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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家長擔心孩子長不高，

自行從坊間或是網路上尋找轉骨方劑，

沒有對症下藥的結果，

反而變成補過頭，

或是錯失了成長時機。

臺北慈院兒童生長發展聯合門診，

提供跨團隊服務，

結合專業小兒科、中醫科及營養師，

完整評估、檢查，

為孩子量身打造專屬的成長良方，

把握發育黃金期。

臺北慈院
兒童生長發育聯合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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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玲 已 經 念 國 中 一 年 級， 但

一百四十二點三公分的身高、三十三

公斤的體重，讓她和同學站在一起時

明顯小一號。媽媽帶著小玲來到臺北

慈濟醫院「兒童生長發育聯合門診」，

結果顯示她的血液生化、內分泌與生

長激素檢查都正常，確認小玲的生長

遲緩現象主要原因是飲食方面，營養

師侯沂錚發現小玲偏食、熱量及蔬菜

攝取不足，便為她設定成長目標，提

供每日食物攝取量及運動建議，一個

月後，小玲的身高就增加一點二公分，

體重增加零點七公斤了。

小志讀國一時，身高一百三十五公

分，經「兒童生長發育聯合門診」診斷

為生長激素缺乏，接受生長激素治療四

年，在高一時，身高一百七十公分，增

高了三十五公分。如今就讀高三的小志

已揮別身高的困擾，專心朝未來的志趣

而努力。

臺北慈院的「兒童生長發育聯合門

診」於二○一四年十月四日正式開設，

提供西醫小兒科、中醫科及營養師的跨

團隊服務，門診時間為每月第一及第三

週六的上午時段，方便家長帶孩子前

來，希望為孩子量身打造最適合的成長

發育良方。

解決低於3%的困擾

開辦聯合門診  

每學期開學時，中小學會為學生測

量身高體重、進行健康檢查，了解生長

文／徐莉惠    攝影／吳裕智

臺北慈院結合小兒科、中醫科與營養師跨科團隊開辦「兒童生長發育

聯合門診」，左起：中醫部周逸峰醫師、楊淑君醫師、兒科部蔡立平

主任、張亞琳營養師、侯沂錚營養師、營養組林育芳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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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育狀況。針對生長曲線低於百分之三

