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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國泰綜合醫院自2007年起便與越南的醫
院進行交流與互動。2019年並曾與越德醫院
就急診流程進行智慧醫療專案的評估與導入
計劃，共同研議急診醫療流程資訊化。

　　擁有1500床的越德醫院Viet Duc University 
Hospital(VDUH)是越南最大的外科手術中心，
也是醫療技術水平最高的醫院之一。

　　為持續雙邊合作與擴大與越德醫院交流
，在雙方醫院共同積極努力下，於7月26日
由國泰綜合醫院李發焜院長率領簡志誠教學
研究副院長、林朝祥行政副院長、內科部、
外科部、心血管中心及資訊部等部主任與越
德醫院副院長、國際合作部、資訊技術部、
教學部、護理部、藥劑部及泌尿科、重症外

文 / 曾曉琦
國泰綜合醫院醫務推廣組組長

國泰綜合醫院

與越德醫院簽署MOU

科、神經外科、心腦血管中心等部門及醫療
科主管，在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的見證下，透過視訊方式進行MOU簽署儀式
，由李發焜院長與越德醫院副院長Dr. Nguyen 
Manh Khanh 完成醫療合作備忘錄(MOU)簽署。

　　國泰綜合醫院李發焜院長指出，希望藉
此MOU簽署，強化與越德醫院在醫事人才的
培訓、醫療技術與管理的分享以及共同針對
感興趣的領域展開合作。在消化內科、血液
腫瘤科、心臟內科、泌尿科、骨科、復健科
、神經外科、麻醉科、牙科等醫療科別以及
護理、藥劑、營養及醫療資訊等各專業領域
，透過人員在台培訓、共同舉辦講座或研
討會等方式進行交流，促進雙方在醫療技
術與病人照護品質的發展。



文 / 陳元春
國泰綜合醫院公關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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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報 導

　　ESG永續發展議題近年來廣受各界關注

與重視，國泰綜合醫院今年參與亞太暨台灣

永續行動獎，分別以「巴拉圭醫療資訊管理

提升計畫」、「急診敗血症AI智能系統」議

題，榮獲「APSAA亞太永續行動獎白金特優

獎」及「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銀獎」2項殊

榮肯定，體現醫院「以醫療服務回饋社會」

宗旨，頒獎典禮由國泰綜合醫院林朝祥副院長

代表醫院受獎。

　　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國泰綜合醫

院自2016年起於友邦巴拉圭協助推動「醫療

資訊管理提升計畫」，憑藉醫院長久以來在

醫療資訊系統發展領域的專業，輔以台灣醫

院標準化流程管理及病歷電子化經驗，協助

巴拉圭建置醫療資訊系統，幫助巴國就醫流

程資訊化，目前已導入巴國15省計95間醫療

機構，透過此套系統有助醫護人員管理病人

資料及有效提升看診效率，讓病人看診等待

時間從2.5小時縮短至0.9小時，統計每月病

人服務量平均增加2倍，執行成果獲得巴國

總統及衛生部部長高度肯定。除持續擴大導入巴拉圭全國醫療機構，亦

協助培養軟體開發、數位教材設計、醫務管理等種子教師，以強化當地

醫療數位管理能力，力求系統客製化、人才在地化，幫助巴國建構完整

醫療管理體系，促進永續經營。

　　除了透過資通訊專業醫援海外，國泰綜合醫院考量現行臨床對於敗

血症篩檢的需求，在台灣每年有超過15萬起案例，若未能即時妥善治

療，會進展成敗血性休克，死亡率高達8成，故自2019年起結合急診醫

師等專業，共同開發「急診敗血症AI智能系統」，創新於急診檢傷階段

導入AI智能科技輔助，增設預警機制，並啟動「敗血症引發器官衰竭分

數（SOFA Score）」評估，以利於黃金治療時間內給予最適切治療。系

統導入後發揮完善的輔助作用，處理時效較導入前提升70%，2021年

期間病人死亡率及病人住院時數皆明顯降低，有效提升病人照護品質。

　　國泰綜合醫院林朝祥副院長指出，醫院近年來積極重視AI、大數據

分析及雲端服務等數位轉型，已投入許多資源在發展軟硬體設備和醫療

應用，盼提供國內病人更加友善、高效的醫療服務品質；與此同時，醫

院也運用本身醫療資訊系統建構的核心能力與經驗，以實際行動協助友

邦提升醫療品質與服務量能，踐行全球永續的目標。

國泰綜合醫院榮獲

亞太永續行動獎白金特優獎、
台灣永續行動獎銀獎 
兩項殊榮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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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綜合醫院林朝祥副院長指出，醫院近年來積極重視AI、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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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盼提供國內病人更加友善、高效的醫療服務品質；與此同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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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提升醫療品質與服務量能，踐行全球永續的目標。

▲國泰綜合醫院榮獲亞太暨台灣永續行動獎兩項殊榮肯定，由林朝祥副院長(右)代表醫院
   接受國科會林敏聰副主委(左)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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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的胃食道逆流會造成食道下段黏膜慢性損傷、

糜爛，進一步造成食道黏膜病變產生所謂巴瑞特氏食道

，最後就容易轉變為食道癌，不可不慎！另外有些病人

則困擾於胃食道逆流的症狀四處求醫，但做過胃鏡卻被

告知沒有明顯的胃食道逆流，也無法接受進一步的治療

，相當令人困擾。事實上患者如果有食道相關的症狀時

，要考慮的疾病其實相當的多，胃鏡檢查也僅只能篩檢

出胃食道逆流的一小部分患者而已，生理上其實就算健

康的成年人，一整天的活動下來，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

胃酸逆流至食道內，這些胃酸會自然地被食道藉由鹼性

分泌物與食道蠕動排除掉，因此若是胃酸暴露的時間不

夠長，並不會造成食道黏膜的損傷，胃鏡檢查自然也就

無法發現這樣的患者。因此下段將詳細說明食道相關的

檢查與應用方式。

　　要確立一個胃食道逆流的正確診斷，有幾個檢查工

具可以給臨床醫師參考 ：

內視鏡(胃鏡)檢查：接受胃鏡檢查大約可以發現70%左右

的胃食道逆流病患，接受胃鏡的好處在於可以直接觀察

食道並在第一時間發現嚴重的食道病變，因此也是臨床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 學 報 導

文 / 陳信佑
國泰綜合醫院消化內科主治醫師 

胃食道逆流在已開發國家是非常普遍的疾病，由於飲食的西化與肥胖人口的

增加，在台灣統計約有超過20%的患者曾有過胃食道逆流的症狀，其中較嚴

重者甚至長期受此症狀困擾反覆求醫。胃食道逆流的典型症狀包括胃酸逆流

的感覺與火燒心，除此之外亦有許多非典型的表現，包括胸口疼痛、慢性咳

嗽、氣喘、喉嚨沙啞疼痛、吞嚥疼痛與吞嚥困難⋯等。

醫師首選的檢查方式。包括食道的糜爛、潰

瘍、狹窄、巴瑞特氏食道和食道癌都可以經

由此方式檢查出來。

多管腔食道內抗阻併酸鹼度檢測儀：此即食

道的酸鹼值檢測，檢查的方式是在食道與胃

的交接處放置一個細長的感應器，此感應器

可以偵測酸鹼的變化與電阻的變化，感應器

末端則連接到一台小型可隨身攜帶的紀錄主

機，記錄患者24小時內食道的變化，可以提

供臨床醫師計算24小時內胃酸逆流之總頻率

及總時間，並了解逆流與臨床症狀之相關度

。雖然管線會經由鼻腔連接到紀錄主機，但

是此管線十分細小，主機也小巧可隨身攜帶

，因此患者可以正常起居作息不受影響。

高解析度食道蠕動壓力學檢查：這項檢查對

難治型的病患是可考慮的檢查方式，有許多

病患的食道症狀並非是真正的食道逆流，而

是食道的蠕動出現問題，造成類似食道逆流

的症狀，患者本身並無法正確區分；並且胃

鏡檢查也由於食道只是肌肉蠕動出現問題，

並不會有明顯的變化。此項檢查可以發現一

些食道逆流的非典型症狀，諸如食道痙攣、

食道收縮力異常或是食道弛緩不能這些肌肉

病變。

　　因此藉由上述檢查，食道逆流的病患可

以得到詳細的診斷與治療，雖然胃鏡仍是目

前最常用來診斷胃食道逆流疾病的工具，但

是許多症狀不典型或長期藥物治療無效的患

者，使用多管腔食道內阻抗併酸鹼度檢測儀

及高解析度食道蠕動壓力學檢查，可供醫師

對胃食道逆流疾病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治療。

此外，這些檢查相當安全，目前在國際上都

已用於診斷胃食道逆流症的醫學常規檢查。

胃鏡檢查無異狀？
食道逆流好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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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狀，患者本身並無法正確區分；並且胃

鏡檢查也由於食道只是肌肉蠕動出現問題，

並不會有明顯的變化。此項檢查可以發現一

些食道逆流的非典型症狀，諸如食道痙攣、

食道收縮力異常或是食道弛緩不能這些肌肉

病變。

　　因此藉由上述檢查，食道逆流的病患可

以得到詳細的診斷與治療，雖然胃鏡仍是目

前最常用來診斷胃食道逆流疾病的工具，但

是許多症狀不典型或長期藥物治療無效的患

者，使用多管腔食道內阻抗併酸鹼度檢測儀

及高解析度食道蠕動壓力學檢查，可供醫師

對胃食道逆流疾病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治療。

此外，這些檢查相當安全，目前在國際上都

已用於診斷胃食道逆流症的醫學常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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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消化性潰瘍？

　　消化性潰瘍是指在上消化道黏膜層形成

的傷口。(常見的位置包括胃以及十二指腸)

消化性潰瘍會有什麼症狀？

有些人可能會沒有症狀，部分的人會有：

□上腹疼痛，胃潰瘍通常在進食後會疼痛。

十二指腸潰瘍通常在空腹時疼痛。

□腹脹，進食少量即感到飽足，沒有飢餓感。

□噁心及嘔吐，情況嚴重可能會有出血(吐鮮

血，解黑便) ，及胃腸道阻塞。

什麼原因會造成消化性潰瘍？ 

　　可能的原因有幽門螺旋桿菌的感染或是

服用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包括阿斯匹林

、布洛芬。

有什麼檢測可檢查出消化性潰瘍？

數種方式可檢驗幽門螺旋桿菌：

□上消化道內視鏡

□C13尿素呼氣法

□糞便抗原檢驗

□血中抗體檢驗

如何治療消化性潰瘍？

　　若感染幽門螺旋桿菌需服用3種或以上的

藥物約2週時間，藥物含有胃酸抑制劑以及數

種抗生素，胃酸抑制劑可能須服用更長的時

間，需與醫生討論。

什麼是胃食道逆流、酸性逆流 ?

