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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兒童部 孫海倫 主任

細支氣管炎是嬰兒常見的疾病，由於寶

寶呼吸時會發出「咻咻咻」的喘鳴聲，很多

家長因此擔心是不是有氣喘？

細支氣管炎大多是病毒感染，主要由呼

吸道融合病毒(RSV)、副流行性感冒病毒、

腺病毒等病毒感染造成的，其中又以呼吸道

融合病毒是最大殺手。由於呼吸道內的細小

氣管發炎，造成痰多、細小氣管黏膜腫脹，

所以小氣道變得更狹窄，而引發孩子咳嗽、

喘鳴聲及呼吸困難，易發生在2歲以前的幼

童，尤其6個月以下嬰兒，細支氣管炎也常

造成托兒所或團體中的大流行。

細支氣管炎的初期症狀類似感冒，有微

燒、流鼻水、咳嗽，接著逐漸咳嗽加劇、呼

吸速率變快，吐氣出現喘鳴聲(類似吹笛子

的咻咻聲)，肋骨間及肋骨下方與腹部交接

處的皮膚隨呼吸出現凹陷起伏，呼吸喘的現

象，大部份的小孩會有食慾不振的現象，嬰

幼兒則會表現吸吮困難，且常常睡不安好，

夜半容易醒來。3~5天後喘鳴音會得到改

善，但是咳嗽及鼻塞可以持續1~2星期。

細支氣管炎的病情可輕可重，輕微者

不需特別治療，教導家長給孩子吸入溫熱空

氣(可將熱水放在臉盆裡讓他吸熱蒸氣，黏

膜濕潤後會比較舒服)，來增加化痰效果，

並配合拍痰（於飯前或飯後2小時，五指併

攏，以空心掌的方式拍小朋友的肩胛骨，拍

至少5到10分鐘。）及引流。

家長們在面對孩子急性期時，應安撫孩

子、避免哭鬧，過度活動會使喘鳴惡化；多

補充水份，少量多餐餵食，按時服用症狀治

療的藥物及門診追蹤。

小兒細支氣管炎

在孩子出現呼吸困難時，有些則需要住

院給予氧氣和點滴注射。通常嚴重的症狀大

約5至7天左右會改善，不過咳嗽、流鼻水有

時會拖個幾星期，尤其孩子本身就有過敏體

質的話，那可能會咳好一段時間。

最近溫差大，回暖幾天可能又要變冷

了。據統計，2歲以下嬰幼兒至少一半都曾

得過細支氣管炎，雖然沒有特別好的預防方

法，但爸媽應注意流行期間，減少帶孩子出

入人多擁擠的公共場所，平時要注意保暖、

勤洗手，必要時戴口罩，注意個人衛生，維

持孩子最佳的營養與適當的運動，仍是最佳

的保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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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兒童部 小兒血液腫瘤科 趙玉華 主任

兒童癌症是兒童時期面臨最可怕的疾

病之一。雖然癌症居十大死因之首已有數十

年，但大多數人認為癌症是屬於大人的疾

病，不會發生在小朋友身上；然而，癌症可

能發生在任何年齡層，且兒童癌症高居台灣

兒童第二常見的死亡原因。

以醫療角度談兒童癌症，小朋友並不能

被當成是個 ”小大人”，兒童癌症與成人癌

症相差天差地遠；關於癌症發生的種類、治

療的方式與強度、對化療的承受程度與副作

用、治療的風險與成效，在兒童癌症與成人

癌症都有相當大的差別。

當小孩子被診斷為癌症時，大多數的

家長都會問：”我們的家族並沒有這種遺

傳，為什麼我的孩子會得到這樣可怕的疾病

呢？”其實，只有極少數兒童癌症的個案與

遺傳疾病或染色體異常有相關，大多數罹患

癌症的孩子並沒有特別的家族史，也沒有特

殊藥物、輻射線或其他有害物質的暴露，而

且之前的生長發育情形也和其他孩子沒有兩

樣。

成人癌症常常與環境的影響或生活的習

慣密切相關，例如：抽菸、喝酒、嚼檳榔、

空氣汙染、不良飲食習慣等；成年人好發的

兒童癌症與成人癌症有什麼不同?

