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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發需厚積，任重而道遠
—《鏡湖醫學》復刊二十週年編審校工作回顧（2）

李衛平

‧ 卷 首 語 ‧

作者單位︰《鏡湖醫學》編輯部 

E-mail:jmkw@kwh.org.mo    

《鏡湖醫學》復刊二十年，一直在艱難困苦中頑强前行。

幾經變革，仍未擺脫困境。稿件不足的問題，長期困擾著編輯人

員，當年往往收到的稿件剛剛够分配給當年期刊的版面，難有篩

選的餘地，更談不上專題和專欄的組稿編輯了。有鑒於此，推動

制度化的醫學論文交流會正是突破瓶頸的變革之道。2010年起，

由本刊編輯部策劃的 “鏡湖醫學論壇”成功舉辦並成為一年一

度“鏡湖學術交流年會”，改善了醫院的學術氛圍，為本刊提

供了相對穩定的稿源。2011年6月，情况又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鏡湖醫學》獲得了國際標準期刊刊號，從此正式公開發行，使

原來可以同時投向本刊和其它公開刊物的稿件只能作出選擇，為

避免不正當的“一稿兩投”，本院的部份優質稿源流向了各種水

平更高的醫學專業雜誌，本刊又重新面臨稿源“斷炊”之憂。據

不完全統計，2013年本院員工向外投稿達17篇。

稿源不足，淘汰率低，是提高本刊文章質量的主要障礙。一本

專業學術期刊的靈魂，既不取決於其華麗的包裝，也不在乎其發行

形式，而在於稿件的學術質量和品位。稿源是決定科技期刊學術水

平的一個最基本因素，是辦刊的基礎和源泉，豐富的稿源是科技期

刊學術水平的保證。科技期刊作為學術論文的載體，評價科技期刊

學術水平高低，主要看其刊載論文的學術水平高低，所以，稿源狀

況最終決定著科技期刊的學術水平。因此，只有擁有豐富的高質量

論文，才能提高刊物的學術水平，增强刊物的影響力[1]。本刊在培

育本院作者群的同時，還要充分借助外來稿源之力，汰弱留强。醫

院今年决定提高在本刊發表文章的繼續教育學分和暫不收外來稿件

的版面費是解决“無米之炊”的舉措之一。

目前本刊發行主要以贈閱為主，郵寄派發給澳門、內地、

香港及臺灣的各大醫學院校、各大醫療機構及有關單位和個人，

途徑單一，發行面窄，讀者有限，知名度不高。一本學術期刊在

學術界的影響力，主要通過論文被引用來反映，論文的被引量是

期刊總體實力的表現，是一本期刊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文章有人

讀，有人引用，才有價值，其學術地位才能得到同行評議認可。

擴大傳播途徑和影響力，是本刊持續發展的目標。要改變“遠在

深山無人問”的境况，不僅繼續通過常規的紙版發行，而且希望

利用互聯網的優勢，利用醫學數據庫的網絡平臺，增加影響力。

鏡湖醫院的醫療服務水平和質量如何，不僅是病患的認受或醫務

人員的自我評價，而且要有外部同行的認同。《鏡湖醫學》要成

為這樣一個窗口和橋梁，通過醫學論文的發表和交流，讓外界瞭

解鏡湖醫院，讓同行分享我們的經驗和成果。

本刊作為國際標準期刊的一員，有責任和義務遵守有關的規

則和承諾，遵守著作權法、出版法等有關法規，接受有關部門的監

管。醫藥衛生期刊有其質量要求及評估標準，本刊也以同樣的標準

要求自己，包括政治標準、業務標準、編輯標準和出版標準。

回顧本刊復刊20年來，編輯部尊重所有作者和讀者，珍惜

自己的誠信記錄，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不端，拒絕學術造假，反

對學術浮誇，反對不當署名，堅持客觀真實的原則，辦刊方向明

確，堅持為臨床和科研服務。明確反對“一稿兩投”，即使在多

次校對的清樣付印前發現有外投的稿件也會馬上抽起不發，重新

安排版面，不會以“不知情”為由推卸責任和减少麻煩。本刊編

輯部的工作態度是嚴肅的，明確抵制編輯的權力尋租行為，嚴格

按照文章的性質分類，不會因為作者的個人需求而違反原則。

相比之下，本刊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進和提

高。本刊目前還沒能完全達到“內稿外審”和同行審稿的要求，

未能滿足作者的印制彩色圖表的要求，未能如期出版。知易行

難，擺在我們目前還有很多具體工作要做，有很多困難要克服，

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可喜的是，復刊20年來，醫院第1次派出2名編輯部成員外出

參加期刊編輯業務學習。在中華醫學會主辦的“2013年全國醫藥

衛生期刊編輯業務培訓班”上，學習和瞭解審稿過程中應遵循的

國際標準，瞭解編輯出版的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瞭解醫藥衛生

期刊綜合評價體系，瞭解出版工作中的語言文字規範和編輯加工

圖表的要素，學習如何編輯英文摘要，同時瞭解國家主管部門對

期刊出版發行的相關政策，對於如何進入醫學資料庫和如何成為

科技期刊源雜誌得到了有價值的建議和啓示。

不在乎起步快慢，而在於持續前行；只要堅持下去，烏龜和兔

子都會到達終點。今年，是《鏡湖醫學》復刊20週年，雖然艱難前

行，但也走到了今天，成為澳門地區生存時間最長的唯一一份綜合

臨床醫學期刊。一念而已，從無到有，由弱而强。有鄰為鑒，不再

堅持，也會從有到無，由生而死。有賴編者和作者的頑强執著和默

默耕耘，他們的心血和汗水，潑灑在年復一年的《鏡湖醫學》期刊

上，希望他們的付出能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65年前，先賢在《鏡湖醫藥》創刊號“開卷語”中

雲：“世間事，觀厥成功，似甚容易，其實非可幸致！”道盡當

年創業之艱辛。皆知創業難，守業更難，希望各位作者、編者和

讀者共同努力，把先賢留給我們的這份家業發揚光大，創造《鏡

湖醫學》更美好的明天！

王汝寬, 馬智, 王青, 等. 中國醫藥衛生期刊質量要求及評估標準建議. 

醫學情報工作, 2000; 2(3):84-8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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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澳門婦女宮頸細胞學診斷、高危型人類乳頭瘤病毒(H R-H P V)檢測與宮

頸活檢診斷的關係，從而提出宮頸癌篩查的建議。  方法  收集澳門鏡湖醫院2011年6月~2012

年7月間在宮頸癌篩查中細胞學診斷陽性病例102例，分析細胞學診斷、H R-H P V感染與活檢診

斷之間的關係。細胞學診斷採用薄層液基細胞學檢查。H R-H P V採用二代H P V基因雜交捕獲技

術。  結果 (1)102例細胞學陽性病例中，活檢診斷陽性有48例，陽性符合率為47.1%，其中ASC

US符合率為28.2%，LSIL為50%(16/32)，ASC-H為71.4%(5/7)，HSIL為82.4%(14/17)；(2)82例HR-

HPV陽性病例中，活檢診斷陽性有46例，符合率為56.1%。HR-HPV載量<1.0、1.0-9.9、10.0-99.9、

≧100的活檢診斷陽性符合率分別為10.0%、16.7%、38.9%、71.2%。而20例HR-HPV陰性的病例，

活檢診斷為陰性的18例，陰性符合率為90%。(3)82例細胞學和HR-HPV檢測均為陽性的病例中，

活檢診斷陽性有46例，陽性符合率為56.1%，其中ASCUS+HR-HPV、LSIL+HR-HPV、ASC-H+HR-

HPV、HISL+HR-HPV陽性符合率分別為38.7%(12/31)、51.7%(15/29)、83.3%(5/6)、87.5%(14/16)。  結

論 液基細胞學和HR-HPV檢查對宮頸癌前病變均有一定的預測值，但隨著細胞學病變(≧LSIL)級別升

高，其預測值越高。HR-HPV DNA載量為10 RLU/CO以上時，也有很強預測高級別宮頸病變(≧CIN2)

的作用。雖然聯合細胞學和HR-HPV檢測能提高對宮頸癌前病變的預測值，但由於本研究<30歲HR-

HPV陽性者不出現高級別宮頸病變，因而，從成本效益考慮，不建議將HR-HPV檢測作為<30歲婦女宮

頸癌篩查項目，也不建議單獨將HR-HPV檢測作為所有年齡婦女宮頸癌的初篩項目。

【關鍵詞】宮頸癌；高危型人類乳頭瘤病毒；早期篩查；宮頸活檢；澳門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iquid-based cytology combined with high risk HPV detection

CHAN Sut Kei 1,  WEN Jian Ming 1*,  LI Min Min 2, WEN Wang Rong 2 
1.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Oversea Chinese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ervical cytology,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R-HPV) and cervical biopsy diagnosis, and put forwar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strategy in Macau. Methods 
102 positive cases of cervical cytology screening performed from June 2011 to July 2012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were collec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ytology diagnosis, HR-HPV infection and biopsy diagnosis 
were analyzed. Cytology was perfomed by using thin-layer liquid based cytology technique. HR-HPV infection 
status was detected by second-generation gene-hybrid capture technology (HC2). Results 1) In 102 cases of positive 
cytology, 48 cases had positive biopsy diagnosis, the coincidence rate was 47.1%. The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s for 
ASCUS, LISL, ASC-H, HSIL, were 28.2% (13/46), 50% (16/32), 71.4% (5/7) and 82.4% (14/17), respectively. 
2) In 82 cases of positive HR-HPV, 46 cases were positive in biopsy diagnosis. The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 was 
56.1%. The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 for HR-HPV DNA load <1.0 RLU/CO, 1.0-9.9, 10.0-99.9, ≥100 were 
10.0%, 16.7%, 38.9% and 71.2%,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in 20 cases of negative HR-HPV, 18 were negative 
in biopsy diagnosis. The negative coincidence rate was 90.0%. 3) In 82 cases of positive cytology and HR-HPV, 
46 were positive in biopsy diagnosis. The positive coincidence rate was 56.1%. The positive consistency rates for 
ASCUS+HR-HPV, LISL+HR-HPV, ASC-H+HR-HPV, HSIL+HR-HPV were 38.7% (12/31), 51.7% (15/29), 
83.3% (5/6) and 87.5% (14/1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ervical cytology and HR-HPV detection possess 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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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頸癌是常見腫瘤，在婦科惡性腫瘤中居第3位。澳門宮

頸癌的發病率亦持續上升，位於女性新發癌症第3位，並趨於

年輕化[1]。發達國家以往的經驗證明[2]，通過宮頸癌篩查可有

效減少宮頸癌的死亡率，故在本澳積極開展預防宮頸癌的篩

查工作刻不容緩。

目前，宮頸癌篩查最常用的方法是宮頸細胞學檢查、高

危型人乳頭瘤病毒(high 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R-HPV)檢

測和宮頸活體組織檢查。宮頸細胞學是應用最廣泛的篩查技

術，但其準確性受取材、制片及形態判斷水平的影響。HR-

HPV及病毒載量和宮頸癌密切相關[3]，因而也是宮頸癌篩查常

用檢查。宮頸活檢能直接觀察細胞的形態改變，是宮頸癌篩

查項目中最可靠的診斷方法，盡管仍受取樣誤差和病變判讀

的影響。本研究旨在以宮頸活檢診斷為標準，探討細胞學和

HR-HPV檢測及其聯合應用的臨床價值，並為澳門制定婦女宮

頸癌篩查策略提出參考意見。

材料與方法

一、病例收集

收集2011年6月~2012年7月在澳門鏡湖醫院進行宮頸液基

細胞學檢查診斷結果為鱗狀上皮細胞異常的病例102例，包

括意義不明確的非典型鱗狀上皮(atypical squamous cell of unde-

termined significance, ASCUS)46例，低度鱗狀上皮內病變(low-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32例，不能排除高度

病變的非典型鱗狀上皮(atypical squamous cell cannot exclude 

HSIL, ASC-H)7例，高度鱗狀上皮內病變(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17例。患者年齡19歲~64歲，平均43

歲。全部病例均行宮頸活檢病理診斷，診斷包括炎症、宮頸

上皮內瘤變1級(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grade 1, CIN1)、

宮頸上皮內瘤變2級(CIN2)、宮頸上皮內瘤變3級(CIN3)、鱗狀

細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高危型人類乳頭瘤病毒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R-HPV)檢測採用二代基因雜

交捕獲技術(hybrid capture II, HC2)進行。

二、液基細胞學檢查

採用BD PrepStain™專用採樣刷收集宮頸細胞，放入含有

10mL 24%乙醇保存液的瓶中，隨後保存液進行密度梯度離

心，分離標本中的黏液、血液和大部份炎性細胞，富集92%

以上的宮頸細胞，最後利用重力自然沉降法制片，制成直徑

為13mm超薄層細胞涂片，經BD PrepStain™液基細胞自動制片

機完成染色。宮頸細胞學診斷由細胞學技術員閱片初篩，由

病理醫師複查作出最後診斷。細胞學的診斷標準是採用2001

年的The Bethesda System分級系統進行，診斷包括：陰性（包

括無上皮內病變或無惡性病變或炎癥）、ASCUS、ASC-H、

LSIL、HSIL、SCC。ASCUS以上屬陽性診斷。

三、HR-HPV檢測

樣本取自液基細胞學檢查剩餘的液體，採用HC2檢測HR-

HPV，包括HPV16、18、31、33、35、39、45、51、52、56、

58、59、68型，測定結果以HPV載量表示，間接反映病毒拷

貝數。樣本首先進行HPV DNA變性，單鏈DNA與RNA探針結

合成為DNA-RNA雜交複合物，複合物被固定在微孔壁上的特

異性抗體捕獲，後者與偶聯鹼性磷酸酶的第2抗體結合，鹼性

磷酸酶使底物發光。在DML2000™亮度計檢測光值，在電腦

軟件上判讀、分析結果和列印報告。病毒載量以相對光強度

單位(RLU)/域值（CO，指3個陽性對照的平均值）表示。判斷

標準：RLU/CO ≧1.0為陽性，RLU / CO<1.0為陰性。

四、宮頸活檢診斷

根據陰道鏡檢查對可疑病變部位進行定位活檢，對未見

明顯異常的病例則常規行多點活檢。活檢組織經福爾馬林固

定、石蠟包埋、4μm切片和HE染色制片，由病理醫生進行診

斷。診斷包括：炎癥、CIN1、CIN2、CIN3及SCC。

五、統計學方法

實驗所獲得的數據用SPSS13.0統計軟件χ2檢驗，比較細

胞學、HR-HPV與活檢診斷結果的符合率。另外，將病人年齡

分為30歲以上組和30歲以下組，比較兩組HR-HPV檢測與活檢

診斷陽性符合率的差異，並比較HR-HPV載量與活檢診斷的相

關性。統計學顯著性差異界限為P<0.05。

結 果

一、液基細胞學與活檢診斷結果的比較

102例液基細胞學檢查結果為陽性（包括A S C U S、

ASC-H、LISL、HSIL、SCC）的病例中，活檢診斷也為陽性

predictive value for precancerous lesions, but predictive value is increased with higher grade of cytology 
diagnosis (≥LSIL). A higher predictive value (≥CIN2) was also observed in the index of HR-HPV DNA 
load above 10 RLU/CO. Cytology combined with HR-HPV detection can’t increase the predictive value 
for precancerous lesions. Because high grade cervical precancerous lesions did not appear in HR-HPV 
positive patient <30 years old, HR-HPV detection is not suggested as screening program for the women 
at age <30 years based on cost-benefits of the examination, nor HR-HPV detection alone for women 
at all ages.

[Key Words]  Cervical carcinoma; High risk HPV; Early screening; Cervical biopsy;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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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CIN1、CIN2、CIN3及SCC）的有48例，陽性符合率為

47.1%(48/102)。其中ASCUS的有46例，與活檢診斷的陽性符

合率為28.3%(13/46)；LSIL 32例，符合率50%(16/32)；ASC-H 7

例，符合率71.4%(5/7)；HSIL 17例，符合率82.3%(14/17)，見

表1。經統計分析，各組間細胞學與活檢診斷陽性符合率的差

異有非常顯著性意義(χ2=56.77，P=0.000)（表1）。

表1. 102例液基細胞學與活檢診斷的比較

液基細
胞學

檢查結果
例數

活檢診斷，n (%) 陽性診斷
符合率炎性改變 CIN1 CIN2 CIN3 SCC

ASCUS 46 33(71.7) 11(23.9) 1(2.8) 1(2.8) 0 28.3%

LSIL 32 16(50.0) 15(46.9) 0 1(3.1) 0 50.0%

ASC-H 7 2(28.6) 1(14.3) 1(14.3) 2(28.6) 1(14.3) 71.4%

HSIL 17 3(17.7) 2(11.8) 3(17.6) 4(23.5) 5(29.4) 82.3%

SCC 0 0 0 0 0 0 0

合計 102 54(52.9) 29(28.4) 5(4.9) 8(7.8) 6(5.9) 47.1%

二、HR-HPV檢測與活檢診斷結果的比較

102例HR-HPV檢測結果中，82例為HPV陽性，活檢診斷

也為陽性有46例，陽性符合率為56.1%(46/82)，餘下20例HR-

HPV陰性的病例，活檢診斷也為陰性有18例，陰性符合率為

90%(18/20)。統計分析顯示，HR-HPV與活檢診斷符合率的差

異有非常顯著性意義(χ2=14.06，P=0.007)，提示HR-HPV陰性

時預測宮頸病變為陰性的預測值更高（表2）。

表2. HR-HPV檢測與活檢診斷結果比較

HPV 例數
活檢診斷，n(%) 診斷

符合率炎性改變 CIN1 CIN2 CIN3 SCC

陽性 82 36(43.9) 27(32.9) 5(6.1) 8(9.8) 6(7.3) 56.1%

陰性 20 18(90.0) 2(10.0) 0 0 0 90.0%

合計 102 54(52.9) 29(28.4) 5(4.9) 8(7.8) 6(5.9)

表3. HR-HPV載量與宮頸病變嚴重程度的關係

HPV載量
活檢診斷，n(%)

陽性率
炎症 CIN1 CIN2 CIN3 SCC

<1.0 18(33.3%) 2(6.9%) 0(0%) 0(0%) 0(0%) 2(10.0%)

1.0-9.9 10(18.52%) 1(3.4%) 1(20%) 0(0%) 0(0%) 2(16.7%)

10.0-99.9 11(20.4%) 3(10.3%) 2(40%) 1(12.5%) 1(16.7%) 7(38.9%)

≧100 15(27.8%) 23(79.3%) 2(40%) 7(87.5%) 5(83.3%) 37(71.2%)

合計 54(100%) 29(100%) 5(100%) 8(100%) 6(100%) 48(47.1%)

根 據 H R - H P V  D N A 載 量 ， 將 所 檢 測 的 病 例 分 為 4

組：<1.0RLU/CO、1.0-9.9 RLU/CO、10.0-99.9 RLU/CO和≧100 

RLU/CO組，各組活檢診斷的陽性率分別為10.0%、16.7%、

38.9%和71.2%。統計學分析顯示，HC2 HR-HPV載量與宮頸病

變嚴重程度的相關性有非常顯著性意義(r=0.50，P=0.000)，提

示HPV DNA載量愈高，宮頸病變程度愈嚴重（表3）。

根據年齡將所有病例分為兩組：<30歲組和≧30歲組。<30

歲組15例，HR-HPV陽性14例，而活檢診斷陽性有9例，盡管

HR-HPV與活檢診斷陽性符合率為64.3%(9/14)，但活檢診斷都

是CIN1，沒有≧CIN2病例。≧30歲組87例，HR-HPV陽性有68

例，活檢診斷陽性有39例， HR-HPV與活檢診斷陽性符合率為

57.4%(39/68)，但活檢診斷≧CIN2有19例(19/68，27.9%)。統計

分析顯示，<30歲組和≧30歲組的HR-HPV和活檢診斷符合率的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30，P=0.631)（表4）。

表4.  <30歲組及≧30歲組HR-HPV檢測與活檢診斷結果比較

年齡 例數
HPV陽
性(%)

活檢診斷，n(%) HPV與活檢
診斷陽性符

合率炎症 CIN1 CIN2 CIN3 SCC

<30 15 14(93.3) 6(40.0) 9(60.0) 0 0 0 64.3%

≧30 87 68(78.2) 48(55.2) 20(23.0) 5(5.7) 8(9.2) 6(6.9) 57.4%

合計 102 82(80.4) 54(52.9) 29(28.4) 5(4.9) 8(7.8) 6(5.9) 54.9%

三、聯合應用液基細胞學和HR-HPV檢測與活檢診斷的比較

在102例聯合細胞學和HR-HPV檢測的病例中，細胞學

與HR-HPV均為陽性的有82例，活檢診斷也為陽性46例，陽

性符合率為56.1%(46/82)。在ASCUS+HPV+、LISL+HPV+、

ASC-H+HPV+、HSIL+HPV+各組，其活檢診斷也為陽性的

陽性符合率分別為38.7%(12/31)、51.7%(15/29)、83.3%(5/6)、

87.5%(14/16)（表5）。

表5. 102例聯合LCT和HR-HPV檢測結果與活檢診斷比較

LCT和HPV 例數
活檢診斷，n(%) 陽性

符合率炎性改變 CINI CIN2 CIN3 SCC

HPV+ 82 36(43.9) 27(32.9) 5(6.1) 8(9.8) 6(7.3) 56.1%

ASCUS+HPV+ 31 19(61.3) 10(32.3) 1(3.2) 1(3.2) 0 38.7%

LSIL+HPV+ 29 14(48.3) 14(48.3) 0 1(3.4) 0 51.7%

ASC-H+HPV+ 6 1(16.7) 1(16.7) 1(16.7) 2(33.3) 1(16.7) 83.3%

HSIL+HPV+ 16 2(12.5) 2(12.5) 3(18.8) 4(25.0) 5(31.3) 87.5%

SCC+HPV+ 0 0 0 0 0 0 0

HPV- 20 18(90.0) 2(10.0) 0 0 0 10.0%

ASCUS+HPV- 15 14(93.3) 1(6.7) 0 0 0 6.7%

LSIL+HPV- 3 2(66.7) 1(33.3) 0 0 0 33.3%

ASC-H+HPV- 1 1(100) 0 0 0 0 0

HSIL+HPV- 1 1(100) 0 0 0 0 0

SCC+HPV- 0 0 0 0 0 0 0

在102例聯合細胞學和HR-HPV檢測的病例中，細胞學陽

性而HR-HPV陰性的有20例，陽性符合率為10%(2/20)，2例活檢

診斷陽性病例均為CIN1，分佈在ASCUS+HPV-、LSIL+HPV-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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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1例，陽性符合率分別為6.7%(1/15)和33.3%(1/3)。ASC-

H+HPV-、HISL+HPV-組均與活檢診斷陽性的符合率均為0。

統計分析顯示，細胞學和HR-HPV均為陽性組與細胞學陽

性而HR-HPV陰性組之間的陽性符合率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非常

顯著性意義(χ2=69.54，P=0.000)。

討 論

液基細胞學檢查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宮頸癌早期篩查方

法。本文選擇了102例液基細胞學檢查為陽性的病例，檢測其

HR-HPV感染狀態和進行宮頸活體組織檢查，研究細胞學、

HR-HPV與活檢診斷之間的關係。我們發現細胞學檢查與活

檢診斷的陽性符合率為47.1%，提示細胞學檢查的總體陽性預

測值不及活檢診斷的一半。然而，隨著細胞學診斷級別的升

高(ASCUS LSIL ASC-H HSIL)，與活檢診斷陽性符合率逐漸升

高，提示細胞學診斷宮頸病變程度越高，活檢診斷陽性的機

會越大，如診斷HSIL時，活檢陽性率達82.3%。文獻報導[4,5]細

胞學診斷為ASCUS病例，陽性預測值僅有28.2%，假陽性的機

會很高。另亦有大量文獻報導[6]，活檢診斷結果有5%~17%為

CIN2或CIN3，0.1%~0.2%為宮頸浸潤癌。為避免診斷的誤差，

對細胞學診斷為ASCUS的病例，應進一步進行HR-HPV檢測，

以提高ASCUS的陽性預測值和減少假陽性。

現已證實宮頸癌與HPV感染密切相關，宮頸細胞反覆或

持續感染HR-HPV，都會出現不典型增生，並緩慢地發展成不

同程度的癌前病變，最後發展為宮頸癌。因此，HR-HPV檢測

在臨床上已用作宮頸癌初篩和的輔助篩查項目。本研究HPV-

DNA與活檢診斷的關係，結果發現HR-HPV檢測的陽性預測值

為56.1%，陰性預測值為90%，陽性預測值與細胞學陽性預測

值比較，其差異在統計學上無顯著性意義，這些結果與其它

研究的結果相似[7]。然而，本研究發現6例活檢診斷為宮頸鱗

狀細胞癌的病例，高危型HPV均為陽性，符合率為100%，說

明宮頸鱗狀細胞癌都有高危型HPV感染[8]。

本研究的結果還顯示，聯合細胞學和HR-HPV檢測，雖

然能提高與活檢診斷相符的陽性率，但在HR-HPV陽性的基礎

上，隨著細胞學診斷級別的升高(ASCUS LSIL ASC-H HSIL)，

與活檢診斷的陽性符合率逐漸升高，在HSIL時達87.5%。然

而，以HR-HPV載量分析，在RLU/CO≧10時，預測嚴重宮

頸病變≧CIN2的預測值為94.7%，證實HR-HPV載量愈高，

預測活檢時宮頸病變的級別就愈高[9,10]，而HR-HPV載量為10 

RLU/CO以下，預測炎症和CIN1的符合率也達96.9%，因此，

檢測HR-HPV載量比檢測HR-HPV是否陽性的臨床意義更大。

此外，以往的研究顯示，雖然30歲以下的婦女感染HR-

HPV很常見，但一般沒有嚴重的宮頸病變，相反30歲以上人

李蕙姬, 林松, 梁煒傑. 澳門癌症登記年報, 200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衛生局, 2011; (1):1-2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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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如檢測到HR-HPV感染，則宮頸病變率明顯增加[11]。本文

研究也顯示<30歲的病例HR-HPV陽性率高達93.3%，但無1例檢

出有嚴重的宮頸病變(≧CIN2)，而≧30歲伴HR-HPV陽性的病

例，21.8%有嚴重宮頸病變。因此，2012年的眾多權威機構認

為HPV檢測不適用於30歲以下的人群作為宮頸癌篩查項目。事

實上，人體感染某一類型HPV後，可以產生免疫反應並加以

清除，不會再感染同一型HPV，但對其他型HPV沒有免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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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30歲以下的婦女宮頸癌的初篩，因除預測宮頸癌的作

用不大外，還可能引起陽性患者不必要的擔憂，但30歲以上

婦女則應高度重視HPV DNA檢測，可與細胞學聯合用於宮頸

癌的初篩，但不建議單獨行HPV DNA檢測，盡管HR-HPV陽性

30歲以上的患者可能已有嚴重宮頸病變，僅檢測HPV DNA也

會引起陽性而無嚴重宮頸病變的病人不必要的擔憂。

美國陰道鏡及宮頸病理學會(ASCCP)對ASCUS的處理提

出了三種處理方案：重複細胞學檢查、立即陰道鏡檢查、檢

測高危型HPV[13]。這三種方案各有利弊，關鍵在於如何合理

地選擇。若對所有ASCUS患者都行陰道鏡活檢可能出現過度

檢驗，並增加受檢者的精神和經濟負擔；若對所有ASCUS患

者都定期細胞學複查，又可能出現假陰性並導致一些潛在的

嚴重宮頸病變(≧CIN2)漏診，拖延病情的治療。本研究也發

現，46例細胞學診斷結果為ASCUS的病例中，經陰道鏡指導

下的組織活檢診斷結果為炎症的有33例，約佔71.8%(33/46)；

CIN1的有11例，約佔23.9%(11/46)；CIN2及其以上病變的僅有

2例，約佔4.4%(2/46)。即表示如果所有ASCUS的患者都立即

行陰道鏡檢查的話，起碼有7成人存在過度有創性檢驗；但如

不行陰道鏡檢查，只定期重複細胞學檢查，又擔心有漏診的

可能性。因此，使用高危型HPV DNA檢測作為細胞學檢查診

斷結果為ASCUS的後續輔助檢測，是有其必要性的。

作者建議：在澳門，對於30歲以下的婦女不將HR-HPV

檢測作於宮頸癌的篩查方案，但可用於ASCUS的分流管理，

即診斷為ASCUS時，才進行HR-HPV檢測；對於30歲以上的婦

女，將液基細胞學檢查聯合HPV DNA檢測納入宮頸癌的篩查

方案，以提高篩查的準確性，延長篩查時間間隔，降低病人

的檢測成本。此外，對兩個年齡組皆不建議單獨行HPV DNA

檢測作為宮頸癌的初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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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neonatal outcomes in maternal group B streptococcus infection
BO Di *,  TANG Ut Oi,  WONG Choi Hang,  HONG Pa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cidence of group B streptococcal infection of pregnant women,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livery mode and neonatal outcomes in Macau. Methods 171 patients with GBS infection 
in late pregnancy were studied, genital tract bacterial culture were performed in third trimester; neonates ear, 
pharynx, nasal swab culture, body temperature, chest X-ray, CBC and CRP were set as neonatal infection observation 
indicator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gnant women (including gestational age, parity, age, delivery mode, rupture 
of ways, nature of amniotic fluid etc.) were studied by using SPSS 13.0 chi-square analysis.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difference of vaginal delivery and cesarean section delivery in neonatal group B streptococcal ear culture was 
(P <0.05), neonatal infection rate was higher in vaginal delivery, neonatal white blood cells total count difference 
were (P <0.05 ), showing relatively higher neonatal leukocytes in vaginal delivery. Due to group B streptococci 
causing neonatal lung infection, the incidence of fever and other complication had no difference. Artificial and 
natural rupture of membranes in the neonatal infection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Rectal and 
vaginal secretions GBS screening culture were routinely performed in 35-37 weeks of gestation in pregnant women; 
prophylactic antibiotics were prescribed for positive screening pregnant women during delivery 4hours before 
labour, if fetal membranes were not ruptured  before cesarean section no prophylactic antibiotics were required; 
artificial rupture of membranes according to obstetric indications implementation in prior prophylactic antibiotics 
does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neonatal infection.

[Key Words]  Group B Streptococcus; Neonatal outcomes 

B族鏈球菌 (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 為一種革蘭氏陽

性球菌，主要定植於人體胃腸道和婦女陰道，引起泌尿和生

殖系統感染[1]。在圍產期，則是引起羊膜腔內感染和引起早

期新生兒肺炎、敗血症的主要致病菌，由母體生殖道垂直感

染。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 (CDC) 調查顯示，近30幾年來，

B族鏈球菌感染一直是導致新生兒早發性疾病的首因。我國

的發病率為10%~35%，日本為2.9%、香港為19.0%、台灣為

17.2%[ 2-5]。

B族鏈球菌引起的新生兒感染主要表現為腦膜炎、肺

炎、敗血症等相關疾病[6,7]，早發型感染尤其嚴重。妊娠婦女

陣痛及生產過程中，新生兒通過垂直途徑，由母體生殖道或

消化泌尿道移生B群鏈球菌得到感染。 

近年來，產科及新生兒科工作者針對GBS感染及預防性治

療已開始進行研究。由於傳播途徑以垂直傳播為主，現提倡分

娩時預防性使用抗生素，通過打斷B群鏈球菌由母親傳染給胎

兒的途徑，以期降低早期B群鏈球菌感染疾病的發生率[8]。

基於上述原因，結合澳門尚缺乏本地區孕產婦GBS感染率

及新生兒感染的相關研究，本研究將針對孕婦感染率，新生兒

感染率及分娩方式選擇方面的問題進行回顧性病例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病例

2012年在本院分娩並在孕晚期感染GBS孕婦及其新生兒

各171人，其中順產95例，剖宮產76例。

二、細菌培養資料來源

於孕35~37週留取孕婦生殖道分泌物行GBS細菌培養；新

生兒行耳、咽、鼻拭子培養，以體溫，胸片，新生兒CBC， 

CRP作為新生兒感染的觀察指標。

三、孕婦的臨床特徵

包括孕週，胎次，年齡，分娩方式，破膜方式，羊水性狀等。

四、統計分析

採用SPSS 13.0進行卡方分析。

結 果

表1. GBS感染孕婦分娩方式對新生兒感染的影響（例）

分娩方式 人數 羊水污染* CRP↑ WBC↑ NE%↑ 耳培養(+) 新生兒合併症(+)

剖宮產 76 16 0 1 1 1 2

順產 95 21 4 8 4 5 7

P值 171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 羊水污染判斷標準為，羊水III度渾濁。

如表1所示，陰道分娩及剖宮產分娩新生兒耳培養B族鏈

球菌陽性率有差異(P<0.05)，陰道分娩新生兒陽性率高於剖宮

產；新生兒血白細胞總數間有差異（P<0.05），亦為陰道分

娩新生兒較高。然而新生兒肺部感染、發熱等合併症發病率

並無差異。孕週，年齡及孕婦胎次僅作為多元分析的影響因

子，因與新生兒預後無相關性未行卡方分析。

另一方面，本研究在比較人工破膜與自然破膜產婦新生兒

感染相關指標時發現，兩者在各項感染指標間均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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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破膜方式對新生兒感染的影響（例）

破膜方式 人數 羊水污染 CRP↑ WBC↑ NE%↑ 耳培養(+) 新生兒合併症(+)

人工破膜 93 18 2 1 1 3 3

自然破膜 78 18 2 6 4 3 6

P值 171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討 論

孕婦GBS感染率在東西方國家存在較大的差別，目前美

國以細菌培養作為GBS常規篩查，其GBS定植率達40%~50%。

而內地資料顯示，10%~30% GBS定植於孕婦的直腸、陰道[9]。

而本院GBS感染率約為8.34%，較相關報導感染率低，考慮與

取樣有關，報導研究多在陰道下1/3和肛門同時取樣進行GBS

培養，任何1個部位陽性已認為存在GBS定植，研究顯示，這

樣可提高10%~15%的陽性率。孕期何時進行取樣也很重要，

據美國哈佛大學波士頓兒童醫院Michael Wessels教授指出：理

想情况下，在孕35~37週時對孕婦進行陰道分泌物GBS培養篩

查。不在早期進行篩查的原因是孕期GBS定植情况可發生變

化，而臨床上最重要的是需要明確分娩時產婦GBS的定植狀

况，這與新生兒感染密切相關，若非早產，孕35~37週已接近

分娩時間，是進行GBS培養篩查較理想的時間[10]。

 大多數情况下，GBS在產程中或胎膜破裂時侵入羊水，

胎兒暴露時間越長，獲得感染的機會越高。國外有報導如

母親生殖系統有GBS定植，其經陰道分娩的新生兒50%可發

生GBS定植，其中2%~3%發病[10]。胎兒經過產道時可能感染

GBS，但是通過這樣的暴露途徑，GBS通常只定植於嬰兒胃

腸道和呼吸道的黏膜組織，而沒有臨床症狀。雖然GBS定植

孕婦在剖宮產時也存在垂直傳播的風險，但研究指出：在分

娩前胎膜未破情况下的剖宮產中，足月新生兒發生早髮型

GBS疾病的風險非常低[9]。

G B S感染對胎兒和新生兒的危害：目前內地外根據發

病時間，將新生兒GBS感染分為早發感染及晚發感染兩種。

(1)早髮型感染多發生在出生後7d內，佔新生兒GBS感染的

80%，母嬰傳播是主要途徑，多數感染都是因為母體生殖系

統的GBS經由破裂的胎膜進入羊水，然後定植於胎兒的呼吸

道，出生的新生兒可以併發肺炎，細菌進入血流可以引起菌

血症、腦膜炎、骨髓炎。最早的症狀包括膚色、肌張力、活

力、吃奶等變化，可以有體溫調節差。其它症狀還包括腹

脹、呼吸暫停和黃疸。胸片以炎症浸潤片狀陰影及雲絮狀改

變為主。早發感染主要以肺炎和敗血症為主，腦膜炎的發生

率低於10%。(2)晚髮型感染通常指出生7-90天內出現的感染，

其研究機制不清，可產時垂直傳播和出生後水平傳播。主要

表現為腦膜炎的症狀，死亡率為20%[11]。美國報導的發生率

在活產兒中為1.3‰-1.6‰[12]。

總結目前國內外研究指出[10]及結合本研究結果，我們提

出以下觀點：(1)在孕35~37週時對孕婦常規進行直腸、陰道分

泌物GBS培養篩查；(2)對篩查結果陽性的孕婦產程中預防性

使用抗生素，並保證分娩前4h內用藥，如果在臨產前胎膜未

破且行剖宮產則無需抗生素預防；(3)在保證預防性使用抗生

素的條件下，可根據產科指征實行人工破膜，此舉並不會增

加新生兒感染的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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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66例後循環梗死的臨床特征及影響療效及預後的因素。  方法 回顧性收集66例

後循環梗死臨床資料並行療效及危險因素分析。  結果 後循環梗死的部位依次為橋腦、小腦、枕葉、

丘腦、延髓、中腦。2個病灶15例，3個病灶3例；首發症狀依次是眩暈、肢體癱瘓、視力改變、意識

障礙、肢體麻木、言語不清。最常見的主要症狀依次是肢體癱瘓、眩暈、言語障礙、視力障礙、感

覺異常、眼球活動障礙、共濟失調及意識障礙。典型交叉性癱瘓3例。治療前後NIHSS比較顯示影響

療效及預後的因素是多病灶、小腦梗死、吞咽困難、意識障礙、飲酒史及甘油三脂水平。  結論 後循

環梗死症狀複雜多變， 眩暈是最常見首發症狀，典型交叉性癱瘓少見。療效及預後與病灶數多、小

腦病灶、飲酒史、意識障礙、高甘油三脂相關。多病灶者預後不良。

【關鍵詞】後循環梗死；症狀；NIHSS

Analysis of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66 cases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VAI Man Chi 1*,  LI Jin Ru 2  MOU In La1, TAN Ian Kit, WANG Wei 1 
1.Department of Neu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Fri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66 cases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Methods Clinical informations, treatment outcomes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66 patients with pos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The common 
site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was pons; followed by cerebellum, occipital lobe, thalamus, medulla and 
midbrain. 15 cases were of two infarcts, and 3 cases of three infarcts. The early symptoms were vertigo, weakness 
of extremities, changes of vision,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numbness of extremities, and difficulty of speech. 
The common symptoms were weakness of extremities, vertigo, speech difficulty, changes of vision, numbness of 
extremities, ocular movement disorders, ataxia and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Only 3 cases were of typical cruciate 
paralysis. NIHSS comparison after therapy showed treatment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related to 
multiple lesion, cerebellar infarct, dysphagia, level of consciousness, history of alcohol and the level of triglycerides. 
Conclusion Symptoms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are complicated and varied. Vertigo is the most common 
early symptom, typical cruciate paralysis are rarely seen. Poor prognostic factors are related to multiple infarct, 
cerebellar infarct, dysphagia, 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 history of alcohol and high triglyceride level.