酸性逆流是指原本在胃內的酸性物質反向往

上至食道，酸性逆流會有什麼症狀？

消化性潰瘍、胃食道逆流

怎麼辦

最常見的症狀：

□火燒心，從胃或下胸部朝頸部這段距離，會有灼熱的感覺。

□逆流，酸性及未消化完的食物回流至喉嚨或嘴巴。

其他：

□胸腹疼痛、咳嗽、噁心嘔吐、無法解釋的咳嗽、喉嚨痛或聲音沙啞。

如何治療胃食道逆流？

　　目前主要有數種不同機轉的藥物可以治療，最常見的包括制酸劑、抗組

織胺以及氫離子阻斷劑，主要可以減少或是阻斷胃酸的分泌。對於輕微的症

狀，制酸劑可在短時間內達到療效且通常不用處方箋可在藥局取得，但抗組

織胺通常較制酸劑效果長且持久。對於嚴重且頻繁的症狀，氫離子阻斷劑則

是最好的選擇。

何時該就醫？

　　大部分人可以藉由調整飲食習慣或是姿勢得到改善，但若長時間的嚴重

症狀已影響到日常生活工作，甚至於睡眠品質則建議就醫。

高解析度食道壓力檢查

　　一種評估食道運動功能最重要的工具，利用食道壓力檢查所得到的參數

指標，包括食道體的蠕動形式、食道體收縮壓、下食道括約肌放鬆時的殘

餘壓力等，即可對常見的食道運動功能障礙加以鑑別診斷。高解析度食

道壓力檢查，壓力偵測器之間相隔僅有1-2公分，其壓力測量的結果以

不同顏色來呈現食道壓力的高低變化，有助於對食道運動功能的分析

。高解析度食道壓力檢查 目前是用於評估食道功能及診斷食道運動功

能障礙疾病之黃金標準及醫學常規檢查。

24小時多管腔食道內抗阻併酸鹼度檢測儀

　　多管腔食道內阻抗併酸鹼度檢查放置於食道的一端，是一個細

長的感應器，具有多個通道，同時有阻抗檢測及傳統食道酸鹼測定

儀的功能，另一端則接到一台輕巧的紀錄主機，連續記錄24小時。

藉由阻抗的變化可以偵測出胃食道逆流的出現，酸鹼測定儀進一步

可將逆流分為酸性及非酸或微酸兩大類，也可以計算24小時內胃酸

逆流之總頻率及總時間，並了解逆流與臨床症狀之相關度，可提供

胃食道逆流的證據。雖然管線需經由鼻腔放至食道，但不太會影響患

者生活起居與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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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癌雖已退出國人十大癌症發生人數的排行，然而根據衛生

福利部108年癌症登記報告指出，在男性的十大癌中，食道癌

仍然佔據第6名，108年共有2,600多位男性罹患食道癌。而在

110年國人十大癌症死因中，食道癌排名第9名，而在男性的癌

症死因中排第5名，每年約有1,800人死於食道癌，其中9成為

男性。

　　食道癌初期幾乎沒有症狀，總是要到腫瘤已經大到造成食

道管腔狹窄，此時病人感覺到吞嚥困難時才會前來就醫，此時

的食道癌已非內視鏡治療能處理，往往需要結合放化療與手術

，且局部淋巴結轉移與遠處器官轉移的風險也大幅增加。既然

食道癌初期沒有症狀，那難道就只能坐以待斃，非得等到如此

嚴重才能處理嗎? 其實不然，食道癌的發生如同其他腸胃道癌

症一樣，都是黏膜產生變性，歷經分化不良的癌前病變，最終

才演變成癌症，如果我們有機會在癌前病變階段就先進行治療

，就有機會可以阻止食道癌的發生。因此，我們需要先知道哪

些人容易產生食道癌前病變，而需要定期檢查？ 

    食道癌依照細胞型態可分為兩大類：鱗狀

上皮癌與腺癌。在台灣，約90%的食道癌為

鱗狀上皮癌。食道黏膜絕大部分都被鱗狀上

皮細胞所覆蓋，由於食道是延續口腔的管狀

結構，很容易接觸到外在因子的刺激，若是

長期接觸致癌物質，就會導致細胞變性，進

而產生癌症。鱗狀上皮癌有幾項已知的危險

因子需要特別注意：

菸：

香菸中的亞硝胺以及多環芳香烴被認為是主

要的兩大致癌物質，吸菸會增加3-9倍罹患食

道癌的機率。

酒精：

喝酒會增加3-5倍罹患食道癌機率，酒精的代

謝物乙醛已被視為是一級致癌物，台灣高達

近一半的人體內缺乏酒精代謝酵素乙醛去氫

酶，這會使乙醛這樣的致癌物更容易累積在

體內，提高罹癌風險。

檳榔：

嚼檳榔會增加2-5倍的食道癌的機率。特別要

注意的是，上述這幾項危險因子，都是具有

加乘作用的，例如同時吸菸加喝酒，可高達

20倍的風險，三項同時都有，甚至會增加到

60-80倍之多。

　　其餘還有吃太燙的食物，曾因吞食鹼液

造成食道灼傷，或患有食道弛緩不能的患者

。另一種在台灣較少的食道腺癌，其危險因

子除了吸菸之外，胃食道逆流被視為是最重

要的危險因子，這主要是來自於長期胃酸刺

激造成下段食道黏膜產生「巴瑞特氏」食道

的病變。此外肥胖也是一項危險因子。

　　在了解自己是否是高危險群後，可以諮

詢醫師是否適合接受胃鏡檢查來進行食道癌

的篩檢。食道癌並非一開始發生就是會造成

食道狹窄那麼嚴重的情況，其實在食道上皮

細胞在轉變為癌症時，會先經過「癌前病變

」的時期，這個時候上皮細胞已經開始產生

變性，但是影響的範圍非常表淺，病人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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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症狀，甚至內視鏡檢查若沒有使用特

殊的強化影像技術還可能會看不出來。若能

在此時就能將癌前病變先抓出來，並接受內

視鏡治療，就可以大幅降低發展成癌症的機

會。

    食道射頻消融術(RFA)是近年來用來治療

食道癌前病變的一大利器，透過胃鏡將RFA

探頭置入欲治療的部位，探頭上有特製的電

極板，接通電流後，電極板產生熱能，利用

此電極板接觸病變部位，將其進行燒灼。由

於RFA的技術能透過穩定的熱能輸出，將燒

灼深度固定在黏膜肌層，且RFA的探頭能有

效率地進行較大範圍的燒灼，非常適合用來

治療病變仍侷限於黏膜層的癌前病變。最早

期食道射頻消融是用於治療巴瑞特氏食道（

被視為食道腺癌的癌前病變），而近幾年也

開始被應用於治療食道鱗狀上皮細胞的高度

分化不良病灶（食道鱗狀上皮癌的癌前病變

）。進行食道射頻消融術一般會在全身麻醉

下進行，整個過程約在30分鐘至1小時左右

。術後常見不適有胸痛，多在1週內可緩解

。若燒灼面積較大，少數病人會發生術後狹

窄，可透過氣球擴張術來治療。目前健保也

已針對相關適應症（1.巴瑞特氏食道合併分

化不良或長度大於3公分；2.扁平型食道癌

前病變或食道鱗狀細胞高度分化不良）給

付食道射頻消融術的技術費與醫材費，大

幅減輕病患的負擔。然而並非所有病灶皆

適合利用此一方式進行治療，仍需要經醫

師專業的評估。

　　食道癌一旦因為阻塞症狀才發現往往已

是進行性癌，不止存活率降低，即使成功治

療後也往往導致生活品下降。透過了解自身

危險因子，早期篩檢，早期發現癌前病變，

進而早期治療，改變生活習慣，這將能大大

降低食道癌發生的機率，不再食不下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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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接觸致癌物質，就會導致細胞變性，進

而產生癌症。鱗狀上皮癌有幾項已知的危險

因子需要特別注意：

菸：

香菸中的亞硝胺以及多環芳香烴被認為是主

要的兩大致癌物質，吸菸會增加3-9倍罹患食

道癌的機率。

酒精：

喝酒會增加3-5倍罹患食道癌機率，酒精的代

謝物乙醛已被視為是一級致癌物，台灣高達

近一半的人體內缺乏酒精代謝酵素乙醛去氫

酶，這會使乙醛這樣的致癌物更容易累積在

體內，提高罹癌風險。

檳榔：

嚼檳榔會增加2-5倍的食道癌的機率。特別要

注意的是，上述這幾項危險因子，都是具有

加乘作用的，例如同時吸菸加喝酒，可高達

20倍的風險，三項同時都有，甚至會增加到

60-80倍之多。

　　其餘還有吃太燙的食物，曾因吞食鹼液

造成食道灼傷，或患有食道弛緩不能的患者

。另一種在台灣較少的食道腺癌，其危險因

子除了吸菸之外，胃食道逆流被視為是最重

要的危險因子，這主要是來自於長期胃酸刺

激造成下段食道黏膜產生「巴瑞特氏」食道

的病變。此外肥胖也是一項危險因子。

　　在了解自己是否是高危險群後，可以諮

詢醫師是否適合接受胃鏡檢查來進行食道癌

的篩檢。食道癌並非一開始發生就是會造成

食道狹窄那麼嚴重的情況，其實在食道上皮

細胞在轉變為癌症時，會先經過「癌前病變

」的時期，這個時候上皮細胞已經開始產生

變性，但是影響的範圍非常表淺，病人完全

不會有症狀，甚至內視鏡檢查若沒有使用特

殊的強化影像技術還可能會看不出來。若能

在此時就能將癌前病變先抓出來，並接受內

視鏡治療，就可以大幅降低發展成癌症的機

會。

    食道射頻消融術(RFA)是近年來用來治療

食道癌前病變的一大利器，透過胃鏡將RFA

探頭置入欲治療的部位，探頭上有特製的電

極板，接通電流後，電極板產生熱能，利用

此電極板接觸病變部位，將其進行燒灼。由

於RFA的技術能透過穩定的熱能輸出，將燒

灼深度固定在黏膜肌層，且RFA的探頭能有

效率地進行較大範圍的燒灼，非常適合用來

治療病變仍侷限於黏膜層的癌前病變。最早

期食道射頻消融是用於治療巴瑞特氏食道（

被視為食道腺癌的癌前病變），而近幾年也

開始被應用於治療食道鱗狀上皮細胞的高度

分化不良病灶（食道鱗狀上皮癌的癌前病變

）。進行食道射頻消融術一般會在全身麻醉

下進行，整個過程約在30分鐘至1小時左右

。術後常見不適有胸痛，多在1週內可緩解

。若燒灼面積較大，少數病人會發生術後狹

窄，可透過氣球擴張術來治療。目前健保也

已針對相關適應症（1.巴瑞特氏食道合併分

化不良或長度大於3公分；2.扁平型食道癌

前病變或食道鱗狀細胞高度分化不良）給

付食道射頻消融術的技術費與醫材費，大

幅減輕病患的負擔。然而並非所有病灶皆

適合利用此一方式進行治療，仍需要經醫

師專業的評估。

　　食道癌一旦因為阻塞症狀才發現往往已

是進行性癌，不止存活率降低，即使成功治

療後也往往導致生活品下降。透過了解自身

危險因子，早期篩檢，早期發現癌前病變，

進而早期治療，改變生活習慣，這將能大大

降低食道癌發生的機率，不再食不下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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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自民國99年起全面推廣4大