癌症常是實質性的固態腫瘤，包括：大腸

癌、肝癌、肺癌、乳癌、胃癌等。但這些成

人常發生的癌症卻很少發生在小朋友身上，

最常見的兒童癌症是血液方面的惡性疾病，

包括白血病（血癌）與惡性淋巴瘤（淋巴

癌），這兩者就占了全部兒童癌症病例數的

四成以上。

另外，兒童也會有實質性固態腫瘤的發

生，但仍與成人常見的癌症種類不同；兒童

常見的實質性固態腫瘤包括：腦瘤、神經母

細胞瘤、生殖細胞瘤、惡性骨肉瘤、惡性軟

組織肉瘤、威爾姆氏腫瘤、肝母細胞瘤、視

網膜母細胞瘤等。

成人在確診癌症之前常有相當長的時間

出現食慾不振、體重減輕，也常有相關特異

性的症狀表現；但大多數兒童癌症發病前出

現相關症狀的時間很短（常常只有數週的時

間）、也較不具特異性，而且當小孩子身體

不舒服時，也往往只能以哭鬧來表現，並無

法很具體描述自己的狀況，因此爸爸媽媽日

常生活照顧上的留意以及兒科醫護人員對於

兒童癌症的警覺是非常重要的。

兒童癌症的治療成效較成人好許多，大

多有很高痊癒的機會；治療的方式包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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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藥物治療、放射線治療、開刀手術切除腫

瘤。台灣兒童癌症的治療與歐美先進國家同

步，依照台灣兒童癌症研究專家們的建議來

標準化兒童癌症的治療，並且使用相同的治

療計畫書。

目前台灣兒童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五年的

存活率（也幾乎與痊癒率相當）約為82%，

惡性淋巴瘤約為87%，神經母細胞瘤約為

60%，威爾姆氏腫瘤約為91%；因此，三分

之二以上的癌症病童經過適當的治療後都能

完全痊癒而回復健康與正常的生活。

因此千萬別隨便聽信偏方或傳言，這只

會延誤及加重病情；只有勇敢面對，與醫護

團隊一起對抗癌症病魔，才能使小寶貝重獲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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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癌症醫學會的統計，癌症病患

在接受癌症治療期間，身體出現癌因性疲憊的

機率有48%，其中有幾種癌症出現機率較高，

如：胰臟癌、乳癌、淋巴癌等，其中乳癌的患

者出現癌疲倦的比率更高達58%~94%。另外，

接受輔助性化療的患者也有56%~95%的比例被

診斷有癌因性疲憊。

在台灣，根據台灣癌症基金會的統計，

更有高達七成的患者深受癌因性疲憊的困擾，

癌因性疲憊造成的病理機轉目前仍不明確，常

見的加重因子有針對癌症的放射線治療、化學

治療、標靶治療及荷爾蒙治療，貧血、無法緩

解的疼痛、營養不良、電解質不平衡、脫水、

甲狀腺功能低下、荷爾蒙低下，一般藥物的副

作用、鴉片類止痛劑之副作用，情緒不穩、睡

眠障礙…等。

以中醫學的角度來看，癌症病患經中醫

師辨證之後，可分為氣虛、血虛、陰虛、陽

虛、痰、瘀等證型，目前國外有多篇期刊研究

中醫治療癌因性疲憊，無論是使用傳統針刺治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陳柏谷 主治醫師

