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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陳冠宇
國泰綜合醫院品質管理部管理師

腦血管疾病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與失能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衛生福利部近10年統計資料顯示

，腦血管疾病一直是國人10大死因第2到4順位，死亡率為每10萬人口有48.9人。為因應醫療環

境快速變遷與臨床實務的多元化，醫院組成腦中風照護團隊，整合各醫療職類人員照護資源，

「以病人為中心」的角度落實病人照護作業，提升病人整體照護成效。由於跨團隊、多元策略

照顧成效良好，院方以「應用智能系統提升急性腦中風病人連續性照護管理成效」榮獲醫策會

智慧醫療類智慧解決方案組國家醫療品質獎(NHQA)標章肯定。

特 別 報 導

急性腦中風病人急診處置流程

　　腦中風為急性症狀疾病，需經由快速及

精準的緊急醫療處置，使病人生命徵象及神

經症狀穩定。醫院整合各項急診處置項目，

發展「急性腦中風處置流程」，自急診檢傷

判斷啟動流程，並由系統提示開立電腦斷層

(Computed Tomography，CT)檢查單、腦中風

相關評估表單，經由相關表單即時開立，幫

助醫師即時判讀病情，立即執行進一步醫療

處置，精準掌握病人狀況，即時判讀處置不

延遲。

iMMIS跨職類照護資訊系統

　　為提升整合照護資訊的即時性，於醫院

行動醫療資訊整合系統(iMMIS)建置「跨團隊

照護專區」，整合各職類團隊成員照護會診

報告，維持良好的團隊溝通機制，iMMIS系

統的資料皆來自於醫療照護系統(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HIS)資料庫，雙方系統資

訊即時同步連結，提供團隊成員更便利且具

整合性的資訊系統。醫療人員可透過專區查

建立連續性照護整合系統
提升腦中風病人照護成效

詢病人於住院時歷次接受評估紀錄，藉由跨職

類照護資訊共享，可即時讀取與回饋，提升照

護團隊溝通有效性。

優化急性後期照護流程

　　為落實分級醫療，腦中風病人需由醫院評

估「急性後期照護模式(Post-acute Care，PAC) 

」，經由系統輔助篩選出符合PAC照護模式的

病人，由團隊成員協助其轉介至參與計畫的區

域或地區醫院進行復健訓練，提供病人及家屬

合適的急性後期治療選擇。

結論

　　醫院團隊以病人照護流程設計系統，有效

整合急性、住院、急性後期各階段照護流程，

使得急性腦中風病人能即時獲得評估、處置外

，亦能促進跨團隊有效性溝通，並且落實急性

後期照護評估與轉介，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連

續性照護服務，有效提升腦中風病人的照護，

也感謝醫策會頒予標章獎項，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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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內分泌新陳代謝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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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我今年30歲，給自己安排了全身健檢當作生日禮物。健檢報告說我的甲狀腺功能

異常，健檢中心的醫師摸了我的脖子說我的甲狀腺腫大，請我到內分泌科門診追蹤，但我

沒有任何症狀，也沒有不舒服呀！是不是哪裡搞錯了？』後續安排抽血檢驗及影像檢查後

診斷病人為「亞臨床性甲狀腺低能症」併有「非毒性多結節性甲狀腺腫」。這樣的個案在

內分泌科的門診並不少見。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 學 報 導

　　2008年時，「歐洲甲狀腺學會」及「美

國甲狀腺學會」共同決議將每年5月25日訂

立為世界甲狀腺日（World Thyroid Day）。

揭示了五大目標，分別為：提高人們對甲狀

腺健康的認知、提升對甲狀腺治療的了解、

重視甲狀腺疾病的盛行率、強調民眾教育及

疾病預防的重要性、擴大對新一代治療方式

的認識。

什麼是「甲狀腺」？

　　甲狀腺位於頸部前下端接近鎖骨處，形

狀像一隻展翅的蝴蝶，為人體內最大的內分

泌器官。在成人，正常的甲狀腺重量約

20-25公克，它所產生的甲狀腺荷爾蒙影響

著身體幾種重要的功能—調節新陳代謝、消

化、體溫、腦部功能和精力，對於全身的每

一個細胞、組織及器官都有影響。其中一個

主要功能為調節身體的新陳代謝率，甲狀腺

無論是分泌過多或過少的荷爾蒙，都會相對

應的影響到身體的代謝狀態。

　　甲狀腺的健康與否可以由兩個面向來做

完整的評估，一個是甲狀腺的功能，另一個

則是甲狀腺的結構；這兩個面向中任一面向

出現異常的情形，皆需要做後續的追蹤甚或

是開始治療。

何謂「甲狀腺功能異常」?

　　最基本確認甲狀腺的功能，一般來說可

認識甲狀腺
身體代謝的調控者

以由促甲狀腺刺激素（TSH）、游離甲狀腺素（Free T4）血液檢驗測定的

結果來作判斷。甲狀腺功能異常時，可能導致各種症狀和健康問題。如診

斷為甲狀腺機能亢進，最常出現的症狀包括：心跳加速、心悸、手抖、食

慾大增但體重減輕、怕熱、皮膚摸起來濕熱、失眠、脾氣變暴躁、呼吸有

點喘、大便次數增加、腹瀉、容易疲倦、脖子較腫大、眼睛呈現有點驚訝

狀甚至是眼球突出等。如診斷為甲狀腺機能低下，最常出現的症狀包括：

活動力及反應變慢、嗜睡、全身浮腫、食量不變或降低但體重卻增加、頭

髮和皮膚乾燥粗糙、臉色蠟黃、怕冷、疲勞無力、聲音低沈、便祕等症狀

。 在女性患者，會造成月經不規則甚至是不孕的情形。

何謂「甲狀腺結構異常」?

　　因為現代影像檢查的進步及普及，很多甲狀腺結節都是因其他身體狀

況在做各種影像檢查（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造影或正子掃描）時意外

發現。甲狀腺超音波為檢查甲狀腺結構的黃金標準，亦比其他影像儀器更

為敏感，只要結節大於0.1公分以上都有機會被發現。藉由超音波掃描可

以了解甲狀腺的大小，質地；是否有結節，結節的大小位置，為含液體的

囊腫或實心的瘤，是否有鈣化等等。而甲狀腺結節最常見症狀，就是沒有

症狀。除非結節的位置很表淺或是超過一定的大小才會被病人自己觸摸或

感覺到。如發現有甲狀腺結節也不需要過度緊張，目前統計數據顯示，9

成左右的甲狀腺結節都是良性；要判斷甲狀腺結節為良性或惡性，需要配

合臨床病史，症狀，無法單純依靠超音波檢查來做判讀。依照目前甲狀腺

結節及甲狀腺癌處置指引，良性或惡性的診斷要靠細針穿刺吸引細胞學檢

查較為準確，有些病人需要做到粗針穿刺活檢，方能做最終的細胞判別。

「甲狀腺疾病」該如何治療?

　　如診斷為甲狀腺功能亢進或低下的功能異常，需要經醫師評估臨床症

狀及檢驗值後，給予相對應的荷爾蒙藥物治療，甚或是開刀，或口服放射

碘治療；如診斷為甲狀腺結節的結構異常時，應依照醫師判斷決定超音波

影像追蹤以及細針穿刺等等細胞檢查的頻率及必要性，無論是哪一種面向

的甲狀腺疾病，定期追蹤評估都非常的重要。

結語

　　甲狀腺問題是非常普遍的疾病，是內分泌新陳代謝科門診求診病人中

僅次於糖尿病的內分泌疾病。根據美國甲狀腺協會（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的統計，有高達60％的甲狀腺疾病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病

情。甲狀腺的健康是維持身體新陳代謝恆定的重要因素，而甲狀腺問題卻

常常被忽略，因此當你發現生活品質因前述所提的甲狀腺相關症狀而受到

影響時，絕對不要一味忍耐，請務必至內分泌新陳代謝科門診求診。早期

診斷早期治療才是維持甲狀腺健康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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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學 報 導

主要功能為調節身體的新陳代謝率，甲狀腺

無論是分泌過多或過少的荷爾蒙，都會相對

應的影響到身體的代謝狀態。

　　甲狀腺的健康與否可以由兩個面向來做

完整的評估，一個是甲狀腺的功能，另一個

則是甲狀腺的結構；這兩個面向中任一面向

出現異常的情形，皆需要做後續的追蹤甚或

是開始治療。

何謂「甲狀腺功能異常」?

　　最基本確認甲狀腺的功能，一般來說可

以由促甲狀腺刺激素（TSH）、游離甲狀腺素（Free T4）血液檢驗測定的

結果來作判斷。甲狀腺功能異常時，可能導致各種症狀和健康問題。如診

斷為甲狀腺機能亢進，最常出現的症狀包括：心跳加速、心悸、手抖、食

慾大增但體重減輕、怕熱、皮膚摸起來濕熱、失眠、脾氣變暴躁、呼吸有

點喘、大便次數增加、腹瀉、容易疲倦、脖子較腫大、眼睛呈現有點驚訝

狀甚至是眼球突出等。如診斷為甲狀腺機能低下，最常出現的症狀包括：

活動力及反應變慢、嗜睡、全身浮腫、食量不變或降低但體重卻增加、頭

髮和皮膚乾燥粗糙、臉色蠟黃、怕冷、疲勞無力、聲音低沈、便祕等症狀

。 在女性患者，會造成月經不規則甚至是不孕的情形。

何謂「甲狀腺結構異常」?

　　因為現代影像檢查的進步及普及，很多甲狀腺結節都是因其他身體狀

況在做各種影像檢查（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造影或正子掃描）時意外

發現。甲狀腺超音波為檢查甲狀腺結構的黃金標準，亦比其他影像儀器更

為敏感，只要結節大於0.1公分以上都有機會被發現。藉由超音波掃描可

以了解甲狀腺的大小，質地；是否有結節，結節的大小位置，為含液體的

囊腫或實心的瘤，是否有鈣化等等。而甲狀腺結節最常見症狀，就是沒有

症狀。除非結節的位置很表淺或是超過一定的大小才會被病人自己觸摸或

感覺到。如發現有甲狀腺結節也不需要過度緊張，目前統計數據顯示，9

成左右的甲狀腺結節都是良性；要判斷甲狀腺結節為良性或惡性，需要配

合臨床病史，症狀，無法單純依靠超音波檢查來做判讀。依照目前甲狀腺

結節及甲狀腺癌處置指引，良性或惡性的診斷要靠細針穿刺吸引細胞學檢

查較為準確，有些病人需要做到粗針穿刺活檢，方能做最終的細胞判別。

「甲狀腺疾病」該如何治療?

　　如診斷為甲狀腺功能亢進或低下的功能異常，需要經醫師評估臨床症

狀及檢驗值後，給予相對應的荷爾蒙藥物治療，甚或是開刀，或口服放射

碘治療；如診斷為甲狀腺結節的結構異常時，應依照醫師判斷決定超音波

影像追蹤以及細針穿刺等等細胞檢查的頻率及必要性，無論是哪一種面向

的甲狀腺疾病，定期追蹤評估都非常的重要。

結語

　　甲狀腺問題是非常普遍的疾病，是內分泌新陳代謝科門診求診病人中

僅次於糖尿病的內分泌疾病。根據美國甲狀腺協會（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的統計，有高達60％的甲狀腺疾病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病

情。甲狀腺的健康是維持身體新陳代謝恆定的重要因素，而甲狀腺問題卻

常常被忽略，因此當你發現生活品質因前述所提的甲狀腺相關症狀而受到

影響時，絕對不要一味忍耐，請務必至內分泌新陳代謝科門診求診。早期

診斷早期治療才是維持甲狀腺健康的最好方式。



04

醫 學 報 導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甲狀腺位在氣管兩旁的腺體，像一隻展翅的蝴蝶，有美麗也有哀愁，功能及形態正常與否，

深深影響人體的新陳代謝及吞嚥呼吸。2008年在「歐洲甲狀腺學會」及「美國甲狀腺學會」

主導下，將每年5月25日訂定為世界甲狀腺日。本期醫訊將從不同面向及跨科別專家角度來

介紹這個掌管我們全身代謝，屬於人體重要的內分泌器官衍生的相關疾病及治療方式。

　　甲狀腺形態的疾病有單一結節、多發性

結節腫或瀰漫性甲狀腺腫等情形(圖一)。而結

節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惡性的，故依結節

內容又可分(1)甲狀腺囊腫、(2)甲狀腺腺瘤、

(3)甲狀腺癌。甲狀腺結節目前成因大多以家

族遺傳體質為主。病人就診時，醫師會先詢

問症狀，再透過理學檢查，觸摸腫塊的大小

、硬度、可移動的情況進行判斷，必要時做

▲圖一：依形態異常來分，甲狀腺的疾病有單一結節、
            多發性結節腫或瀰漫性甲狀腺腫等情形

▲圖二：甲狀腺結節穿刺細胞學檢查

從世界甲狀腺日
談甲狀腺及副甲狀腺治療

文 / 王文弘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超音波檢查確認腫瘤形態，甚至進一步透過

穿刺細胞學檢查進行確認(圖二)。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最近數十年

來甲狀腺癌雖然發生率增加了數倍(主要是因

為比較小的甲狀腺癌的診斷增加所致，小於

2公分以下的甲狀腺癌約佔8成)，但死亡率減

少，台灣每年死於甲狀腺癌患者少於200人

。根據統計大約95%的甲狀腺結節是良性的

，近年來台灣陸續引進甲狀腺各種新式治療方式(表一)以及消融工具(包括射頻消融、微波

消融、海扶刀消融，本刊另有專文介紹)，讓甲狀腺結節以及副甲狀腺腺瘤/增生治療上有

了更多選擇，並同時有機會保留正常甲狀腺功能，未來在結節的處理上勢必將扮演更多重

要的角色。

　　其中目前已經可以達到皮膚體表完全無疤痕的治療有兩種方式：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

手術以及消融手術：

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手術

　　經口腔路徑是甲狀腺手術發展上一重大突破，醫師先在病人口腔下唇打3個小洞，沿

著皮下通道到達甲狀腺處，使用超音波刀將腫瘤逐漸分離開後，再從口腔取出腫瘤，比起

傳統甲狀腺手術直接在病人頸部劃刀，該項新式手術因受限於內視鏡器械不比手腕靈活，

加上經自然孔道出入，手術空間狹小，更加考驗醫師的手術醫療實力。筆者自2017年起已

完成超過60例此項手術，病友普遍對術後外觀完全無疤痕感到滿意。而國泰綜合醫院

2014年起承接衛福部「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2018年5月第9度前往斐濟執行

為期1週的國際醫療服務，即將此項新技術輸出國外，當地Labasa Hospital開刀房其他科別

醫師及護理人員也都到場觀摩手術進行，衛生部官員也大為讚譽。

消融手術

甲狀腺消融治療：消融基本原理是利用熱能損毀腫瘤組織，由電極發出射頻波交流電使其

周圍組織中的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盪撞擊摩擦發熱，將腫瘤區加熱至有效治療溫度範圍並

維持一定時間以殺滅腫瘤細胞。甲狀腺消融術的好處包括：

1. 不需全身麻醉，只需要局部麻醉，可避免全身麻醉的風險。

2. 術後當天即可返家。

3. 喉返神經傷害的機率極低。

4.術後傷口僅1個針孔，一般術後1-2週針孔即完全消失，達到所謂真正的體表無傷口。

5.消融是針對結節細胞，其餘正常甲狀腺細胞皆保留，術後甲狀腺功能低下的機會相較於傳

統手術也大幅減少。

　　目前國泰綜合醫院也已引進這些消融工具，筆者自2017年以來已完成超過700例以上的

甲狀腺消融治療，曾有來自美國、澳門、中國大陸等海外國際病友跨海前來接受治療，有醫

療 需 求 的 海 外 民 眾 可 以 透 過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際 醫 療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網 站

