不可超過兩

  日)。

8.建議裝戴後一星期返診，檢查子宮托和患

  者使用方法是否正確。

9.裝戴後，若無不良反應、出血、分泌物增

  多、疼痛或排尿困難等症狀，即表示裝戴

  成功，日後返診間隔視患者使用子宮托的

   靈活度決定，建議不超過六個月。

臨床常見病患對於骨盆器官脫垂及尿失

禁的話題羞於啟齒，若提及手術治療更是諱

疾忌醫，嚴重者影響生活品質與社交活動。

目前骨盆器官脫垂及尿失禁的保守治療方法

安全又方便，希望有此情形的病患能夠走出

羞澀的想法，坦然面對自己的身體、珍愛自

己，尋求醫療協助，共創美好健康的生活。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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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骨盆機能整合照護中心 賴郁芬 物理治療師

女若不當使用束腹帶及錯誤運動容易造成日

後膀胱、子宮及直腸脫垂(垂腸)的問題。

臨床上也常見許多伴隨有椎間盤突出的

膀胱子宮脫垂婦女，被醫師及治療師建議穿

束腰帶；也有許多婦女跟隨潮流穿起流行的

緊身褲、牛仔褲，將微凸的小腹硬擠進窄小

的褲頭內。一旦錯誤穿著，造成腹壓增高，

蹲坐姿勢下尤甚，如此會讓膀胱子宮脫垂的

問題更加嚴重。

建議穿著束腰時，將束腰中點固定於腰

椎疼痛區後，把左右兩條固定帶往下繞過髂

骨後(如圖一左)，再往前拉將魔鬼粘貼於恥骨

連合前方。魔鬼粘黏貼的上緣為四隻手指，

下緣則是二隻手指，以可活動的鬆緊度為佳(

如圖一右)。若在反覆坐站活動下讓束腰帶位

置移動則須重新再穿一次。而穿著緊身衣或

牛仔褲時，建議選購褲頭較大一號，坐下時

不會勒緊腰腹，且舒適透氣的材質。

對於擔心變成小腹婆、椎間盤突出引起

的腰部痠痛及脫垂的婦女，需要強化核心肌

群中的骨盆底肌及腹橫肌。骨盆底肌位於骨

纏腰小腹婆

自古以來女性為了維持婀娜體態，

印象深刻西洋仕女被女僕用力拉著束繩將

腰身束成不盈一握的楊柳腰；現代則是有

各式各樣的彈性塑身衣、腰夾、馬甲等。

愛美的女性期望透過外在的束縛塑造內在

美，以符合身材曼妙美麗的形象。

只是在長期物理性的約束下，沒有骨

骼的腹部內臟結構會發生變化，往壓力較

少的部位移位；肝臟及胃部往上方擠壓，

甚至影響呼吸；腸子、膀胱及子宮則往下

面擠。所以很多婦女覺得穿上束身衣後有

胃口變小可以減重的假象，殊不知一旦去

除這些約束力後，肥胖部位仍會歸位。

產後的婦女期待盡快回復生產前身材

而使用各種束腹帶、塑身衣。對於背負胎

兒重量十個月的懷孕歷程及嚴峻的生產過

程後，導致骨盆底鬆弛的婦女來說，腹部

的外力束縛無疑更加重骨盆底鬆弛及骨盆

腔器官的移位。另外，為了瘦小腹而常做

的仰臥起坐運動，在仰起時，腹壓隨著提

升將骨盆腔器官往下推擠；因此，產後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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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的最下層，負責支撐骨盆腔器官及排泄

功能；腹橫肌則位於腹部最深層的環狀肌

群，是人體天然的束腹，負責穩定脊椎及

強吐氣動作。

產後婦女可執行核心肌群運動以強化

腰椎、避免陰道鬆弛及緊實腹部。運動方

式可由簡至難，先於屈膝仰臥姿勢下，吐

氣時做骨盆後傾配合骨盆肌收縮運動(圖二

)，每回15-20次，每天2-3回；當肌肉強

度提升後，可增加難度於坐姿及站姿下練

習。若無法正確收縮骨盆底肌，目前健保

也有給付骨盆底肌生物回饋訓練(看診一

次，可訓練六次)，在物理治療師的指導

下，配合專業的儀器協助訓練達到骨盆底

緊實的效果。

愛美是人的天性，如果因為不正確

的穿著及運動觀念而導致身體永久性的改

變，對健康造成影響實在得不償失。時逢

母親節前夕，希望藉此文章讓天下所有的

婆婆媽媽們能有正確的穿著觀念，趁機汰

換不合適的衣著。

圖一：正確束腹帶穿法

圖二：核心肌群運動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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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不處理?骨鬆、失智跟著來

