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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營養科 蕭鈺瑾 營養師

飲食IN，腸病毒OUT

台灣腸病毒的好發季節為3-11月，進入夏季腸病毒就開

始蠢蠢欲動，托嬰中心、幼兒園、學校即開始準備抗腸病毒大

作戰，透過海報、衛教資訊等提醒家長，此外更加強園所內的

教具、環境等消毒頻率。

腸病毒最常出現的感染表徵為手足口病及疱疹性咽峽

炎，尤其是疱疹性咽峽炎會造成咽喉與口腔內小水泡及潰瘍，

在進食時會因疼痛感而哭鬧、拒吃，若要避免體力不足或脫水

的情況，爸爸媽媽到底要怎麼準備飲食？以下幾個原則：

1. 調整質地，避免有「渣」食物，盡量以高熱量、冷涼飲品 

    為主：

溫熱的食物/湯汁會更刺激喉嚨疼痛部位，因此建議冷涼軟質(如布丁、奶酪等)或流質食物

(如養樂多、木瓜牛奶、優酪乳等)為主。

2. 適當的補充水分：

嘴破造成無法張口進食與喝水，且發燒更需要補充水分，因此建議可以小口攝取液體(如

牛奶、果汁、雞湯等)或是以細吸管輔助，而一整天液體至少1000-1200cc，避免脫水。

3. 漸進式增加進食量與增加固體食物：

若口腔潰瘍狀況改善，可逐漸選擇質地較軟的食材料理(如主食選用粥品、麵線、麵食

類；葉菜類可以選擇較軟的瓜類或葉子增加纖維攝取；肉類可選絞肉、魚肉等補充蛋白質)，

搭配蒸、燉、煮等方式烹調，逐漸恢復成日常飲食。

4. 日常保健、均衡飲食：

根據衛福部每日飲食指南建議，均衡攝取6大類食物，避免偏挑食，以提升免疫力，減少

受到病毒侵襲的機會，就算不幸中獎了，只要密切觀察病狀、多喝水與休息，就可以盡快

痊癒的。

病童的飲食應循序漸進，先以「小口吃、小口喝、小口吞」為原則，降低喉嚨的疼痛，

再依口腔潰瘍復原狀況，由流質到軟質、從冷涼到溫涼，並視食慾狀況逐漸恢復均衡且正常

的飲食習慣，才有助於孩童的生長及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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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內視鏡超音波？

一般多數人知道的，也很多機會接觸到

的是內視鏡檢查，是利用胃鏡或大腸鏡等儀

器經由口部或肛門部進入，檢查食道、胃、

小腸或大腸等臟器的內腔黏膜有沒有病變。

而超音波檢查則是指經由儀器的探頭發出高

頻率的聲波來觀察體內的組織或器官，如腹

部超音波或陰道超音波等。

內視鏡超音波，從字面上來看便是這兩

者的結合：利用內視鏡將我們的超音波探頭

送入體內，從腸胃道內腔消化道的壁層或鄰

近器官做進一步的檢查。相對於一般在體外

做的超音波，此方式較可以避免骨骼或腸氣

文/ 肝膽腸胃內科 蘇章政 主治醫師

內視鏡醫師的第三隻眼

               內視鏡超音波

等對訊號傳遞的干擾，進而幫助我們對腹腔

深處的器官（如胰臟）做更加詳細的觀察。

內視鏡超音波依據使用機器與探頭的不

同，可以分成兩大類：（1）迷你超音波探

頭，（2）超音波內視鏡。

迷你超音波探頭外觀上為一條細長的管

子，其直徑約略為2.0毫米到2.5毫米，故可

以通過我們一般常見的胃鏡或大腸鏡的工作

腔來進一步對胃腸腔內的病灶做檢查，也能

經由十二指腸鏡對胰管或膽道作更深入的評

估。相對於腹部超音波的3.5MHz，迷你超音

波探頭的頻率一般介於12MHz至20MHz之間，

故能夠清晰地區分出胃腸壁的組織分層，並

對病灶做進一步的分析。基於這些特性，迷

你超音波探頭最常用於觀察腸胃道的黏膜下

腫瘤或造成管腔阻塞的食道惡性腫瘤做評

估等(圖一)。

圖一、 經由迷你超音波探頭，可見

胃部由肌肉層長出來的黏膜下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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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狀掃描和線性掃描最大的區別為超音