的學生，也就是每一百名同年齡學童

中，身高體重最小的前面三名，學校會

發給家長「兒童發展評估轉介單」。許

多家長拿到轉介單，面對眾多的醫療院

所，內心難免徬徨，不知該看西醫還是

中醫，於是帶著孩子奔波於不同時段的

中、西醫門診；有些家長則道聽塗說，

誤信坊間來路不明的偏方，反而耽誤了

孩子的正常發育；而且從中醫觀點，太

早進補容易有性早熟的問題，反而會影

響孩子成長。兒科蔡立平主任表示，常

在門診看到孩童吃了幾年的偏方，家長

發現效果不佳，再帶到醫院求診，其實

已經錯過黃金期了，相當可惜。

為了解決父母的煩惱，免去家長和

孩子舟車勞頓之苦，並導正視聽，籌辦

「兒童生長發育聯合門診」的想法油然

而生。蔡立平主任與中醫部溝通「轉

骨」的正確觀念，針對孩子的成長發育

找到相關的科學證據，發現中藥在某些

方面確實能提供協助，但不等於民間流

傳的轉骨方。此外，「營養」在兒童成

長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蔡立平主

任也進一步與營養師討論相關細節，歷

經多次會議後，聯合門診就誕生了。

兒童成長門診開立至今約一年半的時

間，蔡主任說：「自開診以來，一年約

有一千五百人次的門診量，平均每次門

診近七十人次。」他並分析，「門診所

見以『父母期待再高』和『營養不均衡』

居多，但也有遇到少數生長激素缺乏和

染色體有問題的孩子。」

來就診的兒童或青少年，會由小兒

科進行內分泌檢查及基因檢查，一步步

找出原因，如果確定只是飲食方面的問

題，便由營養師給予建議，也可由中醫

把脈後開方調理。

若確診缺乏生長激素

可施打激素治療

正常來說，孩童在青春期前，每年

身高約可成長四至六公分。若發現孩童

生長曲線大幅落後同性別的同齡孩子時

（低於百分之三）；或是一年成長速度

小於四公分或半年小於兩公分；或是有

性早熟的情形，建議家長可帶孩子就醫。

以去年來看門診的曾小妹為例，二

○一五年二月爸媽帶她來時，小學五年

級，身高一百三十四．六公分，體型在

同學群中顯得嬌小，逐漸產生自卑感，

讓爸媽很擔憂。追蹤觀察，請曾小妹每

個月來回診，九個月過去了，曾小妹只

長高一．六公分。所以蔡立平主任請曾

小妹住院一天以進行生長激素的刺激試

驗，結果證實是「生長激素缺乏症」。

二○一五年十二月，開始為曾小妹施

打生長激素，到了二○一六年三月量身

生長激素刺激試驗

受測者需服用特殊藥物以刺激腦部
分泌生長激素，經過多次抽血檢驗，
以得知血液中的生長激素含量，才
能診斷生長激素是否缺乏，所以必
須住院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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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一百三十七．五公分，等於兩個

月長高一．三公分。蔡主任評估，曾小

妹未來還有三至四年的長高空間。

評估成熟度  第二性徵與骨齡  

家長帶著孩子到醫院掛號後，醫院志

工會先幫孩子測量身高體重。門診中固

定使用同一臺身高尺，以提高精確度。

首先由蔡主任判斷孩子的身高體重落在

生長曲線的哪個百分位，同時評估孩子

身體的「成熟度」。成熟度與身高息息

相關。

「早熟可能導致目前的身高較高，但

將來不見得高。」蔡主任表示，成熟度

的評估標準包括女性第二性徵，即胸部

和體毛的發育，而男性的第二性徵，即

睪丸大小和體毛的發育，同時安排「骨

齡」測試，必要時會抽血檢驗荷爾蒙。

對於身材矮小的孩子，尤其低於正

常人百分之五以下的，會安排做特殊

驗血，看看生長激素、甲狀腺、電解

質、酸鹼度、腎功能以及有無貧血，

了解孩子是否有潛在的病因導致身材

矮小。

造成身材矮小的原因有很多，有先天

的，也有後天發生的，先天疾病如：家

族遺傳、青春期遲發性體質（晚熟）、

內分泌疾病（甲狀腺、腦下腺等）、先

天性心臟病、腎臟病，後天發生的最主

要就是營養不均衡，以及性早熟。此

外，也有人因氣喘、過敏體質必須長期

服用類固醇而影響到身高發育。

聯合門診開立前的籌備會，將所有細節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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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慈院兒童成長聯合門診
身材矮小的常見原因：
1. 生長激素缺乏
先天性生長激素分泌不足、後天腦部受創、手術或化學放射治療，都可能造成
生長激素缺乏。發生率約佔所有孩童的五千分之一，在身材矮小的孩童裡約占
百分之六，外觀上四肢軀幹比例都很正常，但比同年齡的孩童嬌小許多。由於
智力和活動力都正常，因此許多父母不以為意，認為只是發育比較慢，容易因
此錯失治療的黃金期。及早診斷、及早補充生長激素，有機會讓孩子的身高急
起直追。

2. 甲狀腺功能低下
年齡越小的孩童，所受的影響越大。除了身高不足，可能還有反應遲鈍、眼皮
四肢浮腫、胃口不佳、容易便秘等症狀。確診為甲狀腺功能低下的孩童，補充
甲狀腺素後，症狀可明顯改善。

3. 透納氏症
發生率是二千五百分之一，由於女性性染色體異常造成。典型患者除了身材矮
小外，尚有頸部成蹼狀、眼瞼下垂、雙臂下垂時無法緊貼腿部，但是不一定每
位患者都有上述表現，也可能特徵不明顯，到了青春期時，卵巢、乳房沒有發
育，無月經、無陰毛的出現才被發現。因此女孩身高逐年落後時，或身高小於
三個百分位，就應該提高警覺並儘早就醫，進行染色體檢查。

