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2卷第 12期
106 年 月號12



               

    

宗旨

醫人、醫病、醫心

願景

國 際 級 醫 學 中 心

目標

感 動 服 務

卓 越 品 質

創 新 教 研

永 續 經 營

發 行 人  黃建寧

總 編 輯  陳志毅

副總編輯  謝明諭

執行編輯  林榮志、蔡素如、蕭玉屏

         　賴永融、姜秋月、洪維德

編    輯  張儷祈

創刊日期  1984年12月

出 版 所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地    址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

          110號

電    話  04-24739595轉34119

	  

Since 1984

52 卷第12期
01  榮譽榜

中醫天地

02  運動傷害之中醫治療                           　　　　吳東謙

健康新知

05 青少年與家長的煩惱 脊椎側彎          　　　　　 蔡素如

08 口腔癌治療後牙關緊閉的復健　　　　　　　　　 曾聖維

10 光線治療 乾癬治療的好幫手         　　　　　　    王鼎舜

藥您健康

12  106年季節性流感疫苗開打囉                            劉玉晴

營養與健康

14  彩虹飲食健康吃                                　　　　姜秋月

服務e園地

16  麻醉護理師生涯甘苦談          　　　　　　　　 賴麗娟

18  感謝函 潘志祥醫師

20  活動花絮

醫院消息

21 學術活動訊息



01  榮譽榜

中醫天地

02  運動傷害之中醫治療                           　　　　吳東謙

健康新知

05 青少年與家長的煩惱 脊椎側彎          　　　　　 蔡素如

08 口腔癌治療後牙關緊閉的復健　　　　　　　　　 曾聖維

10 光線治療 乾癬治療的好幫手         　　　　　　    王鼎舜

藥您健康

12  106年季節性流感疫苗開打囉                            劉玉晴

營養與健康

14  彩虹飲食健康吃                                　　　　姜秋月

服務e園地

16  麻醉護理師生涯甘苦談          　　　　　　　　 賴麗娟

18  感謝函 潘志祥醫師

20  活動花絮

醫院消息

21 學術活動訊息

恭賀
黃建寧總院長
榮獲台中市醫療貢獻獎

恭賀
精神科賴德仁教授
榮獲台灣醫療典範獎

恭賀
國際醫療中心
以「吐瓦魯全國學童健檢」
榮獲第41屆世界醫院大會

優秀獎項-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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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2017年世大運是台灣首次大規模中醫師

現身於頂級國際體育賽會。其實在2014年韓

國光州世大運，韓國的中醫師已經率先入駐

選手村而深獲好評，台灣則持續擴大服務內

容至場館醫療。

但中醫涉足運動傷害領域其實遠早於此

…2016年里約奧運，史上獲得最多奧運獎

牌的美國泳將Michael Phelps肩背秀出的拔

罐印痕吸引了大批媒體目光，並在採訪時提

到這種傳統療法對他幫助很大。類似的痕跡

也在包括美國職籃NBA年度最佳球員Stephen 

Curry等各大運動員身上找尋到，名人效應下

頓時蔚為風潮。除了拔罐舒緩運動員大量訓

練帶來的肌肉酸痛，針灸推拿、理筋整復、

穴位指壓、甚至中藥外敷及內服等中醫療

法，早已廣泛應用於中外運動領域。

根據2017年5月「中國醫藥報導」，大

陸學者針對中國47支國家級、省市級運動

隊6810名運動員進行的流行病學普查，在

65種治療方法中，使用最多、療效最佳的前

三種療法全是中醫藥治法，其中手法治療佔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吳東謙 醫師

34%，針灸佔11.24%，中藥外敷佔9.77%。

在台灣，儘管運動員個人接受中醫治

療相當普遍，但基層運動員仍以個人為單

位、學長前輩口耳推薦為主，運動隊將中醫

納入醫療團隊才剛起步，左營國訓中心、國

際賽事的中華隊隨隊的隊醫近年也開始出現

中醫師的身影。

究竟在一個成熟的運動醫療防護領域

中，中醫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依照原則

理論可從兩個層面來探討：

運動傷害之中醫治療

拔罐緩解賽後肌肉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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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醫學架構中，以中醫手法結合併治：