[Key Words]  Posterior Circulation Infarction; Symptoms; NIHSS

66例後循環梗死臨床特征及影響預後的因素分析

韋孟持1* 黎錦如2 毛燕娜1 談仁杰1 王煒1

‧臨床研究‧

後循環由椎動脈、基底動脈、大腦後動脈及其各級分

支組成，主要供應腦幹、小腦、枕葉、顳葉後部及丘腦等結

構。後循環梗死的臨床表現複雜多樣，容易漏診及誤診。本

研究以本院2011年1月~2012年12月經MRI檢查證實的66例後循

環梗死患者為研究對象，收集臨床資料包括：症狀、體徵，

既往病史，以及實驗室化驗指標等，分析影響療效及預後的

相關因素。現報告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回顧性收集本院2011年1月~2012年12月連續住院的急性

後循環梗死病人資料，診斷均符合中華醫學會第四届全國腦

血管病學術會議制定標準[1]。所有病者均經腦MRI證實存在與

臨床表現相符的責任病灶。治療均以腦梗死治療指南[2]為標

準，結合病人實際情況施藥。

二、方法

回顧性收集66例急性後循環腦梗死的病人的臨床資

料：(1)梗死部位：根據MRI顯示病灶數目分為單病灶、兩個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神經內科

                   2.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manchiv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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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及多個病灶； 按病灶部位分為延髓、小腦、橋腦、中

腦、丘腦、枕葉。(2)症狀與體徵：如意識障礙、眩暈、頭

痛、癱瘓、感覺異常、言語不清、吞咽困難、視力障礙、眼

球活動障礙及共濟失調。(3)中風相關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压

史、糖尿病史、心脏病史、飲酒史、吸烟史、肺感染、及腎

功能不全等。(4)治療前後 （3週）NIHSS量表評分。

三、統計方法

應用SPSS軟件(13.0)分析治療效果及影響療效與預後的相

關因素。

結 果

一、一般資料

本院2011年1月~2012年12月收治急性腦梗死患者共267

例，其中後循環梗死有66例，佔24.7%，分別為男40例，女26

例， 年齡46歲-89歲，平均(65.8±12.98)歲。有高血壓史45例，

糖尿病史28例，心臟病史16例，其中合併房顫者11例，飲酒

史6例、吸烟史19例、肺感染6例、腎功能不全6例。

二、腦梗部位

橋腦梗死26例，小腦梗死19例，枕葉梗死13例，丘腦梗

死13例，延髓梗死6例，中腦梗死1例。見圖1。

圖1. 後循環梗死的部位分佈

按腦梗死數目為：單個病灶的有45例：其中橋腦梗死19

例，小腦梗死8例，枕葉梗死5例，丘腦梗死7例，延髓梗死4

例，中腦梗死1例；

兩個病灶有15例：累及枕葉及顳葉1例、小腦及延髓1

例、橋腦及小腦3例、小腦丘腦1例、枕葉及丘腦3例、橋腦及

枕葉1例、枕葉及小腦1例、額葉及小腦1例、雙側小腦2例、

橋腦及基底節1例；

三個病灶有3例：橋腦及雙側枕葉1例、橋腦小腦及丘腦1

例、橋腦小腦及枕葉1例。

三、臨床表現

最常見的臨床表現依次是肢體癱瘓、眩暈、言語不清、

感覺異常、視力障礙、眼球活動障礙、共濟失調及意識障

礙。詳見表1。最常見首發症狀：依次是眩暈、肢體癱瘓、視

力障礙、意識障礙、感覺異常、言語不清、頭痛及抽搐。詳

見圖2。

圖2. 66例後循環梗死患者首發症狀

四、影響療效與預後的相關因素分析

比較治療前後NIHSS結果顯示：66例中病情好轉、痊癒

38例，無變化22例，惡化6例，其中死亡3例。應用SPSS軟件

(13.0)，對影響NIHSS差值結果的相關危險因素採用單因素分

析及多因素分析顯示：治療效果不良與患者病灶數目、小腦

病灶、吞咽困難、意識障礙、飲酒史和高甘油三脂症有關，

但與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高膽固醇、血糖、尿酸、肌

酐水平、吸煙史無關（表2、表3）。

表2. 影響治療前後NIHSS差值的因素（單因素分析）

病灶
數目

小腦
病灶

吞咽
困難

意識
障礙

飲酒史
甘油
三脂

NIHSS
差值

-0.323 -0.301 -0.269 -0.536 -0.229 -0.451

P 0.004 0.001 0.000 0.014 0.031 0.000

表3. 影響治療前後NIHSS差值的因素(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

非標準化系數 標準化系數
t P

B 標準誤 β

常量 3.853 0.674 5.720 0.000

意識障礙X1 -6.449 1.390 -0.415 -4.639 0.000

甘油三脂X2 -1.393 0.325 -0.384 -4.288 0.000

小腦mm3 0.000 0.000 -0.302 -3.425 0.001

眼球運動障礙 -2.715 0.265 -0.187 -2.147 0.036

注：單因素與多因素結果一致，說明研究結果是可靠的。

討 論

腦幹是重要的的神經結構，有顱神經、小腦傳導纖維及

重要的上下行傳導束通過，結構緻密，而且血管支配並非與

神經結構一一對應，當椎基底動脈系統出現供血障礙時，常

有多種重疊的臨床表現，臨床識別困難[3]。首發症狀往往是

病變定位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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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後循環梗死66例，佔腦梗死24.7%，死亡3例，病

死率為4.5%，與國外Labropouls，Caplan等報告大致相符[4,6]。

從本組資料統計發現，後循環梗死最常見的梗死部位是

橋腦，其次是小腦、枕葉、丘腦，而延髓及中腦最少見。不

同部位梗死的臨床表現不一， 雖然中腦及橋腦梗死多达20

例，但典型的交叉性癱瘓在本組資料只有3例，考慮其原因可

能與病灶的位置与大小相关。

眩暈一向被認為是後循環缺血(PCI)的最常見症狀[3,5]。國

內外報導眩暈發生率在後循環腦梗死中約為47%~63.6%[6,7]，

本資料顯示眩暈總發生率47.7%，以眩暈為首發症狀者佔

40.9%，提示眩暈是常見的重要症狀。從眩暈發生的機制而

言，延髓前庭神經核及其周圍神經結構受損是眩暈發生的基

礎，本組延髓病變僅有6例，與眩暈例數反差較大，其原因

可能是在後循環梗塞前或梗塞時，同時伴有椎基動脈系統缺

血，導致前庭核供血不足。說明單獨出現眩暈而不伴其餘腦

幹症狀或體徵時，也應考慮椎基動脈系統疾病可能。

本研究對影響NIHSS差值結果的相關危險因素分別採用

單因素分析及Logistic回歸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療效及預

後不良與病灶數多、小腦病灶、飲酒史、意識障礙、高甘油

三脂為負相關(P值＜0.05)。 

病灶數目愈多，預後較差，與新英格蘭醫學中心的研究報

導相符[8]。小腦中風或有意識障礙的病者預後差，病死率高，考

慮與小腦解剖部位有關，容易出現腦幹壓迫[9]；意識改變提示病

灶腦幹梗死面積大、病灶範圍廣及較易出現併發症。

有研究認為，酒精對後循環影響較大，對前循環影響較

小， 機理未明，考慮與後循環解剖供血部位特殊性，對血中

酒精有更強烈反應[10]。

高血脂一直被認為是腦梗死的危險因素，但國外Weir[11]

及Tomasz[12]曾有報導，低甘油三脂患者預後差，但機理未

明，可能與營養差影響有關。本文結果只顯示高甘油三脂

影響預後，膽固醇水平未有差異，可能與樣本量少有關。血

糖、尿酸及血壓等一直被認為是中風的危險因素，但本組資

料未有顯示是影響疾病預後的危險因素。

中華神經科學會, 中華神經外科會會. 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 中

華神經科雜誌, 1996; 29(6):379.

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中腦血管病學組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

治指南撰寫組. 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 中華神經科雜

誌, 2010; 43(2);146-153.

李熖生. 椎基底動脈供血不足概念過時了嗎? 中國現代神經疾病雜

誌, 2005;5:209-212.

Labropouls N, Nandivada P, Bekelis K. Stroke of the posterior cerebral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Angiology. 2011; 30(2):105-114.

中國後循環缺血專家共識組. 中或後循環缺血的專家共識. 中華內

科雜誌, 2006; 45(9):786-787.

Searls DE, Pazdera L, Korbel E, et al. Symptoms and signs of posterior   

circulation ischemia in the 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posterior circulation 

registry. Arch Neurol. 2012; 69(3):346-357.

王林, 李文濤, 陳民民. 187例後循環梗死患者臨床症狀與預後分析. 

中國現 代藥物應用, 2009; 1(3):95-96.

Caplan LR, Chung CS, Wityk RJ, et al. 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Pos-

terior irculation Stroke Registry: I. methods, data base, distribution of brain 

lesions, stroke mechanism and outcome. J Clin Neurol. 2005; 1(1):14-20.

Cano LM, Cardona P, Quesada H, et al. Cerebellar infarction: prognosis 

and omplication of vascular territories. Neurologia. 2012 July-August; 

27(6):330-335.

楊姍杉, 賈建平.影響青年缺血性腦卒中短期預後危險因素的前後

循環差異. 中華醫學雜誌, 2013; 93(5):348-351.

Weir CJ, Sattar N, Walters MR, et al. Low triglyceride, not low cholesterol 

concentration, independently predicts poor outcome following acute stroke. 

Cerebrovasc Dis. 2003; 16:76-82.

Tomasz D, Agnieszka S, Elzbieta AG, et al. Lower serum triglyceride level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stroke severity. Stroke. 2004; 35:e151-15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彭莉）

結 論

要充分認識後循環梗死症狀複雜多變，眩暈是最常見首

發症狀，典型交叉性癱瘓少見。療效及預後與病灶數多、小

腦病灶、飲酒史、意識障礙、高甘油三脂相關。

（本文統計學分析得到中山大學衛生學院統計學教研組

駱福添教授的協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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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胸腔鏡下單操作孔手術治療肺大泡併自發性氣胸的可行性、安全性及適應

症。  方法 2005年1月~2013年6月共實施胸腔鏡下單操作孔手術治療肺大泡併自發性氣胸173例，其中

男性156例，女性17例，年齡14歲~80歲，平均27.7歲。首次發作自發性氣胸138例，復發性自發性氣胸

35例；單側病變164例，雙側病變9例。全組均採用全麻雙腔氣管插管，胸腔鏡單操作孔法手術治療。

進鏡口在腋中線7肋間，切口長約1.0cm，操作孔在腋中線4肋間，切口長約1.5cm，術中依據肺大泡情

况採用切割縫合器切除，或加肺大泡結紮；同時常規行胸膜搔擦固定術。  結果 本組173例患者，手

術療效滿意，無臨床死亡，1例因手術中出血及黏連嚴重中轉開胸，1例術後持續漏氣需再次手術。  

結論 胸腔鏡下單操作孔手術切除肺大泡具有安全、微創、療效高、恢復快、併發症少等優點，值得

臨床推廣。

【關鍵詞】肺大泡；胸腔鏡；單操作孔

Analysis of 173 cases of pulmonary bulla causing spontaneous pneumothorax treated by single 
working channel thoracoscopic surgery

CHU Wai Kuok *,  LAM Wan Seong ,  Satish Shrestha ,  CHEUNG Hoi Sui
Department of Cardiothorac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safety and indication for treatment of pulmonary 

bulla causing spontaneous pneuomothorax by single working channel thoracospcopic surgery.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173 cases of pulmonary bulla causing spontaneous pneuomothorax treated by single working channel 
thoracospcopic surgery from Jan 2005 to July 2013, including male 156 patients and female 15 patients, age ranging 
from 14 to 80 years old (mean age 27.7 years old).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single working channel thoracoscopic 
surger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by using double-lumen endotracheal tubes, a incision of 1cm made on mid-axillary 
line of 7th intercostal space for thoracoscope placement, another 1.5cm incision made on mid-axillary line of 4th 
intercostal space for working channel. Endo-GIA-Stapler was used according to bulla size for its rescection with or 
without bulla ligation, and pleurodesis performed simulataneously. Results All patients had good results after sugery, 
no mortality, 1 patient switched to conventional open thoracic surgery due to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and severe 
adhesion. 1 patient was re-operated due to continuous pneumothorax following surgery. Conclusion The single 
working channel thorascopic surgery technique is safe, feasibl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 with fewer complication 
and early recovery. And it is clinically worthwhile for its promotion.

[Key Words]  Pulmonary bulla; Thoracospcopic surgery; Single working channel 

胸腔鏡下單操作孔手術治療肺大泡併自發性氣胸173例分析

朱偉國* 林萬雙 Satish Shrestha 張海瑞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心胸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cwk88@macau.ctm.net

電視胸腔鏡手術(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 VATS)作為

一種微創外科技術，已廣泛應用胸外科的各個領域。 本科自

2005年1月~2013年6月共實施胸腔鏡下單操作孔手術治療自發

性氣胸173例 ，臨床療效滿意，現總結報告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男性156例，女性17例，年齡14歲~80歲。首次發

作自發性氣胸138例，復發性自發性氣胸35例；單側病變164

例，雙側病變9例。

二、手術方法

均採用雙腔氣管內插管，靜脈複合全身麻醉，採用胸腔

鏡下單操作孔手術 (two port VATS)：觀察孔位於腋中線第7

肋間，切口長1.0cm，於腋中線第4肋間胸大肌及背闊肌間做

1.5cm切口作為操作孔，採用常規細長器械或電視胸腔鏡器械

經操作孔進入胸腔內操作完成肺大泡的切除加肺大泡結紮、

常規沖洗胸腔，摩擦片搔擦壁層胸膜+噴灑滑石粉，行機械性

摩擦法胸膜固定。對於術中未發現肺大泡者，常規行肺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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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切除，範圍約2cm。雙側肺大泡序貫切除術患者採用平臥

位，背部墊高，雙上臂外展90度，完成一側後轉動手術床，

不改變體位。

結 果

本組織173例患者，手術療效滿意，全組無手術死亡，

手術時間35min~360min，平均86min，術中出血10ml~600ml，

平均48ml，平均置胸引流管5.6天。術後住院3天~31天，平

均7.4天。1例因手術中出血及黏連嚴重中轉開胸，中轉率為

0.58%， 1例術後持續漏氣需再次手術止血結紮。 延遲拔胸管

（因漏氣超過7天）有21例，術後氣胸復發6例，其中5例保守

治療痊癒，另1例需再次手術。

討 論

隨著胸腔鏡外科技術的成熟，手術適應症日益廣泛，幾乎

普胸外科的各個領域均有胸腔鏡手術的介入，由於其創傷小、

效果好、恢復快，在肺大泡破裂合併自發性氣胸的治療上，胸

腔鏡手術已取代傳統的開胸手術成為首選和標準的術式[1,2]。

自發性氣胸多發生於年輕男性，大部份由胸膜下肺大泡

破裂所致，45歲以上患者多繼發於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大

泡是由於肺內細小支氣管發炎，導致支氣管黏膜水腫造成的

管腔部份性阻塞，形成巨大含氣囊泡性改變，常可出現自發

性氣胸、血胸及血氣胸等併發症，且肺大泡本身對肺組織的

壓迫常可造成胸悶、氣短及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難，嚴重影響

患者的生活品質。傳統治療肺大泡破裂所致自發性氣胸的方

法多數採用胸腔穿刺抽氣或胸腔閉式引流和開胸手術治療，

保守治療時間較長且復發率高、療效差，傳統開胸術式則創

傷大。電視胸腔鏡手術(VATS)作為一種微創的手術治療方

法，已取代傳統的開胸手術成為首選及標準術式[3-5]。VATS可

分為為胸腔鏡下單孔和二孔操作，二孔操作採用兩個輔助切

口，由於背部肌肉層次多、血供豐富，因此容易引起術中出

血且難以止住；而且術後腋後綫切口處肌肉及神經容易受到

損傷，甚至可能出現感覺異常和輕度運動障礙。胸腔鏡下單

操作孔手術則免除了雙操作孔所需兩個輔助操作孔的損傷，

在完成肺大泡切除術和胸膜摩擦術治療自發性氣胸的同時，

並進一步减少了手術的創傷。有研究採用胸腔鏡下單操作孔

手術其手術時間及住院時間等均少於傳統胸腔鏡下二孔操

作，術後併發症的發生率低於傳統胸腔鏡下二孔操作[6]。

同期雙側胸腔鏡切除肺大泡手術可分為術中變換或不變

換體位兩種方式。術中變換體位方法採用的是標準側臥位，

完成一側手術後再翻轉患者至另一側臥位。這種體位手術操

作方便，不足之處是要重新消毒和鋪巾，操作繁瑣；變換體

位時雙腔氣管內插管的位置有可能發生改變，導致單肺通

氣不良，需要麻醉師複查核對甚至調整插管位置，增加了麻

醉難度和手術風險，使手術時間延長。不變換體位方式採用

的是仰臥位，術中轉動手術床至一定角度先後完成雙側的手

術，這種方式不用變換體位，但體位角度不佳，增加術者操

作的難度。我們採取墊高患者術側背部，使術側抬高，結合

手術床側搖可使患者保持近乎側臥位，符合常規胸腔鏡手術

體位，不會明顯增加手術難度；而且在進行對側手術時不影

響術側胸腔引流，避免了2次翻身、2次消毒的弊端，减少手

術程式，節省手術時間，對患者更加有利。

研究結果表明[6]，電視胸腔鏡下單操作孔胸腔鏡手術較

雙孔操作切除肺大泡更有背部痛楚與感覺異常减少，創傷更

小，切口更美觀，併發症少等優點，值得臨床推廣。若同時

合併雙側肺大泡可行同期序貫手術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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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鼻腔前部鼻出血鼻內鏡下帶吸引電凝治療的價值。  方法 選擇46例門診鼻腔

前部鼻出血患者，採用鼻內鏡下直接尋找出血點，局部採用帶吸引電凝治療，觀察患者治療後的效

果，其中20例用視覺類比量表(VAS)對疼痛評分與鼻腔填塞治療比較。  結果 所有患者診治中均發現

有鼻腔前部出血位置並同時進行電凝止血，一次性治癒率達87%，與鼻腔填塞治療在疼痛上有明顯差

別。  結論 鼻內鏡下帶吸引電凝治療是一種快捷、有效，可減輕患者痛苦，鼻出血治療方法。

【關鍵詞】鼻出血；鼻內鏡；帶吸引電凝

Effectiveness of anterior nasal epistaxis with electrocoagulation suction treatment under nasal 
endoscope (46 cases)

CHOI Wai I,  LIU Shui Mi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terior nasal epistaxis with electrocoagulation 

suction treatment under nasal endoscope. Methods 46 outpatient cases with anterior nasal epistaxis were selected, 
bleeding point was explored under nasal endoscope, locally treated and by suction coagula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s 
were observed. Among 20 cases were compared with Nasal packing treatment by pain score using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Results The bleeding point of anterior nasal found in all cases, at the same time electrocoagulation 
suction treatment done for hemostatsis. A one-time cure rate was 87%,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in score was 
found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nasal packing. Conclusion The anterior nasal epistaxis with electrocoagulation 
suction treatment under nasal endoscope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with minimal pain.

[Key Words]  Epistaxis; Nasal Endoscope; Electrocoagulation Suction

鼻內鏡下帶吸引電凝治療鼻腔前部鼻出血的價值(附46例)

蔡威儀 劉水明* 

‧臨床研究‧

鼻出血是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常見症狀之一，主要可分為

鼻腔前部出血和鼻腔後部出血，鼻腔前部出血佔約90%[1]；鼻

出血傳統處理方法是行鼻腔填塞治療，鼻腔填塞治療對患者

造成較大痛苦；選擇迅速、有效、操作簡便的治療方法，減

輕患者痛苦和減少併發症十分重要。現分析於2010年~2012年

作者對46例門診鼻腔前部鼻出血患者應用鼻內鏡下帶吸引電

凝治療方法，效果滿意，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46例鼻腔前部鼻出血患者，其中男32例，女14例，年齡

8~80歲，平均44歲；估計出血量約數毫升至數十毫升；檢查

前曾行鼻腔填塞20例；病程分為首次急性出血12例，反覆出

血34例；單側出血40例、雙側出血6例；出血部位：鼻中隔前

中段38例，下鼻甲前中段8例。

二、治療方法

先讓患者取坐位用含10% Xylocaine Pump Spray和0.1% 

Xylometazoline Hydrochloride Nasal Drops 棉片填充鼻腔，在鼻

出血减少或停止後，在鼻內鏡下詳細檢查鼻腔，確認出血

部位，用棉片觸及不光滑黏膜部位，誘發出血後確認出血部

位。應用內鏡尋找出血部位時，病人以平臥、頭稍抬高為

宜，這可以避免血流大量從前鼻孔涌出，保持術野清潔便於

尋找，同時可减少倒流於咽部血引起嗆咳；發現出血位置

後，用2%利多卡因作局部注射浸潤麻醉。採用Olympus UES-

40電凝主機，選用功率20W，選用Karl Storz 8605N兼有負壓

吸力的電極棒；在出血位置持續時間約2~3秒，至局部組織泛

白，用棉棒在局部反覆擦拭而無出血即可；用含金黴素軟膏

止血紗保護創面，術後2週應用甘油油劑保持鼻腔濕潤，術後

2週復診清理鼻腔分泌物，檢查創面。

三、疼痛VAS比較

曾行鼻腔填塞20例患者進行鼻腔填塞及鼻內鏡下電凝

止血進行疼痛視覺模擬量評分法，見圖1。視覺類比評分法

(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 VAS)：該法比較靈敏，有可比性。

具體做法是：在紙上面劃1條10 cm的橫綫，橫綫的一端為0，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1E@kwh.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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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無痛；另一端為10，表示劇痛；中間部份表示不同程度

的疼痛。讓病人根據自我感覺在橫綫上劃一記號，表示疼痛

的程度。

圖1

結 果

46例患者經電凝治療後，術後2週復診，清理鼻腔分泌

物，術後1個月，檢查黏膜光滑，無鼻中隔穿孔、鼻腔黏連、

肉芽生長等併發症[2]。術後3個月~12個月進行電話隨訪。40

例患者均無鼻出血；4例患者因術後挖鼻出現少量出血，經潤

鼻處理後無再出血；2例在術後10天和12天出血，須再次電凝

處理，隨訪至今無再出血。鼻腔填塞治療疼痛VAS平均為8.5

分，鼻內鏡下電凝止血疼痛VAS平均為2分，相差6.5分。

討 論

鼻出血傳統有效治療是採用鼻腔填塞；患者常在填塞後

感到鼻塞、頭脹痛、咽異物感等不適症狀[3]，填塞時間至少

維持48小時，這帶給患者較大的痛苦，劇烈的痛可引起患者

休克、影響生活質量；填塞方法如過度用力，易引發鼻腔黏

膜廣泛損傷，引發2次損傷，影響判斷鼻出血原始部位，這對

鼻出血位置容易出現誤判[4]。鼻出血治療的關鍵是快速準確

找到出血部位進行處理。鼻內鏡設備在光源及影像顯示方面

具有視野清晰、操作簡便的優點[5]；本科於2010開始選用Karl 

Storz 8605N電極棒，除了有電凝止血作用，而且同時兼有吸

引功能，這對保持術野幹潔，减少鼻腔重複放置棉片、操

作手轉換吸引與電凝的動作，這對鼻出血部位的尋找及止血

治療有很大的幫助，鼻內鏡下電凝止血治療是一種快捷、方

便、有效的鼻出血治療方法。

本組數據中，4例患者因鼻結痂不適，挖鼻後出血，創面

呈新鮮充血表現，經外用潤鼻後，無再出血，提示進行鼻腔

電凝術後護理宣教的重要性；2例須再次電凝處理出血患者均

屬雙側出血組，當時因考慮避免鼻中隔雙側黏膜同時過度電

凝出現鼻中隔穿孔併發症[6]，電凝時間不足導致術後出血可

能；40例患者術後均無鼻出血，一次性治癒率達87%；20例鼻

塞填塞治療與鼻內鏡下帶吸引電凝治療疼痛VAS評分，平均

相差6.5分；這說明鼻內鏡下帶吸引電凝治療是一種可减輕患

者痛苦的鼻出血治療方法。

鼻出血是一病情變化大、病因繁多的鼻症狀。本報告

主要討論因局部因素引起鼻腔前部出血的患者在門診診治方

法。而對於一些因全身因素、出血洶湧、患兒因恐懼、疼痛

耐受差的患者，作者認為須作個體化治療，如先採用鼻腔填

塞壓迫止血、糾正休克、查明全身出血原因，對不配合者須

麻醉師協助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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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瞭解澳門地區盲和低視力的概況，以促進防盲治盲的工作。  方法 收集2011年5

月~2012年4月到本院眼科進行視力殘疾評估的1025例患者資料，分析盲和低視力的構成比及其主要致

病原因。  結果 2011年5月~2012年4月共評估1025例患者，不符合視力殘疾者共550人，佔53.7%；符合

視力殘疾者共475人，佔46.3%。視力殘疾475例中第一級（輕度）128人，佔視力殘疾者26.9%，第二級

（中度） 18人，佔視力殘疾者3.8%，第三級 （重度）119人，佔視力殘疾者25.1%，第四級 （極重度）

210人，佔視力殘疾者44.2%。視力殘疾主要致病原因：視網膜疾病197例（佔41.5%），青光眼82例（佔

17.3%），白內障58例（佔12.2%），視神經及視路疾病48例（佔10.1%），角膜病變34例（佔7.2%），

眼球萎縮或其他眼球疾患29例（佔6.1%），先天異常或發育障礙20例（佔4.2%），眼外傷7例（佔

1.5%）。  結論 澳門地區視力殘疾評估首要致盲眼病為視網膜疾病，故日後需關注視網膜疾病的防治。

【關鍵詞】澳門；視力殘疾；盲；低視力

1025 cases analysis of visual disability in Macau 

HONG Sin U , CHAN Pan Fai *, LAI Iat Fan, CAI Sheng Si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Blindness and low vision are one of the seri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 in the world. 

Macau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formal specification for disability class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registration 
and licensing system in 2011. Kiang Wu Hospital (KWH) Ophthalmology department has been undertaking 
disability assessment since May 2011. This survey is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blindness and low vision in Macau 
promoting blindness prevention. Methods 1025 cases of visual disability assessment undertaken in KWH were 
collected from May 2011 to April 2012. The prevalence and etiology of blindness and low vision were studied. 
Results Among total 1025 patients, 550 (53.7%) do not correspond to visually disability criteria; 475 patients 
(46.3%) were tallied under visually disability, in which level 1 (mild) were 128(26.9%), level 2 (moderate) were 18 
(3.8%), level 3 (severe) were 119( 25.1% ), level 4 (very severe) were 210(44.2%). Main cause of visual disability 
were retinal and choroidal diseases 197 cases (41.5%), glaucoma 82 cases (17.3%), cataract 58 cases (12.2%), optic 
nerve and the visual pathway disease 48 cases (10.1%), corneal lesions 34 cases (7.2%), ocular atrophy or other eye 
disorders 29 cases (6.1%),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 cases (4.2%), ocular trauma 
7 cases (1.5%). Conclusion The main etiology behind visual disability in Macau are retinal and choroidal disease, 
thu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kept to prevent the retinal and choroidal disease.

