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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膀胱輸尿管逆流

在正常人體生理學中，尿液是由腎臟製

造後排出，經過輸尿管運送，儲存於膀胱，

待膀胱儲滿後再經尿道排出體外。膀胱輸尿

管逆流係指膀胱裡的尿液逆流而上跑到輸尿

管，嚴重者逆流至腎臟的現象。膀胱輸尿管

逆流可分為原發性與續發性。膀胱與輸尿管

交界處因先天結構異常而失去抗逆流的能

力，使得膀胱壓力增加時尿液逆流而上，這

種逆流稱為原發性膀胱輸尿管逆流。如果因

為先天性的問題，如腦性麻痺、先天性脊椎

異常或腦傷，或尿道先天性阻塞等問題，或

是膀胱本身過度收縮或纖維化，使得膀胱壓

力過高，即使膀

胱輸尿管處結構

正常也會造成逆

流，這種情況稱

為續發性膀胱輸

尿管逆流。

嚴重程度分

為五個等級：

第一級：尿液逆流只在輸尿管下端

第二級：尿液逆流至輸尿管上端

第三級：尿液逆流至腎盂

第四級：腎盂及輸尿管明顯擴張

第五級：尿液大量逆流並有嚴重水腎

二、臨床表徵及診斷檢查

一般泌尿道感染症狀大多以：頻尿、

寒顫、腰窩痛或尿道疼痛等症狀表現。但

在兩歲以下的孩童，其表現方式反而以消

化道症狀，例如：腹瀉、嘔吐、腹痛、食

慾不振等症狀表現。因為兩歲以下的孩子

表現的症狀比較沒有特異性，所以很容易

被忽略。在以前對這個疾病沒有警覺的時

代，膀胱輸尿管逆流可說是小兒洗腎的主

要原因。

所以，對於兩歲以上的孩子出現泌

尿系統症狀，或是兩歲以下的孩子出現不

明原因發燒或消化道症狀時，可藉由尿液

分析初步判斷是否為泌尿道感染。一但有

泌尿道感染時就應該將此症列為第一優先

考量。在感染期可以使用腎臟超音波初步

判斷是否有水腎（或腎臟積水）的狀況。

待感染解除後再安排排尿性膀胱尿道攝影

（VCUG），這項檢查是偵測膀胱輸尿管逆

流最可靠的方式（Golden standard）。檢

查前需禁食5-6小時，置入尿管後注射顯影

劑至膀胱，於X-ray監視下查看尿道、膀胱

及輸尿管之間的狀況是否出現上分級的逆

流。

因為膀胱輸尿管逆流造成感染時，

通常會對腎臟造成程度不一的損傷，評估

腎臟損傷的方式為核子醫學的腎臟掃描

（DMSA）。這個檢查是利用標記的葡萄糖

注射到血管中，再偵測腎臟利用葡萄糖的

狀況。因為受損的腎臟會被疤痕組織取代

而失去功能，疤痕組織不會利用葡萄糖，

所以在這個檢查中可以看到腎臟影像缺損

的情況，我們還可以利用軟體推算其缺損

的百分比。

膀胱輸尿管逆流系列之一

疾病簡介與診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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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組織，阻止尿液逆流。注射時間約30分