波探頭平面和工作腔平面之間的角度：環狀

掃描和工作腔的平面互相垂直，線性掃描和

生檢腔的平面則是互相平行，根據此特性，

我們可以在使用線狀掃描時觀察我們經由工

作腔伸出的儀器，並以此執行細針穿刺、採

樣、引流甚至局部注射等(圖三)。

圖三、藉由超音波內視鏡的線性掃描，從胰體部

的腫瘤做細針抽吸並送病理檢查。

隨著儀器的進步，內視鏡超音波的角色

已漸漸從診斷性的影像檢查進展到治療性的

工具，或許有朝一日，它將成為我們內視鏡

醫師的第三隻眼。

超音波內視鏡則是直接於內視鏡的遠端

接上超音波探頭，故最前端的直徑比一般胃

鏡粗，約略為1.3cm～1.4cm寬。根據探頭的種

類，可以再細分成兩類：環狀掃瞄型和線性掃

瞄型。不論是何種掃描，其頻率都可以調整於

5MHz至20MHz之間，臨床上最常用於透過胃

或十二指腸壁來檢查膽囊、膽管、胰臟或是周

圍的淋巴結(圖二)，藉由其高頻率所帶來的解

像力，常常可以偵測到在電腦斷層上看不到且

小於2公分的胰臟腫瘤。

圖二、在超音波內視鏡下，清楚地看到

胰管內部的黏液性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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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據國健署資料，目前十大死因仍以癌

症為首，而放觀十大癌症中消化道常見的大

腸癌、胃癌、食道癌皆列在其中。民眾對癌

症的警覺性提高，因而大幅提高早期消化道

癌或癌前病灶的篩檢率，進而增加整體存活

率及生活品質。然而隨著醫療進步，消化道

癌的治療方式也有愈來愈多的選擇，不是所

有的消化道癌都只能仰賴開刀。

傳統內視鏡針對食道、胃、大腸部位

文/肝膽腸胃內科 張明輝 主治醫師

的早期癌及癌前病灶的處理方式有：1.一般

瘜肉切除術(polypectomy)、2.內視鏡黏膜切

除術(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

3.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瘜肉切除與內視鏡黏膜切除方法類似，

利用注射針將生理食鹽水打入腸道的黏膜下

層，將病灶處隆起，之後再將病灶處套上電

圈(SNARE)並通電予以切除。但腫瘤可切除的

大小局限於電圈的大小(約2公分)。而EMR無

法切除的病灶(如大於2公分的癌前病灶、或

早期癌、黏膜下腫瘤)以往必需接受外科手術

而目前可以在謹慎的挑選下(無淋巴結侵犯、

腫瘤特性)予以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的過程為1.用電刀

標記腫瘤範圍、2.利用注射針對黏膜下層注射

液體，達到病灶隆起後利用專用電刀，進行

腫瘤外圍環切、3.之後再利用電刀進行黏膜下

層剝離、4.完整切除病灶後利用止血鉗進行止

血及傷口內視鏡縫合。

ESD的優點可以一次完整切除比較大的病

灶和進行完整的病理組織檢查，但缺點是併

發症也比較多(如出血、穿孔)，及所需時間也

比較久。

不用開刀可以治癌？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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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有哪些併發症？如何處

理？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常見的併發症為出

血及穿孔。出血分為術中出血及術後延後出

血。術中出血可當下立即進行內視鏡止血，如

延後出血，可先給予藥物治療或再進行內視鏡

止血。若術中穿孔的情形，可進行內視鏡修

補，如術後才發生穿孔，若有感染情況（腹膜

炎，縱隔腔炎及持續之症狀），則可能需照會

外科立即外科手術處理。

若有殘留癌細胞或復發時該如何處理？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相對於其他內視鏡

手術比較不會有殘留癌細胞之情況，同時也有

較低之復發率。若真的發生有殘留或復發之情

況，可以視情況再施行同樣術式，或是追加外

科手術處理。

結論

在消化道癌症發生率不斷升高的現代社

會，雖然大部分仍需接受外科手術治療，但在

早期患者或不適合手術者，慎選患者病狀進行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可提供早期消化道癌之

完整切除。與傳統手術比較，不僅恢復快，且

沒有剖腹手術後傷口照護問題。而且可以保留

器官完整性，減少術後沾黏的情形，不影響原

先的生理功能。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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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消化外科 洪家椿 住院醫師