[Key Words]  Macau; Visual Disability; Blindness; Low Vision 

澳門鏡湖醫院1025例視力殘疾評估的狀況分析

熊倩瑜 陳濱暉* 賴一凡 蔡勝詩 

‧臨床研究‧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2011號行政法規《殘疾分類分

級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的訂定，鏡湖醫院為配合這一

工作，自2011年5月起承擔了絕大部份澳門地區殘疾評估的工

作。現就本科所作視力殘疾評估的資料進行總結和分析，以瞭

解澳門視力殘疾患者的基本情況及主要致殘原因，為日後的防

盲、治盲、低視力康復工作的開展提供基礎資料。

資料與方法

一、調查地點

澳門特別行政區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處珠江三角

洲的西岸，隔海東望香港，北方的澳門半島連接廣東珠海，

而南方則是氹仔、路環和路氹城。澳門的總面積約32.8平方

公里。根據2012年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估計澳門人口為582 000

人，男性人口佔48.2%，女性佔51.8%[1]。

二、調查對象

收集2011年5月~2012年4月到本院進行視力殘疾評估的

1025例患者資料作分析。其中男性542人，女性483人，年齡

由4歲~106歲，平均60歲。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通訊作者  E-mail:bhchen@macau.ct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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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方法

1. 診斷標準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2011號行政法規

《殘疾分類分級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內附件一所示殘

疾分類分級的評估準則如下：評估範圍內最佳矯正視力（包

括視敏度及視野），視力殘疾第一級（輕度）： 0.1≦最佳矯

正視力<0.3或一隻眼盲，另一隻眼為半側偏盲；第二級（中

度）：0.05≦最佳矯正視力<0.1；第三級（重度）：0.02≦

最佳矯正視力＜0.05；或5°≦視野半徑＜10°；第四級（極重

度）：無光感或最佳矯正視力＜0.02，或視野半徑＜5°，對視

力殘疾患者進行分級。這與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973年提

出的盲和視力損傷的分類標準相一致（見表1），即較好眼的

最佳矯正視力＜0.3（即本地區視力殘疾第一及第二級）為低

視力，較好眼的最佳矯正視力＜0.05（即本地區視力殘疾第

三及第四級）為盲[2,3]。

表1.世界衛生組織視力殘疾分級標準 (1973年)

類別 級別
最佳矯正視力

低於 等於或優於

低視力 1 0.3 0.1

2 0.1 0.05(3m指數)

盲 3 0.05 0.02(1m 指數)

4 0.02 光感

5 無光感

注：中心視力好，但視野小，以注視點為中心，視野半徑＜10°而＞5°者，為3級

盲；視野半徑＜5°者為4級盲

2. 檢查方法  本次調查中，均由本科具有3年以上臨床

工作經驗的眼科醫生進行檢查，每個被檢者均被詢問殘疾情

況及病史，然後進行視力、矯正視力、眼壓、視野、裂隙燈

顯微鏡、散瞳眼底鏡檢查，根據既往病史和視覺行為能力等

綜合判斷，按視力殘疾評級標準分級，並完成有關的病歷記

錄、殘疾評估表格及電腦資料錄入。

3. 統計學分析　所有資料經審核輸入電腦後建立Excel數

據庫，統計盲及低視力患病率。用SPSS 19.0統計學軟件對盲

與年齡、性別的關係進行χ2檢驗。

結 果

  一、盲和低視力的構成

根據2011年5月~2012年4月到本院行視力殘疾評估的1025

例患者資料，不符合視力殘疾者共550人，佔53.7%；符合視

力殘疾者共475人，佔46.3%。符合視力殘疾者475人中，視力

殘疾第一級（輕度）128人，佔視力殘疾者26.9%；視力殘疾

第二級（中度） 18人，佔視力殘疾者3.8%；視力殘疾第三級

（重度） 119人，佔視力殘疾者25.1%；視力殘疾第四級（極

重度） 210人，佔視力殘疾者44.2%。

二、視力殘疾與性別的關係

盲（即視力殘疾第三級及第四級）329人，其中男161人，

佔48.9%；女168人，佔51.1%。低視力（即視力殘疾第一級及

第二級） 146人，其中男72人，佔49.3%；女74人，佔50.7%。 

χ 2=5.205，P=0.074(P>0.05)，性別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三、 視力殘疾與年齡的關係  視力殘疾人數隨著年齡

增長而遞增。χ 2=66.158，P=0.000 (P<0.05)，特別是50歲以

後逐漸增高，低視力146人中，≧70歲者60人，佔低視力的

41.1%；盲329人中，≧70歲者150人，佔盲的45.6%，見表2。

表2.盲與低視力的年齡分佈情況

年齡 總人數
盲 低視力

人數  率(%) 人數  率(%)

<20 57 8     0.8 6     0.6

20-29 34 10    1.0 7     0.7

30-39 35 8     0.8 3     0.3

40-49 95 24    2.3 18    1.8

50-59 224 53    5.2 21    2.0

60-69 237 76    7.4 31    3.0

>=70 343 150   14.6 60    5.9

合計 1025 329   32.1 146   14.2

χ2=66.158 , P=0.000 (P<0.05)

四、視力殘疾的原因

視力殘疾主要致病原因：視網膜脈絡膜疾病197例（佔

41.5%），青光眼82例（佔17.3%)，白內障58例（佔12.2%)，

視神經及視路疾病48例（佔10.1%），角膜病變34例（佔

7.2%），眼球萎縮或其他眼球疾患29例（佔6.1%），先天異

常或發育障礙20例（佔4.2%），眼外傷7例（佔1.5%）。致

盲的主要原因依次為視網膜脈絡膜疾病、青光眼、白內障。

其中視網膜脈絡膜疾病包括：視網膜血管病、高度近視視網

膜病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年齡相關性黃斑病變、黃斑裂

孔、視網膜脫離、視網膜色素變性、早產兒視網膜病變、色

素膜炎等。視網膜病197例中以視網膜色素變性者最多，佔

24.4%(48/197)，其次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22.3%(44/197)，黃斑

病變21.3%(42/197)。

討 論

澳門於2011年1月公佈第3/2011號行政法規《殘疾分類分級

的評估、登記及發證制度》，正式規範殘疾登記，這是澳門第

1次大規模的殘疾登記，將既往已界定為殘疾人及新發個案未

作評估的，符合該法規條件的澳門居民都來重新有系統地作鑒

定、評估及登記。2011年5月起本科負責起澳門地區絕大部份

視力殘疾評估的工作，本文就本院第1年視力殘疾評估的資料

進行分析，以瞭解澳門地區盲和低視力的概況，對日後展開防

盲治盲、低視力康復的工作，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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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WHO估計全世界有盲人4000萬~4500萬，低視力患者是

盲人的3倍，約1.35億人[4]。根據2010年的資料，80%的視力損害

（包括盲症）都是可避免的。世界上視力損害的兩個主要原因

是未經矯正的屈光不正(42%)和白內障(33%)。視力損害在老年

年齡組更為常見。2010年，82%的盲人和65%中重度失明的人

為50歲以上的人群[5]。2006年全國第2次殘疾人調查[6]發現單純

視力殘疾的患病率達0.94%，加上多重殘疾中的視力殘疾者，

視力殘疾的患病率達到1.53%。以這一結果推算，我國單純視

力殘疾的人數達1230.9萬人。如果包含多重殘疾者，達2003.5萬

人。如果以其中80%的患者可以通過治療而提高視力來推算，

我國至少有低視力患者400萬人。可見不論在世界上或中國，

盲和低視力都是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

本組資料分析中，可見本組調查中1025例患者，不符合

視力殘疾者共550人，佔53.7%；符合視力殘疾者共475人，佔

46.3%。不符合視力殘疾者中有39人，因智力障礙、腦退化症

或其他神經系統疾患未能配合作視力評估檢查，已轉介行精

神、智力或肢體障礙等其他殘疾評估。視力殘疾者中男女比

例相約，無顯著差異，考慮來行殘疾評估登記的患者，無特

定作男女的篩選有關。

本組調查中亦可見，從年齡分佈，年齡愈大，盲和低

視力的比率愈高，χ 2=66.158，P=0.000 (P<0.05)，特別從50

歲開始，盲和低視力的人數逐漸增多，≧70歲者，低視力約

佔41.1%；盲佔45.6%。可見由於澳門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市

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壽命延長（本調查中年齡最大為106

歲），進入老年化的社會，故與年齡相關的眼病亦相應增

多。另外，亦需提出本文中<20歲的年齡段病例數較少，原因

為<４歲的兒童或伴智力殘障的兒童由仁伯爵綜合醫院（政府

醫院）或其他負責智力評估的機構評估，故本院大部份以成

年人視力殘疾評估為主。

從本組調查分析中，視力殘疾首要致病原因是眼底視

網膜疾病，佔41.9%，當中以視網膜色素變性者最多，佔

24.4%(48/197)，其次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22.3%(44/197)，黃斑

病變21.3%(42/197)。視力殘疾致病原因第二及第三位為青光

眼及白內障，分別佔17.3%及12.2%。

本組資料示視網膜病為致盲眼病首位，這與大多數內地

文獻報導[7-12]以白內障為致殘原因首位有所不同，上海市北新

涇地區一次10萬人的專題調查結果[13]，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

(AMD)已經超過青光眼、視網膜脫離等眼病，成為老年致盲

的首要原因，在50歲以上人群中，該病的發病率高達15.5%，

其中有5.1%致盲。丹麥的“Rotterdam眼病研究”發現[14]AMD

是75歲以上人群主要的致盲原因。“Proyec to VER眼病研

究”[15]中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是40歲~64歲人視力損害的首要原

因。臺灣的致盲眼病依次為白內障、近視性黃斑變性和老年

性黃斑變性[16]。可見不同地區、不同經濟環境、不同人群之

間的致盲原因亦存在不同之處。

視網病變基本是不可逆性病變，隨著人口的老齡化，視網

膜病變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年齡相關性黃斑病變等，發病率

逐漸增加，這提示我們今後防盲重點除白內障外，防治視網膜

病變亦為重要。例如對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年齡相關性黃斑

病變等應重點開展宣教工作，定期作眼底檢查，自我篩查（如

教市民閱讀Amsler方格表）等。 隨著醫學診療技術的不斷提

高，對視網膜疾病的診斷治療有很大的幫助，既往一些未能診

斷治療的眼底病，現今在診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若能做

到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相信能大大減低致盲率。 

另外第二位影響視力損害的為青光眼病，屬難治性及不

可逆性病變，青光眼病防治重點更需要早期發現及治療，故

加強對疾病宣教及對基層醫療重視，以免來診時已是晚期，

錯過了治療的最佳時機，所以進行眼病知識的宣傳對降低盲

和低視力患病率亦是必要的。

至於本調查中白內障非首位致盲眼病，分析原因，由

於澳門地區凡65歲以上持有效居民身份證的居民均可享有免

費醫療，可以免費輪候行白內障手術；對於經濟困難的患

者，社會上亦有團體，如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會與本院合作

的“重見光明計劃”，亦可資助經濟困難的患者行白內障手

術；而且白內障又是可以治癒的眼病，故本調查因白內障而

致盲的比例為12.2%，為第三位。

綜上所述，隨著澳門地區近10年的經濟發展，市民生活

質量的提高，市民健康意識改變以及醫療的普及和技術的進

步，盲和低視力的患病率可望減少，不過我們的防盲治盲工

作仍任重道遠，我們除了對可致盲疾病作出診斷、治療外，

防盲比治盲工作更為重要，更為困難，應加強健康宣教，進

一步提高市民的眼保健知識，而且更應積極開展普查與流行

病學調查，希望可以降低致盲率。WHO提出“視覺2020，人

人享有看見的權利”，即到2020年在全世界根除可避免盲。

希望澳門政府及各社會團體等組織機構不斷支持，以推動本

地區的防盲治盲工作，早日逹至這一目標。

（本文資料收集得到澳門社會工作局的支持和協助，謹

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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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透析液流量對透析充分性影響的臨床研究

汪虹伶* 曾思雁 李麗瓊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比較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兩種不同透析液流量治療下透析充分性的差異，為臨

床透析治療提供參考。  方法 選擇本院6個月以上病情穩定透析患者30例，在其他透析參數（透析時

間、血流量、透析器、超濾量）及藥物治療不變情況下，分別測定透析液流量500ml/min和700ml/min

的kt/v值和URR值。  結果 透析液流量500ml/min和700ml/min的kt/v值和URR值存在顯著差別，有統計

學意義。  結論 對不便提高血流量的透析患者，可增加透析液流量來提高血液透析患者充分性。

【關鍵詞】透析液流量；透析充分性；尿素清除指數(Kt/V)；尿素清除率(URR)

Effect of increasing dialysate flow rate in hemodialysis

WONG Hong Leng *, TSANG Si An,  LEI Lai Keng
Department of Nursing,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monstrate the dialysis adequacy difference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treating in 

two different dialysate flow rate, providing clinical reference for dialysis treatment. Methods 30 cases of stable 
maintained hemodialysis patients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ere selected. The kt/v and URR values under dialysate 
flow rate 500ml/min and 700ml/min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under unchanged circumstances of dialysis 
parameters (including duration of dialysis, blood flow, dialyzer and ultrafiltration) and medication treatment. 
Result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found in kt/v and URR values under dialysate flow rate 500ml/min and 
700ml/min. Conclusion Increased dialysate flow rate can improve the hemodialysis adequacy in patients with 
inconvenience to improve blood flow during dialysis.

[Key Words]  Dialysate flow; Dialysis adequacy; Urea clearance index (Kt/V); Urea clearance rate (U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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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有100萬以上的ESRD患者接受血液透析治療[1]，

為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就必須充分透析，充分透析是評價透

析效果以及决定維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預後的重要指標[2]，充分

透析與否與許多因素有關，本研究在常規透析條件下，通過增

加透析液流量來提高血液透析的充分性，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擇2013年6月前病情穩定在本院維持性透析6個月以上

患者30例，每週透析3次，每次透析時間4小時，均使用動靜

脈內瘻，其中男16例，女14例，年齡43歲~90歲，平均年齡

66.5±9.5歲。

二、方法

選用德國B.Braun公司Dialog透析機，首先在透析液流量

為500ml/min的情況下，抽血測定透析前和透析後尿素氮，

利用透析機監測系統在綫監測血液透析患者的尿素清除指數

（online Kt/V）值，並記錄透析時間、血流量、透析器、超濾

量、透後體重，一月後將透析液流量設定為700ml/min，同樣

抽血測定透析前和透析後尿素氮，在線監測kT/v值並記錄，

研究期間，每個患者除透析液流量不同外，其他透析參數

（透析時間、血流量、透析器、超濾量）及藥物治療都維持

不變，即對每個患者進行透析液流量改變前後作自身對照研

究，通過Kt/V值及URR值觀察對透析充分性的影響。

三、觀察指標

採用尿素清除指數（K t/V）值：評價透析充分性的指

標，使用在線監測的（online Kt/V）值，本中心研究數據顯

示Dialog透析機在線Kt/V稍高於抽血所得到的Kt/V，相關性較

好[3]，因此online Kt/V可以作為評估指標。另外，以尿素清除

率（URR）值，評價透析充分性的另一指標，URR＝1－透析

後尿素氮/透析前尿素氮。

四、統計方法

應用SPSS17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兩組採用配對秩和檢

驗進行比較，P<0.05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透析液流量500ml/min和700ml/min的kt/v值及URR值存在

顯著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見表１）。

表1. 透析液流量對KT/V和URR的影響

透析液流量 KT/V URR(%)

500ml/min 1.79±0.32 74.73±9.46

700ml/min 1.86±0.29 74.93±5.92

P* 0.001* 0.047*

*P<0.05

討 論

血液透析充分性是指與透析相關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降至

最低水平所給予的透析劑量，而評價透析充分性的指標主要

是尿素清除指數（Kt/V）和尿素清除率（URR），影響血液

透析充分性因素有很多，如蛋白分解率、殘餘腎功能、透析

器的覆用、血管通路再循環、透析後尿素反彈及雙室效應、

透析處方、血流量及透析液流量、透析時間、透析方式、透

析器效率及生物相容性、透析頻率等[4]，有文獻報導，將Kt/V

＝1.3、URR達70%為透析充分性的標誌[5]。研究証明，在臨

床透析中，將透析液流量從500ml/min增加至800ml/min時，

URR從42.1%增加至68.4%，Kt/v從55.3%增加至68.4%[6]，另有

研究也表明，高通量透析時將透析液流量增加至800ml/min，

可明顯增加URR，提高Kt/V，改善透析充分性達標率[7,8]，既

往的研究都是以800ml/min為參考，本研究顯示，透析液流

量從500ml/min增加至700ml/min時，KT/V從1.79增加至1.86，

URR從74.73增加至74.93，有統計學意義，說明透析液流量達

700ml/min時已可提高患者透析充分性。

結 論

隨著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老年透析患者的不斷增多，

導管病人越來越多，這些患者往往因血管條件差，心功能欠

佳等原因，不便增加血流量而達不到充分透析，本文研究提

供另一簡單方法：在不能改變其他影響血液透析充分性因素

時，可以將透析液流量由常規500ml/min增加到700ml/min，從

而提高血液透析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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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超聲診斷和超聲引導下水壓灌腸治療小兒急性腸套叠的方法和療效。  方法 對

1047例可疑腸套叠患兒進行超聲檢查，發現有“同心圓”征而確診的患兒同時在超聲引導下進行水壓

灌腸復位治療。  結果 超聲檢查發現“同心圓”征者41例，均確診為腸套疊，診斷準確率100%。其中

37例水壓灌腸復位成功，復位成功率90.2%；4例復位失敗者改外科手術治療。  結論 超聲診斷小兒腸

套疊準確率高，水壓灌腸復位成功率高，避免了X線對人體的影響。

【關鍵詞】腸套疊；超聲；水壓灌腸；兒童

Ultrasound (US) diagnosis and US-guided hydrostatic reduction for intussusception in children

YANG Bo, XIE Xue Bin*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thod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US-guided hydrostatic reduction of 

intussusception in children. Methods 1047 children suspected with intussusception were examined by US , those 
diagnosed as intussusceptions with “classical US doughnut sign” further underwent US-guided hydrostatic reduction. 
Results 41 cases were diagnosed as intussusception by US (classical US doughnut sign).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 was 100%. Out of 41 intussusception cases 37cases (90.2%) had successful US-guided hydrostatic reduction. 4 
cases underwent surgery due to  failed hydrostatic reduction. Conclusion US diagnosis of intussusception is reliable 
and accurate. Hydrostatic reduction success rate is higher in children intussusception and avoids the influence of 
X-rays on the human body.

[Key Words]  Intussusception; Ultrasound; Hydrostatic reduction; Child

超聲診斷和水壓灌腸治療小兒腸套疊

楊波 謝學斌*

‧臨床研究‧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xiexuebin64@163.com

腸套叠是一種小兒常見急腹症，目前國內外仍普遍採用X

線監視下空氣或鋇灌腸復位治療小兒急性腸套疊，但X線對人

體有一定影響[1]。本院自2011年10月開始對小兒急性腸套疊採

用超聲診斷和監視下水壓灌腸復位治療，效果滿意，且診斷準

確率高，復位成功率高。現總結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11年10月~2013年6月，本院對1047例出現哭鬧或血便

或腹部腫塊等臨床表現的可疑腸套叠患兒行超聲檢查，提示

有“同心圓”征[2,3]41例，其中男29例，女12例，年齡2個月~6

歲，平均2歲。發病時間最長3天，最短1小時，27例為24小時

以內發病，約佔66%。伴哭鬧33例，血便6例。查體腹部觸及

腫塊4例，其餘37例未捫及腫塊。

二、儀器與方法

1. 器材  (1)美國通用電氣GE LOGIQ-9型超聲機，7.0MHz

線陣式探頭；(2)廣州金健J S-628電腦遙控灌腸整複儀；

(3)16 Fr 5~10ml Foley管；(4)50ml注射器；(5)生理鹽水1~3瓶

（500ml/瓶）。

2. 操作步驟  對可疑患兒先行腹部超聲檢查，如顯示“同

心圓”征則可診斷為腸套叠。然後，再行全身麻醉，並檢查

Foley氏管氣囊有無漏氣，在超聲引導下用半自動灌腸機注溫生

理鹽水(37℃)灌腸，一般予以6~12kPa壓力。連續將鹽水灌入到

套叠的遠端腸腔，直到同心圓塊影消失、小腸進水，此時可掃

描到小腸內液體與小腸在同一橫斷面的集合影，類似於一串葡

萄或蜂窩狀，我們稱之為“類葡萄”征，復位即成功。

結 果

1047例超聲檢查中41例掃描顯示“同心圓”征，診斷為

急性腸套叠，並在超聲引導下行水壓灌腸復位成功或手術所

證實，均為回結型腸套叠，其餘1006例患兒經門診留觀或住

院觀察均排除腸套叠，超聲診斷準確率達100%。

41例患兒中，37例在超聲引導下進行水壓灌腸復位成功，

復位成功率90.2%。4例復位失敗改外科手術治療。注入水量最

少為250ml，最大1200ml。復位成功時間5~15min。灌腸過程中

未發生腸穿孔，復位成功後短期（24小時）隨訪無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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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腸套叠為部份腸管及腸系膜套入鄰近腸腔所致的一種絞窄

性腸梗阻，病因不完全清楚。小兒急性腸套叠的診斷多依靠臨

床和X線平片，但有一部份往往不能確診，而利用對比介質超

聲則可以確定診斷[2]，並可達100%的診斷率[3]。本組資料也證

實這一點，並解决了臨床上小兒急腹症的鑒別診斷問題。

腸套叠腸管超聲掃描的影像特徵是1個較寬的環狀低回聲

區包繞著1個呈高低相間混合回聲或呈一致性高回聲的圓形中

心區，即“同心圓”征（圖1），本組41例均因有“同心圓”

征而得到診斷。

圖1. 腸套叠的“同心圓”征

在注水復位中，隨著量的增加和壓力的增高，超聲下可

見橫斷面上套叠鞘部與套入部之間的無回聲環狀液性暗區逐

漸增大，套入部逐漸縮小，套叠腫塊向回盲部移動，同心圓

逐漸變小（圖2），最終消失，可見回盲瓣呈蟹爪樣運動[3]

（圖3），小腸進水，出現“類葡萄”征（圖4），復位即成

功。此時注水阻力感消失。Rohrschneider等[4]提出水壓灌腸復

位標準是：同心圓消失，清楚顯示回盲瓣，可見液體流動，

小腸充水。本組復位37例均見到上述過程，且發現小腸充水

後都具有典型的“類葡萄”征。因此，我們認為“類葡萄”

征是復位的明確指征。

在操作時要注意以下要點：(1)壓力控制：從低壓開始，

最高不超過12kPa。(2)注水量：在控制壓力的情况下，一般

注水量都在1200ml以內。注水量同腸套叠類型和年齡有關，

回結型腸套叠注水量偏少，回回型量大，年齡大患兒相對注

水量也大。(3)禁忌症：病程＞48小時，而全身情況顯著不良

者；患兒嚴重腹脹或有腹膜炎表現；復位壓力已達12kPa，且

反覆多次復位不成功者。另外對有嚴重脫水和電解質紊亂等

需先糾正上述情況後再進行水壓復位。

腸套疊的非手術治療可選擇X線或超聲下的鋇劑、水溶

性對比性介質、水、電解質溶液和空氣灌腸復位[2]。本研究

採用生理鹽水灌腸整複。我們認為，儘管有很多選擇，但超

聲下水壓灌腸復位更優，它復位率高（本組90.2%），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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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綫對人體照射的影響。超聲下生理鹽水灌腸整複壓力較平

穩、安全，取材方便，操作簡易，可動態追蹤觀察，完全有

理由作為小兒腸套疊治療的首選。

圖2. 灌腸過程可見鹽水灌入到套叠的遠端腸腔

圖3. 腸管退出後回盲瓣的蟹爪樣運動

圖4. 腸管退出小腸進水後的“類葡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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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關節鏡下自體膕繩肌腱移植重建前十字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

斷裂傷的臨床效果。  方法 2011年8月~2013年4月關節鏡下行自體膕繩肌腱重建ACL損傷15例。術前

Tegner評分平均為5.35±0.52分，IKDC評分平均為62.4±6.5分。  結果 全部獲得隨訪，隨訪時間為3~21個

月，平均11.6個月。術後Tegner評分增至平均9.13 +0.31分，IKDC評分增至平均為89.8±4.3分，均有統

計學差異(P＜0.05)。所有患者主觀症狀均消失， 全部恢復正常工作與體育鍛煉。  結論 應用自體膕繩

肌腱重建ACL損傷明顯改善膝關節功能。

【關鍵詞】前十字韌帶；關節鏡檢查；膝關節

Arthroscopic reconstruction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with harmstring autograft transplant

 CHANG Wun Fong, FU Dan , LI Wei Ping, LIU Tong Fang, LIU Li, ZHANG Yu, LAO Teng On, CHAN Chi Kit*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arthroscopic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 

reconstruction with harmstring autograft tendon.  Methods  15 patients underwent arthroscopic ACL reconstruction 
with harmstring autograft tendon from August 2011 to April 2013.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 up, 
duration ranged from 3 to 21 months (average 11.6 months). The preoperative subjective symptoms disappeared 
in all patients. Tegner scores increased from preoperatively 5.35±0.52 to 9.13 ±0.31 postoperatively (P <0.05). 
IKDC scores increased from preoperatively 62.4±6.5 to 89.8±4.3 postoperatively (P <0.05). All patients returned 
to normal work and physical exercise.  Conclusion  ACL reconstruction with harmstring autograft tend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knee functions.

[Key Words]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rthroscopy; Knee joint  

膝關節鏡下自體膕繩肌腱移植重建前十字韌帶損傷

曾媛芳 符丹 李衛平 劉通方 劉力 張宇 劉定安 陳子傑*

前交叉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損傷是膝關

節較為常見且嚴重的損傷，及早行韌帶重建可有效改善膝關

節功能及膝關節的穩定性，防止膝關節軟骨及半月板的繼發

損傷。髕韌帶、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是膝關節鏡下進行重建

ACL損傷的常用材料，方法有效、損傷小、康復快、療效確

切。而取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的併發症及功能丟失較小，此

方式己廣範應用於臨床。本院自2011年8月~2013年4月於膝關

節鏡下應用半腱肌腱及股薄肌腱重建ACL15例，均獲得良好

的近期療效，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15例，男11例，女4例；年齡18~45歲，平均28．3

歲；左膝6例，右膝9例。致傷原因：運動傷13例，交通傷1

例，工傷1例。術前患者症狀：膝關節痛12例，打軟腿10例，

膝關節彈響8例，關節屈伸受限4例。術前體檢：前抽屜試驗

陽性12例，軸移試驗陽性8例，Lachman征陽性9例。所有患者

膝關節正、側位X線片均未見異常。所有15例患者均行MRI檢

查，均提示ACL斷裂；合併外側半月板損傷8例，合併內外側

半月板損傷2例。Tegner評分由術前平均5.35±0.52分增至術後

平均9.13+0.31分，IKDC評分由術前平均62.4±6.5分增至術後平

均89.8±4.3分。

二、 手術方法

1. 關節鏡檢查及併發傷處理：鏡下見ACL斷裂合併內側半

月板損傷2例，外側半月板損傷8例，內外側同時損傷2例；同時

行半月板修補術1例，部份切除成形術6例，大部份切除術3例。

2. 移植物準備：自體膕繩肌腱取腱選用脛骨結節內下旁

開2cm處切口，顯露股薄肌腱及半腱肌腱後分離腱組織，用取

腱器將腱分別取出，腱長25~28cm。徹底清理肌組織後將半腱

肌腱及股薄肌腱各自對折後套入Endo-button袢中，半腱肌腱

束及股薄肌腱束兩末端進行編織縫合，形成肌腱移植物長度

為8~9cm。將移植物置於工作臺上預牽拉，時間為15min，拉

力為15磅，最後形成的移植物股骨端直徑為8~9 mm，脛骨端

直徑為7~8mm。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chanchikit1962@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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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節鏡下ACL重建：採用美國Smith．Nephew提供的

ACL重建器械進行ACL重建。鏡下常規清理關節內ACL殘端

及髁間窩，術中見髁間窩狹窄者行髁間窩擴大成形術，先建

立脛骨骨隧道，以肌腱直徑大小一致的隧道鑽鑽取骨隧道。

股骨隧道定位：左膝採用2點位置，右膝採用10點位置，打入

導針後以細鑽擴髓並打通皮質，測深後以空心鑽擴髓至距離

股骨外側皮質10 mm處，隧道鑽直徑與移植物直徑一致。用導

針將Endo-button牽拉綫引入股骨隧道內，牽拉微鋼板通過股

骨骨隧道，確認股骨端固定確切。再將移植物脛骨端牽引綫

拉入脛骨骨隧道，並用可吸收介面螺釘（美國Smith．Nephew

公司）固定，於屈膝90o位拉緊前十字韌帶後檢查前抽屜試驗

以及Lachman征無異常後擠入介面螺釘；鏡下檢查移植物無髁

間窩撞擊後關閉切口，術後無需放置引流。

三、術後康復計畫

術後麻醉復甦後即開始進行肌力訓練，以直腿抬高訓練

加踝泵訓練鍛煉下肢肌力，根據患者身體情况每天進行20~30

組，每組30次。術後2d扶拐下地部份負重行走；術後即用可

調角度式卡盤支具固定，術後2週內漸屈膝至90o，4週屈膝至

120o去拐完全負重。傷口拆線後開始全負重行走，3個月後進

行游泳等鍛煉，6個月進行慢跑訓練，12個月參加較為劇烈的

體育活動。 

四、隨訪及觀察評價指標

記錄患者的手術時間、手術前後體徵變化，手術前後採

用Tegner評分及IKDC評分評價關節功能恢復情況。術後定期

門診複診，指導患者進行功能康復訓練。隨訪時進行物理檢

查，如前抽屜試驗、Lachman試驗等。 

五、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1.0統計學軟體，對患者術前和術後的Tegner評

分、IKDC評分採用配對 t' 檢驗進行比較，P<0.05認為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 5 例 患 者 術 後 均 獲 隨 訪 。 鏡 下 手 術 時 間 平 均 為 6 0 

min(45~75min)。術後均無發熱，1例患者術後出現關節腔感

染，經抗炎治療後恢復，無需行膝關節腔沖洗。術後1週內所

有患者均有不同程度關節腔積液，無需行關節腔穿刺抽液，

均可自行吸收。隨訪時物理檢查：前抽屜試驗及Lachman征均

為陰性。所有患者關節活動度正常，無屈伸受限。術後隨診

Tegner評分及IKDC評分與術前比較，均明顯改善，差異均有

統計學意義(P<0.05)。

討 論

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自體髕骨-髕腱中1/3-脛骨移植物

由於具有良好的初始强度，移植物與骨道之間可以形成牢固

的癒合，恢復關節穩定性的成功率高，因而被認為是移植重

建的“金標準”。但術後併發症如髕腱炎、膝前疼痛、髕骨

骨折、髕腱斷裂、髕骨活動差等[1]的出現，使其他移植物的

使用逐漸增多。90年代中期，使用多股半腱肌腱重建ACL越

來越成熟，影響肌腱移植物效果的固定方法問題得到了很好

的解决，使得肌腱移植物的使用受到重視。國外的有關報導

證實，肌腱移植重建ACL可以獲得相同的療效，同時較少出

現併發症[2]。半腱肌腱與股薄肌腱雙折成4股的初始強度平均

可以達到4589N，遠大於髕骨-髕腱中1/3-脛骨的初始強度。

而Endo-button固定使手術更加簡單化，使關節鏡下操作更容

易，且减少了1個切口。Eriksson等[3]，通過對用半腱肌腱移植

重建ACL術後失敗的病例研究發現，術後1年，4股移植肌腱

融合為一有正常腱結構和正常血運的腱束，其膠原纖維的分

佈和排列也正常，移植肌腱完全融入周圍骨質。

ACL重建的療效受諸多因素影響，如移植物的選擇、附

著部定位、附著部固定、術後康復等。應用半腱肌腱與股薄

肌腱重建ACL是最掌見的重建方法之一，半腱肌腱強度相當

於ACL強度的70%，股薄肌腱強度相當於ACL的49%[4]，雖然

肌腱移植後強度降低20%，但應用半腱肌腱和股薄肌腱屏聯

合重建ACL，活化後的強度與ACL相當。

由於Endo-bu t ton位於關節外，因此無論有無股骨後外

側的皮質，都可使用Endo-button，由於Endo-button的獨特技

巧，避免了移植物與骨隧道不匹配的問題。手術切口小，避

免了另外的取肌腱切口，對組織損傷小。由於沒有破壞伸膝

裝置，術後伸膝力無丟失，且術後屈膝力亦無丟失[5]，同時

具有以下優點：(1)不損傷移植物，(2)不依賴於松質骨的密

度，(3)可用於股骨隧道後壁破裂的情形，(4)簡單易行[6]。

股骨隧道的建立選擇10點（右膝）或2點（左膝）位置進行定

位，進行重建能够對抗術後軸移試驗，獲得更好的穩定性，

符合ACL股骨附著點的解剖。Endo-button固定是一種骨皮質外

固定裝置，可提供較強的固定強度

ACL部份斷裂少於40%時，剩餘部份可起到穩定作用，可

以保守治療。ACL急性完全性損傷的病理類型：(1)韌帶實體

部完全斷裂。此種損傷最多發生於韌帶的中段。(2)滑膜內斷

裂。此種斷裂鏡下不能直接見到斷端，需根據滑膜的病損間

接判斷。(3)附著點處撕脫。此種斷裂術前X線片即可顯示。

陳舊損傷的鏡下診斷在一般情况下沒有困難，但有以下

幾種情况應予以注意：(1)部份損傷：鏡下可見到正常韌帶解

剖失常，留有一束或更少部份，此時應結合臨床，若查體前

向不穩且鏡下韌帶鬆弛，應按完全斷裂處理。(2)韌帶實質部

斷裂：有時韌帶實質部全斷，但相連滑膜組織尚未完全吸收

仍有連續性，鏡下可見滑膜纖維結締樣結構，失張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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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要確認。(3)上止點斷裂後與後交叉韌帶相連結：鏡下可

見前交叉韌帶上止點處空虛，而下部殘端存在並與後交叉韌

帶相連，呈束狀，可有一定張力。此種情況往往術前檢查前

抽屜試驗和Lachman試驗出現膝關節前向不穩定的體徵不明

顯，常給臨床診斷造成困難。可按完全斷裂處理。

肌腱切取中的問題  股薄肌腱和半腱肌腱在膕肌腱裂孔前

部與腓腸肌內側頭有恒定的束帶，未切除束帶就使用取腱器

則會造成肌腱斷裂。另外，手術前要檢查有否半腱肌腱止點

異位存在，以免造成術中重建困難[7]。

術中骨道定位與等距點問題  由於正常前交叉韌帶脛骨側

的附著點為一前後類似橢圓的扇形附著面，其附著點中心部位

相對偏前。因此，在原下止點的矢狀位向後約2~3mm處定位鑽

骨道既可不引起撞擊綜合症，亦可獲得良好的穩定效果，若下

止點偏後則將影響穩定性。股骨骨道定位與撞擊現象的關係不

大，但與等長重建有重要關係。我們認為根據時鐘定位先在大

致確定部位後尋找過頂部位，利用經脛骨導向器定位，使用鏡

內鑽頭通過脛骨骨道鑽入股骨髁間窩底部，最終使骨道後壁盡

可能靠近髁後緣（約1.5cm），確保骨道定位正確。

骨道製作時應注意的問題： (1)製作脛骨骨道時注意鑽頭

不要損傷髁軟骨，鑽入時要用檔板保護以免造成髁軟骨處骨

折。(2)製作股骨骨道要確保四壁均為骨壁。鑽骨道時要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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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定位準確，以保持骨道完整性。

【摘要】  目的 探討合併乳汁引流手法與超聲波治療是否能即時降低產後乳腺阻塞產婦之乳房疼

痛，以及其療效在治療後是否仍能維持。  方法 本研究主要回溯2013年4月~2013年7月期間於澳門鏡

湖醫院康復科物理治療部接受乳腺物理治療的病人。主要測量參數為自覺疼痛指數(VAS)。此外將

受試者分成“少於等於3天”組和“大於3天少於7天”組作比較。  結果 符合納入條件的受試者共有

23例。第1次治療前、後及第2次治療前之VAS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分別為7.5±1.4、3.4±1.9和6.0±1.4分。

第1次治療前、後之VAS有顯著差異(P<0.001)。受試者在第1次治療後VAS明顯下降。“少於等於3

天”組2次治療前之VAS亦有顯著差異；而“大於3天少於7天”組，2次治療前之VAS則沒有明顯差異

(P=0.41)。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合併乳汁引流手法與超聲波有即時降低產後乳腺阻塞產婦乳房疼痛

乳汁引流手法合併超聲波對產後乳腺阻塞的療效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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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並能維持3天的時間。因此建議產後乳腺阻塞產婦在3天內接受至少2次治療，以維持療效。

【關鍵詞】乳腺阻塞；乳腺炎；超聲波療法；乳汁引流

Immediate effect of combined breast milk expression technique and therapeutic ultrasound in 
postpartum breast duct blocking patients

 LONG I Man, HO Ka Hou, WONG Ka Kit, CHAN Sio Si, QI Bin Shi, LAO Chong Leong*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mediate clinical effect of blocked breast ducts by combined hand 

expression of breast milk technique and therapeutic ultrasound.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patients 
underwent breast physical therapy from April 2013 to July 2013 period in Macau Kiang Wu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 Physiotherapy Department. The main measurement parameters is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 furthermore 

subjects were divided for comparison into two groups: “≦3 days”' and “ > 3 days & < 7 days” groups.   Results  
23 cases meet the requirement criteria.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VAS pre & post first therapy and pre 
second therapy were 7.5 ± 1.4, 3.4 ± 1.9 and 6.0 ± 1.4 points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VAS difference (p <0.001) 
was found pre and post first therapy. Subject’s VAS decreased after the first therapy and significant VAS differences 

of pre therapy was found in “≦3 days” groups after 2 treatments, in contrast no significant before therapy VAS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 3 days & < 7 days” group (p = 0.41).  Conclusion  Thus the study shows that hand 
expression of breast milk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ultrasound is effective and immediately reduces the postpartum 
breast pain caused by blocking ducts and is maintained for three days. Therefore at least twice therapy in 3 days is 
recommended for maintaining efficacy.

