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診斷工具

●心電圖：心肌缺氧現象如：ST-T段變化(上升或下降)、T波倒置；心律不整（過快或過

  慢、傳導異常或中斷）。

●胸部X光：心臟擴大、肺水腫。

●實驗室檢查：血液心肌酵素、血沉降速率上升；病毒抗體常呈陽性反應。近年來發展出來 

  的PCR可進一步檢測出病毒的RNA或DNA。

●心臟超音波：心臟擴大、左心室收縮不良、瓣膜閉鎖不全或心包膜積水。

●心導管檢查：心臟肌肉組織切片檢查等等。

治療

依疾病嚴重度而定，一般建議臥床休息，減少心臟負擔；心臟功能不良、心律不整者，需

要加上利尿劑、強心劑或抗心律不整等藥物協助治療。靜脈注射丙型免疫球蛋白(IVIG)或類固

醇，臨床效果可能有幫助，但實證醫學尚未定論。

較嚴重的心肌炎會影響心臟的傳導系統，導致心律不整或心跳過慢，進而引起休克，必

須立即作心導管於右心室置入暫時性的心臟節律器，以維持心律。若於一週左右心跳能自動恢

復，則病患多能恢復正常。

最嚴重的猛爆型心肌炎，需要體外循環支持治療( e x t r a c o r p o r e a l  m emb r a n e 

oxygenation,ECMO)，又稱葉克膜或心室輔助器，甚至心臟移植等。

預後

臨床上有明顯症狀的心肌炎死亡率可達22%、猛爆性心肌炎的死亡率甚至達50~70%。所以

完全痊癒、存活，但有心臟後遺症、死亡三組比率約各佔三分之一。得過急性心肌炎後，部分

的病人從此患有擴張性心肌病變(慢性心臟衰竭)，需要長期治療心臟衰竭，有的甚至在未來還

需要作心臟移植。但即使剛開始心臟是完全痊癒的患者仍需長期定時追蹤，因為心肌炎後的心

臟有可能在未來產生擴張性心肌病變、心律不整或心臟衰竭。

本篇文章相關電子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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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小犬-小勳(化名)於四月底，因感冒發燒

感染肺炎住進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病

房，接受小兒心臟科郭業文主任及相關護理

人員的積極治療、細心照顧，讓我衷心感

謝、感恩，因此特此寫了這封信，感謝您們。

小勳因為曾出現短暫性意識模糊、語意

不清的情形。經郭業文主任評估之後，請當

天值班醫師抽取脊髓液，做細菌培養以確認

是否有感染腦膜炎之風險，並當下醫囑指示

護理人員將抗生素調整為第三線，以做為腦

膜炎之預防性用藥。

之後的幾天，病情雖然得到控制，但斷

斷續續仍然有出現發燒情形。郭主任陸續以

斷層掃描及超音波檢查，發現小勳有肋膜積

水情形，郭主任與我討論後，建議儘速以插

胸管引流的方式來消除病兆。郭主任非常詳

細的跟我還有小勳解釋，因為侵入性的治

療，必須要住進小兒加護病房，由專業的護

理人員來照顧，以預防感染事件的發生。

對於一個不到10歲的小孩而言，生病住

院已感到非常難受，更何況要小勳獨自一個

人住到加護病房接受治療。但我看到郭主任

不厭其煩的安撫小勳的心情，而且在小勳住

加護病房每天早上訪客時間，一定會親自到

小勳的病床旁邊為他加油打氣，並一邊以超

音波檢查、一邊跟我詳細解釋小勳目前肺部

積水引流的情形、跟治療狀況。即使當天無

法親自來跟我討論小勳治療進展，也會提早

撥電話跟我說明。如此用心、積極治療及照

顧之下，小勳終於在住院三周後，健康無虞

的狀況下順利地出院了。

歷經這段，我發自內心非常感佩郭業文

主任，他那視病猶親、親力親為的精神，小

勳能遇到這麼一位好醫師是他莫大的福份。

在因緣際會之下，得知中山附醫在舉辦

好醫師徵文活動，當仁不讓的要來推薦這位

-我心目中的好醫師給大家認識。

藉此，再次感謝郭業文主任在小犬住院

期間給予的治療跟鼓勵。一次又一次的感謝

您，真的訴不盡我內心的感謝，有您真好。

文/病患家屬 王先生

疼愛孩子、體貼家屬、視病猶親
感謝 小兒心臟科 郭業文 主任/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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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台灣6-12歲間的兒童，約

