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為ADHD)是一種常見的

兒童神經發展疾患，目前致病的機轉未明，主要認為與腦部前額葉跟皮質下腦區等多個腦部區

塊連結出問題，及基因缺陷有關。依症狀分為三個亞型：注意力不足型、過動/衝動型、混合

型。

台灣學齡兒童患有ADHD的比例約3-7%，成人也有2-5%的發生率。根據健保資料庫統計，

男孩機率較女孩高。症狀表現上，男孩多以衝動及過動為主，較易被發現；而女孩以無法專心

為主，較易被忽略。兒童與成人ADHD患者中，三種類型的比例可見表一。然而，因國人對於

疾病的不了解，常常誤以為是小孩子不聽管教，造成我國的就醫率普遍偏低。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簡介及藥物治療
文/藥劑科 李敏志、許元泰、蕭宇容 實習生

 
在ADHD的治療可分為藥物治療與非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表二)

ADHD有著嚴謹的診斷標準，在用藥方面醫師會謹慎地搭配、調整藥物，以符合每個病

人的需求。食藥署核可兩種成分，分別是Methylphenidate與Atomoxetine。成分的作用機轉不

同，但都會加強多巴胺與正腎上腺素的作用，幫助孩子專注。

                            ADHD的三種亞型症狀及比例                                             [表一]
注意力不足 過動型 衝動型

1.精細工作不確實
2.難維持長時間的注意力
3.容易心不在焉
4.無法遵循指示完成工作
5.時間管理不佳
6.欠缺組織規劃能力
7.逃避需要長久心力之事物
8.容易分心、忘東忘西

1.大量的活動好似停不下來
2.即使坐著也會扭來扭去
3.手腳隨時在動或玩東西
4.在不合適的場合爬上爬下
5.多話
6.無論做什麼事情都無法安靜
7.無法等待

1.經常搶話
2.經常無法等待輪流這回事
3.經常中斷或介入別人的活動
（如談話或遊戲)

兒童患者30-40%
成人患者50-60%

兒童患者10%
成人患者 5 %

三大類皆符合→混合型 兒童患者55-65%、成人患者30-40%

                                      ADHD用藥                                                              [表二]
成分 Methylphenidate HCl Atomoxetine HCl

機轉 抑制多巴胺轉運子(DAT) 抑制正腎上腺素轉運子(NET)

本院藥品

利他能錠
Ritalin 
Tablets
10毫克

利長能持續性藥效膠囊
Ritalin LA Capsules
20毫克

專思達長效錠
Concerta ER tablet
18、36 毫克

思銳膠囊、Strattera 
hard capsule
40、60 毫克

適應症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注意事項

膠囊可打開。若需長效
劑型，但不方便吞嚥專
思達長效錠，可改用利
長能。

不可剝半，不可磨粉。 不可剝半，不可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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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ylphenidate成分，白色利他能

