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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現場掛號服務 (上午八時起 ) 

一般門診一般門診
上午診 於 11:30 前受理掛號

下午診 於 16:30 前受理掛號

夜　診 於 20:30 前受理掛號

兒童發展中心初診兒童發展中心初診
上午診 於 11:00 前受理掛號

下午診 於 15:30 前受理掛號

校

B、人工電話掛號服務 (上午八時起 )

服務電話：04-7225132

上午診 於 10:30 前受理掛號

下午診 於 16:00 前受理掛號

夜　診 於 20:00 前受理掛號

●預約後，請於看診當日直接到診間報到候診。

C、語音掛號服務 (24 小時服務 )

服務電話：04-7225152

D、初診預約掛號服務

服務電話：04-7225132

●完成初診電話預約掛號之後，看診當

日須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到一樓掛號櫃

台抽取號碼牌及填寫初診基本資料表，

完成全部掛號手續後再到診間候診。

E、看診時間

上午門診 08:30 開始 12:00 結束

下午門診 14:00 開始 17:00 結束

夜間門診 18:00 開始 21:00 結束

●週六下午停診

第          版1彰基兒童醫院院訊彰基兒童醫院院訊

院   訊院   訊
2020年12月December

慢箋預約領藥 APP
彰基體系醫院掛號 APP

ios Android

| 2020 年 12 月份 | 本期主題：兒童血液腫瘤科

本期主題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官網

兒童血液腫瘤科兒童血液腫瘤科兒童血液腫瘤科兒童血液腫瘤科



第          版2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 醫療保健新知

兒童血液腫瘤科 宋家瑜醫師

 兒

嬰兒血管瘤是常見的嬰兒良性軟組織腫瘤，影響

大約 2-5% 嬰兒；好發於女嬰、雙胞胎、早產兒

或低體重新生兒 ( 尤其小於 1000 克 )。

典型嬰兒血管瘤通常在出生時不明顯，於出生後幾

週內出現，在六個月大以前快速成長，大多在一歲時達

到穩定，之後開始慢慢消退，可能留下皮膚顏色不均、皮

膚萎縮、疤痕組織等痕跡。嬰兒血管瘤好發於頭頸部，

但也可能發生在身體其他部位，可能的併發症包括出血、

潰瘍、呼吸阻塞、視覺聽覺障礙、及心臟衰竭等。

雖然大部分的血管瘤會退化甚至消失，但每個人

的病程差異大，因此是否需要治療以及採用什麼治療

方式，需要針對不同人選擇適當的方式。一歲以前是

治療的黃金期，針對較小而表淺的血管瘤，可以擦拭

Timolol 藥水；而針對較大且較深層的血管瘤，則可使

用口服 Propranolol 為第一線治療，除非有不適合使

用 propranolol 的情形或者使用後有不良反應，則可考

慮改以類固醇治療。

嬰兒血管瘤雖然多是良性的，然而非典型的血管瘤

或出現下列情形 ( 如右圖所示 ) 則建議提早評估是否進

一步治療，例如 : 血管瘤長在會影響器官功能的部位，

如長在眼睛影響視力或鼻子影響呼吸、出現影響生命的

併發症、造成永久的疤痕影響外觀、血管瘤合併有其他

結構異常或症候群、非典型的血管瘤等。

當嬰兒出現血管瘤時，家長先不用太緊張，密切觀察

血管瘤的生長與消退情形，當血管瘤影響外觀或器官功

能時，則請配合醫師建議積極處理，以免造成更多的影

響。

 嬰 血管瘤血管瘤血管瘤

參 考 資 料 及 圖 片 取 自 美 國 兒 科 醫 學 會 期 刊

PEDIATRICS Volume 143, number 1, January 

2019:e2018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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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血液腫瘤科 王唯豪醫師

