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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盡瘁的前身-慢性疲勞

現今家庭結構由農業社會的大家

族轉變為小家庭，多數民眾長年奔波

於工作與家庭之間，生活壓力增加，

家庭支持系統又不若以往，再加上最

近秋老虎悶熱的天氣，在門診遇到許

多患者心懷擔憂告訴我：「最近時常

覺得很疲累，起床後仍覺得睡不飽，

是不是肝有問題？」，倘若疲勞常伴

隨左右，我們應當視為身心發出的警

訊，需要好好的找出背後真正的原

因。

慢性疲勞發生的原因

由於疲累感是非特異性症狀，

首先要檢查是否有器質性疾病，例如貧血、

糖尿病、甲狀腺疾病、肝炎、腎病、心肺疾

病、自體免疫疾病、藥物副作用等；非器質

性原因，如運動量不足、失眠或睡眠不足、

工作過量、精神壓力過大、女性生理週期

等，另外憂鬱症或躁鬱症患者也會出現疲累

感。

慢性疲勞的定義

2015年美國醫學研究院將慢性疲勞症候

群命名為全身性勞作不耐症，診斷標準症狀

有：從事職業、學習、社交或日常活動時

的能力下降持續六個月以上，伴隨強烈的

疲勞，此症狀是新產生的，不是持續過度

勞動的結果，在勞動後加重，睡眠休息後

仍無法緩解。次要症狀有：(一項以上)1.認

知功能受影響。2.站立時加重，躺下後改

善。

診斷慢性疲勞症候群要先排除器質性

疾病與憂鬱或躁鬱症，其最主要的症狀是

休息仍無法緩解長期疲勞感。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許睿杰 主治醫師

中醫 助您擺脫疲勞
睡飽吃好多運動
中醫治累有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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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疲勞中醫觀點    

從中醫角度談慢性疲勞常見原因如下：

1. 虛證：氣、血、陰、陽不足皆可能產生慢

性疲勞感且會影響深層睡眠品質，氣虛患

者，語聲微弱，容易感冒，可用四君子湯

調理；血虛患者，爪甲色淡，容易頭暈，

可用四物湯來調理；陰虛患者，咽乾舌

燥、淺眠易醒，可用六味地黃九來調理；

陽虛的患者，疲倦怕冷，脈象微弱，可用

四逆湯來治療。在虛證調理時中醫特別重

視恢復脾胃功能，因脾胃是後天氣血生化

之本，食物在腸胃道中經消化分解成精微

物質，再傳輸至全身臟腑以供利用，所以

三餐不定時、暴飲暴食或過食油膩者尤其

損傷腸胃功能，是現今腸胃道潰瘍、胃食

道逆流、便秘、慢性腹瀉、大腸急躁症等

文明病之原因。此外中醫亦重視調理腎，

腎為先天之本，腎氣主宰人體生長發育過

程，是人體生命力的展現，腎氣不足容易

引起頭暈，腰膝酸軟，氣短等症狀；而若

是心肺疾病引起的疲勞，則需要補益心肺

之氣，強化心肺功能提升耐力。

2. 濕邪：外濕為外在氣候濕度過高引起、內

濕則是多食生冷之品誘發。在台灣海島氣

候又國人愛吃生冷食物，民眾體質普遍兼

夾濕邪，不論外濕或內濕，易侵犯人體脾

胃，而產生胃脘痞悶、大便溏黏、身體重

著、困倦疲乏、肢體浮腫、頭暈頭重等感

覺；可用二陳湯加減來改善症狀。

3. 氣鬱：主要是生活壓力、情志不暢、焦慮

憂鬱導致肝鬱氣滯現象，經常會有心情鬱

悶、胸脅滿悶、時常嘆氣、食慾不振等症

狀，常以逍遙散來養血疏肝解鬱治療。

 