中醫輔助治療「癌因性疲憊」

療、或是使用雷射針灸均有不錯的療效。

雷射針灸是以低強度的雷射(功率低於

500mW)照射刺激傳統穴位，透過能量刺激

人體，藉此利用雷射光束調整經絡以治療疾

病。根據Reininger博士等的研究，低強度雷

射可以應用於穴位來改善經絡能量。雷射針

灸與傳統針灸有相同的使用規範；相較傳統

針灸，雷射針灸具有非侵入性、無痛、安

全、省時等優點，至今未有研究報告發現雷

射針灸的副作用或併發症，非常適合小兒、

身體虛弱的癌症患者，及容易暈針等患者。

如有癌友在接受放療、化療、標靶治療

後，感受到疲憊的狀況，歡迎洽詢本院的中

西整合醫療科。

本篇文章相關電子新聞報導

陳柏谷醫師親自為病患以雷射針灸進行治療 雷射針灸儀器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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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份門診表(大慶院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

下午 ● ● ●

夜間 ●

四月份門診表(中興院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 ● ● ●

下午 ● ●

夜間

經歷　　

中山附醫 中西整合醫療科 總醫師

2015、2016世界針灸醫學會講師

專長　　

癌症外科術後、放療、化療及標靶治療　

副作用中醫調養

失智症、記憶力退化

感冒咳嗽

自體免疫疾病、類風濕關節炎、

類天皰瘡

腦中風、脊椎損傷後遺症

跌打損傷、腰痠背痛

中西整合醫療科

陳柏谷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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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心血管疾病是全世

界人類的頭號殺手之一。在臺灣，心臟病

是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二號殺手。而「壞膽

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已被確定是造

成動脈粥樣硬化的重要致病因素，可能引發

心絞痛、心肌梗死、中風等嚴重後果。

高血脂的治療目的是為了降低動脈粥樣

硬化所引起的心血管疾病風險，臨床上高風

險的患者其血液中LDL-C濃度愈低，效益越

大。降低血液中膽固醇含量，為心血管疾病

在臨床上預防和治療的基石。

目前，史他汀(statin)類藥物是當前用於

降低LDL-C最有效的藥物。雖然statin可有效

降低患者體內的LDL-C，進而降低心血管及

腦血管疾病發生的機會，但仍然有許多患者

在使用statin上有所限制，包括患者對statin

過敏或其他原因無法使用statin等。因此，

臨床上需要更安全和強效的降低LDL-C藥

物。

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 (PCSK9,前蛋白轉化酶枯草溶菌素9)

是利用抑制PCSK9來降低LDL-C的新一類藥

物。因顯著的LDL-C降低效果和良好的安全

性而受到矚目，接下來將為大家介紹此新型

藥品的作用機轉、PCSK9抑制劑的臨床治療

資訊。

文/藥劑科 吳俊男 藥師

新一類降血脂藥品  PCSK9抑制劑

新型治療藥物

在 2 0 1 5 年 美 國 食 品 及 藥 物 管 理 局

(FDA )和歐洲藥物管理局(EMA)同時核

准 兩 個 P C S K 9 抑 制 劑 上 市 ， 而 我 國 食

藥署也在2016年底和今年初分別核准

Alirocumab(Praluent®,保脂通注射劑)及

Evolocumab(Repatha®,瑞百安注射液)的藥品

許可證。(圖一)

(圖一)  ( R e p a t h a ® ,瑞百安注射液)  和

(Praluent®,保脂通注射劑)

作用機制

PCSK9抑制劑是屬於全人類單株抗

體，主要作用機轉是阻斷肝臟製造的PCSK9

與LDL-C受體結合，以避免肝細胞表面的

LDL-C受體數量減少，PCSK9抑制劑可以讓

LDL-C受體重複被再利用，與更多的LDL結

合，進而達到降低體內LDL濃度。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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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適應症

Praluent®：對於已接受最高耐受劑量

statin，但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仍無

法達到目標值之異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HeFH)或動脈粥樣硬化心血管疾病(clinical 

ASCVD)之成人患者，Praluent®可作為飲食

外的輔助治療。對statin 不耐受或禁用statin 

之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異合子家族性及非

家族性)或混合型血脂異常之成人患者，

Praluent®可單獨或併用其他降血脂藥物，作

為飲食外的輔助治療。

Repatha®：(1)對於已接受最高耐受劑量

statin，但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仍無

法達到目標值之異合子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HeFH)或動脈粥樣硬化心血管疾病(clinical 

