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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從下期起，新增欄目“我的老師”，歡迎投稿。

在我們求學和從醫的人生生涯中，一路上都得到無數老師的教導和幫助。老師的言傳身教，老師的人格魅

力，深深地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可能有的老師已經仙逝，但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的教誨，依然長留在我們

心中。他們是我們永遠的老師，永遠的榜樣。

本刊希望通過“我的老師”專欄這樣一個窗口，讓大家敘述經歷的和知道的具體事例，展現老師們嚴謹的治

學、執著的求知、精湛的技術和良好的醫德，讓我們懷念和感恩，讓我們傳承和分享，感動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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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健康成人脈衝振蕩 (impulse oscillometry system, IOS) 肺功能特

點，建立適合澳門健康成人的IOS預計值方程式。  方法 隨機選取362例無吸煙史的澳門籍

漢族健康成人。採用德國Jaeger公司生產的MasterScreen脈衝振蕩肺功能測定儀，先進行常

規肺量計檢測，肺功能正常者按照歐洲呼吸協會的標準測定氣道阻力，指標包括呼吸總

阻抗 (Zrs)，5赫茲及20赫茲時呼吸阻力 (R5、R20) 和呼吸電抗 (X5、X20)；彈性阻力等於

慣性阻力時的響應頻率 (Fres) 等，並將所得的實測值分別與年齡及性別行相關分析，並

進行多元逐步綫性回歸分析，得出預計值方程式。  結果 上述氣道阻力指標在各年齡組

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男女不同性別組有統計學意義；不同性別的氣道阻力各指標預

計值方程式分別為：男：Z5=1.38-0.007*H+0.002*W; R5=1.316+0.002*W-0.007*H; R20=0.976-

0.004*H; X5=-0.432+0.002*H; X20=-0.037-0.0004*AGE+0.001*H; RF=25.81+0.033*AGE-

0.099*H。女：Z5=0.802+0.002*AGE-0.004*H+0.001*CW; R5=0.227+0.001*AGE+0.003*CW-

0.003*W; R20=0.878-0.003*H; X5=-0.420+0.002*H-0.001*AGE; X20=0.166-0.001*AGE-0.0004*CW; 

RF=3.70+0.086*AGE+0.093*CW-0.08*W。  結論 建立了適合澳門人群的IOS各主要指標的預計

值方程式，建議推廣應用。

【關鍵詞】脈衝振蕩肺功能；氣道阻力；預計值方程式

A pilot study to evaluate Macao adults  predictive equations for the impulse oscillometry system

ZHANG Xiao Zhan1, ZHENG Jin Ping  2*, CHEN Yao Qiu1, CHOI Kun1 , EONG O1, TUNG Yee Hung1, ZHANG Zhen Rong3

1.Inter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Guangzhou Institute of Respiratory Disease
3.Health Care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haracteristics of pulse oscillation technique for lung function 

assessment in Macau healthy adults and establish its predictive equation.  Methods   A survey conducted 
on 362 healthy non-smoker Macau adults(179men, 183women), age 18 to 78years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2. Respiratory impedance (Zrs), respiratory resistance (Rrs), and reactance (Xrs) at 5 and 20 
resonant frequency (Fres) were measured with Jaeger Masterscreen IOS instrument. Measurements were 
carried out during spontaneous breathing which corresponds the recommendation made by 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s and linear regressions were carried out with SPSS 17.0 
for windows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identify the best equations of IOS parameters using standing height, 
weight, age and gender as potential determinants.   Results  Macau predictive normal equations were 
generated and compared with current published equation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OS parameter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but 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both genders.  
Conclusion  The predictive equations of  IOS for Macau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t has potential range 
of application in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population screening for health assessment.

[Key Words]  Airway resistance; Impulse oscillometry; Predictive eq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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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肺功能測試需要患者良好的配合才能使檢

測到的肺功能各項數據客觀準確[1,2]。在臨床工作中，

部份病人難以配合。脈衝振蕩肺功能 (impulse oscillom-

etry, IOS) 是近年發展起來的一種新技術，同傳統肺功

能相比，具有易於配合等許多優點[3,4]，IOS同傳統肺功

能一樣，各項指標的預計值方程式是評價氣道阻力所

不可缺少的參考依據。目前，本院引用的預計方程式

為歐洲的Lechtenboerger方程式。在臨床應用中發現，其

特異性及敏感性均低於文獻報導[5]，究其原因可能與採

用的預計方程式不適合澳門地區的人群有關。為此，

我們選取澳門地區健康成人362例，進行IOS測定及預計

值方程式的研究，現報導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入選標準為：澳門籍漢族人、無吸煙史、無心

肺疾病和其它系統疾病史、近4週無呼吸道感染史、

體檢無心肺及發育異常、胸片心肺正常、常規肺功

能測定正常。共篩選了387例，入選362例。其中男性

179例，年齡分佈為：18歲~24歲19例，25歲~29歲20

例，30歲~34歲20例，35歲~39歲17例，40歲~44歲18

例，45歲~49歲17例，50歲~54歲19例，55歲~59歲15

例，60歲~64歲17例，65歲以上17例。女性183例，年

齡分佈為：18歲~24歲19例，25歲~29歲19例，30歲~34

歲17例，35歲~39歲16例，40歲~44歲18例，45歲~49歲

19例，50歲~54歲22例，55歲~59歲19例，60歲~64歲20

例，65歲以上14例。

二、方法

1. 儀器：選用德國Jaeger公司生產的MasterScreen脈

衝振蕩肺功能測定儀；每日測試前以3L標準容量筒對

儀器進行容量校正，所測數值校正為BTPS狀態，每月

標化，證實壓力測定值。

2. IOS測定按歐洲呼吸學會 (ERS) 標準[6]，要求受

試者坐直，頭保持自然、水平或稍上仰，夾上鼻夾，

雙手掌或指腹壓住頰部，牙齒咬緊接口器，舌頭不能

堵塞咬口器，保證口角和鼻孔不能漏氣，並松解過緊

的腰帶、胸帶和衣服等。測定過程中要求受試者放

鬆，呼吸曲綫平穩，連續記錄60秒。用同樣方法測定3

遍，如差異小於5%，取平均值作統計處理。

3. 測定指標：包括潮氣量 (VT)、呼吸總阻抗(Re-

spiratory Impedance, Zrs)，5赫茲時呼吸阻力 (Resistance at 

5Hz, R5)，20赫茲時呼吸阻力 (Resistance at 20Hz, R20)，

5赫茲時呼吸電抗 (Reactance at 5Hz, X5)，20赫茲時呼

吸電抗 (Reactance at 20Hz, X20)，以上數據的單位為

KPa/(L.s)；彈性阻力等於慣性阻力時的響應頻率 (Reso-

nance frequency, Fres)，單位為L/s。

4. 統計學處理　將所有數據輸入計算機，運用

SPSS 17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以全人口樣本的各實

測指標值作為方程式的因變量，以年齡(A)、身高(H)、

體重(W)、相對體重 (CW，是實際體重與標準體重之

比，標準體重為身高(cm)-100) 和結合型的參數 (AW、

HW、AH等) 作為方程式的自變量；以SPSS17.0 for win-

dows統計軟件包計算方程式，作多元逐步回歸和多元

綫性回歸，建立綫性多元回歸方程。選擇複相關係數(r)

值最大而標準誤(sx)最小的方程式，若r及sx相近者則選

擇少元、簡單的為預計方程式。

結 果

1. 檢測人群的生理測定值（見表1）。表1所列為

所測人群的生理測量值。相對體重 (CW，是實際體重

與標準體重之比，標準體重為身高(cm)-100)。

表1. 362名澳門健康成人的生理測定值(x±s)

年齡組 
(歲)

男性 女性

例數 
(例)

平均年齡 
(歲)

身高 
(cm)

體重 
(kg)

相對體重 
(CW)

例數 
(例)

平均年齡 
(歲)

身高 
(cm)

體重 
(kg)

相對體重 
(CW)

18-24 19 21.1±2.1 171.5±6.0 65.8±9.5 0.92±0.13 19 23.2±1.4 158.4±5.6 49.3±4.4 0.85±0.08

25-29 20 26.9±1.3 172.9±6.3 68.4±7.7 0.94±0.10 19 26.6±1.4 158.0±4.3 53.9±10.1 0.93±0.16

30-34 20 32.1±1.4 167.7±3.8 66.4±4.8 0.98±0.08 17 31.8±1.3 154.9±5.1 53.1±10.6 0.98±0.22

35-39 17 37.0±1.5 168.1±4.1 68.2±12.1 1.00±0.16 16 37.5±1.4 158.4±6.0 57.1±11.4 0.98±0.17

40-44 18 41.6±1.2 169.6±6.4 72.4±9.8 1.04±0.10 18 41.4±1.3 156.1±5.3 56.9±9.2 1.02±0.19

45-49 17 47.1±1.3 166.8±6.2 65.4±5.1 0.98±0.10 19 47.6±1.3 157.3±4.3 57.2±7.8 1.00±0.16

50-54 19 52.3±1.3 168.1±5.9 67.3±7.3 0.99±0.15 22 52.2±1.3 155.7±6.0 59.6±8.1 1.07±0.11

55-59 15 56.5±1.3 168.2±5.8 67.9±8.4 1.00±0.13 19 56.6±1.8 151.9±5.1 55.7±7.9 1.08±0.16

60-64 17 61.5±1.6 161.9±7.3 64.9±6.8 1.06±0.15 20 61.9±1.2 151.4±5.7 55.9±8.9 1.09±0.17

65歲
以上

17 69.3±3.5 163.1±6.2 64.2±8.5 1.01±0.07 14 70.9±4.9 151.0±5.9 56.6±9.5 1.10±0.08

2. 健康人IOS指標（見表2）：表2顯示，上述各

氣道阻力指標在各年齡組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

男女不同性別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中男性組Z5、

R5、R20、RF低於女性組；X5男性高於女性組。X20在

18歲~34歲年齡組及65歲以上組女性高於男性，其餘則

女性組低於男性組。

3. 健康人IOS指標與體重等的關係：IOS各指標同

年齡、身高、體重、相對體重的關係（見表3）。表3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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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同性別組Z5、R5、R20、RF與身高均呈負相關關

係，相對體重與以上指標呈正相關關係。X5、X20則與

身高呈正相關關係，與相對體重負相關關係。

4. 健康成人IOS各指標的預計值方程式（見表4）。

經多元回歸分析，建立了IOS主要參數預計值公

式。男性組多數參數與身高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相

對體重，年齡相對較小；但在女性組，多數參數與相對

體重的關係最為密切，其次為年齡，身高相對較小。

表2. 澳門健康人群IOS測量值(x±s)

年齡組 
(歲)

男性 女性

例數 
(例) Z5 R5 R20 X5 X20 RF 例數 

(例) Z5 R5 R20 X5 X20 RF

18-24 19 0.311±0.071 0.298±0.070 0.269±0.052 -0.086±0.029 0.092±0.028 9.943±2.526 19 0.397±0.080 0.380±0.076 0.334 ± 0.066 -0.119 ± 0.036 0.099±0.029 10.495 ± 2.023

25-29 20 0.314±0.062 0.298±0.061 0.264±0.051 -0.092±0.028 0.085±0.027 10.760±2.499 19 0.393±0.080 0.374±0.075 0.329±0.069 -0.119±0.037 0.098±0.044 11.298±2.757

30-34 20 0.349±0.087 0.338±0.087 0.310±0.083 -0.085±0.026 0.090±0.022 10.144±2.065 17 0.399±0.052 0.384±0.052 0.354±0.068 -0.103±0.033 0.103±0.037 10.322±2.035

35-39 17 0.300±0.054 0.289±0.053 0.274±0.049 -0.077±0.023 0.099±0.034 9.383±1.727 16 0.424±0.066 0.405±0.066 0.367±0.082 -0.119±0.035 0.087±0.035 11.161±2.316

