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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療部 整理

本院於6月27日上午，在健保署長李伯璋見證下，與中彰投地區醫院及基層診所代表舉辦

「中山大雁、共榮基層」啟航儀式，推動分級診療及雙向轉診，建立合作互助、資源共享的醫

療模式，期盼打造中區優質健康照護大聯盟帶動社區基層醫療發展。

攜手基層、打造健康照護醫療網

本院與部立南投醫院等19家地區醫院、250家診所及3家居家護理所簽定策略聯盟，每日

保留600個門診名額給轉診病患，轉診中心提供掛號服務單一服務窗口，由專人辦理轉介病

患，將雙向轉診快捷化，建立轉診民眾綠色通道，並提供轉診優惠，給予轉診病患完善便捷的

醫療照護。

智慧轉診平台就醫訊息不漏接

我國衛生主管機關為落實分級診療，使各層級醫院診所發揮所長、充分利用資源，透過

照護聯盟計畫執行，主動轉介符合計畫個案至合適診所及地區醫院。

本院透過「智慧轉診平台」當病患轉診到本院時，即時發送簡訊通知診所，以利診所醫

師掌握病人就醫動態，也可藉此與醫院主治醫師雙向溝通，病人就醫訊息不漏接。

「智慧轉診平台」能於門診系統中主動依地區、診所科別、及醫師專業等條件推薦符合

民眾需求的診所名單，以有效提升病患轉診基層的成功率，讓民眾轉回至社區就診能更安心。

雲端查詢系統縮短就醫流程

另外透過健保署「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在雲端上跨院所查詢各項檢驗報告、

用藥，電腦斷層、核磁共振、X光、胃鏡影像等檢查，也提供診所查詢病患用藥情形，縮短病

人就醫流程，提升周邊地區醫療水準，落實分級醫療政策。   

健 保 署 李 伯 璋 署

長也高度肯定本院以實

際行動支持分級醫療，

帶頭進行醫療的上下游

垂直整合，不但可以改

善醫學中心壅塞的問

題，也提供民眾最優質

的醫療照護。期待大醫

院小診所權責分工充分

合作，共同守護民眾健

康。

攜手基層打造健康照護大聯盟
醫療分級、雙向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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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耳鼻喉科 何旭爵 主治醫師

重聽、助聽器、人工電子耳

健保自2017年7月開始給付18歲以下重

度聽障者，單邊人工電子耳。耳鼻喉科門診

開始出現不少諮詢人工電子耳的民眾。然

而，只要聽力有障礙，出現溝通不良，就需

要接受人工電子耳手術嗎？

 對於因聽力障礙前來就診的病患，

通常會安排聽力測驗檢查。聽力測驗的分

貝數越小代表小聲就聽得到，分貝數越大

代表必須更大聲才聽得到；換句話說，分

貝數越小越好，越大越不好。一般描述聽

力是否有障礙或是符合身心障礙，都是以

500Hz/1KHz/2KHz/4KHz 的平均值作為度量

標準。

聽力閾值在25分貝以內，都視為正常；

也就是說，超過25分貝就是異常。不過，大

部分因聽力障礙而求醫的成年人來說，約在

45分貝左右，這是因為大部分的人在輕鬆交

談下的音量約為40分貝，若發現對方必須大

聲重複同一句話時，才驚覺自己的聽力出了

問題。通常雙側45分貝聽損是一般成人開始

需要助聽器的時候；但是對孩童而言，在需

要語言學習的時期，就會建議30分貝以上要

配戴助聽器並接受聽能復健。

根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身心障

礙者可獲部分稅金減免及輔具方面的補助。

一般來說，聽力平均值(500Hz/ 1KHz/ 2KHz 

/4KHz)優耳必須大約>59分貝才符合輕度聽

力殘障。但若劣耳非常嚴重，則須依照公式

計算，助聽器補助依照機型功能及是否有低

收入之差異，可獲新台幣2,000元至15,000

元不等的補助。

助聽器的原理與家用音響原理近似，

由收音麥克風(microphone音源)、擴大器

(amplifier某些助聽器還包含了分頻等化器

equalizer)與播音喇叭(speaker)三個主要單元

組成；但又與家用音響有不同的設計，如收

音麥克風在特定情境下，需要啟動方向性麥

克風的模式，以避免來自非對話者的周圍聲

音干擾；另一方面，擴大器與家用音響相同

的是電晶體擴大功能，拜半導體產業的快

速進步之賜，擴大器晶片已越做越小、效率

高、也越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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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個人聽損特性不同，有的人