     現代醫學以解剖生理、病理為基礎，

力學分析架構下建立運動醫學的綱領並以

此提供醫療。然而在既有的復健、藥物甚

至手術等處理治療方式未必能滿足患者的

需求；中醫的治療手法同樣能產生生理學

的變化及療效，在相同理論基礎下使用與

結合來改善患者的症狀。

    以常見的運動傷害肌腱炎為例，口服

消炎止痛藥並不一定能完全緩解疼痛，復

健的電、熱療等物理療法雖能改善循環，

但療程較長且對患處的局部發炎常力有未

逮；中醫針灸針對肌腱發炎位置針刺，使

患處組織分泌相應鎮痛物質或直接解除痛

處的神經傳導障礙，局部的淋巴細胞或白

細胞在短時間大量增加，達到消炎止痛的

功效，同時興奮神經、擴張血管、促進循

環，因為其直接作用於相應部位，故而

收效迅速，平均起效速度為0.1到3分鐘不

等，快速緩解賽事中選手的不適，同時又

沒有藥檢的疑慮。

2.中醫基礎理論指導下，提供另一邏輯切入

治療：

     儘管實證醫學仍未能完全解釋古籍的

說法，經絡、骨度、臟腑等中醫理論的臨

床應用能達到彷彿魔法般的神奇效應，在

現代運動醫學的框架外提供另一種診療的

手段，達到彼此互補的整合效果。

    從運動員常見的腳踝扭傷為例，

面對急性發炎的紅腫熱痛，包含冰敷

等”PRICE”為運動傷害標準治則，治療

後患者能有一定程度的緩解疼痛，但剩餘

不適症狀仍會影響立即運動表現，此時患

處過多刺激甚至可能讓急性疼痛加劇。

    依照中醫經絡辨證理論，從遠處進行

穴位按摩甚至針刺，依循經絡循行調和氣

血、暢通淤阻、平衡陰陽，或依照骨度排

列為錯位的細微整複，急性症狀皆可進一

步得到緩解，遠離病灶的治療也不會影響

患者的手感。

臨床醫案

2017/8/26，世大運開賽第六天的桌球

場館。上午十點，波蘭女桌球選手因前一天

訓練後右前臂不適、隔日至今仍未緩解，故

前來醫護站就診，場管醫療團聯合診治。

西醫師先確定生命徵象、排除系統性危

害；團隊進一步理學檢查後研判應為單純肌

肉骨骼問題，筆者為醫療團中醫師，觸診後

判定腕部骨度錯位，連帶造成附著肌群的緊
中醫理筋手法放鬆緊繃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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繃與輕度發炎與前臂經絡阻滯。物理治療

師先以徒手治療放鬆手肘周邊軟組織，患

者表示前臂緊繃感稍減，但手腕仍疼痛、

轉側不順，遂由中醫師接續治療。

筆者以中醫理筋手法牽引放鬆，再配

合整複手法微調腕骨，並輔以穴位指壓，

約莫兩三分鐘療程後，女選手表示疼痛完

全消除，揮拍動作恢復既往；運動傷害防

護員最後以貼紮持續放鬆肌群，並固定腕

部防止再度錯位。

整個療程圓滿結束，女選手帶著滿

意的心情前去備戰，並於兩個小時後傳來

女子單打直落三擊敗對手晉級十六強的消

息。

上述案例是本次世大運的一個縮影，

同樣場景於筆者醫療團服務過程中不斷重

現。運動醫療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領域，軟

組織傷痛治療的中醫療效已獲世界衛生組

波蘭選手賽前牽引整複

2017世大運桌球場館醫療站，運動傷害團隊醫療

織認可，在運動傷害處理上有著極大的發揮

空間。

運動傷害是一個團隊醫療範疇，成員

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後提供最佳療效，中醫

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過往中醫師習慣一

對一單獨面對患者，團對配合將是未來的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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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門診常常遇到焦慮的家長，帶著國