40-44 18 0.327±0.065 0.317±0.066 0.286±0.065 -0.077±0.027 0.089±0.023 10.236±2.424 18 0.418±0.076 0.403±0.075 0.371±0.074 -0.107±0.030 0.077±0.028 11.683±2.750

45-49 17 0.366±0.148 0.353±0.144 0.309±0.123 -0.092±0.049 0.081±0.029 10.577±2.962 19 0.413±0.139 0.395±0.132 0.326±0.110 -0.104±0.081 0.073±0.032 12.709±2.996

50-54 19 0.324±0.089 0.313±0.085 0.286±0.078 -0.087±0.033 0.088±0.029 10.285±2.349 22 0.463±0.073 0.041±0.072 0.351±0.077 -0.132±0.046 0.072±0.040 14.311±2.697

55-59 15 0.364±0.109 0.353±0.105 0.318±0.085 -0.084±0.038 0.081±0.033 10.985±3.088 19 0.458±0.104 0.441±0.102 0.377±0.102 -0.125±0.025 0.079±0.039 13.102±2.585

60-64 17 0.354±0.115 0.341±0.112 0.300±0.080 -0.094±0.032 0.076±0.027 11.067±3.196 20 0.516±0.149 0.493±0.141 0.367±0.100 -0.152±0.059 0.036±0.051 16.704±4.399

>65 17 0.404±0.096 0.383±0.096 0.315±0.078 -0.116±0.034 0.056±0.017 13.812±2.162 14 0.510±0.095 0.480±0.084 0.386±0.073 -0.171±0.060 0.058±0.032 14.764±2.712

表3. 生理測量值同IOS實測值的相關性

男性 (相關係數) 女性 (相關係數)

Z5 R5 R20 X5 X20 RF Z5 R5 R20 X5 X20 RF

年齡 0.22 0.23 0.16 -0.12 -0.28 0.23 0.38 0.37 0.11 -0.28 -0.43 0.51

身高 -0.42 -0.40 -0.33 0.37 0.30 -0.33 -0.35 -0.34 -0.19 0.33 0.18 -0.32

體重 -0.02 -0.004 -0.03 0.17 0.04 -0.02 0.18 0.19 0.07 -0.03 -0.26 0.29

相對體重 0.31 0.32 0.24 -0.11 -0.22 0.27 0.44 0.45 0.21 -0.27 -0.38 0.52

表4.  澳門健康成人氣道阻力正常值及預計值方程式

男性 女性

R R2 SE R R2 SE

Z5=1.38-0.007*H+0.002*W 0.482 0.22 0.092 Z5=0.802+0.002*AGE-0.004*H+0.122*CW 0.433 0.178 0.0861

R5=1.316+0.002*W- 0.007*H 0.480 0.22 0.088 R5=0.227+0.001*AGE+0.308*CW-0.003*W 0.426 0.173 0.0842

R20=0.976-0.004*H 0.234 0.05 0.082 R20=0.875-0.003*H 0.346 0.115 0.0725

X5=-0.432+0.002*H 0.373 0.13 0.047 X5=-0.423+0.002*H-0.001*AGE 0.402 0.157 0.0306

X20=-0.037-0.0004*AGE+0.001*H 0.450 0.19 0.037 X20=0.166-0.001*AGE-0.044*CW 0.337 0.103 0.0272

RF=25.811+0.033*AGE-0.099*H 0.604 0.35 2.726 RF=3.69+0.085*AGE+9.493*CW-0.08*W 0.358 0.118 2.5337

討 論

脈衝振蕩肺功能是強迫振蕩檢查技術的一個分

支，1981年由Muller和Vogel首先描述，並於1996年開始

應用於臨床[2]。其原理為由脈衝發生器產生矩形電脈

衝，後者通過快速付麗葉轉換，可被分解為無數個不同

頻率的正弦波，當電脈衝叠加在被檢者靜息呼吸上，並

連續記錄在外加振蕩頻率下自主呼吸時氣道壓力和流

速，對脈衝振蕩下的靜息呼吸進行頻譜分析，即可推算

出一系列呼吸阻抗值，並可進一步測定呼吸阻抗的組成

部份，包括黏性阻力，彈性阻力和慣性阻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澳門健康成人各年齡組間IOS各指

標均無統計學差異，但不同性別存在統計學差異，與

Vogel等[2]的研究相同。進一步兩兩相關分析發現，在

男性組別，IOS各指標與身高關係最為密切，同鄭勁平

等[7]在廣州兒童中的研究結果相同，其次為相對體重、

年齡。女性組順序則為相對體重、年齡、身高。相對

體重是實際體重與標準體重之比，標準體重為身高

(c m)-100，本研究首

次採用，發現其與女

性Zr、R5、RF等指標

密切相關，是否說明

成年女性隨着體重增

加，氣道阻力會相應

增加，其內在機制需

進一步研究。

目 前 本 院 應 用

的I O S各指標預計值

方程式同許多國家一

樣，是德國生產商提供在儀器中的。他們1990年通過

測定506例年齡18歲~69歲之間的德國健康成人指標得

出[3]，當時未剔出吸煙者，並且年齡、性別各組例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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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本項目為了建立更適合澳門本地人群的預計值

方程式，剔出了吸煙者，並儘量使性別、年齡各組別

人數均衡，因而更能避免因年齡、性別、吸煙等因素

帶來的潜在偏差。表4給出了澳門地區健康成人IOS各

指標的正常預計值公式，從多元回歸方程看，男性Zs、

R5與體重正相關，與身高負相關，與澳洲[8]及新疆地區

的研究[9]相似，與昆明地區[10]有差別。R20則與國內外

的公式均有差別，但身高是主要影響因素，這點則相

同。女性Zr、R5的主要影響參數為相對體重，與其它

研究不同；R20與身高負相關。

X5是振蕩頻率在5Hz時的電抗，反映彈性阻力。男

性預計值方程式與新疆地區[9]的幾乎相同，但本研究的

R值0.402，高於他們的0.344，說明本研究的方程式相關

性更好。女性預計值方程式與澳洲[8]的幾乎相同。X20

研究較少，且差別極大。RF預計值方程式也同樣差別

極大，需要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測定的是18歲~78歲之間的澳門漢族非吸煙

人群，超出此年齡範圍及非漢族籍人士使用本研究預

計值時應慎用，且多數入選者為醫護人員、學生等，

對於運動員或重體力工作者不建議使用。

因為存在種族差異，評價IOS結果同其它肺功能結

果一樣，應與相應人群的正常預計值比較。本研究首

次給出了澳門地區正常健康人群IOS各指標的預計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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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建議推廣使用，並在臨床工作中進一步檢驗、

優化方程式。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細胞塊切片P16和Ki-67免疫組化在宮頸細胞學病變診斷中的意義。  

方法 收集宮頸液基細胞學檢查診斷為不典型鱗狀上皮-性質未明 (ASC-US)、不典型鱗狀上

皮-未排除高度鱗狀上皮內病變 (ASC-H)、低度鱗狀上皮內病變 (LSIL) 及高度鱗狀上皮內病

變 (HSIL) 的病例100例，將細胞學檢查後剩餘的標本製成細胞塊切片，進行P16和Ki-67的免

疫組化檢測，並行宮頸活檢，研究細胞學診斷、P16、Ki-67表達與活檢診斷的關係。  結果 

在100例細胞學診斷中，ASC-US 41例、LSIL 34例、ASC-H 7例、HSIL 18例。活檢診斷宮頸

細胞塊切片P16和Ki-67免疫組化在宮頸細胞學診斷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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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47例，CIN1 30例、CIN2-3 17例、宮頸癌6例。細胞學診斷ASC-US、LSIL、ASC-H、HSIL

與活檢診斷的符合率分別為75.6%、58.8%、57.1%、72.2%，各組符合率之間的差異在統計

學上無顯著性意義 (P=0.40)。細胞學診斷為ASC-US、ASC-H、LSIL和HSIL的P16陽性率分別

為22.0%、85.7%、64.7%和94.4%，Ki-67陽性率分別為17.1%、85.7%、58.8%和94.4%， P16和

Ki-67陽性率在各組的差異在統計學上具有顯著性意義 (P<0.05)。  結論 細胞學診斷有較高的

假陽性和假陰性，結合檢測P16及Ki-67免疫組化，可明顯提高細胞學診斷與活檢診斷的陽性

符合率，提示細胞塊切片P16及Ki-67檢測應成為宮頸細胞學的輔助診斷指標。

【關鍵詞】 宮頸細胞學；細胞塊切片；免疫組化；P16；Ki-67

The significance of P16 and Ki-67 immunostaining on cell block sections for cervical 
cytology diagnosis

MA Iok Na1,  XIAO Gang1,  WEN Jian Ming1*, LI Min Min2,  WEN Wang Rong2 
1.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Clinical Labora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P16 and Ki-67 immunostaining on cell block 

sections for cervical cytology diagnosis.  Methods  One hundred cases of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diagnosed by liquid based cytology, including 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kown nature (ASC-US), 
atypical squamous cells-cannot exclude HSIL (ASC-H), low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LSIL) 
and high 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s (HSIL), were collected. Cell blocks were prepared from 
residual liquid based cytology specimens and were immunohistochemically stained with P16 and Ki-67 
antibodies, simultaneously cervical biopsy were performed.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ytology, 
biopsy diagnosis and immunoreactions of P16 and Ki-67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100 cases of specimens, 
41 cases of ASC-US, 7 cases of ASC-H, 34 cases of LSIL and 18cases of HSIL were diagnosed by liquid 
based cytological test, while 47 cases of cervicitis, 30 cases of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IN1), 17 
cases of CIN2-3 and 6 cases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were diagnosed by cervical biopsy. The 
positive consistency rates of cytological diagnosis of ASC-US, LSIL, ASC-H, HSIL with biopsy diagnosis 
were 75.6%, 58.8%, 57.1% and 72.2%, respectively. There a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ositive consistency rates between above groups (P=0.40). The positive rate of P16 in ASC-US, ASC-H, 
LSIL and HSIL were 22.0%, 85.7%, 64.7% and 94.4%, while Ki-67 were 17.1%, 85.7%, 58.8% and 
94.4%, respectively. Ther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16 and Ki-67 positive rates between 
abov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high incidence rate of false positive and false negative in 
cytological diagnosis. The positive consistency rates of cytological diagnosis with biopsy diagnosis can 
be raised by combining with P16 and Ki-67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s on the cell block sect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P16 and Ki-67 immunostains on the cell block sections should be used as detective markers 
in cervical cytological diagnosis.