錠，短效藥，短效藥的優點是藥效作用時間

短約四小時、易彈性使用；缺點是一天要吃

兩次，孩子容易忘記在校服用，需請老師配

合提醒。

另外，有白色橢圓持續性藥效膠囊利長

能，長效，要特別注意不可磨碎咀嚼，需整

粒吞服。若孩子無法吞服，可把膠囊打開，

將藥粉撒在食物上如蘋果泥，注意食物不可

太熱，會破壞藥效。

還有和利他能、利長能同成分的專思

達，注意不可剝半也不可磨粉。因為劑型設

計，整個外殼會和糞便一起排出，屬正常現

象，不是藥物沒吸收。

利他能、專思達的副作用是食慾降低與

睡不著，可在吃藥前先吃早、午餐，或更改

吃藥時間、劑量、頻率以及寒暑假、周末停

藥，就是所謂藥物假期等方式來改善。

另一種不同成分的Atomoxetine-思銳，

也是不可剝半不可磨粉，副作用可能腸胃道

不適。

請家長不用太過擔心副作用，若真的造

成困擾可在回診時與醫師討論，依照自身需

求做調整。

●非藥物治療

包含團體心理治療、行為治療、感覺

統合治療、職能治療、親職技巧諮商、同時

治療其他共存疾患及問題、整合性療法等。

其中，行為治療裡很重要的是打造一個讓孩

子專心的環境。例如把需要長時間專注的事

情(如寫作業)分成數個部分，讓孩子分階段

完成；在孩子做錯事時，讓孩子透過實際體

會與經歷，認知到自身行為的對錯，並一再

耐心地向孩子解釋他們做的事情會有什麼後

果，進而讓孩子做出改進。

任何的治療方式，都需要家庭的耐心支

持、學校老師的配合協助、專業診療的輔助

與追蹤，陪著孩子一起成長當孩子有進步而

達到現階段的目標，請也不要吝嗇地給予大

大的讚美。

參考資料：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pidemiology and pathogenesis – UpToDate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verview of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UpToDate

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

台灣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吳俊男藥師–中山醫訊 99年2月

找回專注力:成人ADHD全方位自助手冊–高淑芬醫師心靈工

坊出版

家有過動兒:幫助ADHD孩子快樂成長–高淑芬醫師心靈工坊

出版

分心不是我的錯:正確診療ADD，重建有計畫的生活方式

 (增訂版) – Edward M. Hallowell, John J. Ratey 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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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放射腫瘤科 楊蕙芳 護理師

一、放射線治療

現今乳癌的治療，除了手術治療、

化學治療及荷爾蒙治療外，放射線治療

（radiotherapy）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放射線治療是以高能量X光、直線加速

器照射來治療腫瘤(俗稱電療)，像照X光一

樣，病人只需安靜的躺在治療台(圖一)上即

可。

二、放射線治療的流程

(一)模擬攝影

放射治療師會先製做一個固定身體的

模具（圖二），模具目的在每天治療時，

將身體固定好，減少在治療時移動產生誤

差，也增加治療的準確度。

在製作模具過程中，病人必需穩定的

躺在治療床上，若病人有任何不適，可立

即反映，不要忍耐，因為整個療程需要5-6

週的時間，所以必需做出一個最適合病人

的模具。

做完模具後，放射治療師會在病人身

上畫上定位的輔助線，然後使用抗敏紙膠

將定位線保護起來。回家後，請病人盡量

維持定位線的完整性，洗澡時勿使用香皂

或沐浴乳將記號洗掉。

標完線後，接著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醫師會視狀況，決定是否需要注射顯影

劑。其目的是為了看清楚治療的範圍，但

非絕對必要。定位完成後，再按約定好的

乳癌放射治療與治療後皮膚照護事項

時間來接受放射線治療即可；放射線治療計

畫製作時間約需要5-7天的工作天。

                     

(二)治療

進行放射線治療時，病人只要放輕鬆躺

好，一般療程約需持續5至6周(約25-30個工

作天)，每日一次(周一至周五)，照射總劑量

約在5000-6000cGy範圍內，cGy是放射治療

劑量的單位，醫師會視病情調整照射的劑量

和次數。

三、放射線治療常見的副作用

病人接受放射線治療過程中，發生急、

慢性皮膚反應為最常見的副作用。在剛開始

照射前三周幾乎沒變化，進入第三周後，皮

膚呈現輕微紅腫如同曬傷一般，表皮的毛孔

也會變得比較明顯(圖三)。少數的病人在照

射約五周後，可能在皮膚上會產生一些小水

泡或溼性傷口，但通常範圍不大，些許疼痛

感，可與醫師討論是否搭配藥膏或藥物治

療。

治療結束後，進入皮膚恢復期，但皮膚

反應在治療完成後二周仍會持續，皮膚紅腫

會改善，但易發色素沉著，變得黑或暗色，

部分會漸漸脫皮與乾癢的感覺。

上述的現象約治療完成後一個多月會改

善。依照每個人體質不同，皮膚需要約三、

四個月的時間才會漸漸恢復原本皮膚顏色。

圖二、模具

圖一、放射線治療台(Synergy/Axesse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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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病人仍有持續偶發性乾癢、手術