癌症篩檢服務，包含大腸癌、口腔癌、

乳癌及子宮頸癌這4種癌症。其中大腸癌

的篩檢是針對50歲至74歲的民眾，每2

年提供1次的糞便潛血檢查；此項檢查在

歐美已施行多年，並且也有充分實證可

以使國人的大腸癌死亡率下降。也有賴

於此項檢查，大腸癌能夠在較早的階段

就被我們發現，不過相較於消化道的晚

期癌症較多以腫瘤或是潰瘍來呈現，消

化道的早期癌症病灶常以側向生長的輕

微隆起病灶來表現，正式的名稱叫做「

側生性腫瘤」。

內視鏡手術，其做法是利用胃鏡或大腸鏡到

達病灶處，先以注射針於黏膜的下層注入生

理食鹽水或甘油將側生性腫瘤與肌肉層分離

開，再輔以電燒刀以毫米為單位，慢慢的將

病灶從胃或腸壁上剝離，就像是削水果皮一

樣的原理。

　　但此項手術並非萬能，手術前患者必須

接受完整的評估與醫療解說，此手術的限制

在於患者的癌症深度如果過深(已侵犯肌肉層

)，或是已有淋巴結轉移，這些都是此項手術

無法企及的切除部位，因此內視鏡黏膜下剝

離術目前主要的應用範圍仍是第一期的消化

道早期癌，第二期或第三期的患者仍建議接

受正式的外科手術切除患部以及進行淋巴結

廓清，以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另外就是內

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目前仍不屬全民健保給付

的範圍，因此患者必須自費以進行此項手術

，但大部分的私人健康保險是有涵蓋此項手

術的給付，建議患者可以在術前詢問清楚。

　　消化道早期癌的處理仍是預防重於治療

，平時注意生活習慣，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如此才有機會在早期癌症病變化成進展

期癌症之前，接受侵入性較低的內視鏡治

療方式。

　　傳統息肉通常隆起明顯且範圍有限，一般

醫師可簡單的利用息肉切除術，以電燒線圈將

息肉套起後切除，但側生性腫瘤由於其形狀會

相對的較大、相對平坦以及容易因為快速增生

發炎產生纖維化，僅僅用電燒線圈通常無法順

利套起，就像一張紙放在桌上有時難以拿起的

原理，因此許多時候利用傳統的息肉切除術難

以將消化道的早期癌完整移除。因此在過去，

即使是消化道的早期癌變，病人通常還是只能

接受開腹手術將罹癌部位切除，除恢復期長外

，術後也有機會產生腹腔內沾黏等後遺症，生

活品質難免受到影響。但隨著內視鏡的技術進

步，現在許多早期的消化道癌症，已經不需要

再接受傳統的開腹手術，而是可以藉由胃鏡以

及大腸鏡的方式切除。

　　「內視鏡黏膜切除術」與「內視鏡黏膜下

剝離術」是全世界已廣泛採用的消化道早期癌

的標準治療方式。其中內視鏡黏膜切除術針對

較大但範圍有限的側生性腫瘤，在其下方注入

甘油或生理食鹽水，使其形狀變為立體，再以

特製電燒線圈做大範圍燒除，但此方法面對範

圍廣泛或嚴重纖維化的病灶仍有其限制，此時

就只能採用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來做病灶切除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是內視鏡大國日本於30

多年前發展出的手術技巧，是一門極其精細的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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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
早期消化道癌症治療新選擇



黏膜切除術
1.黏膜下注水隆起

2.大範圍電燒切除

黏膜下剝離術
1. 黏膜下注水隆起

2.電燒刀精準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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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手術，其做法是利用胃鏡或大腸鏡到

達病灶處，先以注射針於黏膜的下層注入生

理食鹽水或甘油將側生性腫瘤與肌肉層分離

開，再輔以電燒刀以毫米為單位，慢慢的將

病灶從胃或腸壁上剝離，就像是削水果皮一

樣的原理。

　　但此項手術並非萬能，手術前患者必須

接受完整的評估與醫療解說，此手術的限制

在於患者的癌症深度如果過深(已侵犯肌肉層

)，或是已有淋巴結轉移，這些都是此項手術

無法企及的切除部位，因此內視鏡黏膜下剝

離術目前主要的應用範圍仍是第一期的消化

道早期癌，第二期或第三期的患者仍建議接

受正式的外科手術切除患部以及進行淋巴結

廓清，以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另外就是內

視鏡黏膜下剝離術目前仍不屬全民健保給付

的範圍，因此患者必須自費以進行此項手術

，但大部分的私人健康保險是有涵蓋此項手

術的給付，建議患者可以在術前詢問清楚。

　　消化道早期癌的處理仍是預防重於治療

，平時注意生活習慣，定期接受健康檢查

，如此才有機會在早期癌症病變化成進展

期癌症之前，接受侵入性較低的內視鏡治

療方式。

　　傳統息肉通常隆起明顯且範圍有限，一般

醫師可簡單的利用息肉切除術，以電燒線圈將

息肉套起後切除，但側生性腫瘤由於其形狀會

相對的較大、相對平坦以及容易因為快速增生

發炎產生纖維化，僅僅用電燒線圈通常無法順

利套起，就像一張紙放在桌上有時難以拿起的

原理，因此許多時候利用傳統的息肉切除術難

以將消化道的早期癌完整移除。因此在過去，

即使是消化道的早期癌變，病人通常還是只能

接受開腹手術將罹癌部位切除，除恢復期長外

，術後也有機會產生腹腔內沾黏等後遺症，生

活品質難免受到影響。但隨著內視鏡的技術進

步，現在許多早期的消化道癌症，已經不需要

再接受傳統的開腹手術，而是可以藉由胃鏡以

及大腸鏡的方式切除。

　　「內視鏡黏膜切除術」與「內視鏡黏膜下

剝離術」是全世界已廣泛採用的消化道早期癌

的標準治療方式。其中內視鏡黏膜切除術針對

較大但範圍有限的側生性腫瘤，在其下方注入

甘油或生理食鹽水，使其形狀變為立體，再以

特製電燒線圈做大範圍燒除，但此方法面對範

圍廣泛或嚴重纖維化的病灶仍有其限制，此時

就只能採用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來做病灶切除

。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是內視鏡大國日本於30

多年前發展出的手術技巧，是一門極其精細的

醫 學 報 導

▲圖一

▲圖二：大範圍的消化道早期癌可透過黏膜切除術或
            黏膜下剝離術治療

▲圖三：內視鏡黏膜下剝離術可以似削水果皮之方式
            挖除大範圍的早期癌變

傳統息肉切除限制
1.病灶過大

2.病灶過度平坦

3.病灶纖維化或有其它特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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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早期小型肝癌是指小於2公分的肝癌，往

往在超音波檢查不易查出，選擇開刀卻須犧

牲較大範圍的肝臟組織，對患者極為傷害，

利用現代科技醫療達到根除性如開刀結果是

肝臟科醫師的使命。

　　一名中年女性，有慢性B肝病史，長期規

則追蹤，高DNA病毒載量，檢查未發現脂肪

肝或肝硬化且肝功能正常。因有肝癌家族史

，近日進行常規檢查超音波檢查，意外發現

肝臟有一疑似低回音腫瘤（S4），因此做進

一步檢查。但核磁共振檢查（MRI）不在S4

發現任何異常卻於S7處顯示一個1cm非典型

可疑肝癌結節。肝血管攝影與電腦斷層檢查

（Hepatic angiography with CTAP）顯示0.8 

-1cm的S7肝血管性腫瘤，異常升高的血清

AFP與極早期肝細胞癌相符合。

　　理學檢查無右上腹不適與肝脾腫大現象

，無黃疸。血清實驗室數據包含肝腎功能正

常，唯有去年胎兒蛋白指數（AFP）略高

10.68 ng/ml，這次AFP則異常偏高99.75 ng/ml

，CA-199正常18 ng/ml。

　　因腫瘤太小，腹部超音波不易完全偵測

定位，應用現代科技將影像融合與造影對比

劑超音波，達到腫瘤偵測與精確消融術。

極早期小型肝癌新式療法

超音波B-mode：

肝有一2.35公分低回音腫瘤(S4)

核磁共振檢查：

肝S7有一極小高密度規則腫瘤顯影(T2與

DWI)，其餘影像皆不清晰

肝血管攝影：呈現一疑似高血流小型腫瘤(S7)

造影對比劑超音波+影像融合
消融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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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血管攝影與電腦斷層檢查：

磁振造影發現有腫瘤，右圖為超音波影像，

但完全無腫瘤蹤跡，即使使用融合影像定位

後進行消融，仍可能產生偏差。應用造影對

比劑超音波合併融合影像導引，可即時比對

腫瘤於磁振造影及超音波，藉以找出不易發

現的腫瘤位置

A.造影對比劑超音波合併影像融合

A.極早動脈期15秒 B.動脈期 30秒

C.門靜脈期 3分鐘

E.消融術中

D.肝細胞期 10分鐘

治療後胎兒蛋白腫瘤指數變化如下：  治療

前指數，     治療後指數變化

　　極早期肝細胞癌屬BCLC stage 0，理論上

消融治療與手術成效是相同。腫瘤大小、位置

、肝功能狀況、年紀等因素導致選擇的差異。

但極早期肝細胞癌（<2cm）往往在一般腹部超

音波不易被發現，此時使用造影對比劑超音波

（Contrast Enhanced Ultrasound with Sonazoid）、

融合影像導引（Real-time Virtual Sonography）

等方式可大幅改善腫瘤完整消融。由於小腫瘤

在對比劑超音波動脈期，門靜脈期不易察覺，

造影劑特別是在肝巨噬細胞期可以有持續更久

的觀察期，有利於治療。

　　造影對比劑超音波和CT/MRI影像融合成像

對於極早期肝癌經皮消融（RFA）非常有效。

此案例在B-mode超音波和CT/MRI影像融合成像

中不明顯。因此，當單獨的融合成像定位小型

肝癌，不能令人滿意時，應考慮額外使用造影

對比劑超音波，特別是造影劑的特別性質，有

助於診斷及治療。

　　後記：效果如同開刀且病人隔天即可出院

，唯一辛苦了肝臟科醫師需要2-3小時才能完

成且給付微薄（健保以大小做為給付標準），

但卻也是種成就感與病患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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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歲的李先生有腦出血及膽結石病史，平日可正常生活

，此次因腹痛數天，特別是飲食後疼痛，另有食慾不振

，茶色尿等情形前來求診。經抽血檢查發現白血球及發

炎指數升高，另外黃疸指數、膽道指數，及肝臟酵素都

有升高情形，影像學檢查發現膽囊及膽管有結石，造成

膽囊發炎及膽管擴張現象，於是住院接受進一步處置。

這是消化內科病人的常見案例。

6.體重快速減輕狀態，包括極低卡路里飲食及胃繞道減重手術術後。

7.藥物，較常見的包括降血脂藥物、荷爾蒙製劑及口服避孕藥。

8.長期空腹使用靜脈營養狀態。

9.一些疾病如肝硬化、克隆氏症，及溶血性貧血患者。

　　膽結石的處置方式可依據幾個面向來判斷，包括臨床症狀的有無及是否產生併發症。

無症狀的情形定期追蹤即可，大於3公分的巨大結石可考慮進一步手術處理。若出現上腹

部疼痛(特別是右上區域)，疼痛轉移至右肩、發燒畏寒、噁心嘔吐等情形就可能是急性膽

囊炎，若結石掉落至膽道導致膽道結石，這時候可能出現黃疸症狀(例如眼白變黃、茶褐

色小便、灰白色糞便)，產生膽道發炎甚至胰臟炎，發生這些合併症，建議即刻禁食，並

立即就醫接受進一步的診治，通常包含抽血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並且給予抗生素及輸液

治療。

　　在急性膽囊炎的情形，經過保守內科療法後一般會照會外科醫師做膽囊切除手術之評

估，有時候視情況也會照會放射線科醫師安排經皮穿肝膽囊引流術(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Gallbladder Drainage)做膽囊減壓。膽管結石合併膽管炎(可能同時合併胰臟炎)

，可考慮接受內視鏡逆行性膽胰攝影術(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 Pancreatography)檢

查以評估膽道狀態，必要時進行壺腹乳突切開術 (Endoscopic Papillotomy)及結石取石術，

以改善黃疸並緩解感染及發炎情形。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攝影術對於大眾來說是個較為陌生的技術，它由內視鏡經消化道至