[Key Words]  Liquid based cytological test; Cell block section; Immunohistochemistry; P16; Ki-67

宮頸細胞學是宮頸癌篩查的重要手段，目前最常

用的是液基細胞學檢查 (liquid-based cytology test, LCT)，

該方法能有效去除紅細胞和黏液，減少閱片的干擾因

素，更清晰地觀察細胞病變，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宮頸

病變診斷的準確率。然而，受取材方法、細胞固定及

診斷主觀性和診斷經驗的影響，細胞學檢查存在假陰

性或假陽性結果。為提高細胞學診斷的準確性，需要

尋找一些指標以輔助診斷。

P16基因位於第9染色體短臂 (9p21)，是一種抑癌基

因[1,2]，其蛋白產物P16可與cyclin D1競爭性結合CDK4或

CDK6，並特異性地抑制CDK4活性，使之不能磷酸化

Rb，阻礙細胞週期由G1期進入S期，從而抑制瘤細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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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生長[3]。然而，當CDK4活性增高時，使視網膜母

細胞瘤 (retinal blastoma, Rb) 蛋白高磷酸化，高磷酸化Rb

可反過來誘導p16基因的表達。P16基因在人類50%的腫

瘤細胞系有純合子缺失或突變，P16蛋白表達降低與多

種器官惡性腫瘤的發生密切相關。但奇怪的是，當宮

頸上皮細胞感染HPV時，HPV的DNA整合到細胞後導致

E7基因轉錄子上調，E7與低磷酸化的Rb結合，導致Rb

蛋白功能失活和宿主細胞由G1期進入S期。此時，高磷

酸化Rb相對增加，並反饋啟動P16蛋白過表達。因此，

HPV感染的細胞P16蛋白呈高表達[4]。

Ki-67是一種細胞增殖標記性抗原[4]，其陽性表達幾乎

覆蓋了整個有絲分裂期，因此可以反映細胞的增殖活性。

事實上，隨着宮頸鱗狀上皮病變程度的加重，P16

和Ki-67蛋白的陽性表達也呈遞增趨勢，聯合檢測P16和

Ki-67蛋白對宮頸上皮內瘤變診斷具有輔助價值[5]。但

LCT是將細胞塗在玻片上進行檢查，在LCT塗片中難以

進行免疫組化檢測，因而限制了P16和Ki-67在細胞學診

斷中的應用價值。本文採用液基細胞學塗片後剩餘的

標本製作石蠟包埋塊並行細胞塊切片，檢測P16、Ki-67

表達和研究其在細胞學診斷的價值。

材料與方法

一、病例資料

本次研究選取2011年5月~2012年8月本院經宮頸液

基細胞學檢查診斷為各級別鱗狀上皮病變且有活檢診

斷的100例病例。患者年齡範圍為19歲~64歲，平均年齡

為42.2歲。

二、液基細胞學塗片

利用BD公司Surepath取樣刷子在宮頸取樣，隨刻

把附有細胞的刷頭放入含有固定液的標本瓶中，用震

盪儀震盪，確保細胞落入保存液中。從保存液中取出

8mL，放入預含4mL密度梯度試劑的試管上層，離心分

離標本內的血液和黏液，棄去上層液體，利用重力自

然沉降的方法使留在下層液體中的細胞由上而下地沉

降並黏附在載玻片上，最後通過電腦操控進行自動染

色。LCT診斷是由細胞學技術員初驗和病理醫生複驗完

成。細胞學診斷包括不典型鱗狀上皮－性質未明 (ASC-

US)、不典型鱗狀上皮－不能排除高度鱗狀上內病變 

(ASC-H)、低度鱗狀上內病變 (LSIL)、高度鱗狀上內病

變 (HSIL)、鱗狀細胞癌 (SCC)。

三、細胞塊切片

吸取LCT塗片後剩餘的標本液1ml，置於微量試

管中，3,500rpm離心5min，棄去上清液。加入4~5滴血

漿於沉澱物中，搖勻後靜置數分鐘。加入與血漿等量

的凝血酶 (200unit/ml)，搖勻後靜置數分鐘。快速離心 

(<10s)。吸出試管內容物放在濾紙上，用牙籤將濾紙上

的沉澱物堆成一團，再用55°C 3%瓊脂滴於沉澱物，待

其凝固後用12%福爾馬林固定，並於自動脫水機進行脫

水、透明、浸蠟和石蠟包埋。用切片機連續切取厚3μm

的切片，用於蘇木素-伊紅和免疫組化染色。

四、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將細胞塊切片和陽性對照切片貼在同一載玻片

上。免疫組化染色全過程在Ventana全自動免疫染色機

上進行。第一抗體P16和Ki-67均購自Roche公司。P16

的免疫組織化學陽性表現為細胞核或胞質呈棕黃色顆

粒，而Ki-67陽性表達表現為細胞核呈棕黃色顆粒。評

分標準：無着色0分、淡黃色1分、棕黃色2分、棕褐色3

分。隨機觀察5個視野，每個視野數200個細胞，計算陽

性細胞百分率，≦5%為0分，6~25%為1分，26~50%為

2分，>50%為3分，以此兩項得分相乘後，得出評分如

下：≦1分為 -；2~3分為1+；4~6分為2+；>6分為3+。本

實驗將“1+~3+”視為陽性作統計。

五、活檢診斷

宮頸活檢組織經福爾馬林固定、石蠟包埋和製

片後，由病理醫生閱片並作出診斷，診斷包括宮頸

炎、低度鱗狀上內病變 (C I N1)、高度鱗狀上內病變 

(CIN2-3)、鱗狀細胞癌 (SCC)。

六、統計方法

使用SPSS 17.0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P16及Ki-67

在各個級別的細胞異常病變中的表達採用χ2檢驗進行

分析，P<0.05視為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細胞學與活檢診斷的符合率

100例液基細胞學診斷結果為ASC-US 41例、LSIL34

例、ASC-H 7例及HSIL18例，活檢診斷結果為宮頸炎47

例，CIN1 30例，CIN2-3 17例，SCC 6例（表1)，隨着細

胞學診斷級別升高，活檢診斷的級別也逐漸升高。以

活檢診斷為標準，細胞學診斷的符合率在ASC-US（與

宮頸炎比較)、LSIL（與CIN1比較)、ASC-H（與CIN1-3

比較)、HSIL（與CIN2-3和宮頸癌比較)分別為75.6% 

(31/41)、58.8% (20/34)、57.1% (4/7)、72.2%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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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組 符 合 率 之 間 的 差 異 在 統 計 學 上 無 顯 著 性 意 義 

(χ2=2.93，P=0.40)。但細胞學診斷ASC-US的病例中有

10例為 CIN1，假陰性為24.4% (10/41)；LSIL中有3例為

CIN2-3，假陰性為8.8% (3/34)；ASC-H中有4例 CIN2-3，

假陰性為57.1% (4/7)；而18例HSIL中有3例為宮頸炎和2

例為CIN1，假陽性為27.8% (5/18)。這些結果顯示細胞

學診斷有一定的假陰性或假陽性。

表1. 細胞學與活檢診斷比較

細胞學診斷 例數
活檢診斷，n(%)

符合率(%)
宮頸炎 CIN1 CIN2-3 宮頸癌

ASC-US 41 31(75.6) 7(17.1) 3(7.3) 0 75.6(31/41)

LSIL 34 11(32.4) 20(58.8) 3(8.8) 0 58.8(20/34)

ASC-H 7 2(28.6) 1(14.3) 3(42.9) 1(14.3) 57.1(4/7)

HSIL 18 3(16.7) 2(11.1) 8(44.4) 5(27.8) 72.2(13/18)

圖1. 細胞塊切片P16免疫組化染色 

 a：ASC-US，P16陰性； b：HSIL，小團狀細胞P16陽性

表2. P16在細胞學診斷中的表達

細胞學診斷 例數 P16陽性率
P16表達，n(%)

− 1+ 2+ 3+

ASC-US 41 22.0% 32(78.0) 5(12.2) 2(4.9) 2(4.9)

LSIL 34 64.7% 12(35.3) 18(52.9) 3(8.8) 1(2.9)

ASC-H 7 85.7% 1(14.3) 1(14.3) 2(28.6) 3(42.9)

HSIL 18 94.4% 1(5.6) 2(11.1) 3(16.7) 12(66.7)

合計 100 54% 46(46.0) 26(26.0) 10(10.0) 18(18.0)

χ2=28.133，P=0.000

二、P16在細胞學診斷中的表達

在細胞塊切片，P16表達於異型增生的細胞核和

胞漿中，呈棕褐色，在ASC-US和LSIL呈陰性或僅見個

別散在陽性細胞，在ASC-H和HSIL多為多個細胞聚集

呈小團狀或小片狀陽性（圖1)。41例ASC-US有9例陽

性 (21.9%)；34例LSIL中22例陽性 (64.7%)；7例ASC-H

中6例陽性 (85.7%)；18例HSIL中6例陽性 (94.4%)。各組

陽性率之間的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顯著性意義 (P<0.01)，

提示P16表達率隨病變程度升高顯著上升。兩組之間

比較，僅A S C-H與H S I L之間的差異不具統計學意義 

(P>0.05)（表2）。

三、P16在活檢診斷的表達

在100例細胞學檢查陽性的病例中，活檢診斷為宮

頸炎47例，CIN1 30例，CIN2-3 17例，SCC 6例（表3)，

其P16陽性表達率分別為14.9% (7/47)、86.7% (4/30)、

100% (17/17)、100% (6/6)。各組陽性率之間的差異在統

計學上有非常顯著性意義 (P=0.00)，提示P16表達率隨

病變程度升高顯著上升，在宮頸炎陽性表達率較低，

而在CIN1的病變中呈高表達。

表3. P16 在活檢診斷的表達  

活檢診斷 例數
P16表達，n(%)

− +

宮頸炎 47 40(85.1) 7(14.9)

CIN1 30 4(13.3) 26(86.7)

CIN2-3 17 0 17(100)

SCC 6 0 6(100)

合計 100 44(44.0) 56(56.0)

χ2=61.753，P=0.000

圖2. 細胞塊Ki-67免疫組化染色結果 

 a：ASC-US，Ki-67陰性；b：HSIL，Ki-67陽性

表4. Ki-67在細胞學診斷中的表達

細胞學診斷 例數 Ki-67陽性率
Ki-67表達，n(%)

− 1+ 2+ 3+

ASC-US 41 17.1% 34(82.9) 4(9.8) 1(2.4) 2(4.9)

LSIL 34 58.8% 14(41.2) 18(52.9) 1(2.9) 1(2.9)

ASC-H 7 85.7% 1(14.3) 1(14.3) 2(28.6) 3(42.9)

HSIL 18 94.4% 1(5.6) 2(11.1) 5(27.8) 10(55.6)

合計 100 50% 50(50.0) 25(25.0) 9(9.0) 16(16.0)

χ2=25.346，P=0.000

四、Ki-67在細胞學診斷中的表達

在細胞塊切片，Ki-67表達在增生的細胞核中，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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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褐色（圖2)。在41例ASC-US中，7例陽性 (17.1%)；34