(https://www.medicaltravel.org.tw/Case-Content.aspx?id=277&l=1)或醫院國際醫療網頁

(https://www.cgh.org.tw/ec99/rwd1320/category.asp?category_id=8)預約前來諮詢及治療。

副甲狀腺消融治療：副甲狀腺位置在甲狀腺的後方，一般左右合計4顆(圖三)。原發副甲狀腺

機能亢進或洗腎患者的次發性副甲狀腺功能亢進，要特別注意血鈣濃度、血磷濃度和副甲狀

腺素(PTH)濃度。副甲狀腺素會把骨頭中的鈣釋放出來到血液中。除了會造成容易骨折之外

，也可能發生全身心血管壁鈣化，

另外也會有皮膚搔癢、不寧腿等症

狀。針對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的傳統

治療方式，目前最佳的藥物療法是

以擬鈣劑為基底，配合維他命D的

使用(包含活性維他命D的類似物及

營養維他命D)及血磷的控制，但無

法長期有效控制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有些患者會選擇酒精注射，但缺

點是需要多次注射，導致容易沾黏

，增加之後開刀的困難度，且過量

注射酒精有可能會損害喉返神經。

另外傳統副甲狀腺手術，仍有麻醉

及手術併發症的風險。現在新型的

副甲狀腺消融術，使用消融針至副

甲狀腺體內，利用熱能讓組織凝固

性壞死，好處是手術時間短，不需

要住院，手術傷口無痕跡等(圖四、

圖五、表二)。

　　最後提醒日常應均衡

飲食、適當紓壓，減少曝

露於環境汙染中，不忘定

期健檢(抽血檢驗甲狀腺及

副甲狀腺功能及甲狀腺超

音波檢查)，才能及早發現

甲狀腺疾病並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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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狀腺形態的疾病有單一結節、多發性

結節腫或瀰漫性甲狀腺腫等情形(圖一)。而結

節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惡性的，故依結節

內容又可分(1)甲狀腺囊腫、(2)甲狀腺腺瘤、

(3)甲狀腺癌。甲狀腺結節目前成因大多以家

族遺傳體質為主。病人就診時，醫師會先詢

問症狀，再透過理學檢查，觸摸腫塊的大小

、硬度、可移動的情況進行判斷，必要時做

超音波檢查確認腫瘤形態，甚至進一步透過

穿刺細胞學檢查進行確認(圖二)。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最近數十年

來甲狀腺癌雖然發生率增加了數倍(主要是因

為比較小的甲狀腺癌的診斷增加所致，小於

2公分以下的甲狀腺癌約佔8成)，但死亡率減

少，台灣每年死於甲狀腺癌患者少於200人

。根據統計大約95%的甲狀腺結節是良性的

，近年來台灣陸續引進甲狀腺各種新式治療方式(表一)以及消融工具(包括射頻消融、微波

消融、海扶刀消融，本刊另有專文介紹)，讓甲狀腺結節以及副甲狀腺腺瘤/增生治療上有

了更多選擇，並同時有機會保留正常甲狀腺功能，未來在結節的處理上勢必將扮演更多重

要的角色。

　　其中目前已經可以達到皮膚體表完全無疤痕的治療有兩種方式：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

手術以及消融手術：

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手術

　　經口腔路徑是甲狀腺手術發展上一重大突破，醫師先在病人口腔下唇打3個小洞，沿

著皮下通道到達甲狀腺處，使用超音波刀將腫瘤逐漸分離開後，再從口腔取出腫瘤，比起

傳統甲狀腺手術直接在病人頸部劃刀，該項新式手術因受限於內視鏡器械不比手腕靈活，

加上經自然孔道出入，手術空間狹小，更加考驗醫師的手術醫療實力。筆者自2017年起已

完成超過60例此項手術，病友普遍對術後外觀完全無疤痕感到滿意。而國泰綜合醫院

2014年起承接衛福部「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2018年5月第9度前往斐濟執行

為期1週的國際醫療服務，即將此項新技術輸出國外，當地Labasa Hospital開刀房其他科別

醫師及護理人員也都到場觀摩手術進行，衛生部官員也大為讚譽。

消融手術

甲狀腺消融治療：消融基本原理是利用熱能損毀腫瘤組織，由電極發出射頻波交流電使其

周圍組織中的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盪撞擊摩擦發熱，將腫瘤區加熱至有效治療溫度範圍並

維持一定時間以殺滅腫瘤細胞。甲狀腺消融術的好處包括：

1. 不需全身麻醉，只需要局部麻醉，可避免全身麻醉的風險。

2. 術後當天即可返家。

3. 喉返神經傷害的機率極低。

4.術後傷口僅1個針孔，一般術後1-2週針孔即完全消失，達到所謂真正的體表無傷口。

5.消融是針對結節細胞，其餘正常甲狀腺細胞皆保留，術後甲狀腺功能低下的機會相較於傳

統手術也大幅減少。

　　目前國泰綜合醫院也已引進這些消融工具，筆者自2017年以來已完成超過700例以上的

甲狀腺消融治療，曾有來自美國、澳門、中國大陸等海外國際病友跨海前來接受治療，有醫

療 需 求 的 海 外 民 眾 可 以 透 過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際 醫 療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網 站

(https://www.medicaltravel.org.tw/Case-Content.aspx?id=277&l=1)或醫院國際醫療網頁

(https://www.cgh.org.tw/ec99/rwd1320/category.asp?category_id=8)預約前來諮詢及治療。

副甲狀腺消融治療：副甲狀腺位置在甲狀腺的後方，一般左右合計4顆(圖三)。原發副甲狀腺

機能亢進或洗腎患者的次發性副甲狀腺功能亢進，要特別注意血鈣濃度、血磷濃度和副甲狀

腺素(PTH)濃度。副甲狀腺素會把骨頭中的鈣釋放出來到血液中。除了會造成容易骨折之外

，也可能發生全身心血管壁鈣化，

另外也會有皮膚搔癢、不寧腿等症

狀。針對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的傳統

治療方式，目前最佳的藥物療法是

以擬鈣劑為基底，配合維他命D的

使用(包含活性維他命D的類似物及

營養維他命D)及血磷的控制，但無

法長期有效控制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有些患者會選擇酒精注射，但缺

點是需要多次注射，導致容易沾黏

，增加之後開刀的困難度，且過量

注射酒精有可能會損害喉返神經。

另外傳統副甲狀腺手術，仍有麻醉

及手術併發症的風險。現在新型的

副甲狀腺消融術，使用消融針至副

甲狀腺體內，利用熱能讓組織凝固

性壞死，好處是手術時間短，不需

要住院，手術傷口無痕跡等(圖四、

圖五、表二)。

■表一：甲狀腺腫瘤各種治療方式比較表

頸部約5-10

公分蜈蚣疤痕

4-7天

1.5-3小時

全身麻醉

健保給付，若

使用超音波刀

和神經監視器

需自費

頸部約3-4

公分微形疤痕

3-5天

1-2小時

全身麻醉

健保給付，若

使用超音波刀

和神經監視器

需自費

頸部無傷口

單一6公分

腋下隱藏傷口 

3-4天

2-5小時

全身麻醉

健保不給付，

耗材需自費

體表無傷口

3個約1-2公分

口腔隱藏傷口

3-4天

2-5小時

全身麻醉

健保給付，但

部分耗材需自

費

體表無傷口

一般不需住院

20-50分鐘

局部麻醉

健保不給付，

需自費

傷口大小

住院天數

手術時間

麻醉方式

手術費用

治療方式 傳統手術
微創迷你
傷口手術

達文西手術
(經腋下)

內視鏡手術
(經口腔)

消融手術

　　最後提醒日常應均衡

飲食、適當紓壓，減少曝

露於環境汙染中，不忘定

期健檢(抽血檢驗甲狀腺及

副甲狀腺功能及甲狀腺超

音波檢查)，才能及早發現

甲狀腺疾病並醫治。

製表：王文弘醫師



　　甲狀腺形態的疾病有單一結節、多發性

結節腫或瀰漫性甲狀腺腫等情形(圖一)。而結

節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惡性的，故依結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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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檢查確認腫瘤形態，甚至進一步透過

穿刺細胞學檢查進行確認(圖二)。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最近數十年

來甲狀腺癌雖然發生率增加了數倍(主要是因

為比較小的甲狀腺癌的診斷增加所致，小於

2公分以下的甲狀腺癌約佔8成)，但死亡率減

少，台灣每年死於甲狀腺癌患者少於200人

。根據統計大約95%的甲狀腺結節是良性的

，近年來台灣陸續引進甲狀腺各種新式治療方式(表一)以及消融工具(包括射頻消融、微波

消融、海扶刀消融，本刊另有專文介紹)，讓甲狀腺結節以及副甲狀腺腺瘤/增生治療上有

了更多選擇，並同時有機會保留正常甲狀腺功能，未來在結節的處理上勢必將扮演更多重

要的角色。

　　其中目前已經可以達到皮膚體表完全無疤痕的治療有兩種方式：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

手術以及消融手術：

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手術

　　經口腔路徑是甲狀腺手術發展上一重大突破，醫師先在病人口腔下唇打3個小洞，沿

著皮下通道到達甲狀腺處，使用超音波刀將腫瘤逐漸分離開後，再從口腔取出腫瘤，比起

傳統甲狀腺手術直接在病人頸部劃刀，該項新式手術因受限於內視鏡器械不比手腕靈活，

加上經自然孔道出入，手術空間狹小，更加考驗醫師的手術醫療實力。筆者自2017年起已

完成超過60例此項手術，病友普遍對術後外觀完全無疤痕感到滿意。而國泰綜合醫院

2014年起承接衛福部「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2018年5月第9度前往斐濟執行

為期1週的國際醫療服務，即將此項新技術輸出國外，當地Labasa Hospital開刀房其他科別

醫師及護理人員也都到場觀摩手術進行，衛生部官員也大為讚譽。

消融手術

甲狀腺消融治療：消融基本原理是利用熱能損毀腫瘤組織，由電極發出射頻波交流電使其

周圍組織中的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盪撞擊摩擦發熱，將腫瘤區加熱至有效治療溫度範圍並

維持一定時間以殺滅腫瘤細胞。甲狀腺消融術的好處包括：

1. 不需全身麻醉，只需要局部麻醉，可避免全身麻醉的風險。

2. 術後當天即可返家。

3. 喉返神經傷害的機率極低。

4.術後傷口僅1個針孔，一般術後1-2週針孔即完全消失，達到所謂真正的體表無傷口。

5.消融是針對結節細胞，其餘正常甲狀腺細胞皆保留，術後甲狀腺功能低下的機會相較於傳

統手術也大幅減少。

　　目前國泰綜合醫院也已引進這些消融工具，筆者自2017年以來已完成超過700例以上的

甲狀腺消融治療，曾有來自美國、澳門、中國大陸等海外國際病友跨海前來接受治療，有醫

療 需 求 的 海 外 民 眾 可 以 透 過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際 醫 療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網 站

(https://www.medicaltravel.org.tw/Case-Content.aspx?id=277&l=1)或醫院國際醫療網頁

(https://www.cgh.org.tw/ec99/rwd1320/category.asp?category_id=8)預約前來諮詢及治療。

副甲狀腺消融治療：副甲狀腺位置在甲狀腺的後方，一般左右合計4顆(圖三)。原發副甲狀腺

機能亢進或洗腎患者的次發性副甲狀腺功能亢進，要特別注意血鈣濃度、血磷濃度和副甲狀

腺素(PTH)濃度。副甲狀腺素會把骨頭中的鈣釋放出來到血液中。除了會造成容易骨折之外

，也可能發生全身心血管壁鈣化，

另外也會有皮膚搔癢、不寧腿等症

狀。針對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的傳統

治療方式，目前最佳的藥物療法是

以擬鈣劑為基底，配合維他命D的

使用(包含活性維他命D的類似物及

營養維他命D)及血磷的控制，但無

法長期有效控制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有些患者會選擇酒精注射，但缺

點是需要多次注射，導致容易沾黏

，增加之後開刀的困難度，且過量

注射酒精有可能會損害喉返神經。

另外傳統副甲狀腺手術，仍有麻醉

及手術併發症的風險。現在新型的

副甲狀腺消融術，使用消融針至副

甲狀腺體內，利用熱能讓組織凝固

性壞死，好處是手術時間短，不需

要住院，手術傷口無痕跡等(圖四、

圖五、表二)。

　　最後提醒日常應均衡

飲食、適當紓壓，減少曝

露於環境汙染中，不忘定

期健檢(抽血檢驗甲狀腺及

副甲狀腺功能及甲狀腺超

音波檢查)，才能及早發現

甲狀腺疾病並醫治。

▲圖三：副甲狀腺位置

▲圖四：副甲狀腺消融



　　甲狀腺形態的疾病有單一結節、多發性

結節腫或瀰漫性甲狀腺腫等情形(圖一)。而結

節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惡性的，故依結節

內容又可分(1)甲狀腺囊腫、(2)甲狀腺腺瘤、

(3)甲狀腺癌。甲狀腺結節目前成因大多以家

族遺傳體質為主。病人就診時，醫師會先詢

問症狀，再透過理學檢查，觸摸腫塊的大小

、硬度、可移動的情況進行判斷，必要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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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的治療方針

超音波檢查確認腫瘤形態，甚至進一步透過

穿刺細胞學檢查進行確認(圖二)。根據衛生

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最近數十年

來甲狀腺癌雖然發生率增加了數倍(主要是因

為比較小的甲狀腺癌的診斷增加所致，小於

2公分以下的甲狀腺癌約佔8成)，但死亡率減

少，台灣每年死於甲狀腺癌患者少於200人

。根據統計大約95%的甲狀腺結節是良性的

，近年來台灣陸續引進甲狀腺各種新式治療方式(表一)以及消融工具(包括射頻消融、微波

消融、海扶刀消融，本刊另有專文介紹)，讓甲狀腺結節以及副甲狀腺腺瘤/增生治療上有

了更多選擇，並同時有機會保留正常甲狀腺功能，未來在結節的處理上勢必將扮演更多重

要的角色。

　　其中目前已經可以達到皮膚體表完全無疤痕的治療有兩種方式：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

手術以及消融手術：

經口腔內視鏡甲狀腺手術

　　經口腔路徑是甲狀腺手術發展上一重大突破，醫師先在病人口腔下唇打3個小洞，沿

著皮下通道到達甲狀腺處，使用超音波刀將腫瘤逐漸分離開後，再從口腔取出腫瘤，比起

傳統甲狀腺手術直接在病人頸部劃刀，該項新式手術因受限於內視鏡器械不比手腕靈活，

加上經自然孔道出入，手術空間狹小，更加考驗醫師的手術醫療實力。筆者自2017年起已

完成超過60例此項手術，病友普遍對術後外觀完全無疤痕感到滿意。而國泰綜合醫院

2014年起承接衛福部「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2018年5月第9度前往斐濟執行

為期1週的國際醫療服務，即將此項新技術輸出國外，當地Labasa Hospital開刀房其他科別

醫師及護理人員也都到場觀摩手術進行，衛生部官員也大為讚譽。

消融手術

甲狀腺消融治療：消融基本原理是利用熱能損毀腫瘤組織，由電極發出射頻波交流電使其

周圍組織中的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盪撞擊摩擦發熱，將腫瘤區加熱至有效治療溫度範圍並

維持一定時間以殺滅腫瘤細胞。甲狀腺消融術的好處包括：

1. 不需全身麻醉，只需要局部麻醉，可避免全身麻醉的風險。

2. 術後當天即可返家。

3. 喉返神經傷害的機率極低。

4.術後傷口僅1個針孔，一般術後1-2週針孔即完全消失，達到所謂真正的體表無傷口。

5.消融是針對結節細胞，其餘正常甲狀腺細胞皆保留，術後甲狀腺功能低下的機會相較於傳

統手術也大幅減少。

　　目前國泰綜合醫院也已引進這些消融工具，筆者自2017年以來已完成超過700例以上的

甲狀腺消融治療，曾有來自美國、澳門、中國大陸等海外國際病友跨海前來接受治療，有醫

療 需 求 的 海 外 民 眾 可 以 透 過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際 醫 療 管 理 工 作 小 組 網 站