十二指腸，在確認壺腹乳突位置後注射顯影劑至膽管來評估膽道狀態，同時可做治療，如

上述提到的壺腹乳突切開術及結石取石術。操作的過程會適度給予病人止痛及鎮靜藥物。

這個檢查因為需要顯影劑及即時影像之輔助，所以需與放射線科合作完成。

　　由於是侵入性技術，需要在執行前評估風險及安全性，絕對禁忌症包括病人無法配合

或拒絕、生命徵象不穩定、有嚴重心肺或神經系統問題，有消化道阻塞及穿孔疑慮等；此

外有凝血功能問題者，以及正在服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或是對顯影劑過敏的病人也

需經過謹慎評估。若有合併消化道結構上的異常，例如幽門狹窄或是十二指腸乳突旁憩室

，就有可能會增加操作上的困難度。此檢查的相關併發症包括出血、感染、穿孔，及胰臟

炎。這與病人本身狀態，操作困難度都可能相關，在術中及術後都需密切監控。必要時需

要外科醫師的幫忙。 

　　膽管結石若結石不大，數量少，臨床發現症狀及黃疸改善，可能是結石自行排出，就

有機會不必接受侵入性處置，不過後續還是可能會復發。

　　最後提到的是膽結石在預防上建議低脂肪及高纖飲食，用餐定時定量，避免暴飲暴食

，保持適度運動，盡量減少上述之危險因子並定期追蹤，有症狀盡早就醫診治。

    

    

膽
石
過
人

　　膽結石是常見的消化系統問題，常於例行的健檢中

經由腹部超音波發現。

　　膽結石的盛行率根據地域及人種有其差異性，西方

人較高於東方人。根據不同的組成成分可區分為幾個類

型，包括膽固醇結石、色素結石(又包括黑色素及褐色素

)結石，或是混合性結石。其生成的可能危險因子包括：

1.年齡，年紀愈大盛行率愈高。

2.性別，女性略高於男性。

3.家族史及基因。

4.懷孕及多產婦。

5.代謝症候群，包括肥胖、糖尿病及血脂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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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體重快速減輕狀態，包括極低卡路里飲食及胃繞道減重手術術後。

7.藥物，較常見的包括降血脂藥物、荷爾蒙製劑及口服避孕藥。

8.長期空腹使用靜脈營養狀態。

9.一些疾病如肝硬化、克隆氏症，及溶血性貧血患者。

　　膽結石的處置方式可依據幾個面向來判斷，包括臨床症狀的有無及是否產生併發症。

無症狀的情形定期追蹤即可，大於3公分的巨大結石可考慮進一步手術處理。若出現上腹

部疼痛(特別是右上區域)，疼痛轉移至右肩、發燒畏寒、噁心嘔吐等情形就可能是急性膽

囊炎，若結石掉落至膽道導致膽道結石，這時候可能出現黃疸症狀(例如眼白變黃、茶褐

色小便、灰白色糞便)，產生膽道發炎甚至胰臟炎，發生這些合併症，建議即刻禁食，並

立即就醫接受進一步的診治，通常包含抽血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並且給予抗生素及輸液

治療。

　　在急性膽囊炎的情形，經過保守內科療法後一般會照會外科醫師做膽囊切除手術之評

估，有時候視情況也會照會放射線科醫師安排經皮穿肝膽囊引流術(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Gallbladder Drainage)做膽囊減壓。膽管結石合併膽管炎(可能同時合併胰臟炎)

，可考慮接受內視鏡逆行性膽胰攝影術(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 Pancreatography)檢

查以評估膽道狀態，必要時進行壺腹乳突切開術 (Endoscopic Papillotomy)及結石取石術，

以改善黃疸並緩解感染及發炎情形。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攝影術對於大眾來說是個較為陌生的技術，它由內視鏡經消化道至

十二指腸，在確認壺腹乳突位置後注射顯影劑至膽管來評估膽道狀態，同時可做治療，如

上述提到的壺腹乳突切開術及結石取石術。操作的過程會適度給予病人止痛及鎮靜藥物。

這個檢查因為需要顯影劑及即時影像之輔助，所以需與放射線科合作完成。

　　由於是侵入性技術，需要在執行前評估風險及安全性，絕對禁忌症包括病人無法配合

或拒絕、生命徵象不穩定、有嚴重心肺或神經系統問題，有消化道阻塞及穿孔疑慮等；此

外有凝血功能問題者，以及正在服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或是對顯影劑過敏的病人也

需經過謹慎評估。若有合併消化道結構上的異常，例如幽門狹窄或是十二指腸乳突旁憩室

，就有可能會增加操作上的困難度。此檢查的相關併發症包括出血、感染、穿孔，及胰臟

炎。這與病人本身狀態，操作困難度都可能相關，在術中及術後都需密切監控。必要時需

要外科醫師的幫忙。 

　　膽管結石若結石不大，數量少，臨床發現症狀及黃疸改善，可能是結石自行排出，就

有機會不必接受侵入性處置，不過後續還是可能會復發。

　　最後提到的是膽結石在預防上建議低脂肪及高纖飲食，用餐定時定量，避免暴飲暴食

，保持適度運動，盡量減少上述之危險因子並定期追蹤，有症狀盡早就醫診治。

    

    

　　膽結石是常見的消化系統問題，常於例行的健檢中

經由腹部超音波發現。

　　膽結石的盛行率根據地域及人種有其差異性，西方

人較高於東方人。根據不同的組成成分可區分為幾個類

型，包括膽固醇結石、色素結石(又包括黑色素及褐色素

)結石，或是混合性結石。其生成的可能危險因子包括：

1.年齡，年紀愈大盛行率愈高。

2.性別，女性略高於男性。

3.家族史及基因。

4.懷孕及多產婦。

5.代謝症候群，包括肥胖、糖尿病及血脂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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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3歲老太太，過去有膽囊結石病史，20年前曾接受腹腔鏡膽囊切除手術，近一周因右上

腹疼痛，曾至住家附近診所就診，經醫師診斷及開立藥物治療後腹部疼痛稍微緩解。3天前逐

漸出現茶色小便、皮膚發黃及發燒症狀，經家人陪同至急診就醫，醫師經由抽血、腹部電腦

斷層檢查，發現病人總膽管近端有個約1公分鈣化結石，並且出現總膽管擴張、血中膽色素升

高以及肝功能異常現象。住院後，消化內科醫師施行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及十二指腸乳

突切開及總膽管結石取石術，順利取出總膽管石頭及緩解黃疸，病患於術後3天出院。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微創手術 
總膽管結石不再留傷疤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

及膽道治療術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簡稱

ERCP(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 

Pancreatography)，是利用比一般胃鏡稍粗且

長的小腸內視鏡，經由口伸入受檢者體內，

到達患者的十二指腸第二部壺腹處，找到總

膽管及胰管的共同出口處(十二指腸乳突)，再

以一支細的導管伸入十二指腸乳突內的總膽

管或胰管內，注射顯影劑，在X光透視下，對

總膽管、胰管、膽囊、肝內膽管顯影，使這

些懷疑肝、膽、胰異常的構造顯現出來，以

進行診斷。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早期用於診

斷肝、膽、胰系統異常，近年來因為非侵入

性影像檢查如電腦斷層及核磁共振膽胰管造

影日漸普遍，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用

於診斷肝、膽、胰系統異常的角色大部分已

被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膽胰管造影所取代。

不過因為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術可到達

總膽管及胰管的共同出口處(十二指腸乳突)，

近年來醫界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治療性內視鏡

醫 學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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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攝影過程中，藉由注射顯影劑，

發現近端總膽管有一顆約一公分的結石(左圖)，經由十二

指腸乳突切開及氣球擴張總膽管，順利以取石網經由內視

鏡將總膽管結石取出(右圖)

逆行性膽胰管治療術，例如十二指乳突切開

術(endoscopic papillotomy)、總膽管取石術、

膽管碎石術、各種膽胰管引流管、膽胰管支

架的置入、膽道細胞刷檢術、膽道擴張術、

膽胰管內超音波術、膽道子母鏡等。

　　治療性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治療術最常

應用於總膽管結石之取出或施放膽道支架，

緩解因總膽管阻塞所造成的黃疸。在過去，

病患如果有膽囊結石合併總膽管結石，一般

是以傳統開腹切除膽囊以及打開總膽管清除

結石為主要治療方式，自1980年代後，腹腔

鏡膽囊切除術以及經由內視鏡十二指腸乳突

切開術合併治療膽囊結石以及總膽管結石的

微創治療方式，因術後傷疤較小以及可大幅

縮短住院天數，已成為目前治療膽囊及膽道

結石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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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早期發現與惡化很快的胰臟癌

　　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布民國110年癌症十大死因中

，胰臟癌排名為第7位，死亡人數約為2,600多人。

　　胰臟癌的特性是難以早期診斷，因為胰臟位於後腹

腔與胃和十二指腸之後，胃與十二指腸內的空氣會造成

超音波的散射導致無法成像，另個人體態如果是肥胖或

皮下脂肪多，也會減少超音波的穿透與解析度，這些原

因都會導致難以用體外上腹部超音波對胰臟做完整的觀察，即使改用電腦斷層

或核磁共振掃描，也要擔心輻射線與顯影劑對身體的負擔，無法頻繁做為健康

檢查之用。同時胰臟周邊血流供應豐富，一旦長出腫瘤後很容易浸潤到血管、

容易擴散出去且會變得難以手術切除，所以臨床上發現胰臟癌的病人大多偏比

較晚期。

　　如果不幸胰臟發現腫瘤，會面臨到要能夠拿到組織取樣，才能擬訂進一步

治療計畫的時候，因為之前提到胰臟的位置在腹部深層，想要從腹部用穿刺針

到達胰臟前必然會穿刺過一或數個器官，穿刺後出現併發症的風險會大幅提高

。另外的選擇是請一般外科醫師進行剖腹或腹腔鏡探查胰臟並做切片化驗。但

對於不願意腹部手術或身體虛弱不適合手術的病人，是否有其他的選擇呢 ?

內視鏡超音波導引穿刺切片術

　　因為胰臟貼近胃和十二指腸，現在研發出在內視鏡上搭載超音波探頭，將

內視鏡經口、食道深入到胃或十二指腸壁上，再用超音波定位與掃描貼近的胰

臟，如此可以超音波的模式觀察到更完整的胰臟，在確定腫瘤位置與避開周遭

血管後，能以最短路徑進行穿刺取樣，就能減少穿刺到其他臟器引起相關併發

症的機會。對於病人來說感覺就是做了一次比較長時間的上消化道內視鏡，接

受度也會比較高。

　　但內視鏡超音波檢查也有其限制，常見的誤解是病人會覺得是在做上消化

道內視鏡，能不能同步檢查胃或食道呢？答案是不行的，因為目前的內視鏡在

設計搭載超音波之後，附載的光學鏡頭因角度問題無法對胃或食道進行觀察，

要完整檢查胃與食道還是必須要用標準上消化道內視鏡來進行檢查。

　　另外要注意的是內視鏡超音波與導引穿刺切片術均是侵入性檢查，除了內

視鏡檢查本身的風險外，穿刺後引起出血、胃腸道穿孔破裂或術後感染的情形

也需要納入評估。且台灣健保目前尚未將內視鏡超音波導引穿刺切片術及相關

耗材納入健保給付，自費費用的負擔也是另一個考量面向。

　　目前內視鏡超音波導引穿刺切片術的主要適應症為有發現胰臟腫瘤，且需

要組織病理或細胞學診斷來決定後續治療方針的病人。目前國泰綜合醫院有提

供該項檢查，可供有需要的病人多一項選擇。

胰臟癌與內視鏡超音波
導引穿刺切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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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早期發現與惡化很快的胰臟癌

　　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布民國110年癌症十大死因中

，胰臟癌排名為第7位，死亡人數約為2,600多人。

　　胰臟癌的特性是難以早期診斷，因為胰臟位於後腹

腔與胃和十二指腸之後，胃與十二指腸內的空氣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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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都會導致難以用體外上腹部超音波對胰臟做完整的觀察，即使改用電腦斷層

或核磁共振掃描，也要擔心輻射線與顯影劑對身體的負擔，無法頻繁做為健康

檢查之用。同時胰臟周邊血流供應豐富，一旦長出腫瘤後很容易浸潤到血管、

容易擴散出去且會變得難以手術切除，所以臨床上發現胰臟癌的病人大多偏比

較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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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胰臟前必然會穿刺過一或數個器官，穿刺後出現併發症的風險會大幅提高

。另外的選擇是請一般外科醫師進行剖腹或腹腔鏡探查胰臟並做切片化驗。但

對於不願意腹部手術或身體虛弱不適合手術的病人，是否有其他的選擇呢 ?