有5%的尿床比例。許多家長在訓練孩子脫

離尿布期間，夜半要三催四請孩子起床上

廁所、洗不完的被單，不敢遠行，不然出

門就隨身好幾套的換洗衣物；到了上學，

可能還要帶著尿布。以為隨著年紀增長，

尿床就會自動改善，不需要額外的訓練或

治療就會好。

學理上，新生兒的排尿屬於反射動

作，不受大腦控制，一旦膀胱脹滿就會自

然排出；隨著年齡增長，大腦中控制排尿

的中樞神經逐漸成熟，孩童對於膀胱的控

制功能較熟練，2-3歲間，自然能進行小便

訓練。

世界衛生組織定義5歲以上的孩童在

沒有神經學或尿路系統異常的前題下，夜

間睡眠時不自主的排尿現象，視為尿床。

在臨床上，若男童6歲後或女童5歲後，仍

持續每個月至少有2次或以上的次數夜間尿

床，就需要接受幫助或治療。

目前尿床的原因尚未定論，一般理論

說法可能包括：

1.遺傳因素：父母親在兒童期也有尿床的症

狀，會增加孩童尿床的機率。

2.神經系統發展延遲：尿床的孩童神經系統

成熟的速度較一般小朋友來得慢，並非真

揮別兒童尿床
文/藥劑科 陳怡伶 藥師

正的神經病變或疾病存在，其症狀會隨著

年齡增加而改善。

3.深沉睡眠：尿床的小孩，在睡眠上都比較

深沉，所以不容易感受到尿意漲滿。

4.心理因素：如考試壓力或受到責罵，心理

受到挫折，容易因小便失控而尿床

5.器官疾病：女孩可能因尿道狹窄，男孩則

可能是後尿道瓣膜問題。

6.夜間多尿：如逼尿肌過度收縮、或抗泌尿

激素分泌異常，也可能造成。

在治療上，簡單的分為非藥物治療與藥物治

療。

非藥物治療

1. 調整生活習慣：　

4-8歲的兒童，每日建議飲水量1000-

1400毫升，白天應規律如廁、不要憋尿；午

晚餐可選擇低鈣和低鈉的飲食，晚餐後就不

要喝太多的水或飲料，尤其含咖啡因之利尿

作用的碳酸飲料，或是水份含量多的水果，

如西瓜。

2. 膀胱滯尿訓練：

排除發炎或其他膀胱問題，在白天多練

習憋尿，剛開始先憋幾分鐘，再慢慢增加時

間，藉此訓練膀胱肌肉收縮的力量、且能撐

大膀胱容積。睡前養成上廁所將膀胱排空的

習慣；依據常尿床的時段叫醒孩子排尿，讓

孩子如廁完再回床上繼續睡眠，但此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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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往往干擾大人的睡眠品質。