鐘，不需住院，治療成功率可達80%以上。

若對長期使用口服抗生素有困擾，或是抗生

素治療之下仍失敗，此種治療為最佳選擇。

雖然第四、五級的逆流使用本法的成功率會

降到50~60％，若不想馬上接受手術者，仍可

以使用膀胱鏡注射來矯正。

之前Deflux必須自費，注射一側費用在

大約三萬到五萬元不等。從去年底開始，健

保給付此注射治療，但注射之前必須事先審

查。對於希望接受逆流注射，但沒有預算的

家庭來說可說是一大福音。

外科手術治療

外科治療方式是使用剖腹的方式打開膀

胱，將輸尿管重新置入膀胱，增加輸尿管在

膀胱組織內的長度，來矯正輸尿管出口控制

尿液流向的功能。手術成功率約95%，通常

是膀胱輸尿管逆流第四、五級者採用的治療

方法。手術採全身麻醉方式進行，術後會放

置導尿管引流促進傷口復原，必要時會另外

放置輸尿管引流管作為輸尿管支架之用。

一般來說，如果病患屬於高度逆流患者

（第四、五度），同時合併腎臟損傷的話，

我們會建議使用手術方式來治療，以免在等

待的過程造成腎臟進一部損傷。

一、膀胱輸尿管逆流如何治療

膀胱輸尿管的治療目標為：預防泌

尿道感染，以及保護腎臟功能。依照上述

目標目前有三個治療膀胱輸尿管逆流的方

法，分別為：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治療並觀

察、膀胱內視鏡注射以及外科手術治療。

預防性抗生素治療

單純逆流造成水腎並不會直接造成

腎臟功能受損，因逆流造成感染才會損傷

腎功能。所以，膀胱輸尿管逆流程度為第

一、二、三級者，可利用長期口服低劑量

抗生素至七歲，待膀胱長大後改變膀胱與

輸尿管交接處的角度，此症可能自行痊

癒。建議接受此治療之病童每個月追蹤尿

液檢查、一年至一年半後做排尿性膀胱尿

道攝影並以腎臟核子掃描(DMSA)追蹤腎結

痂情形。若在預防性抗生素治療下仍然復

發，或是孩子無法配合長期服用預防性抗

生素時，為了保護腎臟功能，應採取下列

兩種積極治療的方法。

膀胱視鏡治療(玻尿酸抗逆流注射)

此治療是利用膀胱內視鏡經由尿道進

入膀胱，在輸尿管進入膀胱入口下緣處注

射Deflux（抗逆流玻尿酸），使其形成抗

文/外科部 小兒外科 謝明諭 主任

膀胱輸尿管逆流系列之二

治療與術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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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術後照護

進食

手術後6-8小時即可進食，採正常飲食，若

食慾不佳必要時會予靜脈注射補充營養。

傷口照護

縫合傷口的縫線採用可吸收縫線，術後可淋

浴，但應避免長時間浸泡傷口。

引流管照護

導尿管於手術後第5~7天移除，住院期間應

注意尿袋位置低於膀胱避免逆流感染，若發

生阻塞應立即向醫護人員反應。

疼痛

手術後頭幾天感到不適屬正常現象，除了口

服止痛藥物外，可視病童需求轉移不適，例

如：聽音樂、閱讀或是看電視等轉移注意

力。

三、返家後照護

•一般活動仍可正常進行，但仍需注意避免

從事劇烈活動。

•採正常飲食，避免便秘、憋尿，攝取充足

的水分。

•年紀較小的病童，督促定時排尿。

•尿布或內褲不要穿著太緊，宜選擇棉質

內褲。

•男孩應保持包皮皮膚的清潔；女孩會陰

部的清潔則由前往後擦拭。

•返家後若有發燒、腰痛或其他不適須立

即返院。

四、結論

兒童尿路感染症狀有時並不明顯，尤

其是兩歲以下更可能以腸胃道症狀表現。

膀胱輸尿管逆流若合併感染時，會造成腎

臟損傷，嚴重時會需要洗腎。抗生素可以

是第一線的治療方法，但遇到腎臟出現疤

痕組織時，就必須要積極治療。對於低度

（第一～三度）的病童來說可以優先考慮

膀胱鏡玻尿酸注射。但如果是高度逆流

（第四、五度）同時出現明顯腎臟疤痕化

時，還是建議以傳統手術進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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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一對一的記憶性。而所謂一對一的記憶