肝膽腸胃消化外科 李祥麟 主     任

從外科觀點淺談肝癌治療

衛福部於今年六月公布癌症蟬聯第38年

國人十大死因之首。肝細胞癌是台灣常見的惡

性腫瘤之一，高居癌症的第二名。過去常見於

中年男性，但是近年來，肝癌卻有著越來越年

輕化的趨勢。

高好發年紀已提前至35至50歲。肝癌，

因其惡性度高且病情進展迅速，患者於早期通

常沒有明顯的不適，一旦出現症狀就醫時，已

屬疾病晚期。故在診斷、治療上，有效掌握與

治療之難度高、治療效果差，發病後，往往生

存時間僅僅剩半年。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也指出，台灣地區

每年約有五千多人死於慢性肝病、肝硬化，且

高達七千人死於肝癌。在台灣，八成以上的肝

癌個案曾感染慢性B型或C型肝炎。另外，近

年細懸浮粒(PM2.5)空氣汙染問題日益嚴重，

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指出，長期暴露於

PM2.5下，也會導致肝臟慢性發炎，即使無慢

性病毒性肝炎，甚至是不菸不酒的民眾，也都

有罹患肝癌的風險。

所以，若要防治肝病，民眾首要清楚自己

是否有慢性病毒性或非病毒性肝炎，如果有，

則應定期就醫追蹤，不可抱持著「身體沒甚

麼感覺或症狀，應該不需要。」而延誤治療時

機。

全民健保已於民國92年起開始給付慢性

B、C型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療，且研究證實肝炎

藥物治療B肝控制率可達八成以上，C肝更可達

七成以上的根治率。所以病毒型肝炎的感染民

眾，若符合健保治療條件，遵從醫師指示接受

治療外，也要定期接受肝功能(GOT、GPT)、

血清甲種胎兒蛋白、及腹部超音波檢查。

根據2009年8月國衛院肝癌小組專家共識

肝癌處理對策指引及台灣消化系醫學會指引，

病毒性肝炎帶原者等高危險群每6個月需篩檢

1次。若發現異常，再近一步接受腹部電腦斷

層、核磁共振、血管攝影以及肝臟切片檢查。

2004年發表的實證研究指出，對35-59

歲的B肝帶原和慢性肝炎者每6個月提供1次

腹部超音波檢查，可以降低37%的肝癌死

亡率(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2004)130:417-422)。綜上，對慢性

B、C型肝炎患者，尤其是未曾被診斷出肝炎患

者，實有加強照護及追蹤管理之必要。

理想的肝癌治療，不外乎早期發現，早

期治療。且治療方法目前主要分為兩大類：根

除性療法包括外科手術切除、肝臟移植、射頻

消融術。另一類則是非根除性療法或俗稱的姑

息療法，包括肝動脈血管栓塞、標靶治療、化

學治療、或是免疫療法。外科醫師通常都會根

據患者肝功能的好壞、腫瘤的大小、位置及是

否有侵犯重要血管或其他器官、患者的年齡、

及其生理狀況來決定最適合的治療方式。目前

臨床上，仍只有手術切除及肝臟移植可以帶給

患者完全治癒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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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耳鼻喉頭頸外科 黃承楨 主治醫師

  慢性中耳炎的治療選擇

微創中耳炎內視鏡手術

定義：中耳部分是位於耳膜以內的空腔，

內含物包含3個聽小骨、耳咽管等構造。一旦

發炎，空腔內積滿分泌物，自然造成耳朵症

狀。發炎時間超過3個月以上，就定義為慢性

中耳炎。

症狀：包含4大症狀：持續耳漏、聽力障

礙、耳鳴、及少部份旋暈的情形。原因是中耳

腔發炎，就會形成分泌物，分泌物阻隔聽力傳

導，就會出現重聽、耳悶、耳鳴的現象。如果

不治療，分泌物就會造成耳膜破洞，接著出現

耳漏的症狀。如果侵犯內耳，就可能出現旋暈

的情況。

治療：給予口服抗生素或抗生素耳滴

劑。藥物治療後，依舊鼓膜穿孔或持續耳漏

患者，就必須以手術修補，常見手術方法有2

種：傳統顯微鏡手術或內視鏡微創手術。

傳統顯微鏡手術

由於外耳道是彎曲的S形構造，傳統手術

視野會受到外耳道的遮蔽。如果要克服遮蔽的

視野，術前就必須耳後剃頭髮，術中還必須從

耳朵後方切開，傷口大小約5-6公分。由於傷

口較大，為了避免術後出血及傷口血腫發生，

就必須頭部綑綁一晚，因此常造成術後頭部悶

塞感。此外，患者常常抱怨傷口有麻木感及疼

痛感。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健康新知



內視鏡微創手術

藉由耳內視鏡及電視系統，就可以克服耳道彎曲遮蔽視野的問題。原理是將內視鏡深入耳

道內，遇到彎曲的耳道可以轉彎，如此視野不受到耳道的影響，因此病患不需要剃頭髮及耳後

切開6公分傷口。耳內視鏡傷口微小，約1.5公分上下，因此術後不必頭部綑綁，大幅降低頭部

悶脹感，耳後也不會出現麻木及疼痛感。由於傷口微小，病患可以不住院，門診手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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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顯微鏡手術與內視鏡微創手術比較