是高頻損傷較嚴重，有的則是中頻或低頻

損傷，有些助聽器產品還提供多頻道設計

(multi-channel類似音響或錄音室的等化器

)，讓選配師可以根據聽損特性，選配最適

當的；而在播音喇叭方面，須配合適當的耳

模(earmold)與通氣孔(vent)來減低悶塞感與

聲音回授(feedback)的嘰叫聲，在特殊機型

也配備有降噪音功能(noise reduction)來提高

噪音環境下的聽覺舒適感。

人工電子耳與助聽器相同的部分，只

有收音麥克風的部分，而助聽器裏的擴大器

與分頻等化器的部分則被語言處理器(speech 

processor)所取代，語言處理器的運算過程

比等化器複雜許多，因為從收音麥克風傳過

來的語音訊息，無法單純用分頻放大的方

式給予電流，大聲小聲的動態範圍(dynamic 

range)如果單純用提高電壓來處理，只怕過

高的電壓會傷及僅存的毛細胞與聽神經，

所以必須在電壓與間斷性電流間做最適的

圖示：1.助聽器 圖示：2.人工電子耳

調整；此外，用電流模擬運算出生活中的

語音訊息，再分配到12或22個分的電極

當中，更是超乎助聽器或mp3的功能。此

外，人體正常耳蝸有32mm的長度，由外而

內是負責高頻至低頻的神經細胞所組成，

如何讓這些細胞發揮最大功能，更是人工

電子耳設計者最大的考驗。

一般而言，如果助聽器就能夠發揮

很好的效果，就不需要人工電子耳植入手

術，除了醫材昂貴之外，手術也是有顏面

神經麻痺及腦膜炎的風險，在極端特殊異

常狀況下，甚至會發生術中無法植入的情

況；如果用純音聽力來區分，優耳大致上

落在75-90分貝之間且助聽器使用下無法

有正確的語言辨識就應考慮使用人工電子

耳。不過，目前健保規定必須雙耳皆在90

分貝以上的兒童(18歲以下)才能申請電子

耳，如果是成年人需要電子耳則須向內政

部社會與家庭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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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膀胱輸尿管逆流

尿液是由腎臟排出，經過輸尿管儲存於

膀胱，儲滿後在經由尿道排出體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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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尿液由腎

臟製造出來時並沒有細菌，一直要到膀胱之

後，才會跟偶爾入侵膀胱的細菌混合而變成

帶菌狀態。而膀胱的細菌則大多來自於外陰

部，逆行至膀胱所致。這種疾病主要影響在

於細菌入侵原本應該無菌的輸尿管、腎臟，

造成感染，嚴重者腎盂腎炎。腎臟在反復性

的感染下，將造成腎臟功能不可逆的損傷

（永久性的功能受損），最嚴重時造成腎臟

衰竭，而需要終身洗腎。

嚴重程度列分五個等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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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輸尿管逆流如何治療