性是指僅有特定B細胞中對該過敏原產生記

憶，並產生過敏性球蛋白IgE。

第二階段：

主要是已有過敏性球蛋白IgE的人，再度

接觸到過敏原，使局部組織及器官產生發炎

反應。發炎細胞聚集並釋出多種發炎激素，

例如組織胺、白三烯素、趨化激素、介白質

等。這階段因有組織器官受到破壞，所以就

會有過敏性疾病的症狀產生，例如皮膚過

敏、眼睛過敏、鼻子及氣管過敏等。根據統

計，第二階段的過敏病人約佔全人口數的百

分之二十，這些人不但有過敏性球蛋白IgE，

且有過敏症狀。故第二階段敏感化的機轉

為：

1. 過敏體質者，會針對該過敏原產生過

敏性球蛋白IgE。

2. 過敏性球蛋白IgE會與肥大細胞結合而

使肥大細胞致敏化。

3. 當致敏化之肥大細胞再遇到過敏原

時，會誘使肥大細胞進行去顆粒化作用，而

釋放出發炎介質。

4. 發炎介質與組織或器官接觸後，立即

發生發炎反應。

5. 產生發炎反應 (即紅腫熱痛等不適症

狀) 之組織或器官就會顯現過敏的症狀。

近數十年來，由於醫學科技的發達，

許多感染性疾病的發生率已逐漸下降，甚

至絕跡，但是過敏性疾病的發生率卻逐

年增加！過敏性疾病的產生是多重危險因

素所造成的，例如：家族過敏史、遺傳體

質、環境因素、早產兒…等。

什麼是過敏呢？整體而言，乃人體在

與外界過敏原接觸後，引發體內免疫系統

高度活化後而造成的發炎症狀。

過敏性疾病的發生，通常可分成三個

階段：第一階段-致敏化、第二階段-敏感

化，及第三階段-變形化。

第一階段：

基因是過敏性疾病發生的關鍵因素，

有過敏體質的個體接觸到過敏原後，會對

過敏原產生過敏，亦指產生過敏性球蛋白

IgE。通常此階段的個體在免疫功能還不健

全的情況下，或有呼吸道感染及發炎時最

容易產生，但還不會有過敏症狀出現。根

據統計，第一階段的過敏病人約佔全人口

數的百分之三十，這些人都有過敏性球蛋

白IgE，但沒有症狀；所以第一階段致敏化

的機轉乃是第一次接觸過敏原時，經過一

連串體內的免疫反應後，使得B細胞產生少

量的過敏性球蛋白IgE，並對該特定過敏原

文/兒童部 小兒過敏氣喘免疫風濕科 廖培汾 主治醫師

 預防治療過敏性疾病，
益生菌會有效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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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組織器官由於經常發生發炎反應，於