例LSIL中，16例陽性 (58.8%)；7例ASC-H中，6例陽性 

(85.7%)；18例HSIL中，17例陽性 (94.4%)。Ki-67的陽性

表達經χ2檢驗，P<0.01，其差異在統計學上有非常顯著

性意義，提示Ki-67的表達隨着病變的嚴重程度而有顯

著的上升趨勢（表4)。

五、Ki-67在活檢診斷中的表達

在100例細胞學檢查陽性的病例中，活檢診斷為宮

頸炎47例，CIN1 30例，CIN2-3 17例，SCC 6例（表5)，

其Ki-67陽性表達率分別為19.5% (7/40)、70.0% (21/30)、

100% (17/17)、100% (6/6)。各組陽性率之間的差異在統

計學上有非常顯著性意義 (P=0.00)，提示Ki-67表達率隨

病變程度升高顯著上升，在宮頸炎陽性表達率較低，

而在CIN1的病變中呈高表達。

表5. Ki-67在活檢診斷中的表達

活檢診斷 例數
Ki-67表達，n（%）

− +

宮頸炎 47 40（85.1） 7（19.5）

CIN1 30 9（30.0） 21（70.0）

CIN2-3 17 0 17（100）

SCC 6 0 6（100）

合計 100 49（49.0） 51（51.0）

χ2=50.951，P=0.000

討 論

宮頸液基細胞學檢查僅能觀察到少量宮頸脫落細

胞的形態改變，由於欠缺組織學改變的觀察，因此細

胞學診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為提高細胞學診斷的準

確性，需要增加一些客觀檢驗指標。

P16是一種抑癌基因蛋白，在細胞週期G1/S期起着

重要的調控作用，主要抑制cyclin D1-CDK4/6-Rb-E2F途

徑，使細胞週期抑制，維持細胞有序地增殖。當宮頸

細胞感染高危型HPV時，HPV E7蛋白與抑制細胞週期

的低磷酸化Rb結合而非功能高磷酸化Rb升高，後者反

饋誘導P16表達升高。

K i-67是細胞在增殖週期中表達的非組蛋白，由

於其半衰期短，因而可準確地反映細胞的增殖活性。

Ki-67抗原在有絲分裂的G0和G1早期均不表達，在G1後

期、S期和G2期的表達逐步升高，在M期達至最高峰，

當到達有絲分裂後期，K i-67的表達量則急速下降。

Ki-67是細胞增殖的重要指標[6]。在正常的宮頸鱗狀上皮

組織中，Ki-67的表達只局限於基底部的細胞，因此正

常宮頸脫落細胞Ki-67的表達極少，當宮頸上皮異型增

生時，Ki-67便會在脫落的異常細胞中表達[7]。

本研究觀察到，如以活檢診斷為標準，液基細胞

學診斷的符合率平均為66% (57.1%~75.6%)，而且細胞學

診斷為ASC-US、LSIL、ASC-H、HSIL與活檢診斷符合

率的差異在統計學上無顯著性意義。說明細胞學診斷的

準確性約為1/3，有相對的假陰性或假陽性。為提高細

胞學診斷的準確性，本研究將液基細胞學檢查剩餘的

標本製成蠟塊，行細胞塊切片和P16、Ki-67免疫組化染

色，探討P16和Ki-67表達在細胞學診斷中的輔助作用。

我們發現P16表達率隨細胞學診斷和活檢診斷病

變程度升高顯著上升，在宮頸炎陽性表達率較低，分

別為22.0%和14.9%，而在細胞學診斷HSIL和活檢診斷

CIN2-3分別為94.4%和100%。這些結果與Shidham等人的

研究相似[8]。此外，P16的着色強度亦隨病變的嚴重程

度遞增，在宮頸炎多為陰性或僅個別細胞弱陽性，而

在CIN2-3多為多個細胞聚集成小團狀強陽性表達。這些

結果顯示P16免疫組化可以作為宮頸細胞學診斷和病變

程度分級的可靠依據。

Ki-67的表達與P16一樣，也隨着細胞學診斷和活檢

診斷病變程度升高顯著上升，在宮頸炎陽性表達率較

低，分別為17.1%和19.5%，而在HSIL和CIN2-3，也分別

為94.4%和100%。這些結果與Halloush等的研究相似[9]。

因此，Ki-671表達指數可以用來評估宮頸變的級別，及

成為宮頸細胞學診斷的指標。

在細胞學診斷過程中，最值得探討的是ASC-US的

診斷。ASC在2001版的Bathesda系統把所有ASC的判讀

結果分為“意義不明確”(ASC-US)和“未排除高度鱗

狀上皮內病變”(ASC-H)兩類。ASC-US可以指鱗狀上皮

的病變程度或病變細胞的數量達不到LSIL的標準、不

確定級別的SIL的改變、不典型的化生細胞、不典型的

修復細胞、宮腔內有節育器或因為萎縮等其他因素引

起的一些炎症反應，也可以是因由於採樣或標本處理

不當引致鱗狀上皮的不滿意。所以，ASC-US的診斷，

是一個多樣性的診斷，當中可能包含了不少的假陽性

或假陰性。文獻報導ASC-US的發生率約為宮頸細胞學

檢查的5%[10]。本研究也觀察到，ASC-US的細胞學形態

改變標準難以掌握，在41例細胞學診斷為ASC-US的病

例中，活檢診斷發現有7例為CIN1，3例為CIN2-3（共

10例)，假陰性率較高。如果這些病例同時進行P1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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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67檢測，將P16和Ki-67陽性病例進行複查和剔除（本

組P16和Ki-67陽性病例分別有9例和7例)，可以大大地提

高ASC-US診斷的準確性。因此，我們提議，在進行液

基細胞學檢查的同時，加上P16和Ki-67檢測，可以更明

確地顯示病變真實的情況，避免假陰性。

此外，P16及Ki-67在細胞學各級別病變診斷中亦有

可靠的輔助作用。在7例細胞學診斷為ASC-H中有5例的

對應的組織學為LSIL、HSIL和宮頸癌，其P16及Ki-67的

表達為100%，18例細胞學診斷為HSIL中有3例的對應組

織學為宮頸炎和2例CIN1，其P16及Ki-67各有1例陰性，

2例1+。因此，當細胞學診斷為ASC-H或HSIL時，結合

P16及Ki-67檢測，有助於對病變的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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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調查澳門體檢人群高脂血症和高尿酸的情況。  方法 以2012年在本院健

康體檢人群6,337例檢查者資料進行整理，分別統計不同年齡、不同性別高血脂和高尿酸的

檢出率。  結果 高總膽固醇、低HDL、高LDL、高甘油三酯及高尿酸的檢出率分別為45.5%、

7.8%、41.9%、19.9%、21.0%。在年齡分佈方面，高血脂項目的檢出率大多是先隨年齡增加

而上升，至中年(50~59或60~69年齡段)為最高點，隨後逐漸下降。女性的高尿酸的檢出率隨

年齡增加而上升，男性的高尿酸的檢出率則和年齡無關。性別比較方面，所有五項目的男

性檢出率都高於女性(P<0.05)。  結論 澳門體檢人群高血脂及高尿酸患病率高於內地大城巿

患病水平，特別是中老年人，因此，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同時應加強健康體檢的意識。

【關鍵詞】 高血脂；高尿酸；澳門

Hypercholesterolemia and Hyperuricemia in Year 2012 Body Check population in Macau

2012年澳門體檢人群高血脂和高尿酸檢測結果分析

區文斌* 胡笑霞 鍾少鳳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健檢綜合科

*通訊作者  E-mail: aomanpan22@hotmail.com

（本文編輯：李衛平）



13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4, Vol 14. No.1鏡湖醫學201 4年6月第14卷第1期

AO Man Pan*,  HU Xiao Xia , CHUNG Shao Feng 
Health Care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hypercholesterolemia and hyperuricemia in 

body check population in Macau.  Methods  Blood examination results of 6337 people attended in Kiang 
Wu Hospital for body check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ates of high blood cholesterol, low HDL, High 
LDL, hypertriglyceridemia and hyperuricemia were 45.5%, 7.8%, 41.9%, 19.9% and 21% respectively, 
The rates of hypercholesterolemia increases with age and reaches peak between fifty and sixity-nine, then 
gradually drops. The rate of hyperuricemia increases with age among female but no obvious relationship 
seen in male. In all of the five examinations, male had higher rate than female.  Conclusion  The rates of 
hypercholesterolemia and hyperuricemia among body check population in Macau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cities in China, espectially among in middle age and elderly people.

[Key Words]  Hypercholesterolemia; Hyperuricemia; Macau

隨着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結構及生活方式

的發生變化，高蛋白、高脂肪、高糖份食品的攝入量大

大增加，高脂血症、高尿酸、高血糖等發病率逐年上

升，成為嚴重危害健康的重大因素。有研究表明高尿酸

與血糖血脂異常與冠心病心肌梗塞呈明顯相關[1,2]，高脂

血症可以導致動脈粥樣硬化、冠心病、腦梗死等多種危

及生命的疾病[2]；且脂代謝紊亂也影響糖代謝，是2型

糖尿病發生的危險因素[3]。年齡與代謝指標的異常有密

切的關係，隨着年齡的增長高血脂、高血糖和高尿酸也

隨之增加[2-5]。本文通過分析2012年本院體檢人群中血脂

及尿酸的體檢升高結果的檢出情況，為今後高血脂及高

尿酸的健康保健提供依據。

材料與方法

一、資料收集

2012年1月~2012年12月間自行或參加雇主組織的到

本院體檢中心接受血脂及尿酸檢驗的所有受檢者，同

一人如有2次或以上的實驗室結果，祗取第一次。

二、血液標本的採集和測定工具

血脂的測定：受檢者空腹8小時坐位檢查，應用

全自動美國羅氏組合型生化免疫分析儀ARCHITECT 

C8000(試劑由美國羅氏有限公司生產，有效期內使

用)，酶法。尿酸的測定：測定儀器使用全自動生化

儀，尿酸酶法。

三、診斷標準

高脂血症診斷標準根據《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

治指南(2007)》，中國人TG≧1.70mmol/L(150mg/dl) 為

異常；TC≧5.18 mmol/L(200mg/dl為異常；HDL-C<1.04 

mmol/L(40mg/dl) 為異常；LDL-C≧3.37mmol/L(130mg/dl) 

為異常。

高尿酸診斷標準為：男性血尿酸>428μmol/L，女

性血尿酸≧357μmol/L[6]。

四、統計分析方法

所有資料在Excel 2007上建立資料庫，將6,337例受

試者分成6個年齡組，分為(20~29)、(30~39)、(40~49)、

(50~59)、(60~69)、(≧70)。採用spss 15.0 軟體進行卡方及

ANOVA檢驗對比不同性別及年齡組別的差異性分析。

結 果

一、樣本資料

由於檢驗項目體檢計畫及個人需要而有所增减，

所以不是所有受檢者都檢驗了本文所指涉的五項血脂

和尿酸項目。各項目的受檢人數及參加健康體檢總人

數請參看表1。

表1. 各年齡段5項目的受檢人數

總膽固醇 HDL LDL 甘油三酯 尿酸 參加體檢總人數

年齡段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 男 %

20-29 461 354 104 110 172 204 444 343 536 349 601 17.3 381 13.3

30-39 960 691 302 294 663 543 941 693 548 500 995 28.6 718 25.1

40-49 933 722 479 414 708 619 926 719 748 599 956 27.5 727 25.4

50-59 608 712 355 412 530 617 606 712 582 656 628 18.1 725 25.3

60-69 194 229 126 154 171 207 195 232 193 220 205 5.9 240 8.4

70 and 
above

72 64 50 44 65 61 70 64 85 67 91 2.6 70 2.4

Total 3228 2772 1416 1428 2309 2251 3182 2763 2692 2391 3476 100 2861 100

二、高總膽固醇的檢出率

在有檢驗總膽固醇的6,000名受檢人中，2,731人查

出患有高總膽固醇，檢出率為45.5%；其中男性1,374人

（檢出率49.6%），女性1,339人（檢出率41.4%），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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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檢出率顯著高於女性 (P<0.05)。

各年齡組的檢出率情況見圖1。結果提示：在年

齡分佈方面，高總膽固醇的檢出率先隨年齡增加而

上升，至中年(50~59或60~69年齡段)為最高點，隨後

逐漸下降；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在 (20~29)、

(30~39)、(40~49)、(60~69) 歲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而(50~59)、(≧70) 歲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107、P=0.693)。

注：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P<0.05

三、低HDL的檢出率

在有檢驗低H D L的2,844名受檢人中，223人查

出患有低H D L，檢出率為7.8%；其中男性的檢出率

為13.4%，女性為2.3%，男性檢出率顯著高於女性

(P<0.05)。

各年齡組的檢出率情況見圖2。結果提示我們：男

性以60歲~69歲齡段檢出率最高，女性以70歲檢出率最

高。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在 (20~29)、(30~39)、

(40~49)、(50~59)、(60~69) 歲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而 (≧70) 歲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583)。

注：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P<0.05

四、高LDL的檢出率

在有檢驗高LDL的4,560名受檢人中，1,909人查

出患有低H D L，檢出率為41.9%；其中男性檢出率

為49.5%，女性為34.4%，男性檢出率顯著高於女性 

(P<0.05)。

各年齡組的檢出率情況見圖3。在年齡分佈方面，

高LDL的檢出率先隨年齡增加而上升，至中年(50~59或

60~69年齡段)為最高點，隨後逐漸下降；當在同一年

齡組男女之間比較，高LDL男性於60歲前明顯高於女

性，但在60歲之後女性同男性的檢出率相差不太大：同

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在 (20~29)、(30~39)、(40~49) 

歲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而(50~59)、(60~69) 

、(≧70) 歲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445、P=0.694、

P=0.925)。

 

注：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P<0.05

注：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P<0.05

五、高甘油三酯的檢出率

在有檢驗高甘油三酯的5,945名受檢者中，1,141人

查出患有高甘油三酯，檢出率為19.2%，其中男性檢出

率為28.6%，女性檢出率為11%，男性檢出率顯著高於

女性 (P<0.05)。

各年齡組的檢出率情況見圖4。在年齡分佈方面，

男性高甘油三酯的檢出率先隨年齡增加而上升，40~49

年齡段為最高點，隨後20年大致都是維持在高點上，至

70歲左右再下降。女性高甘油三酯的檢出率先則隨年

齡一直上升。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高甘油三酯

的檢出率男性於70歲前明顯高於女性，但在70歲之後女



15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4, Vol 14. No.1鏡湖醫學201 4年6月第14卷第1期