ASCVD)之成人患者，Repath®可作為飲食

外的輔助治療。對statin不耐受或禁用statin

之原發性高膽固醇血症(異合子家族性及

非家族性)或混合型血脂異常之成人患者，

Repatha®可單獨或併用其他降血脂藥物，作

為飲食外的輔助治療。

( 2 ) 同 合 子 家 族 性 高 膽 固 醇 血 症 ：

Repatha®適用於飲食及其他降血脂療法(如：

statins、ezetimibe、LDL血漿析離術)之輔

助療法，用以進一步降低LDL-C，但LDLR-

negative mutation之病人除外。

使用方法(用法)

Praluent®：每兩週皮下注射一次75或150mg。

Repatha®：每兩週皮下注射一次140mg或每四

週皮下注射一次420mg。

不良反應

Praluent®：最常見的副作用包括搔癢、腫

脹、鼻咽炎、流感、及注射部位疼痛，通常

是輕微的。另外，Praluent®相較於安慰劑，

增加約0.7%的肝功能異常風險，使用時可能

需要追蹤肝功能指數。

Repatha®：最常見副作用包括鼻咽炎、上呼

吸道感染、背痛、關節疼痛、流行性感冒、

噁心和注射部位的反應，例如紅斑、疼痛或

瘀傷，都是輕微的。但需要注意肌肉疼痛的

問題，尤其是背痛、關節疼痛的發生。

健保規範

目前仍未納入健保給付體系，需要的患

者需要自費購買使用。

結語

Statin類藥品是目前降低LDL-C防治心

血管疾病的最主要和最有效策略。PCSK9 

inhibitor是其中快速發展的新藥，許多大規

模的臨床人體試驗正在進行著，現有的研究

結果顯示它能有效降低50-65%的LDL-C，也

有良好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似乎有改善不良

心血管事件預後的趨勢。雖然，現在PCS 9 

inhibitor無法替代statin，但是其有希望提

供遺傳性高膽固醇血症、使用其他類降血脂

藥療效不佳，以及對statin治療耐受性不良

的患者，提供了另一個新的治療選擇，以減

少高危人群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參考文獻
1.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保脂通(Praluent)、瑞百安(Repatha)仿單
3.PCSK9 inhibitor的簡介,藥學雜誌第32卷第2期
 P34-37

4.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的藥物治療,
 藥學雜誌第32卷第4期P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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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健康生活是不分國籍的，身處台

灣，但飲食習慣已西化多年，根據美國發表

之2015-2020年飲食指南(第8版)，著重於五

項健康飲食原則，現在已經2018年囉，為

了健康，您嘗試做到了多少呢？

本篇將介紹五項健康原則，其概念與台

灣衛福部公告之新版飲食原則類似，並注重

食物的原本型態、種類選擇與營養密度，配

合攝取足夠的水份與適當的運動，就能維持

健康的狀態。

一、依不同生命期狀態選擇適合的健康飲食

(Follow a healty eating pattern across 

the lifespan)

生命期營養表示每個年齡層都有不同

的熱量及營養素需求，如嬰幼兒、青春期、

孕婦、老年人，其營養素攝取的重點就大大

不同。須依據目前的生理狀態，攝取適當的

熱量，維持理想體重，是邁向健康的基本步

驟。肥胖是國人常見的營養不良情形，易導

致慢性病發生，如高血壓、糖尿病、血脂異

常、其他心血管疾病等。通用原則依然是減

少額外添加的糖類與飽和脂肪，及過量鹽份

攝取。

五項健康飲食原則─

美國2015-2020年飲食指南

二、著重於食物的營養素密度與量的獲得

(Focus on variety nutrient density and 

amount)