是產生了組織變形。這階段就不一定需要與

過敏原接觸了，任何一種空氣中的非過敏原

之刺激物及汙染物或運動都會造成過敏的症

狀。由於組織已經產生了不可逆的變形，因

而無法痊癒。第三階段的過敏病人約佔全人

口數的百分之五，這些人就會罹患氣喘、過

敏性鼻炎、結膜炎、異位性皮膚炎等，不僅

常有其症狀，且會有永久性的症狀。

在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已提到過敏性疾

病的產生與遺傳有很大關係，若夫妻雙方有

人有過敏性體質或曾生出過敏兒者，那下一

胎的寶寶就會有極高的比例成為過敏兒。

根據近十幾年來的研究報告，曾有為了

預防過敏兒的產生而進行的世代性研究，譬

如在芬蘭的學者就曾針對有家族過敏史的孕

婦來進行研究，讓孕婦在生產前二至四週開

始服用LGG乳酸菌，接著寶寶出生後，哺餵

母乳者則由母親繼續服用LGG乳酸菌，餵食

配方奶者則讓寶寶自己服用LGG乳酸菌，持

續至寶寶六個月大為止。於2001年此項研究

結果發現，服用LGG乳酸菌可降低百分五十

的寶寶在兩歲前罹患異位性皮膚炎的機會；

因此很多人因這份研究報告而大力提倡用益

生菌來作為預防過敏病的效果。不過，這著

名的芬蘭研究在2007年又發表了進一步的追

蹤報告，卻被許多人忽略了。該2007年的研

究顯示這些使用LGG乳酸菌的兒童在追蹤至

七歲後，得到異位性皮膚炎的比率的確降低

了三分之一，但得到氣喘的機率卻增加了三

倍、得到過敏性鼻炎的機率也增加了兩倍註。

就氣喘而言，益生菌對於已經產生的

氣喘是否有治療的功效呢？目前全世界以

人體臨床試驗針對氣喘病做研究的結果顯

示，益生菌對改善氣喘病臨床症狀上並無

任何較大的功效。而對過敏性鼻炎而言，

益生菌能否治療過敏性鼻炎的研究結果仍

相當分歧。況且少數宣稱益生菌能有效治

療過敏性鼻炎的研究，則因為研究設計不

夠嚴謹，導致研究結果遭受專家質疑。因

此目前醫界對益生菌在過敏性鼻炎的療效

仍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而以益生菌治療異位性皮膚炎方面，

雖約有半數人體臨床試驗顯示益生菌是有

所幫助的，但臨床上實際效果卻不大。反

倒是許多研究發現皮膚保濕、類固醇藥

膏、以及避開過敏食物等正統治療方式就

能夠有效改善異位性皮膚炎的症狀，而搭

配益生菌的效果似乎僅是加快改善速度而

已。近幾年來，在探討益生菌針對異位性

皮膚炎療效上的研究，結論也多以不具療

效的居多。因此，益生菌在異位性皮膚炎

的角色目前仍屬研究階段，醫界還沒有很

好的定論。

註:參考資料

1. Lancet, 2001;357; p1076-9

2.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7; Vol. 119, No. 4; 

p1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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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心收縮期，沿著左胸骨的上或下緣可

聽到。可能因發燒感冒、緊張興奮、劇烈運

動後、或其他導致心輸出量增加的原因而增

強，於3～7歲的兒童最常被聽到，會隨著年

齡增長而消失。這也就是為什麼小朋友因為

感冒或發燒求醫而突然被醫師告知有聽到心

雜音的原因。

另外，在部份的新生兒出生幾天後或

嬰兒時期特別容易聽到的良性心雜音，即

“周邊肺動脈狹窄”（peripheral pulmonary 

stenosis）。因為肺動脈的分支發育尚未完全

而導致相對性的周邊肺動脈狹窄。這類的心

雜音通常在左胸骨上緣，可聽到於心收縮早

期發出的輕柔（雜音強度不會大於第2級）

而短促的雜音（early- to mid-systolic ejection 

murmur）。這是肺動脈分支發育過程中的

正常現象，多數在6至12個月大後會逐漸消

失。透過心臟超音波的影像和杜卜勒測量都

可確診。

至於病理性心雜音，雜音通常較大聲，

大部份強度都在第3級或更高，主要是於心

臟某部位的缺損或血管的異常而導致血流在

心臟腔室間和血管內形成不正常的渦流而產

生。引起的常見原因包括：心房或心室中膈

缺損、動脈導管未閉合、瓣膜或血管狹窄、

瓣膜關閉不全等等。雜音的型態較多樣，

常見有心室中膈缺損為全收縮期雜音（pan-

systolic），大型心房中膈缺損於左胸骨上

緣處可聽到收縮期雜音，瓣膜或血管的狹

窄也是收縮期雜音，瓣膜關閉不全為舒張

期雜音及動脈導管未閉合為連續性的雜音

（continuous）。

每當進入開學季節，總會看到家長們

緊張地拿著校護們發給小朋友的轉診單，

告知小朋友有心雜音，需要到醫院找小兒

心臟科醫師作進一步檢查…

門診時間，緊張的父母，抱著剛出生

的小嬰兒，走進診間，說寶寶作身體檢查

時，醫師聽診發現心臟有心雜音…

小朋友因感冒或發燒，在一般兒科門

診求診，因醫師聽診發現心臟有心雜音，

而被轉介到小兒心臟科門診作進一步檢查

…

以上幾種狀況，是小兒心臟科醫師在

門診最常諮詢的問題，家屬受醫師告知小

朋友有心雜音時，先入為主的認為小朋友

不幸患有心臟病，而開始焦慮不安。所以

「心雜音」這三個字，在家長的心中已經

和「心臟病」劃上等號！其實不然，很多

都是家屬多慮了。

根據統計，至少有30%的嬰幼兒在他

們的一生中曾經出現過心雜音。心雜音的

形成，主要是血流在心臟或血管內流動而

產生亂流所引起的聲音。心雜音主要可區

分兩大類：功能性或良性心雜音及病理性

心雜音。

若心臟結構功能正常，血液在心臟

內流動，因心臟收縮，較高的心輸出量撞

擊心臟腔室造成的共鳴聲音，即歸類為無

害的功能性心雜音（functional, benign or 

innocent murmur）。這類心雜音聽起來是

低沉、震顫的（vibratory），像撥弦聲，

因類似弦樂的聲音，又被形容為有音樂性

（musical）的心雜音，聲音較小較短促，

文/兒童部 小兒心臟科 郭業文 主任

認識兒童心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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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心臟構造雖然正常，但因

