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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內視鏡吞嚥困難 
是個很常見的問題

文／耳鼻喉科主治醫師謝麗君

吞嚥困難是個很常見的問題，特別在

老年人、神經性疾病患者(如：腦中

風、腦性麻痺及帕金森氏症患者等)以及頭頸癌

的病人都容易出現吞嚥障礙。常見的症狀與徵

兆包括過多的咀嚼動作、進食時間太長、容易

流口水、一口食物需反覆吞好幾次、進食後口

腔內仍殘留食物、感覺有食物卡在喉嚨，甚至

進餐後出現咳嗽或嗆咳、反覆的肺炎以及體重

減輕等等。

臨床上吞嚥的評估包括完整的病史詢問、

理學檢查和神經評估，還可以加上特殊的吞嚥

檢查，如螢光錄影吞鋇檢查、纖維內視鏡吞嚥

檢查、喉部肌肉的肌電圖檢查等等。

相較於「螢光錄影吞鋇檢查」需在放射科

部門檢查，有放射線曝露的疑慮，並且檢查時

病人必須吞嚥含鋇劑的食物，「纖維內視鏡吞

嚥檢查」整個過程約20分鐘，一開始使用纖維

內視鏡從鼻孔置入至咽喉，觀察病人咽喉及聲

帶的功能、口水的殘留情況，接著給予調整不

同的食物質地，觀察在吞嚥過程中咽喉部位的

肌肉功能、吞嚥後殘留食物的程度與位置以及

食物是否嗆入呼吸道等情況。同時，也會立即

視臨床病人需要，而給予使用代償性的進食方

法及進食質地的策略建議，可以快速有效的提

供病人安全進食的方式，讓患者及早發現病因

進行治療，快速恢復吞嚥功能，減少併發症的

機率。

此外，評估之後，若患者需要吞嚥訓練，

也會由醫師擬定適合的計畫，交由語言治療師

共同執行。當吞嚥治療結束後，我們亦可讓患

者吃平常所喜好吃的食物，評估進食的安全性

以及可否移除鼻胃管改由口進食的相關問題。

纖維內視鏡吞嚥檢查是一個簡單安全，可

近性高且可反覆施行的檢查，若有相關症狀的

患者，都歡迎轉介到耳鼻喉科門診安排相關的

檢查。◎

文／結核病個案管理師彭綉芳

結核病是國人發病率最高的法定傳染

病，疾管署擬定「挑戰2035」之防治

策略，跟上世界衛生組織「終止全球結核病流

行」的目標，期望在2035年達到消除國內結核

病。馬偕紀念醫院為多重抗藥性結核專責醫院

之一，肩負結核病防治之重責大任，配合國家

推動結核病防治計劃，全力投入結核病防治工

作。

「個案管理」是結核病防治中非常重要的

一環，部分民眾對結核病仍有不正確的認知，

導致治療中斷，甚而產生抗藥性。因此，透過

個案管理傳達正確的觀念，結合醫院的醫療資

源及社區關懷，能讓個案受到最妥善的照顧並

完成治療。

結核病個案管理是以個案為中心，協調

家屬、醫護人員、公衛系統等各成員溝通及合

結核病個案管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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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藥劑部主任李韋瑩