高中年紀的孩子來求診，擔心地問「我的

孩子在體檢的時候發現脊椎不正，該怎麼

辦？」。家長偶爾會注意到「孩子肩膀外觀

看起來一高一低的，這是不是有問題？」。

遇到這樣的狀況，家長和孩子都有很多疑慮

想要了解，在此將門診常見的問題列出，提

供給家長們參考。

一、脊椎側彎是什麼？有什麼症狀？

臨床上，脊椎結構一旦發生側向的彎

曲，角度超過10度以上就稱之為脊椎側彎，

常見於青春期的青少年，目前還找不到特

殊的發生原因，就稱之為特發性脊椎側彎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少數

患者有可能會因為神經肌肉系統病變或先天

性脊椎發育問題而引起，通常需要由醫師檢

查後確認。

文/復健部 蔡素如 主任

青少年與家長的煩惱
脊椎側彎

就症狀來說，輕微側彎通常不會有特別

症狀，少部份患者會有背部痠痛、坐姿不正

等表現。流行病學調查發現，脊椎側彎角度

超過20度以上的女性比男性的盛行率顯著

增加5到10倍。

二、脊椎側彎要做哪些檢查呢？

最簡單的測試就是讓受測者站立且雙膝

打直，然後做直體前彎的動作，觀察背部，

如果兩側背部一高一低，脊椎側彎的機率就

很高(圖一)；簡單的測試在家就可以執行。

就醫時詢問病史是否有背痛、肺功能降低、

神經肌肉異常等合併症狀。為了排除下肢腿

長不等的影響，量測雙腳長度是否有差距也

是必要的。

(圖一)圖片來源：中華民國脊椎側彎病友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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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側彎的嚴重程度，需透過X光檢查

(圖二)，醫師會測量科布角度(Cobb angle)來

評估。測量的姿勢，一般來說，裸足站立

照相測量，要比平躺臥姿照相更符合平日

脊椎的常態也更客觀。青少年發育快，常

是脊椎側彎惡化最顯著的時期，透過X光檢

查骨盆上段，以髂骨生長板骨化的情形來

評估發育狀態。

三、如何治療？

脊椎側彎需要多方面的治療配合，包

括：定期復健運動、增強肌力，尤其增強

脊椎旁肌肉以及核心肌群。經常做拉筋運

動保持胸廓擴張的彈性度，及維持脊椎的

柔軟度。安排心肺耐力訓練，以維持正常

心肺機能的發育。平日則要維持坐與站的

良好姿勢，坐臥時盡量不要使用太軟的座

椅或床墊。

研究報告建議，脊椎側彎的青少年，

在飲食部份應多攝取蛋白質，目的增加肌

肉質量、強化發育中脊椎骨的支撐，減少

因長高而使脊椎側彎惡化。

至於是否需要穿戴背架，可依據兩個

情形來判斷。第一、評估當時脊椎側彎的

角度大小與發育狀態；第二、定時追蹤期間

脊椎側彎是否持續惡化。

當側彎角度介於10到19度且還在發育

的青少年，建議六個月定期追蹤。一旦側彎

角度超過20度，或在追蹤期間角度增加5度

以上，則建議穿戴背架。

當側彎角度介於20到39度之間的青少

年，是否採用觀察追蹤或穿戴背架治療，應

與醫師討論治療策略，根據個人的狀況決

定。若決定穿戴背架，亦需讓患者瞭解，背

架治療的目的是減少惡化，而非將變形的脊

椎拉直。

背架一天需要穿戴多久？早期的建議是

一天23個小時，但絕大多數患者都難以完全

配合。依據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穿戴背架一

天超過13個小時的患者，相較於不到6小時

的患者預後較佳。不過值得留意的，這項研

究是以骨骼發育成熟後脊椎側彎角度不超過

50度作為評估預後的基準，這與目前家長和

患者對於治療成果的期待是有一段落差的。

所以若欲有效減緩脊椎側彎惡化，目前建議

背架穿戴的適當時間是一天18個小時。

若側彎角度超過40度、甚至大於50度

且還在發育狀態，經醫師評估已經不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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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背架的患者，則優先考慮手術治療。

四、未來的影響？ 

輕中度脊椎側彎的青少年，日常生活通

常不會受到影響。若是女性，將來面臨懷孕

或生產，也幾乎與正常孕產婦無異。唯獨嚴

重脊椎側彎可能會影響胸腔心臟和肺臟的機

能發育，也可能壓迫脊椎神經，需要提早評

估與治療。

就讀國高中的青少年，面對學校同儕的

評論，可能會影響穿著背架上學的意願，關

於這點，家長宜多關懷，並予鼓勵支持。患者

本身則應多做各類型運動，強化肌力，保持

柔軟度，持之以恆，有助於脊椎側彎的治療。

(圖二)脊椎X光檢查顯示胸椎與腰椎分別出現右向與左向的側彎，合併脊椎椎體旋轉，

　　　肩高與肋骨間距不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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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民平均餘命的增加，癌症已是近