減輕疲勞、面對壓力

一、健康睡眠

睡眠是養生第一的補藥，無論如何都不

能犧牲睡眠，睡眠跟飲食一樣，最好定時定

量並注重品質，若能晚上11點前入眠，則

肝膽經可以完整的進行體內代謝工作，消除

疲勞感。倘若是輪班制工作，至少要做到重

質不重量，營造良好的睡眠環境，讓房間保

持黑暗、安靜、溫度合宜，睡前避免使用含

咖啡因或酒精的食品，睡前聽輕音樂，放鬆

情緒或泡澡促進血液循環更能增進睡眠的品

質。

二、健康飲食

飲食採取三低二高：低糖、低油、低

鹽、高纖、高鈣為原則；適量補充礦物質，

例如：鋅、銅、鈣、鐵、鎂等微量元素，有

助於消除疲勞、增強肌力、穩定情緒，應避

免吃生冷之品(如西瓜)、冷飲或含咖啡因飲

料、油膩與烤炸辣刺激性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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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班工作飲食原則，醒來後的第一餐為

主餐，最後一餐應安排於睡前3小時避免腸

胃滿脹影響入眠。

三、健康運動

每周維持運動三次，每次20-30分鐘，

並配合每日適當的日曬讓身體自然合成維生

素D，維生素D提升有助於降低憂鬱症的風

險。中醫很重視精、氣、神的涵養，建議可

學習太極拳法，在練習鬆、柔、沉、靜的拳

架中，逐漸舒緩緊張、僵滯的身心，讓精、

氣、神日漸飽滿，則能慢慢體會身心輕靈與

精神旺盛之感。

四、經絡保健

民眾可針對胃經、脾經、肝經與腎經

作重點按摩，常用穴位例如中脘、足三里、

豐隆、三陰交、陰陵泉、太衝、陽陵泉、太

谿、腎關等，來強化脾、胃、肝、腎四條經

絡的功能，並去除經絡中瘀阻的代謝物質。

五、對於自身感情與想法忠實的表現

面對壓力最糟糕的反應就是自責，一個

人陷入反覆思量的負面思考迴圈之中，只會

增加憂慮的情緒，不妨讓「情感宣洩」尋求

注意力的轉換。

•說：找人說說，尋求家人、朋友或是專業

　　　輔導人員傾訴心中壓力。

•唱：用唱歌的方式抒發心中壓力。

•寫：將心中的煩惱或壓力用筆寫下，在藉

　　　由寫的過程中可以協助思緒重整、找

　　　出問題。

結論

黃帝內經提到：「虛邪賊風，避之有時，

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

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中醫很早

就體會到身心一體並且相互影響，而世界衛生

組織(WHO)也表示，健康是身體、心理、社會

達到完全安適的狀態，不僅是沒有疾病而已。

疲勞有正面和負面的影響，正面來說，

是一種保護機制，提醒我們應當重視且即時

休息以避免過度勞累；負面則是對環境適應不

良而造成健康的危害，終日與疲勞為伍時，我

們須清楚了解疲勞對於個人、家庭、社會的損

害，並且思考為了目標所付出的健康代價是否

值得。若發現疲勞與壓力已超出自己能力負荷

時，應重新檢視自己的心態是否重新調整或是

尋求協助，將有助於慢性疲勞的緩解。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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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8年，口腔顎面外科正式成為衛