內視鏡超音波導引穿刺切片術

　　因為胰臟貼近胃和十二指腸，現在研發出在內視鏡上搭載超音波探頭，將

內視鏡經口、食道深入到胃或十二指腸壁上，再用超音波定位與掃描貼近的胰

臟，如此可以超音波的模式觀察到更完整的胰臟，在確定腫瘤位置與避開周遭

血管後，能以最短路徑進行穿刺取樣，就能減少穿刺到其他臟器引起相關併發

症的機會。對於病人來說感覺就是做了一次比較長時間的上消化道內視鏡，接

受度也會比較高。

　　但內視鏡超音波檢查也有其限制，常見的誤解是病人會覺得是在做上消化

道內視鏡，能不能同步檢查胃或食道呢？答案是不行的，因為目前的內視鏡在

設計搭載超音波之後，附載的光學鏡頭因角度問題無法對胃或食道進行觀察，

要完整檢查胃與食道還是必須要用標準上消化道內視鏡來進行檢查。

　　另外要注意的是內視鏡超音波與導引穿刺切片術均是侵入性檢查，除了內

視鏡檢查本身的風險外，穿刺後引起出血、胃腸道穿孔破裂或術後感染的情形

也需要納入評估。且台灣健保目前尚未將內視鏡超音波導引穿刺切片術及相關

耗材納入健保給付，自費費用的負擔也是另一個考量面向。

　　目前內視鏡超音波導引穿刺切片術的主要適應症為有發現胰臟腫瘤，且需

要組織病理或細胞學診斷來決定後續治療方針的病人。目前國泰綜合醫院有提

供該項檢查，可供有需要的病人多一項選擇。



文 

/ 

吳
淑
雯

國
泰
綜
合
醫
院
社
區
護
理
組
腫
瘤
個
案
管
理
師

20

健 康 管 家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日前報載某榮獲三座金鐘獎，號稱「傳奇主持人」的藝

人，今年二月因胰臟癌病逝。也讓擁有「癌王」之稱的

胰臟癌不得不再度被關注及討論。胰臟癌是很多醫界醫

師永遠的難題及痛，胰臟癌的難是早期診斷難、胰臟癌

的痛是復發率又兇、症狀又痛。是一個難發現、難治療

、預後最差的癌症。

　　胰臟癌是一種沈默，卻又極為惡性的癌症，病程進

展相當快速，腫瘤大到相當的程度後，才會以腹痛做表

現。因此就醫時一經診斷，常常面臨末期的噩耗。在生

理層面上，腹痛、腸胃道不適、食慾不振、腹水、黃疸

等為最常見的症狀。心理層面部分，罹癌後帶來的焦慮

及不安，面對治療及預後的不確定感、對家人牽掛不捨

而產生的諸多情緒等等，都是臨床照護者必須面臨的課

題。故在此和大家分享胰臟癌有那些症狀？常見致病原

因？又該如何預防？

　　在照護胰臟癌個案這麼多年來，深深體會到病人交託給醫療人員的，不只是生命，還

是人生。起承轉合，這個「合」最難控制及預料，然而「合」也是長年被忽略它的困難與

重要性。不管有多麼不捨，日子終究要回到正軌。

　　身為個管師，常和個案閒聊：「眼前看似沒有前路的死巷，走近後才發現，其實它是

一條向上延伸、又寬又長的另條康莊大道」、「無論經歷多少苦，要記住，老天不會給您

承擔不起的苦難，每件事都有它的意義及考驗」。在抗癌作戰的這條道路上，個案管理師

如同「守護天使」般適時的協助個案及家屬渡過被告知罹癌後的心理衝擊及面對癌症治療

期間身、心、靈所承受的莫大壓力及不適。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導個案及家屬運用智慧來面

對癌症並促進健康，並運用充份有效溝通及了解，適時提供緩和治療的幫忙，讓癌症治療

的路上一起向前行、一路上有我。

胰
起
向
前
行
、
胰
路
有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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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管有多麼不捨，日子終究要回到正軌。

　　身為個管師，常和個案閒聊：「眼前看似沒有前路的死巷，走近後才發現，其實它是

一條向上延伸、又寬又長的另條康莊大道」、「無論經歷多少苦，要記住，老天不會給您

承擔不起的苦難，每件事都有它的意義及考驗」。在抗癌作戰的這條道路上，個案管理師

如同「守護天使」般適時的協助個案及家屬渡過被告知罹癌後的心理衝擊及面對癌症治療

期間身、心、靈所承受的莫大壓力及不適。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導個案及家屬運用智慧來面

對癌症並促進健康，並運用充份有效溝通及了解，適時提供緩和治療的幫忙，讓癌症治療

的路上一起向前行、一路上有我。

胰臟癌 4大症狀：

1.黃疸：腫瘤壓迫到膽道或是腫瘤已轉移到肝臟。

2.上腹疼痛：常出現放射到背部的疼痛。

3.腹瀉：腫瘤阻塞胰管，使脂肪由糞便排出，形成灰白色的脂肪便。

4.明顯體重減輕：出現腸胃道症狀如噁心、嘔吐、食慾不振。

胰臟癌預防3重點：

1.戒菸：吸菸是胰臟癌重要成因之一，且經研究顯示戒菸20年後的罹患風險才能降到與常人

  相等。

2.飲食均衡：常攝取高動物脂肪食品且肥胖者，罹患胰臟癌風險較高。

3.工作環境自我保護：長期接觸化學藥品的工作者須配戴口罩與手套。

胰臟癌 8大常見致病原因：

1.胰臟癌家族史：家中一級親屬中為胰臟癌患者時，其罹癌風險較一般人高且會隨發病人

數增加而升高，可由4.6倍至32倍不等。

2.化學藥品：長期在工作中接觸化學藥品的人，罹患胰臟癌風險較高。

3.家族病史：有一等親罹患過胰臟癌的人，罹病機率高出3到4倍。

4.遺傳性慢性胰臟炎：基因突變所致，發生胰臟癌機率高出數十倍以上。

5.慢性胰臟炎病人：反覆慢性胰臟炎，發生胰臟癌機率高出數倍至十倍。

6.肥胖：BMI值大於25者有比較高的罹癌風險，且BMI超過越多風險越高，可達1.9倍之高，

若年輕開始就已體重過重者，其罹癌年齡會顯著早於同齡2年以上。

7.酗酒：每日攝取30g以上酒精稱之酗酒，過量酒精攝取者罹癌風險較一般人高1.2倍，在女

性身上比男性明顯，可達1.4倍，但若因酗酒導致慢性胰臟炎者，罹癌風險會大幅增加。

8.吸菸：吸菸者得到胰臟癌機率比正常人高出2到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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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心 專 欄

　　心臟毒性可能在癌症治療期間發生，或
者在癌症治療後的幾天、幾個月或幾年裡。
一旦患者的癌症受到控制，生活不再受到癌
症困擾，但隨之而來可能要面對因為化療誘
導的心臟毒性所引起的心臟損傷，這些損傷
帶來的症狀可能會降低生活品質，並增加心
臟相關原因導致的死亡風險。

　　雖然某些癌症治療會導致心臟毒性，但
並非所有類型的癌症治療都會，以下是一些
常見的治療種類，包括：某些化療如小紅莓
、胸部放射治療、某些標靶治療、單株抗體
和預防癌症復發的藥物等。這些癌症治療可
能會導致心臟泵血效率降低，導致血流變化
甚至增加血栓的風險，從而導致心臟病發作
。這些心臟併發症當中最常見的是鬱血性心
臟衰竭，而最嚴重的心臟毒性則是心肌炎和

冠狀動脈疾病，甚至是急性心肌梗塞。癌症
治療可能引起的其他心臟問題包括低血壓、
高血壓、心律不整和瓣膜疾病。

　　在癌症治療期間和治療後，定期測量形
變超音波分析可以檢測到心臟大小、心室收
縮功能的微小變化，而這些微小的變化可能
是心臟毒性的早期跡象，這些跡象提示臨床
醫師需要適時介入，例如給予心臟保護藥物
，甚至更改化療或標靶藥物的處方。當癌症
治療涉及到心臟疾病高風險的患者，或那些
已知有心臟病病史的人在選擇療程時，應該
選擇一個包括腫瘤科專科和心臟科專科合作
的癌症護理團隊，有利於在治療前、治療期
間和之後監測患者的心臟健康狀況。

　　一般來說，在開始癌症治療時已有心臟

在過去的30年裡，癌症治療的進步提高了

癌症患者的存活率，並使更多的人在接受

治療後多年不再復發。這些挽救生命的治

療方法雖然在治療癌症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有時會導致心血管循環系統出現問題，

稱為心臟毒性。

癌症治療與心臟毒性

病的患者和有心臟病風險因子的患者，其治療風險可能相對提高，而心臟病的危
險因素包括：抽菸、肥胖、高脂肪飲食習慣、缺少運動、有心臟病家族史等。而
一些化療藥物也會影響心臟肌肉和血管，所以服用這些藥物的患者會有更高的心
臟毒性風險，特別是如果他們有潛在心臟危險因子時。還有接受胸部放射治療的
患者也可能會有心臟受損的風險，因為心臟與輻射的距離很近。

　　要預防癌症治療帶來的心臟毒性，治療前病患應當詢問自己兩個十分重要的
問題，第一就是本身有心臟病史嗎？還有就是有沒有患上心臟病的危險因子？
接下來，也要與醫師討論以下3個問題：

1.在未來的治療計劃中，是否會帶來可預期的心臟損傷的風險
   (治療本身是否有心臟毒性)？
2.在治療前、中、後，是否會安排特殊的檢測來篩檢心臟問題嗎？
3.療程本身是否包括胸部放射治療？

　　接受潛在心臟毒性治療的癌症患者在開始癌症治療前，應該有一個完整的身
體和心臟評估。這種評估可以幫助醫生識別有心臟毒性風險的患者，並採取措施
將患者的風險降到最低。評估項目包括：個人病史、家族病史、全面的心血管體
檢、心臟功能檢查，包括心臟超音波和心臟形變分析。

　　心臟形變分析是一種新的心肌功能測量方法，由心臟超音波和專門的電腦軟
體計算技術綜合分析。它能更準確地評估由於潛在的心臟毒性治療對心臟功能的
變化。

　　很多病患會擔心癌症治療帶來的心臟變化是否為永久性，確實，有些變化似
乎是可逆的，但其他損害似乎是永久性的，至於這些變化會持續多久尚未有一致
的定論。

　　作為癌症患者，需要接受癌症治療前，可以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以避免心臟
毒性。首先，要告訴醫師任何個人或家族的心臟病病史，同時還要詢問醫師的癌
症治療方案是否會對心臟和血管造成任何風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治療前、
中、後都要進行一次完整的心臟評估。在治療期間，需要多了解將用於或已經用
於治療癌症的所有藥物和輻射的類型和劑量並且仔細記錄。

　　如果有不良習慣如抽菸則必須戒掉，同時保持健康飲食以及多運動
。在癌症治療期間避免酒精或咖啡因，因為它們會導致心悸和心率加快
。如果在治療期間或治療後感到胸痛、呼吸急促、心悸或下
肢腫脹，預必告知醫生。最後一點應該要牢記，不要把所
有的症狀都歸咎於癌症治療「正常」的副作用。

　　隨著癌症存活率的不斷提高，醫學界在癌症治療相關
心臟毒性方面的認知也在不斷增長。科學家們正在努力了
解更多導致心臟毒性的原因，希望日後能做到對心臟毒性
早期檢測、治療和最重要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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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增加血栓的風險，從而導致心臟病發作
。這些心臟併發症當中最常見的是鬱血性心
臟衰竭，而最嚴重的心臟毒性則是心肌炎和