3. 動機治療法

利用尿床日記，在沒有尿床的時候適當

獎勵；若不慎尿床，讓孩子一起參與清理床

單，建立孩子的責任感，多鼓勵、少責罵。

藥物治療

1.三環抗憂鬱劑（Imipramine）

最早用於治療尿床經驗的藥物，學理上

可以縮緊尿道並減少膀胱的過度收縮，約五

成的兒童服用後即能夠改善症狀。但因有藥

物耐受性，連續服用 3 個月後，須採漸進

的方式停藥再觀察孩童反應。又因停藥後復

發率高，而且有比較高的比率的副作用(噁

心、昏厥、失眠、心律不整等)；合併其他

藥物也有較多的副作用，故臨床上常為第二

線選擇用藥。

2. 抗利尿激素類似物(Desmopressin，縮寫

DDAVP）

6歲以上的孩童睡前使用，建議由低劑

量0.2毫克啟用，隨症狀可調整至0.6毫克。

學理上，DDAVP 除了改善夜間多尿，對於

中樞神經甦醒系統的成熟也有幫助，可增加

孩童有尿意感時，警覺自然甦醒。

本院有口服錠劑與噴鼻劑型，少數使

用噴鼻劑型的人，有鼻黏膜出血之副作用。

另外須注意的是，若服用口服劑型，睡前不

宜喝太多水，以免造成低鈉症。根據研究顯

示，6-12 歲的孩童，使用DDAVP 治療尿床

1年後停藥，約有6成的治癒率，長期使用後

停藥後的復發率也較三環抗憂鬱劑低。

3. 抗乙醯膽鹼劑(Oxybutynin)

此類藥物可以減少膀胱收縮，增加膀

胱的容積，故主要治療夜尿合併膀胱過動

症狀。6歲以上的兒童每日口服一顆(5毫克

)，隨臨床反應，以一週為單位逐漸增加劑

量，最多每日可服用20毫克。副作用包括

口乾、便祕和暈眩等，服用此藥還需注意兒

童小便是否有解乾淨，如果膀胱餘尿多，易

造成泌尿道感染。臨床上因為此類藥物使用

於兒童的經驗仍屬不足，須經醫師審慎評估

後才可使用。

尿床嚴格說來不是疾病，在訓練期間因

為易受家長的責備，造成孩童的心理障礙，

甚至影響人際關係、自尊心。越大的孩童與

家長間越容易造成對立關係，如能以多鼓

勵，多關懷，給予心理上的建設，與醫師共

同配合治療，面對問題，才能尋求尿床真正

的原因，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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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冬季營養調理

寒冬來了，冬天是一年當中養生的重

要時候，起源於中醫養生學，談到：「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就是說，人體

養生之道，當順應四季氣候變化自然規律，

又云：「冬天乃萬物斂藏」，養生就該順應

自然界收藏之勢，收藏陰精，使精氣內聚，

以潤五臟，以達到防病強身、健康長壽的目

的。所以今天淺談冬季營養調理，該如何做

到，列載重點如下：

冬令進補的需要與否?

早期年代營養及醫療資源不充裕，因此

「補冬」的觀念會在傳統台灣社會如此根深

蒂固，但輾轉於經濟繁華的現代，反而是營

養過剩居多。因為勞心工作，應酬熬夜，造

就現代人熱性體質越來越多，臨床表徵如常

口乾舌燥、怕熱易汗、便秘、反覆嘴破等。

尤其適逢歲末年終之際，聚餐活動熱絡，聖

誕大餐、尾牙、跨年趴、過年、春酒，餐餐

大魚大肉，如此下來腸胃常常不堪負荷，因

此在進補之前，應當三思衡量情況調整！

慢性病患者，謹慎進補

1. 患有慢性病如糖尿病、腎臟病、痛

風等民眾，進補食材若是含有太多高熱量、

加工食品、高普林的食物，易造成身體負

擔，要淺嚐輒止。

2. 高血壓、心血管疾病患者千萬要注

意，要把握「清淡」原則，選擇瘦肉、魚類

等低脂食材，避免內臟類及高脂肪肥皮等。

3. 感冒發燒、喉嚨痛、急性腸胃炎、

皮膚癢，或有免疫功能疾病者等身體處於感

染發炎狀態時，並不適合進補，以免加重病

情變化。

選擇合適體質的方劑，且適量攝取

1. 真正需要冬令進補的對象是營養缺乏

者、體質偏虛寒的人士，臨床表現可見

身體畏寒，手腳常冰冷、臉色蒼白、貧

血、倦怠乏力、夜尿多等。

2. 常見補冬所用的配方如薑母鴨、羊肉

爐、十全大補湯、八珍湯、藥燉排骨，

非常風行，都是以溫補為主的藥膳，

文/營養科 曹麗燕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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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優質的蛋白質及祛寒補中的中藥藥