要得到什麼營養素？重點在於選了什

麼食物。晚餐要吃什麼？吃泡麵，或是花點

時間煮個麵條再加些蔬菜跟一顆蛋，增加營

養素的獲取量其實沒有那麼困難。營養宣導

一直以來都在鼓勵民眾多樣化的食物選擇，

天天蔬果五七九，都是在增加整體營養素密

度與種類。另外，蔬果類食物含有多種植化

素，具有抗氧化、抗老化、抗癌作用，攝取

充足就更有活力喔。

三、限制糖類、飽和脂肪酸攝取及減少鹽份

(Limit calorie from added sugars and 

saturated fats and reduce sodium intake)

高血糖、高血脂與高血壓，是引發慢性

病的基礎，三高問題一直都是被重視的，當

慢性病失去控制後，相關併發症所引發的後

續問題，將令人憂心。若糖尿病惡化，可能

引發小血管病變、感染，若合併高血壓控制

不佳，腎臟功能將會受損，高血脂所引起的

冠狀動脈、腦血管阻塞，嚴重時可能危及生

命。避免精緻糖類與加工食物，減少添加額

文/營養科 陳盈羽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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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單糖及果糖，避免不必要的油炸食物，減

少飽和脂肪酸與反式脂肪酸攝取，有助於預

防三高現象之產生。

四、選擇更健康與均衡的食物搭配

(Shift to healthier food and beverage 

choices)

要如何選擇營養均衡的一餐？例如選便

當菜時，三格小盒的菜要選炒玉米粒、豆干

丁、高麗菜？還是蒸蛋、南瓜、炒A菜？均

衡攝食與認識六大類食物有關，什麼是六大

類食物？是蔬菜類、水果類、全穀根莖類、

肉魚豆蛋類、奶類、油脂與堅果種子類。一

般便當的蔬菜類比例都過低，若選了玉米跟

南瓜，全穀根莖類就重複了，若選豆干跟蒸

蛋，蛋白質食物就過多了，所以挑選葉菜

類、菇類、或是瓜類蔬菜都是不錯的喔。主

菜的肉、魚類則建議以滷、烤的為主，避免

炸物，與過多醬料的使用。

五、每個人都是維持健康飲食的一份子

(Support healthy eating patterns for all)

每個人都是維持健康飲食的一環，其最

小單位可從家庭成員開始，再發展到學校、

工作場所，最後到整個社會。從出生以來最

先接觸到的食物，是家庭飲食，也決定了

你選擇食物的口味與標準，避免過多手續

影響食物風味，跟各家選擇食材與烹調方

式有密切關係。

避免過早讓孩童接觸速食與加工食品

是很重要的，高油高鹽高糖的食物，會漸

漸破壞對食物原型態的需求。除了讓學生

在學校得到正確的飲食資訊，家長也是需

要積極宣導的對象。

健康的食物選擇，實行起來有一定

的困難，無論是時間或是金錢。帶外食回

家，比起在家開伙準備食材來得方便許

多，但日積月累下來，得到方便卻得不到

健康，消失的營養素變成一顆顆藥物。要

用多種藥物顧身體，或是用各種天然食物

顧健康？

最後補充：衛福部公告之新版飲食指

南，除六大類食物均衡攝取外，還要攝取

足夠的水份及維持運動量喔。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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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因醫病溝通不良產生的醫療糾紛時