治療此疾病的目的在於：避免腎臟遭受

來自膀胱細菌的反覆性感染，引發腎臟功能

永久性損傷。真正會危害腎臟功能的是「感

染」，而不是輸尿管擴張或腎水腫的嚴重

度。

文/小兒外科 謝明諭 主任

膀胱輸尿管逆流治療
長效型玻尿酸注射介紹

針對上述目的，目前有三個治療膀胱輸

尿管逆流的方法：使用預防性抗生素治療、外

科手術治療，及以內視鏡注射長效型玻尿酸。

預防性抗生素治療

根據研究統計，膀胱輸尿管逆流程度為

第一、二級者屬於輕度，隨著年齡增長，有高

達八成左右會自行痊癒。所以可以選擇長期口

服低劑量抗生素至七歲，以避免入侵膀胱的細

菌造成腎臟感染。選擇這種治療方法的孩子需

要定期追蹤尿液檢查、每年安排膀胱輸尿管逆

流攝影(VCUG)，並以腎臟核子掃描(DMSA)追

蹤腎結痂情形(結痂會造成腎臟功能永久性損

傷)。在預防性抗生素治療之下，如果仍然發

生腎臟感染，或是腎臟核子掃瞄仍發現結痂增

加，則需要採取下列兩種更積極的治療。

外科手術治療

外科治療方式是將輸尿管重新置入膀

胱，矯正輸尿管出口控制尿液流向的功能，使

膀胱尿液無法逆流回輸尿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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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抗生素治療失敗，也可選

用此種治療方法。手術時間約一個小時，手術

後住院五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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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治療(內視鏡注射長效型玻尿酸)

此治療方法是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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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效

型玻尿酸，形成一個阻止尿液逆流的閥門，

治療成功率可達80%以上，適合逆流程度三級

以下或無法長期使用口服抗生素者。手術時

間約20分鐘，手術後可當天返家或住院一天

觀察。

常見問題

玻尿酸可以治療尿路逆流？

利用生物科技提煉的玻尿酸，除了消除

臉部皺紋外，更能治療兒童尿路逆流，利用

膀胱鏡手術將玻尿酸注入膀胱與輸尿管交接

的組織，使其形成一個閥門，阻止尿液逆流

感染腎臟。

注射長效型玻尿酸需要住院嗎？

進行玻尿酸治療全程約20分鐘，不會留

下傷口及疤痕，當天即可返家休息，比起傳

統手術需住院5~7天方便。

長效型玻尿酸注射要自費嗎？

2015年8月健保署已將膀胱內視鏡注射玻

尿酸納入健保給付，只要符合膀胱輸尿管逆

流的診斷，即可用健保給付。

注射長效型玻尿酸後尿液逆流會再復發嗎？

玻尿酸注射是用膀胱鏡手術將玻尿酸注

入膀胱與輸尿管交接的組織，使其形成抗逆流

的閥門，注射劑量因個人病情不同而異。玻尿

酸可存在患處4-5年，隨年齡增長患處可能也

會長好。但經玻尿酸注射後三個月須回診接受

排尿膀胱攝影檢查，觀察尿液逆流現象是否改

善。對於低度(三度以下)逆流患者，其成功率

高達九成以上，若是高度逆流(四度或五度)，

也有七成左右的效果。對於沒有成功的案例，

也大多可以降低其逆流程度，如果仍逆流，也

可以改選傳統手術的方式治療。雖然不是百分

之百的有效，但相對於傳統手術，至少是一個

很好的替代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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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不是一般民眾很陌生的疾病。就定義上來說，是以骨骼密度降低、細微結構