材。但若是燥熱易上火體質，應該改選

用不容易上火的平補藥膳，比如四神

湯，四君子湯等。

3. 養生原則主乃固攝腎氣，生活上避免忙

碌過勞，可以多吃些養心安神之品，如

大棗、龍眼肉、百合、蓮子、小米粥

等。日常可食羊肉、核桃、枸杞、紅

棗、白木耳、白果、蓮子等。選擇偏溫

性香辛料，如咖哩、辣椒、胡椒、蔥、

薑、韭、蒜等。

4. 冬天可多吃黑色益腎食品，如黑木耳、

黑芝麻、黑豆、黑米、烏骨雞等“黑色

食品”都可以補腎。

5. 做個「補冬素食達人」，進補並不一定

非得要高脂肪高熱量的動物性食材。山

藥、芋頭、紅薯、花生、杏仁、胡桃等

穀類乾果，搭配黑芝麻製成的黑芝麻

油，像麻油猴頭菇、素食麻油雞，一樣

可以進補到位。

6. 清朝時期傳到台灣的臘八粥習俗，用的

即是糯米、紅棗、桂圓、核桃仁、杏

仁、蓮子、栗子、紅豆、花生、白果、

葡萄乾、松仁、薏米等這些乾果、豆類

湊成八種食材，加上紅糖、白糖熬煮成

粥，多半具有健脾養胃、補氣養血、暖

身驅寒等功效。

雖然冬令進補不只是「例行公事」，也

是用來調養虛弱體質、暖身應付寒冬，以及

儲備來年身體能量的好時機。建議進補前，

仍可以先諮詢中醫師，了解自己體質屬性，

再搭配適當營養方劑調理。飲食調養要遵循

少食生冷和黏硬食物，以防損傷脾胃，不宜

過度燥熱，以滋陰補腎的膳食為宜，也不忘

多多吃新鮮蔬果，以達均衡飲食目標才是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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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運動
改善懷孕期間常見不適症狀