[Key Words]  Blocked ducts; Mastitis; Therapeutic ultrasound; Milk expression  

產後婦女在餵哺母乳的過程中，常常因各種的問題及困

難，無法持續進行母乳餵養，乳腺炎的發生便是其中一個重

要因素。一些回顧性的研究中發現，在產後的6個月內，選擇

母乳餵哺的婦女中有80%曾發生乳腺阻塞，約有20%曾經患乳

腺炎[1]。乳腺炎會造成婦女的乳房出現紅腫熱痛的症狀，甚

至出現高熱、及類流感等的不適情况，婦女常會因此無法堅

持餵哺母乳。根據澳門衛生局2011年的統計，澳門持續餵哺

母乳4月的比率由2003年11%上升至2009年的22%[2]。一方面代

表著母乳餵哺開始受到重視，另一方面亦代表可能患乳腺阻

塞及乳腺炎的病人正逐漸增多。

約三份之二的婦女在母乳哺育期間都曾經遇到乳腺阻塞

的問題[3]，無論是初次授乳或已有授乳經驗的婦女，乳腺阻

塞皆是發生乳腺炎最顯著的預測因子[4,5]。不良授乳技巧以

及未能有效排空乳汁，容易引起乳腺阻塞[3]。過急的離乳、

乳罩過緊、乳頭過短或曾患乳腺炎等，都有可能引致乳腺阻

塞，最後演變成乳腺炎，甚至被迫中止母乳哺育[6]。傳統的

乳腺阻塞及乳腺炎的治療著重衛教、提升產婦的哺乳技巧，

改善嬰兒含乳，增加哺乳的頻率及時間、冰敷及熱敷等，以

利乳汁排出[6]。若症狀仍未得以緩解，可能是因為乳腺管被

微粒阻塞，治療方面亦可能加入溫和的乳房按摩[7]。然而，

在進行乳房按摩時會造成病人疼痛，病人接受度不高。若乳

腺炎較嚴重時，除衞教及對症治療外，止痛藥及抗生素治療

可以减輕病人疼痛及降低發炎反應，有利於噴乳反射而令母

乳更有效地從乳房排出。乳汁排空是乳腺阻塞治療中重要的

核心，除非能有效地引流乳汁，否則乳腺炎容易復發。

除了傳統的治療方法外，有學者也建議超聲波來治療乳

腺阻塞[7-10]。使用治療性超聲波再配合乳房按摩來治療乳腺阻

塞也很普遍[7]，但在亞洲地區卻仍未十分普及，相關研究也

不多。台灣的李友淳等人曾經叙述3名不同案例在結合超聲波

與乳房按摩來治療乳腺阻塞的婦女的經驗，其中2人對於疼痛

和局部硬塊有明顯的改善，且治療後乳汁量增加[7]。然而，

目前超聲波療法及乳房按摩的相關研究較少，對乳房按摩手

法及超聲波劑量上仍未有定論。本研究目的是探討徒手乳汁

引流手法結合超聲波治療對於產後乳腺阻塞產婦的乳房疼痛

之即時療效及其療效的持續性。

資料與方法

一、個案收集

本研究主要回溯2013年4月~2013年7月期間於澳門鏡湖醫

院康復科物理治療部接受乳腺物理治療的病人，病人需接受最

少2次完整的乳腺物理治療，並由同一名從事婦產物理治療的

註冊物理治療師執行。納入條件包括產後哺乳期之無菌性乳腺

炎、自覺乳房疼痛、脹痛、乳房有奶塊，或以上情况合併發

熱低於38.5o的婦女。排除條件包括感染性乳腺炎（乳汁中含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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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發熱超過38.5o、正在使用抗生素或止痛類藥物、曾接受

過體內植入物之乳房整型術或合併其他傳染性疾病者。

二、 數據收集

本研究數據收集之流程：治療前，先以問診形式收集

受試者基本資料與前測數據，治療後再收集後測數據。基

本資料包括受試者年齡、嬰兒年齡、胎數及治療日期。主要

測量參數為自覺疼痛指數(VAS)，測量時機為第1次治療前、

治療後及第2次治療前。本參數之定義是以0分代表“沒有疼

痛”，10分代表“完全無法忍受的疼痛”，請受試者以其當

時乳房疼痛的程度作回答。

三、 治療流程

乳腺物理治療包括超聲波療法、徒手乳腺阻塞引流手法

治療和衛教三部份，療程為40min。超聲波療法：針對患者乳

腺阻塞部位的奶塊進行超聲波治療。所有患者皆使用同一種

超聲波治療儀（Uniphy雙頻超聲波治療儀），治療強度為2W/

cm2、100%輸出週期的連續性輸出模式，治療頻率為1MHz，

8~10min/2x有效輻射面積 (effective radial area)。為了預防接觸性

感染，治療時皆使用專用的超聲波治療儀，治療探頭在每次使

用前都會用酒精棉消毒。治療過程中需要一手固定奶塊，另一

手以4cm/s的速度移動超聲波的探頭，並在奶塊的位置上搭配乳

房按摩的手法。超聲波治療約需時15~20min。治療過程中病人

只會感到微暖或可能無感覺，治療人員會不斷與其溝通，以瞭

解病人在治療中及治療後有否出現任何不適情况。乳汁引流手

法：分為乳房按摩及徒手乳汁擠出兩個步驟。乳房按摩使用類

似淋巴引流的手法，把靠近乳暈的乳汁按至鬆軟，再往乳管開

口前送，乳房按摩位置每次前移一段距離，將奶塊按鬆後再前

送。治療師會在乳房按摩後幫患者徒手擠出乳汁，首先輕拉其

乳頭引發噴乳反射後，再在乳暈後方有節奏地按壓，幫助釋出

乳汁。衛教：治療師先瞭解病人過去哺乳習慣及困難，評估病

人乳房腫脹位置、奶塊大小及其深度，綜合分析問題後對病人

進行衛教，衛教內容包括冰敷或熱敷、調整正確哺乳頻率及姿

勢、擠奶手法、乳房按摩等哺乳相關資訊。

四、 數據分析

受試者之基本資料及主要參數會以敍述性統計表示平均

值為標準差。為對應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使用配對T測試比

較受試者在第1次治療前、後VAS的差異。此外，為瞭解2次

治療之間隔時間是否會影響其疼痛狀况，會把受試者分成兩

組：“少於等於3天”組和“大於3天少於7天”組，兩組各自

使用配對T測試比較2次治療前VAS之差異。在進行分析前，

利用Shapiro-Wilk常態分佈檢定測試數據是否符合常態分佈，

若不符合則會使用對應之無母數檢定進行分析。所有統計均

使用SPSS13.0進行處理。

結 果

2013年4月~7月期間，符合納入條件的乳管阻塞產婦共有

23例，基本資料：受試者年齡和嬰兒年齡平均值及標準差分

別為31.8±3.4歲、8.7±7.0個月，嬰兒胎數中位數為1，即為第一

胎。主要參數：第1次治療前、後及第2次治療前之VAS的平均

值和標準差分別為7.5±1.4、3.4±1.9和6.0±1.4分。2次治療相隔

2.4±2.0天。相隔“少於等於3天”組 (N=17)，2次治療前之VAS

分別為7.7±1.6和5.8±1.5分；“大於3天少於7天”組 (N=6)，2次

治療前之VAS分別為7.0±0.0和6.7±1.0分。由於第1次、第2次治

療前之VAS這兩個參數沒有通過Shapiro-Wilk常態分佈檢定，

因此其後所有測試將使用無母數分析。

Wilcoxon符號等級測試顯示第1次治療前、後之VAS有顯

著差異 (Z=-4.228，P=0.000024)。表示23位受試者在第1次治

療後VAS明顯下降，減少4.1±1.5分。另外，相隔“少於等於3

天”組2次治療前之VAS亦有顯著差異，表示第2次治療前之

VAS要比第1次的低 (Z=-3.346，P=0.001)，減少2.0±1.5分；而

“大於3天少於7天”組，2次治療前之VAS則沒有明顯差異 

(Z=-0.816, P=0.41)（表1）。

表1. Wilcoxon符號等級測試統計結果

N Z 顯著性（p值）

第1次治療前 vs. 治療後 23 -4.228 0.000024*

“少於等於3天”組2次治療前比較 17 -3.346 0.001*

“大於3天少於7天”組2次治療前比較 6 -0.816 0.41

討 論

本研究受試者之平均年齡為31.8±3.4，根據Kinlay等學者對授

乳期間婦女患上乳腺炎的危險因子分析中發現，大於30歲的婦女

並不會有比較大機會患上乳腺炎，但這群受試者的嬰兒胎數中

位數位1，代表大部份為第一胎，加上授乳、乳汁排空技巧不够

熟練、心理壓力及疲勞等，可能是造成乳腺阻塞的誘因[1,11,12]

國際泌乳顧問Livingstone指出乳腺炎是一個過程，乳汁

排空不全造成乳汁淤積，續後乳房腫脹、乳腺阻塞，最後造

成乳腺炎發生，如果處理不當，甚至會變成乳腺膿瘍[11]。分

娩後，早期乳汁開始大量分泌，乳房充盈及變得腫大、變硬

及疼痛。當乳汁排空不全時，乳房會變得腫脹，乳頭因為

水腫而减低嬰兒吸啜母乳的意欲，使哺乳變得更困難。母乳

過度充盈的乳房，會引起不適與疼痛，甚至進一步變成乳腺

阻塞。乳腺阻塞發生時，乳房有脹痛的硬塊，表層的皮膚有

時發紅，症狀類似乳腺炎但比乳腺炎輕微，可能同時伴隨乳

頭小水泡。一個阻塞的乳腺管可能會演變成乳腺炎。病人會

感覺排乳變得困難，使用電動擠奶器時感到疼痛，嬰兒有時

會拒絕吸啜患側乳房，嚴重的病人甚至無法自行排出乳汁，

使乳腺阻塞進一步惡化成乳腺炎。乳腺炎通常會伴隨發熱及

更強烈的疼痛。乳腺炎為一種發炎反應，所以除了造成乳房

紅腫熱痛外，也會造成全身性的症狀，例如發燒、全身不適

等。局部淤積的乳汁如果被細菌感染化膿，則為乳房膿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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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炎分為無菌性乳腺炎及感染性乳腺炎。感染性乳腺炎常

由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人奶所致，而無菌性乳腺炎則有可能

由乳腺管阻塞引起[1]。 因此，初期適當地衛教如何處理母乳

淤積的問題，臨床上協助產後婦女處理乳腺阻塞問題，打破

不良循環，良好的衛教亦能重建她們良好餵哺模式，防止發

生乳腺炎與乳房膿瘍[7]。

在徒手乳汁引流手法合併超聲波治療對於即時降低產後

乳腺阻塞婦女乳房之疼痛指數的結果中，其數據平均下降了

4.1±1.5分，故表明相關治療介入手法可達到了即時止痛的療

效。目前針對乳汁引流手法合併超聲波治療對於乳腺阻塞療

效的研究較少，鄰近地區如台灣李友淳等學者曾進行了3例的

臨床報告，其中兩名受試者在治療後疼痛和局部硬塊有明顯

的改善，但並未就疼痛進行量化。另外，該研究超音波的劑

量亦較本研究低，作者提出由於結合了乳房按摩，超音波劑

量可以减低，而超音波可减低壓痛的感覺，讓病人較能接受

乳房按摩的不適感[7]。

對於產後乳腺阻塞和乳房腫大之疼痛，超聲波療法已被多

項研究證實其療效[7-9]。而Newman則建議治療乳腺阻塞時，超

聲波的使用強度為2W/cm2的連續模式[10]。McLachlan等人為比較

超聲波與單純熱效應對於降低乳房腫大後疼痛之療效，進行了

一個隨機雙盲實驗，實驗結果顯示超聲波與單純熱效應均能降

低患者自覺疼痛[9]。李友淳等人在2009年進行了1個3例個案報

告，探究結合超聲波與乳房按摩對於治療乳腺管阻塞之療效，

報告顯示其中兩名患者的疼痛都有明顯改善[7]。然而，他們並

非所採用Newman所建議超聲波的使用強度為2W/cm2的連續模

式，而是較低强度的脈衝模式。而在近期，Valérie Lavigne等人

亦回顧了25例產後因乳腺管阻塞而疼痛之產婦，得出超聲波療

法可以有效改善其疼痛之結果[8]。而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合

併乳汁引流手法與超聲波治療能明顯降低產後乳腺阻塞產婦之

乳房疼痛，結果與前人研究相似。

對於治療乳腺阻塞的超聲波劑量，雖然目前仍未有確切

的臨床指引可供參考，但Newman提出臨床建議，認為可利

用連續性、2W/cm2的強度劑量來治療乳腺阻塞[10]。因此本研

究根據建議使用同樣劑量進行治療，結果顯示患者反應良好

且疼痛降低，亦無副作用如熱灼傷產生。而Valérie Lavigne等

人之研究亦同樣使用Newman建議之劑量，結果也與本研究

類似[8]。然而，李友淳等人認為由於乳房中充滿液體，若使

用連續模式高强度可能導致溫度上升過高造成組織灼傷，故

使用脈衝式且較低的強度1.2W/cm2，結果也能降低患者之疼

痛[12]。McLachlan等人研究指出，超聲波治療乳腺阻塞之主

要作用在於其熱效應[9]。若降低强度劑量可能會影響其熱效

應，從而令治療效果降低。而且本研究使用超聲波治療時會

由治療師以手固定奶塊，確定超聲波能直接作用在奶塊上，

以减少熱灼傷等情况。因此，本研究認為連續性、2W/cm2强

度劑量的超聲波適合用於治療產後乳腺阻塞之患者，但是否

有其他更好的强度劑量，可能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證實。

不少哺乳顧問（lactation consultants）會建議用按摩來在

處理乳腺管阻塞的問題時，然而他們大多建議以穩定的力直

接施予在硬塊的後方，使勁地把阻塞的地方向乳頭的方向

推，處理目標多專注於硬塊的位置及試圖將其清除，以疏通

阻塞了的乳腺管。不同於上述的手法， Smillie建議先在靠近

乳頭的位置開始進行按柔，然後把按摩的位置逐次地移至硬

塊的位置，每次按摩的手法都朝著乳管開口前送，以疏通乳

腺的通導；Smillie指出這樣的手法比較不痛且有效[3,13]。故本

研究在乳房按摩的手法上使用了類似的淋巴引流手法。除了

疏通乳腺，噴乳反射在哺乳的過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環，故本

研究所使用的徒手乳汁引流治療除了包含了乳房按摩外，同

時也加入了徒手乳汁擠出的步驟。

針對治療時間間隔方面，“少於等於3天”組當中的受試者

在接受第2次治療前之VAS比第1次明顯降低，而“大於3天少於7

天”組則無此差異。代表2次治療時間間隔可能會影響病人疼痛

的狀況，3天內接受2次治療比較能維持治療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乳汁引流手法結合超聲波治療有即時降低

產後乳腺阻塞乳房疼痛的效果，並能維持3天的時間。因此建

議產後乳腺阻塞產婦在3天內接受至少2次治療，以維持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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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器治療頸椎病的臨床初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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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Zero-p內固定系統在頸椎前路手術的臨床療效。  方法 2010年12月~2012年6

月，本科採用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器行ACDF術治療頸椎病患者6例，男性5例，女性1例，年齡

42歲~72歲，平均年齡56歲，本組中有1例行雙節段Zero-p內固定術。  結果 單節段手術時間為(80±20)

min，1例雙節段手術時間為130min，術中出血量100~150ml（平均120ml），6例均無吞咽困難。隨訪

時間為12~18個月，平均15個月，術後5例獲得滿意的臨床癥狀和神經功能改善，1例不滿意，6例均無

吞咽困難。  結論 Zero-p內固定系統操作簡單，手術時間短，術中出血量少，術後吞咽困難發生率較

低，早期臨床療效滿意。

【關鍵詞】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器；頸椎病

Zero-p anterior cervical interbody fusion device for surgical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preliminary clinical report 

FU Dan, CHAN Chi Kit*,  LI Wei  Ping, LIU Tong Fang,  CHANG Wun Fong,  LIU Li, ZHANG Yu,  LIU Ding An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Zero-p internal fixation and fusion System for anterior 

cervical spine surgery. Methods 6 patients in which 5 men and 1 woman age ranging from 42 to 72 years with 
mean age of 56 years underwent Zero-p implantation ACDF procedure from December 2010 to June 2012. 1 
patient underwent bisegmental Zero-p fixation surgery and others with monosegmental operation.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were (80±20) minutes in patients operated with monosegmental, 130 minutes with bisegmental.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was 100-150ml (a mean of 120ml). All the cases were follow-up for 12 to 18 months with 
an average of 13 months. 5 cases had a satisfied neurologic outcome improvement, 1 case complained ambulation 
dysfunction. All cases didn't suffer from dysphagia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Zero-p internal fixation and fusion 
system is easy to operate with low complication rates, and has an excellent early clinical outcome.

[Key Words]  Zero-p; Anterior cervical interbody fusion device; Cervical spondylosis

頸椎病是骨科的常見病、多發病，大多數患者通過保守

治療能獲得一定程度的緩解，部份患者需手術治療才能得到

滿意的療效。頸前路椎間盤切除減壓融合術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ACDF) 一直以來都是頸椎病治療的主要

術式，它可以切除病變節段的椎間盤，通過椎間隙進行有效

的減壓。其主要目的是解除脊髓和神經根的壓迫，重建頸椎

穩定性，恢復生理曲度及高度。為頸脊髓功能的恢復創造條

件，ACDF術式中頸前路鋼板的使用一方面可提高術後椎間隙

融合率，但另一方面也會增加術後患者吞咽困難和鄰近節的

退變的發生率[1-3]。Zero-p內固定系統正是為了解決上述風險

而設計的。本科自2010年12月開始採用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

合器治療頸椎病6例，取得較好療效。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10年12月~2012年6月，本科採用Zero-p頸椎椎間融合器

行ACDF術治療頸椎病患者6例，其中男性5例、女性1例，年

齡42歲~72歲，平均56歲。綜合病史臨床癥狀及影像資料，6

例均為脊髓型頸椎病。單節段病變5例（包括C5/6 2例，C6/7 1

例，C4/5 2例），雙節段病變1例 (C3/4,4/5)。

二、 Zero-p系統

 Zero-p系統 (Synthes公司) 由鈦合金接骨板以及與之相連

為一體的PEEK椎間融合器組成，椎間融合器中心有一孔可以

放自體骨，也可以用BMP材料。Zero-p系統植入後，鈦板嵌

入椎間隙之中，不超過椎體前緣，提供一個牢固的螺釘鎖定

界面，融合器上下表面齒狀結構增加了系統的初始穩定性。

其配備的試模有上下平行，楔形及弧形等三種形狀，高度從

5~12mm不等。適合不同患者椎間隙上下終板的解剖形態，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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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模可與之緊密壓配，而實際假體分別比相應試模高度高

0.8mm，以使融合器的上下齒得以嵌入椎體終板。

三、 手術方法

患者取仰臥位，氣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行常規頸前路右側

橫切口或縱切口，最好術前C-arm定位，可使切口更加準確，

長約4cm。顯露目標椎間盤，術中C-arm定位病變椎間盤後用咬

骨鉗，刮匙，髓核鉗及磨鑽切除椎間盤減壓，徹底切除引起脊

髓壓迫的髓核組織，增生的骨贅，必要時切除後縱韌帶。

減壓完畢後，用試模測量椎間隙的高度，以便選擇合

適的假體。假體置入椎間隙後，術中透視確定假體位置是否

正確，分別在假體4個孔道中鑽孔並擰入合適長度螺絲釘各1

枚，常規放置負壓引流管後關閉切口。

結 果

5例單節段手術時間為（80±20）min，1例雙節段的手術時

間為130min，術中出血量為100~150ml（平均120ml），術中減

壓及內固定放置順利，均未出現脊髓硬模損傷，未出現截癱、

腦脊液漏、感染等併發症。1例患者術後雙下肢行走困難未改

善，6位患者術後第2天進流質，均未出現術後吞咽困難。術後

12個月的隨訪頸椎X線片中沒有發現內置物沉降，鬆動，斷裂

和移位等併發症，根據術後骨性融合標準[4]，所有患者在末次

隨訪時均達骨性融合。其中1例患者因雙下肢行走困難，術後

14個月行頸椎前路翻修手術，發現假體融合良好。

討 論

ACDF是治療脊髓型頸椎病的“金標準”[5]，頸椎前路鈦

板內固定的應用彌補了減壓後單純植骨或使用椎間融合器的

不足，但又出現了螺絲釘鬆動脫出斷裂吞咽困難等併發症。

Tortolani等[6]報導前路減壓融合術後早期有2%~67%的患者訴

吞咽困難，多數在術後3個月內消失[7,8]，但並不是所有患者

都能夠完全恢復，一種新型的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器在

2008年研製成功並進入臨床使用。儘管Zero-p進入臨床使用時

間不長，但有研究顯示Zero-p具有良好的臨床安全性及有效

性。Scholz M等[9]在屍體標本上比較了Zero-p與傳統頸前路鋼

板聯合cage置入後手術節段活動度等生物力學情況，結果發

現Zero-p具有與傳統頸前路鋼板聯合cage相似的生物力學穩定

性。Schloz M等[10]使用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器治療38例頸

椎病患者，均獲得良好的骨性融合和滿意的神經功能預後，

僅1例患者術後半年仍存在吞咽困難。王治棟等[11]比較Zero-p

椎間融合器與傳統鈦板聯合cage融合內固定治療脊髓型頸椎

病的療效，他們認為Zero-p椎間融合器與傳統鈦板聯合cage

植骨配合內固定治療單節的脊髓型頸椎病均可獲得較好的療

效。但應用Zero-p椎間融合器術後吞咽困難發生率較低。

本組6例患者，其中5例術後獲得良好的癥狀改善和滿意

的神經功能恢復，其中1例因後縱韌帶骨化術中減壓不徹底，

術後雙下肢行走困難未見明顯改善，14個月後行頸4、5椎

體次全切術切除加骨化後行縱韌帶切除及鈦板聯合cage融合

術。本次隨訪6例患者均獲得骨性融合，未發現內固定相關的

併發症，說明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器行ACDF手術與傳統

頸前路鋼板聯合cage方法相比，採用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

器術中無需暴露上下椎體，減少剝離範圍且Zero-p內固定系統

操作簡便，故可減少術中出血及手術時間。

術後吞咽困難是頸椎前路手術術後常見併發症之一，文

獻報導ACDF術後吞咽困難併發症的發生率可達3%~21%[6,12]，

但具體吞咽困難併發症的發生機制仍不清楚，可能原因包

括：食道損傷，高齡患者，術後頸部軟組織水腫，術後局部

血腫形成及頸前路鋼板等內置物周圍組織黏連形成等[13,14]。

祁敏等[15]認為Zero-p頸椎椎間融合器治療頸椎病術後吞咽困難

發生率較低，無慢性嚴重吞咽困難發生，本組6例患者術後第

2天開始進食流質，均未出現吞咽困難，這可能是由於Zero-p

的設計避免頸前路鋼板的使用，減少置入物對食道及周圍組

織的影響，其次使用Zero-p內固定系統減少椎前暴露範圍，縮

短手術時間減少了對食道的牽拉，食道損傷和水腫的機會減

少，故減少了術後吞咽困難的發生率。

總之，採用Zero-p頸椎前路椎間融合器治療脊髓型頸椎病

的近期臨床效果良好，內固定相關併發症減少，術後吞咽困

難發生率低。但作為一種新型的頸椎前路內固定系統應用時

間短、病例數少，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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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用力通氣肺功能 (MEFV) 和脈衝振蕩 (IOS) 檢測的相關性，探討IOS對兒童哮

喘病情評估的優勢。  方法 應用德國Jaeger公司的Mastscreen IOS測定儀，為2010年1月~2013年6月在本

院診治的41例哮喘患兒進行IOS及MEFV檢查，對急性發作組和臨床緩解組的肺功能進行比較，IOS和

MEFV的指標進行相關分。  結果 MEFV檢測指標FEV1、PEF、FEF25、FEF50、FEF75臨床緩解組顯著

高於急性發作組 (P<0.05)，IOS指標Zrs、R5、X5、Fres、Rp急性發作組顯著低於緩解組 (P<0.05)，有

統計學意義。且IOS指標X5、Fres、Rp與MEFV指標成顯著負相關，而Zrs、R5僅與反映小氣道阻力的

FEF25、FEF50、FEF75成顯著負相關。緩解期兒童的FEV1在恢復正常時，R5、X5、Fres仍高於正常，

提示IOS靈敏度高於MEFV。  結論 臨床緩解期兒童的肺功能指標與急性發作組兒童相比，明顯改善。

IOS與MEFV相比，能反映哮喘兒童的氣道阻塞情況，敏感度較高，還具有只需平靜呼吸即可得出結

果的優勢，因而IOS可廣泛應用於學齡前至學齡期兒童的肺功能評估。

【關鍵詞】兒童；哮喘；脈衝振蕩；用力通氣肺功能

Impulse oscillation technique to assess pulmonary function in children with asthma

 LEI Cheng*, CHUOK Kuan Ta, CHEN Yan, SONG Dong Qi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detec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maximum expiratory flow-volume (MEFV) and impulse 

oscillation (IOS) measurement, thereby explore the advantages of IOS assessment for children’s asthma.  Methods  
41 children with asthma were examined by IOS and MEFV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0 to June 2013 by German 
Jaeger's Mastscreen IOS analyzer. Acute exacerbation of lung function and clinical remission groups were compared, 

脈衝振蕩技術在兒童哮喘中的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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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童哮喘的診斷和病情評估中，用力通氣肺功能（其

中最重要的是最大呼氣流量-容積曲綫，MEFV）擔任著重要

的角色。但由於用力通氣肺功能需要測試者進行特殊的呼

吸動作，因而應用上局限於5歲~6歲以上的兒童。脈衝振蕩

（IOS, impulse oscillometry）肺功能在原理上有別於常規用力

通氣肺功能檢查。它基於強迫振蕩原理，在平靜呼吸狀態下

測定不同脈衝頻率下呼吸阻抗，計算氣道阻力。其最大優勢

是僅需平靜呼吸則可取得結果，3歲以上兒童均可完成。我們

對2010年1月~2013年6月在本院診治的41例哮喘患兒進行IOS

及用力肺功能檢查，瞭解不同檢測方法中哮喘患兒肺功能特

點，並對兩種方法的指標進行相關分析，探討IOS在兒童哮喘

病情評估中的優勢。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來自本院門診確診哮喘的41例患兒，均符合2008年兒童

哮喘診療指南中的兒童哮喘診斷標準[1]。按臨床病情分為兩

組：急性發作組19例，其中男9例，女10例，6歲~12歲，均有

急性發作症狀；臨床緩解組22例，其中男11例，女11例，5.5

歲~13歲，患兒病情穩定，3月內無哮喘急性發作。以上兩組

病例在年齡上無顯著性差異。

二、 方法

採用德國Jaeger公司的Mastscreen IOS測定儀，對患兒進行

MEFV及IOS測定。具體方法如下：患兒坐位，面向測定儀，

雙手置於膝上，頭微微上抬，夾鼻夾，口含一次性口器，醫

務人員用雙手輕按患兒面頰部，囑患兒平靜自主呼吸，測定

時間90s，重複2~3次後留取最佳數據保存。隨後為患兒進行

MEFV檢測。

三、 IOS測定指標

呼吸總阻抗(Z r s)，總氣道阻力(R5)，中心氣道阻力

(R20)，周邊彈性阻力(X5)，響應頻率(Fres)，周邊阻力結構參

數(Rp)。MEFV測定指標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1秒用力

呼氣容積(FEV1)、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佔用力肺活量百分比

(FEV1/FVC)、最大用力呼氣峰流量(PEF)；25%、50%、75%肺

活量時最大用力呼氣流量(FEF25、FEF50、FEF75)。

四、 統計學方法

MEFV測定指標採用實測值佔預測值的百分數進行統計

分析。以%pred為單位；IOS測定指標Zres、X5、Fres、Rp用

實際記錄值做統計分析。採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

析。用T檢驗分析急性發作組和臨床緩解組間肺功能指標的差

異，Pearson相關分析分析41例患兒脈衝振蕩和用力肺功能檢

測各指標間的相關性。

結 果

急性發作組和臨床緩解組的IOS及用力肺功能檢測結果 

見表1。 緩解組用力肺功能各指標均高於急性發作組，統計

學具有顯著性差異(P<0.05)。IOS中Zres、R5、Fres、Rp、X5絕

對值在緩解組顯著低於急性發作組(P<0.05)，提示緩解組氣道

IOS and MEFV indicators correla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MEFV detection index FEV1, PEF, FEF25, FEF50, 
FEF75 in clinical remiss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cute onset group (P <0.05), IOS index Zrs, 
R5, X5, Fres, Rp in acute onse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emission group (P <0.05 ),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ot only the IOS indices (including X5, Fres and Rp)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all MEFV index. But also the Zrs and R5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FEF25, FEF50 and FEF75, 
which reflects the resistance of small respiratory airway. R5, X5 and Fres were increased still when FEV1 reached 
the level of more than 80%, which shows IOS was more sensitive than MEFV for pulmonary function assessment.  
Conclusion  The pulmonary function in clinical remission childr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e to that acute 
exacerbation group. IOS and MEFV techniques both reflects to airway obstruction in children with asthma, but 
IOS sensitivity is higher, and results can be derived in calm breathing. Therefore IOS can be widely used for lung 
function assessment in preschool and school-age children.

[Key Words]  Children; Asthma; Impulse oscillometry (IOS); Forced pulmonary function  

表1. 急性發作組和臨床緩解組肺功能指標比較(x±s)

組別 FEV1(%) PEF(%) FEF25(%) FEF50(%) FEF75(%) Zrs
(kPa/l.s)

R5
(kPa/l.s)

│X5│
(kPa/l.s)

Fres
(L/s)

Rp
(kPa/l.s)

發作組19例 67.1±13.2 63.4±16.9 56.0±18.3 46.0±18.2 34.9±20.3 0.98±0.30 0.90±0.26 0.40±0.15 22.49±4.06 0.84±0.20

緩解組22例 92.6±10.3 89.2±13.8 86.7±14.9 75.1±16.6 62.1±22.4 0.79±0.19 0.75±0.19 0.27±0.08 19.43±2.17 0.64±0.18

t -6.929 -5.378 -5.918 -5.370 -4.056 2.362 2.195 4.494 2.943 3.20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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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低於急性發作組，肺順應性有所改善。

IOS與用力肺功能指標相關性分析 見表2。41例病例的用

力肺功能指標與Fres、Rp、X5絕對值成顯著負相關。Zrs、R5

與FEF25、FEF50、FEF75成顯著負相關，與FEV1、PEF相關

性不顯著。在緩解期兒童，MEFV指標>80%時，IOS中的R5、

X5、Fres仍高於正常。

IOS與用力肺功能指標相關性分析 見表2。41例病例的用

力肺功能指標與Fres、Rp、X5絕對值成顯著負相關。Zrs、R5

與FEF25、FEF50、FEF75成顯著負相關，與FEV1、PEF相關

性不顯著。在緩解期兒童，MEFV指標>80%時，IOS中的R5、

X5、Fres仍高於正常。

表2. IOS與用力肺功能各指標間相關分析r值、P值(41例)

MEFV
IOS

Zrs
(kPa/l.s)

R5
(kPa/l.s)

│X5│
(kPa/l.s)

Fres
(L/s)

Rp
(kPa/l.s)

FEV1(%) r -0.250 -0.205 -0.391 -0.431 -0.343

P >0.05 >0.05 <0.05 <0.05 <0.05

PEF(%) r -0.178 -0.134 -0.329 -0.380 -0.365

P >0.05 >0.05 <0.05 <0.05 <0.05

FEF25(%) r -0.334 -0.286 -0.454 -0.487 -0.434

P <0.05 >0.05 <0.05 <0.05 <0.05

FEF50(%) r -0.360 -0.312 -0.440 -0.43 -0.386

P <0.05 <0.05 <0.05 <0.05 <0.05

FEF75(%) r -0.368 -0.340 -0.352 -0.364 -0.292

P <0.05 <0.05 <0.05 <0.05 >0.05

討 論

既往應用於評估肺功能的檢測手段為用力通氣肺功能檢

查，而其中應用最廣泛的是最大呼吸流量-容積曲綫(MEFV)，

測定的是動態肺容量，並分別通過一秒用力呼吸容積(FEV1)

和在不同肺容量的呼吸流速(FEF25、FEF50、FEF75)反映較

大氣道阻力和小氣道阻力，從而反映哮喘患兒的氣道通氣情

況。IOS則基於强迫振蕩的原理測定平靜呼吸狀態下，不同

脈衝頻率下呼吸道阻抗的變化，從而得出氣道的呼吸總阻抗

(Zrs)、黏性阻力(R)、彈性阻力 (X5，其倒數為肺順應性，絕

對值越大，順應性越差；以及Fres，數值越大意味著順應性越

差)。既能反映氣道黏性阻力，也能瞭解肺順應性，其優勢在

於不需要特殊呼吸運動配合。

在本研究中，臨床緩解組的MEFV及IOS各指標較急性

發作組有明顯改善，提示緩解組兒童氣道阻力降低，肺順

應性改善，氣道炎癥減輕。本研究的數據顯示，反映小氣

道阻力的指標 (FEF25、FEF50、FEF75) 在部份緩解期兒童中

仍<80%，此時反映較大氣道阻力的指標 (FEV1)>80%，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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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緩解期患兒仍存在小氣道阻力的升高，因而臨床工作中

臨床緩解期兒童的氣道抗炎藥物（如ICS、LTRA）的減量和

停藥不應過急。

IOS與MEFV兩者的相關性分析顯示：IOS和MEFV同樣

能較好地反映哮喘兒童的氣道炎癥情況。兩者具有較好的相

關性，這與既往的報導相符[2]。另外，FEV1是反映氣道阻塞

的基本指標，但本研究發現臨床緩解期兒童該指標>80%，而

此時反映小氣道阻力的FEF25、FEF50、FEF75和IOS中的部份

指標（如R5、Fres、X5）仍有一定的改變，提示緩解期兒童

小氣道仍存在小氣道阻力升高、肺順應性不良、氣道炎癥未

完全控制的情况，此時倉促地减停抗炎藥物可能導致哮喘的

反覆。因而IOS的敏感度高於FEV1，可避免錯誤判斷臨床緩

解哮喘患兒的氣道炎癥情況。Francoise的研究[3]也認為IOS對

鑒別COPD與哮喘患者有著非常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

為0.91、0.95）。而Shi Y的研究[4]也認為即便FEV1正常，IOS

中反映外周阻力的指標的異常也高度提示兒童哮喘的控制不

良，因而在臨床工作緩解期兒童的抗炎藥物减量除參考臨床

癥狀及控制情况外，IOS指標亦應考慮在內，以降低哮喘的復

發率。

由於MEFV檢測過程中需要特殊的呼吸動作，如緩慢地

吐氣動作、深吸氣以及快速用力地呼氣動作，學齡前兒童不

能很好地完成這一系列動作，因而在學齡前兒童缺乏評估肺

功能的客觀指標。IOS僅需患兒平靜呼吸則可取得結果，對於

不能進行MEFV檢查的學齡前兒童（3歲~5歲），既往僅能通

過哮喘急性發作的嚴重程度和頻率對病情進行分析，現可應

用IOS進行肺功能評估，為哮喘的抗炎治療方案提供更多地依

據。國際上已有文獻報導將IOS指標與臨床表現結合用於評估

學齡前兒童哮喘的嚴重度[5]，但尚未有公認的分度標準。在

以後臨床工作中我們可逐漸建立本地區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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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雙氯酚酸鈉栓（Diclofenac suppositories®）用於婦科病人術後鎮痛的療效。  

方法 收集婦科宮腔鏡術後病人100例，隨機分成Diclofenac 組及對照組各50例。術後2小時、4小時隨

訪，觀察頭痛、頭暈、惡心、嘔吐及皮膚瘙癢發生率，進行視覺模擬評分 (VAS) 評分，記録有無追

加止痛藥。  結果 實驗組VAS評分低於對照組 (P<0.05)。  結論 Diclofenac是一種價廉、方便、安全、

有效的術後鎮痛藥，適用於中、小型手術後鎮痛。

【關鍵詞】Diclofenac；宮腔鏡檢查；術後鎮痛

The efficacy of diclofenac suppositories for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in patients undergoing 
hysteroscopy

 CHO Lai Kan*, LO Ieng Ham, CHAN Ming Fai, NG Chiu Hing, WANG Mei Pe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diclofencac suppositories for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in the 

patients after hysteroscopy.  Methods  100 cases of post hysteroscopy gynecological patients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diclofencac group (n=50) and control group (n=50). Follow up done in 
post operation 2 and 4 hours, symptoms including headaches, dizziness, nausea & vomiting and pruritus incidence 
were observed, 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 score were carried out, and addition prescription of analgesic agents 
were recorded.   Results  VAS of diclofenac group was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Diclofenac 
suppositories is a cheap ,convenient, safe and effective analgesic agent for post hysteroscopy patients.

