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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孩有打鼾或睡眠呼吸中止，該如何治療? 

【前言】 

睡眠對小孩的成長及健康有著重大的影響；長期睡眠不足，除了影響生長，還會導致日間

精神不濟、過動、注意力不集中或嗜睡，影響學業表現，也可能出現攻擊性行為遭到老師

及同學投訴，有些甚至被診斷為過動兒。兒童睡眠障礙中最常見的是打鼾及阻塞型睡眠呼

吸中止症。根據統計，有 10%的兒童有習慣性打鼾，好發的年紀為四到九歲，而這其中

約有 15%會合併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若小孩晚上在打鼾，甚至合併呼吸停止而驚醒

或頻繁翻覆，經常夜驚、夢魘、夜尿及張嘴呼吸等狀況，很可能是患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

止症。 

【適用對象 / 適用狀況】 

1.  由耳鼻喉科醫師或小兒科醫師理學檢查及側顱 X 光或內視鏡檢查後告知您小孩有腺樣體

及扁桃腺肥大。 

2.  小孩打鼾每星期超過 4 天，合併呼吸停止而驚醒或頻繁翻身，經常夜驚、夢魘、夜尿及張

嘴呼吸等狀況，或合併生長遲緩（身高及體重低於標準）及過動、注意力不集中。 

3.  睡眠多項生理檢查（Polysomnography, PSG）診斷缺氧及氧氣濃度下降次數的平均值大

於每小時 1 次（Apnea-Hypopnea Index, AHI> 1/hr）。 

 

 

 

【疾病介紹】 

一、發生原因 

1.  打鼾是空氣經過上呼吸道較窄的地方造成亂流而產生聲音；而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是由

於上呼吸道狹窄及塌陷，導致吸進去的氧氣不足。  

2.  小孩上呼吸道狹窄最常見的原兇是位於鼻腔後方的腺樣體及口咽兩側的扁桃腺肥大; 腺

樣體及扁桃腺皆為淋巴組織，會因為上呼吸道感染而腫大，在２歳以前免疫系統還未成熟

的小小孩有著一定的對抗外來病菌的功能，但隨著小孩成長，腺樣體及扁桃腺對免疫力的

貢獻逐漸不明。當鼻腔後方肥大的腺樣體把鼻子堵住，小孩自然會張嘴呼吸，若口咽兩側

的扁桃腺也肥大導致狹窄，在睡眠的狀況下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缺氧。 

 

二、風險因素 

1.  鼻過敏 

2.  肥胖 

3.  先天性異常，如顱顏畸型、唐氏症、神經肌肉病變。 

4.  其他危險因素：白天寄養在托兒所的兒童、家中有吸香菸人口、頻繁上呼吸道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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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症狀 

1.  張嘴呼吸、打鼾 

腺樣體肥大對3-6歳時期的小孩影響最大，就算沒有明顯鼻過敏症狀，孩子還是呈現鼻塞，

整天為了吸氣必需張嘴呼吸，除了睡眠時會發出鼾聲，也難以進入深睡眠狀態，使生長激

素分泌不足，影響身高體重；睡覺時因呼吸困難必須張口呼吸，時間長了會導致上顎發育

不良及頰窄、牙齒排列不齊、上唇短厚翹起等，形成腺樣體面容(adenoid face)；此外，

腺樣體肥大還可壓迫耳咽管開口而造成積液性中耳炎，導致聽力下降。 

2.  吞嚥困難 

口咽兩側的扁桃腺也肥大（依據Brodsky分類，大於二級即有影響）導致上呼吸道狹窄在

孩童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成因中確實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可能導致小孩吞嚥困難。 

3.  生長遲緩、行為異常、學習能力下降 

長期睡眠不足及品質不佳，造成大腦長期缺氧及生長激素分泌不足，小孩身體及智力發展

皆受影響，白天容易出現注意力不集中，過動或容易暴躁等症狀，學業成績不佳。 

 

 

 

 

 

 

 

 

 

 

 

 

 

 

 

 

圖片來源 

https://radiopaedia.org/images/14879885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ranhtruong/bellevue-tonsillectomy-adenoidectomy 

 