文/物理治療室 陳奕佳 物理治療師

婦女在懷胎十月的各階段，都可能會遇

到一些不舒服的狀況，其狀況可能造成孕婦

在生活、工作或心理上的壓力及不便，而降

低了生活品質，更限制了懷孕媽媽社會參與

的興致。因此本篇列舉了一些孕婦在各階段

可能會發生且常見的問題，提供孕婦及家屬

們參考。

在懷孕初期，受荷爾蒙影響，可能會有

孕吐情形，坊間常見的處理方式是讓孕婦吃

酸的東西，但畢竟醃製類的食品食用過多可

能造成身體的負擔，因此還是建議媽媽們適

量的食用。

孕吐過於嚴重時，醫師會開立制酸劑或

止吐的藥物，以改善症狀，但有些孕婦反應

不太敢在孕期服用藥物，但若是症狀非常嚴

重已經影響營養攝取，仍是建議依醫師醫囑

服用。若是從物理性的方式改善，則建議媽

咪維持少量多餐的飲食習慣、規律運動，但

避免在飯前、飯後半小時內進行。

懷孕中期，隨著胎兒長大容易出現腰

痠背痛的狀況，有些孕婦會選擇孕期按摩，

在此提醒懷孕媽媽們應選擇有證照的專業人

員來執行，因為孕期中受荷爾蒙的影響，可

能造成全身的軟組織（包含韌帶、肌肉等）

較為鬆弛無力，此時若在未評估的狀況下進

行全身的按摩，可能會出現該緊實有力的組

織降低了對關節的保護，按摩再搭配適當的

運動才真正能讓疼痛遠離，而非暫時性的舒

緩，運動類型建議孕婦可進行核心肌群及骨

盆底肌的訓練搭配伸展運動。

懷孕後期易有水腫狀況，尤其下肢，

嚴重時會影響孕婦的生活品質及社會參與，

水腫的情形特別要請醫師評估是不是孕期病

理性水腫。假如是生理性水腫，透過抬高下

肢及按摩，能暫時性的改善水腫狀況、透過

循環式或有氧運動，能夠增加身體排水的機

能。

第二種常見在懷孕後期不適是排便不

順。因為子宮變大壓迫的關係，降低了腸胃

蠕動，若無法使用按摩改善，就需要孕婦多

多活動，嘗試進行骨盆運動，多補充水份來

改善。

第三種常見的孕期不適是因為寶寶佔據

的空間變大，在胎頭下降前容易擠壓到胸腔

的擴張，孕婦常會出現呼吸困難或容易喘的

狀況，這就需要孕婦在懷孕的前期就做好準

備，進行伸展運動，即有氧運動的訓練，多

改變姿勢，不要時常坐著才有辦法改善。

第四種常見在懷孕後期出現的症狀是漏

尿，因為軟組織的鬆弛及寶寶的重量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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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盆底肌的無力，而出現漏尿的情形，此情形最有效的預

防及解決方式就是運動，而凱格爾氏運動就是最常見的，建

議在懷孕初期就可以多執行。

以下示範幾種運動可以改善孕期不適，供孕婦們參考：

一、舒緩肩頸痠痛：

1.找張有椅背、穩定的椅子。

2.屁股坐到椅子的最後方，背靠著椅背。

3.一手抓著椅子下緣，一手繞過頭上方，扶在另一隻耳朵

  上。

4.深吸氣後，吐氣伸展肩頸。

5.一回十次，每次停留五秒，每天三到五回。

二、舒緩腰背部的痠痛：

1. 找張穩定的椅子，坐在前二分之一處。

2. 雙腳與肩同寬。

3. 一手扶住另外一隻膝蓋的外側，另一隻手輕扶在薦椎

    的後側椅子上，不可聳肩。

4. 微轉動身體，眼睛看向後面的那一隻手，吐氣吐到

    底，再回復到中間位置。

5. 一回十次，每次停留三到五秒，每天三到五回。

三、訓練臀部及骨盆底肌群，以預防腰酸背痛及漏尿的症狀

      發生：

1. 雙腳站立，比肩寬一點。鼻子吸氣，圓唇吐氣。

2. 想像背後有張椅子，要往後坐，緩緩下蹲。若平衡感

    不好，可將雙手平舉向前，以維持平衡。

3. 下蹲時，搭配尿道口及肛門口收縮維持三秒鐘。

4. 緩緩站起，注意腰背不可過度彎曲或伸直。

5. 一回十次，每次停留三秒，每天三到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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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舒緩下肢水腫：

1.找張穩定的椅子或平躺方式將頭胸稍微墊高。

2.雙手扶在椅子下緣，維持穩定，肩膀放鬆。

3.鼻子吸氣，圓唇吐氣後，

4.伸直膝蓋、勾起腳背，再吸氣後放下，注意

   腰背部不可過度伸直或彎曲。

5.一回二十次，每次不停留，每天三至五回。

利用運動的物理性方式，除了能舒緩懷孕期間的不適症狀，也能提升在孕期中的活力及讓

心情變好。就算沒有出現這些不適症狀，也能透過運動來預防。

如有運動相關問題，歡迎洽詢本院專業物理治療師，或參加孕期運動課程，以獲得更完整

的相關資訊，祝福每位媽媽們，都能度過美好的孕期生活。

【本院物理治療室電話：0424739595分機21600，由專業的物理治療師為您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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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為提升服務病患品質
引進最新型全方位大孔徑

高效磁振造影儀

文/醫學影像部/柯依君 祕書

林朝陽 放射師

案例分享：

黃老先生因罹患惡性腦瘤，經過手術及

放射線治療後，需仰賴磁振造影檢查持續追

蹤病情。但老先生患有幽閉恐懼症，以往檢

查前都需使用鎮靜安眠藥物，以順利進行。

自本院引進新型全方位大孔徑高效磁振

造影儀後，黃老先生明顯克服了心裡的恐懼

與害怕，在不使用藥物協助下，順利安全的

完成檢查。

磁振造影（Magnet i 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MRI）是不具輻射線且非侵入