疤痕處皮下抽痛，若有此問題發生，可與醫

師討論後續治療。

 　　 

四、自我皮膚照護

1.放射線治療期間，盡量保持治療範圍乾

爽，建議不要做會流汗的運動、煮飯時減

少靠近熱源、睡覺時不要壓到治療的部

位。治療開始第二週可以冷水冷敷或將毛

巾放入冰箱下層冷藏（不冷凍），一次冷

敷10至15分鐘，每天至少兩次，慢慢依

皮膚反應來增加次數，冷敷範圍可包含肩

膀至內衣下緣，胸骨中線至腋下。

       可以水弄濕毛巾裝入塑膠袋內交替使

用，冷敷時隔著塑膠袋。避免冷敷範圍的

皮膚潮濕、不超過30分鐘以免感冒或凍

傷。更完整的方法與詳細範圍，可與醫護

人員討論。

2. 可與主治醫師討論，是否適合搭配使用市

售含有膠原蛋白成分的乳液或凝膠，加強

皮膚保濕滋潤(非油性)，降低皮膚反應，

但在治療前3小時勿塗抹，其餘時間均

可，盡量保持照射部位皮膚清潔。

3.洗澡採淋浴，水溫勿太熱，蓮蓬頭勿直接

沖洗，洗完後用毛巾輕拍乾，患側不要背

背包，避免皮膚磨擦造成破皮。皮膚搔癢

時，可冷敷或加強保濕。

4.在易受到摩擦的皺褶部位如腋下、乳房下

緣以及乳頭等處，會因動作或穿著產生摩

擦的緣故，讓皮膚反應變得較為嚴重；手

能多採插腰姿勢，保持腋下通風乾爽。

建議治療期間不穿胸罩或太緊的內衣，

治療時穿脫方便如前扣式襯衫，在家穿寬鬆

透氣、棉質勿太粗糙衣物，以減少摩擦對皮

膚造成更多的傷害。

五、治療後小叮嚀

建議做好遮陽與保濕，短期內不要泡

溫泉或日光浴，因治療後皮膚散熱比較差，

放射線治療過的範圍會不舒服。如要游泳的

話，請在皮膚傷口好了一個月以上才開始。

圖三、放射線治療的皮膚反應

第23次治療 第25次治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科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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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一位中年婦女-華阿姨(化名)至職業醫學科門診尋求職業病認定，描述著右手大拇指在伸

屈時會卡卡的且有聲響、疼痛、關節活動受限的問題，並本身無手部外傷病史，右手大拇指

局部有觸摸疼痛感。依理學檢查、超音波檢查報告，符合右手板機指的診斷。

■工作暴露

華阿姨年紀59歲，從事食品貨料分裝作業員已約18年，每天工作9小時，每週工作5天，

每月工作22天；工作內容依包裝內容物不同，包裝的重量也會所改變，故每天需包裝數量不

一定。

分裝方式皆為手工，一人獨力完成，慣用手為右手。每日貨運司機將食品貨料放至推

車，貨料種類計有:果汁、油、調味料、麵粉、五穀雜糧、豆類、白米、蔬果、罐頭等食材，

而阿姨每日需將裝滿貨料推車(每車約200~300公斤)，運用雙手拉至分裝區，每日約8車，食

材總重約1600~2400公斤，食材需依分裝表數量及重量一包一包分裝，完成包裝再分給50~60

所學校。

實施分裝時，左手大拇指及四指固定包裝開口，右手大拇指出力按住水瓢把手，於四指

握緊，從大包裝中舀起食品貨料，平均每日大拇指需施力次數約1923~2765次。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功能

個管師在收集資料的同時也提供職業病認定流程、勞保職業傷病通過後的就醫優惠(可減

免部分負擔)、不能工作期間的傷病給付(薪資補助)等資訊，供個案知道，使其了解勞保對職

業傷病勞工的照顧。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與個案管理師，一同至公司進行工作資料收集，並取得公司提供個案