(https://www.medicaltravel.org.tw/Case-Content.aspx?id=277&l=1)或醫院國際醫療網頁

(https://www.cgh.org.tw/ec99/rwd1320/category.asp?category_id=8)預約前來諮詢及治療。

副甲狀腺消融治療：副甲狀腺位置在甲狀腺的後方，一般左右合計4顆(圖三)。原發副甲狀腺

機能亢進或洗腎患者的次發性副甲狀腺功能亢進，要特別注意血鈣濃度、血磷濃度和副甲狀

腺素(PTH)濃度。副甲狀腺素會把骨頭中的鈣釋放出來到血液中。除了會造成容易骨折之外

，也可能發生全身心血管壁鈣化，

另外也會有皮膚搔癢、不寧腿等症

狀。針對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的傳統

治療方式，目前最佳的藥物療法是

以擬鈣劑為基底，配合維他命D的

使用(包含活性維他命D的類似物及

營養維他命D)及血磷的控制，但無

法長期有效控制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有些患者會選擇酒精注射，但缺

點是需要多次注射，導致容易沾黏

，增加之後開刀的困難度，且過量

注射酒精有可能會損害喉返神經。

另外傳統副甲狀腺手術，仍有麻醉

及手術併發症的風險。現在新型的

副甲狀腺消融術，使用消融針至副

甲狀腺體內，利用熱能讓組織凝固

性壞死，好處是手術時間短，不需

要住院，手術傷口無痕跡等(圖四、

圖五、表二)。

■表二：副甲狀腺腺瘤/增生各種治療方式比較表

擬鈣劑配合維他

命D的使用及血

磷的控制

門診藥物治療，

不需麻醉

治療風險較低，

大部分腎友1天

使用1顆即可

無法長期有效控

制副甲狀腺機能

亢進

擬鈣劑是自費

藥物

原理

麻醉方式

優點

缺點

費用

單顆副甲狀腺切

除術(適用於單顆

副甲狀腺腫瘤)或

切除所有的副甲

狀腺體，並移植

部分腺體在手前

臂的肌肉內

住院全身麻醉

對患者的存活率

、心血管疾病造

成的死亡、骨折

機率都顯著改善

麻醉及手術併發

症的風險

頸部有疤痕

健保給付，若使

用超音波刀和神

經監視器需自費

酒精經由注射至

副甲狀腺體內讓

組織壞死

局部麻醉

手術時間短，不

需住院，頸部無

疤痕

需多次注射，導

致容易沾黏，且

過量注射酒精有

可能會損害喉返

神經

健保不給付，需

自費

使用消融針至副

甲狀腺內，利用

熱能讓組織凝固

性壞死

局部麻醉

手術時間短，不

需住院，頸部無

疤痕

手術及耗材

需自費

健保不給付，需

自費

治療方式 藥物治療 傳統手術 酒精注射 消融手術

　　最後提醒日常應均衡

飲食、適當紓壓，減少曝

露於環境汙染中，不忘定

期健檢(抽血檢驗甲狀腺及

副甲狀腺功能及甲狀腺超

音波檢查)，才能及早發現

甲狀腺疾病並醫治。

製表：王文弘醫師



甲狀腺囊腫性結節或甲狀腺囊腫？

　　結節內物質液體多過實體物質便可以稱

作甲狀腺囊腫性結節或甲狀腺囊腫。囊腫性

結節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惡性。單純甲狀

腺囊腫(結節內全是液體)則幾乎都是良性。

甲狀腺良性結節的多樣性處理方式

手術處理：利用開刀手術的方式把甲狀腺或

結節切除，可以獲得完整的組織病理化驗。

可以使用傳統手術、小傷口手術、內視鏡手

術、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等方式進行。手術

切口則可以位於頸部、腋下、乳暈、耳後、

口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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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綜合醫院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甲狀腺結節是什麼？

　　甲狀腺體中出現腫塊稱之甲狀腺結節，

結節內物質可分為固體或液體，也可以稱作

甲狀腺腫瘤。門診中，有些病患會對於是腫

瘤或結節感到困惑，其實這兩者只是稱呼不

同罷了，稱作哪種都可以。如果以手觸診甲

狀腺，約大概4-10%的成年人口中有甲狀腺

結節。但是如果以超音波檢查，則高達40%

以上人口中有甲狀腺結節。甲狀腺結節患者

以婦女和老長者居多。所以不是長了甲狀腺

結節就需要處理。所有甲狀腺結節中，95%

以上為良性。

我長了良性甲狀腺結節，做了幾次細針抽吸，每次都會抽出一些液體，

我應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良性甲狀腺結節的處理
多樣性及混合式的治療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消融處理：利用物理或化學方式破壞甲狀腺

結節組織，造成細胞壞死，之後再花費6至

12個月，由身體自行吸收，達到縮小腫瘤的

目的。破壞方式有輻射(放射線碘131)、酒精

(酒精注射)、冰凍(冷凍治療)、剝奪營養供應

(動脈栓塞)、熱能(射頻、微波、雷射、海扶

刀)等。優點為傷口都很小，只有針孔大小，

缺點是沒有組織病理化驗。

●放射碘131治療：碘為甲狀腺素原料，甲

狀腺組織會吸收碘。而碘-131為放射性同

位素，會釋放出高能量輻射線，甲狀腺組

織吸收後可以破壞或殺死周圍的細胞，達

到縮小甲狀腺結節的效果，對瀰漫型甲狀

腺結節效果好，但是長期有可能造成甲狀

腺功能低下。

●酒精注射：把囊腫性結節或甲狀腺囊腫內

的液體抽掉後，利用高濃度酒精注射進去

甲狀腺囊腫（結節中液態組成佔多數），

達到殺死細胞的目的，使囊腫縮小，主要

用於甲狀腺囊腫。有80%以上的機率，可

以將囊腫體積減少50%以上。

●氬氦冷凍微針：在超音波導引下，將冷凍

微針刺入結節，藉由高壓氬氣循環於探針

尖端造成溫度急速下降，聚集在探針尖端

的極度低溫形成冰球(負40℃)，破壞組織

，縮小甲狀腺結節。

●海扶刀 ( H I F U )：高強度聚焦超音波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的簡稱，

使用超音波穿過頸部皮膚，將高熱能照在

甲狀腺結節上的消融法，優點為脖子上沒

有任何傷口。缺點是需要舒眠麻醉，只能

處理比較小的結節，以及費用較貴。

●射頻消融：在超音波導引下，以水冷式電

極針(平時抽血針一樣的粗細)刺入結節，

利用交流電誘導電極針周邊組織分子互相

摩擦產生高熱(60-100℃)，造成組織凝固

性壞死，進而使甲狀腺結節縮小，為目前

使用數量最多的方式，可搭配酒精注射方

式使用。

●雷射消融：在超音波導引下，將雷射導引

針刺入結節，利用雷射產生高熱，造成組

織凝固性壞死，目前較少使用。

●微波消融：在超音波導引下，以電極針刺

入結節，利用微波(一種電磁波)產生高熱，

造成組織凝固性壞死，進而使甲狀腺結節

縮小。相對於射頻消融，較不受組織導電

度影響，較不受血管冷卻效應影響，加熱

速度略快於射頻消融。

●動脈栓塞：經由動脈把導管前進至上甲狀

腺動脈(和心臟導管治療原理類似)，釋放

栓塞物質，造成甲狀腺組織壞死，之後由

身體吸收，適合較大而且沒有氣管壓迫的

結節。

●混合式的治療：同一個結節，可以利用不

同的治療方式的優缺點，混合搭配使用不

同消融方式，達大最好的治療效果。例如

：囊腫性結節可以先用酒精注射，再用射

頻消融的方式把固體的部分縮小。

結語

　　良性甲狀腺結節的治療，慢慢地轉向以

消融手術為主，部分則須由手術完成，了解

各種不同的消融和手術方式，並和主治醫師

良好的溝通，可以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



甲狀腺囊腫性結節或甲狀腺囊腫？

　　結節內物質液體多過實體物質便可以稱

作甲狀腺囊腫性結節或甲狀腺囊腫。囊腫性

結節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惡性。單純甲狀

腺囊腫(結節內全是液體)則幾乎都是良性。

甲狀腺良性結節的多樣性處理方式

手術處理：利用開刀手術的方式把甲狀腺或

結節切除，可以獲得完整的組織病理化驗。

可以使用傳統手術、小傷口手術、內視鏡手

術、達文西機器手臂手術等方式進行。手術

切口則可以位於頸部、腋下、乳暈、耳後、

口腔等。

醫 學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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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結節是什麼？

　　甲狀腺體中出現腫塊稱之甲狀腺結節，

結節內物質可分為固體或液體，也可以稱作

甲狀腺腫瘤。門診中，有些病患會對於是腫

瘤或結節感到困惑，其實這兩者只是稱呼不

同罷了，稱作哪種都可以。如果以手觸診甲

狀腺，約大概4-10%的成年人口中有甲狀腺

結節。但是如果以超音波檢查，則高達40%

以上人口中有甲狀腺結節。甲狀腺結節患者

以婦女和老長者居多。所以不是長了甲狀腺

結節就需要處理。所有甲狀腺結節中，95%

以上為良性。

消融處理：利用物理或化學方式破壞甲狀腺

結節組織，造成細胞壞死，之後再花費6至

12個月，由身體自行吸收，達到縮小腫瘤的

目的。破壞方式有輻射(放射線碘131)、酒精

(酒精注射)、冰凍(冷凍治療)、剝奪營養供應

(動脈栓塞)、熱能(射頻、微波、雷射、海扶

刀)等。優點為傷口都很小，只有針孔大小，

缺點是沒有組織病理化驗。

●放射碘131治療：碘為甲狀腺素原料，甲

狀腺組織會吸收碘。而碘-131為放射性同

位素，會釋放出高能量輻射線，甲狀腺組

織吸收後可以破壞或殺死周圍的細胞，達

到縮小甲狀腺結節的效果，對瀰漫型甲狀

腺結節效果好，但是長期有可能造成甲狀

腺功能低下。

●酒精注射：把囊腫性結節或甲狀腺囊腫內

的液體抽掉後，利用高濃度酒精注射進去

甲狀腺囊腫（結節中液態組成佔多數），

達到殺死細胞的目的，使囊腫縮小，主要

用於甲狀腺囊腫。有80%以上的機率，可

以將囊腫體積減少50%以上。

●氬氦冷凍微針：在超音波導引下，將冷凍

微針刺入結節，藉由高壓氬氣循環於探針

尖端造成溫度急速下降，聚集在探針尖端

的極度低溫形成冰球(負40℃)，破壞組織

，縮小甲狀腺結節。

●海扶刀 ( H I F U )：高強度聚焦超音波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的簡稱，

使用超音波穿過頸部皮膚，將高熱能照在

甲狀腺結節上的消融法，優點為脖子上沒

有任何傷口。缺點是需要舒眠麻醉，只能

處理比較小的結節，以及費用較貴。

●射頻消融：在超音波導引下，以水冷式電

極針(平時抽血針一樣的粗細)刺入結節，

利用交流電誘導電極針周邊組織分子互相

摩擦產生高熱(60-100℃)，造成組織凝固

性壞死，進而使甲狀腺結節縮小，為目前

使用數量最多的方式，可搭配酒精注射方

式使用。

●雷射消融：在超音波導引下，將雷射導引

針刺入結節，利用雷射產生高熱，造成組

織凝固性壞死，目前較少使用。

●微波消融：在超音波導引下，以電極針刺

入結節，利用微波(一種電磁波)產生高熱，

造成組織凝固性壞死，進而使甲狀腺結節

縮小。相對於射頻消融，較不受組織導電

度影響，較不受血管冷卻效應影響，加熱

速度略快於射頻消融。

●動脈栓塞：經由動脈把導管前進至上甲狀

腺動脈(和心臟導管治療原理類似)，釋放

栓塞物質，造成甲狀腺組織壞死，之後由

身體吸收，適合較大而且沒有氣管壓迫的

結節。

●混合式的治療：同一個結節，可以利用不

同的治療方式的優缺點，混合搭配使用不

同消融方式，達大最好的治療效果。例如

：囊腫性結節可以先用酒精注射，再用射

頻消融的方式把固體的部分縮小。

結語

　　良性甲狀腺結節的治療，慢慢地轉向以

消融手術為主，部分則須由手術完成，了解

各種不同的消融和手術方式，並和主治醫師

良好的溝通，可以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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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張小姐最近一直被朋友告知怎麼脖

子腫腫的，直到在醫院詳細檢查後才知

道她的兩側甲狀腺有4顆1到4公分不同

大小的良性結節腫瘤，因為得知目前有

電燒甲狀腺腫瘤的新技術，於是接受新

式的微波消融治療，術後無發生併發症

，經6個月追蹤發現體積已經減少68%。

甲狀腺射頻消融治療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簡稱RFA) 

原理

　　射頻消融基本原理是利用熱能損毀腫瘤

組織，由電極發出射頻波交流電使其周圍組

織中的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盪撞擊摩擦發熱

，將腫瘤區加熱至有效治療溫度範圍並維持

一定時間以殺滅腫瘤細胞（圖三）。同時，

射頻熱效應也能使周圍組織的血管凝固，使

之不能向腫瘤供血而防止腫瘤轉移。在施行

射頻消融時，超音波導引下可以非常清楚地

看到針尖部位呈不規則回聲增強變化，這可

以大致判斷最終所引起組織凝固壞死的範圍

，確認操作範圍遠離甲狀腺包膜以內，一般

操作時中心溫度保持在60—80度，而有效範

圍之外的溫度多在40度以下，這樣可以避免

喉返神經的損傷；且射頻針非常纖細，不會

在頸部留下瘢痕，操作簡便，費時短，但對

於靠近甲狀腺包膜的腫瘤，由於接近頸動

脈、喉返神經及副甲狀腺，操作時往往比

較謹慎，容易治療不徹底。

　　隨著2021年甲狀腺微波消融引進台灣，至

此甲狀腺消融治療三劍客：射頻消融、微波消

融、海扶刀消融在甲狀腺結節的處理上，預期

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圖一、圖二)。在此介紹目

前臨床上甲狀腺消融治療的三種工具的原理與

限制：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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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1)RFA所達到的治療溫度較低（60—80℃）

，如果鄰近血液流動中的血管（37℃），

則可能因熱量被低溫區帶走而影響療效（

熱沈效應heat sink effect）。

(2)大部分的射頻器械使用時需要在身上貼上

電導貼片，然有時因治療時間太長或病患

體質問題，電導片溫度會上升，偶而會有

甲狀腺消融
治療的三劍客
射頻消融、微波消融、海扶刀消融

局部燙傷的可能性。

(3)目前不建議使用於懷孕婦女，裝有心律調

節器或其它電子植入裝置的病患。

甲狀腺微波消融治療
(microwave ablation, 簡稱MWA)

原理

　　微波消融一樣運用探針插入腫瘤區域來

進行治療，探針一般較射頻針粗一些，所導

入之微波能量為一種高頻率電磁波，其頻率

介於900MHz到10GHz之間。微波籠罩範圍中

的極性分子（主要為組織中的水分子）會以

每秒20-50億次高速震動（圖四），分子摩擦

產生高溫，而造成局部凝固性壞死。MWA在

相同治療範圍內能夠累積較大的能量密度，

所以一般能做得更快、更大，達成溫度更高

。另外，微波不需要貼片，本身微波天線探

針即能完成電流回路，所以可減少貼片的花

費及潛在貼片燙傷風險。微波可提供較快及

較大的消融區域，對於大於4-5公分腫瘤效果

很好。

▲圖一：甲狀腺位置

▲圖二：運用消融探針插入甲狀腺腫瘤區加熱以殺滅腫瘤細胞

限制

(1)達成溫度太高，如果沒有精密的監控治療

過程，微波有時會造成消融範圍過大，周

邊血管損傷，針孔周圍皮膚燙傷併發症。

(2)對於懷孕病患以及植入心臟節律器之病患

也不建議使用。

甲狀腺海扶刀消融治療
（Thyroid echotherapy, 簡稱HIFU）

原理

　 　 海 扶 刀 是 「 高 強 度 聚 焦 超 音 波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的譯稱