破壞作為特徵的疾病，主要會造成骨骼脆化，同時增加骨折風險。骨質疏鬆症的進行，通常悄

然無聲，直到骨折產生，才會讓人有所警惕。因骨質疏鬆，所造成的骨折，常見於髖部、脊椎

及手腕部位。

在照護上，醫療與生活仍有存在若干落差，本院推動骨折聯合照護服務，主要防堵傳統骨

鬆治療上的大缺口。骨鬆學會時任骨鬆醫學會理事長吳至行醫師指出，過去的骨鬆防治存在3

大缺口：(1)民眾對骨鬆的預防與早期評估不足，八成病患是在骨折發生後，才意識到自身骨

密度出問題。(2)病患骨鬆治療持續性不佳，傳統口服骨鬆用藥患者，有半數在3個月後中斷治

療。遵從醫囑性差的狀況下，導致再骨折風險提高近7成。(3)缺乏完整的「保密防跌」支持制

度，病患出院後未能獲得長期的追蹤與照護資源。

本院，講治療需求簡單的歸類三個：

「骨折追蹤」、「低估早療」、「高危防護」。

骨折追蹤：即時治療、治療延續性 (符合健保給付病人)
低估早療：早期徵兆、提早評估自費治療 (非健保給付病人)
高危防護：疾病類、藥物

一、「骨折追蹤」：

就常見的脆弱性骨折，脊椎、髖部、手腕等三個部分。其中脊椎骨折發生後，約有一半的

病人，在三年之內會發生其他節的脊椎骨折，這個比率約一般人的五倍之多，另兩個種類的骨

骨鬆治療新境界
文/骨科部 林聖傑 主治醫師

關心自己的骨質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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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雖然沒有明確的統計，但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併發症。也因此，一旦骨折發生之後，骨質

疏鬆的檢查跟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建議符合健保給藥條件的病人，盡可能配合治療。因為目前最大的難題多為治療的延

續性，由於骨質疏鬆治療，並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成效也無法即時量化，容易令病人及家