工作報表，證實個案的工作量與工作危害，到達勞保職業病認定標準，後續撰寫職業病評估

報告書，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開立勞保傷病診斷書，讓個案送件至勞保局審核。

肌肉骨骼疾病 板機指

職業傷病個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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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個案仍想持續工作，故中心則協助個案申請醫療核退，後續可使用職業傷病門診單

來運用就醫優惠，透過本院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的個案管理服務，讓個案在醫療經濟負擔能安

心！

■職業傷病預防方法

1.正確的工作姿勢。

2.避免集中使用同一支食指或拇指，休息時盡量放鬆及伸展雙手手掌及手臂，最好避免疼痛時

   仍持續工作。

■治療方法:依嚴重程度分為復健、藥物及手術治療等。

中山附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簡介及服務內容

■中心簡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自民國97年7月1日起承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為目前國內10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之一。本中心結合院內相關臨床科別、職業衛

生護理人員及工業安全衛生專家、人因工程專家，主動與院內職能復建科及工作強化中心合

作，並結合臨近區域網絡醫院，透過個案管理師的協助，提供中部地區勞工朋友整合性、周

全性、可近性的診療服務。

■服務項目

•職業傷病諮詢、診斷及認定服務

•職業傷病勞工治療後復健轉介

•職業傷病勞工復工評估

•職業傷病個案管理服務與追蹤

•勞工特別危害作業健康檢查複檢與衛教

•協助職業傷病勞工之工作能力評估與

   強化訓練轉介

•協助安排社工、心理、法律諮詢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個案管理師 

   諮詢電話 56208/5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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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營養一把罩 產後調養沒煩惱
文/營養科 謝梨君 營養師