4. 性早熟
近年來性早熟的孩童有增加之趨勢，「借」了未來的身高先長，剛開始可能比
同齡孩童高出許多，但後續沒有潛力再長，骨骼生長板提早癒合，在兒童階段
甚至可能十歲前就遲緩停頓而不再長高，到成人時，女孩身高大約在一百五十
公分，男孩在一百六十公分以內。

5. 小胖威利症
基因問題造成的罕見疾病，患者手腳尺寸較小、身材短小，缺乏平衡感與協調
能力以及缺乏青春期或發育遲緩，百分之八十的患者有生長激素缺乏。患者無
法控制食慾，過度進食，有強烈的索食行為，以致於患者外觀矮小、肥胖。

6. 出生時低體重
足月的新生兒體重低於二千五百公克，早產兒則視週數而定。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資料顯示，出生時低體重兒百分之十五到兩歲時無法成長到正常曲線內，會
影響嬰兒成長與發展，未來也容易發生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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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早熟  中西醫合力延緩發育

性早熟是在現今小兒科門診常見的

求診原因之一，蔡主任舉一個在聯合門

診成立之前就發生的案例。林小妹七歲

時身高一百二十八．二公分，在同齡女

孩中算是高個兒，由於胸部明顯發育，

家長懷疑早熟而帶來就醫。經過荷爾蒙

刺激試驗，確定是「中樞性早熟」，安

排腦部電腦斷層、超音波檢查結果皆正

常，但她的骨齡已八歲。追蹤一年，蔡

主任發現她越長越快，實際年齡八歲

時，骨齡居然已十一歲，明顯快速增

加。

依據父母的身高，蔡主任期待林小

妹的最終身高是一百五十六公分，因為

早熟而降低至一百五十三公分，於是向

健保申請給付「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

（GnRH-a）」，目的是為了抑制成熟
速度，自二○一四年九月開始注射，每

四星期注射一次，長達一年半。目前林

小妹實際年齡十歲，骨齡不到十二歲，

骨齡增加速度趨緩，蔡主任預期最終身

高有機會可以長到期待的一百五十六公

分。 
針對性徵發育提早但骨齡與實際年齡

差距不超過兩年的孩子，醫療團隊會徵

詢家長的意願，會診中醫師，給予中藥

延緩生長速度。若是骨齡已超出實際年

齡許多，達兩歲以上，蔡主任建議用西

藥「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來停止早熟

的情形。

至於挑食或營養不均衡的「小瘦族」，

則會轉介給營養師，根據孩子的飲食紀

錄，由營養師給予衛教協助改善；有些

孩子若有食慾不佳的狀況，將由中醫師

調脾胃，營養師協助選擇食材，增進孩

子的食慾、吸收該有的營養。

看診過程和中藥的部分皆有健保給

付，若諮詢營養師，需負擔營養諮詢費

兩百元。此外，若孩子未符合健保給付

的條件，使用生長激素或促性腺激素釋

放激素，則需自費負擔。

不給成長壓力  把握發育青春期

除了上述一些長不高的原因，蔡立平

主任表示，其實大部分來看診的，都是

父母期待孩子長更高，很多家長以為青

中樞性早熟
    性早熟通常可分為「中樞性早熟」
及「末梢性早熟」。一般指女孩在
八歲前，男孩在九歲前，由於內分
泌不平衡，開始提早有青春期變化
出現。女孩們可能在學齡前出現胸
部發育、陰毛長出甚至初經來潮等
性徵，男孩則會有睪丸、陰莖變大、
變聲等進展現象，兩性同時都會伴
有身高增加快速情形。
   中樞性早熟是中樞神經的下視丘
開始作用，促使性腺激素變得異常
亢進。
   末梢性早熟是接受器官腺體分泌
出現問題如：先天性腎上腺素增殖
症、卵巢腫瘤、睪丸腫瘤等。
   資料來源：兒童生長協會「小兒中樞

性早熟患者手冊」http://www.child-
grow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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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期的孩子會持續成長到高