，英文縮寫為「HIFU」，是利用高能量超音

波聚焦在一個點上會產生熱能的原理，把組

織加熱到攝氏60℃以上，破壞細胞中的蛋白

質，使得腫瘤細胞產生凝固性壞死，再逐漸

被周邊的正常組織吸收，達到消融的效果和

緩解症狀的目的（圖五）。首先會使用超音

波定位找出病灶的位置，再透過電腦計算預

期的燒灼路徑，接著就能讓機器自動進行手

術，機器會將檢查用超音波的強度提高，並

聚焦在腫瘤的位置上，在同一平面依序燒灼

病灶，藉由不斷改變燒灼位置，就能處理整

個立體病灶完成手術。身體上並不會留下任

何傷口，加上焦點外的超音波能量衰減大，

在超音波傳遞路徑上組織所吸收的熱能低，

不會破壞焦點外的正常組織。根據研究報告

顯示，在海扶刀治療甲狀腺結節後追蹤2年的

結果發現6個月體積減少62.99± 22.05%，12

個月體積減少68.66 ± 18.48%，24個月體積

減少70.41 ± 17.39%。

消融治療對象

1.甲狀腺良性結節

2.副甲狀腺增生及腫瘤

3.毒性甲狀腺腫：具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狀

的甲狀腺組織增生。

(1)持續性或復發性瀰漫性毒性甲狀腺腫：

又稱葛瑞夫茲氏病，是由對抗甲促素結

合體的自體抗體所引起是一種自身免疫

性甲狀腺疾病，為甲狀腺功能亢進最常

見的原因。根據研究報告顯示，在海扶

刀治療持續性或復發性Graves病後追蹤2

年的結果發現初期成功率可達96.7%，

追蹤12個月有26.7%經歷復發，24個月

有41.3%經歷復發。其中TSHR自體抗體

血中濃度越高，復發的機會越高。

(2)毒性結節性甲狀腺腫：又稱繼發性甲亢、

或Plummer病，約佔甲亢的10-30%，通常

發生於原來已有多年多結節性甲狀腺腫的

病人，一般在40歲以上後逐漸產生甲狀腺

機能亢進的症狀，較彌漫性毒性甲狀腺

腫的發病年齡為大，且比較少出現眼突

的症狀。

結論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超音波搭配消融

治療讓甲狀腺腫瘤治療體表完全沒有傷口(無

創)。甲狀腺消融治療將來在甲狀腺結節的處

理上勢必將持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國

泰綜合醫院也引進這些消融工具，筆者已完

成超過700例以上的甲狀腺消融治療，治療

後6個月甲狀腺腫瘤體積平均可縮小65%以上

，有醫療需求的民眾，可以前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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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射頻消融治療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簡稱RFA) 

原理

　　射頻消融基本原理是利用熱能損毀腫瘤

組織，由電極發出射頻波交流電使其周圍組

織中的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盪撞擊摩擦發熱

，將腫瘤區加熱至有效治療溫度範圍並維持

一定時間以殺滅腫瘤細胞（圖三）。同時，

射頻熱效應也能使周圍組織的血管凝固，使

之不能向腫瘤供血而防止腫瘤轉移。在施行

射頻消融時，超音波導引下可以非常清楚地

看到針尖部位呈不規則回聲增強變化，這可

以大致判斷最終所引起組織凝固壞死的範圍

，確認操作範圍遠離甲狀腺包膜以內，一般

操作時中心溫度保持在60—80度，而有效範

圍之外的溫度多在40度以下，這樣可以避免

喉返神經的損傷；且射頻針非常纖細，不會

在頸部留下瘢痕，操作簡便，費時短，但對

於靠近甲狀腺包膜的腫瘤，由於接近頸動

脈、喉返神經及副甲狀腺，操作時往往比

較謹慎，容易治療不徹底。

　　隨著2021年甲狀腺微波消融引進台灣，至

此甲狀腺消融治療三劍客：射頻消融、微波消

融、海扶刀消融在甲狀腺結節的處理上，預期

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圖一、圖二)。在此介紹目

前臨床上甲狀腺消融治療的三種工具的原理與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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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1)RFA所達到的治療溫度較低（60—80℃）

，如果鄰近血液流動中的血管（37℃），

則可能因熱量被低溫區帶走而影響療效（

熱沈效應heat sink effect）。

(2)大部分的射頻器械使用時需要在身上貼上

電導貼片，然有時因治療時間太長或病患

體質問題，電導片溫度會上升，偶而會有

局部燙傷的可能性。

(3)目前不建議使用於懷孕婦女，裝有心律調

節器或其它電子植入裝置的病患。

甲狀腺微波消融治療
(microwave ablation, 簡稱MWA)

原理

　　微波消融一樣運用探針插入腫瘤區域來

進行治療，探針一般較射頻針粗一些，所導

入之微波能量為一種高頻率電磁波，其頻率

介於900MHz到10GHz之間。微波籠罩範圍中

的極性分子（主要為組織中的水分子）會以

每秒20-50億次高速震動（圖四），分子摩擦

產生高溫，而造成局部凝固性壞死。MWA在

相同治療範圍內能夠累積較大的能量密度，

所以一般能做得更快、更大，達成溫度更高

。另外，微波不需要貼片，本身微波天線探

針即能完成電流回路，所以可減少貼片的花

費及潛在貼片燙傷風險。微波可提供較快及

較大的消融區域，對於大於4-5公分腫瘤效果

很好。

▲圖三：射頻消融基本原理 ▲圖四：微波消融基本原理

限制

(1)達成溫度太高，如果沒有精密的監控治療

過程，微波有時會造成消融範圍過大，周

邊血管損傷，針孔周圍皮膚燙傷併發症。

(2)對於懷孕病患以及植入心臟節律器之病患

也不建議使用。

甲狀腺海扶刀消融治療
（Thyroid echotherapy, 簡稱HIFU）

原理

　 　 海 扶 刀 是 「 高 強 度 聚 焦 超 音 波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的譯稱

，英文縮寫為「HIFU」，是利用高能量超音

波聚焦在一個點上會產生熱能的原理，把組

織加熱到攝氏60℃以上，破壞細胞中的蛋白

質，使得腫瘤細胞產生凝固性壞死，再逐漸

被周邊的正常組織吸收，達到消融的效果和

緩解症狀的目的（圖五）。首先會使用超音

波定位找出病灶的位置，再透過電腦計算預

期的燒灼路徑，接著就能讓機器自動進行手

術，機器會將檢查用超音波的強度提高，並

聚焦在腫瘤的位置上，在同一平面依序燒灼

病灶，藉由不斷改變燒灼位置，就能處理整

個立體病灶完成手術。身體上並不會留下任

何傷口，加上焦點外的超音波能量衰減大，

在超音波傳遞路徑上組織所吸收的熱能低，

不會破壞焦點外的正常組織。根據研究報告

顯示，在海扶刀治療甲狀腺結節後追蹤2年的

結果發現6個月體積減少62.99± 22.05%，12

個月體積減少68.66 ± 18.48%，24個月體積

減少70.41 ± 17.39%。

消融治療對象

1.甲狀腺良性結節

2.副甲狀腺增生及腫瘤

3.毒性甲狀腺腫：具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狀

的甲狀腺組織增生。

(1)持續性或復發性瀰漫性毒性甲狀腺腫：

又稱葛瑞夫茲氏病，是由對抗甲促素結

合體的自體抗體所引起是一種自身免疫

性甲狀腺疾病，為甲狀腺功能亢進最常

見的原因。根據研究報告顯示，在海扶

刀治療持續性或復發性Graves病後追蹤2

年的結果發現初期成功率可達96.7%，

追蹤12個月有26.7%經歷復發，24個月

有41.3%經歷復發。其中TSHR自體抗體

血中濃度越高，復發的機會越高。

(2)毒性結節性甲狀腺腫：又稱繼發性甲亢、

或Plummer病，約佔甲亢的10-30%，通常

發生於原來已有多年多結節性甲狀腺腫的

病人，一般在40歲以上後逐漸產生甲狀腺

機能亢進的症狀，較彌漫性毒性甲狀腺

腫的發病年齡為大，且比較少出現眼突

的症狀。

結論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超音波搭配消融

治療讓甲狀腺腫瘤治療體表完全沒有傷口(無

創)。甲狀腺消融治療將來在甲狀腺結節的處

理上勢必將持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國

泰綜合醫院也引進這些消融工具，筆者已完

成超過700例以上的甲狀腺消融治療，治療

後6個月甲狀腺腫瘤體積平均可縮小65%以上

，有醫療需求的民眾，可以前來諮詢。



甲狀腺射頻消融治療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簡稱RFA) 

原理

　　射頻消融基本原理是利用熱能損毀腫瘤

組織，由電極發出射頻波交流電使其周圍組

織中的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盪撞擊摩擦發熱

，將腫瘤區加熱至有效治療溫度範圍並維持

一定時間以殺滅腫瘤細胞（圖三）。同時，

射頻熱效應也能使周圍組織的血管凝固，使

之不能向腫瘤供血而防止腫瘤轉移。在施行

射頻消融時，超音波導引下可以非常清楚地

看到針尖部位呈不規則回聲增強變化，這可

以大致判斷最終所引起組織凝固壞死的範圍

，確認操作範圍遠離甲狀腺包膜以內，一般

操作時中心溫度保持在60—80度，而有效範

圍之外的溫度多在40度以下，這樣可以避免

喉返神經的損傷；且射頻針非常纖細，不會

在頸部留下瘢痕，操作簡便，費時短，但對

於靠近甲狀腺包膜的腫瘤，由於接近頸動

脈、喉返神經及副甲狀腺，操作時往往比

較謹慎，容易治療不徹底。

　　隨著2021年甲狀腺微波消融引進台灣，至

此甲狀腺消融治療三劍客：射頻消融、微波消

融、海扶刀消融在甲狀腺結節的處理上，預期

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圖一、圖二)。在此介紹目

前臨床上甲狀腺消融治療的三種工具的原理與

限制：

限制

(1)RFA所達到的治療溫度較低（60—80℃）

，如果鄰近血液流動中的血管（37℃），

則可能因熱量被低溫區帶走而影響療效（

熱沈效應heat sink effect）。

(2)大部分的射頻器械使用時需要在身上貼上

電導貼片，然有時因治療時間太長或病患

體質問題，電導片溫度會上升，偶而會有

局部燙傷的可能性。

(3)目前不建議使用於懷孕婦女，裝有心律調

節器或其它電子植入裝置的病患。

甲狀腺微波消融治療
(microwave ablation, 簡稱MWA)

原理

　　微波消融一樣運用探針插入腫瘤區域來

進行治療，探針一般較射頻針粗一些，所導

入之微波能量為一種高頻率電磁波，其頻率

介於900MHz到10GHz之間。微波籠罩範圍中

的極性分子（主要為組織中的水分子）會以

每秒20-50億次高速震動（圖四），分子摩擦

產生高溫，而造成局部凝固性壞死。MWA在

相同治療範圍內能夠累積較大的能量密度，

所以一般能做得更快、更大，達成溫度更高

。另外，微波不需要貼片，本身微波天線探

針即能完成電流回路，所以可減少貼片的花

費及潛在貼片燙傷風險。微波可提供較快及

較大的消融區域，對於大於4-5公分腫瘤效果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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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海扶刀消融利用高能量超音波聚焦在一個點上產生熱能

限制

(1)達成溫度太高，如果沒有精密的監控治療

過程，微波有時會造成消融範圍過大，周

邊血管損傷，針孔周圍皮膚燙傷併發症。

(2)對於懷孕病患以及植入心臟節律器之病患

也不建議使用。

甲狀腺海扶刀消融治療
（Thyroid echotherapy, 簡稱HIFU）

原理

　 　 海 扶 刀 是 「 高 強 度 聚 焦 超 音 波 

(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的譯稱

，英文縮寫為「HIFU」，是利用高能量超音

波聚焦在一個點上會產生熱能的原理，把組

織加熱到攝氏60℃以上，破壞細胞中的蛋白

質，使得腫瘤細胞產生凝固性壞死，再逐漸

被周邊的正常組織吸收，達到消融的效果和

緩解症狀的目的（圖五）。首先會使用超音

波定位找出病灶的位置，再透過電腦計算預

期的燒灼路徑，接著就能讓機器自動進行手

術，機器會將檢查用超音波的強度提高，並

聚焦在腫瘤的位置上，在同一平面依序燒灼

病灶，藉由不斷改變燒灼位置，就能處理整

個立體病灶完成手術。身體上並不會留下任

何傷口，加上焦點外的超音波能量衰減大，

在超音波傳遞路徑上組織所吸收的熱能低，

不會破壞焦點外的正常組織。根據研究報告

顯示，在海扶刀治療甲狀腺結節後追蹤2年的

結果發現6個月體積減少62.99± 22.05%，12

個月體積減少68.66 ± 18.48%，24個月體積

減少70.41 ± 17.39%。

消融治療對象

1.甲狀腺良性結節

2.副甲狀腺增生及腫瘤

3.毒性甲狀腺腫：具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狀

的甲狀腺組織增生。

(1)持續性或復發性瀰漫性毒性甲狀腺腫：

又稱葛瑞夫茲氏病，是由對抗甲促素結

合體的自體抗體所引起是一種自身免疫

性甲狀腺疾病，為甲狀腺功能亢進最常

見的原因。根據研究報告顯示，在海扶

刀治療持續性或復發性Graves病後追蹤2

年的結果發現初期成功率可達96.7%，

追蹤12個月有26.7%經歷復發，24個月

有41.3%經歷復發。其中TSHR自體抗體

血中濃度越高，復發的機會越高。

(2)毒性結節性甲狀腺腫：又稱繼發性甲亢、

或Plummer病，約佔甲亢的10-30%，通常

發生於原來已有多年多結節性甲狀腺腫的

病人，一般在40歲以上後逐漸產生甲狀腺

機能亢進的症狀，較彌漫性毒性甲狀腺

腫的發病年齡為大，且比較少出現眼突

的症狀。

結論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超音波搭配消融

治療讓甲狀腺腫瘤治療體表完全沒有傷口(無

創)。甲狀腺消融治療將來在甲狀腺結節的處

理上勢必將持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國

泰綜合醫院也引進這些消融工具，筆者已完

成超過700例以上的甲狀腺消融治療，治療

後6個月甲狀腺腫瘤體積平均可縮小65%以上

，有醫療需求的民眾，可以前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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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式

原理

傷口大小

住院天數

手術時間

麻醉方式

後續追蹤

限制

手術費用

消 融 治 療

射頻消融 微波消融 海扶刀消融

離子和極性大分子震

盪撞擊摩擦發熱，使

中心溫度保持在攝氏

60-80度

體表無疤痕

一般不需住院

30-50分鐘

局部麻醉或睡眠靜脈

麻醉

需等待6-12個月腫瘤

逐漸萎縮

熱沈效應

需要貼上電導貼片

不建議使用於懷孕婦

女，裝有心律調節器

或其它電子植入裝置

的病患

健保不給付，需自費

高頻率電磁波，極性

分子（主要為水分子

）會高速震動摩擦，

達成更高溫度

體表無疤痕

一般不需住院

20-40分鐘

局部麻醉或睡眠靜脈

麻醉

需等待6-12個月腫瘤

逐漸萎縮

有時會造成消融範圍

過大，周邊血管損傷

，針孔周圍皮膚燙傷

併發症

懷孕病患及植入心臟

節律器之病患不建議

使用

健保不給付，需自費

高能量超音波聚焦在一

個點產生熱能到攝氏60

度以上

體表無疤痕

一般不需住院

40-90分鐘

睡眠靜脈麻醉

需等待6-12個月腫瘤逐

漸萎縮

少數情況下會發生皮膚

灼傷或燙傷。或神經損

傷導致聲音異常

結節靠近重要構造區域

海扶刀會避開無法治療

，日後有復發可能

健保不給付，需自費

■甲狀腺結節各種消融治療方式比較表

製表：王文弘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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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健康檢查時發現長了甲狀腺腫瘤，做了細針穿刺細胞學檢