性的影像檢查，大量運用在身體各部位的檢

查上。以往舊型的磁振造影儀，磁體較長且

孔徑小，在檢查時會產生巨大聲響，還需經

常更換線圈而造成冗長的檢查時間，病人在

檢查過程中較易有不適感。

本院原設置兩台磁振造影儀，今為紓解

長時間等待排程需求，進一步斥資引進最新

型德國西門子MAGNETOM® Aera 1.5T 大孔

徑高效磁振造影儀，此機型的磁體短、孔徑

大，並有全方位的全身影像掃描功能，有效

縮短檢查時間，所以非常適用患有幽閉恐懼

症的病人，以及不耐長時間久躺的兒童及老

人。

在專業與豐富的掃描條件下，使病灶呈

現優異的組織對比及精確的解剖位置，讓放

射診斷專科醫師能藉由高品質清晰的影像，

提供臨床醫師精準的診斷資訊。

為了提供病人安心舒適的檢查環境，建

置檢查室時，醫影部用心地調整了室內溫、

濕度及燈光。

因磁振造影具有高強度的磁場，在檢查

時有一些限制，需要經過醫師的審慎評估後

再安排。藉此高階設備的引進，除提高臨床

診斷率外，也能讓病人在舒適的檢查環境下

擁有更優質的受檢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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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賀
精神科賴德仁教授連任台灣精神科醫學會理事長

心臟內科林中生教授當選台灣內科醫學會第11屆監事

肝膽腸胃科林俊哲教授當選台灣內科醫學會第11屆理事

神經外科劉榮東主任當選神經外科醫學會第13屆理事

恭賀
風濕免疫科魏正宗主任

榮獲台中市醫師公會

106年度「醫療奉獻獎

                              －學術研究獎」

恭賀
本院承辦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

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

獲健保署頒發成果獎

恭賀
106年中區侵入醫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

計畫成果競賽－

慢性呼吸照護病房中興分院第一名

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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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以實際公告為主，洽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34536 醫院消息

107年01-107年02月學術活動表
日期 時間 主辦單位

會議名稱/
活動主題

主講人 地點
課程

聯絡人
學分

107.01.03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感染科

李原地主任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1.07 08:00-16:40
兒童部

新生兒科

106年新版
新生兒高級

救命術(NRP)
訓練課程

兒童部
陳家玉
教授等

汝川大樓
17樓

1703會議室

陳逸慈
21728

新生兒科醫
學會積分、
臺灣兒科醫
學會積分、
中華民國重
症醫學會積

分。

107.01.12 12:30-13:30 內科部
Medical 

challenge

心臟內科
蕭文智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4705
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1.15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Grand 

round

Tulan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Prof. 
Vivian 

Fonseca

行政7樓4705
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
學分申請中

107.01.24 12:30-13:30 感染控制
探討CRKP
抗生素抗藥

的現況

中國附醫
感染科
盧敏吉

主治醫師

行政12樓
國際會議廳

黃玉環
34706

無

107.02.02 12:30-14:00
醫教部/

解剖病理科

全院性臨床病
理討論會通知

(CPC)

解剖病理科
許振東

主治醫師

行政大樓12F
國際會議廳

顏嫚姍
32552

無

107.02.07 12:30-13:30 內科部 研究會議
內分泌科
楊宜瑱
主任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4705

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2.14 12:30-13:30 內科部
內科部Grand 

round

神經內科
紀心怡
醫師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4705

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2.25 08:00-10:00 兒童部
中部地區兒科

聯合病例討論會

兒童部
蔡政道
主任等

汝川大樓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
醫學會

107.02.26 12:00-14:00 兒童部
Stem Cell After 

IVH in Very 
Preterm Infants

Yun Sil 
Chang MD, 

PhD.

汝川大樓1703
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無

徵求! 期待醫療更安全的你!

「病人安全」是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重視的議題之一，希望透過徵文，瞭解民眾、
病人或家屬對病人安全之想法，藉由互相交流及分享之方式，提升本院病人安全。投稿
內容以病人安全為主，舉凡用藥、手術、檢查、照護或其他事件均可，亦可分享對病人
安全的相關想法。

文長八百字以內為宜，本刊編輯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來稿請email至
cshp731@csh.org.tw，並註明真實姓名、年齡、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筆名。文稿

一經採用，均酬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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