Blinatumomab 的受試者發生類似癲癇、麻痺等症狀 4。

因此使用此藥物時需住院並密切監測各項生理數據。

彰基兒童醫院已有數例使用 Blinatumomab 治療白

血病的經驗。在健保通過兒童有條件給付後，想必能嘉

惠更多頑固型 / 復發型 B 細胞淋巴性白血病的小患者。

兒童白血病                            

Blinatumomab 
兒童白血病兒童白血病  新式免疫療法：新式免疫療法：

                            

BlinatumomabBlinatumomab  簡 介

參考資料：

1.  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2020)。2019年度報告。 台北：

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

2. von Stackelberg A, Locatelli F, Zugmaier G, 
et al. Phase I/Phase II Study of Blinatumomab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Relapsed/Refractory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J Clin Oncol. 
2016;34(36):4381-4389.

3. Gore L, Locatelli F, Zugmaier G, et al. Survival 
after blinatumomab treatment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relapsed/refractory B-cell precursor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lood Cancer J. 
2018;8(9):80.

4. Stein AS, Schiller G, Benjamin R, et al. Neurologic 
adverse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refractory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reated 
with blinatumomab: management 
and mitigating factors. Ann Hematol. 
2019;98(1):159-167.

健保署已於 2020 年 11 月 10 日公告，從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治療 B 細胞淋巴性白血病

的免疫療法 (immunotherapy) 新藥 blinatumomab 

(Blincyto �，中文名稱：百利妥 )，將兒童患者納入有條

件給付範圍。

淋巴性白血病，俗稱血癌，是小於 18 歲兒童患者最

常見的癌症，根據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會金的統計，

每年約有一百餘位新診斷兒童淋巴性白血病患患者 1，

其中大部份是屬於「B 細胞淋巴性白血病」。過往罹患

「癌症」常與「絕望」、「死亡」劃上等號，然而隨著新

藥發展與照護技術的進步，兒童淋巴性白血病的長期存

活率已超過八成 1，不再是不治之症。然而還是有一成

多的血癌病童需要面對頑固型 (refractory) 及復發型

(relapsed) 疾病的挑戰。

Blinatumomab (Blincyto) 便是針對 B 細胞淋巴

性白血病治療的免疫療法。Blinatumomab 像是一條

短繩，在人體中一端會接上白血病細胞表面的 CD19

蛋白質，另一端接上正常 T 淋巴球表面的 CD3 蛋白質，

藉此活化 T 淋巴球的細胞毒殺作用攻擊癌細胞。一項

前期研究顯示，在傳統化療無效的兒童

患者中，有 39% 的病人在接受完整的

Blinatumomab 療程後能達到「完

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即

體內偵測不到癌細胞的存在 )2,3，相

當非常令人振奮。副作用方面除

了常見的感染、貧血、血小板

低下外，少數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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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別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時段 診間

總

院

二樓

兒童神經外科 上午 85 張尚文 133393

下午 85 張尚文 133393

教研

四樓

兒童眼科 上午 陳彥廷 (7 診 )121801

下午 陳彥廷 (7 診 )121801 

(1 診 )( 小兒斜弱視 )
(12/4.18)

陳彥廷 121801

地

下

一

樓

兒童牙科
參考症狀：21 歲以下兒童有齲齒、缺牙及其他牙齒

問題者。

牙科治療時間費時，建議報到時間 : 上午 11:30 前，

下午 16:30 前至診間報到

上午
( 身心障礙門診 )

林瑩澤 183500

陳品如 332260(12/5.19)

 林瑩澤 183500(12/12.26)

下午
( 身心障礙門診 )

陳品如 332260

( 身心障礙門診 )

林瑩澤 183500

( 兒童矯正 )(12/2.16.30)