查，化驗報告說是甲狀腺乳突癌，我應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甲狀腺腫瘤是什麼？

　　甲狀腺體中出現腫塊稱作甲狀腺腫瘤。在一般民眾中，如
果以手觸診甲狀腺，約大概4-10%的成年人口中有甲狀腺腫瘤
。但是如果以超音波檢查，則高達40%以上人口中有甲狀腺腫
瘤。甲狀腺腫瘤患者以婦女和老長者居多。所有甲狀腺結節中
，95%以上為良性。甲狀腺癌佔甲狀腺腫瘤不到5%。

甲狀腺乳突癌流行病學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民國108年共新
增4850位甲狀腺癌病例。依據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甲狀腺癌
已成為國人第8大癌症(不含原位癌)，女性的第4大癌症(不含原
位癌)。甲狀腺癌以女性為多，女性發生率是男性的3倍，35－
60歲發生率最高，但是各個年齡層皆可以發生。最近數十年來
雖然發生率不斷上升，但死亡率減少，台灣每年死於甲狀腺癌
患者少於200人。

臨床症狀

　　來門診一般外科就診的甲狀腺癌患者主訴，以沒有症狀性
的頸部腫塊為最常見。其餘症狀有快速長大的頸部腫塊、聲
音嘶啞、呼吸困難、持續咳嗽及吞嚥困難，此外由於近年
全身健康檢查的盛行，健檢甲狀腺超音波發現的甲狀腺癌
也日益增多。

診斷方法

　　最常使用的診斷工具有：理學檢查、甲狀
腺超音波檢查、甲狀腺超音波導引下細針穿刺

細胞學檢查、甲狀腺超音波導引下粗
針穿刺組織學檢查、甲狀腺核子醫
學掃描、正子攝影、基因篩檢、癌
症標記檢查。其中甲狀腺超音波導
引下細針穿刺細胞學檢查為最重
要的工具，依不同的結果表示不
同的甲狀腺癌可能性，若細胞
學檢查顯示為甲狀腺癌，則手
術後甲狀腺癌機率大於99%，
若顯示細胞為非典型，則甲狀

腺癌機率約15-40%，若是顯示細胞為濾泡型
腫瘤，則甲狀腺癌機率約20%。正子攝影對於
甲狀腺癌之正確診斷率並不高於傳統檢查方法
，多用於懷疑甲狀腺癌遠端轉移之患者。

甲狀腺癌分類

1.乳突癌：最常見的甲狀腺癌，佔甲狀腺癌
的80%，通常腫瘤生長緩慢，但診斷時約
30%病人已經有頸部淋巴結轉移，約30%的
乳突癌為多發性(甲狀腺中有兩處以上的甲
狀腺癌)。

2.濾泡癌：佔甲狀腺癌約15%，通常為單一顆
，比較容易經由血液轉移到遠處的器官，
淋巴結轉移的患者約佔10%。

3.賀氏細胞癌：約佔甲狀腺癌的5%，其惡性
度比乳突癌和濾泡癌稍高。

4.髓質癌：由濾泡旁的C細胞產生癌變致，佔
甲狀腺癌的比例少於5%，部分病人有家族
病史，惡性度較上述甲狀腺癌更高。

5.未分化癌：約佔1%，多發生於年長的老人
，經常快速惡化，為預後極差的癌症，癌
症在發現時，常常已無法做根除性的手術
。對於化學藥物治療和放射線治療的效果
也不好。

6.淋巴癌：主要為非何杰金淋巴癌。
7.轉移癌：轉移至甲狀腺的癌症。

甲狀腺癌治療

手術：手術是治療甲狀腺癌的最主要的方式
。手術後方可確立腫瘤的型態和病理診斷，
並可作為隨後的依據。手術包括甲狀腺切除
術和頸部淋巴結廓清術。目前手術可以傳統
手術、內視鏡手術、達文西手術。接受甲狀
腺全切除的病患必須終身服用甲狀腺素。
放射性碘(Ｉ-131)治療：利用甲狀腺癌細胞可
以攝取碘的特性，以放射線來殺死甲狀腺癌
細胞。一般安排在手術後施行，作為輔助性
治療。在安排放射碘治療的前兩週，需先採
取「低碘飲食」，並且搭配人工合成甲狀腺
促素或者停用甲狀腺素3-4週，再進行放射碘
的掃描和治療。
甲狀腺促素(TSH)抑制治療：利用較高劑量的

漫
談
甲
狀
腺
癌

甲狀腺素(levothyroxin)來抑制甲狀腺癌的生
長或復發。
體外放射線治療：主要用來治療未分化癌，
因為未分化癌對放射碘治療幾乎沒有反應，
也可用來治療無法手術完全清除的甲狀腺乳
突癌和濾泡癌的患者。
化學藥物治療：對甲狀腺癌的治療效果有限
，多用於對其他種治療方法沒有作用，而腫
瘤繼續進展時的治療。
標靶治療：蕾莎瓦(Nexar)、樂衛瑪(Lenvima)
、癌必定(Cabometyx)，用來治療放射性碘治
療無效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的進行性分化型
甲狀腺癌。
基因檢測及相對藥物治療：個人化醫療的時
代到來，可以檢測相關的癌症基因，並且使
用相對應的藥物來治療，目前可以檢測的基
因有BRAD V600E、NTRK gene fusion、RET 
fusion、DNA mismatch repair(dMMR)、micro-
satellite instability(MSI)、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目前主要使用於無法手術和轉
移的甲狀腺癌。

甲狀腺癌治療效果

　　甲狀腺乳突癌和濾泡癌在所有的癌症中
，算是治療效果非常好的癌症，一般而言大
多數的病人都可以長期存活，第一到第三期
的10年存活率約90-98%，第四期10年存活
率約50%。甲狀腺髓質癌第一和第二期的5
年存活率約90-95%，第三期的5年存活率約
80%，第四期5年存活率約25%。甲狀腺未分
化癌的5年存活率只有約5%。

總結

　　甲狀腺癌在所有的癌症中算是治療效果
非常好的癌症，完整的治療非常的重要，當
罹患甲狀腺癌時，經由積極的面對和治療，
多數的病人皆可以達到長期存活，所以千萬
不要逃避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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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腫瘤是什麼？

　　甲狀腺體中出現腫塊稱作甲狀腺腫瘤。在一般民眾中，如
果以手觸診甲狀腺，約大概4-10%的成年人口中有甲狀腺腫瘤
。但是如果以超音波檢查，則高達40%以上人口中有甲狀腺腫
瘤。甲狀腺腫瘤患者以婦女和老長者居多。所有甲狀腺結節中
，95%以上為良性。甲狀腺癌佔甲狀腺腫瘤不到5%。

甲狀腺乳突癌流行病學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的資料顯示，民國108年共新
增4850位甲狀腺癌病例。依據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甲狀腺癌
已成為國人第8大癌症(不含原位癌)，女性的第4大癌症(不含原
位癌)。甲狀腺癌以女性為多，女性發生率是男性的3倍，35－
60歲發生率最高，但是各個年齡層皆可以發生。最近數十年來
雖然發生率不斷上升，但死亡率減少，台灣每年死於甲狀腺癌
患者少於200人。

臨床症狀

　　來門診一般外科就診的甲狀腺癌患者主訴，以沒有症狀性
的頸部腫塊為最常見。其餘症狀有快速長大的頸部腫塊、聲
音嘶啞、呼吸困難、持續咳嗽及吞嚥困難，此外由於近年
全身健康檢查的盛行，健檢甲狀腺超音波發現的甲狀腺癌
也日益增多。

診斷方法

　　最常使用的診斷工具有：理學檢查、甲狀
腺超音波檢查、甲狀腺超音波導引下細針穿刺

細胞學檢查、甲狀腺超音波導引下粗
針穿刺組織學檢查、甲狀腺核子醫
學掃描、正子攝影、基因篩檢、癌
症標記檢查。其中甲狀腺超音波導
引下細針穿刺細胞學檢查為最重
要的工具，依不同的結果表示不
同的甲狀腺癌可能性，若細胞
學檢查顯示為甲狀腺癌，則手
術後甲狀腺癌機率大於99%，
若顯示細胞為非典型，則甲狀

腺癌機率約15-40%，若是顯示細胞為濾泡型
腫瘤，則甲狀腺癌機率約20%。正子攝影對於
甲狀腺癌之正確診斷率並不高於傳統檢查方法
，多用於懷疑甲狀腺癌遠端轉移之患者。

甲狀腺癌分類

1.乳突癌：最常見的甲狀腺癌，佔甲狀腺癌
的80%，通常腫瘤生長緩慢，但診斷時約
30%病人已經有頸部淋巴結轉移，約30%的
乳突癌為多發性(甲狀腺中有兩處以上的甲
狀腺癌)。

2.濾泡癌：佔甲狀腺癌約15%，通常為單一顆
，比較容易經由血液轉移到遠處的器官，
淋巴結轉移的患者約佔10%。

3.賀氏細胞癌：約佔甲狀腺癌的5%，其惡性
度比乳突癌和濾泡癌稍高。

4.髓質癌：由濾泡旁的C細胞產生癌變致，佔
甲狀腺癌的比例少於5%，部分病人有家族
病史，惡性度較上述甲狀腺癌更高。

5.未分化癌：約佔1%，多發生於年長的老人
，經常快速惡化，為預後極差的癌症，癌
症在發現時，常常已無法做根除性的手術
。對於化學藥物治療和放射線治療的效果
也不好。

6.淋巴癌：主要為非何杰金淋巴癌。
7.轉移癌：轉移至甲狀腺的癌症。

甲狀腺癌治療

手術：手術是治療甲狀腺癌的最主要的方式
。手術後方可確立腫瘤的型態和病理診斷，
並可作為隨後的依據。手術包括甲狀腺切除
術和頸部淋巴結廓清術。目前手術可以傳統
手術、內視鏡手術、達文西手術。接受甲狀
腺全切除的病患必須終身服用甲狀腺素。
放射性碘(Ｉ-131)治療：利用甲狀腺癌細胞可
以攝取碘的特性，以放射線來殺死甲狀腺癌
細胞。一般安排在手術後施行，作為輔助性
治療。在安排放射碘治療的前兩週，需先採
取「低碘飲食」，並且搭配人工合成甲狀腺
促素或者停用甲狀腺素3-4週，再進行放射碘
的掃描和治療。
甲狀腺促素(TSH)抑制治療：利用較高劑量的

甲狀腺素(levothyroxin)來抑制甲狀腺癌的生
長或復發。
體外放射線治療：主要用來治療未分化癌，
因為未分化癌對放射碘治療幾乎沒有反應，
也可用來治療無法手術完全清除的甲狀腺乳
突癌和濾泡癌的患者。
化學藥物治療：對甲狀腺癌的治療效果有限
，多用於對其他種治療方法沒有作用，而腫
瘤繼續進展時的治療。
標靶治療：蕾莎瓦(Nexar)、樂衛瑪(Lenvima)
、癌必定(Cabometyx)，用來治療放射性碘治
療無效之局部晚期或轉移性的進行性分化型
甲狀腺癌。
基因檢測及相對藥物治療：個人化醫療的時
代到來，可以檢測相關的癌症基因，並且使
用相對應的藥物來治療，目前可以檢測的基
因有BRAD V600E、NTRK gene fusion、RET 
fusion、DNA mismatch repair(dMMR)、micro-
satellite instability(MSI)、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目前主要使用於無法手術和轉
移的甲狀腺癌。

甲狀腺癌治療效果

　　甲狀腺乳突癌和濾泡癌在所有的癌症中
，算是治療效果非常好的癌症，一般而言大
多數的病人都可以長期存活，第一到第三期
的10年存活率約90-98%，第四期10年存活
率約50%。甲狀腺髓質癌第一和第二期的5
年存活率約90-95%，第三期的5年存活率約
80%，第四期5年存活率約25%。甲狀腺未分
化癌的5年存活率只有約5%。

總結

　　甲狀腺癌在所有的癌症中算是治療效果
非常好的癌症，完整的治療非常的重要，當
罹患甲狀腺癌時，經由積極的面對和治療，
多數的病人皆可以達到長期存活，所以千萬
不要逃避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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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是個14歲的田徑選手，最近2週練田

徑時常感到呼吸變喘、心跳變快，體力大

不如前。在沒有練田徑的時候，也會出現

莫名的手抖與腹瀉的情況。原本以為只是

輕微的腸胃炎而不以為意，然而上述症狀

並沒有改善，甚至影響到日常的生活作息

。由於田徑比賽即將來臨，教練請小梅來

兒童內分泌科就診，評估是否適合接下來

高強度的田徑訓練。

淺談兒童甲狀腺
機能亢進

　　在門診，小梅的心跳每分鐘達115下，血

壓為135/89mmHg。醫生做理學檢查時發現小

梅手抖得非常厲害，而且雙側脖子明顯腫脹

。安排了甲狀腺超音波與抽血檢查，小梅的

甲狀腺素(FT4)高達4.2ng/dL、甲狀腺刺激素

低至0.002μIU/ml，甲促素受器抗體為56%。

醫生告知小梅目前診斷為自體免疫甲狀腺機

能亢進，需要定期服藥並監測甲狀腺功能。

經過3到6個月的積極治療與努力，小梅的甲

亢症狀終於獲得控制，最後也能回復原本田

徑隊的訓練。

臨床症狀

　　自體免疫甲狀腺機能亢進，又名葛雷夫

氏症，是兒童最常見的甲狀腺疾病。此病好

發於青春期的少女，而且詢問家族史常常有

人有甲狀腺疾病。典型的臨床表現為心悸、

手抖、脖子腫。此病常常會伴隨系統性的症

狀：食慾增加但體重變瘦、不明原因腹痛腹

瀉、口渴頻尿、爬樓梯與運動變喘、月經不

規則等等。在女孩甚至會造成骨齡加速癒合

與性早熟。在亞洲男孩則會有大吃一餐後，

隔天早上四肢無力無法行走的現象。凸眼症

狀在兒童則不像成人一樣常見。自體免疫甲

狀腺機能亢進，最罕見的臨床表現為甲狀腺

風暴。除了原本甲狀腺亢進症狀外，甲狀腺

風暴會有發燒、癲癇與昏迷、肝功能異常與

黃疸、心律不整、心肺衰竭等多重器官問題

，病人通常要進加護病房觀察治療，未積極

處理的病人最終會導致死亡。

疾病診斷

　　要確診自體免疫甲狀腺亢進只要抽血即

可。典型的抽血表現如小梅一樣：甲狀腺素

(FT4)上升、甲狀腺刺激素(TSH)過低，甲促素

受器抗體(TSH-R antibody)表現異常。甲促素

受器抗體的高低，也是決定病人能否停藥的

治療關鍵。除了抽血，甲狀腺超音波也能提

供臨床醫師訊息

。超音波常常如

圖所示：甲狀腺

過度增生、質地

不均勻、邊界不

規則、血流特別

旺盛等等。

治療方式

　　目前臨床治療有三種方式：口服抗甲狀

腺藥物治療、放射碘治療、手術治療。兒童

目前最好的治療方式是口服藥物治療。

●口服藥物治療

口服藥物(Methimazole)治療目前被證實在

兒童是最有效且安全的治療模式。大部分

病人規則服藥後均能明顯改善症狀。然而

口服藥物對於凸眼、大脖子等症狀效果有

限，想要積極處理這二個症狀，需要把甲

狀腺功能控制在正常範圍，並尋求外科醫

師的協助。藥物治療併發症最常見的是皮

膚過敏紅疹，僅有少數案例會有肝功能異

常、顆粒球低下需轉換其他治療模式。除

了抗甲狀腺藥物，醫師常常會合併使用降

低心律與血壓的藥物(Propranolol)。病人與

家屬須注意，具有氣喘等病史為使用降心

律藥物的禁忌症，應主動告知醫師。藥物

治療一般需要數年或數十年，兒童大概有

30-50%未來可以治癒而不用藥物治療。

●放射碘治療

當病人口服藥物遵從性不佳或有併發症，

可以考慮使用放射碘治療。放射碘目前建

議10歲以上且無重度甲狀腺腫的兒科病人

才可以使用。病人服入放射碘後，會破壞

腫大的甲狀腺細胞。有些病人治療後可以

維持正常甲狀腺功能，有些人則因為出現

甲狀腺低下而需要補充甲狀腺素。

●手術治療

手術治療目前僅保留給重度甲狀腺腫(例如

壓迫呼吸道)或曾用前述二種治療失敗之個

案。甲狀腺手術在兒童的困難度比成人高

，而且術後常常會有聲帶麻痺或神經受損

等併發症，必須要有足夠經驗的外科醫師

才能執行手術。因為術後甲狀腺切除，會

有甲狀腺低下的問題，病人反而需一輩子

補充甲狀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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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診，小梅的心跳每分鐘達115下，血