性高於男性：在 (20~29)、(30~39)、(40~49)、(50~59)、

(60~69) 歲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 (≧70) 歲組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222)。

六、高尿酸的檢出率

在有檢驗高尿酸的5,083名受檢人中，1,070人

查出患有高尿酸，檢出率為21%，其中男性檢出率

為31.4%，女性為11.9%，男性檢出率顯著高於女性 

(P<0.05)。

各年齡組的檢出率情況見圖5。女性的高尿酸的檢

出率隨年齡增加而上升，男性的高尿酸的檢出率則和

年齡無關。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高尿酸在60歲之

前男性顯著高於女性，但70歲之後女性高於男性：在 

(20~29)、(30~39)、(40~49)、(50~59) 歲組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 (P<0.05)，而 (60~69)、(≧70) 歲組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 (P=0.249、P=0.051)。

 

注：同一年齡組男女之間比較，*P<0.05

討 論

本次調查顯示，高總膽固醇、低HDL、高LDL、

高甘油三酯及高尿酸的檢出率分別為45.5%、7.8%、

41.9%、19.9%、21%。由此可見，澳門人群高總膽固

醇、高LDL、高甘油三酯比較突出。代謝紊亂是心腦血

管的重要危險因素，血總膽固醇每降低1%，冠心病的

風險可降低2~3%[7]。高尿酸在心腦血管的發生發展中也

具有重要的作用[8]。因此，及時發現脂代謝異常，採取

措施降低高膽固醇和高尿酸水平，對預防心腦血管的發

生與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眾多研究顯示隨着年齡的增加，血脂水平呈上升趨

勢[9,10]，本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結果本研究顯示高總膽固

醇、低HDL、高LDL、高甘油三酯的檢出率在總體上隨

着年齡的增加而增加。這說明，隨着年齡增長，老年人

機體的代謝功能在下降。所以老人年更應注意調整飲食

結構，合理膳食，配合適當的藥物治療。

本研究顯示：男性高總膽固醇及高LDL以50歲~59

歲齡段檢出率為最高，可能與中年男性應酬多、社會

壓力大、飲酒、體重增加、高脂肪膳食、運動量較少

及代謝水平下降有關。女性高總膽固醇以60歲~69歲齡

段檢出率為最高，女性高LDL性以50歲~59歲齡段檢出

率為最高，其原因可能由於老年女性體內雌激素分泌

减少，致使體內脂肪堆積所致。不同性別中高總膽固

醇的檢出率比廣州[11]和深圳[12]地區高，甘油三酯的檢出

率比廣州[11]地區高，但比深圳[12]地區低。其原因可能是

澳門經濟發展迅速，在澳門競爭逐漸激烈，生活節奏

不斷加快，大多數人工作生活和心理壓力大，進一步

導致機體免疫力和各種機能下降；居民生活水平進入

小康，巿民普遍存在高脂肪、高熱量、高膽固醇而少

纖維、纖維素的飲食狀況和不注意運動。

血尿酸水平升高的原因是：高尿酸血症是一種嘌

呤代謝紊亂引起的代謝性疾病，如飲食習慣、胰島素、

慢性腎病、利尿藥和阿司匹林對其影響非常明顯。本研

究顯示尿酸的檢出女性隨着年齡增高而增高，而男性檢

出率無隨着年齡增高而增高，高尿酸在60歲之前男性顯

著高於女性，但70歲之後女性高於男性，女性60歲之後

檢出率顯著上升。高尿酸的檢出率高於佛山[13]及廣州地

區[14]，但低於東莞地區[15]，不同性別中澳門與東莞高尿

酸的檢出率男性無太大分別，女性稍高於東莞地區[15]。

本澳地處珠三角地區，經濟發達，富含嘌呤的海產品豐

富，特別是中青年男性組有較多的社會應酬，吸煙、飲

酒，高蛋白、高嘌呤食物的攝入較多，造成中青年男性

高尿酸血症發生率明顯升高；而老年男性的尿酸升高

與腎功能受損、高血脂、高血壓等因素相關性緊密。

Sumino[16]等研究顯示，絕經後婦女尿酸升高與雌激素水

平降低密切相關。雌激素有促進尿酸排泄的作用，雌激

素本身可促進尿酸排泄，可使磷脂膜抵抗尿酸鹽結晶沉

澱，而在絕經期雌激素急劇下降，也使腎臟排泄尿酸的

能力下降，雌激素含量穩定的女性中青年期，尿酸含量

亦較穩定，至50歲以上女性達更年期後，隨着雌激素含

量漸下降。血尿酸含量也明顯升高，從而間接證明可利

用雌激素治療絕經期婦女的高尿酸血症。雌激素對老年

婦女預防和治療高尿酸血症從而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值得臨床重視。

綜上所述，本組資料顯示了高膽固醇血症和高

尿酸血症的檢出率在總體上也是隨着年齡的增加而增

高。因此，提示男性和中老年女性應注意調整飲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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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注意少食高脂飲食，少食分解後易產生嘌呤的高

蛋白飲食。此次研究顯示年齡在60歲之後的女性組高

尿酸血症的檢出率呈快速上升趨勢，提示在今後的保

健治療中對該人群更應注意高尿酸血症的防治。高總

膽固醇、高的LDL及高尿酸檢出率在20歲時開始逐漸升

高，提示我們在20歲時應開始採取一些干預措施。因此

必需開展健康教育、運動指導、控制體重、建立健康

檔案、定期體檢及採取治療性的干預措施，從而提高

澳門居民對高血脂症和高尿酸的認識，以預防高血脂

及高尿酸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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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瞭解澳門地區兒童青少年屈光狀況的分佈規律，為兒童青少年屈光不正

的防控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方法 收集2012年6月~2013年1月到本院眼科門診散瞳驗光檢查的

3歲~18歲屈光不正患者共1,130例2,219眼的資料，並進行分析。  結果 3歲~6歲組的等效球鏡

度中位數為+0.50D；7歲~12歲組的等效球鏡度中位數為-2.00D；13歲~18歲組的等效球鏡度中

位數為-3.00D。3歲~6歲組屈光不正中遠視居首位，遠視與近視之比為1.07:1；7歲~12歲及13

歲~18歲組則以近視為主，近視與遠視之比分別為9.90:1及18.89:1。散光與近視的轉歸截然不

同，散光隨年齡增加變化不大，3歲~6歲組的散光中位數為+0.00D；7歲~12歲組的散光中位數

為-0.50D；13歲~18歲組的散光中位數為-0.75D。本研究弱視（59例）佔2.7%，各年齡組弱視

均以遠視眼為主，佔52.54%。  結論 隨着兒童青少年年齡增長，屈光狀態呈近視化發展。防

澳門兒童青少年屈光不正1130例分析

袁淑敏 賴一凡* 鄧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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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屈光不正應從學齡前期開始，對有屈光不正者，應儘早矯治。

【關鍵詞】 屈光不正；近視；兒童；青少年；澳門

Analysis of 1130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refractive errors in Macau

UN Sok Man, LAI Iat Fan*, TANG Lai In 
Ophthalmic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rule of refractive erro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Macau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ng refractive erro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ethods  
To collect and analyse data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ive errors, aged from 3 to 18, and had mydriatic optometry 
check in the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of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une 2012 to January 2013.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2219 eyes of 1130 cases.   Results  For the age group of 3-6 years, the median 
of spherical equivalent is +0.50D; for the age group of 7-12 years, the median of spherical equivalent is 
-2.00D; for the age group of 13-18 years, the median of spherical equivalent is -3.00D. Hyperopia in the 
age group of 3-6 years i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ratio of hyperopia to myopia is 1.07:1; for the age group 
of 7-12 years and 13-18 years, the refraction status shows a majority of myopia, the ratios of hyperopia 
to myopia are 9.90:1 and 18.89:1 respectively. The outcomes of astigmatism and myopia are different. 
Astigmatism does not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increasing age. For the age group of 3-6 years, the 
median values of astigmatism is +0.00D; for the age group of 7-12 years, the median values of astigmatism 
is -0.50 D; for the age group of 13- 18 years, the median values of astigmatism is -0.75D. In each age 
group,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with amblyopia have hyperopia.  And 52.54% of amblyopic patients have 
hyperopia.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myopia in refractive errors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ag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he prevention of refractive errors should start at the preschool stage and should 
provid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ive errors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Refractive errors; Myopia; Children; Adolescent; Macau

二、檢測方法

對所有符合條件的兒童青少年先行常規的視力、

眼位、裂隙燈及眼底檢查，排除眼部先天性眼病及器

質性病變。然後採用Mydrin-P滴眼液，成分為0.5%托比

卡胺和0.5%鹽酸去氧腎上腺素的混合液。方法：每10分

鐘點眼1次，每次每眼1~2滴共3次，末次滴眼30分鐘後

驗光，次日至散瞳後一週復光。

三、評價標準

0.00~0.25D為正視眼；球鏡≧+0.50D為遠視眼；球

鏡≧-0.25D為近視眼。屈光度等效球鏡≦3.00D為輕度

屈光不正；>3.00~<6.00D為中度屈光不正；≧6.00D為高

度屈光不正[3]。

散光標準：同一眼最大屈光力子午線和最小屈光

力子午線屈光差值≧0.5D為散光。最大屈光力子午線軸

位在90°+/-20°位置為順規散光，最大屈光力子午線軸位

在180°+/-20°位置為逆規散光，其餘軸向為斜向散光[4]。

隨着社會的快速發展，眼科門診的屈光不正就診

患者明顯增多，其中以青少年近視為主。據“2010年中

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報告”，各學段學生視力不良率

仍然居高不下，7歲~12歲小學生為40.89%；13歲~15歲

初中生為67.33%；16歲~18歲高中生為79.20%；19歲~22

歲大學生為84.72%[1]。而世界衛生組織“視覺2020”行

動中，要求改善消除的5類眼病（白內障、沙眼、兒童

盲、屈光不正、低視力）中就把屈光不正列為其中之

一[2]。因此，認識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各個階段的屈光

不正變化規律，對預防治療兒童青少年屈光不正有着重

要的意義。

材料與方法

一、調查對象

選取2012年6月~2013年1月到本院眼科中心散瞳驗

光之病例，年齡為學齡前期至青少年期：3歲~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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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視標準：我國規定(1985年)無明顯器質性病變而

矯正視力低於0.9為弱视。

2010中醫學會眼科學分會斜視與小兒眼科學組定

義弱視：3歲以下兒童矯正視力低於0.5，4歲~5歲低於

0.6，6~7歲低於0.7[3]。

結 果

共查1,130例，2,219眼，其中男生593例（52.48%）

1,165眼，女生537例（47.52%）1,054眼，平均年齡：9.97

歲（±3.52）。按年齡分3組：3歲~6歲學齡前期組199例

（17.61%）386眼，7歲~12歲學齡期組656例（58.05）

1,294眼，13歲~18歲青少年期組275例（24.34%）539眼。

一、各年齡組屈光分佈的變化情況

3歲~6歲組的等效球鏡度中位數為+0.50D；7歲~12

歲組的等效球鏡度中位數為-2.00D；13歲~18歲組的等

效球鏡度中位數為-3.00D。屈光狀態由輕度遠視向正視

化過度，隨年齡增長出現近視。

二、各年齡組屈光不正類型

3 歲 ~ 6 歲 組 以 遠 視 為 主 ， 遠 視 與 近 視 之 比 為

1.07：1，其中複性遠視散光多於單純遠視及單純遠視

散光，混合散光較少。7歲~12歲組以近視為主，近視與

遠視之比為9.90：1，其中複性近視散光多於單純近視

及單純近視散光，混合散光較少。13歲~18歲組以近視

為主，近視與遠視之比為18.89：1，其中複性近視散光

明顯多於單純近視及單純近視散光，混合散光依然較

少(見表1)。各年齡組間屈光不正類型所佔比例有統計

學意義(P<0.05)。

表1.各年齡組屈光不正類型  眼數(%)