[Key Words]  Diclofenac; Hysteroscopy;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宮腔鏡檢查術後雙氯酚酸鈉栓鎮痛療效觀察

曹麗勤* 羅英浛 陳明輝 吳朝興 王美冰

隨著社會的進步，宮腔鏡檢查越發普及。為减輕手術

檢查所致的心理恐慌及疼痛，需提供較完善的術中及術後鎮

痛。非甾體類抗炎藥雙氯酚酸鈉栓（diclofenac suppository）止

痛作用確切、價廉、方便、不成癮及副作用少，其特點適合

於術後鎮痛。本研究的目的是觀察擇期宮腔鏡檢查的患者術

後使用雙氯酚酸栓的止痛效果及併發症的發生率。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擇2011年5月~9月於澳門鏡湖醫院行擇期宮腔鏡檢查的

100例婦科患者，年齡26歲~63歲，無近期感染，無心血管、

內分泌、神經系統疾病，無潰瘍或近期出血史，肝、腎功

能、凝血功能正常，無藥物過敏史，無長期服用止痛藥史及

煙酒史，ASA I-II級。入手術室後常規予吸氧、心電監護、開

放靜脈，並隨機分為成2組，Diclofencac組（50例）和對照組

（不給藥組，50例）。

二、 方法

術中以Fentanyl 1g/kg（Martindale藥廠），Propofol 1mg/kg 

首劑，以0.25mg/kg/min維持（Fresenius Kabi藥廠）靜脈全麻，

使患者術中處於鎮靜狀態（Ramsay Sedation Scale 6）。術中監

測血壓、心率、呼吸及血氧飽和度的變化及記録手術時間，

術畢自然蘇醒。實驗組於術畢時予雙氯酚酸鈉栓1.5mg/kg直腸

給藥，對照組不給藥。術後2h，4h記錄視覺模擬評分(VAS)，

並記錄頭暈、頭痛、噁心、嘔吐、皮膚瘙癢等不良反應的發

生率及術後追加止痛藥情況。

二、 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 version 18.0統計軟體，組間比較採用t-test方

法，P<0.05視為有統計學差異。

結 果

兩組患者的一般情況及術中情況，如年齡、身高、體重、

手術時間、麻醉藥用量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術中呼吸、循環功能穩定、無異常出血等嚴重併發症發生。

Diclofenac組術後2h的VAS評分顯著低於對照組(P<0.05)．

而術後4h的VA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兩組患者術後均無頭暈、頭痛、噁心、嘔吐、皮膚瘙癢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通訊作者  E-mail:evalkcho@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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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良反應。對照組中3例需於術後追加止痛藥。

表1. 一般情況及術中情況比較

對照組 Diclofenac組 P

年齡（y） 46.04±1.362 44.56±0.937 0.373

身高（m） 1.56±0.007 1.57±0.009 0.288

體重（kg） 57.80±1.322 56.19±1.366 0.398

手術時間（min） 14.48±1.445 18.84±1.733 0.055

Fentanyl（µg） 57.48±1.645 60.33±2.428 0.331

Propofol（mg） 213.91±16.423 239.30±17.280 0.290

表2. 術後VAS評分比較

對照組 Diclofenac組 P

VAS 2h 2.21±0.293 0.90±0.224 0.001

VAS 4h 0.57±0.142 0.22±0.124 0.067

討 論

雙氯酚酸鈉(diclofenac suppository)通過阻斷人體體內前列

腺素合成通路產生抗炎及止痛作用[1]。與其他止痛藥相比，

雙氯酚酸鈉鎮痛效果確切、價格低廉、使用方便、不成癮，

不影響患者術後早期起床活動，且可避免靜脈鎮痛法或硬外

鎮痛法的副作用及不良反應[2]。

本研究中，Diclofenac組術後2h的VAS評分顯著低於對照

組(P<0.05)，且無術後頭暈、頭痛、噁心、嘔吐、皮膚瘙癢等

不良反應的發生，對照組中3例需於術後追加止痛藥。而術後

4h的VAS評分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雙氯酚酸鈉栓

在血中藥物濃度高峰為給藥後1h，故實驗組術後2h鎮痛效果

較顯著。

臨床上，雙氯酚酸鈉栓可單獨用於術後鎮痛，其鎮痛效

果理想，85%婦科術後患者可達到VAS評分0分，若與阿片

類合用，可减輕兩者的副作用及用量[3,4]。有研究指出雙氯酚

酸鈉栓用於剖宮產術後患者，其鎮痛效果與硬膜外病人自控

鎮痛效果相若，但副作用的發生率明顯减少[5]。對行人工流

產術患者術前予雙氯酚酸鈉栓直腸給藥，其鎮痛效果明顯，

術後不良反應如惡心、嘔吐、頭暈等的發生率與對照組相

若[6]。大多數鎮痛藥劑量使用不當時會產生呼吸抑制等副作

用，而雙氯酚酸鈉為NSAIDs類，經直腸給藥後，生物利用

度高，鎮痛起效快，持續時間12小時以上，不產生呼吸抑制

等副作用[7]。雙氯酚酸鈉除有片劑、針劑及栓劑外，還有塗

劑、眼藥水劑型，可廣泛適用於臨床上各種中、小型手術後

鎮痛[8,9]。

結 論

雙氯酚酸鈉栓予直腸豐富靜脈叢吸收，避免首關消除，

血藥濃度相對高，鎮痛效果確切，不良反應少，並且能解決

術後禁食與服藥之間的矛盾，臨床操作簡單、安全有效，是

一種比較理想的鎮痛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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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細菌性肝膿腫併發感染性休克的臨床特點、常見致病菌及治療效果。  方法 回

顧性分析2011年1月~2012年12月本院ICU6例細菌性肝膿腫併發感染性休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性4例女性2例，年齡46~68歲（平均59.3歲）；基礎疾病：2例伴高血壓病、1例伴糖尿病、1例伴冠心

病、1例合併膽道疾病；3例併發ARDS，需行機械通氣治療；1例併發AKI，需行持續血液濾過治療。  

結果 細菌性肝膿腫突出的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並休克狀態及體查發現上腹壓痛/肝區叩痛(100%)；早

期行腹部超聲和CT掃描檢查，可及時得到確診；常見致病菌為肺炎克雷伯杆菌(83%)感染；全部病例

均於超聲或CT引導下行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術，效果良好，平均住院天數23天，均痊癒出院。  結論 

臨床醫生應熟悉細菌性肝膿腫的臨床特點，重視體格檢查；超聲和腹部CT掃描有助早期確診；嚴格

按照嚴重感染/感染性休克治療的臨床路徑，結合正確使用抗生素和腹部超聲或CT引導下經皮肝膿腫

穿刺引流術治療細菌性肝膿腫，效果良好，安全性高。

【關鍵詞】細菌性肝膿腫；感染性休克；肺炎克雷白桿菌；大腸桿菌；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術

Clinical analysis of 6 cases of liver abscess complicated by septic shock

 WONG Wai Meng , LAI Kai Seng* , SIO Fong I , HOI Sio Fong
Intestive Care Uni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features, common pathogen and treatment of pyogenic liver 

abscess complicated by septic shock.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6 cases of pyogenic liver abscess complicated 
by septic shock admitted in ICU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2, which includes 4 males and 2 females, age 
ranging from 46 to 68 years (mean age 59.3 years), underlying disease including hypertension in 2 cases, diabetes 
mellitus in one patien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one case and biliary tract disease in one patient. 3 cases complicated 
with ARDS and require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1 patient complicated with AKI and treated with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Results  Pyogenic liver abscess prominent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ere fever and shock 
with physical examination revealing abdominal tenderness (percussion pain in liver area 100%). Early diagnosis 
can be obtained by abdominal ultrasound and CT scan. Common pathogenic bacteria was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ng 83%, and one case was caused by Escherichia Coli infection. 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ultrasound or 
CT guided percutaneous liver abscess drainage, treated with appropriate antibiotics and effectively cured with 
average hospital stay of 23 days.  Conclusion  Clinicians must be familiar with clinical features of pyogenic liver 
abscess and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Early diagnosis can be derived by abdominal 
ultrasound and CT scan. Following severe infection or septic shock therapy clinical pathways in combination of 
appropriate antibiotics use and abdominal ultrasound or CT guided percutaneous abscess drainage, pyogenic liver 
abscess can be cured safely and effectively.

[Key Words]  Pyogenic Liver Abscess(PLA); Septic Shock; Klebsiella Pneumoniae; Escherichia Coli; 
Percutaneous Liver Abscess Drainage  

肝膿腫併發感染性休克6例臨床分析

黃慧明 黎啟盛* 蕭鳳儀 許少峰

細菌性肝膿腫(pyogenic liver abscess，PLA)是腹腔內較常

見的感染性疾病，病情凶險，肝膿腫併發敗血症和感染性休

克是其主要死亡原因。隨著影像技術的進步，超聲或CT引導

下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術聯合積極抗感染治療細菌性肝膿腫

已被臨床廣泛使用。本文對2011年1月~2012年12月ICU住院治

療的6例細菌性肝膿腫併發感染性休克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

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重症醫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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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病例中，男性4例、女性2例；年齡最小46歲，最大

68歲（平均年齡59.3歲）；2例伴高血壓病，2例伴糖尿病，2

例合併膽囊炎病史；臨床表現：主訴發熱(100%)、噁心或嘔

吐(50%)及腹痛(33%)，體格檢查：明顯上腹部壓痛及肝區叩

痛(100%)。實驗室檢查：白細胞、總膽紅素、穀丙/穀草轉胺

酶、降鈣素原、血乳酸均異常升高。Apache II評分：最高27

分，最低12分(平均18.5分)。6例細菌性肝膿腫均經腹部超聲

和/或腹部增強CT確診，肝左葉膿腫2例、肝右葉膿腫4例；全

部病例均符合2008胸科醫師學會(ACCP)和重症醫學會(SCCM)

聯席會議制定的感染性休克的診斷標準；3例併發急性呼吸窘

迫綜合症(ARDS)，需行無創/有創機械通氣治療；1例併發急

性腎損傷(AKI)，需行持續血液濾過(CVVH)治療；全部病例均

給予經驗性抗菌素：Meropenem 1g iv drip q8hr 抗感染及床旁

腹部超聲/CT引導下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術治療，平均ICU/總

住院天數分別為6/23天，痊癒出院。詳細資料見表1。

表1.  6例細菌性肝膿腫臨床資料

病例資料 1 2 3 4 5 6
平均值

性別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年齡(歲) 66 46 63 68 50 64 59.3

基礎疾病
高血壓病
糖尿病

糖尿病
膽囊切除及
T管置入術

－ －
急性膽囊炎膽
石症高血壓病

67%

臨床表現 發熱 ＋ ＋ ＋ ＋ ＋ ＋ 100%

惡心嘔吐 － － ＋ ＋ ＋ － 50%

腹痛 ＋ － － ＋ － － 33%

上腹壓痛肝區叩痛 ＋ ＋ ＋ ＋ ＋ ＋ 100%

實驗室檢
查(入住
ICU 24小

時內)

超聲檢查 － ＋ － － － ＋ 33%

CT檢查 ＋ ＋ ＋ ＋ ＋ ＋ 100%

WBC 11.7 16.2 16.4 10.6 16.6 14.6 14.3

PCT 13 15 32 51 86 ＞100 49.5

ALT/AST 97/124 159/120 258/221 140/92 341/290 212/220 201/178

BIL 29.2 36.2 73.2 26.5 32.6 30.9 38

Cr 145 65 71 168 177 182 135

Lac 2.2 2.0 3.9 1.9 4.0 6.2 3.4

Apache II 23 12 17 13 19 27 18.5

嚴重併發症 ARDS － ARDS － ARDS AKI 67%

特殊治療
有創機
械通氣

有創機
械通氣

無創正壓通氣 CVVH

確診時間(住院第幾天) 3 1 2 1 3 1 1.8

ICU/總住院天數 4/32 4/13 9/28 2/15 12/22 4/26 5.8/22.6

結果 治癒 治癒 治癒 治癒 治癒 治癒 100%

二、治療方法

1. 本科根據《2008年SSC嚴重膿毒症和膿毒症性休克治

療指南》[1]制定了感染性休克治療的臨床路徑。所有病例入

院時均處於嚴重感染/感染性休克狀態，按照指南給予患者早

期目標導向性治療(Early Goal Directed Therapy，EGDT)措施，

包括：CVP及PICCO血流動力學監測、容量復甦；使用血管

活性藥物(Dopamin /Nor-adrenalin)循環支持、對頑固性休克病

例給予Hydrocortisone 100mg iv drip q8h，補充生理劑量皮質

類固醇，恢復血管對血管活性藥物的反應性；提高重要器官

灌注，要求平均動脈壓 > 65 mm Hg；使用胰島素控制血糖於

8~10mmol/L。對3例併發ARDS的患者行無創或有創通氣；對1

例併發AKI的患者早期行持續血液濾過(CVVH)治療。

2. 所有病例經超聲/CT確診後，請影像科介入治療組醫生

會診，參照CT定位或超聲實時監測下使用COOK-COPE8.5F或

RESOLVE8.5F引流管行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術，盡量抽出膿

液後接負壓引流瓶治療。

3. 所有病例於留取血液標本後，均經驗性使用抗菌素

(Meropenem 1.0g q8h)靜脈滴注抗感染治療。血液標本和抽出

的膿液行致病菌培養，並根據致病菌培養、藥敏試驗結果和

病情調整抗菌素使用。

4. 所有病例經ICU監測治療，病情穩定後轉普通外科繼

續治療。

結 果

本組細菌性肝膿腫病例突出的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及體

查發現上腹壓痛/肝區叩痛(100%)，而消化道症狀不明顯；其

中3例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ARDS），2例需行氣管插

管、機械通氣，1例行無創通氣；1例併發急性腎功能不全，

需行持續血液濾過（CVVH）治療。本組病例早期超聲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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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肝膿腫的陽性率低(33%)；而CT檢查特異性高，確診率

100%；其中肝左葉膿腫2例，肝右葉膿腫4例。5例血液致病菌

培養為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陰性），佔83%；1例為大腸桿

菌（ESBL陽性）佔17%；4例膿液致病菌培養陽性(67%)，2例

培養結果陰性（結果見表2）。全部病例經積極的休克復甦、

正確抗菌素使用（結果見表3）、器官功能支持和及時實施超

聲或CT介導下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術治療後症狀消失、體溫

正常、CT複查肝膿腫消失，平均ICU及總住院天數分別為6及

23天，痊癒出院。

表2. 6例細菌性肝膿腫病原學及抗菌素應用資料

病例 標本 致病菌 經驗性抗菌素應用 抗菌素降階梯治療

1 血液 大腸桿菌（ESBL：+） Meronem 1g  
iv drip q8h

Amikin500mg 
iv drip bid膿液 大腸桿菌（ESBL：+）

2 血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Meronem 1g  
iv drip q8h

Amikin500mg 
iv drip bid膿液 無致病菌生長

3 血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Meronem 1g  
iv drip q8h

Amikin500mg 
iv drip qd膿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4 血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Meronem 1g  
iv drip q8h

Amikin500mg 
iv drip bid膿液 無致病菌生長

5 血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Meronem 1g  
iv drip q8h

Amikin500mg 
iv drip bid膿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6 血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Meronem 1g  
iv drip q8h

Amikin500mg 
iv drip bid膿液 肺炎克雷伯杆菌（ESBL：-）

表3. 6例細菌性肝膿腫致病菌對14種常用抗菌藥物藥敏試驗

抗菌藥物

肺炎克雷白杆菌(n＝5) 大腸埃希桿菌(n＝1)
K. pneumoniae E. coli

ESBL(-) ESBL(+)

Augmentin S(敏感) I(中介)

Timentin S(敏感) S(敏感)

Tazocin S(敏感) S(敏感)

Rocephin S(敏感) R(耐藥)

Fortum S(敏感 R(耐藥)

Cepfodoxime S(敏感) R(耐藥)

Sulperasone S(敏感) R(耐藥)

Gentamycin S(敏感) S(敏感)

Amikin S(敏感) S(敏感)

Netilmicin S(敏感) S(敏感)

Etrapenem S(敏感) S(敏感)

Imipenem S(敏感) S(敏感)

Meropenem S(敏感) S(敏感)

Ciproxin S(敏感) R(耐藥)

Levofloxacin S(敏感) R(耐藥)

討 論

細菌性肝膿腫是指化膿性細菌侵入肝臟，造成局部肝組

織急性炎症、壞死形成的膿腫，病情凶險易出現敗血症和感

染性休克，病死率28%[2]。熟悉細菌性肝膿腫併發感染性休克

的臨床特點、常見致病菌及有效治療措施是病患能否存活的

關鍵。本組病例中惡心嘔吐(佔50%)和腹痛(佔33%)等消化道

症狀不明顯，而突出的特徵是發熱和體查發現上腹壓痛及肝

區叩痛(100%)，這提示臨床醫生體格檢查的重要性，再結合

WBC、AST/ALT、BIL等實驗室檢查是早期確立臨床思路的主

要依據。本組病例中只有2例(33%)超聲檢查發現肝膿腫，可

能與這些病例均為急診超聲檢查，並非由超聲專科醫生親自

執行，醫生的臨床經驗和操作技術不足相關，故臨床上懷疑

肝膿腫的病例應該進行腹部CT檢查，才能做到早期確診。

細菌性肝膿腫常見致病菌為革蘭氏陰性杆菌，包括肺

炎克雷伯杆菌和大腸杆菌，其它還有金黃色葡萄球菌、鏈球

菌和厭氧菌等感染。文獻報導在亞洲地區，細菌性肝膿腫的

主要致病菌為肺炎克雷伯杆菌，患者多伴有糖尿病，膿腫多

為單發。是因為糖尿病患者長期高血糖狀態使血漿滲透壓升

高，抑制了白細胞的趨化、黏附和吞噬能力、巨噬細胞吞噬

功能减弱，外周血T淋巴細胞數較健康人群減少；另外免疫

球蛋白、補體等生成能力降低而造成免疫功能缺陷；而大腸

桿菌感染常繼發於膽道疾患和腹部創傷[2,3]。本組病例中血

液/膿液致病菌培養為肺炎克雷白杆菌（ESBL陰性）感染5例

(佔83.3%)，大腸桿菌(ESBL陽性)感染1例(16.7%)；其中肝左

葉膿腫2例，肝右葉膿腫4例，這與文獻報導基本一致[2]。這

對於指導以後相關病例的經驗性廣譜抗生素應用有重要的參

考價值。本組肺炎克雷白杆菌（ESBL陰性）藥敏測試對臨床

常用的抗菌素如青黴素類(Augmentin、Timentin、Tazocin)，

第三代頭孢菌素(Rocephin、Fortum、Sulperasone)，氨基糖甙

類(Gentamycin、Amikin、Netilmicin)，喹諾酮類(Ciproxin、

Levofloxacin)和碳青酶烯類(Etrapenem、Imipenem、Meropenem)

均敏感；而大腸桿菌(ESBL陽性)藥敏測試結果只對第三代

青黴素+酶抑制劑類抗生素(Timentin、Tazocin)，氨基糖甙類

(Gentamycin、Amikin、Netilmicin)和碳青酶烯類(Etrapenem、

Imipenem、Meropenem)敏感。另外，嚴重腹腔感染如膿腫，

常合併厭氧菌的混合感染，這提示我們進行經驗性抗菌素

治療時應選擇主要能針對革蘭氏陰性杆菌(包括產E S B L的

耐菌株)同時具有良好抗厭氧菌效能的廣譜强效抗菌素，如

Imipenem/Meropenem；也可選擇第三代青黴素+β-內醯胺酶抑

制劑類抗生素(Timentin、Tazocin)與氨基糖甙類(Gentamycin、

Amikin、Netilmicin)聯合治療，待病情穩定後則應根據致病菌

培養和藥敏測試結果進行降階梯治療。Chan等的研究則認為

致病菌為肺炎克雷伯杆菌的肝膿腫病人，應用Meropenem抗感

染能非常有效地清除病人體內的細菌[4]。

按照《2008年S S C嚴重膿毒症和膿毒症性休克治療指

南》，一旦嚴重感染/感染性休克診斷成立，需要在取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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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學標本後1小時內給予抗菌素治療。Kumar等研究顯示感

染性休克患者開始抗生素治療的時間與住院病死率緊密相

關[5]，急診科及ICU均已制訂了嚴重感染/感染性休克治療的

臨床路徑供醫生嚴格遵循。其後，則需進行早期目標導向

性治療措施，通過積極的液體復甦，使中心靜脈壓(CVP)達

到8~12mmHg，使用血管活性藥物(Dopamin或Norepinephrine)

及輸注濃縮紅細胞(RBC<7~9g/d l)和補充生理劑量皮質類固

醇，恢復血管對血管活性藥物的反應性。目的是維持血流

動力學穩定狀態，使MAP≧65mmHg，中心靜脈氧飽和度 

(SCVO2)≧70%，從而恢復和提高重要器官和組織灌注阻斷微

循環休克，對併發器官功能不全的患者及時給予器官功能支

持或替代治療。本組病例從急診開始即按上述指南給予相應

治療，進入ICU後對併發ARDS的3例患者行無創或有創機械通

氣；對併發AKI的1例患者早期行持續血液濾過治療。同時應

用PiCCO(脈搏指示連續心輸出量)方法進行血流動力學和氣動

力學監測，為個體化的液體治療、血管活性藥物使用、指導

機械通氣及持續血液濾過治療等提供了充分且準確的信息。

細菌性肝膿腫的外科治療，以往多採用開腹膿腫切開引

流手術。Tony等報導指出，隨著影像介入技術的提高，床旁

超聲實時監測或CT定位介導下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術聯合早

期足量、正確的抗生素抗感染治療、積極休克復甦、ICU器官

功能支持等已成為能細菌性肝膿腫併發感染性休克的主要治

療方法，可降低病死率[6]。此微創介入治療具以下優點：(1)

操作簡便，可床旁進行，創傷小，特別適合病情差，不能耐

受手術者；(2)實時監測，定位準確及併發症少；(3)置管位置

可靠，療效確切，有助降低病死率。目前微創介入治療已經

成為肝膿腫外科治療首要方案[7]，但仍有部份病例需要開放

手術來治療。主要見於：(1)經皮肝膿腫穿刺引流失敗；(2)膿

腫發生破潰；(3)有多個較大膿腔的多發性膿腫；(4)膿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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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或臨近膈肌，經皮肝穿刺易發生嚴重併發症；(5)其原發疾

病需要開腹手術處理等[8]，故當膿腫穿刺引流術效果欠佳或

失敗時應及時行開腹膿腫切開引流手術[9]。雖然本組病例較

少，但全部病例經治療後症狀消失、體溫正常、CT複查肝膿

腫消失，痊癒出院，說明上述方案療效可靠，併發症少，值

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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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異物損傷診治35例報告

朱文立1 黃炳紅1* 梁祺2 袁兆霖1 余國威3 陳正煊1

因誤吞異物而致食管損傷的個案並不少見，為了解食管

異物損傷後的診治情況，回顧本院2010年1月~2013年6月食管

異物損傷的案例，共發現35例。食管異物均可經內鏡取出，

尤以發病24小時內取出效果較佳，2例超過24小時後內鏡取

出，其中1例魚骨穿透食道且停留在縱膈並形成膿腫，第1次

內鏡未發現魚骨，經抗感染治療後，魚骨外露，再次內鏡成

功取出，患者成功治癒。

病例資料

回顧本院2010年1月1日~2013年6月30日共3年半所有食管

異物損傷病例。以“食管異物”或“食管損傷”為入院診斷

或出院診斷的檢索條件，排除外傷或醫源性損傷等，共收治

食管異物病例總數35例，男性20例，女性15 例。年齡最小為

23歲，最大89歲，平均53歲。統計食管異物發生的時間、症

狀和內鏡治療時間和次數，食管異物的的類型、發現的位置

等等。

結 果

每年發現的例數見下表：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上半年 合計

例數 11 11 7 6 35

所有病例均有誤吞異物史，主要症狀為吞嚥時咽痛或異

物感，經急診鋇餐或碘劑食管造影證實而經內鏡治療，內鏡

取出異物33例（其中食管鏡31例，胃鏡2例），另外2例未見

異物（1例內鏡下僅見食管糜爛，未發現異物，另1例雞骨損

傷，在內地經內鏡取出因發熱而住院，經抗感染康復），所

有個案均順利康復。

食管異物類型：魚骨16例 (佔46%)，鷄骨13例 (佔37%)，

貝殼1例，假牙1例，蒜頭1例，豬骨1例。異物位置：食

管異物位置明確記錄有30例，距門齒距離由16cm~30cm不

【摘要】  目的 討論食管異物刺傷的狀況和治療方案。  方法 回顧本院2010年~2013年6月共3年半

食管異物刺傷的病歴資料，共35個案，按異物種類，異物位置和取出異物的時間和方法等統計。  結

果 異物類型魚骨16例（佔46%），鷄骨13例（佔37%）；食管損傷位置分頸段17例（即57%）、胸段

食管13例（佔43%），24小時內取出異物佔33例，2例超過24小時仍能經胃鏡成功取出。  結論 食管

異物刺傷多經胃鏡可以順利取出，少數病例即使第1次內鏡未能取出，抗炎後仍有機會經內鏡成功取

出。

【關鍵詞】食管異物；內鏡治療

Report of 35 cases of esophageal foreign body and its management

 ZHU Wen Li, WONG Peng Hong*, LEONG Kit, YUAN Shao Lin, IU Kuok Wai, CHEN Zheng Xuan
1.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2.Department of Interal Medicine,   3.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foreign body.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of 

35 cases of esophageal injury caused by foreign body from 2010 to 2013. Types of foreign bodies, location of injury 
and its management were analyzed.   Results  Most of the foreign bodies were fish bones (43%) and chicken bones 
(37%), cervical esophageal injury was 57% and thoracic esophageal injury was 43%. In 33 cases foreign bodies 
were removed successfully by endoscope within 24 hours, in 2 cases foreign bodies were removed after 24 hours 
by endoscope.  Conclusion  Most of esophageal injury caused by foreign bodies can be removed successfully by 
endoscopic technique, few patients failed in prompt removal of foreign bodies at initial endoscope attempt but 
still have chance of removal after antibiotics therapy.

[Key Words]  Esophageal foreign body; Endoscopi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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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均距門齒20.3 c m。根據食管解剖分段，頸段食管

（距門齒＜20cm）佔有17例（即57﹪）、胸段食管（距門

齒＞20cm）13例（佔43﹪）。

取異物時間在24小時內33例，超過24小時2例。1例男性33

歲，吞咽痛6天，食管鏡發現距門齒23cm魚腮骨卡在食管上，

順利取出而康復。另1例誤吞魚骨4天並形成縱隔膿腫，個案罕

見和病情危險，因成功救治，現詳細介紹病情如下： 

男性，53歲，因"前胸隱痛4天"於2013-06-28住院。4天前

進食鯪魚後出現前胸隱痛，吞嚥食物時明顯，當時患者認為

梗魚骨，自行採用民間吞飯方法，但前胸壁隱痛依存，於2天

前急診求醫，檢查口咽未見異物，ｘ光未見胸部異物，但示

右上肺野2cm大小高密影結節影，不除外肺腫瘤或結核。並

出現低熱，37.4℃，WBC 13.1×109/L，門診行肺部CT提示：右

上肺結節考慮纖維增殖性肺結核灶；但胸1-5水平椎體食管

之間見長梭形含液氣腫塊，範圍4.2×2.5×7.7cm，增強邊緣強

化，食管受壓前移，胸4水平食管後壁見一小條狀致密影穿

透食管壁伸入腫塊內，長1.6cm，考慮食管異物並穿破食管後

壁，合併縱膈膿腫形成。入院診斷：食道異物刺傷，並縱膈

膿腫。入院當天即行全麻下胃鏡檢查，發現距門齒26cm食道

左後壁見深潰瘍，可探出竇腔，並見少許膿液外溢，反覆沖

洗未能窺見異物殘留端。考慮縱膈異物未能取出，可能引起

全身炎性反應持續和加重，建議剖胸手術，但患者拒絕。故

嚴密觀察病情變化。給予廣譜抗生素 (Meronem)，胃腸減壓

和全胃腸外營養 (TPN)。入院2天後體溫由最高37.7℃恢復正

常，訴胸部隱痛比前稍好轉。WBC 8.9×109/L，CRP由245mg/L

下降至156mg/L，血培養陰性。PCT-Q正常。ECG正常。入院

後第5天複查CT，提示：縱隔食道旁低密度灶範圍較前縮小 

(1.9×2.5×3.8cm)，氣體也較前吸收，懷疑食道旁異物的一端部

份位於食道腔內。故再次胃鏡檢查發現：距門齒26cm左後壁

一深潰瘍處見一白色條狀異物突出約0.2cm，應用活檢鉗鉗緊

異物，用向下推送方法取出異物，檢查證實為魚骨，2.5cm

長。取出魚骨後第6天，行食道碘水造影，提示食道碘水通過

順暢，邊緣光滑，黏膜規則，未見造影劑外漏。給予進全流3

天改半流，患者均無不適後順利出院。

討 論

食道異物損傷並不少見，其中魚骨刺傷較常見，有報導

佔61%[1]，本組佔46%。由於食道在解剖上存在三個生理性狹

窄部位：環咽肌、主動脈弓附近和食道－胃連接處，異物容

易卡住和損傷。其中異物卡在咽和頸段食管最為常見，本組

佔57%；但卡在胸段食管引起損傷的病情則更複雜，處理更

困難。由於食管壁缺乏漿膜層，異物損傷後容易導致穿孔和

炎症擴散。唾液、胃內容物、返流之膽汁或嚥下之氣體經穿

孔進入縱膈，引起縱膈炎、心包炎或心包填塞，甚至縱膈膿

腫、胸腔膿腫等，從而出現嚴重的心肺症狀[2,3]。 食道異物

穿透食道壁造成穿孔，也可出現食道氣管瘻、主動脈假性動

脈瘤，嚴重者出現主動脈破裂大出血，食道穿孔的死亡率約

15%~33%[4]；也有魚骨刺入心臟的報導[5]。本例則是魚骨造成

胸段食管穿孔並形成縱隔膿腫。

食管異物刺傷的症狀與損傷的時間、部位、異物的大

小、是否及時取出等因素有關。胸內食管異物損傷早期症

狀常表現為胸骨後疼痛或不適；吞嚥困難；惡心、嘔吐；噯

氣；嘔血或黑便；但常無明顯體徵[6,7]。本例進食鯪魚後出

現胸前隱痛、吞咽食物時症狀加重，符合異物食管損傷的特

征，但進食2天後急診，ｘ光未見異物，當時未作進一步檢

查，以致4天後異物進入縱隔未能取出，應引為教訓。

對食管非金屬異物，用普通ｘ線照片檢查很多病例不能

顯示。內鏡檢查對食管異物和異物引起的食管損傷，具有重

要的診斷價值，並能提供準確的定位，了解食管感染情況，

對選擇治療方案均具有重要的意義[8]。

對懷疑食管穿孔而全身情況允許的患者，用食管造影來

明確診斷，判斷穿孔的大小和部位也有重要的價值。但應注

意以口服碘油造影為好，不宜使用鋇劑造影。因為鋇劑一旦

漏出食管外，鋇凝固物難以吸收，手術清除也十分困難。目

前CT檢查也已普遍應用於食管穿孔的病例[9]，本例通過CT檢

查不僅了解縱隔炎症積液情況，胸部情況，還發現了魚骨殘

留於縱隔腔內而內鏡未能發現的證據，這對後來採取的治療

措施起了很大的作用。

食管異物損傷並穿孔，若能早期作診斷，可明顯減少縱

隔膿腫的機會，也明顯減少死亡率[10]。對已形成縱隔膿腫、

膿氣胸、全身中毒反應明顯者，或較大的食管穿孔，或有異

物遺留的患者，多數學者主張手術治療。

本例患者鯪魚骨刺傷食管後，自行使用民間吞飯方法，

導致魚骨受擠壓穿透食道進入縱膈，並出現縱膈膿腫。第1次

內鏡未能發現魚骨殘端，但經廣譜抗生素治療5天後再次內鏡

成功取出。考慮與抗感染有效，縱膈炎症消退，以及對異物

排斥作用，原先卡在縱膈上的魚骨“回吐”至食道而順利取

出。在文獻中還未見個案報導。這提示食道異物即使進入縱

膈，如內鏡未能取出，可經消炎後重復內鏡取出。另外，本

例採用非手術成功治癒，我們認為，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有

關：1. 患者食管異物損傷已4天，雖有縱隔膿腫形成，但限於

縱隔未穿破胸膜引起胸腔積膿；2. 症狀較輕，全身感染中毒

症狀輕微，經有效抗炎治療後，感染得到有效控制；3. 診斷

明確後，禁食、胃腸減壓、減少胃內容物返流，並用TPN支

持，促使食管穿孔處膿腔逐漸縮小，穿孔癒合；4. 嚴密觀察

病情變化，及時採取措施取出異物，在處理中多學科的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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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令患者渡過危險期。

總結本院35例食管異物刺傷診治的病例，我們體會到，

對異物刺傷食管，早期明確異物和及時取出十分重要，對民

間採用的吞嚥食物或酸醋等方法，使異物排入胃內或酸醋溶

解魚骨等方法，可靠性較差，有時會延誤診治，甚至導至嚴

重的後果，應加強宣傳，不宜提倡。對延誤診斷或異物未能

及時取出的患者，是否採用手術治療，應根據患者的具體病

情，分別對待，見圖1-5所示。

圖1. 初次CT顯示縱隔魚骨和膿腫形成（箭頭所指為魚刺）

圖2. 胃鏡示門齒26cm食道潰瘍，但未見異物和取出

圖3. 複查CT顯示魚骨位置少許移動和縱隔膿腫部份吸收

（箭頭所指為魚刺）

圖4. 第2次胃鏡發現突入食管的魚骨

圖5. 取出之魚刺，長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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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腎衰竭患者併發抗生素腦病3例臨床分析