生署認可的第一個牙科領域專科，是牙科醫

療中，較為獨特之專科領域。口腔顎面外科

醫師的養成過程結合了一般牙科、內外科、

急診與重症加護醫學的訓練，必須具備內外

科醫學與牙醫學的專業知識及技術才能執行

其業務。自周明勇董事擔任口腔顎面外科主

任後，致力於口外臨床發展，民國96年獲得

衛生署認證為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訓練機

構。十多年來，不斷擴展精進臨床工作、同

時培育多位優秀的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

中山口外目前有五位主治醫師:彭芷瑜、

陳怡孜、邱昱瑋、呂明怡、陳珮吟醫師，以

及四位住院醫師: 黃莞婷、陳彥霖、陳珮蓉、

張芳語醫師。臨床診療項目幾乎涵蓋頭頸顎

顏面部各式疾病的治療。門診部分除了常見

的阻生齒、囊腫、良性腫瘤、頭頸部感染、

齒槽骨骨折與軟組織外傷治療外，近幾年本

文/口腔顎面外科 康惠雯 助理口腔顎面外科介紹
科在顳顎關節疾病的治療上也有十足的進步與

成效。

病房與開刀房手術部分，正顎手術是本

科的特色之一，也與高嘉澤副校長帶領的中山

齒顎矯正科共同合作，已超過六百個病例，是

中區四大醫學中心之冠。另外口腔癌治療一直

是中山口外科重要的診療項目之一。本科為了

提供口腔癌病人良好的醫療環境與品質，在口

腔癌多科團隊會議中與各科共同擬定一個最適

合的治療計畫，與病人及家屬說明溝通之後，

再施以治療。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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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科所負責的口腔癌手術部分，不

只希望藉由手術切除腫瘤，同時希望在手

術後能恢復病人口腔功能，自106年開始，

本科採”切除”與”重建”同時進行的手術

模式，於手術前，兩組口外科醫師充分討論

病人狀況與腫瘤範圍，並且詳細計畫修補方

式，甚至採用數位3D模型來模擬病人手術前

與手術後的解剖結構變化。

手術中兩組醫師分別在病灶區與供給區

(手部、腿部或身體其他區域)進行手術，除了

能縮短手術時間，經由最了解口腔解剖結構

與功能的口外醫師巧手之下，可以有效率且

完整的切除病灶，也利用手部、大腿、小腿

等區域的顯微游離皮瓣來修補頭頸顏面部的

缺損，減低術後顏面部的外觀變化，並重建

口腔功能。

教學醫院除了醫療工作之外，同時也具

備教導學生的義務，本科是衛福部認定之專

科醫師訓練機構，在培育口外專科醫師的工

作上不遺餘力，同時也負責中山醫大牙醫系

學生在口外領域範疇的知識傳授，除了在牙醫

系學生課堂上的學理教學以外，同時也安排學

生在進入臨床前的實際操作練習，每一年都會

舉行口腔局部麻醉施打教學，在一對一的教學

方式下，更清楚指導學生正確的麻藥施打方

法。另外也為即將進入臨床的五年級牙醫學系

學生舉辦PCA（Pre Clinical Assessment），以技

術考試的方式來評核學生是否做好進入臨床的

準備。

繁忙的醫療業務以及教學活動以外，本科

多位醫師投入口腔癌基礎研究，也參與衛福部

口腔癌研究計畫。本科醫師仍不斷自主進修，

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參加專業性

研討會、發表論文以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等

等，吸收各國新知與新技術，用以提升本科醫

療品質。

古人以神聖工巧言醫。又曰：醫者，意

也。中山附醫口腔顎面外科以中山牙科傳統為

基石，口腔醫療服務為初心，致力診療工作的

精進與突破，更注重知識與技能的傳承，以永

續經營的理念延續本科發展。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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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高居國人癌症死亡率的第四