類型 3歲~6歲 7歲~12歲 13歲~18歲

近視 152 (39.38) 1118 (86.33) 491 (91.26)

單純性近視 62 455 153

單純近視散光 14 32 15

複性近視散光 76 631 323

遠視 162 (41.97) 113 (8.72) 26 (4.83)

單純性遠視 21 25 4

單純遠視散光 23 30 7

複性遠視散光 118 58 15

混合散光 72 (18.65) 64 (4.94) 21 (3.90)

合計 386 (100) 1295 (100) 538 (100)

三、屈光度分佈及男女間差別

按屈光度以等效球鏡分為輕度（≦3.00D）、中度

（>3.00~<6.00D）、高度（≧6.00D）三組，男、女各佔

比例相近(P>0.05)，未發現有明顯性別差異。無論近視

眼還是遠視眼均以輕度居多。(見表2)

表2.屈光度分佈  眼數(%)

屈光度

近視眼 遠視眼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輕度 650(0.66) 558(0.65) 134(0.77) 167(0.87) 784(67.47) 725(69.11)

中度 252(0.26) 228(0.27) 27(0.16) 21(0.11) 279(24.01) 249(23.73)

高度 86(0.09) 72(0.08) 13(0.07) 3(0.2) 99(8.52) 75(7.15)

合計 988(100) 858(100) 174(100) 191(100) 1162(100) 1049(100)

注：複性散光與單純散光以等效球鏡計算

四、散光的變化

散光眼共1,498眼。3歲~6歲組的散光中位數為

+0.00D；7歲~12歲組的散光中位數為-0.50D；13歲~18歲

組的散光中位數為-0.75D。隨着年齡的增長散光變化不

大。±2.00D以內1,249眼佔82.37%，±2.00D以上249眼佔

16.62%。

五、各年齡組散光眼的軸向分佈

各年齡組均以順規散光為主，其次為斜向散光，

逆規散光比例最少。在1,498只散光眼中，順規散光

1,245眼，佔83.11%；斜向散光170眼，佔11.35%；逆規

散光83眼，佔5.54%。各年齡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見表3)

表3.各年齡散光眼軸向眼數分佈  眼數(%)

年齡 順規(%) 逆規(%) 斜向(%) 合計(%)

3歲~6歲 271(89.44) 13(4.29) 19(6.27) 303(20.23)

7歲~12歲 655(80.57) 56(6.89) 102(12.55) 813(54.27)

13歲~18歲 319(83.51) 14(3.66) 49(12.83) 382(25.50)

合計 1245(83.11) 83(5.54) 170(11.35) 1498(100)

表4.弱視中屈光不正類型  眼數(%)

矯正視力 3歲~6歲 7歲~12歲 13歲~18歲

≥0.9 263(68.13) 1276(98.61) 532(98.70)

0.8~0.6 96(24.87) 14(1.08) 2(0.37)

0.5~0.2 27(6.99) 3(0.23) 2(0.37)

≤0.1 0(0.00) 1(0.08) 3(0.56)

合計 386(100) 1294(100) 539(100)

六、弱視中屈光不正類型

弱視共59眼佔2.7%，各年齡組弱視均以遠視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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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佔52.54%；其次是混合散光，佔33.90%；近視佔

13.56%(見表4)。

討 論

隨着社會進步以及科技的發展，學校、家庭中電

腦及電子產品的普及使用，學生課業的不斷加重，近視

的發病率日趨增高。屈光不正作為一個全球性的醫學和

社會問題已經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目前是世界衛生

組織和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聯合發起的“視覺2020，享

有看見的權力”行動中重點防治的5種眼病之一。

從本文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出2,219隻眼中近視眼多

於遠視眼，其中以複性近視散光和複性遠視散光為最

多。平均屈光狀態由輕度遠視向正視化過度，隨年齡

增長出現近視，符合屈光狀態的發展過程遵循眼軸的

發育規律，與易敬林等[5]的報導一致。說明兒童隨年齡

的增長近視眼的發病率逐漸增高，因此應抓住學齡前

期這階段的患兒，及早發現和治療並逐步提高視力。

3歲~6歲以遠視眼為主，在7歲~12歲之間近視與遠

視眼發生比率為(9.90:1)，而在13歲~18歲之間近視眼發

病率明顯高於遠視視眼(18.89:1)，3歲~6歲組遠視與近

視之比為1.07:1，可見本研究近視的比例較其他的報導

高，這考慮遠視眼的遠視力較近視眼影響小，家長未

能及時發現小孩有屈光不正問題，反映澳門家長沒有

為小孩定期檢查眼睛的意識，大部份都是小孩出現遠

視力問題才就診。而7歲~12歲近視兒童的數量較學齡前

期已明顯增加，與多篇研究報導的一致，近視性屈光

不正在7歲~12歲小學階段逐漸顯現出來。13歲~18歲組

近視與遠視之比例相差較大，考慮由於青少年，學習

負擔過重，戶外活動很少，近距離用眼時間過長，這

些都是造成近視發展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中屈光不正程度以輕度為多，佔68%。男女

之間未見明顯差異。這可能是屈光不正與遺傳因素關

係較大。許多報導證明[6-8]近視與遺傳關係非常密切。

各個年齡段均以順規散光最多，逆規散光最少，

這符合散光軸向的一般規律。散光能加速近視的發展

已得到公認[9-11]，大部份的屈光專家認為，與近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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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散光主要是逆規散光[10,12]。因此對於有散光的

患兒確定散光的類型、程度，並根據年齡、眼位、有

無弱視等情況，合理矯治，有利於兒童視力的正常發

育，以便提高視力，緩解視疲勞，減緩近視的進程。

弱視方面，各年齡組間弱視均以遠視眼為主，佔

52.54%；近視眼佔13.56%。遠視眼與近視眼矯正效果懸

殊，中高度遠視眼對視功能損害較大，且發病年齡較

小，危害較大，易形成內斜視及弱視，所以屈光不正

問題不應只着重近視，遠視也不容忽視。

本文1,130例連續病例中3歲~6歲兒童只佔17.61%，

比例較少，可見目前本澳家長對小孩在學齡前期的眼睛

防護意識仍然不高。因此，在加強兒童青少年屈光不

正的防治宣傳的同時，對家長宣教相關資訊亦相當重

要，應指導家長從孩子3歲開始定期帶到醫院進行眼科

檢查，以求儘早發現並治療可能存在的眼科疾患，從而

減少低視力的發生率，及防止人為導致斜視及弱視的發

生，以推動“視覺2020，享有看見的權力”行動。

（本文編輯：文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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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到真正的健康，除了身體健康外，心理情緒

健康和社會因素亦非常重要[1]。根據World Health Organi-

zation (2001)研究報告指出，情緒病在全球疾病成因中排

行第四，預料到2020年情況會更趨嚴重，排名將僅次於

心臟病，成為全球第二號疾病殺手[2]。近年澳門社會經

濟日益増長，不同方面的壓力亦隨之増加。不少學者認

為壓力是人們在面對具有威脅性或刺激情況下而無法消

除的一種被壓迫的感受。良質壓力可為人們帶來正面、

積極與有利的壓力；相反劣質壓力會產生負面、消極與

不利的壓力[3]。Pugliesi (1999)[4]指出情緒與壓力是息息相

關的，如果壓力一直持續存在，而人們卻無法調適與因

應，許多情緒反應如不安、情緒低落等將會變得嚴重並

有可能變成心理困擾或情緒病。根據2012國有銀行基層

員工生存狀況調查報告指出，超過70%以上的金融機構

員工覺得工作壓力大，60%以上覺得生活壓力大，並有

超過60%員工想過跳槽的念頭[5]。然而在過去文獻中，

壓力研究的對象一直多以護士、教師等行業為主，較少

有研究針對金融機構員工。為了進一步了解澳門金融機

構員工的情緒健康狀況，本文對738例金融機構員工之

情緒健康進行調查及分析。

材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研究對象為本澳某金融機構員工，問卷調查時

間為2012年7月~2013年4月。問卷調查以不記名方式進

行，並獲得被試者同意。共計發出問卷738份，本研究

刪除嚴重漏答，回收之有效問卷共計612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83%。在性別方面，男性員工共有255人，佔

【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某金融機構員工情緒狀況，以此為窗口，提醒澳門市民關注情

緒健康。  方法 採用情緒病自我測試量表對738名金融機構員工之情緒健康進行調查。  結果 

發現情緒病與性別有着顯著的關係(P<.005)，女性自評患有情緒病傾向的比例高於男性；調

查亦發現年齡與情緒病有着顯著的關係(P<.01)，年青員工自評患有情緒病傾向的比例較高。  

結論 壓力與情緒是息息相關的。情緒健康問題在澳門某金融機構員工存在一定普遍性，我

們應該重視情緒健康，特別需關注年輕和女性員工的情緒健康。

【關鍵詞】 情緒健康；金融機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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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 Wai Man*,  IP Hong Nei 
Health Care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mental health condition of the 

Macau bank employees, and provide the public insight on importance of mental health.  Methods  A 
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were collected from 738 bank employees from one local Macau Bank.   Resul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and mood disorder(s), females are more prone to suffer 
from mood disorder(s) than male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also found between age and mood disorder(s), 
younger the participants, the more they prone to suffer from mood disorder(s).  Conclusion  It is apparent 
that stres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one's mental health , it is certainly common in bank employees in Macao, 
thus furth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Bank Employees

澳門某金融機構員工初步情緒健康調查

周偉文* 葉康妮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健檢綜合科 

*通訊作者  E-mail:kevinwaiman@yahoo.com.hk

‧臨床研究‧



21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4, Vol 14. No.1鏡湖醫學201 4年6月第14卷第1期