唐靜 歐陽梓華 蕭浤 黃懷穎 彭莉*

慢性腎衰竭患者免疫力低下，易合併各種感染，目前感染

已居血液透析患者住院病因之首，是僅次於心血管併發症的、

導致我國透析患者死亡的第二位常見原因[1]。抗生素的使用不

可避免，但在臨床上常常忽視腎功能减退對藥代動力學的影

響，造成抗生素或其代謝產物蓄積中毒，導致抗生素腦病的發

生，嚴重者可危及生命。因此正確認識和及時處理抗生素腦病

非常重要。近年本院慢性腎衰竭維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在應用抗

生素時出現腦病表現3例，現報告如下。

病例資料

病例1 男性，79歲，因肺部感染於2012年8月8日入院。既

往因慢性腎衰竭在本院規律透析13年，每週3次，每次4小時，

透析過程中無明顯不適。8月9日開始用Avelox 0.4 iv drip QD治

療，5天後患者出現幻覺、胡言亂語，偶有意識障礙，查電解

質無明顯異常，頭顱CT示左側額部腦膜瘤，左側放射冠區腔隙

性腦梗塞，皮層下動脈硬化性腦病合併腦萎縮。停用Avelox，

繼續透析治療，2天後症狀消失。

病例2 女性，68歲，因右股骨頸骨折於2013年3月8日入

院。既往因慢性腎衰竭在本院規律透析10年，每週3次，每次4

小時，透析過程中無明顯不適。3月28日開始予Invanz 1.0 iv drip 

QD治療，6天後患者出現神志不清、幻覺、胡言亂語，查電解

質無明顯異常，頭顱CT示左側小腦半球腔梗，腦萎縮，腦動脈

硬化。停用Invanz，繼續透析治療，5天後神志轉清，神經系統

症狀消失。

病例3 男性，85歲，因導管感染於2013年6月17日入院。

既往因慢性腎衰竭在本院規律透析1年，每週3次，每次4小

時，透析過程中無明顯不適。6月17日開始予Fortum 1.0 iv drip 

BID治療，3天後患者出現全身不自主震顫、幻覺、胡言亂語，

予調整Fortum給藥間期，改為Fortum 1.0 iv drip每週3次（每次透

後經導管給藥），2天後症狀消失。

討 論

慢性腎衰竭患者感染的發生率高，由於青黴素類和頭孢菌

素類毒性相對較小，常為臨床醫生首選用藥，但在腎功能不全

時忽略了藥物劑量的調整；還有一些醫生認為血液透析患者對

抗生素的清除能力與正常人相同，可以像正常人一樣使用抗生

素。抗生素使用方法的不恰當可能使患者出現抗生素腦病，易

誤診為中樞神經系統病變，有必要引起臨床醫生的重視。

一、慢性腎衰竭患者併發抗生素腦病的診斷

慢性腎衰竭患者併發症多，病情複雜，在診斷抗生素腦病

時應注意以下幾點：(1)有明確抗生素使用史，而且劑量未按照

腎小球濾過率進行調整；(2)應用抗生素過程中出現精神異常、

抽搐等腦病症狀，無神經系統定位體徵；(3)停藥或加做血液透

析後症狀消失；(4)排除水電解質及酸碱平衡紊亂、尿毒癥腦

病、代謝性腦病、透析失衡綜合症、高血壓腦病、腦炎、腦出

血等其他疾病；(5)無癲癇及其他神經精神系統疾病史[2]。本文3

例患者均已確診慢性腎衰竭，並已進行了長時間規律性、充分

性的血液透析，結合臨床可以除外尿毒癥腦病或透析失衡，經

過神經系統體查及實驗室檢查，並經頭CT、MRI等檢查，除外

急性腦血管病、高血壓腦病、腦炎等及其他全身性、代謝性疾

病影響，均於使用抗生素數天後出現神經精神症狀，停藥或减

量後好轉，所以考慮為抗生素腦病發作。

抗生素腦病的症狀缺乏特異性，早期有頭痛、頭昏、言語

不清、情緒低落、認知能力差等，還可表現為精神異常，如興

奮、煩躁不安、胡言亂語、幻覺、幻聽、行為異常等。嚴重者

可表現為意識障礙（意識淡漠、嗜睡、昏睡、昏迷）或癲癇樣

抽搐。李娟等分析了383例抗生素腦病的患者，發現抽搐的發

生率為24.02%，有1.57%的患者甚至出現大小便失禁[3]。

二、病因及發病機制

引起腦病的抗生素以頭孢菌素最多見，常見藥物為頭孢

他啶、頭孢曲松、頭孢吡肟、頭孢哌酮舒巴坦鈉、頭孢哌酮。

此外，青黴素、美洛西林、美羅培南、亞胺培南、喹諾酮類等

藥物也可引起抗生素腦病[3]。在動物模型的研究中，β-內醯胺

類抗生素具有致癲癇作用，主要與其腎功能損傷有關[4]；這類

抗生素在體內大部份以原形從腎臟排泄，其中70%~80%由腎小

管分泌，10%~20%由腎小球濾過，慢性腎衰竭患者即使是行維

持性血液透析治療，其藥物排泄速率仍然較正常人慢，t1/2較

長。研究表明頭孢他啶在血液透析過程中清除t1/2為4.7h，而在

非透析期間t1/2達37.3h，非腎清除率為0[5]。腹膜透析對頭孢他

啶的清除非常有限，72h後僅 (15.6±4.7)%的藥物被清除，所以

其不良反應出現早，停藥後症狀消失慢[5]。頭孢哌酮經肝腎雙

通道排泄，在慢性腎衰竭患者半衰期延長很少 (1.8 h延長至2.9 

h)，非腎清除率最高達0.8，故無需減量，很少引起頭孢菌素腦

病，可優先選用，但目前臨床上常用頭孢哌酮+舒巴坦複方製

劑，舒巴坦90%由腎臟排泄，蛋白結合率高達80%~90%，常規

血液透析不能清除,需血漿置換或血液灌流方有效，慢性腎衰竭

患者舒巴坦<lg/d較安全[6]。頭孢曲松亦經肝(40%)、腎(5l%~60%)

雙通道排泄，在慢性腎衰竭患者半衰期由6~9h延長至12~57h，

非腎清除率為0.5，血液透析患者不需調整劑量，只有在肝腎功

能同時受損時才需減量，每日劑量最好不超過2g，但要注意的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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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藥組織滲透性好，較其他頭孢類抗生素更易透過血腦屏

障，在顱內蓄積而引起抗生素腦病[6,14]。第四代頭孢菌素頭孢吡

肟亦高度依賴腎臟排泄，其腎臟排泄率高達90%以上；碳青酶

烯類(亞胺培南、美羅培南)70%從腎臟排泄，蛋白結合率低於

20%，也容易蓄積導致腦病[6]。

慢性腎衰竭患者發生抗生素腦病的原因可能與以下幾方

面有關：(1)腎小球濾過率降低，藥物排泄率减慢，血漿半衰期

延長，而且藥物與血漿蛋白結合及在體內分佈轉化過程也影響

其代謝過程，最終導致藥物在體內蓄積，作用時間延長；(2)患

者血腦屏障受損，藥物易通過血腦屏障在中樞神經系統積累，

腦脊液內血藥濃度上升；(3)慢性腎衰竭影響肝酶功能，合併肝

功能受損，影響藥物經肝臟代謝；(4)個體差異，患者中樞神

經系統對抗生素敏感性增加。有研究表明抗生素腦病在老年患

者中發生率高，而且症狀出現早而嚴重，如果出現昏迷，其程

度更重、持續時間更長[7]。老年人幾乎都存在腦動脈硬化、腦

萎縮，經過其他損傷的作用更容易發生神經精神症狀，有研究

發現抗生素腦病患者中經顱腦CT檢查有53.37%的患者合併腦萎

縮、腔隙性腦梗死灶、腦白質變性等腦部病變，這表明腦部有

基礎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出現抗生素腦病[8]。本文3例患者均為老

年人，年齡分別為79歲、68歲、85歲，其中2例頭顱CT檢查均

提示有腦部基礎病變，與上述研究結果一致；(5)慢性腎衰竭患

者尤其老年人體質相對較弱，營養不良的發生率高，血漿蛋白

水平低易造成血漿游離藥物濃度增高；(6)慢性腎衰竭患者長期

內環境紊亂、水電解質酸鹼失衡，使患者對藥物的毒性更加敏

感，加之長期使用多種藥物，藥物間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加重藥

物在體內蓄積，進一步使血液及腦脊液中的藥物濃度增高。

抗生素腦病的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明確，目前存在幾種假

說：(1)抗生素蓄積在中樞神經系統後干擾中樞正常神經遞質

γ-氨基丁酸(GABA)活性並減少其生成[9,14]，GABA是腦內主要

的抑制性神經遞質，該遞質生成减少、活性降低後可使神經系

統刺激閾值下降而導致驚厥；(2)有學者認為頭孢菌素C-2側鏈

中的氨基抑制GABA受體與GABA結合[10]，GABA被拮抗，使神

經系統興奮性增高；(3)抗生素抑制中樞神經細胞Na+-K+-ATP

酶，降低靜息電位，使細胞外鉀濃度增高，神經細胞的興奮性

增高；(4)頭孢菌素使用療程過長可能導致維生素B12吸收减少

而產生精神症狀[11]。

三、防治措施

慢性腎衰竭患者在使用抗生素過程中需密切觀察神經系統

的症狀，一旦出現抗生素腦病表現，應立即檢查抗生素的使用

方法，必要時停用原抗生素或改用其他種類的抗生素，同時行

頭顱CT、腦電圖等檢查排除中樞神經系統病變。一旦確診為

抗生素腦病，可以考慮增加血液透析次數以加強藥物的清除，

如果藥物的分子量大、蛋白結合率高、脂溶性或組織分部容積

大，可考慮選擇血液濾過或血液灌流等透析模式加以清除。驚

厥、抽搐、興奮躁動者給予鎮靜等對症處理[12]。

慢性腎衰竭患者發生抗生素腦病的主要原因是抗生素使

用不當，因此預防更為重要，主要預防措施有：(1)嚴格掌握抗

生素的使用指征，避免抗生素濫用；(2)嚴格控制抗生素使用的

療程；(3)注意抗生素種類的選擇。抗生素的選擇應綜合考慮藥

物的代謝方式和排泄途徑、患者的腎功能狀況、血液透析對該

藥物的清除能力以及藥物的腎毒性大小等因素[3]；(4)根據肌酐

清除率和透析的具體情況調整劑量和給藥間隔。慢性腎衰竭患

者儘量選擇多通道排泄的抗生素，若選擇的抗生素主要經腎排

泄，宜減量或延長給藥間隔，視腎功能減退輕、中、重程度分

別給予常量的2/3~1/2、1/2~1/5、1/5~1/10，或為血漿半衰期的反

比和給藥間隔時間的正比，以防藥物過量造成蓄積中毒[13]；(5)

抗感染治療同時調整血液淨化時間和方式，合理安排血液濾過

和血液灌流，可有效預防抗生素腦病發生；(6)提高臨床醫師對

抗生素腦病的認識，尤其是老年慢性腎衰竭的患者本身存在不

同程度的腦動脈硬化及腦血管彈性减退，在使用抗生素過程中

出現精神神經症狀時，除了考慮中樞神經系統的病變之外，還

需要考慮抗生素腦病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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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鏡下腸系膜囊腫切除2例報告

宋偉

腸系膜囊腫是較少見腹腔良性腫塊，發生率在成人為

1:100100而兒童為1:20000[1,2]。由於大多缺乏特異性症狀和體

徵，正確術前診斷有一定難度；完整手術切除是有效治療手

段，而腹腔鏡是可靠的微創手術方法。

臨床資料

病例1 女性，24歲，因主訴發現腹部包塊1月，無伴其他

不適。患者既往兒時有畸胎瘤切除術。查體：下腹部可及一

7cm×7cm×6cm 包塊，活動性好，無壓痛，邊界清。腹部超聲波

提示腸系膜囊腫；腹部CT示畸胎瘤或腸系膜囊腫可能。入院

後行腹腔鏡探查，見上腹部有黏連，位於空腸見一囊性腫物，

用超聲刀分離囊腫，避免損傷腸系膜血管，期間部份囊壁破

裂，有乳白色液溢出，吸取並沖洗，完整切除囊腫放入標本袋

取出，留腹腔引流管1條。術後病人恢復良好，但引流早期見

有白色液體，量約80-200ml /d，送化驗為乳糜液，考慮為乳糜

瘻，經低脂飲食控制，治癒出院。術後病理報告為囊性淋巴管

瘤 (cystic lymphangioma)。

病例2 女性，23歲，因發現右下腹部包塊3月入住婦產

科。超聲波提示子宮後方有一9cm×7cm×3.1cm 囊性包塊，擬診

斷盆腔包塊，右卵巢囊腫手術治療。腹腔鏡探查發現為腸系膜

囊腫轉外科，行腹腔鏡下摘除，術後出現乳糜漏同樣經低脂飲

食控制後治癒出院。病理報告為囊性淋巴管瘤。

上述2位病人經4年隨訪無復發和其他癥狀。

討 論

腸系膜囊腫是被認為是腸系膜淋巴管組織阻塞、異位畸

形而成，病理分4型，先天性發育異常（腸源囊腫，漿液性囊

腫，皮樣囊腫），腸系膜淋巴管瘤，外傷性囊腫，寄生蟲性囊

腫[4,8]。腸系膜囊腫可以位於腸系膜的任何位置，其好發於小腸

系膜(66%)，其次於乙狀結腸，橫結腸(33%) [5]。1507年義大利解

剖學家Benevieni 在屍體解剖後第1次對此疾病描述報導，1880年

Tilaux成為第一位外科手術切除腸系膜囊腫醫生，腹腔鏡下腸

系膜囊腫切除是1993年由Mackenizeb報導[6]。

根據囊腫的部位和大小可表現為無癥狀、腹痛或腸梗阻表

現等。囊腫較大且無併發症時可及囊性，活動腫塊，無觸痛，

邊界清楚，表面光滑。有時患者以因腸系膜囊腫併發症表現如

囊腫扭轉、破裂出血或鄰近器官梗阻（腸道或輸尿管）而緊急

手術發現[3,5,7,9]。通常需術前明確診斷較為困難，影像學（超聲

波，CT或MR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協助診斷，MRI在診斷有一

定優勢[9]，確診需手術探查。

外科治療的目的是完整切除囊腫，必要時切除受累腸管

及腸系膜。傳統治療方法需剖腹探查再行手術切除，術後恢復

慢，術中對腹腔臟器干擾大。近20年來腹腔鏡腸系膜囊腫切除

越來越多報導，作者認為腹腔鏡腸系膜囊腫切除，腹腔鏡的放

大作用下分離解剖清楚，較好避免損傷系膜血管，保護好正常

腸血運；病人術後恢復快；另外如果術前診斷有困難病例，腹

腔鏡下探查易明確，從而獲得更加合理治療。2例病人術後都

出現短暫乳糜漏，經有效飲食控制後恢復良好，有待以後術中

操作改進减少發生。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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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ute pulmonary meningothelial-like nodules are not eliminated after rese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case report

YIP Yuk Ching,  CHAN Kin Iong,  WEN Jian Ming*

To date, due to increasing use of 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s, more and more cases of minute pulmonary 
meningothelial-like nodules (MPMNs) were reported[1,2].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lesion have 
also been well described. The lesion appears as multiple nodules on 
CT image, and mainly observed in the patients, especially female, with 
malignant pulmonary tumors, such as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2]. 
Histologically, MPMNs are comprised of arachnoid-like cells similar 
meningothelial cell in meningioma in the H&E slice. Recently, large 
pulmonary meningothelial-like nodule was reported[3].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MPMNs, which presented diffusely as multiple nodules in the 
lung field and some admixed with adenocarcinoma. Three year follow-
up examinations by low-dose helical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 after 
surgical partial resection of the cancer demonstrate that the MPMN 
lesions in the rest lung are not eliminated after targeted therapy of the 
lung cancer.

Case Presentation
The patient was a 59-year-old non-smoker woman with a right 

lower lung nodule 2.5 cm in size close to pleura. The nodule was 
incidentally discovered at an annual physical examination by a CT scan 
of her chest (Fig. 1A). Beside the nodule, multiple ground glass-like 
small nodules (more than 20) about 0.2-0.5 cm in maximal diameter 
were interspersed in bilateral lung fields. Preoperative measurements 
of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1.27 ng/ml; normal value for non-
smoker: 0-3 ng/ml) and CA19-1 (2.74 U/ml; normal value: ≤37 U/ml) 
levels in serum were within normal limits. Subsequently, the patient 
underwent a partial pulmonary resection and associated hilar lymph 
nodes. 

In the surgical specimen, the right lower lung nodule was ill-
circumscribed, 3×1.4×2cm in size and whitish in color. In addition, 
multiple small whitish nodules about 0.2-0.5 cm in maximal diameter 
were also observed (Fig. 2A). After fixed in neutral, buffered formalin 
and routinely processed by embedding tissue sections in paraffin, the 
specimen block was cut 4 μm thick, and the sections were stained 
with H&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s were performed with the 
antibodies against CK, 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 (TTF-1), vimentin, 
epithelial membrane antigen (EMA), CerbB2, CD56, synaptophysin 
(Syn), calretinin, CEA, 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and Ki67 for 
auxiliary diagnosis. Furthermore, the cancer cells were isolated from 
paraffin sections by manual micro-dissection, and the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or mutation analysis in exons 18, 19, 20 and 21 of 

EGFR gene by PCR-direct sequencing (Applied Biosystems).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lung nodule revealed a 

moderate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 with focal bronchioloalveolar 
adenocarcinoma pattern, in which, the cancer cells grew along the inner 
surface of alveoli. No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found. The TNM 
staging of WHO was pT2N0. In addition, MPMNs were observed 
beside the adenocarcinoma. They were about 0.2-0.5 cm in diameter 
and interspersed in the lung tissue away from the tumor lesion under 
low-power microscopic view, and comprised of meningothelial-like 
spindle cells within interstitial tissue of alveolar septa or beneath pleura 
(Fig.2C-D) under high-power field. Interestedly, some MPMNs 
admixed with cancerous glands (Fig.2B). Immunohistochemically, the 
cancer cells were positive for CK, TTF-1, EMA, negative for vimentin, 
CerbB2, CD56, NSE, calretinin, CEA. The Ki-67 labeling index was 
12%. The MPMN cells were strongly positive for vimentin, weakly 
positive for EMA and PR. In molecular analysis, L858R (2573T→G) 
mutation in exon 21 of EGFR gene was detected in the cancer cells by 
using PCR-direct sequencing. 

After partial pulmonary resection of the cancer lesion the patient 
underwent targeted therapy inhibiting intracellular tyrosine kinase 
activity of EGF receptor (EGFR) by taking iressa, a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for 3 months.

During each an annual follow-up CT scan for 3 years, no 
recurrence of adenocarcinoma was found, but the MPMNs maintained 
in the same sizes and locations compared with before (Fig.1B-D).

Figure 1. Chest CT revealing a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and minute 

pulmonary meningothelial-like nodules (MPMNs) before surgery (A). In 

subsequent CT scans taken after 1 year (B), 2 years (C) and 3 years (D), the 

minute nodules exist in the same sizes.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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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rgical specimen showing a tan-white MPMN 1 mm in diameter 

beneath the pleura (black arrow), insert shows the cut surface of primary lung 

adenocarcinoma (A). H&E staining showing that the adenocarcinoma is admixed 

with MPMN (B). A well circumscribed MPMN is beneath pleura (C), and within 

interstitial tissue of alveolar septa (D). Morphologically, the cells in MPMN are 

similar to meningioma cells.

Discussion 
MPMNs are not common in the lung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primary or metastatic. They are small nodules (100 μm to 3 
mm), and often incidentally found in resected lung specimens[4]. To 
date, the exact origin and pathogenesis of these curious lesions are still 
unknown, although combinations of MPMNs with adenocarcinoma 
or 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AAH) have been reported, and 
the genetic relation of MPMNs and AAH is suggested[5]. Coexisting 
MPMNs and 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mimicking lung cancer was 
also exampled[6]. Due to not present as a disease entity alone, MPMNs 
are considered to be reactive. The hyperplastic cells of MPMN have 
hist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features similar to meningiomas[7], and 
the cells of the nodules are immunohistochemically positive for PR, 
vimentin, EMA and CD56[1,8]. This immunoreaction has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genesis of MPMNs.

Most MPMNs are incidental findings of no clinical significance. 
The reported incidence varies in the literature from 0.3% to 9.5% of 
cases at autopsy or surgical resection[5,9-11].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high-resolution CT scans has provided the means of detecting 
MPMNs, letting more and more occasional detection of these minute 
lesions before surgery. Most patients with MPMNs are asymptomatic. 
Recently a large pulmonary meningothelial-like nodule measured 10 
mm in diameter was reported in a case with gastric poorly differentiated 
adenocarcinoma[3].

Because MPMNs are microscopic lesions, it may be interpreted 
as ground-glass opacity on high-resolution CT scans in cases where 
MPMNs constitute multiple lesions[12,13], but such findings often 
draw clinical attention. In our case, multiple ground-glass opacity 

in various sizes on high-resolution CT scans was ever considered as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Thus, this disease entity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radiologists, because a correct diagnos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determination of appropriat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these nodules[14,15]. Simultaneously, the nodules are not eliminated 
after rese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our case might continually draw attention of radiologists when 
without pathologic correlation. Are they benign lesions,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intrapulmonary spread or recurrence of the primary 
malignancy?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report a case of peripheral pulmonary 

adenocarcinoma with MPMNs that were interspersed in the lung and 
admixed with the cancer. The MPMNs are not eliminated for three 
years on follow up CT scan after rese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of the 
lung cancer. These results awake not to miss-interpret the remainder 
multiple ground-glass opacity elicited by the MPMNs on image as 
adenomatous hyperplasia or tumor spread or recurrence after resection, 
even targeted therapy of the primary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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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膽道閉鎖1例報告

陳苑琪* 宋冬其 陳彥

先天性膽道閉鎖 (congenital biliary atresia) 是新生兒期一種少

見的嚴重黃疸性疾病，導致新生兒阻塞性黃疸並需手術治療。

本院於2013年4月收治1例先天性膽道閉鎖患兒並手術治療，現

報告如下。

病例資料

患兒 女，2M27D，因“皮膚黃染2月餘”入院。患兒為

G1P1，孕40週足月順產，出生情况無特殊。生後即有皮膚黃

染，曾於外院光療2天，好轉出院。但皮膚黃染情況持續。生後

混合餵養（配方奶為主），至1+M大時改為全配方奶餵養。大

便1次/天，無明顯白陶土樣大便。入院前2天家人發現鞏膜黃染

來診。體格檢查：全身皮膚，黏膜，鞏膜中度黃染，呈暗黃綠

色。腹軟，肝右肋下3.5cm，劍突下5cm，質硬，邊銳，表面光

滑。脾左肋下3cm，質中，邊銳，表面光滑。移動性濁音(-)。

輔助檢查：血總膽紅素，直膽間膽均明顯升高，比例相

若。肝功能損害。(TBil 211.38umol/L，DBil 102.3umol/L，IBil 

109.08umol/L。AST 227.4U/L，ALT 112.2U/L，ALP 682U/L，G-GT 

269.2U/L)。查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弓型蟲病毒，巨細胞病

毒，德國麻疹病毒，梅毒，EB病毒均陰性。腹部超聲示肝脾腫

大；腹部CT：先天性膽總管囊腫 (I型)，脾臟增大。

治療經過：完善術前準備後於2013-05-08行手術治療。手

術方式為肝外畸型膽管切除，肝腸roux-end-Y吻合術。術中所

見：肝大質硬，脾大質硬，膽囊內有白色膽汁。肝總管擴張，

膽總管以下閉鎖。術後診斷： 1.先天性膽道閉鎖KASAI I型； 

2.膽汁瘀積性肝硬化。術後患兒出現反覆發熱，曾出現感染性

休克。血培養示大腸桿菌，ESBL(+)。經積極抗感染治療後血

培養轉陰，病情漸穩定，全身狀況漸好轉。術後予足量抗感染

治療。於術後第18天加予激素治療，激素治療23天。肝功能漸

改善，黃疸漸退，肝脾縮小，肝右肋下2.5cm，脾左肋下2cm可

及。ALT 175->64.9 U/L，AST 227.4->78.9 U/L，Tbil 211.38->57.4 

umol/L，Dbil 102.3->27.9 umol/L，Ibil 109.08->29.5 umol/L。2013-

07-03病情穩定帶口服抗生素出院。

討 論

先天性膽道閉鎖是一種肝內外膽管出現阻塞並可導致淤

膽性肝硬化而最終發生肝功能衰竭的疾患。在東南亞地區的發

病率約為1:8000~1:9000個存活出生嬰兒。地區和種族有較大差

異，以亞洲報導的病例為多。男女之比為1:2[1,3]。

病因至今尚未明確，一些假說如：胚胎期發育異常、先天

性發育不良、病毒感染或其他的肝臟炎性反應等。但上述假說

都無法獲得普遍認同[2]。現較多認為膽道閉鎖可能是一種與嬰

兒肝炎病理過程相似的獲得性疾病。出生後所見的膽道閉鎖是

炎癥過程的終末階段和結局，炎癥破壞致使膽管纖維瘢痕化並

且閉塞。

先天性膽道閉鎖根據肝外膽管管腔的阻塞程度，臨床病理

上分為3型。I型(約5%)：膽總管閉鎖，阻塞發生在膽總管，膽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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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內含膽汁；II型(約3%)：肝總管閉鎖，阻塞部位在肝總管，

膽囊不含膽汁但近端膽管腔內含膽汁；Ⅲ型(90%以上)：肝門

部閉鎖。肝門部膽管阻塞，近端肝管腔內無膽汁[1]。前兩型被

認為是可以矯正型，第Ⅲ型被認為是不能矯正型。本病例屬第

I型[4]。

臨床所見多為足月兒，女性多見，約佔2/3。生後1~2週如

正常嬰兒，多無異常。繼續發展可有不同程度的營養不良（多

於3個月後）。5~6個月後因膽道梗阻，脂肪及脂溶性維生素吸

收障礙，逐漸虛弱，全身狀態迅速惡化。可發生脂溶性維生素

A、D、K缺乏而引起乾眼病、佝僂病及出血傾向。可見患兒

出現漸進性黃疸，黃疸一般在生後2~3週內逐漸顯露，有些病

例的黃疸出現於生後最初幾天，易誤診為生理性黃疸。黃疸出

現後，不退且日深，皮膚變成金黃色甚至褐色。糞便色澤早期

正常，漸變成棕黃、淡黃米色，以後成為無膽汁的陶土樣灰白

色。尿色漸轉深。體格檢查可見全身皮膚黏膜黃染，鞏膜黃染

明顯。腹部膨脹，肝大；晚期可因肝內膽汁淤積，出現肝硬

化，門脈高壓，致脾大、腹壁靜脈曲張、腹水。終致肝功能衰

竭，出現嚴重的凝血功能障礙[3]。如未有外科治療(手術重建膽

道或肝移植)，患兒多在1歲半前因肝硬化門脈高壓，食管靜脈

曲張大出血死亡，僅1%生存至4歲。

本病診斷較困難，沒有一項特異性鑒別手段，需根據病

史，臨床表現及影像學檢查綜合分析。生後14天以上仍有直接

膽紅素增高者，應及時作出鑒別診斷。除血尿化驗外，應儘快

行相關影像學檢查如B超、MRCP或肝活檢，與新生兒肝炎等

其他原因引起的黃疸進行鑒別。大量臨床實踐表明，出生60天

內手術者，其病變較輕，膽管可能未完全纖維閉塞，預後較

好[4]。

本病原則上需與所有可引起黃疸的疾病進行鑒別。其中較

難與新生兒肝炎綜合症及先天性膽總管擴張鑒別。新生兒肝炎

綜合症約20%在疾病發展過程中會出現膽道完全性阻塞，有阻

塞性黃疸的表現。極似膽道閉鎖。但此類患兒大部份肝外膽管

正常，很少伴有脾腫大。多數新生兒肝炎經4~5個月後，由於

膽汁疏通排泄，黃疸逐漸减退，所以通過臨床觀察，可鑒別診

斷。先天性膽總管擴張其發病年齡多較先天性膽總管閉鎖晚。

多為囊腫型。腹痛、腫物和黃疸為先天性膽總管囊腫的3個基

本症狀，常以腹脹或上腹部包塊而就診。3個症狀呈間歇性發

作。超聲波、CT、ERCP等可協助診斷[2]。

先天性膽道閉鎖多主張行肝門空腸吻合術(Kasai手術)。吻

合術失敗或明確診斷時年齡超過2個月，以及終末期肝功能損

害的患兒，可考慮行肝移植手術[4]。

Kasai術後最常見的併發症為逆行性膽管炎，機率達60%到

100%，常見於術後2年間。發作高峰期為術後第2週[5]。一旦發

夏強, 李齊根. 先天性膽道閉鎖的外科治療. 臨床外科雜誌, 2007; 

15(4):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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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膽管炎，90%以上病例發作次數在1次以上[6]。術後膽管炎的

反覆發作直接影響膽汁引流和肝纖維化的程度，是術後最常見

又是最難處理的併發症，是影響預後的重要指標。對膽管炎的

預防比治療更重要[5,6]。本病例術後曾有數次發熱，考慮為逆行

性膽管炎引起。引起逆行性膽管炎的確切原因不明。目前已被

廣泛接受的說法是逆行感染。出現下列情况應考慮膽管炎，無

其他原因的體溫超過38℃或表現為高熱或弛張熱；伴腹脹、煩

躁、哭鬧、嘔吐；黃疸加深；如有造瘻可發現膽汁排出减少，

無造瘻者可見排大便顏色變淡，小便漸呈濃茶色；輔助檢查見

血白細胞數明顯升高（尤以中性粒細胞增多為主）；肝功能，

血清膽紅素升高，結合和未結合膽紅素均升高。血細菌培養陽

性率低，約20%~40%，需依靠臨床觀察，並與其他原因引起的

發熱相區別[7]。影像學檢查可協助判斷。血清膽紅素濃度上升

往往能證實術後膽管炎的診斷。但是由於血清膽紅素不一定升

高，膽管炎的診斷存在一定困難[5]。膽管炎的致病原以腸道菌

群為主，常見致病菌多為革蘭陰性杆菌，如銅綠假單孢菌、大

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等。術後應選用肝膽道分佈水平

高和經肝膽道排泄的廣譜抗生素(或根據藥敏結果)，持續3至4

週。有報導需持續應用半年，期間需更換抗生素以免耐藥。另

外可考慮應用激素治療，能有效治療膽管炎，但並不能防止膽

管炎的發生[7]。激素治療用量及療程現仍有爭議。目前認為預

防性抗生素、大劑量激素、熊去氧膽酸可加速膽汁的清除，有

效預防術後膽管炎的發生[5]。

先天性膽道閉鎖主要表現為梗阻性黃疸，黃疸進行性加

重，無波動性。隨病情發展可出現肝脾腫大等表現。病例少

見，診斷困難。但若診斷不及時會嚴重影響患兒預後。病程大

於60天者手術預後差。臨床上對於生後14天黃疸仍不退或進行

性加重的患兒，需行進一步檢查，並加强對本病的警愓。術後

需注意逆行性膽管炎的防治。

（本文編輯：陳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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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聲心動圖診斷主動脈竇瘤破裂2例報告

吳寶群 馮秀華* 龍鳳軍

主動脈竇瘤破裂（rupture sinus of valsalva aneurysm, RSVA）

又稱Valsalva竇瘤破裂，是一種罕見的心血管先天性畸形，常以

呼吸困難，突發胸痛和胸骨左緣粗糙、響亮、連續性或往返性

心臟雜音為主要表現，極易與其它結構性心臟病混淆並誤診。

以往診斷主要靠心導管檢查，即“逆行主動脈根部非選擇性造

影”，被視為確診主動脈竇瘤破裂的金標準，但是因為該方法

為有創性檢查，費用較高[1]，使用受到一定限制。

1954年，瑞典的Edler與Hertz[2]首次用超聲記錄了心臟結

構，近60年來，隨著超聲技術不斷發展和完善，超聲心動圖

（echocardiography, UCG）已廣泛應用於心臟疾患的臨床診斷。

超聲心動圖作為非創傷性診斷方法，為該病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的選擇提供了科學依據。2008年10月~2013年4月期間本院經超

聲心動圖診斷主動脈竇瘤2例，現報導如下。

病例資料

病例1 女性，48歲，因“反覆活動後氣促，下肢浮腫1

年”收入院。患者幼年時曾因先天性心臟病（室間隔缺損）行

室間隔修補術。查體：生命體徵穩定，自主體位，呼吸平順，

唇無發紺，雙側頸靜脈無怒張。心臟聽診：胸骨左緣第3~4肋間

聞及收縮期、舒張期連續性雜音伴有震顫。初步診斷：室間隔

修補術後（殘餘分流？主動脈瓣返流？）。胸部X光片提示：兩

肺肺血增多，心影比例增大，C/T0.54。超聲心動圖檢查示：主

動脈右冠竇呈囊袋狀向右室膨出，回聲中斷處見連續湍流由主

動脈根部進入右室流出道，破口寬7mm，UCG診斷：主動脈右

冠竇破裂入右室流出道，主動脈瓣返流（輕度），二尖瓣返流

（輕度），三尖瓣返流（輕度），肺動脈瓣返流（輕度），肺

動脈高壓(PASP:68mmHg)，LVEF 71%。臨床診斷為：主動脈竇

瘤破裂，慢性心功能不全（NYHA class II-III），VSD修補術後。

患者其後接受了“右冠竇破裂修補術“，術後複查UCG示：室

間隔及右冠竇處無明顯殘餘分流。予以強心、利尿、ACEI、

β-blockers等藥物治療，心功能I級，病情穩定出院。

病例2 女性，34歲，因“檢查發現心臟雜音1週”到本院

心內科門診就診，無訴特殊不適。查體：生命體徵穩定，自主

體位，呼吸平順，胸骨左緣第2~4肋間聞及收縮期、舒張期3/6

級連續性粗糙雜音。初步診斷：心臟雜音查因（室間隔缺損合

併主動脈瓣關閉不全？）。超聲心動圖檢查示：主動脈無冠竇

瘤樣擴張並凸入右房，其頂端見一破口，寛約3mm，並見連續

性彩流由主動脈根部進入右房，三尖瓣口見右房收縮期返流，

LVEF 70%。UCG診斷：主動脈無冠竇瘤破裂入右房。建議患者

行無冠竇破裂修補手術或心導管堵閉術，但是患者其後轉至其

他機構就診。

病例2 圖1. UCG提示：胸骨旁大動脈短軸切面見主動脈無冠

竇瘤樣擴張併凸入右房，其頂端見一破口，寛約3mm。

病例2 圖2. UCG提示：胸骨旁大動脈短軸切面彩色多普勒顯像

示連續性彩流由主動脈根部經無冠竇瘤頂端破口進入右房，

彩流速寛約3mm。

病例2 圖3. UCG提示：連續多普勒測量示無冠竇瘤頂端破口

獲雙期連續性湍流頻譜。

‧病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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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1957年，Morrow[3]等首次描述了主動脈竇瘤，其發病與遠