異物，如心內膜炎形成的贅生物、心臟腔室

內腫瘤或人工植入物，使血液流動性受到干

擾，或嚴重貧血、高血壓、大型動靜脈血管

畸型造成的高心輸出量都會產生心雜音。

事實上，有心雜音的兒童中，只有約

5%是屬於心臟異常的病理性雜音，所以大部

份兒童的心雜音都屬無害的良性雜音。因此

家長們必須有正確的觀念與認知，無害的心

雜音並不具有特別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上無

需對小孩採取過度保護，更不用限制他們的

活動。但在此必須強調：有心雜音不見得代

表有心臟病。甚至有些先天性心臟病可能還

聽不到心雜音或是雜音很不明顯，例如：肺

靜脈回流異常、心內膜墊缺損、小的心房中

隔缺損、主動脈窄縮或冠狀動脈起源異常。

另外，像是急性心肌炎、心肌病變等心臟病

也常無心雜音。所以反過來說，沒有雜音也

不表示沒有心臟病。

因此面對轉介到小兒心臟科門診的案

例，醫師除了給予焦慮的父母正確的衛教

外，就是要仔細篩檢出那些是病理性心雜

音的病童。經由詢問病史，包括家族史、

生長發育狀況、家族遺傳傾向等，身體理

學評估，胸部心音聽診，檢查有無發紺、

肝脾腫大、心律不整等，並進一步搭配檢

查，如胸部X光、12導程心電圖、心臟超音

波等，確認有無心臟異常。

為能儘早篩檢潛在的心臟病童，第一

線的兒科醫師們，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聆聽

者角色，藉由傾聽小朋友的“心聲” 來及

時改善心臟病童心裡的“缺憾”，以獲得

適當的照護與治療。也讓只是良性功能性

心雜音的孩童，解除多餘的病識感，讓家

長們擺脫不必要的憂慮。

本月醫訊封面照片為郭醫師為嬰幼兒

執行心臟超音波檢查。

認識兒童心雜音

門診時段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早上

下午 ● ●

夜間 ●

現職  ．小兒心臟科主任

        ．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科主治醫師 

經歷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小兒心臟血管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免疫過敏專科醫師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專科醫師

        ．中山附醫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訓練

           研究醫師

        ．台中榮總小兒心臟科訓練及研究醫師

專長  ．兒童先天性心臟病、成人先天性心臟病、

           心律不整、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

           相關疾病、一般兒科疾病、超音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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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泡，然後轉變成小潰瘍；通常合併高燒約

3~5天，發燒時可能會怕冷、發抖，不燒的時

候精神活力還不錯。潰瘍厲害時，口腔前面

包括舌頭、硬顎也會有，癒合需要5~7天；口

腔潰瘍期間建議吃軟軟涼涼的食物，包括布

丁、冰淇淋、優酪乳、豆花、果汁等。如完

全無法進食，則建議打點滴補充體液。

除了高燒及口腔潰瘍，還有手足口病，

就是在四肢甚至屁股會有紅疹或水泡。四肢

的紅疹或水泡多分布在手掌、腳掌，膝蓋或

手腕；有些型別的腸病毒甚至造成全身性的

紅疹或指甲脫落。這些疹子或水泡通常不痛

不癢，5~7天後自行消退。

腸病毒引起的無菌性腦膜炎，會發燒、

頭痛、脖子僵硬；腦炎則是發燒之外，可能

有嗜睡、反應遲鈍、煩躁不安等症狀，遇到

以上症狀，應儘速就醫，避免病情惡化。

令人聞之色變的71型腸病毒除了咽峽炎

或手足口病的表現外，有些人會出現嚴重的

併發症，侵犯中樞神經系統，以腦幹為主。

腦幹是人的生命中樞，因此可能在短時間內

病情迅速惡化而來不及救治。所以，腸病毒

發病後的7日內，要密切觀察病童是否出現腸

病毒重症的前兆：

1) 嗜睡、意識不清

2) 持續嘔吐

3) 肌躍型抽搐（類似驚嚇的全身性肢體

   抽動）

4) 在沒發燒或哭鬧時，呼吸急促、心跳

    加快

2016年3月，疾管署及各大新聞媒體

不斷的提醒民眾，注意腸病毒71 型爆發

大流行，腸病毒71型在台灣大約每3至4年

會大流行一次，最近的兩次大流行分別在

2008年及2012年，根據這樣的循環在去年

提出預警。根據統計，2016年總共有21例

重症個案，其中20例腸病毒71型，1例死

亡。雖然沒有爆發大流行的嚴重疫情，但3

歲以下的兒童是缺乏抗體之高危險群，因

此，腸病毒防治仍是今年夏季最需要關心

的議題。

腸病毒是什麼?