現代人營養大多無虞，產後一味進補

或大量攝取單一食物已不合時宜；調理重

點應在於「調整體質」，而非增加脂肪，

造成身體負擔。此外，坐月子是女性產

後調理體質的黃金時期，依照產婦身體狀

況滋補，選擇合宜的飲食，才能真正達到

「坐月子、養身子」的目的。

產後第1週 排毒、去除惡露

歷經懷孕期的生理變化及分娩過程的

體力消耗，第1週是產後復原的關鍵時期，

透過適當食療，強化身體的修復能力，避

免產後各種併發症。

營養均衡為首要，適量飲水不可缺

產後首週應均衡攝取各種營養素，碳

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質、礦物質、維生

素，以彌補生產過程所消耗的能量，並適

量飲用溫水，以利身體復原和促進乳汁分

泌。

食物選擇易消化，清淡開胃更恰當

太過油膩、黏滯的食物，易造成腸

胃負擔，尤其剖腹產後的腸胃功能尚未恢

復，又需要臥床休息，導致腸胃蠕動及胃

排空力變差，選擇營養、清淡、開胃的食

物，不僅容易消化，亦可提振產婦食慾。

「低鹽」飲食為次要，利尿食物免水腫

鹽分攝取過多，會造成體內水分滯留，

導致產婦出現水腫症狀，應避免過鹹、煙

燻、醃漬的加工食物；亦可適量吃紅豆、薏

仁等利尿食物，以利排出多餘水分。

生冷食物碰不得，刺激食物應減少

產後「多虛多瘀」，生冷食物易傷脾

胃，不利消化，並導致瘀血滯留，影響子宮

收縮，應忌涼拌菜、冷飲、冰品，且食物要

煮熟再吃。辛辣、燒烤、油炸等刺激性食

物，易引起口乾、便秘等症狀，且加重腸胃

負擔，應盡量少吃。

產後第2週 催乳、強化筋骨

產後第二週大多數產婦體力逐漸恢復，

傷口的復原較穩定，再配合正確的食療原

則，才能盡快恢復健康；此時，亦為泌乳激

素旺盛階段，哺乳產婦可多攝取具有催乳作

用的食材，促進乳汁分泌。

鈣質補充缺不得，保護筋骨尚鈣讚

孕期子宮受壓迫，產婦腰部負荷大，

增加鈣質的攝取，強化筋骨，預防產後腰痠

背痛的後遺症；多吃杜仲、豬腰，多攝取排

1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營養與健康



骨、小魚乾、傳統豆腐、乳製品等含鈣量高

的食材，有助保護筋骨。

利乳食材促泌乳，水分攝取應足夠

擔心乳汁分泌不足的產婦，可多吃催乳

食材，包括青木瓜、豬腳、花生、雞湯、魚

湯等，促進乳汁分泌，但上述食材的催乳效

果因人而異，建議仍須搭配其他食材均衡攝

取；亦可適量攝取卵磷脂，幫助乳汁分泌。

此外，乳汁中有高達9成是水分，因此攝取

足量水分，可幫助新陳代謝，亦有助乳汁分

泌。

產後第3、4週 調身體、補元氣、增體力

生理機能已大致恢復的產後3、4週，產

後身材的恢復，是不少產婦擔心的問題，藉

由食療，告別惱人的宿疾，改善體質及體重

控制，為健康奠定良好基礎。

烹調清淡少油炸，熱量攝取應控制

為減少產婦身體負擔，甚至引發其他疾

病，造成產後減重的困難，慎選食物烹調方

式，少油炸、油煎或油酥處理，改用清蒸、

水煮、燉、烤、滷等方式，減少油脂攝取。

若產後飲用湯品時，留意將浮油撈除，以免

攝取過多熱量。並適當搭配養生茶飲，滋補

養身又去油解膩。

膳食纖維應足夠，高纖蔬果防便秘

產後第1、2週身體正值恢復階段，飲

食多以魚肉為主，致使蔬果攝取不足，容易

造成產婦口乾、便秘。故產後第3、4週宜增

加蔬果及水分的補充，以改善產後便秘的問

題。每日應攝取足夠的蔬菜、水果，亦可將

白米飯改成糙米、燕麥等高纖食材；自然產

的產婦，搭配適度緩和運動，促進腸胃蠕動

助消化、防便秘。

適量「營養」食材，調整體質增健康

利用藥膳食療方式，重新調理體質，

如對於體虛產婦所需的能量，可喝黃耆鱸

魚湯、黑木耳雞湯增強抵抗力；改善貧血

或經期問題，可喝冬瓜烏骨雞湯、百合烏骨

雞湯；對有產後憂鬱症狀的產婦，可吃蓮子

芡實粥或喝桂圓紅棗鯉魚湯、枸杞桂圓香米

茶，穩定情緒；經常腰痠背痛，可喝竹笙排

骨湯、杜仲枸杞茶；產後瘦身消水腫，可喝

紅豆鯉魚湯、黑豆蜜茶；調整產婦體質、緩

和急躁的情緒，可喝雪耳木瓜湯等。

下頁提供營養充足坐月子食譜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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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健康