三十年國人十大死因的首位。衛福部為了國

人健康，大力推動四癌篩檢：乳癌、子宮頸

癌、大腸癌、口腔癌之原因正是希望藉由早

期的篩檢，早期發現癌症，早期治療。

癌症在歷經診斷、手術治療或放射線

治療、化學治療之後，「復健」也是近年興

起的觀念。早些時間癌症通常等於絕症，但

近10年隨著癌症治療的進步，癌症存活率

提升，和癌症和平共處已不是遙不可及，因

此癌症治療後的生活品質已是大家關注的焦

點。

就以口腔癌的治療來說，它是癌症死因

的第5名，而且近30年來男性口腔癌的發生

率每年持續增加，男性口腔癌在年齡介於40

到60歲之間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大家可以

想想40到60歲是人生的哪個階段？您事業

正是起步時期、處於人生的黃金時期、您可

能身為父親，小孩正在嗷嗷待哺時期、您可

能剛當了祖父，含飴弄孫，準備享受退休生

活，而口腔癌卻悄悄找上你，因此早期的篩

檢及治療不容忽視。

罹癌後，不管是手術、化療、放療都

會對身體產生相當程度的副作用，最常見的

副作用有三個：牙關緊閉、吞嚥障礙、頸部

口腔癌治療後牙關緊閉的復健
文/復健科 曾聖維 主治醫師

疼痛及活動障礙。因此復健科醫療團隊的介

入，就是為了能改善以上的問題，讓癌症患

者增進生活品質。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口腔癌患者在治療

後最常見的牙關緊閉問題。嘴巴能否張開對

口腔癌患者後續口腔及進食狀況的追蹤有很

大的影響。牙關緊閉是指上下門齒間距小於

3.5公分。若上下門齒間距小於2公分，牙科

醫師無法做口腔處理；若上下門齒間距小於

1公分，患者連進食及刷牙都有困難。

牙關緊閉後續還可能造成蛀牙、咀嚼、

說話問題，甚至是未來後續治療時插管的困

難，牙關緊閉產生的時間點在治療後的任何

時間都可能產生，因此在治療後早期的復健

是必需的，以下針對居家可做的復健方式介

紹給大家，若上下門齒張開的距離不足，建

議趕緊至復健科就診。

以手部按摩嚼肌

1. 嚼肌按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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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且穩固的
將下頷向下推拉

將嘴巴打開至最大 移動下頷偏向右邊 移動下頷偏向左邊

微笑露齒 鼓起雙頰嘟嘴 鼓起右臉頰收合閉嘴 鼓起左臉頰

順時針迴旋方式
運動下頷

下巴前伸 逆時針迴旋方式
運動下頷

經歷　中山附醫復健醫學部主治醫師

　　　中山附醫復健醫學部總醫師

　　　中山附醫復健醫學部住院醫師

　　　台灣復健醫學會會員

專長　神經疾病復健，如腦中風、腦部外傷、

　　　及脊髓損傷後復健

　　　骨骼關節肌肉疾病，如五十肩、

         媽媽手、網球肘復健

　　　肌肉骨骼超音波檢查

　　　急慢性疼痛之肌痛點注射

　　　關節韌帶肌腱損傷後之增生治療 

復健醫學部 
曾聖維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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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門診時間●大慶  ★中興

2. 下頷推拉運動

3. 功能性動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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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治療即將開始，請將外衣脫