「藥師請問一下，我昨天去門診看病，

回來吃了兩次醫師開的藥後，身體

跟手臂開始起疹子，有一點癢，我看藥袋上有

說，這個藥可能會造成過敏，那我現在要怎麼

辦 ?」

「藥師，請問我爸爸長期在吃醫院開的降

血壓藥，但是最近他常抱怨頭暈，血壓量起來

都偏低，那藥還要繼續吃嗎？」

「老先生同時期在兩家醫院拿到的6張處方

中，同時開立了22種藥物：有4種腸胃藥，心臟

科醫師開了4種高血壓藥，胸腔科開了4種藥治

療慢性阻塞性肺病，精神科開4種抗憂鬱及失眠

藥，神經內科給了2種抗巴金森藥物，泌尿科、

眼科醫師也分別開了兩、三種藥，耳鼻喉科開

治療過敏性鼻炎的外用藥。每天光是口服藥，

就吞下42顆藥。」

藥師每天接受的藥物諮詢問題五花八門，

雖多為一般的問題，但也會從中發現一些細

節，值得我們重視及關心家中長者居家用藥安

全的問題。馬偕紀念醫院為了讓民眾用藥用得

更安心，針對本院病友提供現場及電話的用藥

諮詢服務。提供病人藥物諮詢及主動衛教。◎

服務宗旨：

提供病人用藥諮詢服務及醫療人員所需的藥物

資訊

服務項目：

藥物諮詢服務，提供病人及一般民眾藥物諮詢

服務與教育，需要進一步用藥指導的病人，提

高病人服藥順從性及減少藥物相關副作用。藥

物整合含門診及出院病人的用藥指導服務。

藥物諮詢室簡介

BOX－連續血糖監測流程咳嗽兩週（2分）

▲

咳嗽有痰（2分）

▲

胸痛（1分）

▲

沒有食慾（1分）

▲

體重減輕（1分）

BOX結核病簡易篩檢

如果您有上述症狀，且分數加總達5分以上，
建議您戴外科口罩至胸腔內科就醫檢查。

作，進而提升服藥順從性，增加照護品質，提

升完治率。

並且個案握管理可以提升對結核病的認

知。衛教結核病的症狀、病因與傳染途徑，使

個案了解按時就醫、規律服藥的重要性。並且

宣導結核病相關政策，例如：都治計畫、接觸

者檢查、搭乘大眾航空器注意事項等。

此外，也會指導服用結核藥物注意事項，

藥物副作用偵測，協助個案按時就醫。日常生

活中也需學習正確咳嗽禮儀、痰液處理以及維

持居家通風環境。個案管理還會協助確診個案

之接觸者檢查，提供病人諮詢窗口，及時有效

的解決有關結核病之疑慮，提升個案管理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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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呼吸
呼吸道暢通

▲打鼾
呼吸道部份阻塞

▲睡眠呼吸終止症
呼吸道完全阻塞

文／胸腔內科主治醫師陳昭賢

46歲的張先生是一名警察，略顯福態、體

力不錯，只是血壓稍高、每天需服用一

顆藥物控制。這幾年來，張先生雖然每天睡足

八小時、作息規律，但是早上總是需要用到兩

個鬧鐘才爬得起來。白天還是常常覺得疲累、

想睡覺，不僅在家看電視時昏昏欲睡、甚至開

車等紅綠燈的時候都會睡著。

張先生每天總要喝個兩、三杯咖啡，也嘗

試各種活力飲料、吃東西、穴道按摩……等提

神祕方，但效果通常無法持久。最近，張太太

實在受不了他晚上震耳欲聾的打呼聲，偶而還

會發現他呼吸停止、過一陣子嗆咳後才又開始

呼吸，因此半推半就的拉著張先生來看胸腔科

的睡眠門診。經過醫師安排一整晚的精密睡眠

檢查後，張先生才知道他有重度的阻塞型睡眠

呼吸中止症，也在醫師的建議下嘗試配戴正壓

呼吸輔助器(CPAP)睡覺。結果不僅打呼的情況

有所改善，幾天後張先生開始覺得白天的精神

變好、也不再會打瞌睡了。 

什麼是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obstructive 

sleep apea)是當人在睡覺的時候，因為呼吸

道塌陷、狹窄，整夜經歷重複的呼吸中止，造

成睡眠斷斷續續、甚至缺氧的情況。台灣有

51.9%的人，晚上有打呼的現象；而估計有將近

5-10%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而在男性/停

經後的女性、老人、肥胖(特別是脖子粗)、下巴

內縮、脖子短，這樣的人比較容易發生。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晚上常見的症狀包

括打呼、呼吸暫停、嗆咳、不安眠，白天常有

睡不飽、白天嗜睡、注意力渙散、起床後頭痛

等情形。長期而言，發生心血管疾病、中風以

及交通意外的機會都是平常人的三倍，而大約

有半數的患者會同時患有高血壓，也有較高的

機會罹患糖尿病。因此若有懷疑，即早就醫、

確定診斷是相當重要的。

診斷上，雖然有很多問卷可以篩選疑似

個案，不過整夜的多頻道生理監測睡眠檢查

(PSG)，仍是當前必要的檢查、而且可以找出其

他的睡眠相關疾病。若確定是阻塞型睡眠呼吸

中止症，建議避免安眠藥、睡前酒精飲料的飲

用或是睡眠不足的狀態，而側睡、戒菸、減重

會有不同程度的改善；醫師會依照嚴重度、不

同的疾病特性，推薦包括減重、牙套、手術或

是陽壓呼吸輔助器等不同的治療方式。

即早就醫，睡好眠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是一種常見、卻

非唯一會影響睡眠品質的睡眠疾病。因此，身

邊若有親朋好友，雖然睡眠時間足夠、作息規

律，仍然白天嗜睡，建議要來睡眠門診，看看

是否是因為睡眠疾病影響夜間的睡眠品質。◎

認識睡眠呼吸中止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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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任何搭乘交通車的問題與建議，請洽(02)2809-4661轉2041。