名，其中以男性居多。目前的治療以手術為

主，然而手術後缺損所導致的後遺症，常造

成患者顏面醜形以及構音與吞嚥的困難，影

響正常社交生活，進而影響家庭，這些後遺

症讓患者對手術卻步，因此腫瘤切除後的重

建手術就非常重要了。

重建手術包含局部皮瓣、遠端皮瓣及

顯微游離皮瓣。由於口腔癌病人切除病灶須

加上安全範圍，局部皮瓣與遠端皮瓣常有組

織量不足及受限的位置及大小，造成手術醫

師在切除腫瘤時受限於重建的方式。現在有

了游離皮瓣，那麼外科醫師腫瘤的切除範圍

便可更廣泛的切除，相對提高了腫瘤的控制

率。故目前修補是以顯微游離皮瓣為主。

顯微游離皮瓣手術是指需在高倍顯微

鏡下進行的游離皮瓣的血管接合精密手術。

游離皮瓣的來源可從手、大腿、小腿腓骨及

淺談口腔癌之
顯微游離皮瓣手術

文/口腔顎面外科 陳珮吟 主治醫師

腸骨。其中小腿腓骨及腸骨可用於頭部骨性

的重建，術後長期追蹤來看並不影響日常生

活的行走等功能。並且在骨性的重建中，牽

涉到頭部外觀的對稱以維持美觀，以及上下

顎間關係以利後續假牙製作。

為了達成以上目的，本院口腔顎面外科

(以下簡稱本科) 進行骨性重建時會利用電腦

輔助手術的方式進行(圖1及圖2)。術前患者

需進行電腦斷層掃描，將其輸入電腦以進行

操作。決定手術方案之後使用3D列印出重建

後的下顎骨及手術中需使用的切割導版。本

科使用列印出的下顎骨預先彎製用於固定移

植骨所需的重建鈦板，而切割導版則是方便

術中塑型游離骨皮瓣，目前利用3D輔助重建

手術的患者對於外型及術後咀嚼功能等皆可

接受，並且不需要特別準備食物如流質(圖3

及圖4)。

圖1、左圖為重建後的下顎骨，以及預彎製的鈦金屬重建板。

圖2、右圖為腓骨切割導版(上)，及下顎骨切割導版(下)。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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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重建手術時間可能會經歷八個小時

以上，病人手術後會轉送到加護病房接受後

續的照護。目的除了密切監測病人的生命徵

象及確保呼吸道通暢之外，主要是觀察重建

皮瓣的血液循環及傷口癒合狀況，因皮瓣併

發症的好發時間為術後72小時，若有異樣應

即刻進入手術室進行探查。文獻指出較早進

手術室探查的皮瓣，拯救的成功率明顯的超

過較晚進手術室。當重建皮瓣的血液循環穩

定後，將轉至一般病房接受後續照顧。一般

穩定的患者大約住院9至16天不等。然而若

圖3、左圖為術前下臉部外觀；右圖為術後下臉部外觀，臉上的癒合傷口為放射線治療後的反應

圖4、上圖為術前影像，下圖為術後影像。可見重建的腓骨與原來的下顎骨生長良好。

是出現併發症如感染，則會視情況拉長住院

天數。

癌症患者進行顯微游離皮瓣手術依附的

基礎是：腫瘤切除及淋巴廓清術的徹底與完

整。本院口腔顎面外科於彭芷瑜主任的領導

下於腫瘤切除及淋巴廓清的技術早已十分純

熟，如今加上顯微游離皮瓣手術更能提供患

者更短的復原時間以及更良好的生活品質。

病患如有相關醫療需求，竭誠歡迎至本

院口腔顎面外科諮詢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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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兒童部 小兒心臟科 郭業文 主任