耳膜修補移植物

常有患者詢問，是不是可以連1.5公分的傷口都可以沒有？答案是肯定的。近年來，組

織修補移植物已運用在許多手術，包含疝氣、腦膜修補等外科手術，組織修補移植物同樣

也可以運用在耳膜上。運用耳內視鏡系統與耳膜修補移植物，可以在外觀完全無傷口下，

不需拆線及換藥，就可以修補破洞的耳膜。成功率可以達到9成5以上，與傳統手術成功率

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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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疾病管制署又再度公布國內新確診

麻疹病例，有國內感染病例、也有境外移入病

例，甚至國際旅遊疫情也時常出現亮紅燈情

形…「我會不會得麻疹啊？麻疹到底該怎麼防

範？

相關新聞一直報導，如果沒有讓民眾獲得

正確的資訊，反而容易造成心理上的焦慮，影

響生活品質；甚至不小心感染了卻不懂自主隔

離，變成散播病毒的傳染源之一，豈不更加麻

煩！因此今天將臨床上常遇到的幾個問題整理

提供給民眾，了解麻疹就不會覺得麻煩，懂了

就不用害怕了。

得麻疹會很嚴重嗎？大家為何這麼緊張？

「麻疹」目前在我國被列為第二類傳染

病，是感染麻疹病毒（Measles virus）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其傳染力很強，可經由空

氣、飛沫傳播或接觸病人鼻咽分泌物而感染。

潛伏期為10到12天，被傳染之後並不會馬上發

病，但在發病的前後4天，約有九天時間具有

傳染力，因此散播時間長又強，為了防範大規

模的感染，加強宣導有此必要。

如果不慎感染麻疹有甚麼症狀，又該怎麼辦？

發病後4到7天，常見症狀：流鼻水、鼻

炎、結膜炎、咳嗽，以及發燒；發燒3至4天

後口腔內出現斑點(柯氏斑點)，雖然看似感冒

症狀，但根據統計約5至10%患者可能因細菌

或病毒重覆感染而產生併發症，包括中耳炎、

肺炎與腦炎，若出現腦炎併發症，恐怕影響智

力，甚至危害生命。

若不慎被感染，只要妥善接受治療並自

主健康管理，基本上18天左右就能痊癒。當麻

疹引起的發燒與皮疹開始消退，會出現鱗屑性

脫皮及留下褐色沉著；若症狀嚴重者，可住院

採支持療法與併發症治療。

文/感染科 李鑒峯 主治醫師│醫療部 整理

圖/李和勳    繪製

聞「麻」色變

了解麻疹不麻煩 懂了就不怕了

1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小時候不是都打過疫苗？還會得到麻疹嗎？

國內是從1981年開始全面實施MMR (麻

疹、腮腺炎及德國麻疹)疫苗預防注射，疫苗

的保護力達95%以上，並可持續20年。因此現

在20歲到40歲的民眾，體內抗體可能隨年齡增

長而減少。

故1981年以後出生的成人，與其他成年

世代比較，麻疹抗體較低，可能幼時接種疫苗

所產生的抗體，隨時間而衰退，因此，依傳染

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建議，1981年以後出生

的成人，如前往麻疹流行地區，考量前往該等

地區可能感染風險，建議可諮詢醫師自費接種

一劑MMR疫苗，再行前往。

除非確定曾經得過麻疹的人，具有終身

免疫力，否則不曾得過麻疹或不曾接種麻疹疫

苗的人，都可能感染麻疹。因此建議「出生滿

12個月」及「滿5歲至入國小前」各接種一劑

MMR疫苗，來產生麻疹抗體。

麻疹該怎麼防範？

接種MMR疫苗為最有效的預防方式，且

注射疫苗後需要抗體生成時間，建議應於出發

前2週接種。

流行期間，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之公共

場所，擔心被感染的民眾可配戴口罩，並勤洗

手，避免以手碰觸口鼻等黏膜處。

因為麻疹傳染性高，以近來發布麻疹流行

疫情第一級的國家：中國大陸、印度、印尼、

日本、緬甸、菲律賓、泰國、越南等都是民眾

往來頻繁的國家，何時可能發生境外移入病

例，防不慎防。

目前政府公費提供「出生滿12個月」及

「滿5歲至入國小前」各接種一劑MMR疫苗，

請家長按時攜帶幼兒前往衛生所或合約院所接

種，才是最安心的防範方式。

如有需要帶6個月以上、未滿1歲的嬰

兒，或一般成年民眾赴流行地區前，可先至家

庭醫學科、感染科等門診評估接種需求。

以上麻疹資訊提供給民眾，再度提醒，對

於工作或是有旅遊機會前往疫情流行國家的民

眾，應多加注意自己的免疫能力，畢竟快快樂

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才是每趟旅行最終的目

的。

參考資料：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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