午晚餐食譜範例

下圖左 下圖中 下圖右

元氣主食 紅豆地瓜飯 青醬義大利麵 海鮮粥

美味餐點 香橙松阪豬 杜仲肉片 番茄燉豬小腿

美味餐點 青豆炒雙鮮 豆酥鱈魚 奶油鮭魚

高纖時蔬 紅蘿蔔炒菠菜 枸杞川七 薑絲芥藍菜

湯品 髮菜眉豆煲豬心 六君子海味湯 茶油腰子湯

水果 奇異果1顆 無籽葡萄1份 香蕉1根

下午茶食譜範例 

圖左 圖右

點心 甜酒釀湯圓 芝麻凍

果汁 護髮蔬果汁 健胃蔬果汁

飲品 紅豆水 紅豆水

甜點 乳酪蛋糕 全麥蛋糕

「本院婦產科病房提供月子餐，皆由專業營養師調配食譜，歡迎產婦多加選擇」

早餐食譜範例

下圖左 下圖中 下圖右

元氣主食 壽喜燒烏龍麵 照燒鰻魚黑龍捲 糖醋蔬果烏龍麵

美味餐點 奶油山藥南瓜 蓮藕炒肉片 瑤柱雙鮮燴豆腐

高纖時蔬 枸杞紅莧菜 枸杞地瓜葉 薑絲紅鳳菜

湯品 金針黃豆魚湯 精煉滴雞精 滋陰鱸魚湯

點心 薑汁黑糖地瓜 養生芝麻糊 核桃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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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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7年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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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5/01 16:00-18:00 骨科部
Pediatric 
Orthopedics

成大醫學院
林啟禎教授

杏三
楊采蒨
34612

無

107/05/02 12:30-13:30 內科部 因夢想而快樂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
系宋文瑋助理教授/
醫師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7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無

107/05/05 8:10-12:30
中山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兒童
部

腸病毒重症臨床處
置及診斷教育訓練

中山醫兒科
主治醫師

汝川大樓
1703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學會、
台灣新生兒科醫
學會、護理學
分、
專科護理學分

107/05/10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台灣安
寧緩和醫學學
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專題報告

台灣
安寧照顧協會講師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
會5積分

107/05/12 13:45-17:00

台灣新生兒科
醫學會/中山醫
學大學附設醫
院兒童部

107年度中部地區
新生兒醫學會聯合
病例討論會

中部醫院病例討論
汝川大樓
1703會議室

許倖慈
21728

台灣兒科學會、
台灣新生兒科醫
學會

107/05/15 16:00-18:00 醫學影像部

中華民國放射線醫
學會107年中區診
斷組5月份學術研
討會

郭耀庭/吳舒評.
郭士群.鄭詠尹.
陳麒安

中山醫學大學
正心樓3樓
0321教室

柯依君
32138

放射線專科醫師
教育積分10分，
認定時數：2神
經放射線醫學會
教育積分3分

107/05/16 12:30-13:30 內科部

學術研討會/
NOACs for Stroke 
Prevention in 
Atiral Fibrillation 
–Benefits and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entre for 
Cardiovascular 
Sciences, 
City Hospital, 
Birmingham, 
United Kingdom/
Gregory Y H Lip

中山附醫
行政大樓
4705會議室

余艾倫
34704

內科醫學會學
分、心臟學會學
分申請中

107/05/16 12:30-13:30
醫學系
醫學人文科

好好說再見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
管理學系
楊志良名譽教授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蔣維宜
34537

認列本院醫教專
題講座、CFD師
資培育積分、本
校教教中心教師
研習活動點數認
列 1 積分"

107/05/23 13:30-14:30
醫學系
醫學人文科

騎牛、養鴿、摩托
車與躲空襲：早期
臺灣醫師的往診人
生

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許宏彬教授

實二演講廳
蔣維宜
34537

認列本院醫教專
題講座、CFD師
資培育積分、本
校教教中心教師
研習活動點數認
列 2 積分

107/05/29 12:30-13:30 醫教部 EPA在教學的應用
嘉義長庚
紀念醫院
蕭政廷主任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林奕萍
34536

無

107/05/30 12:50-18:10
台中市消防局/
急診醫學部

2018 台中市到院
前緊急醫療救護發
展策略研討會

台中榮總
急診部
紀煥庭醫師等

行政大樓12樓
國際會議廳

羅雅鈴
32170

無

107/06/07 07:30-08:30

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台灣安
寧緩和醫學學
會

安寧網際網路遠距
視訊研討會-
個案報告

汐止國泰醫院
安寧團隊

行政7樓
4705會議室

王銘雄
38536

安寧緩和醫學學
會5積分

107/06/20 16:30-17:30 解剖病理科
外科病理討論會
(SPC)

解剖病理科
林偉隆醫師

行政大樓6樓
4605會議室

顏嫚姍
32552/
楊維嘉
11647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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