小兒過敏氣喘風濕免疫科 主治醫師

如何照護異位性皮膚炎的孩子

在嬰幼兒的過敏疾病當中，依照過敏進

行曲的進程，一旦體質被致敏化後，異位性

皮膚炎會是最早出現症狀的過敏疾病，嬰兒

可以在出生後第一個月就產生異位性皮膚炎

的症狀。

患有異位性皮膚炎的孩童，皮膚先天容

易敏感乾燥，導致常有搔養感，且脆弱易受

刺激；有時皮膚是完好的，有時會有濕疹出

現。家長必須了解異位性皮膚炎是一種慢性

發炎的皮膚病，其治療處理過程必須要有耐

心，配合醫師的處置，直至孩童痊癒不再發

作。因此平時最重要的便是做好保濕，預防

搔癢感，以及避免造成皮膚過度敏感，日常

照顧上須注意事項如下：

居家環境

塵蹣、黴菌、灰塵常引起異位性皮膚炎

症狀，因此居家環境要保持清潔，勤於換洗

家中枕套、被套及床單，並以55度或以上熱

水清洗。不要鋪地毯或使用厚重窗簾布，避

免放置絨毛玩具。儘量保持室內乾燥，必要

時使用除濕機，避免塵蹣滋生。打掃時以吸

塵器，濕抹布擦拭，若有使用空氣濾清器，

濾網須勤清洗或更換。室內不養寵物，不放

置盆栽。

氣候的變化

異位性皮膚炎的小孩對冷、熱或周圍

氣溫的變化很敏感，夏天怕流汗，避免過多

衣物包裏，隨時保持衣物的透氣，可使用冷

氣減少流汗，流汗時使用毛巾擦拭，同時勿

過度運動；冬天怕乾燥，需注意空氣中的溼

度，多擦保濕潤膚的乳液。

皮膚的照顧

注意皮膚清潔及保濕，洗澡用溫水，避

免過度沐浴，較嚴重的異位性皮膚炎，可在

沐浴後，再加以泡澡15至20分鐘。隨後立即

使用不含藥性、香精之潤膚乳液，並穿著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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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舒適、不緊密的衣服，布料上則可選

擇棉質，應避免毛料。

飲食的選擇

較常引起過敏的食物如牛奶、蛋類、

有殼海鮮、堅果類、酸性水果如草莓、奇

異果等。除非該食物確定引起過敏症狀，

否則都可以適量攝取。嬰兒可於4至6個月

期間開始逐漸添加包括蛋類副食品，有助

於培養其對食物的口服耐受性。建議母奶

可餵食至少6個月以上，母奶不足者可以部

份水解蛋白嬰兒奶粉取代。少數仍對母奶

過敏者，可改為完全水解蛋白配方奶粉。2

歲以上再添加有殼海鮮、堅果類、酸性水

果及全蛋製品等食物。

情緒壓力的控制

生氣、悲傷、熬夜、課業壓力及情緒

的起伏會加重異位性皮膚炎的症狀，讓病

童不自覺地搔抓，導致病情惡化。因此家

長必須留意病童情緒，安撫病童，抒發他

們緊張、激動的情緒。

其他注意事項

減少出入公共場所及空氣污染區，避

免二手煙；避免皮膚接觸其它過敏源及刺激

物，如有機溶劑、香精、香水、清潔劑；指

甲需剪短，嚴重者可在晚上睡覺時戴連指手

套，避免搔抓而引起皮膚破皮感染。

異位性皮膚炎並不是不需治療或治不好

的問題。所以父母必須有耐心的配合醫師的

建議與處置，以給予病童積極完整及適當的

治療。若父母不正視這個問題，不好好控制

而讓異位性皮膚炎反覆急性發作，最終皮膚

可能演變成不可逆的慢性苔蘚化樣，甚至有

可能在日後進一步地誘發其它上呼吸道或下

呼吸道的過敏症狀，如過敏性鼻炎、過敏性

結膜炎和過敏性氣喘等疾病。如此一來，更

加重了病童在日常生活上和父母在照顧上的

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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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一日，外院轉診一位剛出生的小朋友