常躍上新聞媒體，甚至打錯針、給錯藥、開

錯刀都時有所聞，加重對病人安全議題的關

注，但是您知道就醫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參與

嗎？

提升病人安全除了仰賴醫療團隊的努力

外，就醫民眾的參與更是扮演相當重要的推

手！首先告訴大家一個重要訊息，衛福部自

民國101年起，已連續7年將「鼓勵病人及其

家屬參與病人安全工作」納入醫院病人安全

年度目標中，強調醫療照護要將病人及家屬

納入團隊，透過病人與醫療人員間的對話，

瞭解雙方面對醫療決策時的想法與偏好，達

成治療選擇的共識。

那該如何參與病人安全？如何進行醫

病溝通呢？以下幾個具體的方法提供大家參

考：

●參與醫療團隊決策：病人在接受醫療照護

的過程中，需要面對許多決策，如檢查、

治療、用藥或手術等，不斷與醫療人員溝

通及討論，考量自己的價值觀、喜好，思

考自己真正的需求，才能選擇最適當的處

置方式。本院為提供高品質的醫療資訊，

積極推行醫病溝通，除了病人、醫療人員

外，適當地將病人的家屬、朋友納入醫療

照護團隊中，鼓勵病人及家屬適時表達自

己的需求、價值觀及喜好，參與醫療決

策，讓病人與醫療團隊間有效率的達成治

療共識。

就醫安全 你我一起把關

●參與病人辨識：病人辨識是「醫病溝通」

非常重要的一環！那大家知道如何進行嗎

?大家有沒有發現，在看診前、做各種檢

查前、抽血檢驗前、手術前、領藥前或護

理師為您打針給藥前，醫護人員都會詢問

「請問您叫什麼名字?」甚至請問您的生日

或者其他個人資料，也許您會覺得不是才

剛問過嗎?病歷上沒有紀載嗎？其實這是醫

護人員在做「病人辨識」，為了確保正確

診療處置，醫護人員會不厭其煩的跟您確

認身份，此時就需要您的主動回應喔！

● 勇於表達：除了病人辨識之外，我們鼓勵

民眾看病的時候主動提供自己的健康資訊

及說明自己不舒服的狀況，建議就診前先

條列出想提問的問題，及近期重要的健康

狀況，包含用藥情形、過敏史、曾經動過

的手術等，方便在看診時能有條理的進行

提問，醫師才能準確掌握病情，提供正確

的診斷及處置。對於醫護人員的講解有不

懂的地方，以主動再次詢問，或筆記醫師

的指示和注意事項，瞭解治療方式，積極

參與醫療過程。無論對治療、檢查或用藥

有疑問及不懂之處，都可以主動請教醫護

人員。

● 參與活動宣導：衛福部為了強化民眾對病

人安全的認知及參與，早在民國93年起就

將每年10月第3週訂為「病人安全週」，透

過醫療院所多元化推廣活動，讓民眾更正

確的認識病人安全。

文/醫品部 陳巧珊 醫品師

李愛誠 副主任

1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醫品視界



本院年年響應，已邁入第14年了！

106年病人安全週的宣導主軸就是「醫病溝

通」，節錄活動訊息如下，讓大家可以更清

楚了解活動意義：

★以幸運草的幸福寓意為發想，設計活

動標語看板，將「安心看病講清楚」、「追

求健康勤發問」、「檢查治療問仔細」、

「正確用藥才安全」巧妙融入幸運草的四片

葉子，期待民眾參與活動吸收病安資訊，安

全就醫平安幸福。

★藉由樂團演出炒熱活動氣氛，吸引民

眾參與活動，民眾一方面瞭解正確知識，一

方面能提筆寫下對醫院及醫護人員的期待、

感謝，形成醫病間良性的溝通。活動期間更

由民眾熱愛的熊大玩偶擔任病安大使，在門

診區以及各病房，與病人及家屬互動，以宣

導醫病溝通理念，獲得民眾熱烈回響。

本院院長、副院長們一同參與病人安全週活動

★ 在批價掛號櫃台及領藥櫃檯旁，佈

置大型「永保安康」火車頭看板，讓民眾與

心寶列車長共同合影，增加活動的趣味性，

期盼安全就醫永保健康。為鼓勵民眾踴躍響

應，醫院特別準備1200份精美禮品，凡填寫

響應卡者即可領取一份禮品，並可參加抽獎

及有獎徵答活動，獲得廣大回響。

本院推動各項病人安全工作不餘遺力，

且自101年起即推派院內志工，參與衛福部

舉辦「病人安全民眾代表」相關教育訓練，

目的在於提升志工對病人安全的認知，有助

於與醫護同仁共同守護民眾安全，並將病人

安全觀念推展至親友及社群，散播參與病人

安全的概念與行動。

病人安全需要大眾、醫護人員及醫療

機構共同努力及推廣，只要大家能多一分注

意，就能少一分傷害。請大家一起參與病人

安全，共同建構安全就醫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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