中甚至當兵，等到發現孩子

好像不再長高了，才開始緊

張地帶來看醫生，尋求繼續

長高的機會，但是往往帶來

時，已錯失治療時間。因此，

注意青春期發育的時間點非

常重要。

蔡立平主任說，家長需觀

察孩子的第二性徵，男孩的

睪丸發育、女孩的乳房發育

是第二性徵的第一個表現，

當第二性徵提早來臨（男孩

九歲以前、女孩八歲以前）

或第二性徵太晚出現（男孩

十四歲以後、女孩十三歲以

後），就必須尋求專科醫師

的協助，密切追蹤骨齡、生

長速率曲線及抽血檢驗性荷

爾蒙濃度。透過孩子左手 X
光片（骨齡）幫助評估孩子

的生長空間與潛能，看骨齡

及生長板是否關閉，男孩骨

齡小於十六歲、女孩骨齡小

於十四歲較有成長機會。

蔡立平主任建議，在心

態上，家長要放下焦慮的心

情，不要過度擔心小孩，以

免造成孩童的心理壓力。孩

子的未來有無限可能，臺北

慈院醫療團隊與家長一同守

護孩子的成長與健康。

女孩骨齡：十一歲（左）生長板尚未閉合；十四歲（右）生長

板已閉合。

男孩骨齡：十二歲半（左）生長板尚未閉合；十六歲（右）生

長板已閉合。（蔡立平主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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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愛丁堡醫院研究，白天有運動的孩

子，生長激素的分泌量高於沒有運動的孩子。

日本帝京大學曾經安排七位孩童進行研究，藍框

內顯示每位孩童吃消夜（一片麵包、一杯果汁、

兩小時內睡覺）後，夜晚分泌的生長激素遠低

於未吃消夜。

Hiroko Kodama, Kazuoki Kubota, Mamoru Hata, Yutaka Nakazato, and Toshiaki Ab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eiky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okyo, Japan. (1996). 
Clinical Pediatric Endocrinology; 5(2), 79-81.

血中生長激素

白天運動影響夜間生長激素的分泌 消夜對生長激素分泌的影響

實心點 :	運動

空心點 :	沒運動

臺北慈院兒童成長聯合門診在兒科部蔡立平主任的構思下成立，希望父母不再四處奔走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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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oko Kodama, Kazuoki Kubota, Mamoru Hata, Yutaka Nakazato, and Toshiaki Ab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Teikyo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Tokyo, Japan. (1996). 
Clinical Pediatric Endocrinology; 5(2), 79-81.

幫助長高 4關鍵
1. 多運動
根據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研究，白天有運動的孩子，生長激素的分泌
量高於沒有運動的孩子。運動不只能刺激當下的生長激素，也能提
升夜晚常規的生長激素分泌量。

2. 睡眠
生長激素在晚上十二點左右開始分泌，持續三個小時，好的睡眠品
質非常重要。很多藥物可以刺激生長激素分泌，但是沒有一個藥物
的效果比睡眠來得好。有些孩子晚睡的原因是課業重，但有些孩子
則是沉迷網路、線上遊戲，甚至全家人都是夜貓族。最好在晚上十
點半前上床就寢，半小時後順利進入熟睡，讓生長激素分泌不受干
擾。

3. 勿吃消夜
根據日本帝京大學一項研究，找來七位受試的孩子，每位孩子晚上
九點上床睡覺，睡前兩小時內吃消夜後，生長激素的分泌量皆遠低
於未吃消夜。主要原因在於血糖會干擾生長激素的分泌，建議睡前
兩小時內不要再吃東西，讓身體逐漸進入休息、修復的階段。

4. 營養
均衡的營養是孩子成長發育不可或缺的要素。除了有些是家族偏瘦
的基因之外，許多「小瘦族」是偏食、吃得少、營養不均衡所造成。
家長必須建立正確的飲食習慣，固定用餐時間、少吃零食以免影響
正餐食慾。若孩子胃口小，可優先補充蛋白質、鈣質等重點營養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