到小兒科病房，照顧的醫師及護理人員發現

小朋友兩側腹股溝有腫塊，疑似疝氣，於是

會診小兒外科前往評估。小兒外科醫師也發

現了小朋友兩側腹股溝的腫塊，直覺也是疝

氣。但近一步檢查：這兩個腫塊無法推回腹

腔(難道是疝氣卡住了嗎？)，同時發現小朋友

兩側陰囊摸不到睪丸，結果揭曉：這位小朋

友罹患的是先天性隱睪症。

腹股溝腫塊，不是疝氣嗎？

小兒疝氣發生率約5%左右，男生比女生

高五倍左右的機會，在發生率這麼高的情況

之下，發現小男孩有腹股溝腫塊的時候，第

一時間會想到的就是腹股溝疝氣。相對於疝

氣的發生率，隱睪症的發生率就大概只有2%

左右，也比較不會先跟腹股溝腫塊聯想在一

起，但其實只要仔細檢查陰囊狀況，看看睪

丸有沒有在裡面就可以分辨出來。

隱睪症與腹股溝疝氣的關係

在胚胎發育的時候，小朋友的睪丸是在

體內成長，大約在懷孕第32週到34週期間，

一個重要的結構「睪丸繫帶」（一端連接在

睪丸，另一端連接在陰囊）會收縮，將睪丸

引導到陰囊。要從腹腔內跑到腹腔外，還要

經過另一個重要的構造「內環」，而在睪丸

通過的過程中，部分的腹膜也會通過內環，

被拉到陰囊，稱為「鞘突」，這個構造在睪

小兒腹股溝腫塊的評估
真的只有疝氣嗎？

丸就定位之後，大約懷孕第34週就會關閉妥

當。如果沒有關閉好，腹腔內的器官，如：

腹水、小腸、網膜等構造就會從這個開口跑

到腹股溝，也就是腹股溝疝氣。

若睪丸一些因素，如：血管不夠長、睪

丸繫帶牽引錯誤等，也會停留在陰囊以外的

地方，從腹腔、腹股溝都有可能。所以，如

果睪丸停留在腹股溝的時候，也會造成腹股

溝腫塊。如果一看到腹股溝腫塊，先入為主

的認為是腹股溝疝氣就未仔細檢查陰囊，就

有忽略隱睪症的可能性。

文/小兒外科 謝明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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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不回去的腹股溝腫塊，到底

是什麼？

一般來說，掉落到疝氣囊

的腹腔器官是可以用手「推」

回到腹腔，但如果這些腹腔內

的器官卡在疝氣囊，就會造成

所謂的「箝頓型疝氣」，症狀

就是腹股溝腫塊推不回去。如果發生這種情

況，孩子大多會覺得非常疼痛(嬰兒大概就只

會大哭)，卡住的器官可能發生缺氧狀況，若

未在六小時左右復位，可能發生器官壞死的

現象。

但如果是隱睪症的時候，沒降到陰囊的

睪丸也有可能出現在腹股溝的位置，以腹股

溝腫塊的症狀表現。而這個腫塊想當然爾也

無法推回腹腔(要是真的推回去就慘了)。這

種情況只需要仔細檢查陰囊，看看睪丸是否

在位置上就可以判別。

除了上述兩種，其他可能的原因還有腹

股溝淋巴結腫大、腹股溝膿瘍、腹股溝血管

瘤、良性腫瘤、惡性腫瘤等。某些罕見的血

管畸形，也可能出現在這位置，但通常會伴

隨皮膚溫度較高、皮膚顏色異常的現象。

檢查及判斷流程

從上圖可以大致推論，如果出現腹股溝

腫塊，首先我們會判斷有沒有皮膚紅、腫、

熱、痛，如果有的話會比較像是腹股溝膿

瘍。如果沒有我們會先檢查睪丸有沒有在陰

囊，如果沒有在陰囊，就很有可能是腹股溝

的隱睪症。如果陰囊內有睪丸，我們會試試

看能不能將腹股溝硬塊推回去，如果推的回

去那就是一般的腹股溝疝氣，萬一推不回去

就要做個超音波檢查。

如果超音波檢查發現是實心結構，接下

來就得安排手術切片(切除病灶，同時檢查)，

才能確定是良性或惡性，雖然惡性機率非常

低，但只有切片才能做確定的診斷。

結論

絕大部分的兒童腹股溝腫塊是腹股溝疝

氣，但也要同時判斷是否為其他疾病的可能

性，最容易搞錯的就是隱睪症。如果身體檢

查無法得到確定的答案，超音波檢查可以為

我們提供一個治療的方向。對於實心腫塊的

確定診斷，雖然惡性機會很低，但只有切除

病灶、病理化驗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確定診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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