壓為135/89mmHg。醫生做理學檢查時發現小

梅手抖得非常厲害，而且雙側脖子明顯腫脹

。安排了甲狀腺超音波與抽血檢查，小梅的

甲狀腺素(FT4)高達4.2ng/dL、甲狀腺刺激素

低至0.002μIU/ml，甲促素受器抗體為56%。

醫生告知小梅目前診斷為自體免疫甲狀腺機

能亢進，需要定期服藥並監測甲狀腺功能。

經過3到6個月的積極治療與努力，小梅的甲

亢症狀終於獲得控制，最後也能回復原本田

徑隊的訓練。

臨床症狀

　　自體免疫甲狀腺機能亢進，又名葛雷夫

氏症，是兒童最常見的甲狀腺疾病。此病好

發於青春期的少女，而且詢問家族史常常有

人有甲狀腺疾病。典型的臨床表現為心悸、

手抖、脖子腫。此病常常會伴隨系統性的症

狀：食慾增加但體重變瘦、不明原因腹痛腹

瀉、口渴頻尿、爬樓梯與運動變喘、月經不

規則等等。在女孩甚至會造成骨齡加速癒合

與性早熟。在亞洲男孩則會有大吃一餐後，

隔天早上四肢無力無法行走的現象。凸眼症

狀在兒童則不像成人一樣常見。自體免疫甲

狀腺機能亢進，最罕見的臨床表現為甲狀腺

風暴。除了原本甲狀腺亢進症狀外，甲狀腺

風暴會有發燒、癲癇與昏迷、肝功能異常與

黃疸、心律不整、心肺衰竭等多重器官問題

，病人通常要進加護病房觀察治療，未積極

處理的病人最終會導致死亡。

疾病診斷

　　要確診自體免疫甲狀腺亢進只要抽血即

可。典型的抽血表現如小梅一樣：甲狀腺素

(FT4)上升、甲狀腺刺激素(TSH)過低，甲促素

受器抗體(TSH-R antibody)表現異常。甲促素

受器抗體的高低，也是決定病人能否停藥的

治療關鍵。除了抽血，甲狀腺超音波也能提

供臨床醫師訊息

。超音波常常如

圖所示：甲狀腺

過度增生、質地

不均勻、邊界不

規則、血流特別

旺盛等等。

治療方式

　　目前臨床治療有三種方式：口服抗甲狀

腺藥物治療、放射碘治療、手術治療。兒童

目前最好的治療方式是口服藥物治療。

●口服藥物治療

口服藥物(Methimazole)治療目前被證實在

兒童是最有效且安全的治療模式。大部分

病人規則服藥後均能明顯改善症狀。然而

口服藥物對於凸眼、大脖子等症狀效果有

限，想要積極處理這二個症狀，需要把甲

狀腺功能控制在正常範圍，並尋求外科醫

師的協助。藥物治療併發症最常見的是皮

膚過敏紅疹，僅有少數案例會有肝功能異

常、顆粒球低下需轉換其他治療模式。除

了抗甲狀腺藥物，醫師常常會合併使用降

低心律與血壓的藥物(Propranolol)。病人與

家屬須注意，具有氣喘等病史為使用降心

律藥物的禁忌症，應主動告知醫師。藥物

治療一般需要數年或數十年，兒童大概有

30-50%未來可以治癒而不用藥物治療。

●放射碘治療

當病人口服藥物遵從性不佳或有併發症，

可以考慮使用放射碘治療。放射碘目前建

議10歲以上且無重度甲狀腺腫的兒科病人

才可以使用。病人服入放射碘後，會破壞

腫大的甲狀腺細胞。有些病人治療後可以

維持正常甲狀腺功能，有些人則因為出現

甲狀腺低下而需要補充甲狀腺素。

●手術治療

手術治療目前僅保留給重度甲狀腺腫(例如

壓迫呼吸道)或曾用前述二種治療失敗之個

案。甲狀腺手術在兒童的困難度比成人高

，而且術後常常會有聲帶麻痺或神經受損

等併發症，必須要有足夠經驗的外科醫師

才能執行手術。因為術後甲狀腺切除，會

有甲狀腺低下的問題，病人反而需一輩子

補充甲狀腺素。

結語

　　兒童自體免疫甲狀腺亢進因為目前有良

好的藥物治療，大部分的孩子都能獲得控制

。兒童飲食應注意避免食入海帶、紫菜、海

苔、蝦貝等高碘食物。至於嚴重無法控制個

案，建議家長可多和醫師討論，找出最適合

病童的治療方式。

兒童與成人之差異

典型症狀

凸眼症

心律不整

甲狀腺風暴

口服藥物治癒率

放射碘治療表現

手術治療

兒童

症狀較不明顯

少見

罕見

罕見

30-40%

反應較佳

手術困難較多併發症

成人

症狀更明顯

較多

10-15%

2%

40-60%

反應較差

手術安全易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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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殘餘的甲狀腺組織為什麼要清掉

主要是因為下列3點原因：

1.只要還有甲狀腺組織，日後就有再長出腫

瘤的可能性。因為前次手術後的局部沾黏

，要再進行手術治療就難了，據說是地獄

級的難度⋯。

2.甲狀腺癌的追蹤，會抽血檢查甲狀腺球蛋

白的量，這是甲狀腺癌的腫瘤指數。但是

甲狀腺球蛋白的量和甲狀腺組織的量成正

比，只要有殘餘甲狀腺組織，就會有甲狀

腺球蛋白。這樣如果腫瘤復發了，甲狀腺

球蛋白增加的幅度就可能不容易察覺。若

是把甲狀腺組織清除乾淨了，甲狀腺球蛋

白的量幾乎歸零，有一點風吹草動，就容

易發現了。

3.若是醫師懷疑有腫瘤復發或轉移，常會用

小劑量碘-131攝影來確認。但若是還有殘

餘的甲狀腺組織，就會把碘-131搶光，腫

瘤組織就照不出來了。

　　清除殘餘的甲狀腺組織，通常只會用到

原理

　　碘-131能同時放出兩種輻射線：貝他及

加馬射線。貝他射線是電子，帶負電，很容

易被周邊原子帶正電的原子核所吸引捕捉，

所以跑不遠，在人體只能跑2-4公釐，連半公

分都不到。貝他射線的能量只作用在周圍這

麼短的距離內，我們就利用這個特性，針對

會吸收碘-131的甲狀腺組織或甲狀腺癌細胞

進行治療。

　　加馬射線則會穿透出來，所以我們會在

治療後數天進行1次全身攝影，看看是否仍有

淋巴結或遠處轉移。

為什麼要做碘-131治療

　　甲狀腺癌的病灶較大的話，通常醫師會

進行甲狀腺全切除術。但甲狀腺周邊重要的

神經血管很多，傷口又不能太大，所以只能

在可行的範圍內，能切除的儘量拿乾淨，所

以常會有殘餘的甲狀腺組織留下來，這時候

就可以利用碘-131治療把它們清除掉。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 學 報 導

文 / 蘇弘毅
國泰綜合醫院核子醫學科主治醫師

碘-131治療雖然是1940年代中期的發明，距今已有

80年的歷史，卻與現代追求的精準醫療有異曲同工

之妙。因為甲狀腺組織有攝取碘的特性，碘-131能

集中於甲狀腺組織，清除手術後殘餘的甲狀腺組織

，並殺滅可能殘留或轉移的甲狀腺癌細胞。

碘-131治療

中劑量(30毫居里)的碘-131治療，不需要住

院隔離。若是手術中發現有淋巴結轉移、病

理報告中發現淋巴管及血管內有腫瘤組織(表

示可能發生淋巴結或遠處轉移，就像在監獄

下水道發現越獄的逃犯一樣)、手術無法完全

清除腫瘤組織或是已經發現遠處轉移，都會

進行大劑量(100到200毫居里)的碘-131治療

，因為輻射劑量較大，必須住院隔離2-3天

，出院後建議再居家隔離1星期。

準備工作

　　無論劑量大小，碘-131治療前的兩件準

備工作一定要做好，一件是提高體內的甲狀

腺刺激素(又譯為甲促素)，另一件則是低碘

飲食。

提高體內的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是腦下垂體分泌的激素，

能刺激甲狀腺吸收碘，製造更多甲狀腺素。

以往為了提高體內的甲狀腺刺激素，必須停

止補充甲狀腺素4個星期，造成甲狀腺低下

的狀況，以刺激腦下垂體分泌甲狀腺刺激素

。然而，甲狀腺低下伴隨的一些不適卻不是

每個人都能忍受的，例如：疲勞倦怠、注意

力不集中、便祕、皮膚變粗、水腫等。這些

症狀對心臟衰竭或是憂鬱症的病患，可能會

有致命的危險。此外，對於日常工作必須全

神貫注的某些人例如職業駕駛或是醫師等，

也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幸好近幾年已經有人

工合成的甲狀腺刺激素，只要在碘-131治療

前2天各打1針，就可以有類似的效果，不

必停藥也可避免甲狀腺低下的副作用。有

需要的病患，請和醫師及個案管理師討論

，申請健保使用或自費購買人工合成甲狀

腺刺激素。

低碘飲食

　　低碘飲食可以讓體內缺碘，等於讓甲狀

腺組織先餓肚子，才會努力攝取我們給的碘

-131。在治療前兩星期都要吃低碘飲食。但

是，要做好低碘飲食是不容易的。為了防止

缺碘造成甲狀腺腫大及心智功能障礙，除了

特別強調不含碘的無碘鹽以外，我們常見的

台鹽公司的鹽都添加了碘，而進口的鹽則不

一定是碘鹽。所以這兩星期要特別選用無碘

鹽，不能使用醬油、番茄醬、烏醋等加鹽的

調味料(除非特別標榜使用無碘鹽的調味料)

，避免海鮮、海帶、紫菜、牛乳、乳製品、

黃豆製品、蛋黃、加工調味的肉品及加鹽的

麵條及麵包等。

結語

　　甲狀腺癌雖然在所有惡性腫瘤中，算是

長得較慢，預後較好的一種，但仍要在一開

始治療時就儘量根除，才能避免日後復發

甚至遠處轉移。所以，如果醫師認為需要

進行碘-131治療，請病患一定要努力按照

我們擬定的時程表，做好準備工作，以確

保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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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要還有甲狀腺組織，日後就有再長出腫

瘤的可能性。因為前次手術後的局部沾黏

，要再進行手術治療就難了，據說是地獄

級的難度⋯。

2.甲狀腺癌的追蹤，會抽血檢查甲狀腺球蛋

白的量，這是甲狀腺癌的腫瘤指數。但是

甲狀腺球蛋白的量和甲狀腺組織的量成正

比，只要有殘餘甲狀腺組織，就會有甲狀

腺球蛋白。這樣如果腫瘤復發了，甲狀腺

球蛋白增加的幅度就可能不容易察覺。若

是把甲狀腺組織清除乾淨了，甲狀腺球蛋

白的量幾乎歸零，有一點風吹草動，就容

易發現了。

3.若是醫師懷疑有腫瘤復發或轉移，常會用

小劑量碘-131攝影來確認。但若是還有殘

餘的甲狀腺組織，就會把碘-131搶光，腫

瘤組織就照不出來了。

　　清除殘餘的甲狀腺組織，通常只會用到

原理

　　碘-131能同時放出兩種輻射線：貝他及

加馬射線。貝他射線是電子，帶負電，很容

易被周邊原子帶正電的原子核所吸引捕捉，

所以跑不遠，在人體只能跑2-4公釐，連半公

分都不到。貝他射線的能量只作用在周圍這

麼短的距離內，我們就利用這個特性，針對

會吸收碘-131的甲狀腺組織或甲狀腺癌細胞

進行治療。

　　加馬射線則會穿透出來，所以我們會在

治療後數天進行1次全身攝影，看看是否仍有

淋巴結或遠處轉移。

為什麼要做碘-131治療

　　甲狀腺癌的病灶較大的話，通常醫師會

進行甲狀腺全切除術。但甲狀腺周邊重要的

神經血管很多，傷口又不能太大，所以只能

在可行的範圍內，能切除的儘量拿乾淨，所

以常會有殘餘的甲狀腺組織留下來，這時候

就可以利用碘-131治療把它們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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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劑量(30毫居里)的碘-131治療，不需要住

院隔離。若是手術中發現有淋巴結轉移、病

理報告中發現淋巴管及血管內有腫瘤組織(表

示可能發生淋巴結或遠處轉移，就像在監獄

下水道發現越獄的逃犯一樣)、手術無法完全

清除腫瘤組織或是已經發現遠處轉移，都會

進行大劑量(100到200毫居里)的碘-131治療

，因為輻射劑量較大，必須住院隔離2-3天

，出院後建議再居家隔離1星期。

準備工作

　　無論劑量大小，碘-131治療前的兩件準

備工作一定要做好，一件是提高體內的甲狀

腺刺激素(又譯為甲促素)，另一件則是低碘

飲食。

提高體內的甲狀腺刺激素

　　甲狀腺刺激素是腦下垂體分泌的激素，

能刺激甲狀腺吸收碘，製造更多甲狀腺素。

以往為了提高體內的甲狀腺刺激素，必須停

止補充甲狀腺素4個星期，造成甲狀腺低下

的狀況，以刺激腦下垂體分泌甲狀腺刺激素

。然而，甲狀腺低下伴隨的一些不適卻不是

每個人都能忍受的，例如：疲勞倦怠、注意

力不集中、便祕、皮膚變粗、水腫等。這些

症狀對心臟衰竭或是憂鬱症的病患，可能會

有致命的危險。此外，對於日常工作必須全

神貫注的某些人例如職業駕駛或是醫師等，

也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幸好近幾年已經有人

工合成的甲狀腺刺激素，只要在碘-131治療

前2天各打1針，就可以有類似的效果，不

必停藥也可避免甲狀腺低下的副作用。有

需要的病患，請和醫師及個案管理師討論

，申請健保使用或自費購買人工合成甲狀

腺刺激素。

低碘飲食

　　低碘飲食可以讓體內缺碘，等於讓甲狀

腺組織先餓肚子，才會努力攝取我們給的碘

-131。在治療前兩星期都要吃低碘飲食。但

是，要做好低碘飲食是不容易的。為了防止

缺碘造成甲狀腺腫大及心智功能障礙，除了

特別強調不含碘的無碘鹽以外，我們常見的

台鹽公司的鹽都添加了碘，而進口的鹽則不

一定是碘鹽。所以這兩星期要特別選用無碘

鹽，不能使用醬油、番茄醬、烏醋等加鹽的

調味料(除非特別標榜使用無碘鹽的調味料)