李慈心 332310
(12/9.23)林瑩澤 183500

黃渝聖
362110

夜間 林瑩澤 183500 黃渝聖
362110

一

樓

早產兒特診
參考症狀：21歲以下早產兒做健康體檢、早產兒追蹤，

預防注射。門診掛號後請至健兒門診評估室報到。
下午 健兒 2

陳俐如 (12/1)168708

陳曉能 (12/8)019184

蕭建洲 (12/22)068206

  李政翰 (12/4.18)129130

蕭建洲 (12/11)068206

健兒門診
參考症狀：21 歲以下兒童做健康體檢、兒童照護衛

教，預防注射。門診掛號後請至健兒門診評估室報

到。

上午
健兒 1 李政翰 326053 吳怡磊 326053 陳家玉 326053 陳曉能 326053 陳曉能 326053 蕭建洲 326053

健兒 2 陳俐如 321640 陳俐如 321640

下午 健兒 1 陳家玉 326053

(12/1.8.15.29)326053

蕭建洲
資深醫師 (12/22)326053

陳俐如 326053 劉凱雯 326053 黃于芸 326053

二

樓

兒童內科
參考症狀：凡 21 歲以下身體不適者皆可掛一般兒童

內科，由兒科專科醫師診治，並根據診視結果，妥適

轉介各次專科後續處置。

註：門診掛號後請至評估室報到。
上午

201 蔡易晉 107239 吳焜烺 068155(09:00 看診) 吳焜烺 068155(09:00 看診) 吳焜烺 068155(09:00 看診)
兒童心律不整吳焜烺

068155(09:00 看診)

202 李孟倫 020540 陳家玉 182288 ※李孟倫 020540

203 曹龍彥 001539 錢建文 103207 曹龍彥 001539 陳家玉 182288 林昭仁 124140    

204 盧芳廷 181054 高峻凱 096777 神經、癲癇張通銘 128658 盧芳廷 181054 神經、妥瑞張通銘 128658 氣喘、腎臟錢建文 103207

205 兒童神經特診※張明裕 054090 陳曉能 019184 高峻凱 096777  減敏特診高峻凱 ( 約診 )

206 教學門診
068206(12/7.21)103207(12/14.28)

教學門診
001539

王唯豪 169056
腎臟、現代針灸

吳劭彥 139256 王士忠 068122

226 遺傳及內分泌趙美琴 180430 王育美 051282 遺傳及內分泌趙美琴 180430 遺傳及內分泌趙美琴 180430 教學門診 051282

下午

201 邱漢堯 002387
            兒童神經 (14:30 看診)(12/1.15.29)

※楊瑞成 302108 蕭建洲 068206 蔡易晉 107239 邱漢堯 002387

202 李明聲 107484 李孟倫 020540 陳俐如 168708 吳怡磊 162991

203 楊順成 061359  過敏、氣喘蔡易晉 107239 楊順成 061359 曹龍彥 001539

204 錢建文 103207 吳怡磊 162991 錢建文 103207 腸胃肝膽盧芳廷 181054

205 陳曉能 019184 母乳諮詢李政翰 129130 癲癇特診張明裕 054090 林昭仁 124140  

206 王士忠 068122 王唯豪 169056 王士忠 068122 教學門診 129130 兒童心臟吳焜烺 068155

226 王育美 051282 王育美 051282

夜間

201 風濕、胸腔蔡易晉 107239 高峻凱 096777 吳焜烺 068155 蕭建洲 068206 過敏氣喘蔡易晉 107239

202 吳怡磊 162991 李孟倫 020540 吳怡磊 162991

203 蕭建洲 068206 林昭仁 124140  楊順成 061359 李明聲 107484

204 林昭仁 124140 盧芳廷 181054
[ 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

張通銘 128658

205 高峻凱 096777
[ 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

張明裕 054090

206 陳俐如 168708

遺傳性代謝疾病整合門診 上午 206 趙美琴 ( 約診 )(12/3)