素使更年期婦女身心備受煎熬，臨床上不乏

出現合併憂鬱症的案例；所以積極面對更年

期，並且透過正確的方式處理才能真正避免

這些可怕的長期健康威脅。

在面對更年期，目前主要有三大治療方

式，第一為目前臨床上最主要的治療方式-

荷爾蒙療法(化學合成雌激素及黃體素)，但

因許多婦女在服用雌激素等荷爾蒙療法藥物

時，會出現胸脹、陰道出血等副作用，且過

往美國國家官方健康研究院及世界衛生組織

長期評估此療法後，於2002年7月公告，荷

爾蒙療法可能會造成婦女乳癌、心臟血管疾

病及中風危險罹患率增加，雖然目前臨床上

所使用的是低劑量荷爾蒙療法，罹癌機率降

低，但門診經驗上大多數婦女還是懼怕荷爾

蒙療法。

除了藥物療法外，第二種方式為食補，

國人普遍具有「藥補不如食補」的觀念，誤

以為食用含有植物性雌激素的食材，如黃

豆、山藥，即可有效緩解諸多更年期不適且

比較安全。但這些食材的生物效益尚待醫學

研究驗證，且每日必需食用相當於45罐豆漿

或67盒豆腐才有機會補足，其可能會衍生出

的腹脹及偏食等問題。民眾若盲目亂補，可

能會傷身！

文/婦產部生殖醫學科 李宗賢 主任

女人的一生與女性荷爾蒙息息相關，隨

著年紀的增長，女性荷爾蒙會逐漸減少，便

會經歷人體自然退化的過程：更年期，這時

期的女性們會產生許多生理及心理的變化，

但大多數婦女卻因為害怕自己被貼上「衰

老」的標籤，而寧願選擇獨自隱忍或採用偏

方的方式，盲目處理下反而喪失了保護自己

健康的最佳時機。

我國婦女平均停經年齡為48-50歲，由

於卵巢功能逐漸衰退，導致分泌的女性荷爾

蒙(雌激素)也逐漸減少，卵巢不再排卵，無

法再受孕生子，月經週期與經期也會變得不

規則，甚至停經。臨床上最明顯的表現就是

從最後一次月經算起，連續一年沒有月經，

就是進入停經期。由於體內女性荷爾蒙的濃

度遽降，絕大部分的更年期婦女會出現典型

的一些不舒服症狀，如：熱潮紅、失眠、私

密處困擾、情緒失衡等問題。

   

根據統計，目前台灣推估有279萬名婦

女正處在更年期。雖然這些症狀會隨著時間

慢慢減緩，但因長期缺乏女性荷爾蒙，使得

骨質疏鬆、失智、心血管疾病罹患機率反而

增高，且會開始出現泌尿生殖系統萎縮、陰

道乾燥搔癢、性交疼痛等問題。而在臨床上

也發現這時期的婦女可能因自覺年華老去，

加上空巢期來臨而感到不安或恐懼，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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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不處理?骨鬆、失智跟著來