冠狀動脈疾病，甚至是急性心肌梗塞。癌症
治療可能引起的其他心臟問題包括低血壓、
高血壓、心律不整和瓣膜疾病。

　　在癌症治療期間和治療後，定期測量形
變超音波分析可以檢測到心臟大小、心室收
縮功能的微小變化，而這些微小的變化可能
是心臟毒性的早期跡象，這些跡象提示臨床
醫師需要適時介入，例如給予心臟保護藥物
，甚至更改化療或標靶藥物的處方。當癌症
治療涉及到心臟疾病高風險的患者，或那些
已知有心臟病病史的人在選擇療程時，應該
選擇一個包括腫瘤科專科和心臟科專科合作
的癌症護理團隊，有利於在治療前、治療期
間和之後監測患者的心臟健康狀況。

　　一般來說，在開始癌症治療時已有心臟

病的患者和有心臟病風險因子的患者，其治療風險可能相對提高，而心臟病的危
險因素包括：抽菸、肥胖、高脂肪飲食習慣、缺少運動、有心臟病家族史等。而
一些化療藥物也會影響心臟肌肉和血管，所以服用這些藥物的患者會有更高的心
臟毒性風險，特別是如果他們有潛在心臟危險因子時。還有接受胸部放射治療的
患者也可能會有心臟受損的風險，因為心臟與輻射的距離很近。

　　要預防癌症治療帶來的心臟毒性，治療前病患應當詢問自己兩個十分重要的
問題，第一就是本身有心臟病史嗎？還有就是有沒有患上心臟病的危險因子？
接下來，也要與醫師討論以下3個問題：

1.在未來的治療計劃中，是否會帶來可預期的心臟損傷的風險
   (治療本身是否有心臟毒性)？
2.在治療前、中、後，是否會安排特殊的檢測來篩檢心臟問題嗎？
3.療程本身是否包括胸部放射治療？

　　接受潛在心臟毒性治療的癌症患者在開始癌症治療前，應該有一個完整的身
體和心臟評估。這種評估可以幫助醫生識別有心臟毒性風險的患者，並採取措施
將患者的風險降到最低。評估項目包括：個人病史、家族病史、全面的心血管體
檢、心臟功能檢查，包括心臟超音波和心臟形變分析。

　　心臟形變分析是一種新的心肌功能測量方法，由心臟超音波和專門的電腦軟
體計算技術綜合分析。它能更準確地評估由於潛在的心臟毒性治療對心臟功能的
變化。

　　很多病患會擔心癌症治療帶來的心臟變化是否為永久性，確實，有些變化似
乎是可逆的，但其他損害似乎是永久性的，至於這些變化會持續多久尚未有一致
的定論。

　　作為癌症患者，需要接受癌症治療前，可以採取更積極的作為，以避免心臟
毒性。首先，要告訴醫師任何個人或家族的心臟病病史，同時還要詢問醫師的癌
症治療方案是否會對心臟和血管造成任何風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在治療前、
中、後都要進行一次完整的心臟評估。在治療期間，需要多了解將用於或已經用
於治療癌症的所有藥物和輻射的類型和劑量並且仔細記錄。

　　如果有不良習慣如抽菸則必須戒掉，同時保持健康飲食以及多運動
。在癌症治療期間避免酒精或咖啡因，因為它們會導致心悸和心率加快
。如果在治療期間或治療後感到胸痛、呼吸急促、心悸或下
肢腫脹，預必告知醫生。最後一點應該要牢記，不要把所
有的症狀都歸咎於癌症治療「正常」的副作用。

　　隨著癌症存活率的不斷提高，醫學界在癌症治療相關
心臟毒性方面的認知也在不斷增長。科學家們正在努力了
解更多導致心臟毒性的原因，希望日後能做到對心臟毒性
早期檢測、治療和最重要的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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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除了維持穩定運動量，其

主要的關鍵在於「飲食」，「

飲食內容」「總熱量」與「飲

食時間」都會影響減重效果，

減重方法百百種，相信許多人

聽過211餐盤法、生酮飲食、

減醣飲食等減重方法，而近年

來「間歇性斷食」相當火紅，

讓人蠢蠢欲動迫切想嘗試，但

也有許多人好奇「間歇性斷食

」真的可以減重嗎？如何執行

斷食法呢？有沒有什麼禁忌呢

？讓我們一起來認識「間歇性

斷食」！ 

什麼是間歇性斷食？

　　間歇性斷食是一種透過「限制飲食時間」來達到控制
/降低熱量攝取，可顯著改善體重/體脂肪，像是5：2斷食
法、168斷食法、1212斷食法、隔日斷食法等；常見的
16/8間歇性斷食法，「16」是指一天中有連續16小時不吃
東西，「8」是指在連續的8小時內進食一天所需的熱量，
以此為循環，待適應後，可將斷食時間拉長，進階為18/6
斷食或其他間歇性斷食法。

　　許多研究表明確實執行間歇性斷食8-16週內體重可下
降1-3%；在規律的飲食模式下，減少內分泌紊亂的機會
，健康成人也能降低代謝疾病風險。

8小時進食期間如何選擇食物？

　　營養師建議選擇「營養豐富的原型態食物，例如全穀
物、瘦肉、雞蛋、蔬菜、水果、橄欖油、堅果等等」，盡
可能補充纖維質、蛋白質及健康油脂，飲水量提高到「體
重*30-40cc/天」，並在限制飲食的時間裡，攝取熱量至少
1200大卡/天但不攝取過多熱量，因為熱量若低於1200大卡
，容易疲憊、體力不足、飢餓感上升等，使得復胖率變高
，很多人也會因為只有8小時的進食時間，份量就吃得比平
常多，多餘的熱量消耗不掉，增加了體重反彈的機會！

　　有研究顯示在執行間歇性斷食期間，搭配地中海飲食
的受試者，除了體重有適度減輕外，在血壓及血脂的部份
，也都有較好的改善。這樣的飲食較為溫和，富含膳食纖
維，選用好油，只要抓住小訣竅，就可吃得營養又健康。

對的時間斷食

輕鬆擁有良好體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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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時斷食期間餓了怎麼辦？

　　如果在不進食的時間覺得餓，可以喝無
糖的黑咖啡、茶品、氣泡水等飲品，建議小
口小口喝較能減緩飢餓感；若是想要吃點有
口感的東西，則可嘗試不加糖的寒天、蒟蒻
、愛玉、仙草等食物，這些幾乎沒有熱量，
且吸水後膨脹特性，可以讓人產生飽足感；
還是飢餓難耐想吃東西的話，選擇優質脂肪(
如：堅果)，淺嚐即可，雖然有熱量，但不會
造成血糖升高，而影響了斷食效果。

間歇性斷食法的黃金時間分割點？

　　間歇性斷食執行時間因人而異，依照個
人生活作息調配，例如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則可選擇早上9點開始進食第一餐，12-13點
吃第二餐，下午5點前將晚餐吃完！當然也
可選擇在12點到晚上8點進行斷食法。雖然
沒有硬性規定執行時間，但建議務必「定時
」，千萬別今天早上8點執行，明天改下午1
點執行，這樣生理時鐘仍然紊亂，影響整體
代謝。

　　根據幾項研究發表顯示了大量晚間進食
的不良結果，包括晚上攝入熱量較早上多、
選擇下午攝食的人大多不吃早餐，這兩者都
是使得血糖控制差的原因，往往容易導致減
重失敗。

使用168斷食法該注意些什麼？

1.戒掉含有高糖份的甜點零食、含糖飲料，
以及減少食用麵類、麵包等澱粉類。

2.千萬不可暴飲暴食，這會導致熱量攝取過
多影響結果。

3.別選勾芡食物、淋湯汁的飯，因熱量高且
下飯，容易愈吃愈多。

4.加工食物(火腿、貢丸等)添加過多的調味
料及熱量高，盡可能少選。

5.水份務必喝足，水喝太少易增飢餓感。
6.以下族群不建議斷食：懷孕或哺乳婦女、

糖尿病病人、暴食症或厭食症、腸胃道疾
病、成長中的青少年等。

　　間歇性斷食是規劃進食的時間，但仍需
注意執行期間的食物種類及量的攝取，若是
想要健康、持續的減脂仍要養成良好的飲食
及運動習慣喔！

餐餐吃

□蔬菜至少1飯碗量
□水果1個棒球大小量
□全穀雜糧類1-2份(如：地瓜55g/份、南瓜85 g/份、山藥80g/份等)
□橄欖油1大匙(15ml)

每日吃
□乳品類2份(如：鮮奶240ml/份、奶粉4湯匙/份等)
□堅果/種子類1-2份(如：花生10粒/份、腰果5顆/份等)
□使用辛香料/蔥/大蒜/洋蔥/九層塔

每周吃

□魚類/海鮮至少兩份(如：秋刀魚、鯖魚、海鱸魚等，35g/份；牡蠣、鮮蝦60-65g/份)
□豆類至少2份(如：板豆腐2格/份、小方豆干3塊等)
□雞蛋2-4個
□白肉2份(如雞肉、火雞肉30g/份)

□加工肉品少於1份(如：火腿一片、培根一條等)
□紅肉少於2份(每月偶爾吃)
□甜食少於2份(久久吃一次小塊糕點)

少量吃

飲  食  小  訣  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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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天氣變化、季節交替時，總擺脫不了眼睛癢、皮

膚癢、鼻子癢、打噴嚏、流鼻水等過敏症狀嗎？這些

症狀嚴重時甚至影響睡眠品質、學習與工作表現，究

竟過敏體質該如何增加免疫力、舒緩過敏不適呢？以

下提出4大解方，讓你對症下藥擺脫過敏的惡性循環。

醫 學 報 導

避免接觸過敏原

　　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但過敏原無所

不在，舉凡吃的、擦的、吸入的都可能引

起過敏，建議先觀察生活中可能引起過敏

的因素，然後避開它；亦可藉由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來減少環境過敏原。另外也可

以透過過敏原檢測，了解引起過敏的原因

，盡可能降低接觸。

1.常見吸入性過敏原

微生物類：青黴菌、芽枝黴菌、麴菌屬、

白色念珠菌、交錯黴菌、長蠕孢屬。

動物皮毛類：貓皮毛屑、狗皮毛屑。

4大生活解方
教你改善惱人的過敏困擾

鼠類：天竺鼠上皮、大鼠上皮、小鼠

上皮。

家塵類：屋塵蟎、粉塵蟎、德國蟑螂、

家塵。

2.常見食物性過敏原

鱈魚、鮭魚、鮪魚、紫貽貝、蝦子、蛋白

、牛奶、花生、芥末。

選擇新鮮天然原型食物

　　不新鮮的食物其組織胺含量高，加工食

品的添加物(香料、色素等)都可能是引發過

敏的原因，而高油、高糖的食物會誘發身體

發炎，飲食若多選用新鮮天然、少加工的

原型食物，不僅可以減少過敏、發炎的

狀況，也可以享受食物天然風味，避免

營養素流失。

提升免疫、對抗過敏的營養素

1.維生素C：對組織修復與免疫系統的運作扮

演重要角色，它存在各種新鮮蔬果中，但

遇高溫就會被破壞，所以生菜、水果相對

含量高，食物來源有：芭樂、奇異果、甜

椒等。

2.維生素D：能調節免疫、降低發炎反應，有

抵抗感染，保護呼吸系統的作用。它是陽

光營養素，天然食物來源不多，僅魚肝油

、高油脂魚肉、海洋動物的肝臟及經陽光

照射過的菇蕈類。

3.Omega-3脂肪酸：過敏狀況發生時身體正處

於發炎狀態，不妨多攝取富含抗發炎作用

的Omega-3脂肪酸食物，如：鮭魚、鯖魚

、秋刀魚、亞麻仁油、堅果類。

4.益生菌與益菌生：腸道是人體最大的免疫

器官，健康的腸道黏膜可以阻擋細菌與病

毒的攻擊、調整發炎激素，提升免疫能力

。益生菌的食物來源包含優酪乳、優格或

天然發酵食物(泡菜、味噌)；益菌生可促

進益生菌的生長，可從富含膳食纖維的全

穀雜糧類及各種新鮮蔬果攝取得到。 

5.植化素：是植物自行產生的天然化合物，

如：槲皮素、類黃酮、花青素等，具有抗

發炎、抗氧化及提升免疫的作用，存在於

各色蔬菜、水果及全穀雜糧中。

規律的運動及良好的生活習慣

　　睡眠不足與慢性壓力都會讓免疫力下降

，使過敏狀況加重，平常應養成規律的作息

，適度紓壓與避免熬夜，另外運動可以提升

免疫、訓練心肺、降低上呼吸道感染的機率

。沒有運動習慣的人可先從簡單運動(如

：快走)做起，同時曬太陽可幫助維生素

D的合成，不妨增加戶外運動，幫助身體

對抗過敏。

　　若您已經做到飲食、運動與生活習慣調

整，不妨趁著定期健檢，以抽血檢測了解可

能引起的過敏原為何。若已經避開會引起過

敏的物質，但過敏症狀還是反覆發生沒有緩

解，建議一定要再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把

握治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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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接觸過敏原