屬感到厭煩、或是無意間中斷治療。當沒有持續追蹤治療，反而讓病人再度暴露在骨折風險

中。

二、「低估早療」：

部分初期或是較不明顯的壓迫性骨折，通常會以腰部痠痛作為第一個表現，或者是長輩

會發現身高隨著年紀逐漸變矮，這些是可能造成壓迫性骨折的小警訊。腕骨骨折，雖排除在

健保給付藥物的行列，卻是骨鬆性骨折的一員。

這類健保無給付或容易被低估的病人，本院推動「愛家保骨計畫」結合骨科、家醫科、

內分泌科、婦產科、復健科、風濕免疫科、神經外科、泌尿科，在不同科的門診過程中為

您留心，幫助找出已經有徵兆的病人。骨質疏鬆的治療，是希望透過增加骨質，減少骨折，

進而避免併發症，若您有上述小警訊很可能就是被低估的族群，更應該要提高警覺、自我防

範。

三、「高危防護」：

除了女性停經後、高齡兩項最為人知的骨質疏鬆危險因子之外，仍有不少危險因子，會

造成骨質疏鬆的提早到來。這些危險因子，往往不一定能與骨質疏鬆聯想在一起，卻也因此

當骨鬆、骨折到來時更讓人措手不及。

就疾病而言，諸如風濕性關節炎、克隆氏大腸炎等發炎性疾病；荷爾蒙類的疾病：性

腺、甲狀腺功能亢進。藥物部分，也有特定藥物會造成疾病：如類固醇類藥物、氫離子幫浦

抑制劑，這些藥物在臨床上使用較廣、時間長，因此更需要注意。除了上述之外，中風病人

在文獻之中，也是骨鬆及骨折好發的族群。

當自己有這些隱性因子時，應該更加當心，定時定期審視自己有沒有相關疾病特徵，或

是以骨密度檢查來診斷。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健康新知



文/ 謝佳駤 王皇淇 實習醫學生

指導‧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小兒神經科 蔡政道主任/主治醫師

有愛無礙 談妥瑞氏症

妥瑞氏症兒童在社會上常受到大眾異

樣眼光，學齡時期也易遭受同學的模仿及嘲

笑；像知名藝人邵庭公開自己罹患妥瑞氏症

之前就遭受網友批評、模仿，這樣的行為容

易造成妥瑞氏兒的心靈上的受創，希望大家

能夠理解接受。那麼究竟甚麼是妥瑞氏症

呢？

早在1885年由法國的妥瑞醫師(Gilles 

de la Tourette)提出，後來定義並簡化名稱為

「妥瑞氏症」。它是一種以「tic」為主要症狀

的神經生理疾病，通常在兒童時期發病，屬

於普遍性的兒童疾病，男女比約為3-4：1。

妥瑞氏症的親人也有較高的機率罹患

妥瑞氏症，其病程時好時壞，情緒起伏時會

惡化而睡眠時則消失，且會被本身短暫的抑

制。此外，妥瑞氏症、動作或發聲抽搐症與

暫時性抽搐症是常被同時提起的神經發展障

礙症，三者大多數症狀類似，差別在於症狀

發生的型態不同：

1.妥瑞氏症：包含動作及聲語的抽搐且超過

   一年以上。

2.動作或發聲抽搐症：動作或聲語其中一種

   的發生超過一年以上。

3.暫時性抽搐症：動作及/或聲語的抽搐症

   狀，但持續未超過一年。

◎妥瑞氏症的症狀可分為動作tics及聲語tics

1.動作tics

分為突然的、快速的、短暫且無意義的

動作，如：眨眼睛、抽動鼻子或是快速抽動

身體的某一部位。以及緩慢、好像有目的性

的動作，如：四處碰物體或他人、轉動眼珠

等。此外，還可能做出猥褻不雅或模仿別人

的動作。

2.聲語tics

發出沒有意義的聲響。例如：清喉嚨、

咳嗽聲、像狗叫的聲音。或者突然的、短暫

發出一些有意義的詞彙，可能是一個音節或

慣用語，或突然改變自己說話的音調、音

量、甚至重複剛才說過的話。此外，患者有

可能會不由自主地口出穢言或具有攻擊性的

字眼。

◎妥瑞氏症的成因

1.神經方面：

妥瑞症是源自發展中的基底核出現高反

應性的多巴胺，而導致神經迴路部分和掌管

運動功能的腦皮質相接，也和掌管行為或情

緒的邊緣系統相接，才會出現強迫症、易分

心、及過度活動的問題。

2.遺傳方面：

根據美國妥瑞氏症協會的資料顯示，其

與遺傳有關。妥瑞氏症的親人有較高的機率

罹患妥瑞氏症或相關的併發症(如強迫症、

注意力缺陷)，但依性別有不同的罹患率(男

大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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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免疫方面：

研究發現妥瑞氏症的成因可能由免疫

機轉造成，但此種病因仍佔妥瑞氏患者中

的少數。另外，研究指出妥瑞氏症與過敏

疾病有相當大的關連，如：患者會把過敏

造成的搔癢或不適放大，總覺得痰咳不乾

淨或是鼻子有鼻涕阻塞，因而不斷發出怪

聲或吸鼻子的動作，但其成因目前尚未有

明確的機轉解釋。

◎診斷標準

根據DSM-5 2013年美國精神學會第

五版的診斷和統計手冊，必須符合以下條

件：

1.多重運動性抽動及一種或更多的發聲抽

搐，然而不一定需要同時發生。

2.抽搐症狀發生的頻率會起起伏伏，從症狀

開始出現後持續超過一年。

3.通常在十八歲以前出現症狀。

4.此抽動並非由於物質使用(如精神刺激劑)

或一般性醫學狀況(如Huntington氏舞蹈病

或病毒感染後腦炎)的直接生理效應所造

成。

◎易併發症狀

妥瑞氏症除了有動作以及聲語的症

狀以外，也可能有以下一項或多項狀況並

存，包括強迫症、專心注意不足、學習困

難、自我傷害行為或其他非情緒性問題。

◎治療

治療目標是抑制其臨床症狀，使其日常

生活影響最小，常見有藥物以及行為治療

1.藥物方面

第一類：屬精神用藥，臨床效果佳，但副

            作用也較多。

第二類：屬tics症狀壓制劑。

2.行為治療方面

概念是轉移患者注意力，但效果有限且

復發機會高。如：情境治療、運動治療、兒

童認知行為治療等。

◎治療的預後

發病時間多半在學齡階段，如何讓學校

中的師生正確瞭解妥瑞氏症，協助並引導他

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比藥物治療要來得

重要。大部分的症狀隨著年紀增長會得到緩

解，相反的，會有少數無法獲得緩解的人，

被歸因於以下幾種可能：大腦尾狀核的體積

較小或是孩童時期的嚴重Tic症狀，這些都

有可能影響到預後。值得一提的是，若本身

有其他身心相關疾病未接受完整治療，也會

影響妥瑞氏症患者本身的預後。

參考資料

1. 有愛無礙（http://www.dale.nhctc.edu.tw/index1.htm）

2. Text book of Pediatric Neurology,K.Swamain,4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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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高溫的夏季，夏日常見疫情之一：