，避免海鮮、海帶、紫菜、牛乳、乳製品、

黃豆製品、蛋黃、加工調味的肉品及加鹽的

麵條及麵包等。

結語

　　甲狀腺癌雖然在所有惡性腫瘤中，算是

長得較慢，預後較好的一種，但仍要在一開

始治療時就儘量根除，才能避免日後復發

甚至遠處轉移。所以，如果醫師認為需要

進行碘-131治療，請病患一定要努力按照

我們擬定的時程表，做好準備工作，以確

保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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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廖本安
國泰綜合醫院放射線科主治醫師

甲狀腺結節是很常見的疾病，可能會造成功能性的問題，巨型的甲狀腺結節

還有可能會壓迫氣管，往下往胸腔內長，及造成美觀的問題。

　　現今的甲狀腺結節治療方式有很多，舉凡內科藥物治療、傳

統手術切除、消融術，及動脈栓塞術，在不同的結節位置大小及

病人狀態下，各有適合的療法。

　　一般巨型甲狀腺結節有幾個特色：血流非常豐富，供應血管

很多很粗大，可能有往胸腔長，傳統手術危險性高，消融手術難

以大範圍處理，因此動脈栓塞術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可作為

單獨的療法，也可以搭配消融手術有加成效果。

　　在醫學上，經動脈栓塞是早已施行很久的一個常規微侵入性

治療，例如肝癌栓塞、子宮肌瘤栓塞、動脈瘤栓塞，都是經過動

脈將導管放到供應腫瘤的血管，然後灌注栓塞藥物，藉以讓腫瘤

缺血缺氧缺營養達到殺死腫瘤細胞的效果並且縮小腫瘤大小。而

甲狀腺動脈栓塞優點有：微創(局部麻醉)，幾乎沒有傷口，從腫

瘤源頭將血流截斷減緩生長，併發症少(減少聲帶沙啞腫瘤出血

破裂機會)，可長期持續縮小腫瘤，減少巨型胸腔結節手術時需

要切開胸骨做大手術的機會，且幾乎不影響甲狀腺功能。

　　對於甲狀腺治療，臨床醫師會為病人選擇最適合的療法， 

而在巨型甲狀腺結節的病人上，動脈栓塞術已經上佔有很重要的

角色。

甲狀腺動脈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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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吳佩芩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營養師！我有甲狀腺問題不能吃碘！」臨

床上常遇到病人這樣回饋，甲狀腺疾病有哪

些？與飲食到底有什麼關係？是否所有甲狀

腺疾病都不能吃含碘食物？

　　為什麼碘跟甲狀腺密不可分？碘為人體

必需的微量礦物質，是構成甲狀腺素的重要

元素。甲狀腺素參與許多重要的體內生化代

謝反應，如蛋白質合成及酵素活性，與胚胎

及嬰兒期骨骼發育和生長、腦神經系統的發

育與認知功能的發展等有關，因此適當地攝

取含碘食物是必須的。含碘較多的食物有加

碘鹽、海裡的動植物（如：海藻、海鮮類）

、乳品類、加工食品及醃漬品等。

　　是不是每種甲狀腺疾病都應限制碘呢？

除了碘之外，這些較常見的甲狀腺疾病飲食

有什麼應該注意的地方呢？

甲狀腺功能低下症

□可放心補充含碘食品。

□病人因代謝變慢，若有體重過重或肥胖的

情形，可進行均衡的減重飲食，減緩體重

的增加程度。

□如有便秘的狀況，建議增加蔬果攝取量，

主食類選擇未精製的全榖雜糧類，以增加

膳 食 纖 維 的 攝 取 ， 搭 配 每 天 飲 用

1500-2000cc開水，有助改善便秘情形。

甲狀腺疾病

飲食大解密

甲狀腺機能亢進症

□減少攝取碘含量較高的食物，若進行碘

131治療，則治療前後2週應嚴格執行低碘

飲食，建議每日飲食中攝取碘的含量建議

低於 100 微克，並以無碘鹽做為烹調調味

料，因外食調味料不易控制，自備為佳。

□如有體重下降，應增加由口進食量。

□減少茶、咖啡、可樂等含咖啡因飲品，以

白開水取代飲品。

甲狀腺癌

□如因頸部腫大造成吞嚥較困難或不適，食

物質地可選擇軟質或流質為主。

□均衡飲食並攝取足量開水，每日>2000cc。

□如進行碘131治療前後2週，應嚴格執行低

碘飲食。

　　碘是人體重要的必需營養素，甲狀腺疾

病應徵詢醫師及營養師正確的飲食建議，不

要自己隨意執行低碘的飲食控制。



文 / 張筱姃
 國泰綜合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

22

醫 學 報 導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大部分病人於手術前建立呼吸道插管，麻醉醫

師可透過使用直接喉頭鏡經口腔或鼻腔進行氣管插

管。但甲狀腺腫大或腫瘤壓迫氣管時，使得醫師無

法看清楚聲門入口以致無法順利進行呼吸道插管，

此為『困難氣管插管』。

　　部分罹患甲狀腺腫瘤病人因腫瘤增長緩慢無明

甲狀腺疾病是內分泌新陳代謝科常

見的疾病之一，造成甲狀腺腫大的

因素很多，包括自體免疫疾病、家

族遺傳病史、碘攝取不足或飲食中

含有導致甲狀腺腫大的物質。甲狀

腺腫大或腫瘤必須經過詳細的檢查

才可正確診斷。大部份甲狀腺相關

內分泌疾病可以經由藥物獲得控制

，但對於甲狀腺腫大或腫瘤造成呼

吸道或食道壓迫等症狀時，外科手

術仍為重要的治療選擇。

顯壓迫症狀，但當甲狀腺腫瘤造成氣管壓迫導致受壓迫的氣管塌陷、偏移

、狹窄、氣管變形，病人可能伴隨有呼吸壓抑感及呼吸困難聲音改變，亦

或腫瘤壓迫食道造成吞嚥困難。此類病人在手術麻醉過程之呼吸道氣管插

管建立與照護存在較高的風險。麻醉醫生對於困難氣管插管病人，術前呼

吸道症狀評估包含病人的頭頸活動度、張口程度、腫瘤大小特性、腫瘤所

在位置，或藉由頸部斷層掃描影像學檢查判斷病人呼吸道受壓迫情形。

　　隨著醫學科技進步並更重視醫療品質，相較於傳統之直接喉頭鏡，新

科技影像喉頭鏡及支氣管鏡能提供即時、清晰呼吸道插管影像，而降低插

管的難度。影像喉頭鏡其優點包含：

1.減少困難插管：對巨大甲狀腺腫瘤、肥胖和口腔結構異常的病人，醫師

可透過高解析的影像掌握病人呼吸道相關解剖結構，利於醫師在面臨困

難插管病患時能及時建立呼吸道插管處置。

2.減低頸椎的移動：影像喉頭鏡可讓病人的不必過度伸直頸椎，在保持較

自然的姿勢下進行插管，可適用於頸椎關節不穩定、頸椎受傷或是頸部

活動受限的病人。 

3.較少血壓，心跳的刺激：醫師經影像喉頭鏡即能看見聲門入口，對舌根

施加壓力降低且對呼吸道的刺激較少，故插管時心跳血壓相對穩定。

4.減少感染：影像喉頭鏡搭配自費拋棄式喉頭葉片，避免造成病人間病原

交互傳染疾病的可能，醫療專業人員為高傳染性病人（SARS、

COVID-19等）插管時，亦能減少與病人呼吸道痰液分泌物等的接觸。

　　另，支氣管鏡氣管插管是將管徑細長且可彎曲的氣管鏡，經由鼻腔或

口腔咽喉經過聲門將呼吸管置入氣管和支氣管，置放呼吸管過程中，醫生

能根據顯示於銀幕的清晰圖像畫面直接觀察氣管和支氣管的病灶進行檢查

，且可經由抽吸引功能清除呼吸道的痰液等分泌物，若發現異常情況可即

時重新建立新的人工氣道。影像

喉頭鏡及支氣管鏡氣管插管可減

少困難插管的狀況並提升有效的

氣道建立插管成功率，國泰綜合

醫院麻醉科在手術麻醉過程中皆

有麻醉專科醫生與麻醉護理師全

程照顧並提供各樣先進設備，期

能提供民眾更安全舒適的麻醉照

護環境。

善用喉頭鏡、支氣管鏡
有效執行甲狀腺腫瘤壓迫
困難氣管插管

▲影像喉頭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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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病人於手術前建立呼吸道插管，麻醉醫

師可透過使用直接喉頭鏡經口腔或鼻腔進行氣管插

管。但甲狀腺腫大或腫瘤壓迫氣管時，使得醫師無

法看清楚聲門入口以致無法順利進行呼吸道插管，

此為『困難氣管插管』。

　　部分罹患甲狀腺腫瘤病人因腫瘤增長緩慢無明

顯壓迫症狀，但當甲狀腺腫瘤造成氣管壓迫導致受壓迫的氣管塌陷、偏移

、狹窄、氣管變形，病人可能伴隨有呼吸壓抑感及呼吸困難聲音改變，亦

或腫瘤壓迫食道造成吞嚥困難。此類病人在手術麻醉過程之呼吸道氣管插

管建立與照護存在較高的風險。麻醉醫生對於困難氣管插管病人，術前呼

吸道症狀評估包含病人的頭頸活動度、張口程度、腫瘤大小特性、腫瘤所

在位置，或藉由頸部斷層掃描影像學檢查判斷病人呼吸道受壓迫情形。

　　隨著醫學科技進步並更重視醫療品質，相較於傳統之直接喉頭鏡，新

科技影像喉頭鏡及支氣管鏡能提供即時、清晰呼吸道插管影像，而降低插

管的難度。影像喉頭鏡其優點包含：

1.減少困難插管：對巨大甲狀腺腫瘤、肥胖和口腔結構異常的病人，醫師

可透過高解析的影像掌握病人呼吸道相關解剖結構，利於醫師在面臨困

難插管病患時能及時建立呼吸道插管處置。

2.減低頸椎的移動：影像喉頭鏡可讓病人的不必過度伸直頸椎，在保持較

自然的姿勢下進行插管，可適用於頸椎關節不穩定、頸椎受傷或是頸部

活動受限的病人。 

3.較少血壓，心跳的刺激：醫師經影像喉頭鏡即能看見聲門入口，對舌根

施加壓力降低且對呼吸道的刺激較少，故插管時心跳血壓相對穩定。

4.減少感染：影像喉頭鏡搭配自費拋棄式喉頭葉片，避免造成病人間病原

交互傳染疾病的可能，醫療專業人員為高傳染性病人（SARS、

COVID-19等）插管時，亦能減少與病人呼吸道痰液分泌物等的接觸。

　　另，支氣管鏡氣管插管是將管徑細長且可彎曲的氣管鏡，經由鼻腔或

口腔咽喉經過聲門將呼吸管置入氣管和支氣管，置放呼吸管過程中，醫生

能根據顯示於銀幕的清晰圖像畫面直接觀察氣管和支氣管的病灶進行檢查

，且可經由抽吸引功能清除呼吸道的痰液等分泌物，若發現異常情況可即

時重新建立新的人工氣道。影像

喉頭鏡及支氣管鏡氣管插管可減

少困難插管的狀況並提升有效的

氣道建立插管成功率，國泰綜合

醫院麻醉科在手術麻醉過程中皆

有麻醉專科醫生與麻醉護理師全

程照顧並提供各樣先進設備，期

能提供民眾更安全舒適的麻醉照

護環境。

▲支氣管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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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健署最新108年癌症登記資料分析，甲狀腺惡性腫瘤發生率於女性排名第4位，男性排名

第12位；死亡率於女性排名第23位、男性排名第25位，9成5的個案在接受甲狀腺癌的手術治

療、放射線碘131治療及長期甲狀腺素抑制後獲得良好的疾病控制，10年的存活率可高達9成

以上。如今醫學進步，癌症與不治之症不再是畫上等號，罹癌不等於死亡，我們將焦點著重

於確診後高品質醫療處置照顧，更追求疾病復原後接軌回歸正常生活，讓我們一起來談談甲

狀腺癌接受手術治療後的照護面面觀。

液體、軟質食物，如：口含冰塊、冰淇淋
、果汁、冰鮮奶、優酪乳、布丁等，可促
進血管收縮、減輕水腫或出血情形，避免
熱食。

出院後

1.傷口照護
手術傷口縫合後7-10天內不要碰水，保持
傷口清潔乾燥，淋浴時可使用防水敷料，
但不建議泡澡。使用組織凝膠的手術傷口
可不須換藥。出院時醫師會為您預約複診
，檢查傷口癒合情形及拆線。
2.飲食方面
可採高蛋白、高熱量、高碳水化合物飲食
（如：奶、蛋、魚或肉類、新鮮蔬果等)都
有助於身體康復，避免進食刺激性食物（
如：咖啡、茶、辛辣及油炸類食物等）。

中程照護重點

1.藥物方面
甲狀腺全切除術後病人必須終生服用甲狀
腺素，補充甲狀腺素的目的：維持體內正
常的甲狀腺激素水平、抑制甲狀腺刺激素
TSH的分泌，而達到抑制甲狀腺癌復發的目
的。藥量少達不到治療目的，藥量多會引
起副作用，調整適當的藥物劑量是必經的
過程，臨床上會於開始服藥後約1個月回診

短程照護重點

住院中

1.低血鈣
術後因副甲狀腺調節功能異常而導致低血
鈣，會有顏面麻木感，手指、腳趾末梢發
麻、抽筋、頸部緊繃及呼吸困難症狀，若
發生此現象需立即通知醫護人員，醫師會
依據當下的血鈣數值補充鈣離子及維他命
Ｄ，一般會在2週內恢復。
2.聲音沙啞
大部分的聲音沙啞都是輕微暫時性的，大
約會在1至3個月內逐漸恢復，聲音不受影
響。若是喉返神經的損傷，聲音嘶啞是不
能恢復的，可以到耳鼻喉科做個喉鏡確認
是否有損傷。
3.術後飲食
當醫囑可開始進食時，先喝一口（約20ml
）冷開水，若無嗆到或咳嗽，才可開始進
食。由冷的全流飲食開始進食，再逐漸改
為軟質飲食。術後喉嚨痛建議可以吃冰涼

甲狀腺癌術後這樣照護
讓您一樣擁有甲上人生

抽血檢查甲狀腺功能，以決定是否需要調
整藥物劑量。甲狀腺素要早上起床後空腹
吃，服用甲狀腺素後1小時內不要吃任何
食物。
2.放射碘治療的選擇
研究指出，碘131治療能有效降低復發機率
，是術後很重要的輔助治療。手術切除甲
狀腺後，會依據病理報告決定是否需要進
一步做放射碘治療，主要是針對中、高度
風險族群才建議給予放射碘(I 131)治療．
並且依據劑量大小決定需不需要住院觀察
。通常在手術後第一至第二次回門診時，
醫師會與您討論是否需要做放射碘治療。
3.重大傷病卡
醫院會直接幫個案向健保署申請重大傷病
，重大傷病已不再核發紙卡，而是直接登
錄在健保卡內。重大傷病卡對個案最大幫
助是免除部分負擔費用，甲狀腺癌的重大
傷病卡有效期是3年，針對經治療痊癒而處
於追蹤階段的癌症病人，可稱為癌症康復
者，在3年效期屆滿時，就不再續發重大傷
病證明。
4.疤痕照顧
傷口表皮癒合完成大約在術後2週，為消除
頸部的疤痕，可開始在傷口上貼美容膠或
使用除疤凝膠，建議可持續使用3-6 個月，
才能達到效果。