　　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但過敏原無所

不在，舉凡吃的、擦的、吸入的都可能引

起過敏，建議先觀察生活中可能引起過敏

的因素，然後避開它；亦可藉由除濕機、

空氣清淨機來減少環境過敏原。另外也可

以透過過敏原檢測，了解引起過敏的原因

，盡可能降低接觸。

1.常見吸入性過敏原

微生物類：青黴菌、芽枝黴菌、麴菌屬、

白色念珠菌、交錯黴菌、長蠕孢屬。

動物皮毛類：貓皮毛屑、狗皮毛屑。

鼠類：天竺鼠上皮、大鼠上皮、小鼠

上皮。

家塵類：屋塵蟎、粉塵蟎、德國蟑螂、

家塵。

2.常見食物性過敏原

鱈魚、鮭魚、鮪魚、紫貽貝、蝦子、蛋白

、牛奶、花生、芥末。

選擇新鮮天然原型食物

　　不新鮮的食物其組織胺含量高，加工食

品的添加物(香料、色素等)都可能是引發過

敏的原因，而高油、高糖的食物會誘發身體

發炎，飲食若多選用新鮮天然、少加工的

原型食物，不僅可以減少過敏、發炎的

狀況，也可以享受食物天然風味，避免

營養素流失。

提升免疫、對抗過敏的營養素

1.維生素C：對組織修復與免疫系統的運作扮

演重要角色，它存在各種新鮮蔬果中，但

遇高溫就會被破壞，所以生菜、水果相對

含量高，食物來源有：芭樂、奇異果、甜

椒等。

2.維生素D：能調節免疫、降低發炎反應，有

抵抗感染，保護呼吸系統的作用。它是陽

光營養素，天然食物來源不多，僅魚肝油

、高油脂魚肉、海洋動物的肝臟及經陽光

照射過的菇蕈類。

3.Omega-3脂肪酸：過敏狀況發生時身體正處

於發炎狀態，不妨多攝取富含抗發炎作用

的Omega-3脂肪酸食物，如：鮭魚、鯖魚

、秋刀魚、亞麻仁油、堅果類。

4.益生菌與益菌生：腸道是人體最大的免疫

器官，健康的腸道黏膜可以阻擋細菌與病

毒的攻擊、調整發炎激素，提升免疫能力

。益生菌的食物來源包含優酪乳、優格或

天然發酵食物(泡菜、味噌)；益菌生可促

進益生菌的生長，可從富含膳食纖維的全

穀雜糧類及各種新鮮蔬果攝取得到。 

5.植化素：是植物自行產生的天然化合物，

如：槲皮素、類黃酮、花青素等，具有抗

發炎、抗氧化及提升免疫的作用，存在於

各色蔬菜、水果及全穀雜糧中。

規律的運動及良好的生活習慣

　　睡眠不足與慢性壓力都會讓免疫力下降

，使過敏狀況加重，平常應養成規律的作息

，適度紓壓與避免熬夜，另外運動可以提升

免疫、訓練心肺、降低上呼吸道感染的機率

。沒有運動習慣的人可先從簡單運動(如

：快走)做起，同時曬太陽可幫助維生素

D的合成，不妨增加戶外運動，幫助身體

對抗過敏。

　　若您已經做到飲食、運動與生活習慣調

整，不妨趁著定期健檢，以抽血檢測了解可

能引起的過敏原為何。若已經避開會引起過

敏的物質，但過敏症狀還是反覆發生沒有緩

解，建議一定要再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把

握治療時機。



角及下巴的肌肉運動，由於被包覆在腮腺中

，一旦腮腺出現腫塊或腫瘤，便容易與顏面

神經緊密貼合，增加手術風險及難度。

腮腺腫瘤可能癌變惡性有3特徵

　　腮腺腫瘤大約80%是良性，惡性佔20%

。雖然大多數腮腺腫瘤是良性，但良性瘤可

能影響顏面美觀。另外有部分屬於混合瘤，

有7%的機率會癌變成惡性混合瘤，其它常見

的惡性腫瘤有黏液類上皮癌、腺樣囊狀癌及

腺細胞癌等，腮腺腫瘤可能癌變惡性會有3大

表現特徵：

(1)耳朵附近的腫塊快速生長。 

(2)按壓腫塊無法移動，皮膚表皮有潰爛。 

(3)顏面神經麻痺、疼痛。 

腫瘤越大會增加手術困難度 

　　過大的腫瘤也增加手術困難度，顏面神

經受傷的風險也會提高，產生嘴角無力流口

水、眼睛無法閉合後遺症。腮腺手術具有難

28

醫 學 報 導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腮腺的位置

　　腮腺位在

耳朵下方（圖

一），又稱耳

下腺，是人體

中最大的唾液

腺，用來分泌

大量的唾液到

口腔。腮腺若

是受到病毒感染，會出現發炎腫大，就是台

語俗稱的豬頭皮。既然會被病毒感染，腮腺

同樣也會長腫瘤，腮腺腫瘤外觀會凸起，但

初期沒有症狀也不會疼痛。通常當腮腺腫瘤

出現變化時，變大的腫瘤會壓迫周邊的顏面

神經導致疼痛。腮腺生理構造被顏面神經分

為深葉、淺葉兩部分。顏面神經有五個分支

，從上到下分別掌管額頭、眼部、臉頰、嘴

文 / 王文弘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腮腺腫瘤
免開刀新式療法
經皮超音波導引消融治療
劉先生是個老菸槍，大約2年前發現臉頰靠近耳朵下方，出現像痘痘大小凸起物，因為不痛不

癢便沒有多留意。但不料最近開始變大，甚至出現疼痛，經檢查才發現原來是「腮腺腫瘤」

！由於不想在臉部留下疤痕，經友人介紹到醫院接受經皮超音波導引消融治療，6個月後腫瘤

體積成功縮小8成，劉先生對手術結果滿意。醫師同時囑咐他要戒菸，以免再復發。

度，原因在於顏面神經從腦幹經過腮腺再分

支到臉部肌肉，所以手術時需先分離出顏面

神經，可能在剝離腫瘤時傷及神經造成顏面

神經麻痺，使單側嘴巴歪斜或眼睛無法閉合

（圖二），比例約有5-30%的風險。

華生氏腮腺瘤的免開刀新式療法

　　腮腺腫瘤最常見的是好發於40歲以下女

性的多形性腺瘤(或稱混合瘤)(pleomorphic 

adenoma)，此類腫瘤雖占腮腺良性腫瘤的

80%，但研究指出若遲遲不處理，會在約15

年後有較大機率病變成惡性腫瘤。第二常見

的則是好發於中老年男性及長年抽菸者、

BMI指數偏高或代謝症候群患者的華生氏腫

瘤(Warthin´s tumor)，這類腫瘤發生惡性病變

的機率非常低，通常不必擔心遠端轉移或深

層侵犯的問題，所以可以採用新式的腫瘤消

融技術治療。經皮超音波導引消融治療是藉

超音波導引將消融針伸入腫瘤，利用交流電

原理在針尖形成電迴路後產生離子擾動，再

將其動能轉化成熱能，以70度溫度破壞腫瘤

，讓它被身體慢慢吸收，手術時間約30-50

分鐘，而且術後沒有傷口（圖三）。之前此

技術多運用在甲狀腺結節，目前也逐漸應用

在其他部位良性特定軟組織腫瘤上。

消融治療與傳統手術有何不同？

　　傳統手術需要全身麻醉，對年紀較長、

心臟功能不佳等族群來說並不適合，且若再

度復發，二次手術恐需面臨沾黏困境，增加

手術傷害到神經的風險，進而出現後遺症。

另外傳統手術需要住院3-7天，不僅傷口大

、恢復期也較長。消融治療則僅需局部麻醉

且大約半小時到1小時即可完成，且可一次

同時處理兩側或單側多發性的華生氏腮腺腫

瘤。即使將來復發，都還是可以接受消融治

療，不會有傳統手術後組織沾黏的問題。

（表一）

微創手術可隱藏疤痕同時縮減疤痕長度

　　除多形性腺瘤和華生氏腫瘤之外，腮腺

腫瘤還有可能是淋巴癌、發炎性偽腫瘤及唾

液腺結石，醫師必須依照腫塊形態，決定治

療方式。切除腫瘤的傳統做法是從耳前經耳

下到下顎處，劃出約10到15公分的S型傷口

，將之切除。而微創手術是從患者耳後切開

，將皮膚撐起後，深入切口將腫瘤切割、夾

取出來再縫合傷口，可以將傷口縮小到只有4

▲圖一 腮腺位置

到8公分長，對在乎外表的患者而言，傷口

可以藏在頸部髮際線後面是很大的優點

（圖四），但頸部有大動脈及血管分布的

緣故，因此微創手術並不適用於所有患者

，病人還是必須與醫師仔細討論，經由醫

師專業判斷來決定手術方式。

提醒

　　最常見的多形性腺瘤占腮腺良性腫瘤

的80%，若不處理會在約15年後有較大機

率病變成惡性腫瘤。第二常見的華生氏腫

瘤約佔所有腮腺腫瘤的2%至10%，與吸菸

、BMI指數偏高或代謝症候群患者有密切相

關性。華生氏瘤有10%可能是兩側或單邊

的多發性腫瘤。因此即使治療完也必須戒

菸，以避免容易復發。

顏面神經

腮腺



角及下巴的肌肉運動，由於被包覆在腮腺中

，一旦腮腺出現腫塊或腫瘤，便容易與顏面

神經緊密貼合，增加手術風險及難度。

腮腺腫瘤可能癌變惡性有3特徵

　　腮腺腫瘤大約80%是良性，惡性佔20%

。雖然大多數腮腺腫瘤是良性，但良性瘤可

能影響顏面美觀。另外有部分屬於混合瘤，

有7%的機率會癌變成惡性混合瘤，其它常見

的惡性腫瘤有黏液類上皮癌、腺樣囊狀癌及

腺細胞癌等，腮腺腫瘤可能癌變惡性會有3大

表現特徵：

(1)耳朵附近的腫塊快速生長。 

(2)按壓腫塊無法移動，皮膚表皮有潰爛。 

(3)顏面神經麻痺、疼痛。 

腫瘤越大會增加手術困難度 

　　過大的腫瘤也增加手術困難度，顏面神

經受傷的風險也會提高，產生嘴角無力流口

水、眼睛無法閉合後遺症。腮腺手術具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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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腺的位置