41.6%；女性共有357人，佔58.4%。在年齡分佈方面，

30歲以下199人，佔32.5%；31歲~40歲179人，佔29.2%；

41歲~50歲188人，佔30.7%；51歲~60歲44人，佔7.2%；

61歲以上2人，佔0.4%。

二、檢查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情緒調查問卷，取自香港健康情

緒中心網，共3題；本量表記分採用Guttman Scale，要

求被測試者表明是或否。如果在三條診斷持續困擾的

問題中，至少兩條的答案皆為“是”，即意指初步顯

示測試者患有情緒病。問卷項目包括有年齡、性別統

計、不適症狀、對其所造成的困擾因素超過4星期。此

自填問卷被不同機構（如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情緒中心

等）廣泛使用，詳見附件一。

三、統計學分析

採用SPSS11.5軟體對性別、年齡與情緒病的關係進

行統計學分析。性別的差異採用卡方檢驗，年齡與情

緒病的相關性分析則採用Spearman秩相關分析，具有統

計學意義。

結 果

一、金融從業人員性別與情緒病相關之驗證

圖1顯示性別與情緒病有着明顯的差異(χ2=34.971, 

p<.005)，女性自評患有情緒病傾向的比例比男性高。

圖1.金融從業人員性別與情緒病相關之驗證

二、金融從業人員年齡與情緒病相關之驗證

圖2顯示在不同年齡組別，自評患有情緒病傾向呈

明顯的負相關(r=.223, P<.01)，自評情緒病最高為30歲或

少於30歲人士，隨着年齡增長，自評患有情緒病傾向人

士相對減低。

圖2.金融從業人員年齡與情緒病相關之驗證

討 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本澳金融機構員工之情緒

健康狀況。研究結果顯示，性別與情緒病有着明顯的

差異，女性自評患有情緒病傾向的比例比男性為高。

現今女性比較傾向承認自我的情緒問題，願意因為情

緒問題而尋求專業相關醫療，此外女性比男性容易察

覺自身的情緒變化，亦重視情緒上的表達。而男性則

強調獨立自強、控制自身情緒，不隨便向朋友或家人

表露情感。研究亦發現在面對抑鬱症、身體疾病及壓

力生活事件時，男性亦傾向不願意向專業人士尋求協

助[6]。同時亦有研究顯示，女性員工一般身兼多職，因

此容易無法兼顧多重角色如工作或家庭等，造成角色

衝突或角色模糊，導致工作壓力增加；而男性員工通

常以單一主要角色如工作或家庭為主，角色衝突或角

色模糊之相對較低，因此工作壓力的增長並不顯著[7]。

至於年齡層方面，自評情緒病傾向最高為30歲或少於

30歲人士，隨着年齡增長，自評患有情緒病傾向人士

相對減低。相比年長的員工，年輕世代員工在工作上

的年資較淺，對傳統人情世故的領會亦較淺，未能體

察上意及體諒他人，以致產生衝突[8]。另外，在一項研

究發現50歲以上人士對於整體工作本身的滿意程度比40

歲以下高，可能年齡較大，年資及薪資亦相對較高，

亦因為對其工作愈來愈了解，故此工作時間及壓力會

比50歲以下的員工少[9]。曾信超與周宥均(2009)[10]亦認

為隨着員工年齡增長，對於工作價值的看法和目標的

設定均較切實際及較易達到目標，因此工作滿足也會

較高。然而陳佳雯與陸洛(2011)[11]卻指出年齡較大的

員工對於工作不安全感的感受與反應比年齡較少的員

工高，因他們需肩負較大的家庭責任，而且轉換工作

能動性較低。另外，年輕世代員工比較敢於表達意見

及敢於表現自我，當受到挫折會直接反映情緒（如痛

哭），這些都是身為他們主管（大部份均為年齡大的

員工）所缺乏的特性[8]。可是本問卷缺乏職位方面的調

查，故有可能做就有關年齡與情緒的結果不甚一致。

在過去金融機構員工一直讓人停留在金飯碗的刻

版印象中，然而隨着大環境的變遷，多家銀行相繼成

立，無形中增加了各銀行的營運及業績壓力，再加上

高工時與高壓力外加高道德標準的規範前提下，員工

的工作壓力也隨之增加。不同的研究顯示金融機構員

工的壓力與下列幾方面有關：(1)當金融機構員工在為

顧客提供服務或商品的過程中，其所表現出的情緒均

對該機構形成全面性的印象與感覺[12]。員工為了要符合

機構要求，因而在公開展現合宜情緒所付諸的努力是

造成金融機構員工工作壓力的主要來源[12]。(2)如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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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感受和需要展現的情緒是不一致，有可能會導

致工作壓力的增加、緊張感及倦怠感[13]。此外，當員工

為了達成工作要求而付出大量心力時，會因感受到愈

來愈多的工作壓力以令其對工作角色產生負面情緒如

憂鬱、焦慮等[14]。(3)工作以及家庭責任之間的平衡亦

是金融機構員工常面對的壓力之一[12]。

大量研究均指出情緒健康與壓力是有關聯的。然

而近來無論國內外有關工作壓力影響的研究，不再只

着重在心理健康層面，而是同時重視工作壓力對身心

健康層面的影響。有研究顯示可見多於70%的疾病可能

與壓力有關，而壓力太大也可能導致高血壓、沮喪及

減弱抵抗力等相關疾病的產生[15]。

值得一提的是綜合本次金融機構員工之身體檢查

報告及情緒病自我測試調查，可發現體檢異常者，其

中包括有：(1)代謝綜合徵（血壓異常、血糖異常、血

脂異常、肥胖、高尿酸血症等）；(2)消化系統症狀；

(3)心血管不適症狀等，所佔總人數25.8%；而情緒病傾

向的約為佔25%，數字上顯示出體檢異常比例與情緒病

之比例十分相近，顯示生理及心理是雙向的[1]。無庸置

疑，工作壓力除了會影響到個體的心理健康，亦會影

響到個體的生理健康[16]。研究指出，當個體長期面對

壓力時，生理和心理均出現不同的反應狀況：生理問

題如頭痛、肌肉緊繃、消化系統變差、心跳急速、胸

痛等；至於心理方面，最常見有記憶力變差、負面思

考、猶豫不決及無法專注等問題。

在本調查過程中亦可發現該金融機構員工在過去

4星期中最常見的生理及心理不適症狀前5種為：(1)疲

倦；(2)腰酸背痛、(3)失眠；(4)多夢，醒後猶如沒有睡

過；(5)頭痛。其餘可見於圖3。

圖3.澳門某金融機構員工不適症狀之分佈情況

是次調查雖沒有對此方面的研究，但從以上分佈

情況來看，生理及心理的不適症狀值得關注。以上症

狀可能為發生情緒病之先兆，進一步分析及探討有利

於市民更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從而能及早獲得適當

的診治。

綜觀上述研究，大多數人的工作壓力會影響心理

情緒健康，亦會影響生理健康。認為工作者若常處於壓

力下，其工作壓力與身心健康呈正相關，壓力愈大，身

心健康愈差。是次研究僅針對澳門金融員工初步情緒病

的測試，並未深入探討其生理健康之影響，後續研究可

深入了解澳門金融員工的壓力與其身心健康之關聯，從

而讓巿民更了解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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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澳門博彩業荷官職業性損傷的疼痛部位、疼痛程度及疼痛對日常生

活的影響。  方法 2012年1~2012年12月中醫骨傷科門診就診的98例荷官採用臺灣葛氏版《簡

式-簡易疼痛量表》進行問卷調查、分析。  結果 98例荷官的職業性損傷肌肉以頸肩部肌肉

損傷為主(87.75%)。最近1週內疼痛達到中重度者85例(86.73%)。55例因疼痛接受止痛藥物或

治療達到輕度減輕者35例(57.1%)。80.6%~88.77%的病例因疼痛對日常生活如一般活動、行走

能力、與他人交往輕度受影響。64例(65.3%)因疼痛對正常工作（外出工作、家務）的影響

以中重度為主。疼痛對睡眠的影響輕度與中重度各約佔一半。  結論 本調查為有效制定對荷

官的職業性損傷的防治有臨床參考價值。

【關鍵詞】 荷官；疼痛；疼痛量表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 of 98 casino dealer

CAI Quan Hui, LIU Qing Sheng*, LAO Nga Wun 
Traditional  Medicin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reas of pain caused by occupational injury,  pain level 

and the effect of pain on daily routine of casino dealers in Macau.  Methods   98 casino dealers who 
consulted at Chinese Medicine Orthopedic Outpatient Department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2 
were given the short form of the Brief Pain Inventory in Taiwanese version and being analyzed.   Results  
The most frequent occupational injury area in 98 casino dealers was neck and shoulder region (87.75%). 
There was 85 casino dealers (86.73%) whose pain level is at moderate and severe within a week. 55 casino 
dealers received pain medication or treatments and among them 35 (57.1%) recovered with minimal 
pain . 80.6%-88.77% were slightly affected by pain in their daily routines, physic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64 casino dealers (65.3%) were moderately and severely affected by pain in their work routine (business 
trip , household duties). Half of the dealers were minimally affected in their sleep due to pain. The other 
half were moderately and severely affected.  Conclusion  This questionnaire could be used as a clinical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injury in casino dealers.

[Key Words]  Dealer; Pain; Pain rating scale

博彩業荷官98例門診調查分析

蔡全輝 劉慶生* 劉雅媛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中醫科 

*通訊作者  E-mail: lqs1001@sohu.com

隨着澳門博彩業的逢勃發展，荷官從業者工作壓

力徒然增大，隨之而來的荷官職業性疾病也日溢增多。

筆者自2012年1月~12月隨機調查了98例來中醫骨傷科門

診就診的荷官，現報告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98例中醫骨傷科門診就診的荷官中，男47例，女51

例。年齡18歲~52歲，平均29.1歲。文化程度本科以上

者17例，高中、中專者47例，初中者34例。從事博業時

間最短9個月，最長18年，平均4.4年。身體某部位疼痛

最短1週，最長72個月，平均14.8個月。既往病史：地

中海貧血者1例，腰椎間盤突出者1例，慢性盆腔炎者1

例，十二指腸潰瘍者1例。

二、方法

採用臺灣葛氏版《簡式-簡易疼痛量表》進行問卷

調查，由就診醫生執行。問卷內容包含：最疼痛的部

‧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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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最近1週內疼痛最厲害的程度、就診時的疼痛程

度、以及疼痛對日常生活、工作、睡眠的影響等12個方

面。疼痛量表側評0~4分者屬於輕度疼痛，5~6分者屬中

度疼痛，7分以上者屬於重度。

結 果

表1. 疼痛部位

肌群 例數 %

斜方肌伴肩胛提肌 44 44.89%

左斜方肌 15 15.31%

右斜方肌 11 11.22%

斜方肌、肩胛提肌伴菱形肌 7 7.14%

斜方肌伴崗下肌 5 5.10%

斜方肌伴前臂旋後肌 3 3.06%

腰骶肌 11 11.22%

腰骶肌伴坐骨滑膜炎 2 2.04%

合計 98

表2. 1週內疼痛程度（例）

調查項目 輕度(0~4分) 中度(5~6分) 重度(7~10分)

最近1週內疼痛最厲害 13 49 36

最近1週內疼痛最輕微 91 7 0

最近1週內平均疼痛 47 47 4

現在疼痛（就診時） 22 44 32

表3. 最近1週內接受止痛藥物內服外敷、按摩後疼痛緩解程度（例）

調查項目 輕度(0%~40%) 中度(50%~60%) 重度(70%~100%)

止痛藥物內服外敷、按摩(55例) 35 9 11

表4. 疼痛對日常生活等的影響（例）

調查項目 輕度(0~4分) 中度(5~6分) 重度(7~10分)

一般活動（吃飯、上廁、洗澡） 79 13 6

情緒 51 30 17

行走能力 87 11 0

正常工作（外出工作、家務） 34 45 19

與他人交往（親人、朋友） 83 13 2

睡眠 53 19 26

生活樂趣 64 28 6

討 論

澳門博彩業已經有160多年歷史。澳門回歸後，隨

着賭權開放，博彩業逢勃發展，已經成為澳門第一大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綱  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

aspx?NodeGuid=6289ca07-25cc-450b-8499-4e34765c1769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澳門博彩從業員壓力因素調查, 2010.  http://www.

faom.org.mo/blog-2477-5980.html

鏡湖護理學院. 探討博彩領域青年職業健康與危害狀況研究報告, 

2010;20.  http://www.kwnc.edu.mo/web/Research/research_001.pdf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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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荷官隊伍隨之壯大，到2012年第4季博彩業荷官

人數達到23,895人[1]。荷官工作壓力增大，最常表現為

身體上的不適，經常覺得身體上某個部位刺痛和心理

上被忽視的感受[2]。

荷官長時間站立或坐位低頭反覆出收牌、收賠籌

碼等單間重複動作，致使頸肩部斜方肌、肩胛提肌、

菱形肌、崗下肌等肌群損傷疼痛明顯(87.74%)，其次是

腰骶肌群(13.26%)，這是最常見的問題之一[3]。這提示

荷官從業者要經常注意頸肩部和腰部肌群的保護，接

受專業的頸肩腰部肌肉放鬆指導，適當參加游泳、羽

毛球、仰臥起坐等運動，促進血液循環，加快代謝，

防止因過度疲勞損傷肌肉，導致肌肉痙攣疼痛。

85例(86.73%)在1週內疼痛的厲害程度達到中重

度。76例(77.55%)就診時疼痛達到中重度。有55例

(56.12%)自己使用止痛藥物或接受按摩、藥物外敷等

以求緩解疼痛，但其中僅有35人(63.63%)達到輕度緩解

(40%以下)，仍有接近20例處於中重度疼痛。提示臨床

工作者盡快尋找療效顯著、治療方便、副作用少的治

療方法，才能較好緩解他們的疼痛。

疼痛對79例(80.61%)的一般活動（吃飯、上廁、洗

澡）有輕度影響。87例(88.77%)的行走能力輕度影響。

83例(84.69%)例與他人的交往輕度影響。64例(65.30%)生

活情趣的影響以輕度為主。64例(65.30%)因疼痛對正常

工作（外出工作、家務）的影響以中重度為主。有研

究指出，高中畢業的青年荷官的工作壓力比例最高，

達到74%[3]，需要給予適當舒緩和關照。疼痛對睡眠的

影響輕度與中重度各約佔一半。减輕工作壓力，增加

生活情趣和充足的高質量的睡眠仍然是荷官們注意改

善的方面，也是相關部門為他們制定合理化法規努力

的方向。

（本文編輯：張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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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全麻下口腔治療意義及適宜年齡。  方法 回顧本院2012年9月~2013