腸病毒是一群病毒的總稱，超過九十

種血清型，廣泛分布於全球，且持續性的

存在於人類之中，人類是已知的唯一宿主

及感染源。一般來說，感染某一型腸病毒

之後，對該種特定病毒之免疫力(抗體)可持

續數十年之久，但對未曾感染過的病毒型

別，還是有感染發病機會，所以可能一再

地感染。

臨床表現

腸病毒是一種在腸道生長的病毒，但

鮮少造成腸道症狀。其臨床表現非常多樣

化，有些人感染了卻沒什麼症狀、有些人

只有類似一般感冒的輕微症狀。大人的表

現常常如此，便常不自覺的傳染給孩子。

較常見特徵，包括咽峽炎、手足口病、無

菌性腦膜炎、病毒性腦炎、心肌炎、肢體

麻痺症候群、急性出血性結膜炎。

咽峽炎是在口腔深處咽峽部位出現小

文/兒童部 小兒感染科 潘蕙嫻 主治醫師

面對腸病毒，我們該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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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上症狀應儘快就醫，尤其年紀愈小

的幼童，重症比例越高、死亡率也越高。

潛伏期和傳染方式

腸病毒的潛伏期為2~10天，平均約3~5

天。發病的前幾天即可從喉嚨和糞便發現到

病毒，並且具有傳染力，通常在發病後一週

內傳染力最強。口鼻分泌物的病毒可持續

存在 1~2週；而腸道的病毒可持續存在8~12

週。

傳染途徑主要由腸胃道（病人的口水、

糞便、汙染的食物）或呼吸道（飛沫、咳嗽

或打噴嚏），也可經由接觸水泡而傳染。沒

有症狀的患者也可能傳播病毒，所以防治極

為不易。

治療及預防

腸病毒的治療目前無特效藥，多數採症

狀治療的支持性療法，絕大多數患者會自行

痊癒；重症患者會給予免疫球蛋白。對於家

中第二個病患要特別小心，因為其所接受的

病毒量通常較高，嚴重程度可能提高。

腸病毒預防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時時

正確洗手』，可有效降低感染的機會。腸

病毒沒有脂質外殼，所以親脂性消毒劑如

酒精、一般清潔液、乾洗手液對腸病毒沒

用；除了肥皂洗手，環境的清潔消毒建議

使用含氯漂白水。此外，以下幾點也務必

確實做到

1. 流行期間避免出入公共場所；生病

  時，應儘速就醫，請假在家多休息。

2. 注意居家環境的衛生清潔及通風；

   兒童玩具（尤其是帶毛玩具）經常

   清洗、消毒。

3. 儘量不要與疑似病患接觸，尤其是

   孕婦、新生兒及幼童；新生兒可多

   餵食母乳，以提高抵抗力。

總而言之，腸病毒重症雖然可怕，只

要多注意！減少感染機會；多觀察！提早

發現重症的前兆，仍可以有效地減少重症

的發生。

門診時段表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早上 ● ● ●

下午

夜間 ●

學歷 中山醫大 醫學研究所碩士

           中山醫大 醫學系學士

經歷 中山醫大 兒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中山醫大 小兒過敏免疫風濕科研究醫師

           台中附醫 小兒感染科研究醫師

專長  小兒感染（發燒及不明熱、肺炎、

           中耳炎、鼻竇炎、骨關節感染）

           小兒過敏氣喘及免疫風濕疾病

           一般疫苗、特殊疫苗接種

           一般兒科、兒童健康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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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導致黃金治療時期被延誤，造成更嚴重的