　　腮腺位在

耳朵下方（圖

一），又稱耳

下腺，是人體

中最大的唾液

腺，用來分泌

大量的唾液到

口腔。腮腺若

是受到病毒感染，會出現發炎腫大，就是台

語俗稱的豬頭皮。既然會被病毒感染，腮腺

同樣也會長腫瘤，腮腺腫瘤外觀會凸起，但

初期沒有症狀也不會疼痛。通常當腮腺腫瘤

出現變化時，變大的腫瘤會壓迫周邊的顏面

神經導致疼痛。腮腺生理構造被顏面神經分

為深葉、淺葉兩部分。顏面神經有五個分支

，從上到下分別掌管額頭、眼部、臉頰、嘴

度，原因在於顏面神經從腦幹經過腮腺再分

支到臉部肌肉，所以手術時需先分離出顏面

神經，可能在剝離腫瘤時傷及神經造成顏面

神經麻痺，使單側嘴巴歪斜或眼睛無法閉合

（圖二），比例約有5-30%的風險。

華生氏腮腺瘤的免開刀新式療法

　　腮腺腫瘤最常見的是好發於40歲以下女

性的多形性腺瘤(或稱混合瘤)(pleomorphic 

adenoma)，此類腫瘤雖占腮腺良性腫瘤的

80%，但研究指出若遲遲不處理，會在約15

年後有較大機率病變成惡性腫瘤。第二常見

的則是好發於中老年男性及長年抽菸者、

BMI指數偏高或代謝症候群患者的華生氏腫

瘤(Warthin´s tumor)，這類腫瘤發生惡性病變

的機率非常低，通常不必擔心遠端轉移或深

層侵犯的問題，所以可以採用新式的腫瘤消

融技術治療。經皮超音波導引消融治療是藉

超音波導引將消融針伸入腫瘤，利用交流電

原理在針尖形成電迴路後產生離子擾動，再

將其動能轉化成熱能，以70度溫度破壞腫瘤

，讓它被身體慢慢吸收，手術時間約30-50

分鐘，而且術後沒有傷口（圖三）。之前此

技術多運用在甲狀腺結節，目前也逐漸應用

在其他部位良性特定軟組織腫瘤上。

消融治療與傳統手術有何不同？

　　傳統手術需要全身麻醉，對年紀較長、

心臟功能不佳等族群來說並不適合，且若再

度復發，二次手術恐需面臨沾黏困境，增加

手術傷害到神經的風險，進而出現後遺症。

另外傳統手術需要住院3-7天，不僅傷口大

、恢復期也較長。消融治療則僅需局部麻醉

且大約半小時到1小時即可完成，且可一次

同時處理兩側或單側多發性的華生氏腮腺腫

瘤。即使將來復發，都還是可以接受消融治

療，不會有傳統手術後組織沾黏的問題。

（表一）

微創手術可隱藏疤痕同時縮減疤痕長度

　　除多形性腺瘤和華生氏腫瘤之外，腮腺

腫瘤還有可能是淋巴癌、發炎性偽腫瘤及唾

液腺結石，醫師必須依照腫塊形態，決定治

療方式。切除腫瘤的傳統做法是從耳前經耳

下到下顎處，劃出約10到15公分的S型傷口

，將之切除。而微創手術是從患者耳後切開

，將皮膚撐起後，深入切口將腫瘤切割、夾

取出來再縫合傷口，可以將傷口縮小到只有4

▲圖二  顏面神經麻痺的症狀

▲圖三  經皮超音波導引消融治療腮腺腫瘤

到8公分長，對在乎外表的患者而言，傷口

可以藏在頸部髮際線後面是很大的優點

（圖四），但頸部有大動脈及血管分布的

緣故，因此微創手術並不適用於所有患者

，病人還是必須與醫師仔細討論，經由醫

師專業判斷來決定手術方式。

提醒

　　最常見的多形性腺瘤占腮腺良性腫瘤

的80%，若不處理會在約15年後有較大機

率病變成惡性腫瘤。第二常見的華生氏腫

瘤約佔所有腮腺腫瘤的2%至10%，與吸菸

、BMI指數偏高或代謝症候群患者有密切相

關性。華生氏瘤有10%可能是兩側或單邊

的多發性腫瘤。因此即使治療完也必須戒

菸，以避免容易復發。



角及下巴的肌肉運動，由於被包覆在腮腺中

，一旦腮腺出現腫塊或腫瘤，便容易與顏面

神經緊密貼合，增加手術風險及難度。

腮腺腫瘤可能癌變惡性有3特徵

　　腮腺腫瘤大約80%是良性，惡性佔20%

。雖然大多數腮腺腫瘤是良性，但良性瘤可

能影響顏面美觀。另外有部分屬於混合瘤，

有7%的機率會癌變成惡性混合瘤，其它常見

的惡性腫瘤有黏液類上皮癌、腺樣囊狀癌及

腺細胞癌等，腮腺腫瘤可能癌變惡性會有3大

表現特徵：

(1)耳朵附近的腫塊快速生長。 

(2)按壓腫塊無法移動，皮膚表皮有潰爛。 

(3)顏面神經麻痺、疼痛。 

腫瘤越大會增加手術困難度 

　　過大的腫瘤也增加手術困難度，顏面神

經受傷的風險也會提高，產生嘴角無力流口

水、眼睛無法閉合後遺症。腮腺手術具有難

腮腺的位置

　　腮腺位在

耳朵下方（圖

一），又稱耳

下腺，是人體

中最大的唾液

腺，用來分泌

大量的唾液到

口腔。腮腺若

是受到病毒感染，會出現發炎腫大，就是台

語俗稱的豬頭皮。既然會被病毒感染，腮腺

同樣也會長腫瘤，腮腺腫瘤外觀會凸起，但

初期沒有症狀也不會疼痛。通常當腮腺腫瘤

出現變化時，變大的腫瘤會壓迫周邊的顏面

神經導致疼痛。腮腺生理構造被顏面神經分

為深葉、淺葉兩部分。顏面神經有五個分支

，從上到下分別掌管額頭、眼部、臉頰、嘴

度，原因在於顏面神經從腦幹經過腮腺再分

支到臉部肌肉，所以手術時需先分離出顏面

神經，可能在剝離腫瘤時傷及神經造成顏面

神經麻痺，使單側嘴巴歪斜或眼睛無法閉合

（圖二），比例約有5-30%的風險。

華生氏腮腺瘤的免開刀新式療法

　　腮腺腫瘤最常見的是好發於40歲以下女

性的多形性腺瘤(或稱混合瘤)(pleomorphic 

adenoma)，此類腫瘤雖占腮腺良性腫瘤的

80%，但研究指出若遲遲不處理，會在約15

年後有較大機率病變成惡性腫瘤。第二常見

的則是好發於中老年男性及長年抽菸者、

BMI指數偏高或代謝症候群患者的華生氏腫

瘤(Warthin´s tumor)，這類腫瘤發生惡性病變

的機率非常低，通常不必擔心遠端轉移或深

層侵犯的問題，所以可以採用新式的腫瘤消

融技術治療。經皮超音波導引消融治療是藉

超音波導引將消融針伸入腫瘤，利用交流電

原理在針尖形成電迴路後產生離子擾動，再

將其動能轉化成熱能，以70度溫度破壞腫瘤

，讓它被身體慢慢吸收，手術時間約30-50

分鐘，而且術後沒有傷口（圖三）。之前此

技術多運用在甲狀腺結節，目前也逐漸應用

在其他部位良性特定軟組織腫瘤上。

消融治療與傳統手術有何不同？

　　傳統手術需要全身麻醉，對年紀較長、

心臟功能不佳等族群來說並不適合，且若再

度復發，二次手術恐需面臨沾黏困境，增加

手術傷害到神經的風險，進而出現後遺症。

另外傳統手術需要住院3-7天，不僅傷口大

、恢復期也較長。消融治療則僅需局部麻醉

且大約半小時到1小時即可完成，且可一次

同時處理兩側或單側多發性的華生氏腮腺腫

瘤。即使將來復發，都還是可以接受消融治

療，不會有傳統手術後組織沾黏的問題。

（表一）

微創手術可隱藏疤痕同時縮減疤痕長度

　　除多形性腺瘤和華生氏腫瘤之外，腮腺

腫瘤還有可能是淋巴癌、發炎性偽腫瘤及唾

液腺結石，醫師必須依照腫塊形態，決定治

療方式。切除腫瘤的傳統做法是從耳前經耳

下到下顎處，劃出約10到15公分的S型傷口

，將之切除。而微創手術是從患者耳後切開

，將皮膚撐起後，深入切口將腫瘤切割、夾

取出來再縫合傷口，可以將傷口縮小到只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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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腮腺腫瘤治療方式比較表  

治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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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表無疤痕

一般不需住院

30-50分鐘

局部麻醉

需等待3-12個月
腫瘤逐漸萎縮

1.適用於華生氏腫瘤。
2.不建議使用於裝有心
律調節器或其它電子
植入裝置的病患。

健保不給付，需自費

微創手術

體表有4-8公分
隱藏疤痕

需住院3-5天

60-180分鐘

全身麻醉

腫瘤直接移除

1.適用於位在腮腺淺葉
的腫瘤。

2.不適用於復發腫瘤及
二次手術。

健保給付，但使用超音
波刀、顏面神經監測器或
達文西機器手臂需自費

傳統手術

體表有10-15公分
明顯疤痕

需住院3-7天

60-180分鐘

全身麻醉

腫瘤直接移除

1.對年紀較長、心臟功
能不佳等族群全身麻
醉風險較高。

2.復發腫瘤及二次手術
沾黏會增加傷及神經
風險。

健保給付，但若使用顏
面神經監測器需自費

製表：王文弘醫師

到8公分長，對在乎外表的患者而言，傷口

可以藏在頸部髮際線後面是很大的優點

（圖四），但頸部有大動脈及血管分布的

緣故，因此微創手術並不適用於所有患者

，病人還是必須與醫師仔細討論，經由醫

師專業判斷來決定手術方式。

提醒

　　最常見的多形性腺瘤占腮腺良性腫瘤

的80%，若不處理會在約15年後有較大機

率病變成惡性腫瘤。第二常見的華生氏腫

瘤約佔所有腮腺腫瘤的2%至10%，與吸菸

、BMI指數偏高或代謝症候群患者有密切相

關性。華生氏瘤有10%可能是兩側或單邊

的多發性腫瘤。因此即使治療完也必須戒

菸，以避免容易復發。

▲圖四  微創手術傷口可以藏在頸部髮際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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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感
謝函

院務消息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本人因肝臟腫瘤日前住院開刀，要非常感謝胡瑞庭主任及連恒煇主任每日關心查房安撫及

了解傷口狀況，尤其連主任高超醫術，術後無任何不良反應，復原也很好，在ICU 2天受到邱

麗英護理師的溫馨照顧，心情不徬徨讓家屬很安心，感謝國泰醫院培養這麼仁心仁德的好醫

護人員，再次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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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我是陳○○的家屬，這次父親因身體不舒服，住進貴院的心臟內科給郭志東醫師治

療，在治療的過程中，有安排心導管檢查。第一次做心導管的父親，非常緊張焦慮，母親在

旁陪伴，也非常緊張。好在病房護理師非常溫柔，也有一位連姓專科護理師前來說明心導管

的目的及過程，先告知檢查時可能會面臨的抉擇，及後續的照護，解釋的過程也畫圖加以說

明，讓父母親了解什麼是心導管檢查，讓父母親安心了不少，很開心能遇到熱情，願意為病

人著想的護理師。謝謝大家在住院這段期間對家父的照顧。

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