端球縱隔在發育過程中的結構缺陷有關，在胚胎發育過程中，

由於主動脈竇的基部發育不全，竇壁中層彈力纖維和肌肉組織

薄弱或缺失，使主動脈壁中層與主動脈瓣纖維環之間缺乏連續

性，形成主動脈竇基底部的薄弱區域，出生後長期承受主動脈

高壓血流沖擊，使之逐漸向外膨出形成主動脈瘤樣突出，最

終破裂。極少數RSVA繼發於主動脈中層壞死、主動脈粥樣硬

化、梅毒、外傷、心內膜炎等。在某些誘因，如劇烈咳嗽、情

緒激動、亞急性心內膜炎等影響下，主動脈內壓驟然升高，主

動脈竇瘤容易破裂[4]。

RSVA的發病率約佔先天性心臟病的0.31%~3.56%，發病率

亞裔人高於白人，中國發病率約為1.2%~1.8%，西方國家約為

0.14%~0.96%，男女比例約3:1，可單獨發生或與其它心臟畸形

倂存，多發生於青壯年，80%患者年齡為20歲~40歲，嬰幼兒少

見。可分為先天性和繼發性[5]。

正常主動脈根部有3個竇，分別為左、右冠狀動脈竇及

無冠竇。右冠竇和無冠竇右側與球縱隔發生有關，所以絕

大多數的RSVA發生於右冠竇和無冠竇。據相關文獻報導，

本病65%~85%起源於右冠狀動脈竇，且大多數破入右心室；

10%~30%起源於無冠竇，多數破入右心房；極少數（<5%）起

源於左冠狀動脈竇[5]。該病可單獨存在，但大多數合併其它心

臟畸形，包括：室間隔缺損（VSD）、主動脈畸形、肺動脈狹

窄、房間隔缺損（ASD）、動脈導管未閉（PDA）、法洛四聯

癥等。近半數患者合倂VSD，大部份為高位VSD，即肺動脈瓣

下型缺損[6]。合併幹下型VSD，由於竇部過度膨出，易引起主

動脈瓣脫垂導致關閉不全。RSVA的血流動力學改變，取決於

破口的部位、大小及兩邊腔室的壓力階差，破口大，壓力階差

大，分流量就越大。

RSVA導致左向右分流，右心負荷增加，出現右心衰竭，

同時肺循環血量增加，引起肺動脈高壓，左心負荷增加，心臟

擴大，常可導致左心衰竭，心功能迅速惡化，往往需要盡早手

術，若診治不及時常危及患者生命，死亡率較高。主動脈血流

分流可引起主動脈瓣關閉不全，舒張壓下降，脈壓差增大，冠

狀動脈供血不足。

未破裂的主動脈竇瘤患者常無明顯的臨床癥狀，常因其

他心臟病變進行檢查時發現。RSVA的患者因其破入心腔的部

位、破口的大小及合倂其它心臟畸形的不同，常會出現以下典

型的癥狀及體徵：

1.破裂前相應病史，如劇烈活動、發熱、情緒激動等。

2.突發性劇烈胸痛伴心悸、呼吸困難。部份患者逐漸起

病，不能表述出現癥狀的具體時間，可能因破口起初小而後逐

漸擴大所致。

3.心臟雜音：胸骨左緣第3、4肋間可聞及雙期連續性3~4級

響亮的雜音，舒張期更響，表淺且伴有震顫，P2亢進，心臟濁

音界擴大。

4.常伴有舒張壓顯著下降，脈壓增寬，水沖脈，毛細血管

搏動征和股動脈槍擊音等外周血管陽性體徵，頸靜脈怒張，肝

臟腫大，下肢常有水腫[7,8]。

逆行主動脈根部非選擇性造影對診斷RSVA有較高的特異

性，可明確RSVA破口部位及破入的腔室，是診斷RSVA的金標

準，還能顯示竇瘤的形態、大小、破口的位置。右心導管檢查

可證實右房、右室或肺動脈部位血氧飽和度升高，提示該部存

在左向右分流。由於兩者均為有創檢查，且費用較高，近年

RSVA的診斷主要採用UCG，若UCG已明確診斷，可不必行此

二項檢查。

經胸超聲心動圖（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TTE）及經

食道超聲心動圖（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EE）均可明

確顯示竇瘤的解剖位置，評價竇瘤及破口的大小、部位、破入

的腔室、心功能、肺動脈壓力、血流動力學改變及是否合併其

它心臟畸形，診斷符合率達98%以上[9]。TTE的胸骨旁長軸和短

軸能顯示主動脈竇瘤及其鄰近結構的異常，心尖切面有助於鑒

別竇瘤和室閑隔膜部瘤[4]。對破入右心室者，胸骨旁長軸切面

可清楚顯示主動脈竇瘤破入右心室，大動脈短軸可以觀察到主

動脈右冠竇向右心室流出道膨出，呈囊袋狀，壁變薄，囊壁可

見回聲中斷，破口大小及數量不等。彩色多普勒可探及主動脈

瓣上方連續性異常血流信號，自主動脈右冠竇進入右心室，並

可探及連續性單向充盈的彩色頻譜[10]。若擴大的右冠竇的瘤體

過大，可導致右室流出道狹窄，瘤體擴張使主動脈瓣環擴大，

造成瓣葉脫垂，產生主動脈瓣關閉不全。RSVA破入右室，產

生大量左向右分流，導致左心擴大，乃至全心擴大；破入心包

腔時，可引起心包積液，乃至心包填塞；破入左心室時，表現

為舒張期的彩流。

UCG檢查時需注意主動脈竇竇壁變薄膨出、膨凸方向及

破口部位，確定所破入的心腔及破口大小；與冠狀動脈開口的

距離；有無繼發的主動脈瓣脫垂及關閉不全；是否伴有VSD；

測定各房室腔大小、心功能及肺動脈內徑的改變；觀察血液分

流水平、部位及分流量；測量分流時相、最大分流速度與脈壓

差。合併VSD時，由於擴大主動脈竇部呈囊袋狀結構向右室突

出時可能遮蓋部份室間隔缺口，導致顯示不清或測量值比實際

小，甚至漏診[11]。當然，超聲心動圖儀的解析度、檢查者的經

驗與技巧、患者的聲窗條件等均影響診斷的準確性。

TTE、TEE在術前可評價破口邊緣距主動脈瓣和各冠狀動

脈的距離，識別有無VSD、主動脈瓣脫垂及主動脈瓣返流；

TEE在介入治療術中可引導導管和封堵器釋放，評價手術療效

及併發症，幫助調整封堵器的位置，特別是用於評價封堵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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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脈瓣開關以及對右室流出道血流是否產生影響。實時三維

超聲心動圖檢查能完整地觀察到竇瘤形態以及周圍相關結構

（包括主動脈瓣）[12]。TEE具有圖像解析度高，監測過程不影

響術者操作等優點，可被應用於介入及外科術前檢查及術中及

術後評價手術的效果，還可用於術後長期隨訪，以及預後的評

價；其缺點是需麻醉配合，具有咽喉、食道損傷等併發症風

險[13]。

RSVA患者的心電圖檢查常顯示左心室或雙心室肥大、心

肌損害和右束枝傳導阻滯。胸部X光片：見心臟明顯擴大，肺

動脈段突出，肺野充血，肺紋理增多。

Utsunomiya等[14]認為在診斷RSVA方面，MSCT和MRI較超聲

心動圖能提供更好的三維影像，MSCT還可以除外主動脈夾層

和肺動脈栓塞。CTA及MRI的血管造影圖像，有時可顯示噴射

血流信號經破口進入臨近心腔，並可以給術者提供更好的三維

影像[15]。

本病根據病史、體徵及相關輔助檢查結果診斷一般不難，

對於某些未能明確診斷者，必要時可作右心導管檢查或逆行

主動脈造影術。RSVA主要需與PDA、VSD合併主動脈瓣關閉

不全、冠狀動靜脈瘺等鑒別診斷。PDA的雜音位置在左第2肋

間，UCG提示降主動脈與左肺動脈存在左向右分流。VSD並主

動脈瓣關閉不全雙期雜音在第2、3肋間，UCG顯示室間隔回聲

連續中斷、心室腔內左向右分流及主動脈瓣區收縮期返流。冠

狀動靜脈瘺在心前區下方聞及連續性雜音，以舒張期為主，

UCG或造影見冠狀動脈呈擴大曲張，並可見血流由冠狀動脈流

向心腔。如連續多普勒檢測到以舒張期為主的連續高速湍流

型頻譜且又檢測到單收縮期更高速的湍流型頻譜，則可診斷

RSVA合併VSD。超聲右心的聲學造影有助於判斷有無VSD。

RSVA還應注意與假性回聲失落區別，因為竇瘤壁一般較薄，

增益控制不當易引起假像。此外，還需與後天性主動脈擴張鑒

別，後者在中老年人中不少見，尤其是伴有高血壓病患者，其

主動脈竇擴張範圍比較廣泛，多同時累及三個冠狀動脈竇，基

底較寬，內徑大於突出距離，較少破裂[16]。

RSVA的治療原則是及時閉合破裂的竇瘤並矯治合併的心

臟畸形。主動脈竇瘤一旦破裂，主動脈與破入心腔的壓力階差

導致大量左向右分流，心力衰竭常迅速發生、發展，預後凶

險，治療的關鍵在於及時手術矯正。合併心內膜炎或心功能不

全者，經內科治療心力衰竭改善後應盡早施行手術治療，以免

貽誤手術時機，如心力衰竭未能控制，更需早期進行手術治

療[17]。本報導第1例患者就診時已出現心功能不全，經手術破

口修補術治療後，恢復良好，心功能改善。對於未破裂的主動

脈竇瘤患者，如合併其它心臟畸形，或竇瘤較大，估計有破裂

可能或導致右心室流出道狹窄而造成血流動力學障礙者，也應

盡早手術治療，以免貽誤最佳手術時機[18]。傳統的外科手術治

療方法是在體外循環結合低溫和心肌保護下施行直視修補術，

切除瘤體，閉合破口，修復破裂的主動脈竇壁，同時矯治合併

的心臟畸形[19]。

近年新興的介入治療“經皮穿刺主動脈竇瘤破裂封堵術”

的應用為治療RSVA開辟了新的途徑。目前無RSVA專用的封

堵器，現有資料中採用最多的是PDA封堵器（Amplazter封堵

器），認為可以避免外科手術和體外循環風險，無缺血再灌注

損傷，失血少，創傷小，住院時間較短，患者容易接受，是一

種較安全有效的治療手段，為此類患者提供一種低風險、低

併發症、低花費的治療方法[20,21]。國外報導中期隨訪療效較可

靠，其結果同外科手術組。但全球開展的RSVA介入治療病例

仍較少，因此需大量臨床實踐和長時間隨訪驗證，同時應嚴格

掌握適應癥，適用於無其它外科處理心血管病變的RSVA，而

且破口大小和位置等都有要求[22]。

在預後方面，本病預後取決與破口的大小、分流、合併的

心臟畸形、是否合併心內膜炎及患者的全身情况，預後也與，

確診時間及採取的治療方式密切相關。RSVA破裂時心功能迅

速惡化，未治療患者存活時間約1~3.9年，死亡率高，預後不

良，少數患者可在發病數天內死亡。外科治療的遠期療效令人

滿意，20年生存率約為93%[23]。經導管RSVA封堵術是一種對外

科手術有益的補充，其近期療效較好，其中遠期療效有待進一

步觀察[22]。

本報導中主動脈竇瘤破裂2例，其中1例患者自身無明顯

臨床症狀，於檢查時發現心臟雜音，經UCG確診，由於患者轉

診，未經手術證實；另1例患者合併先天性心臟病（VSD修補

術後），經UCG確診，出現左心衰竭以至全心衰竭表現。該病

例經外科手術證實，術前超聲心動圖診斷的竇瘤部位、破口大

小、破入心腔與手術結果完全相符。

綜上所述，超聲心動圖能夠準確顯示RSVA的形態、部

位、破口大小、破入心腔方向、血流動力學變化及併發症，具

有無創、經濟、實時及可重復進行等優點，可以部份或全部代

替心導管檢查，是明確診斷主動脈竇瘤破裂的臨床首選檢查方

法。超聲心動圖可以作為經導管介入治療、外科手術修補適應

癥的篩選，且在經導管封堵術中引導監測及術後療效判斷及隨

訪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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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內鏡支架和腹腔鏡手術治療結腸癌伴梗阻1例報告

朱文立 黃炳紅 袁兆霖 陳正煊 余漢濠*

結直腸癌是常見的胃腸道腫瘤，接近四分之一患者出現癌

性腸梗阻，常需急症手術。治療原則是解除梗阻和腫瘤切除。

傳統方法多需2次手術，先行結腸造口，二期造口還納術，患

者創傷較大，併發症較多[1,2]。本例乙狀結腸癌併梗阻採用兩步

微創方法，先經內鏡支架治療，3週後行腹腔鏡乙狀結腸切除

術，患者康復良好。因屬本院首例，特此報告和總結經驗。

病例資料

患者 男，62歲，因“腹痛、腹脹伴肛門停止排便排氣3

天”，於2013年5月27日住院。曾出現間歇性血便2月，自以為

痔瘡沒予理會。X-Ray提示中上腹高氣柱液氣腸袢，小腸和結

腸擴張，考慮低位結腸梗阻。腹盆腔CT：乙狀結腸中遠段局

限性腸腔狹窄、腸壁增厚，長4cm，考慮乙狀結腸癌伴不全梗

阻。體查：腹脹明顯，無壓痛和反跳痛，叩診鼓音。胃管抽出

黃濁糞性液。WBC 9.0 ×109，生化和肝腎功能檢查均正常，診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普通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yuhonho@kwh.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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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乙狀結腸癌並梗阻。為緊急解除梗阻，當天晚上在導管室行

結腸鏡下安置支架。無需鎮靜或麻醉，平臥位，進鏡18cm見

一小息肉，直徑約1.2cm，有蒂，未作切除；距肛25cm見腸腔

腫物伴狹窄，呈水腫和糜爛，內鏡不能通過。先予導管通過狹

窄處，碘水造影示狹窄病灶，長度跟CT相符（約4cm），再予

細導絲通過狹窄，放置長度100mm直徑26mm的腸道自膨式金

屬支架（MICRO-TECH，南京微創醫學科技有限公司），由於

病變位置扭曲，置放困難，拉直腸管後成功置入，見大量糞水

和氣體從支架內溢出，考慮支架安置成功。患者當晚和以後2

天排出大量黃綠色糞水，腹脹明顯緩解。複查白細胞和電解質

均正常。內鏡第2天全流，第5天低渣半流，第6天出院。患者

於2013-06-17再次住院，常規性腸道準備（Klean Prep 兩包），

於2013-06-19行腹腔鏡乙狀結腸切除術。術中發現乙狀結腸癌

已侵犯至漿膜，近端結腸無擴張，但大網膜包裹降結腸和乙

狀結腸，需分離黏連，結扎切斷腸系膜下動脈，切除包括癌

灶在內的乙結腸腸袢，一期作降結腸-直腸吻合，下腹橫形小

切口取出標本。因術中發現原支架已滑落至直腸中下段，經

肛檢查發現支架遠端緣距肛3cm，予手指分離後從肛門順利取

出。檢查標本乙結腸癌灶和原內鏡距肛18cm息肉一併切除。

病理報告：中等分化腺癌，腫瘤穿透肌層浸潤至漿膜層，腸

系膜一枚淋巴結轉移；結腸息肉符合管狀腺瘤。pTNM分期屬

T4aN1M0。術後第2天全流質，第5天半流，第7天腹部傷口拆

線，轉介腫瘤科跟進化療。

討 論

結直腸癌在澳門地區癌症死因排行第二位，2010年政府統

計顯示每年新增癌症排行第二，達215例[3]。而結直腸癌並梗阻

發生率佔8%~29%[4]，梗阻部位多以左半結腸為主，有報告示

癌性狹窄部位：乙狀結腸佔65%，橫結腸佔13%，直腸佔13%

等[5]。結腸梗阻後引起電解質紊亂和酸鹼失衡，甚至發生閉襻

性腸梗阻，導致腸管缺血、壞死、中毒性休克，常需緊急手

術，其中三分之一需結腸造口[1]。如為右半結腸癌，可行一期

癌灶切除和結腸吻合術；如為左半結腸或直腸，因糞渣污染，

多先行結腸造口，或近端結腸灌洗後結腸吻合，但併發症較

多[4]。Park等回顧性研究接受結腸造口的1616例患者中，34%出

現併發症[6]。近年內鏡技術和支架技術進步，原先應用於食道

和膽道的自膨式金屬支架 (self-expanding metal stents，SEMS) 也

可以應用於結直腸癌併梗阻病例中，並獲得滿意的療效[2]。

結腸支架主要用在：1.晚期結直腸癌伴梗阻之姑息治療；

2.擇期手術的橋樑，即先作為腸梗阻減壓措施，擇期再行結直

腸癌根治性手術。這一技術1991年首先報導[7]，最初應用於晚

期結直腸癌的姑息式支架治療，跟結腸造口手術比較，在住院

時間和費用方面均顯優勢，併發症更少，且生存率無顯著差

異[8,9]。之後應用於術前準備，一篇統合88篇文章的回顧性研究

提示支架技術成功率96%，臨床成功率92%，支架滑動率11%，

結腸穿孔率4.5%，穿孔發生跟內鏡下氣囊擴張或使用標靶治療

藥 Bevacizumab有關[10]。本例術中發現金屬支架滑位至直腸，經

肛門容易取出，分析原因可能是支架放置後滑位，或跟手術前

常規性飲用大量瀉劑有關。

放置支架有學習曲綫，Williams等認為前11例成功率82%，

之後10例成功率90%，技術成熟後成功率94%。並認為完成20例

才能算是有經驗[11]。並不是所有的癌性梗阻均可行支架治療，

在結腸缺血壞死，或腹膜炎的情况下，需要手術切除壞死腸

袢，這也是結腸支架的禁忌征。

支架安置後的飲食安排，升結腸或橫結腸支架因糞便仍呈

液體樣，可以不用限飲食，但左半結腸支架需要留意食渣堵塞

網狀支架[12]。本例屬左半結腸支架，建議低渣半流，同時給予

營養奶粉，以减少糞渣或纖維，故沒有梗阻症狀再發。

經內鏡自膨式金屬支架作為解除大腸癌性梗阻和改善病人術

前狀況的方法，有效地為結直腸手術術前腸道準備，I期結腸吻

合，减少結腸造口和併發症創造條件，尤其適用於左半結腸癌並

梗阻病例[13]。本例患者採用微創方式，先行結腸支架，3週後腹腔

鏡下乙狀結腸切除術，沒有併發症，患者康復快捷和良好。這是

消化內外科合作的新模式，但仍需積累更多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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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1例

徐淑君

患者 男，63歲，因“右胸痛4天，加重伴咳嗽半天“入

院，診斷：右側自發性氣胸。醫囑ABO血型檢驗。全自動血型

分析儀（WADiana Compact 微柱凝膠法）血型正向結果為B+，

反向為O+，正反向定型結果不一致。採用手工微柱凝膠法覆

檢，結果與血型分析儀一致；試管法血型鑒定結果，正向為

B+，反向為A+，試劑紅細胞呈4+凝集，B試劑紅細胞在顯微鏡

下呈部份緍錢狀凝集 (Rouleaux formation)，部份為集束凝集，進

一步採用生理鹽水取代法後，A 試劑紅細胞依舊呈4+凝集，B

試劑紅細胞緍錢狀態基本消失。病人直、間接抗人球蛋白試驗

均陰性，排除自身免疫或不規則抗體對血型結果的干擾。根據

上述結果，初步判斷患者之血型為B+，為慎重起見，復將標本

送澳門捐血中心確認，證實患者血型為B+。其後，對病人之血

漿作球蛋白及白蛋白之檢測，球蛋白63.2 g/L，白蛋白31.7 g/L，

A/G為0.5。

討 論

ABO血型定型是通過檢測ABO血型抗原（正定型）和抗體

（反定型）來進行，正反定型結果一致是確定血型的關鍵。日

常工作中，正反定型結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技術錯誤，但更

多的情形與病人自身因素有關，如冷凝集、ABO亞型、抗體缺

失或減弱；抗原性減弱；血漿異常等[1-3]。是次血型正反定型

結果不符合，是由於病人血漿異常（球蛋白達63.2 g/L、白蛋

白為31.7g/L，A/G為0.5）引起試劑紅血球緍錢狀凝集而致。正

常情況下，紅血球膜上唾液酸 (sialic acid) 分子所帶的負電荷，

使紅細胞間互相排斥，維持正常的懸浮穩定性；而球蛋白較多

陽電荷，能中和紅血球的負電荷，使之發生緍錢狀凝集現象。

資料顯示，高濃度的球蛋白及纖維蛋白都可能會造成血球的緍

錢狀凝集，這不是真正的抗原抗體凝集反應[4]。多發性骨髓瘤 

(MM)、巨球蛋白症、肝硬變（A/G ratio的改變）及感染都可改

變血漿的成份，造成血球的緍錢狀凝集，引致血型誤判[5]，在

進行血型鑒定時要特別小心。對緍錢狀假凝集，可在玻片上滴

加1~2滴生理鹽水來消除，若效果不明顯，可用生理鹽水取代

法，即將血球及血漿之混合液重新離心2次，小心吸去血漿，

再加入等量的生理鹽水到試管中，混合。經離心後，觀察凝集

是否散去，通常假凝集現象經過這樣處理後都會消失為4,6]。

ABO血型定型工作很重要，關係到患者輸血安全，故檢

驗人員必須嚴格遵守血型鑒定操作規程、熟練應用各種檢驗技

術，以確保ABO 血型正反定型一致，遇到正反定型結果不符

合，不可草率報告，必須查明引致原因，結合臨床並進一步用

血清學的方法來確認。

毛偉, 王芳, 程磊, 等. ABO血型正反定型不一致原因分析. 重慶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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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鑒定方法. 中國輸血雜誌, 2010; 23(9):706-708. 

邵峰, 張偉, 任學梅, 等. ABO血型鑒定錯誤分析. 中國輸血雜誌, 2013; 

26(1):7-8.

陶翠華, 張真路. 325例ABO正反定型不一致原因分析及處理措施. 中

國輸血雜誌, 2012; 25(5):48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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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臨床輸血與檢驗, 2013; 15(1):54-55.

[1]

[2]

[3]

[4]

[5]
[6]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張曉戰）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檢驗科      

E-mail:sonia4fj@hotmail.com



59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3, Vol 13. No.2鏡湖醫學2013年12月第13卷第2期

雙磷酸鹽類藥物相關性頜骨壞死1例及文獻複習

汪淼 劉琴* 高嘉業 朱嘯 冉錦波 陳朝異 卓恩 黃玉輝

患者 女性，83歲，因“左下頜拔牙創疼痛流膿半年餘” 

於2012年12月來本院口腔科就診。現病史：患者2012年6月於外

院拔除左下後牙，但是拔牙創口無法癒合，並出現傷口腫痛、

溢膿。在院外接受抗感染治療無明顯療效（具體藥名、計量不

詳）。2012年12月，紅腫範圍逐步擴大至左側面頰部，出現一

度張口受限。本院門診給予局部雙氧水、生理鹽水沖洗，口服

抗生素抗感染治療，症狀逐步減輕。既往史：患者有高血壓病

及骨質疏鬆病史，現服用雙磷酸鹽類藥物 (bisphosphonates, BPs) 

—阿侖磷酸鈉片 (Alendronate sodium) 以治療骨質疏鬆。該藥商

品名稱為福善美 (Fosamax)。服用劑量為口服70mg/週。自2008

年6月~2012年12月累計服藥約234次，累計劑量約16380mg。因

考慮該患者可能是雙磷酸鹽類藥物相關性頜骨壞死 (bisphospho-

nate-related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BRONJ)，經與專科醫師會商後

停用阿侖磷酸鈉片。專科查體：頭顱無畸形，顏面對稱。左

側頰部及下頜下區輕度紅腫。張口一度受限，開口無偏斜。

#31、32、41三度鬆動，#42、43一度鬆動，剩餘左側下頜牙齒

缺失。#32遠中區牙槽脊頂牙齦黏膜潰爛，部份牙槽骨裸露，

呈現暗褐色（圖1），擠壓牙齦可見灰色膿液溢出，黏膜壓痛

明顯。左側下唇感覺麻木。餘口腔黏膜未見異常。口腔衛生

差，牙石(++)，色素沉著(++)。咽部未見異常，扁桃體無腫大。

雙側下頜下、頸部腫大淋巴結未觸及。

輔助檢查：CT檢查示（圖2）：恒牙列，牙列式13~26，

32~46 牙，餘牙缺失，左下頜骨可見3.5cm×1.5cm×2.0cm大小的

膨脹性骨質破壞區，其內可見死骨形成，區域內可見不規則骨

質破壞和死骨形成。診斷：結合此病例的病史、臨床表現、影

像學表現診斷為BRONJ。治療方案：完善術前檢查，排除手術

禁忌症，術前抗感染治療3天至局部炎症明顯好轉。2013年7月

31日送入手術室給予插管全麻。雙氧水及生理鹽水交替沖洗口

內創口至無明顯膿液，給予 Rocephin 2g 靜脈滴注後30min，切

開#44近中槽脊頂至左側下頜升支前緣黏膜直達骨面，用骨膜

剝離器掀起頰舌側黏骨膜，顯露骨病變區，見下頜骨局部呈現

灰褐色、骨質疏鬆。拔除#31、41、42、43鬆動牙。用咬骨鉗

咬除病變的骨質，刮勺刮淨骨面，見骨病變區完全包繞下齒槽

神經管，採用電動馬達、大球鑽修整骨面至有新鮮血液滲出。

病變區段下齒槽神經血管束明顯變細，部份區域完全消失。分

離至下頜升支處，方可見下頜神經血管束呈正常外觀。切斷遠

中段明顯變性部份下頜神經血管束，用骨蠟封閉神經孔，雙氧

水、生理鹽水反覆交替沖洗創面，修齊黏膜切緣，分層拉攏縫

合。刮除的組織標本送病理。術後抗感染治療1週，並進行有

效的口腔衛生護理。術後3天起給予高壓氧治療10天。術後表

現：患者術後傷口癒合良好，無滲液，牙齦無紅腫，術後10天

拆線，見圖3。術後病理示送檢骨及死骨組織，死骨中見大量

細菌，部份骨組織骨髓腔內可見漿細胞浸潤，符合骨髓炎改

變。術後1、3 個月複查CT（圖4），未見復發。原下頜骨病變

區無新病灶形成，餘留骨質骨密度、形態正常。

圖1. 

圖2. 

圖3. 

圖4. 

‧病例報告‧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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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Dec 2013, Vol 13. No.2鏡湖醫學2013年12月第13卷第2期

討 論

雙磷酸鹽類藥物 (bisphosphonates, BPs) 是20 世紀80 年代

開發出的一類新型骨吸收抑制劑。臨床上這類藥品包括Alen-

dronate（阿侖磷酸鈉膽骨化醇片，Foamex plus D）：Risedronate

（利塞磷酸鈉，Actonel）；Ibandronate（伊拜磷酸鹽，Boni-

va）；Clodronate（氯屈磷酸二鈉，Bonefos）；zoledronic Acid

（唑來磷酸，zometa）：Pamidronate（帕米德諾內，Aredia）；

Etidronate（依替磷酸鈉片，Didronel）。

目前被廣泛用於預防和治療由於破骨細胞活性增強所致

的骨質疏鬆症、代謝性骨病、多發性骨髓瘤、高鈣血症以及與

腫瘤骨轉移相關的骨骼疾病。近年來，隨著這類藥物的廣泛應

用，越來越多的報導顯示該類藥物可引起頜骨壞死，在口腔外

科臨床實踐中，由於對該類藥物嚴重不良反應認識不足，患者

往往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診治。2003年美國報導第1例雙磷酸

鹽使用者出現頜骨骨壞死的病例。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發佈資

訊，臨床醫生尤其是口腔科醫生應提高對頜骨壞死這種不良反

應的重視[1]。

一、發生率

有關雙磷酸鹽相關頜骨壞死 (BRONJ) 的最新臨床回顧性

及前瞻性研究表明[2,3]，接受靜脈雙磷酸鹽類藥物治療的患者，

BRONJ 的累積發病率為0.8%~1.2%。而口服雙磷酸鹽類藥物的

患者，發病率則較之明顯降低，發病率為0.04%~0.1%。然而，

如果接受拔牙，BRONJ 的發病率將上升至0.09%~0.34%。另

外，考慮到至少90%的藥物副作用沒有報告給美國食品和藥物

管理局，因此實際上頜骨壞死病例數字可能更高。

二、發病機制

BRONJ的確切發病機制尚不清楚，多數學者認為破骨細胞

功能障礙、血管生成障礙、創傷和感染被認為是其發生的主要

因素。目前，較為公認的觀點是，雙磷酸鹽類藥物在抑制破骨

細胞介導的骨吸收的同時，也阻止了骨代謝的正常進行，以致

頜骨不能修復齒槽外科手術後的病損牙槽骨，甚至連機械咬合

力或咬合創傷引起的頜骨輕微損傷也無法啟動骨修復過程，最

終導致頜骨壞死[4]。

三、臨床表現

相關研究證實：BRONJ多發生在藥物使用過程中，也可

發生在藥物使用結束後，50歲以上的患者多見，下頜骨較為常

見[5]。女性患者明顯多於男性患者。這可能與絕經後女性因骨

質疏鬆症而需要用BPs類藥物有關。本病發展緩慢，早期頜骨

部位間歇性鈍痛為主，逐漸出現牙齒鬆動和死骨形成。BONJ

多見於拔牙之後，這提示創傷是BRONJ的誘因之一，表現為拔

牙創不癒合，拔牙創局部常伴有炎性分泌物，色黃，味臭，嚴

重時可見骨面裸露。進一步發展，繼發2次感染，產生疼痛。

隨著病程進展，死骨最終形成。影像學表現為一定程度的骨硬

化，死骨分離。也有少部份病例表現為不規則骨破壞[6]。

四、診斷和鑒別診斷

BRONJ依據服用BPs藥物史，頜骨壞死和瘺管形成等臨

床表現以及影像學檢查可做出明確診斷。2007年，美國骨礦

化研究協會和美國口腔頜面外科醫師協會共同確立了BRONJ

的診斷標準，如果同時具有以下3個臨床特點，可診斷為

BRONJ[1]：(1)正在接受雙磷酸鹽類藥物治療或有雙磷酸鹽類藥

物治療史。(2)存在口腔頜面部死骨，病程長於8週。(3)無頜

骨放療史。

在確診BRONJ時，需要與以下疾病進行鑒別診斷：頜骨化

膿性骨髓炎，放射性頜骨壞死，骨腫瘤或腫瘤骨轉移等。根據

有無雙磷酸鹽類藥物治療史，放射治療病史及腫瘤病史可與上

述疾病相鑒別。本文病例連續靜脈使用雙磷酸鹽類藥物—阿侖

磷酸鈉長達4.5年之久，而下頜骨的血運差，松質骨比例少的解

剖特點，促使患者在進行下頜牙齒拔除後，傷口無法癒合，最

終導致頜骨壞死。患者病程長約1年，口腔內可見裸露死骨，

無頜骨放射治療病史，完全符合該診斷標準。

五、治療

BRONJ 的治療效果並不樂觀。早期診斷和治療，能夠穩定

或緩解大部份患者的病程進展。由於BRONJ腫瘤患者的病史較

長，大多數患者長期營養不良，體質虛弱，因此全身支持治療

是十分必要的。在全身狀況改善後，死骨切除術應是治療本病

的首選手段。徹底地清除死骨是手術成功與否的關鍵。一般而

言，對於骨質疏鬆患者治療過程中發生的頜骨壞死，多主張即

刻停藥，腫瘤患者停藥與否，則需要與腫瘤科醫師商討，權衡

利弊，綜合考慮[7]。

六、預防

目前，對BRONJ缺乏統一的治療策略，故預防十分重要。

用藥前要作風險評估。如確需使用，儘量選用非含氮低效能的

BPs藥物。儘量避免靜脈給藥，儘量避免聯合使用兩種以上的

BPs。連續用藥時間最好控制在2年以內。2年後如病情穩定或

已取得療效，應考慮停藥，如疾病需繼續治療，可減少用藥的

頻率[8]。有報導指出，接受靜脈注射BPs的癌症患者若有牙科疾

病的病史，如牙周病、根尖周病等，其發生頜骨壞死的機率約

高於無此類病史的患者7倍之多。故在使用BPs藥物治療前，建

議接受口腔檢查，應及早拔除病灶牙，避免感染擴散至頜骨，

引起骨壞死。對於使用BPs藥物引起BRONJ的病灶牙，也應及

時拔除，以利於引流和控制炎症。根據美國口腔頜面外科醫師

協會治療指南，對於口服雙磷酸鹽類藥物超過3年的患者，應

在牙槽手術前停用該類藥物3個月[9]。合理應用抗生素，拔牙

前局部潔治、含漱，拔牙時採用微創技術等均為有效的預防措

施。在BPs類藥物的使用中，患者的自我檢測和口腔護理不容

忽視。由於BPs類藥物半衰期長。停藥一段時間後仍可發生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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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壞死，故治療結束後口腔定期隨訪也很重要。

BPs是預防與治療骨質疏鬆的一線藥物，且臨床上治療高

鈣血症及癌症骨轉移已被證實具有較好的療效，但可引起頜骨

壞死。到目前為止，BRONJ的病因、發病機制仍不清楚，臨床

診斷主要依據病史和臨床表現。關於治療方法尚無統一的意

見。因此，關於BRONJ的諸多問題仍需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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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坐骨結節囊腫1例報告

李峻* 梁樹民 林寧

坐骨結節囊腫又名坐骨結節滑囊炎，是骨科一種常見病。

由於坐骨結節滑膜位於深部，若滑膜炎積液較少，僅憑臨床症

狀及觸診難以準確診斷，筆者利用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以

下簡稱彩超）診斷坐骨結節囊腫1例並經手術病理證實，報告

如下。

患者 女，68歲，因左側臀部疼痛1年餘加重3天前來就

診，無明顯活動障礙。體檢發現左側臀部可觸及一腫物，大小

約6cm×3cm，半球狀，壓痛，活動度較差，下肢活動自如。採

用GE  LOGIO-9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12 MHz。患

者取俯臥位或側臥位，充分暴露臀部，常規對臀部腫塊進行

縱、橫、斜多切面掃查，發現左側臀大肌與坐骨結節間探及一

不規則囊性腫物，大小約4.2cm×3.9cm×1.9cm，距皮約1.2cm，內

部為液性暗區並細密光點漂浮，邊界尚清，壁稍厚、毛糙，

彩色多普勒顯示其內未見血流信號（見附圖1、2）。手術病

理：左坐骨結節送檢囊腫1個，大小約4.0cm×3.5cm×1.5cm，囊壁

厚約0.4cm。囊壁由纖維結締組織構成，囊壁血管增生伴充血。

病變符合滑囊囊腫。

圖1. 