肘內翻、肘外翻，不得不慎！

現今骨折治療的方式有克式鋼針、石膏

等，或是最新的迷你互鎖式骨板，通常會採

用微創手術治療以減少對身體組織的破壞。

(二)扁平足：

扁平足在小兒骨科門診中是最常見的疾

病，大部分因為腳痠或外觀上的異常而來求

診。一個正常的足底足弓，是由足部骨頭及

關節結構組合成類似弓箭的「弓」，輔以足

底的蹠膜及肌腱組合成類似弓箭的「弦」，

這個弓箭就好像是足底的避震彈簧。造成扁

平足的原因繁多，例如：過度的膝內翻、附

生性副舟狀骨、過度緊繃的阿基里斯腱，所

幸皆可透過精密的醫學診斷了解其發生主因

並予以治療。

治療方式：除了大家常聽到的扁平足

鞋墊外，近年來亦有創新的手術方式：抓緊

足部仍有發育空間的年紀(約8~10歲)，利用

距骨下制動術，將距骨上提，限制距下關節

之活動進而改善足弓；此種術後隔天就可下

床，一個禮拜就能回學校。但如果超過這個

年紀，想要治療，就必須使用傳統的截骨手

術，把跟骨打斷再調整位置，約需3個月的

骨折癒合時間。

中山骨科新範疇 小兒骨科 

從新生到畸形矯正

小兒骨科診療範圍是包括新生兒到青

春期的小朋友、大朋友等林林總總的骨科

問題。不論是罕見疾病的玻璃娃娃、孩子

頑皮時跌斷骨頭或是先天性脊椎的彎曲變

形，都能依其病症類別給予不同的治療方

式。另外，不管是小兒或者成人的髖臼發

育異常、膝變形、X型腿及O型腿，骨科亦

可透過「截骨矯正」的手法進行各式畸形

矯正重生。

兒童骨骼與成人骨骼有許多不同處，

比起成人，兒童骨骼的可塑性強、再生能

力高，歸功於骨骼的兩端有著生長板、在

骨頭外圍包覆著一層強韌厚實的骨膜。生

長板是負責骨骼生長的軟骨組織，而骨膜

富含充沛的血液供應，這些都是骨骼富有

可塑性與再生的關鍵，但隨著年齡成長這

些優勢也會逐漸消失；因此，當發生骨折

傷害或是病變時，就要把握黃金時期，盡

速請小兒骨科醫師給予專業的評估與治

療，否則稍不留意或處理不當，極可能造

成骨骼彎曲或是變形，對未來生活產生嚴

重影響，這也是現今高度醫療分工的時

代，小兒骨科備受注意的原因。

小兒骨骼常見病變包括：骨折、扁平

足、發展性髖關節發育不良、膝關節畸形

及長短腳問題、脊椎側彎等等。

(一)骨折：

兒童骨科門診中，最常見的骨折，應

該就屬手肘上的骨折：肱骨遠端髁上骨折

併肘變形，通常大多為不同的跌倒方式造

成；例如從單槓摔下、玩蛇板摔落…等，

這種骨折也常因家長忽略後續風險，選擇

先去傳統接骨所「喬骨」或僅以膏藥塗抹

(圖一) 肱骨遠端髁上骨折，及微創鋼針石膏手術固定。未經

治療的髁上骨折，可能造成肘內翻變形，也會造成屈曲受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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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脊椎側彎：

所謂的脊椎側彎，是指脊椎偏向一側彎

曲變形，同時合併旋轉到凸側的變型。依據

造成的原因可分成兩大類：

A.「結構性」側彎：造成原因是脊椎本身的

異常，如半椎體異常等，這種側彎需要早

期積極治療，否則會有更大的併發症跟角

度擴展。

B.「功能性」脊椎側彎：有可能因姿勢性或

是肌肉不平衡造成，由於彎曲角度較小，

可先追蹤並考慮保守治療。如果角度進展

太快，再以手術治療。一般而言，青春期

正在發育的兒童及青少年最容易發現脊

椎側彎，惡化的速度也比其他年齡層來得

快；在少女又更常見，發生率女生大約是

男生的九倍。

給予耐心、提供專業的評估治療與細

心照顧，讓孩子們能健康無憂的長大，這

就是身為一個小兒骨科醫師的職志。

( 圖 二 )  微 創 扁 平 足 手 術 ： 距 骨 下 制 動 術 ( s u b t a l a r 

arthroereisis) 利用一公分傷口，置入距骨下骨材，矯正扁平

足角度

(圖三)脊椎側彎手術：術前及術後的比較。

(圖四)利用椎弓釘(pedicle screw)，來提供的矯正力，及長節

矯正手術的手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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