台 北  /  淡 水 交 通 車 時 刻 表
週一至週五

台北發車時刻 台北發車時刻 台北發車時刻淡水發車時刻 淡水發車時刻 淡水發車時刻

週六 例假日

08:50
09:00
09:15
09:40
10:10
10:40
11:10

09:10
09:25
09:40
10:10
10:40
11:10
11:30

09:00
09:40
10:10
10:40
11:10
11:40
13:30

09:00
09:40
10:10
10:40
11:00
11:40
13:30

09:00
10:20
11:30
12:10
13:30
14:45
15:20

08:30
10:00
11:00
12:30
13:45
14:20
15:35

11:40
12:10
12:40
13:10
13:30
14:10
14:40

11:50
12:40
13:10
13:30
14:10
14:40
15:10

14:00
14:30
15:10
20:30

14:10
14:40
15:10
19:10
21:20

18:20
20:30

16:55
17:25
19:10
21:20

15:10
15:35
15:40
15:50
18:00
18:30
20:30

15:35
16:40
18:10
18:20
18:40
19:15
21:20

《交通資訊》
台北：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2號
公車：
國賓飯店站 26 40 218 220 221 227 247 260 261 287 310 636 638 659 

中山幹線台北-三芝
馬偕醫院站 42 46 226 290 518 紅33
捷運：雙連站(淡水信義線)
區域免費公車：
馬偕醫院站 淡水區紅5、三芝區、八里區、五股區(60分鐘一班)
公車：竹圍站指5、指10、308、837、淡海-北門、淡大-北門、淡水-八里、台北-三芝、淡海-板橋、中和-淡海、北門-北新莊、北門-石門
捷運：竹圍站(淡水信義線)

淡水：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5號
本院免費接駁公車：
馬偕樓發車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12:10/13:20-17:00
週六 08:00-12:00(每20分鐘一班)
竹圍捷運站發車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40-12:20/13:30-17:10
週六 08:10-12:10(每20分鐘一班，經恩典樓)   

睡眠中心病友會
病人的再教育

文／睡眠中心護理師彭琪芳

馬
偕醫院睡眠中心除了常規的睡眠檢查，幫

助醫師診斷病人是否患有睡眠疾病之外，

對於睡眠疾病的另一大族群－呼吸中止症的病

人也提供後續的治療。大多數的阻塞性睡眠呼

吸中止症患者，在呼吸道塌陷前，會發出如雷

的鼾聲，且會不斷地中斷睡眠，整晚身體反覆

缺氧的情況，造成睡眠品質低落，長久下來引

發相關併發症，是不可忽視的。在治療呼吸中

止症病人時，以陽壓呼吸器做治療的病人，需

要醫師與病人之間耐心的配合治療，並且後續

持續的追蹤管理也會影響治療成效。

自2015年起，睡眠中心附屬之睡眠衛教室

每年舉辦睡眠病友會，邀請包括長期使用呼吸

器，及剛被診斷為睡眠中止症之病人參加。在

病友會中，有睡眠障礙專科、胸腔內科劉景隆

資深主治醫師，以簡易明瞭的方式講解睡眠呼

吸中止症，接著由護理師示範呼吸器的清潔、

使用相關方式。經由2次的病友會，以再次衛教

的形式來提醒病人，除了追蹤情況，還可以了

解病人後續治療所碰到的問題。透過在場的醫

護團隊協助解決，增加了與病人的良性互動，

也提高病人使用呼吸器治療的順應性，為醫病

雙方皆帶來正向的回饋。

病人的直接反應是影響後續呼吸器的治療

效果的關鍵，而參與病友會的病人大多有良好

的回應，這對於醫護團隊定期舉辦再教育是莫

大的鼓勵。馬偕紀念醫院每年10月固定辦理

睡眠中心病友會活動，歡迎有需要的人關注報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