圖2.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weiboat@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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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滑囊是位於人體摩擦頻繁或壓力較大處的一種緩衝結

構[1]。坐骨結節滑囊是一種潜在的囊，位於臀大肌與坐骨結

節之間，為一密閉的結締組織扁囊，囊腔呈裂隙狀，其中含

有少許滑液。坐骨結節囊腫常見於久坐、年老體瘦的老年患

者，女性居多，大多發生在一側，可能與坐力不平衡有關。

因長期摩擦損傷、反覆壓迫，滑囊壁發生炎性反應，囊壁水

腫、肥厚或纖維化，囊內壁表面可見纖維蛋白凝集物附著，

呈絨毛狀突起，滑液分泌增多，形成囊腫[2]。主要臨床表現

為臀部腫塊，有酸脹感，曲髖或彎腰時有疼痛不適，少數有

下肢放射疼。體徵主要為臀部坐骨結節處可觸及類圓形囊性

腫塊，活動度差。超聲或CT、MRI均可發現病灶，穿刺抽出

淡黃色或暗紅色液體。

坐骨結節囊腫的超聲聲像圖特徵: 囊性腫塊位於皮下軟組

織與坐骨結節之間，緊貼坐骨結節。邊界較清晰，形態不規

則，可呈橢圓形、扁平狀或裂隙狀。病變時間短者，囊壁薄

而光滑，內透聲好，時間較長者，囊壁較厚且毛糙，部份可

見等回聲或高回聲團自囊壁向腔內突起，囊內常可見細小點

狀低回聲或絮狀回聲，多數囊腔內可見綫狀分隔呈多房狀。

囊性腫塊的後方回聲稍增强。彩色多普勒顯示囊腫內部無血

流信號，囊壁或條狀分隔上可無或有少許血流信號顯示。

根據坐骨結節囊腫特徵性的聲像圖表現，一般可作出

超聲診斷。當坐骨結節囊腫合併出血感染時，聲像圖顯示囊

內回聲較多，此時需與臀部脂肪瘤、纖維瘤、血管瘤、皮脂

腺囊腫、膿腫相鑒別[3]。(1) 脂肪瘤：位於皮下軟組織內實質

性腫塊，呈扁圓形，長軸與皮膚平行，長徑大於厚徑，內部

回聲可呈較强回聲、等回聲、低回聲或混合性回聲，大多邊

界清晰，多數內部回聲均勻，回聲不均勻者可見點綫狀高回

聲，彩色多普勒顯示內多無血流信號。(2) 纖維瘤：位於真皮

層內實質性腫塊，圓形，邊界清晰光滑，內呈均勻等回聲或

吴在德, 吴肇汉. 外科学. 第6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854- 855.

陈中年, 沈铭昌, 郭幕依. 实用外科病理学. 上海: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

社, 1997: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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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 2007; 4(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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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謝學斌）

低回聲，後方回聲無改變或有增强，彩色多普勒顯示內部血

流信號不豐富，有時可見星點狀血流信號。(3) 血管瘤：位

於皮下軟組織內回聲雜亂、邊界不清楚的腫塊，內有不規則

的暗區，部份暗區內探及靜脈或動脈血流信號，部份腫塊內

有靜脈石聲像，部份腫塊探頭加壓試驗陽性[4]。(4) 皮脂腺囊

腫：位於皮下組織內腫物呈圓形、橢圓形，包膜完整，內呈

密集點狀低回聲，邊界清晰，後方回聲增强，壁較厚，彩色

多普勒 顯示內部及周邊無血流信號，囊腫合併感染時內出現

低至無回聲區，彩色多普勒顯示周邊有時可見豐富血流信號

環繞[5]。(5) 臀部膿腫：大多數膿腫顯示為局限性無回聲或混

合型回聲區，呈橢圓形或圓形，壁較厚而不規則，單腔或多

腔。彩色多普勒顯示膿腫周圍組織血流信號增加。

綜上所述，彩超檢查不僅能够顯示囊腫的位置、大小、

形態及內部回聲，而且能够清楚顯示囊腫與坐骨結節的關

係，還能瞭解囊腫血供及與周圍組織的關係，從而給臨床穿

刺及手術選擇提供可靠的影像學依據，超聲還具有無創性、 

可重複多次檢查、 操作方便等優點，因此，對坐骨結節囊

腫，彩超檢查可作為首選檢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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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醫療決策的選擇

李衛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出《論語‧衛靈公第

十五》：“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指自己不想要的

東西，切勿強加給別人。自己不希望他人對待自己的言行，自

己也不要以那種言行對待他人。孔子所強調的是，人應該寬恕

待人，提倡“恕道”，唯有如此才是仁的表現。“仁”是中國

傳統醫學醫德的核心，最本源的倫理精神，是醫患交往的重要

原則之一。它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種價值共識，載入在《全球

倫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s a Global Ethic)[1]中：“數千年以

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理傳統都具有並一直維繫著這樣一條

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辭，即：你希

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應當在所有的生活領域

中成為不可取消的和無條件的規則，不論是對家庭、社團、種

族、國家和宗教，都是如此。”

在臨床實踐中，處處存在醫療決策的選擇。一種症狀

可以是多種疾病的表現，可以有多種檢查方式，多種檢查

程序；一種疾病可能有多種治療方式或多種治療程序組

合。患同一種疾病的兩個人，接受不同的治療方案，可能

得出相同或截然不同的結果；或患同一種疾病的兩個人，

接受相同的治療方案，可能得出相同或截然不同的結果。

凡此種種，在可控制的範圍內，醫療決策的選擇，影響著

治療結果。這是醫患雙方和疾病的博弈，其中包含醫患之

間的博弈、患者心理和生理的博弈。決策的選擇，決定博

弈的結果。

選擇無處不在，這是人生無法避免的一個過程。選擇是

困難的，一些重大的醫療決策選擇可能會影響治療結果和病人

的生活質量，會令選擇者陷入焦慮憂鬱之中，因為選擇意味著

放棄其中的若干機會和承擔抉擇後的責任和後果，而失去的感

覺和要負責的壓力容易讓人不安和煩躁。選擇困難是一種心理

衝突，有人極度追求完美，有人心智不成熟，有人害怕承擔責

任，有人埋怨可供選擇的東西太豐富。

醫療決策的選擇受多種因素影響，醫療提供者和接受

者都有所不同。醫療提供者是醫療決策的制定者，不同的

醫療提供者可能提供一種或多種不同的治療方案，有的方

案相互矛盾，可能有中西醫理念的衝突，可能有本院和外

院以及其它地區水平的差異，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一些診

斷性的檢查和治療程序可能令病人困惑，因為其訂定的初

衷通常主要是提供給臨床決策者，間接地服務於病人[2]。我

們無法瞭解醫療決策的制定者的偏好和傾向性，我們不能

用多寡定優劣，更不能以自己的個人好惡作為客觀的評價

標準。醫療方案與提供者的知識結構、經驗經歷和教養有

關，即與其德才有關，而“德”與“才”標準因對象和時

空不同而不同，難以用硬性指標判定。如何評估提供給病

患的醫療方案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作為基本

標準，它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應該遵循的原則，是尊重他

人，平等待人的體現，符合有利無害的醫療倫理。倘若自

己所不欲的，硬推介給他人，是不道德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否可以邏輯的地推演出“己

所欲，施於人”結論呢？ 己所不欲，只是不能強加給別人，

但是如果對方願意，則不屬“施”的範圍。己所欲，別人未

必所欲，所以也不能強加給別人。孔子所言是指人應當以對

待自身的行為作為參照物來對待他人，人是自私的，用對自

己厚愛和有利的方式，推己及人，可能是待人的最好選擇。

在醫療決策的選擇中，我們要分清自己和病人的不同背景，

自己能夠接受超出醫療常規的風險，但不允許把病人置於醫

療常規之外。一個穩定骨折，自己知道如何保護可以不固

定，但建議病人不制動固定則違反了醫療常規。

臨床上，有時會以“己所欲，施於人”的模式展開病

例討論。對於推薦哪一種治療方案給病人，我們會讓每個

人表態：“如果你和這個病患同樣病情，你會選擇哪一種方

案？”通常沒有統一答案，因為大家考慮的側重點不同，都

有不同的支持依據。簡單如一個脛骨閉合骨折，有人選擇手

法復位石膏外固定，有人選擇開放復位鋼板內固定，有人選

擇閉合復位髓內釘內固定。選石膏外固定的可能想規避2次的

手術風險和痛苦，選鋼板內固定的希望早期活動膝踝關節，

選髓內釘固定的想減少切口創傷等。這些選擇中，沒有對與

錯，只有哪項更合適醫療提供者和接受者。去年，一個不良

於行的單側小兒麻痹後遺症的成年病人，跌倒致健側脛骨骨

折，骨折位置不需要特別復位，石膏固定簡單有效，但病人

不接受我們的建議而堅持手術鋼板內固定。深入交談後才知

道病人的真切感受，石膏固定會令其難以坐輪椅，影響日常

生活，這才是病人關注的重點。病人關注的多為非技術層面

的問題，往往是我們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醫務人員所忽略

的[3]。

即使病人和醫生來自相似的社會背景，他們對同一疾

病的理解的差異可以是相當大的，更何況當他們之間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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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文化距離較大時理解的差距就更大。不管病人是否願意知

道與其疾病相關的所有統計信息或是否參與臨床決定，幾乎

每一位病人都想得到真實可信和準確無誤的信息：醫生認為

他（她）患什麽病？醫生有什麽計劃和期望得到怎樣的最終

結果？醫生往往錯誤判斷病人想知道什麽或想做多少，醫生

可能不情願充分告知病人的全部治療選項、副作用和後果，

或不鼓勵他們參與決定，擔心他們作出的決定不是醫生認為

“最好”的。不過，知曉和理性的病人可能對照護他們的專

業人員“最好”的決定有非常不同的見解。他們可能對什麽

是可接受的風險、可接受的副作用或不可避免的殘障會有很

不同的看法[2]。醫患關係從“合作-引導”到“共同參與”，

病人就可以分享權力和責任了[4]。今天我們承認有行為能力

的病人實際上擁有無限的權利拒絕不想接受的醫療護理，甚

至在醫生準確無誤地指出治療方案有治療效果甚至確實可以

挽救生命，病人也有權利拒絕[5]。

病人的選擇權是病人權利中最為基本的一種，是體現

病人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重要內容。提供是選擇的前

提，提供的資訊應盡量詳盡全面，避免傾向性（有意無意

隱瞞某些資訊），提出的方案要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同

時兼顧資源的公平分配。讓病人選擇的重點，是讓病人有

充分全面的知情，瞭解我們能够提供的多元的醫療方案，

瞭解我們的看法或選擇，瞭解我們能够提供的技術和服

務，瞭解我們的優勢和局限。英國國家衛生服務系統 (NHS) 

規定獲取健康資訊是病人的權利，所有病人都有權“提前

告知所建議的治療方案”，“參與有關治療的討論和決

策，並告知充分的資訊使病人有能力參與其中”；“無論

是簡單的驗血到死後的器官捐獻，任何類型的治療决定都

必須得到病人的準許。如果病人拒絕治療，其决定將受到

尊重”[6]。美國醫院協會制定的《患者與醫護人員的合作關

係》(The Patient Care Partnership) [7]強調：“讓病人參與治療

決策——說明病人的病情並解釋醫學上合適的可選擇治療

方案；與病人討論治療計劃，病人有權同意或拒絕某種治

療方法；……瞭解病人的醫療目標和價值觀；瞭解在病人

無法作出决策由誰來代替”。

健康素養 (Heal th Li te racy) 是指個體獲取、理解和處

理基本的健康資訊和服務，並以此做出合理的健康决策的

能力。整個社會人口的健康素養不高，是臨床工作者與病

患溝通所面臨的難題。對於病人而言，醫療决策的選擇是

極其困難的，健康素養的高低影響其對醫療資訊的消化吸

收。美國一項大型研究[8]發現，60%說英語的病人不能理解

一份標準的知情同意文件，33%的病人無法讀懂基本的健康

資料，42%病人不能理解空腹服藥的指引，26%病人不能理

解預約單的信息。

臨床上會遇到一些人，貌似有自知之明，當要他們作

出選擇時會馬上回應：“我們是外行，你是醫生，你拿主

意吧”，更有甚者反問：“我都交給你們了，還問我怎麽

治？”。他們的前提沒有錯——醫生是專家，有責任解釋病情

和制定治療方案；他們可能是外行，可能對醫學知之不多，但

起碼如蘇格拉底在“獨立思考”這篇文章中所說：“對此領域

我只是個外行人，我需要瞭解你在說什麽，以及為什麽這麽

說”。生命誠可貴，不可不參與決策。這些人以各種理由逃避

思考和選擇，逃避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正如馬克‧吐溫所

言：“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思考，百分之十的人認為他們思考，

其餘百分之八十的人寧死也不願思考”。

願思考的病人和家屬是理智的，他們希望瞭解病情，能

够提出具體問題，比較不同的治療計劃，在可供支配資源的

條件下從中找出合適自己的方案，而不是常規問問有沒有風

險、有沒有副作用等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他們同樣有要求，

要求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要求醫務人員有高水平的醫療知

識和技術，這些要求是合理和正當的，也正是醫務工作者自

身追求的目標。

然而，有些病人不顧現實條件，“己所欲，加於人”。

他們要求醫務人員優先回應他們的訴求，檢查要插隊，治

療要第一，最好動用醫院的全部資源只為他一個人服務，

這似乎符合讓病人獲得最大益處的醫學倫理原則。不過，這

種理想正遭受越來越大的質疑，因為醫生與社會都逐漸意識

到，以單個病人為中心的治療所獲得的好處必須與向整個病

人群體公平地提供必要的衛生保健所帶來的社會價值協調

一致[5]。滿足每個病人要求，要在社會衛生保健資源獲得恰

當、高效和公平使用下實現，不能超越合理的成本效益範

圍，不應損害其他病人的利益。

生老病死是人一生的自然過程，是世間萬物的必然規

律。最佳的醫療决策選擇，不代表可以抗拒自然規律，不

代表可以改變人的宿命。醫務工作者的使命和職責，正如著

名的特魯多醫生（E.L.Trudeau）墓誌銘所言：“有時，去治

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去治癒 ”需要豐富

的醫學科學理論知識和大量臨床實踐積累，積累過程充滿失

敗和挫折，我的老師莫世耀醫生生前經常提醒我們：“你

們要記住，外科醫生是用病人的血養大的”。“治癒”是

“有時”的，不是“常常”和“總是”的，這裏的尺度很明

確：醫學不能治癒很多疾病，不能治癒每一個病人；而患者

也不要盲目相信醫學的“本事”，對醫學產生不切實際的幻

想。由於醫學發展的局限性，醫生們有很多無奈，對於疾病

來說，只有一部份能够完全治癒；很多情况下只能使病情有

所緩解；醫生應該有自知之明，病人也要有所瞭解。自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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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切醫學技術都是對身處困境的人的幫助，醫學本質是

醫學的人文性。醫學的作用只是幫助而已，不必渲染誇大其

“神奇”。通過醫學的幫助，人們找回健康、保持健康、傳

承健康。安慰是一種人性的傳遞，是在平等基礎上的情感表

達，也是醫學的一種責任。即使不能治癒，我們總是能夠幫

助和安慰病人，盡可能的使患者從身體上、心理上舒適一

些。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恕

道”，作為一種道德原則、道德實踐方法，它要求人們在為

人處世、待人接物的過程中，具有推己及人之心，能够設身

處地，將心比心。醫療決策的最佳選擇，是以醫患關係和諧

為基礎的。

醫患雙方人格平等，相互理解，真誠以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才能容，才能讓，才能寬，才能

恕，才會風險共擔，榮辱與共，才會有最佳的醫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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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病人利益置於首位
—《中國醫師宣言》帶給我們的啟示

蕭浤

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已流傳2000多年，相信每位醫生都

能銘記於心。而今天，我們每位進入醫學院就讀的學生也都

曾許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這是對醫生職業操

守的基本要求。長期面對為病痛所累的病人，掌握著病人的

健康和幸福，醫生比其他任何行業都更需要高尚的道德情

操[1]。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範圍內醫學科學的迅

猛發展和市場經濟對醫療行業的衝擊以及價值觀的變化，醫

生在執業中面臨的利益衝突逐漸增加，醫療衛生服務實施過

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進一步加劇了醫患矛盾的產生，使得

醫生越來越難以承擔他們對患者和社會所肩負的責任。在這

種情況下，重申醫生職業精神根本的、普遍的原則和價值就

顯得尤為重要[2]。

2002年由ABIM (American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 基金、

ACP-ASIM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ms and Society of Internal 

Medicine) 基金和歐洲內科學聯盟倡議的《新世紀的醫師專業

精神—醫師宣言》應運而生。這份宣言指出：“目前，醫學

界面臨著科技爆炸、市場力量介入醫療體系、醫療衛生實施

中存在問題、生物恐怖主義以及全球化帶來的壓力”[3]。到

目前為止，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的130多個國際醫學組織認可

和簽署了該宣言[4]。中國醫師協會於2005年正式簽署該宣言，

並加入推行《醫師宣言》的活動。

中國有著悠久的文化和歷史傳承，為更緊密結合中國文

化的實際情況，宣傳和推廣國際《醫師宣言》，中國在2002

年的國際《醫師宣言》的基礎上對內容進行了補充。2011年6

月26日由中國醫師協會正式公佈了《中國醫師宣言》，建議

將《醫師宣言》作為醫師職業道德的教材，貫穿在醫學教育

的各個階段和整個過程，並最終體現在醫學工作者的職業生

涯中，“德為醫之本，德高則醫粹”。

‧醫學人文‧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腎內科

E-mail:dial@kwh.org.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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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師宣言》的主要內容[5]

健康是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作為健康的守護者，醫師應

遵循病人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則，弘揚人道主義的職業精神，

恪守預防為主和救死扶傷的社會責任。我們深知，醫學知識

和技術的局限性與人類生命的有限性是我們所面臨的永久難

題。我們應以人為本、敬畏生命、善待病人，自覺維護醫學

職業的真誠、高尚與榮耀，努力擔當社會賦予的增進人類健

康的崇高職責。為此，我們承諾：

(1) 平等仁愛。堅守醫乃仁術的宗旨和濟世救人的使命。

關愛患者，無論患者民族、性別、貧富、宗教信仰和社會地

位如何，一視同仁。

(2) 患者至上。尊重患者的權利，維護患者的利益。尊重

患者及其家屬在充分知情條件下對診療決策的決定權。

(3) 真誠守信。誠實正直，實事求是，敢於擔當救治風

險。有效溝通，使患者知曉醫療風險，不因其他因素隱瞞或

誘導患者，保守患者私密。

(4) 精進審慎。積極創新，探索促進健康與防治疾病的理

論和方法。寬厚包容，博釆眾長，發揚協作與團隊精神。嚴

格遵循臨床診療規範，審慎行醫，避免疏忽和草率。

(5) 廉潔公正。保持清正廉潔， 勿用非禮之心， 不取不

義之財。正確處理各種利益關係，努力消除不利於醫療公平

的各種障礙。充分利用有限的醫療資源，為患者提供有效適

宜的醫療保健服務。

(6) 終生學習。持續追蹤現代醫學進展，不斷更新醫學知

識和理念，努力提高醫療品質。保證醫學知識的科學性和醫

療技術應用的合理性，反對偽科學，積極向社會傳播正確的

健康知識。

《中國醫師宣言》最根本的理念是：患者利益高於一

切。醫師應以仁愛之心尊重和關愛患者，堅守“醫乃仁術”

的宗旨和醫學道德的核心價值，將患者利益放在首位；醫師

應該秉承公平、尊重患者的自主權，嚴格遵循臨床診療過程

中的知情同意，臨床診療應與患者共用決策；醫師專業精神

是醫學與社會達成承諾的基礎，醫師職業是終身學習的職

業，更是一門實踐科學，只有不斷更新專業知識及技術，總

結臨床經驗，才能不斷提高醫療品質，解除患者疾苦，同時

建立社會及公眾對醫師專業精神及醫術的信任[5]。

重申醫生的職業精神是非常有必要的，作為醫生不但

要有精湛的技術，更要有為人們所敬佩的職業精神。職業精

神中又首推醫德。其實，崇尚醫德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所謂

“醫者父母心”就是最好的概括。把人的生命價值放在醫學

的首位，把維護和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作為醫學研究最終目

標的思想，正是崇高醫德的表現，也是我們當代醫生需要繼

承的品德。

《中國醫師宣言》應當是我們每一位醫生心中的從業

尺規，時刻提醒我們肩負守護人類健康、促進社會和諧的神

聖使命。如何讓醫生理解和領會《中國醫師宣言》，真正把

《中國醫師宣言》的核心思想貫穿到醫療實踐中，才是《中

國醫師宣言》提出的意義所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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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孕激素用於預防早產已經有50年歷史，但是對與它的療效及適用人群仍有爭論，本文就

其對母胎影響及副作用進行綜述。研究表明，孕激素對用於曾有自發性早產的單胎妊娠者的證據可靠

度為中度，用於宮頸縮短的單胎妊娠者的證據可靠度為低度。對於多胎妊娠者無效的證據可靠度為中

度。對於其他情況下使用的證據不足。孕激素預防新生兒患病率及死亡率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關鍵詞】孕激素；早產

Update of progestogen in prevention of preterm birth

TAN Zhen*, HONG Bi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ian and Gynaecologis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Progestogen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investigated to prevent preterm birth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but the efficacy and indication are controversial. We undertook this review to systematically update what was 
known about use of progestogens for prevention of preterm birth. Progestogens prevent preterm birth when used 
in singleton pregnancy in which the mother has had a prior spontaneous preterm birth or in which cervical length 
is short. The strength of the evidence supporting its use for these indications is moderate and low,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moderate strength of evidence suggests lack of effectiveness for multiple gestations.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for all other uses. Across indications, data are sparse to evaluate influence on near-term outcomes such as neonatal 
mortality and morbidities.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for understanding whether intervention has the ultimately desired 
outcome of preventing morbidity and promoting normal childhoo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gestogen; Preterm birth 

孕激素預防早產的研究進展

譚真* 洪濱

‧ 綜 述 ‧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婦產科

*通訊作者  E-mail:feichangrulan@sina.com

早產現仍是圍產兒發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小於28週早

產兒在未來5年的住院時間是足月兒的85倍[1]。近10年多數西

方國家早產的發生率有增加趨勢[2]。孕激素在妊娠期間能降

低子宮平滑肌的興奮性，降低子宮對縮宮素的敏感性，使子

宮停止收縮。在過去的10多年來自隨機臨床實驗累計的證據

導致專業機構及醫學研究所支持將孕激素應用於有早產病史

的婦女。然而，這些組織也致力於評估孕激素長期使用的安

全性，因為曾經己烯雌酚的使用提醒人們關注激素用於孕期

的安全性及對母嬰的隨訪。同時孕激素製劑的選擇及合理的

用法，其他高危人群的使用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回顧現有的

文獻，本文著重講述孕激素對母胎影響及副作用的問題。

當有早產症狀時進行干預預防早產的方法被證明效果甚

微。現在人們越來越多關注基於高危婦女的風險而不是症狀

進行早期干預。例如治療細菌性陰道病或者牙周病試圖降低

免疫系統啓動被證明是無效的。有早產風險的婦女使用皮質

醇被證明對新生兒效果顯著，但是不能延長孕週。孕激素對

有早產風險的婦女提供一種用藥選擇，例如曾有早產史，多

胎妊娠，宮頸縮短，有早產症狀或有各種高危因素者。

一、孕激素的使用

在過去的10多年來自隨機臨床實驗累計的證據導致專業

機構及醫學研究所支持將17α己酸羥孕酮 (17-alpha-hydroxy-

progesterone caproate, 17OHP) 應用於有早產病史的婦女。美國

FDA批準使用17OHP用於曾有早產史的婦女用於預防早產。

其他孕激素製劑可能也是有效的[3]。孕激素作為一種激素抑

制子宮收縮，參與維持妊娠，特別是早孕期。藥效的確切機

制還沒有很好的理解。

上個世紀60 年代人們最早開始研究將孕激素用於預防早

產。近10多年孕激素用於高危婦女預防早產。在美國，每年

大約133 000孕婦有早產史，她們是孕激素潛在使用者。美國

最大的試驗表明使用孕激素每年預防10 000名早產兒出生。

2003年美國婦產科學會指出17OHP僅限用於有醫療記錄證明

有不足37週早產史的婦女，因為其合理的用藥途徑及長期安

全性仍未確定[4]。

孕激素製劑生物活性與內源性類固醇孕激素相似。孕激

素製劑包括天然孕激素，合成孕激素，合成黃體酮，化學結

構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天然孕激素和合成黃體酮可以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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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道用藥或注射。口服和陰道製劑可以微粒化以便於吸收。

肌注藥物包括17OHP是合成黃體酮，其他注射製劑包括

晶體化孕激素和天然孕激素。陰道製劑包括栓劑，凝膠，膠

囊。目前研究表明肌注、陰道製劑、口服3種劑型用於降低早

產發生率均有效。

目前多數研究孕16~21週開始使用，使用時間15~36週。

仍無充足證據定義起始用藥的理想孕週。

二、使用孕激素的孕母的健康結局

早產顯著增加母體的患病率。孕激素可以降低曾有早產

史的婦女再次早產的發生率。孕激素治療目的不僅預防早產

和關係到胎兒和新生兒健康，而且改善孕母的健康結局。

1.有早產史的孕母健康結局

5個研究報導孕母住院治療情況[5-9]。3個隨機對照研究

孕激素治療組與未治療組相比沒有顯著差異[5-7]。其中1個

研究使用陰道製劑的孕母住院率比未預先使用孕激素者低 

(2%vs.6%)[5]。另2個研究發現使用孕激素組入院率稍高，分

別為肌注17OHP和安慰劑 (16%vs.13.8%)，陰道製劑和安慰劑 

(25.6%vs.24.8%)[6,7]。2個回顧性伫列研究比較肌注17OHP和每

日護理監護發現沒有顯著降低孕母入院率，肌注17OHP組和

每日護理監護組入院率分別是45.7%和70.8%，12.6%和43%。

這2個研究同時發現肌注17OHP組早產率顯著低於每日護理監

護組[8,9]。

這5個研究報導宮縮抑制劑的使用率。3個隨機對照研

究發現孕激素治療組與未治療組相比沒有顯著差異[5-7]。2個

回顧性伫列研究發現使用肌注17OHP組與每日護理監護組相

比宮縮抑制劑使用率顯著下降 (12.9%vs.49.7%, P<0.00133 和

13.9%vs.75.0%, P <0.001)[9,10]。

3個研究報導早期胎膜早破率沒有顯著性差異（陰道用孕

激素和安慰劑，肌注17OHP與安慰劑，肌注17OHP與門診護

理監護）[7-9]。

3個研究報導剖宮產率也沒有顯著性差異（陰道用孕激

素與未治療組，肌注17OHP與安慰劑，陰道用孕激素和安慰

劑）[5-7]。

1個研究報導口服微粒化孕激素加利托君組較安慰劑加利

托君組住院天數顯著下降 (13.6 days vs. 17.8 days, P < 0.05)[11]。

另一研究比較口服氯地孕酮和肌注17OHP治療後宮縮抑制劑

的使用沒有顯著差異 (35% vs. 37%)[12]。

4個研究報導有早產症狀到出生的時間[11,13-15]。其中2個研

究分別使用陰道製劑和口服孕激素與未治療組比較時間顯著

延長 (36.1 ± 17.9 days vs. 24.5 ± 27.2 days, P=0.037；35.3 ± 19.1 

days vs. 25.5 ± 15.1days, P=0.003)[13,14]。但是這2個研究有明顯偏

移，沒有使用安慰劑做比較，置信區間較寬。另2個研究未發

現顯著差異[11,15]。

2.多胎妊娠

目前研究發現孕激素治療對多胎妊娠沒有臨床顯著性

效果。6個研究以多胎妊娠為用藥指證，使用肌注17O H P 

250m g/每週，或使用陰道製劑90m g/天，所有研究與安慰

劑做比較。Hart ikainen-Sorr i等報導雙胎妊娠婦女使用肌注

17OHP治療後住院時間顯著縮短 (23.5 ± 10.9 days vs. 31.2 ± 16.0 

days)[16]。1項隨機對照實驗報導雙胎妊娠使用肌注17OHP組與

安慰劑組比較早產率無顯著差異[17]。2個隨機對照實驗報導

3胎妊娠使用肌注17OHP組與安慰劑組比較宮縮抑制劑使用

率稍高 (47% vs. 44%;79% vs. 68%)[18,19]。雙胎妊娠也有類似結

果 (45% vs. 35%, P=0.98)[17]。同時Rouse報導雙胎妊娠結果相反 

(21.9% vs. 29.4%)[20]。

2個研究比較PPROM發生率孕激素治療組較安慰劑組稍

低[17,19]。

4個研究剖宮產率[8,18,19,21]。其中1個研究表明顯著降低剖

宮產率[21]，其他3個研究發現沒有顯著差異。

3.孕中期超聲發現無症狀的宮頸縮短者

在一項有250名孕婦參加的研究中孕中期超聲發現無症狀

的宮頸縮短者陰道用孕激素者34週前早產發生率20.8%，安慰

劑組36% (P=0.008)[22]。

4. 孕中期羊穿者

1項研究孕中期羊穿者使用肌注天然孕激素或17OHP對比

未治療者早產率無顯著差異[23]。

三、胎兒及新生兒健康結局

胎兒及新生兒健康結局主要指死胎，新生兒死亡，新生

兒出生體重，NICU結果。

1.有早產史的孕母

Meta分析4個隨機對照試驗結果表明使用安慰劑組新生兒

死亡率4.0%，孕激素治療組2.3%，通過分析使用孕激素降低

1.7%新生兒死亡率[5-7,24]。

關於新生兒平均體重，2個隨機對照研究表明孕激素組（包

括陰道製劑和口服藥）顯著重於未治療組和安慰劑組[5, 24]，另1個

隨機對照研究沒有發現顯著性差異[7]。Meta分析該3項試驗平均體

重差異239g。

2個研究報導入住NICU平均天數[7,25]，僅1個研究表明肌注

17OHP組顯著降低[25]。

3個隨機對照研究報導早產兒疾病發生率[5-7]，其中1個研

究發現母親使用肌注17OHP後新生兒壞死性結腸炎和腦內出

血的發生率下降[6]。

2.多胎妊娠

6個研究報導多胎妊娠的死胎和新生兒死亡，均以安慰劑

做對照[16-21]。1個隨機對照研究發現肌注17OHP組死胎率明顯

升高 (7.7% vs.0%，P=0.01)，在這項研究中死胎包括孕週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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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週的流產[18]。這6個報導2胎和3胎綜合meta分析安慰劑組新

生兒死亡率1.5%，孕激素組2.8%，因此孕激素將新生兒死亡

率提高1.3%。

3個研究報導平均出生體重[17-19]，2個研究報導低出生體

重率[19-20]，1個試驗報導NICU入住率[21]，3個研究報導NICU平

均入院天數[17,18,21]，5個研究報導呼吸窘迫綜合症，壞死性小

腸結腸炎，腦室出血，敗血症，視網膜病變發生率及機械通

氣率[17-21]均無明顯差異。

3.孕中期超聲發現無症狀的宮頸縮短者

1項研究報導孕中期超聲發現無症狀的宮頸縮短者陰道用

孕激素組對比安慰劑組死胎率，新生兒死亡率，低出生體重

率，早產兒疾病發病率無明顯差異[22]。

4.孕中期羊穿者

1項研究孕中期羊穿者使用肌注天然孕激素或17OHP對比

未治療者死胎率低 (0.6% vs. 1.1%)，平均出生體重高(3138.9 ± 

665.9g vs. 3073.6 ± 618.9g)，但統計學無顯著差異[23]。

四、孕激素副作用

多數報導孕激素副作用主要是肌注部位不適或陰道刺激

及陰道排泄物。2個隨機對照試驗報導蕁麻疹或瘙癢的發病率

孕激素組4%，安慰劑組2%[20,21]。2%肌注17OHP者有噁心，5%

使用陰道製劑者發生噁心[20,21]，服用口服製劑者未報導有噁心

發生。

2個報導使用17OHP後妊娠期糖尿病發病率，1個隨機對

照研究3胎妊娠治療組16%，對照組12%，雖結果無統計學差

異，但作者指出如增加研究物件數目結果可能會有統計學差

異[26]；另一回顧性伫列研究 (n=557) 發現治療組發生率13%，

對照組5%。妊高症，絨毛膜羊膜炎，產後子宮內膜炎，心率

異常及黃疸發生率孕激素治療組與對照組相若[26]。2個隨機

對照研究評估產後出血疾病發生率，陰道製劑組小於1%，安

慰劑組4%[27,28]。肌注17OHP或口服治療者無產後出血疾病報

導。

現有研究表明先天性畸形發生率在孕激素治療組與安慰

劑組相似。沒有研究發現巨大兒是孕激素的副作用。孕激素

對新生兒的長期影響還不明確。一個隨機對照試驗隨訪278個

兒童（平均年齡48月），他們的媽媽孕期使用17OHP或安慰

劑治療過，他們在身體及行為方面評分沒有顯著差異[29]。

總之，多數不良反應很少見，肌注部位不適或陰道刺激

及陰道排泄物是相同劑型的其他藥物常見的。

綜上所述，孕激素對用於曾有自發性早產的單胎妊娠者

的證據可靠度為中度，意即現有證據表明是有效的，進一步

的研究可能會改變評價的影響。用於宮頸縮短的單胎妊娠者

的證據可靠度為低度，意即證據反映的真實效果，進一步的

研究可能改變評價效果，也可能會改變評價。對於多胎妊娠

者無效的證據强度為中度。對於其他情況下使用證據不足。

孕激素預防新生兒患病率及死亡率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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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湖醫學》創刊紀事

1946年4月13日鏡湖醫院慈善會第一屆董事會決定編印名為《鏡湖月刊》的刊物。由於澳葡殖民當局當時制定的帶有種族歧

視的法例規定—刊物督印人只限於葡籍大學畢業生，雖經慈善會何賢副主席、柯麟院長交涉力爭，仍然無功而返。董事會決定

改以“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報告及醫藥報告”名稱出版。

後來停頓多時，至1948年5月，董事會重提此事，決定以學術性刊物出版發行，定名為《鏡湖醫藥》，為此成立‘鏡湖醫藥

社”，柯院長以董事會宣傳委員會召集人身份力促成事，推舉郭信堅秘書長為編纂主任，外科黃榕增主任為顧問，原擬出版月

刊或不定期刊物，每期印刷千冊，報導慈善會業務，發表醫藥研究報告、論著、譯文、消息及介紹醫藥界人物，董事會決議還

要求推介衛生普及知識，諸如流行病預防、肺癆病防治、夏令衛生等，以廣宣傳，增進社會人士的衛生知識。

《鏡湖醫藥》遂於1948年7月1日以雜誌形式面世。實際上《鏡湖醫藥》由1948年至1956年只出版7期，1956年5月出版第7期

之後停辦。

《鏡湖醫藥》於1993年復刊，2001年改名為《鏡湖醫學》。

本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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