兒童耳鼻喉科 上午 223 王哲偉 332278 謝明妤 332290 陳偉格 332303

兒童皮膚科 上午 221 楊仁宏 332256

兒童骨科
青少年運動傷害、長短腳、先天性斜頸、先天性扳機指 (Congenital 
Trigger finger)、發展性髖關節發育不良、馬蹄內翻空凹足 ( 杵狀足、
小兒內翻足 )、扁平足。兒童骨折、下肢扭轉或彎曲變形、畸形足、小兒
股骨頭壞死症、脊椎側彎、骨骼及關節感染等。

下午 226
 兒童青少年骨科（14：0 0看診）

王偉勛 331810

兒童外科
參考症狀：凡 21歲以下之小兒外科疾病如：小兒疝氣、隱睪、尿道下裂、
斜頸、表皮腫瘤、盲腸炎、一般外科疾病如：腹部腫瘤及各種先天性胸
腹部異常、肛門閉鎖、巨結腸症、膽道閉鎖、囊腫、便秘、尿床、頻尿等。

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12/3.10.24.31)

教學門診 180520(12/17)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 

(12/12.26) (12/5.19)

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許耀仁 181606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

兒童泌尿科
參考症狀：包皮問題、尿道下裂、尿路逆流、腎臟腫瘤等先天性及後天
性泌尿系統疾病、尿床、頻尿。

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12/3.10.24.31)

教學門診 180520(12/17)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 

(12/12.26) (12/5.19)

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便祕許耀仁 181606 林介山 331839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

十

一

樓

兒童發展中心門診
參考症狀：

※ 兒童心智 ( 看診年齡 21 歲以下 )：智能不足、自閉症、注

意力障礙、精神疾患、親職教養等等

※ 兒童發展鑑定門診為醫師約診，兒童發展遲緩鑑定複診追

蹤個案，後續約診請聯絡 04-7238595 轉 1164

※0-6 歲兒童懷疑有發展遲緩者或兒發中心初診個案請掛號發

展門診

註：

1. 兒童心智科江瑞豐醫師，星期六門診看年齡為 6-21 歲。

上午

1 兒童心智袁有序 180998
兒童發展鑑定 (9:00 看診 )

張明裕 054090
(11/6.13.20) 

3 兒童心智 林達偉 149179
兒童心智

江瑞豐 360043

兒童心智

陳力源 161319

發展門診 [ 自閉、過動、教養 ] 兒童心智 兒童心智 (08:00 看診 ) 

江瑞豐 360043江瑞豐   360043 江瑞豐 360043
(12/10.24)

4
兒童發展鑑定 (12/7.21.28)

張通銘 ( 約診 ) 

兒童發展鑑定

張明裕 ( 約診 )

林達偉
兒童發展鑑定

(約診 )

陳力源
( 約 診 )

兒童發展鑑定 (12/4.11.18)

廖淑芬 ( 約診 )

(12/10.24) (12/3.17.31)

2 樓
92

發展門診

廖淑芬 094882

發展門診

廖淑芬 094882

2 樓
204

發展門診

張通銘 128658

發展門診

張通銘 128658

2 樓
205

發展門診

張明裕 054090

下午

1
肉毒桿菌注射

廖淑芬 ( 約診 )

青少年發展門診 (12/3.17.31)

黃意評 361400
學習障礙特診 (12/4.18)

張明裕 約 診

3
兒童心智

劉怡君 183711

兒童心智

蔡佩蓉 

361459(12/1.8.15.29)

兒童心智

劉怡君 183711

兒童心智

袁有序 180998

兒童心智 (12/4.18)

江瑞豐 360043

4
神經罕見特診 / 雷特氏症

兒童發展鑑定 (12/1.8.15)

蕭安芳 ( 約診 )

兒童心智 (12/23)

蔡佩蓉 361459

兒童發展鑑定

黃意評
(約 診）

(12/10.24)

劉怡君
( 約診 )(12/3.17)張通銘 128658

(12/14)

         

★門診異動訊息以現場公告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