扁桃腺 

腺樣體 



  國泰綜合醫院 醫病共享決策評估表 

  F-ENT-SDM-OSA-Children,20210603,審視 

【治療方式】 

  除了上述的睡眠症狀外，在耳鼻喉科可以用鼻咽內視鏡直接觀察腺樣體肥大阻塞鼻咽的

程度，或以側顱部Ｘ光片測量腺樣體阻塞鼻咽的程度(>70%以上有意義)，此外檢查口內扁桃

腺造成口咽阻塞的程度；若小孩為腺樣體及扁桃腺肥大合併以上所提及的症狀，腺樣體及扁

桃腺切除手術改善上呼吸道狹窄後有大約60-80%的成功率。 

根據美國耳鼻喉頭頸醫學會在2011年修訂的兒童扁桃腺切除手術前應接受睡眠多項生理檢

查的臨床指引，如果小孩沒有合併明顯的睡眠中呼吸停頓或不明原因生長遲緩或是過動等症

狀，或是肥胖、先天異常疾病，則建議先進行睡眠多項生理檢查（PSG）來區別是單純打鼾

或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 

 

腺樣體及扁桃腺切除手術   

根據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在2012年兒童阻塞性睡眠呼吸終止症的臨床診斷及治療指引，腺樣體

及扁桃腺切除手術作為大多數兒童的第一線治療方式。有的家長擔心切除腺樣體及扁桃腺會

否造成小孩的抵抗力下降，現今認為對大於三歲對孩童的免疫力幾乎沒有影響，反倒是若錯

過了手術時機，對小孩發展造成實際傷害後才考慮手術治療，有些影響也難以恢復。 

然而對於肥胖的兒童，其他組織如舌頭、舌根及咽壁等也會有肥厚的情形，單獨切除腺樣體

及扁桃腺仍不足以改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的情況，必需合併減重治療。 

 

顎部快速擴張術 

若是合併顱顏異常如上顎或下顎狹小後縮，顎部快速擴張術為修正顎部狹窄合併睡眠呼吸障

礙時的另一解決方法。 

 

陽壓呼吸器 

若不考慮手術或有其他合併症無法手術，或是在腺樣體及扁桃腺手術後復發的阻塞性睡眠呼

吸終止症，建議在睡眠時配戴陽壓呼吸器，此為目前最有效的非侵入性治療；但在配載上也

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 

 

類固醇鼻噴劑 

此為輔助性療法，對於輕微阻塞性睡眠中止症合併腺樣體肥大的小孩，連續使用六週的類固

醇鼻噴劑，有部份程度的症狀改善，但實際上減低上呼道狹窄的效果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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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瞭解小兒打鼾或睡眠呼吸中止各種治療的優點與風險 

項目 
腺樣體及扁桃腺 

切除手術 
陽壓呼吸器 類固醇鼻噴劑 

治癒效果 
減緩上呼吸道狹窄

程度 
減緩上呼吸道塌陷 輔助性質，可能改善鼻塞  

復發可能性 有 無 
有(針對鼻腔及腺樣體組織有

部分程度的改善) 

麻醉風險 全身麻醉 無 無 

疼痛程度 有 無 無 

併發症 
短期(出血) 

長期(少見) 

短期(難以適應) 

長期(臉部發育受

影響，必須不斷調

整) 

少見 

出血量 少量 無 無 

住院與否 是 無 無 
 

步驟二、了解您所在意的因素與程度 

   透過醫師的解說，相信您對治療已有初步認識，而您本身所在意的因素對於下決定也相當

重要，請就您直覺的想法 ，勾選下列考量因素： 

 

考量因素 很重要 重要 普通 較不重要 不重要 

效果      

復發可能性      

麻醉風險      

疼痛程度      

併發症      

出血量      

住院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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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您對治療方式的認知有多少 

經上述說明後，請試著回答下列問題，以確認您對於該疾病及治療方式的認知程度： 

1. 有兩種治療方法可讓我選擇                          清楚  不清楚 

2. 醫生建議治療方法的理由                            清楚  不清楚 

3. 醫師所建議治療方法的風險                          清楚  不清楚 

4. 手術過程                                          清楚  不清楚 

5. 接受治療前的準備                                  清楚  不清楚 

6. 治療方式的費用(含自費項目選擇)                     清楚  不清楚 

 

以上有任何一項回答「不清楚」，請您主動與您的主治醫師再進行溝通及討論。 

步驟四、您現在確認好治療方式了嗎 

    經過前面幾個步驟，您已經花了些時間了解治療方式選擇的考量及自己在意的因素，現

在您可以決定治療方式了嗎？ 

1. 我已經清楚知道有哪些治療的選擇：知道 不知道 

2. 我已經清楚不同治療方式的優點與缺：知道 不知道 

3. 我做決定前還需要：更深入了解每個治療方式  需要和其他人討論看 

                     需要和醫師更詳細的討論，問題是：__________    

                     不用了，已做好選擇 

4.我已經評估、思考過了，經醫師說明及討論後我決定治療方式為： 

□ 腺樣體及扁桃腺切除手術 

□ 先觀察及等待安排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 陽壓呼吸器 

□ 藥物輔助治療（類固醇鼻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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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列印及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