最後一種方法，攝取含有植物性雌激素

的營養補充品，植物性雌激素總共有三大類

成份，第一為大豆異黃酮，其餘兩類為香豆

雌酚與木酚素。目前市面上的保健食品，皆

宣稱具部分療效，但大部分皆無藥物規格的

臨床試驗證據，九成皆屬於大豆異黃酮類的

單方植物性雌激素產品，但根據北美更年期

醫學會發表的研究，大豆異黃酮僅能緩解部

分更年期婦女的熱潮紅，但女性更年期的症

狀，高達二十多種，盲目吃大豆異黃酮將是

杯水車薪，幫助不大。

因此建議患者應選擇經過醫學臨床研

究認可的營養補充品，才能確認有效性與安

全性。本院目前已引進一種來自以色列，有

獲得台灣五大醫學中心臨床試驗的更年期營

養補充品－DT56a。此營養補充品的主成分

有別於市售品僅含有單一植物性雌激素，而

是綜合香豆雌酚與木酚素的複方成份，依據

「DT56a台灣五大醫學中心臨床試驗食用結

果」顯示，除可緩解75%更年期婦女常見的

熱潮紅與失眠外，更可有效緩解70%更年

期婦女的生殖道乾澀與性交疼痛，另外更

可緩解82%的情緒失衡困擾，最重要的是

無荷爾蒙療法所引起的相關副作用。

更年期為每位女性的必經過程，卻

因為說不出口，導致婦女朋友不願就醫，

自行當起醫師到處尋找保健食品來服用。

但每個婦女朋友的症狀卻不盡相同，盲目

購買將傷荷包又傷身；因此若症狀明顯，

建議求助婦產科醫師，獲得適當的建議與

治療。積極建立樂觀的人生態度，保持正

常的社交活動，並且透過醫師專業判斷對

症下藥，就可以健康愉快的迎接人生新旅

程！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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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煩惱─
我的小孩發展正常嗎？

文/復健科 黃玉慧 主任

小孩自出生後，隨著年齡增加，身體

及心智功能會跟著成熟，當這兩者成熟的速

度沒有跟上年齡增加的速度，稱之為遲緩。

身體及外觀的遲緩，由可測量的頭圍、身

高及體重等處可見，稱為成長遲緩（growth 

delay）。而心智功能的遲緩，則為一般所

認知的發展遲緩（developmental delay），

大致上是指兒童在感官知覺、粗動作、精細

動作、語言溝通、認知能力、生活自理、社

會適應及情緒等項目發展上有一種或數種、

或全面的發展速度落後、或品質異常。發展

遲緩的兒童如果沒有給予即時療育，可能會

與正常兒童的差距越來越大，將來影響到學

習、生活功能與就業等。大多數發展遲緩

的成因是未知的，目前能夠被了解的原因

僅25%左右，其中遺傳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最

大，包括：營養、家庭環境刺激、基因遺

傳、先天疾病、後天疾病等。

發展遲緩兒童的出現率，根據聯合國衛

生組織的統計大約介於6~8%之間。根據國

外研究，每投入一元在早期療育上，就可節

省三元的特殊教育成本，這可以大大減輕社

會的長期負擔。六歲前是嬰幼兒發展的黃金

期，在學齡前接受早期療育是促進孩子能力

發展的關鍵期。且三歲以前做早期療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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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功效是三歲以後的十倍，且日後每年將

可節省6,000美元的教育經費。

這種功能發展的延遲，並無法由外觀明

顯分辨，且大多數父母或祖父母長輩都會認

為等到孩子長大一點，或進入幼稚園孩子就

會好了，於是延誤了早期治療的時機。小孩

的發展到底正不正常？不是跟他的兄姐比，

也不是跟隔壁鄰居的小孩比，而是有一定的

篩檢標準，國健署制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

表』，為分年齡層的檢核表，可至各縣市政

府社會局網頁下載，或台中市社會局兒童發

展資源網（http://www.tc-rc.org/check.php）

也有線上檢測。如果有相關問題，及欲詢

問發展遲緩兒童福利政策，亦可聯絡台中

市兒童發展通報中心，電話：（04）2208-

368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調查，若兒童

的發展落後同年齡兒童達到20%以上，就必

須接受專家的評估、診斷與治療。本院成立

兒童發展評估聯合門診，主要診治科別為小

兒神經專科與復健專科，並視需要轉介至

其他專科醫師門診（如兒童身心科、兒童

遺傳科、耳鼻喉科及眼科等）。門診診察

後，會轉介予各個專業治療師，接受進一

步各別領域的發展評估，包括語言發展評

估（由語言治療師執行）、心智發展評估

（由臨床心理師執行）、精細動作及日常

生活功能評估（由職能治療師執行）及粗

大動作發展評估（由物理治療師執行）。

醫師會根據評估結果，建議該兒童需要接

受之早期療育項目，並開立發展遲緩證

明，以利將來至社會局申請療育補助。讓

小朋友可以及早至各個醫療院所開始接受

早期療育，以減輕家長在經濟上的負擔。

雖然上帝在創造每個小孩時，賦予不

同的天分，但是環境與教養的重要性，還

是不可忽視，如果能及早給予小孩充分的

發展機會，相信上帝會為他安排一個好位

子。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

健康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