長程照護重點

1.按時服用甲狀腺素

依醫囑按時服藥，勿任意增減劑量或中斷
，會影響疾病的控制，增加復發風險。
2.定期門診追蹤及檢查
一定要遵循醫師安排的追蹤排程，甲狀腺
癌的追蹤主要安排3項檢查，1.抽血、2.頸
部超音波、3.胸部X光檢查。抽血檢查甲狀
腺荷爾蒙、甲狀腺刺激素的濃度及甲狀腺
球蛋白(腫瘤指標)、頸部超音波評估是否有
局部復發或頸部淋巴結轉移、胸部X光檢查
評估有無肺轉移。一定要定期門診追蹤及
檢查，才可得到完善的術後追蹤。
3.生活面面觀
我們都知道甲狀腺是內分泌器官，分泌甲
狀腺素，掌管全身的新陳代謝，尤其精神
情緒的功能，甲狀腺癌術後更應該注意精
神調養，調整自己的個性及處事態度，解
除精神負擔，消除憂慮，放慢生活腳步，
保持愉悅的心情。平衡生活及工作壓力可
適當參加體育活動，要避免過度勞累，生
活要規律。飲食營養要均衡，多吃新鮮蔬
菜水果、低脂肪的飲食習慣，忌菸限酒。       

　　大部份甲狀腺癌個案經過治療後，都能
接軌正常生活，術後的疤痕傷口也會因時間
而淡褪，生活和普通人無異。但千萬別掉以
輕心，一定記得保持三要，要定時服用甲狀
腺素，要定時回診追蹤，要維持良好的生活
習慣，長期堅持下去，對身體康復、預防復
發均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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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軟質食物，如：口含冰塊、冰淇淋
、果汁、冰鮮奶、優酪乳、布丁等，可促
進血管收縮、減輕水腫或出血情形，避免
熱食。

出院後

1.傷口照護
手術傷口縫合後7-10天內不要碰水，保持
傷口清潔乾燥，淋浴時可使用防水敷料，
但不建議泡澡。使用組織凝膠的手術傷口
可不須換藥。出院時醫師會為您預約複診
，檢查傷口癒合情形及拆線。
2.飲食方面
可採高蛋白、高熱量、高碳水化合物飲食
（如：奶、蛋、魚或肉類、新鮮蔬果等)都
有助於身體康復，避免進食刺激性食物（
如：咖啡、茶、辛辣及油炸類食物等）。

中程照護重點

1.藥物方面
甲狀腺全切除術後病人必須終生服用甲狀
腺素，補充甲狀腺素的目的：維持體內正
常的甲狀腺激素水平、抑制甲狀腺刺激素
TSH的分泌，而達到抑制甲狀腺癌復發的目
的。藥量少達不到治療目的，藥量多會引
起副作用，調整適當的藥物劑量是必經的
過程，臨床上會於開始服藥後約1個月回診

短程照護重點

住院中

1.低血鈣
術後因副甲狀腺調節功能異常而導致低血
鈣，會有顏面麻木感，手指、腳趾末梢發
麻、抽筋、頸部緊繃及呼吸困難症狀，若
發生此現象需立即通知醫護人員，醫師會
依據當下的血鈣數值補充鈣離子及維他命
Ｄ，一般會在2週內恢復。
2.聲音沙啞
大部分的聲音沙啞都是輕微暫時性的，大
約會在1至3個月內逐漸恢復，聲音不受影
響。若是喉返神經的損傷，聲音嘶啞是不
能恢復的，可以到耳鼻喉科做個喉鏡確認
是否有損傷。
3.術後飲食
當醫囑可開始進食時，先喝一口（約20ml
）冷開水，若無嗆到或咳嗽，才可開始進
食。由冷的全流飲食開始進食，再逐漸改
為軟質飲食。術後喉嚨痛建議可以吃冰涼

抽血檢查甲狀腺功能，以決定是否需要調
整藥物劑量。甲狀腺素要早上起床後空腹
吃，服用甲狀腺素後1小時內不要吃任何
食物。
2.放射碘治療的選擇
研究指出，碘131治療能有效降低復發機率
，是術後很重要的輔助治療。手術切除甲
狀腺後，會依據病理報告決定是否需要進
一步做放射碘治療，主要是針對中、高度
風險族群才建議給予放射碘(I 131)治療．
並且依據劑量大小決定需不需要住院觀察
。通常在手術後第一至第二次回門診時，
醫師會與您討論是否需要做放射碘治療。
3.重大傷病卡
醫院會直接幫個案向健保署申請重大傷病
，重大傷病已不再核發紙卡，而是直接登
錄在健保卡內。重大傷病卡對個案最大幫
助是免除部分負擔費用，甲狀腺癌的重大
傷病卡有效期是3年，針對經治療痊癒而處
於追蹤階段的癌症病人，可稱為癌症康復
者，在3年效期屆滿時，就不再續發重大傷
病證明。
4.疤痕照顧
傷口表皮癒合完成大約在術後2週，為消除
頸部的疤痕，可開始在傷口上貼美容膠或
使用除疤凝膠，建議可持續使用3-6 個月，
才能達到效果。

長程照護重點

1.按時服用甲狀腺素

依醫囑按時服藥，勿任意增減劑量或中斷
，會影響疾病的控制，增加復發風險。
2.定期門診追蹤及檢查
一定要遵循醫師安排的追蹤排程，甲狀腺
癌的追蹤主要安排3項檢查，1.抽血、2.頸
部超音波、3.胸部X光檢查。抽血檢查甲狀
腺荷爾蒙、甲狀腺刺激素的濃度及甲狀腺
球蛋白(腫瘤指標)、頸部超音波評估是否有
局部復發或頸部淋巴結轉移、胸部X光檢查
評估有無肺轉移。一定要定期門診追蹤及
檢查，才可得到完善的術後追蹤。
3.生活面面觀
我們都知道甲狀腺是內分泌器官，分泌甲
狀腺素，掌管全身的新陳代謝，尤其精神
情緒的功能，甲狀腺癌術後更應該注意精
神調養，調整自己的個性及處事態度，解
除精神負擔，消除憂慮，放慢生活腳步，
保持愉悅的心情。平衡生活及工作壓力可
適當參加體育活動，要避免過度勞累，生
活要規律。飲食營養要均衡，多吃新鮮蔬
菜水果、低脂肪的飲食習慣，忌菸限酒。       

　　大部份甲狀腺癌個案經過治療後，都能
接軌正常生活，術後的疤痕傷口也會因時間
而淡褪，生活和普通人無異。但千萬別掉以
輕心，一定記得保持三要，要定時服用甲狀
腺素，要定時回診追蹤，要維持良好的生活
習慣，長期堅持下去，對身體康復、預防復
發均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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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部潰瘍和截肢，是糖尿病常見的併發症之一，主要是因神經病

變或周邊血管疾病造成；依健保資料庫統計，每年約有1%糖尿病病人因

嚴重糖尿病足住院治療，且截肢率高達3成，導致糖尿病患下肢發生併發

症的成因往往不是單一因素，是由許多因素共同作用引起，這些因素包

括神經病變、缺血性病變、外傷、潰瘍、感染及水腫等。

糖尿病足的主要原因
神經病變：感覺、自主及運動神經病變

1.運動神經病變：會導致肌肉萎縮，而造成肌無力或腳型改變，出現高足

弓的形狀，因足部肌肉不平衡導致腳底某些點的受力高、壓力過大，

呈現有高足弓高與蹠骨頭突出的情形。

2.感覺神經病變：最先影響遠端的部位，且往往是雙側性，因此腳趾與足

部通常最先有症狀，其次出現症狀的部位就是手部；當感覺遲鈍時，

就不易察覺到有尖銳物品刺傷，甚至鞋子有異物也未察覺，特別是老

年人更不容易注意到這些不適，導致腳皮被磨破而產生傷口。

3.自主神經病變：會引起控制血流、出汗、皮膚濕潤以及腳部骨骼組成一

些神經變化，缺乏適當的皮膚濕潤導致皮膚乾燥，造成足部皺裂，皮

膚硬化的部位特別容易乾燥，乾燥破裂皮膚會成為引發感染的微生物

入口。

血管病變：周邊血管疾病會引起不當的下肢血液供應(缺血)，使組織缺氧與缺乏養分並減少代謝

廢物之排除；缺血主要是由動脈硬化引起的，其危險因子，例如：老化、抽菸、肥胖、高血糖

等有關。周邊血管疾病的症狀包括間歇性跛行、足部冰冷及休息時的疼痛，後者可採放低雙腳

而得到緩解。

感染：部位溫熱、壓痛，指壓下波動或有液體滲出時，表示有感染，如糖尿病患腳的傷口被感

染，需深層組織刮除術來做細菌培養，以適當的口服或注射抗生素治療。

水腫：局部感染或全身性的原因，水腫對膚質、皮膚血液循環，以及傷口癒合產生不良的影響

，當個案出現水腫時應由醫生檢查以確定水腫原因。

糖尿病足危險因子

□曾經截肢      □過去足部潰瘍史      □糖尿病腎病變      □血糖控制不佳           

足部檢查
1.神經病變篩檢用具－半定量音叉：當音叉振動時，

左側黑色三角錐在振動時會變成兩個灰色的三角錐

，在相交處則是黑色三角錐，隨著振動力遞減，當

病人表示已無振動感，讀其刻度。

2.神經病變篩檢用具－單股尼龍纖維：用來偵測壓力

的感覺，當單股尼龍纖維被按壓至彎曲，代表是10

公克的線性壓力，無法感覺到此壓力時，往往是神

經病變的主要證據。

3.血管病變篩檢-動脈硬化檢查儀：可以測出ABI（

Ankle-Brachial Index）上臂與腳踝的血壓比值，表示

血管阻塞程度經由測定腳踝與上臂血壓的比值，可以知道血管阻塞的程度；通常健康的人，

其腳踝的血壓會高於上臂的血壓。若腳部動脈因脂肪等黏稠物質堆積而使血流狀況變差，腳

踝的血壓就會低於上臂的血壓，故ABI數值就會變低。

如何有效預防糖尿病足
1.每天檢視足部，包括腳趾間、腳掌及足跟部，觀察皮膚是否有破裂、水泡、腫脹、或

疼痛感；腳掌及足根可使用鏡子幫忙檢視(若病人視力不佳，可請家人代為檢查)，腳

趾甲應修剪至腳趾邊緣，並將尖銳的趾甲邊緣磨平。

2.勿選購尖頭鞋，盡量選擇軟皮面、厚膠底、綁鞋帶或魔術粘貼的合腳型包鞋；襪子每

天更換保持清潔，應選購柔軟吸汗的棉質襪，勿穿著尼龍襪、襪頭部份彈性過強及過

緊的襪子，以避免影響血液循環。

3.應儘量避免赤腳走路，即使在室內、廚房、浴室等地方，亦應穿上拖鞋，用溫水或中

性肥皂洗腳，水溫不可太冷或太熱，應先用溫度計測溫（溫度約 41-43℃）。

4.足部應每天使用溫水及溫和的肥皂清洗，洗淨後要輕輕抹乾，尤其趾縫間，不可用毛

巾大力擦乾，以免因過度用力，擦傷乾燥的皮膚，如皮膚乾燥，清潔後可塗上乳液，

以防止皮膚乾裂(趾縫間勿擦乳液，避免過度潮濕滋生黴菌)。

5.控制血糖、飲食及規律運動，每次回診時，予以醫師及衛教師檢視足部。

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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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足的主要原因
神經病變：感覺、自主及運動神經病變

1.運動神經病變：會導致肌肉萎縮，而造成肌無力或腳型改變，出現高足

弓的形狀，因足部肌肉不平衡導致腳底某些點的受力高、壓力過大，

呈現有高足弓高與蹠骨頭突出的情形。

2.感覺神經病變：最先影響遠端的部位，且往往是雙側性，因此腳趾與足

部通常最先有症狀，其次出現症狀的部位就是手部；當感覺遲鈍時，

就不易察覺到有尖銳物品刺傷，甚至鞋子有異物也未察覺，特別是老

年人更不容易注意到這些不適，導致腳皮被磨破而產生傷口。

3.自主神經病變：會引起控制血流、出汗、皮膚濕潤以及腳部骨骼組成一

些神經變化，缺乏適當的皮膚濕潤導致皮膚乾燥，造成足部皺裂，皮

膚硬化的部位特別容易乾燥，乾燥破裂皮膚會成為引發感染的微生物

入口。

血管病變：周邊血管疾病會引起不當的下肢血液供應(缺血)，使組織缺氧與缺乏養分並減少代謝

廢物之排除；缺血主要是由動脈硬化引起的，其危險因子，例如：老化、抽菸、肥胖、高血糖

等有關。周邊血管疾病的症狀包括間歇性跛行、足部冰冷及休息時的疼痛，後者可採放低雙腳

而得到緩解。

感染：部位溫熱、壓痛，指壓下波動或有液體滲出時，表示有感染，如糖尿病患腳的傷口被感

染，需深層組織刮除術來做細菌培養，以適當的口服或注射抗生素治療。

水腫：局部感染或全身性的原因，水腫對膚質、皮膚血液循環，以及傷口癒合產生不良的影響

，當個案出現水腫時應由醫生檢查以確定水腫原因。

糖尿病足危險因子

□曾經截肢      □過去足部潰瘍史      □糖尿病腎病變      □血糖控制不佳           

足部檢查
1.神經病變篩檢用具－半定量音叉：當音叉振動時，

左側黑色三角錐在振動時會變成兩個灰色的三角錐

，在相交處則是黑色三角錐，隨著振動力遞減，當

病人表示已無振動感，讀其刻度。

2.神經病變篩檢用具－單股尼龍纖維：用來偵測壓力

的感覺，當單股尼龍纖維被按壓至彎曲，代表是10

公克的線性壓力，無法感覺到此壓力時，往往是神

經病變的主要證據。

3.血管病變篩檢-動脈硬化檢查儀：可以測出ABI（

Ankle-Brachial Index）上臂與腳踝的血壓比值，表示

血管阻塞程度經由測定腳踝與上臂血壓的比值，可以知道血管阻塞的程度；通常健康的人，

其腳踝的血壓會高於上臂的血壓。若腳部動脈因脂肪等黏稠物質堆積而使血流狀況變差，腳

踝的血壓就會低於上臂的血壓，故ABI數值就會變低。

如何有效預防糖尿病足
1.每天檢視足部，包括腳趾間、腳掌及足跟部，觀察皮膚是否有破裂、水泡、腫脹、或

疼痛感；腳掌及足根可使用鏡子幫忙檢視(若病人視力不佳，可請家人代為檢查)，腳

趾甲應修剪至腳趾邊緣，並將尖銳的趾甲邊緣磨平。

2.勿選購尖頭鞋，盡量選擇軟皮面、厚膠底、綁鞋帶或魔術粘貼的合腳型包鞋；襪子每

天更換保持清潔，應選購柔軟吸汗的棉質襪，勿穿著尼龍襪、襪頭部份彈性過強及過

緊的襪子，以避免影響血液循環。

3.應儘量避免赤腳走路，即使在室內、廚房、浴室等地方，亦應穿上拖鞋，用溫水或中

性肥皂洗腳，水溫不可太冷或太熱，應先用溫度計測溫（溫度約 41-43℃）。

4.足部應每天使用溫水及溫和的肥皂清洗，洗淨後要輕輕抹乾，尤其趾縫間，不可用毛

巾大力擦乾，以免因過度用力，擦傷乾燥的皮膚，如皮膚乾燥，清潔後可塗上乳液，

以防止皮膚乾裂(趾縫間勿擦乳液，避免過度潮濕滋生黴菌)。

5.控制血糖、飲食及規律運動，每次回診時，予以醫師及衛教師檢視足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