掉，然後進入像電話亭的機器中，由四周

燈管放出紫外線光照射，猶如在海邊做日

光浴一般…』這是皮膚疾病重要的治療工

具之一，如濕疹、尿毒症、皮膚癢、白

斑、皮膚淋巴癌及乾癬都有療效。以下簡

介乾癬的光線治療。

照光治療費時嗎？平均治療多久見效？

照光治療時間每次約5分鐘內(若有多

位病患等待照光就需排隊等待)，一週兩

次，統計上約三到四週可以感覺到乾癬有

改善，在三到四個月可達到最佳效果。

照光治療費用？一次門診可照光幾次？何

謂照光治療卡？

照光治療是健保給付，一次皮膚科就

診可以開出六次的照光治療，之後每次來

接受照光不需再額外的費用。一般的醫院

都會設計照光治療卡，上面有六格治療空

格，每次使用一格，規定一個月內使用完

文/皮膚科 王鼎舜 醫師

光線治療治療乾癬的好幫手

畢；若過期了，則需重新掛號皮膚科，開立

新的照光治療卡。

照光治療安全嗎？

皮膚的照光不良反應有時要到照光24小

時後才出現，建議不要連續兩天照光，可能

的副作用有曬黑、曬傷、皮膚光老化(如黑

斑、皺紋)、白內障及發生皮膚癌等。台灣

人發生皮膚癌的機率較低，且已有大型研究

指出，短期的紫外線B光的光線治療不會增

加皮膚癌的發生機率。

照光前會做哪些安全措施呢？

假如臉部沒有病灶，一般建議用深色的

布或衣服做阻擋，就可有效防止曬黑，同時

也保護眼睛。若是臉部有病灶，建議備太陽

眼鏡或是眼罩，且擦護唇膏防止嘴唇曬傷。

因為乾癬的發病位置沒有固定，一般建議全

身照射來預防新發病灶，加上乾癬病灶通常

很分散，全身擦防曬的方式其實很難做到。

若本身對紫外線過敏者，事先告知皮膚

科醫師，調整從低劑量照光開始慢慢增加。

一般而言，光線治療對於生育能力是沒有任

何影響的，倘若仍有疑慮，可以衣服擋住生

殖器做保護。

照光後若仍有新病灶出現該怎辦？

光線治療可分為積極治療期及維持期。

積極治療期時，建議在沒有發生曬傷前，維

持一週兩次照光，同時持續增加劑量，直到

病灶消退或照射後有長時間發紅為止。當乾

癬穩定後，可調整進入維持期，次數減為一

週一次，且維持最後一次的劑量不再增加。

若持續有出現新病灶，一般先找原因，如是

否有不良生活習慣(熬夜、抽菸、飲酒)或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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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源需要調整，或照光劑量需要再增加，又

或需要再搭配服用口服藥物來治療等。

生活上要如何配合醫師的治療？

因為照光治療是接受紫外線的照射，建

議盡量減少過度的紫外線曝曬，以免曬傷或

累積光老化，可勤擦防曬乳。在照光治療後

變得乾燥，可能導致乾癢而搔癢，反而惡化

乾癬，建議在洗澡後擦乳液保濕。乾癬的外

用藥物建議在照光後使用，以免擦太厚阻擋

紫外線穿透，也可能分解外用藥維他命D的

活性，減少藥物療效。

有服用其他藥物，會影響照光治療嗎？

若同時服用其他醫師開立的處方，如

降血壓藥，可能會容易頭暈而增加跌倒的風

險，或是有些藥物有光敏感性，如部分降血

壓藥、消炎止痛藥、四環素類抗生素、BZD

抗焦慮安眠藥等，可能增加照光後曬傷的風

險。

於乾癬治療中服用口服藥，若合併照光

治療者，需要注意的事項：若同時口服A酸

治療乾癬，會使皮膚的角質層變薄，必須緩

慢地增加照光劑量，以免曬傷。若同時服用

MTX滅殺除癌錠治療乾癬，因為MTX本身

具有光敏感性，一般也是緩慢地增加照光劑

量。若服用cyclosporine再同時照光，則可

能會提高皮膚癌的風險，一般不建議合併治

療。

學歷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皮膚部住院醫師、總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主治醫師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講師

         日本東京大學附設醫院皮膚部研究醫師

         日本名古屋市立大學附設醫院皮膚部研究醫師

         獲頒臺灣醫學會杜聰明博士獎學金(醫學系畢業第一名)

專長　一般皮膚疾病(乾癬、癬、濕疹、青春痘、病毒疣等)

         雷射治療

         皮膚外科手術

皮膚科 
王鼎舜 主治醫師

門診時段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下午 ● ●

夜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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