腸病毒，對幼小兒童不得不嚴加防範！

腸病毒的傳染力極強，在家庭及幼教或

托育機構等處均容易傳播，它可經由糞口、

飛沫或接觸的方式造成感染；經由接觸無症

狀帶病毒的家長或經由病人的口鼻分泌物、

咳嗽、打噴嚏飛沫，或吃進含有病毒之糞便

所污染的食物而受傳染。玩具也是幼兒間傳

染常見的媒介。

腸病毒以71型最容易導致嚴重的併發

症，5歲以下的幼兒為重症的高危險群；近幾

年國際間陸續發生流行疫情的腸病毒D68型，

幼兒感染後可能引起嚴重的呼吸道或神經系

統症狀；克沙奇B型病毒及伊科病毒主要威

脅新生兒，嚴重時可引發新生兒心肌炎、肝

炎、腦炎、敗血症等致命危險。

目前腸病毒有100多型，感染腸病毒痊癒

後，只會對這次感染的型別產生免疫，所以

一生中可能會得好幾次腸病毒。腸病毒感染

並非幼兒專利，大人也會得，只是大多症狀

比較輕微，與一般感冒不易區分。

通常在發病前的幾天，喉嚨與糞便就有

病毒存在而有傳染力，在發病後一週內傳染

力最高。痊癒後，腸病毒還有可能隨著糞便

排出長達8-12週之久。因此要持續注意個人

衛生，勤洗手，才能降低病毒傳播的機會。

慎防幼兒得了腸病毒後併發重症，要

特別觀察是否出現「持續發燒、嗜睡、意識

夏日疫情 腸病毒 您了解多少

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肌躍型抽

搐（無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肉收縮）」、

「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症

狀，如有其中一個症狀，可能是併發重症的

前兆，應儘速帶至大醫院就醫。

預防腸病毒最佳方法『時時正確洗

手』，腸病毒沒有脂質外殼，所以親脂性消

毒劑如酒精、乾洗手液對腸病毒效果差；應

該要用肥皂洗手，環境的清潔消毒建議使用

500-1000ppm漂白水消毒。

★500ppm漂白水泡製方法：家庭用漂

白水（濃度約5～6%）5湯匙（一般湯匙，

容量約15～20cc）加入10公升的自來水拌

勻即可。至於10公升自來水估算方式，可用

1250cc容量大寶特瓶，連續使用8瓶，就等於

10公升左右。

文/小兒感染科 潘蕙嫻 主治醫師 │ 醫療部 整理

資料參考：疾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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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邱瑀庭

感謝您 

小兒神經科 

蔡政道醫師

這是一個美好的跟診見習經驗…

當你踏入208診，迎來的是一個親切的問

候以及一位笑臉迎人的醫師-蔡政道，一句溫馨

的你有沒有好一點？打破診間冰冷的氛圍，來

到小兒神經科的小朋友多半是因為發展遲緩、

亞斯伯格症、自閉症、妥瑞症、癲癇、注意力

不足過動症等，也有罕見疾病以及遺傳疾病的

孩子。

當知道自己的小孩將面臨一連串治療的家長不免擔心，但蔡醫師給人一種安定信任的感

覺。也許這些疾病會跟著孩子一輩子，但是因為有了醫師的愛心、治療師的耐心與護理師的

鼓勵，建構出完整的社會支持系統，相信孩子一定能早日適應融入人群。看到家屬及病患相

信醫師的神情心中都覺得很感動，希望未來的自己也能帶給病人溫暖。

第一次在門診跟診的我，忐忑不安地進入診間，醫師幽默風趣的口吻劃破寂靜，當天我

們很幸運地，早期療育實務課程中會看到的病例大部分都碰到了，醫師除了細心地跟家長說

明狀況也會耐心地教導我們，甚至還特別印資料給我們，讓我學習到非常多寶貴的經驗，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宗旨「醫人醫病要醫心」，身為學生的我也能深深體會到，希望未來

的我們也能保持這股熱情，繼續幫助更多的人。

最後，我想跟蔡醫師說「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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