年2月期間1歲~6歲全麻下口腔治療患兒資料。整理全麻術中過程記錄，分析1歲~3歲（組I）

和4歲~6歲（組II）樹酯修復術，牙髓治療術，牙拔除術差異；跟蹤患兒術後情況。  結果 術

中過程順利，均一次性完成全牙列診治，無術中術後併發症。組II中乳牙拔除數量，後牙樹

脂修復數量明顯高於組I；組I中前牙樹脂修復，牙髓治療明顯高於組II。性別上無統計學差

異。術後隨訪發現1歲~3歲兒童在患牙根尖炎症控制及牙列保存上優於4歲~6歲。  結論 全麻

下口腔治療對特殊患兒是安全高效的診療辦法。低齡兒童的全麻下口腔治療值得提倡。

【關鍵詞】 全麻；牙科治療；牙齒修復；兒童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dental treatment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for children 1-6 years 
old (21 cases)

RAN Jin Bo, WANG Miao, LIN Hua Lan, ZHU Chen Xiao Lu, REN Zhi Yi,  LIU Qin*
Department of Dentistry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dental treatment and suitable age performed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performed in pediatric patients from 1 to 6 years 
old who underwent dental treatment performed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from September 2012 to February 
2013 a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rranging the records during the general anesthesia;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reatment modalities including operative restoration, pulp therapy, extractions in the 
1-3 years old (group I) and the 4-6 years old (group II); following the post operation situation.   Results   
The operation process was safe and smooth. All dental treatment were accomplished during the general 
anesthesia, no complications occurred. Group II children had significantly numerous extractions of primary 
teeth and restorations of molar teeth than group I, group I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number of extractions 
and pulpal treatments in the front teeth than group II.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between-group difference 
in sexuality. The 1-3 years old group is better than the 4-6 years old group in periapical periodontitis and 
keeping the dentition as a result of clinical follow-up.  Conclusion   Dental treatment performed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is efficient and safety in children.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underlying 
clinical condition may influence the dental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refer 
these children in earlier age to the hospital for tooth restoration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Key Words]  General anesthesia; Dental treatment; Teeth restored; Children

1~6歲兒童全麻下口腔治療21例回顧性分析

冉錦波 汪淼 林華蘭 朱呈小露 任智毅 劉琴*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口腔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 liuqin910910@163.com

大部份兒童能通過非藥物性行為管理技術獨立完

成牙科診療，例如TSD (Tell-Show-Do)技術。儘管如此，

仍有部份重症牙病患兒，因身體，精神或情感發育等

因素，需要借助藥物性行為管理技術，如笑氣 (Nitr ic 

Oxide) 吸入鎮靜或全身麻醉[1-3]來實施治療。

與診室常規兒童牙科診療模式相比，全麻下口腔

治療模式的效果是令人滿意的。全麻下口腔治療過程流

暢，安全高效，並且能降低患兒牙科恐懼，在兒童牙科

診療過程中越來越重要。在牙科手術室，由兒童牙科醫

生和麻醉科醫生聯合完成該手術。與傳統椅旁治療中樹

脂修復牙髓治療方案不同的是，在全麻下口腔治療過程

中，越來越多患兒傾向於通過全麻進行拔牙術和預成冠

‧臨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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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術及窩溝封閉，塗氟治療[4]。通過回顧性研究2012

年9月~2013年2月本院1歲~6歲患兒口腔治療情况，分析

兒童全麻下口腔治療的操作形式和特點，探討其治療意

義及適宜年齡。

材料與方法

所有臨床資料均為本院口腔中心兒童牙科2012年9

月~2013年2月全麻患兒統計數據。納入標準：因牙科恐

懼，精神因素或先天性疾病障礙等，患兒家長最後選

擇全麻下一次性口腔治療的患兒。

所有全麻患兒均接受牙科和麻醉科術前評估：牙

科評估包括全身疾病史，牙科病史，口腔臨床檢查，

口腔X-ray檢查，胸片和血液學檢查。醫生針對每位患

兒製定相應的治療計劃及預防措施，告知家長並簽署

知情同意書。麻醉師根據患兒情况製定麻醉方案並向

家長說明手術麻醉風險。患兒按日間手術入院完成治

療，予當日出院，極少患兒需要隔日出院。所有的預

防，修復和齒槽外科治療項目都在口插或鼻插全麻下

一次性完成。

手術麻醉過程觀察記錄，監測術中生命體徵，密

切觀察患兒術前術後不適情况。

數據分析：患兒分為兩組，組I為1歲~3歲患兒，組

II為4歲~6歲患兒。統計項目包括：年齡，性別，齲病

數目，牙科治療項目，持續時間等[5]。其中牙科治療項

目分別為：樹脂修復，牙髓治療，和牙拔除術。樹脂

修復分類為乳前牙和乳後牙樹脂修復，牙髓治療分類

為乳前牙和乳後牙牙髓治療，牙拔出數為前後乳牙拔

除數。齲齒治療前全口超聲清潔，其後常規行窩溝封

閉及全口塗氟治療。

組I和組I I術後隨訪，評估牙列功能恢復情況，

X-ray檢查充填體保存情况及根管治療持續性效果等，

全麻下口腔治療在術後對患兒牙科診療行為的影響。

結 果

統計數據中總共有25位患兒，去除大於6歲及記

錄不完整病例，共有21例納入統計。患兒集中在3歲~5

歲，佔據1歲~6歲患兒的80%。術中生命體徵平穩，

麻醉及口腔手術操作過程順利，全部未出現術中併發

症，術後患兒無出現疼痛，腫脹及意外黏膜破損等情

况。

組I有7位患兒，組II有14位患兒，年齡跨度從2歲

1個月到6歲5個月。組II中乳牙的拔除數量明顯高於組

I(P<0.01)，後牙樹脂修復數量高於組I(0.01<P<0.05)，組

I中前牙的樹脂修復明顯高於組II(P<0.01)，前牙的牙髓

治療高於組II(0.01<P<0.05)，後牙牙髓治療兩組間無統

計學差異。乳磨牙的牙髓治療組別中無明顯差異。對

比男性與女性患兒治療項目區別，其中15位男孩患者

(60.0%)，10位女孩患者(40.0%)。在樹脂修復術，牙髓治

療術，和牙拔除術等治療項目，兩組間無統計學差異。

21位患兒術後一月、三月、六月複診檢查，行全

牙列預防性塗氟術，跟踪觀察一年後結果顯示：1歲~3

歲組牙列保存完整，充填體未出現脫落及繼發齲壞，

X-r a y檢查示根管充填糊劑良好，未出現明顯糊劑吸

收，根尖炎症良好控制。4歲~6歲組充填體保存完整，

未出現繼發齲壞，X-ray檢查示部份嚴重炎症患牙根管

糊劑出現輕微吸收，根尖炎症暫時穩定。個別牙齒缺

失，間隙保持器穩固，對應牙槽骨脊輕微吸收塌陷。

討 論

根據以往研究表明，1歲以下的患兒沒有恐懼情

緒產生，6歲以上患兒通過玩游戲，分散注意力或簡

單的醫療行為解釋等，通常可以良好溝通並完成常規

診療。而在1歲~6歲階段的患兒，行為誘導效果相對較

差，又容易被局部麻醉術等刺激，進而容易產生牙科

恐懼[6]。全麻下口腔治療能避開患兒欠合作因素，提

高診療效率和質量，便於後期患兒牙科行為管理，因

此，日間全麻對1歲~6歲年齡段特殊患兒的口腔治療具

有明顯的優勢。

英國皇家外科學院關於日間全麻外科手術的指南

指出：日間全麻手術的患兒全麻時間不應該超過30~40

分鐘[7,8]。但在對1983年~1993年的全麻下口腔治療的文

獻回顧中，大約超過半數的日間全麻患兒麻醉時間超

過英國皇家外科學院相關指南推薦時間，同時也發現

全麻下口腔治療專科門診持續時間基本在40分鐘至3個

小時之間[9]。本文病例中，全麻時間基本控制在1.5-2.5

個小時，絕大部份病人當天出院(96%，n=25)，全部未

發現嚴重併發症，比如頜面部腫脹，不可控發熱，呼

吸或心血管併發症等，但仍有4%(1/25)患兒需要留院觀

察相關指標。麻醉復甦情况，術後身體檢查結果，術

後監護人醫囑執行情况，及齒科操作術後情况等，這

些因素决定了患兒是否可以當日出院。

對於齲敏感性很高的患兒，為了避免再次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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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then 和 Mueller[10]建議等到第二乳磨牙完全萌出再施

行手術。對於嚴重病例，為了避免併發症導致再次全

麻，治療中採取較激進方式，例如：對於牙髓感染導

致根尖周炎患牙，我們會更傾向於拔除。齒修復術本

身有潜在失敗風險，對於慢性疾病患兒，一個失敗的

修復體可能涉及額外醫療行為介入。所以，對於有任

何治療成功可能性質疑的患牙，拔除是最好的選擇[11]。

在本文病例中，21位病人均安全高效完成全麻

下一次性口腔治療，術中術後未出現併發症或明顯不

適。兒童牙科臨床疑難病例獲得很好診療服務，患兒

監護人極為滿意。

在4歲~6歲組別中，其拔牙數明顯多餘1歲~3歲

組，同時後牙的樹脂修復數也高於1歲~3歲組，而1歲~3

歲組患兒根管治療和修復較多乳前牙，由此可知，隨

着患兒成長，齲齒越來越嚴重，後牙逐漸出現齲病，

並且前牙齲壞嚴重以致喪失保留價值，導致4歲~6歲組

有更多後牙樹脂修復和前牙拔除。對於配合性欠佳的

1歲~3歲患兒口腔治療，在改善口腔健康的同時，盡可

能减少了拔牙數，保留了全牙列，以充分發揮其牙列

功能，因此，患兒口腔疾病出現時早期介入相關治療

顯得尤為重要。

對兩年齡段患兒一年的隨診發現：1歲~3歲因牙

齒炎症感染早期，病况控制穩定，術後全牙列保存完

整，炎症控制良好，獲得了極好的生理性骨刺激。早

期較好培養建立了患兒牙科就診行為，避免了早期常

規牙科診療過程中，醫源性刺激可能產生的牙科恐

懼。全麻術後跟踪觀察過程中，患兒口腔門診診療配

合良好，基本能完成簡單的術後維護治療和預防性牙

列處理，利於患兒平緩度過醫源性牙科恐懼高危年齡

段。4歲~6歲因感染時間相對較長，病况控制基本穩

定。部份牙拔除後，喪失部份牙列功能，對應骨組織

出現吸收，一定程度影響頜面部發育。因該階段患兒

通常已有牙科不良就診體驗，甚至已患牙科恐懼癥，

全麻術後行為誘導步驟複雜，效果相對欠佳。

在1歲~6歲全麻下口腔治療患兒統計資料中，男性

與女性患兒比例為1.5:1.0，這和Al-Eheideb[12]的研究結果

是趨近的(1.7:1)，男性患兒的口腔治療配合性可能比女性

患兒稍差，男性患兒與女性患兒齲齒數目無明顯差異。

因嚴重牙科恐懼或先天性疾病等因素，無法完成

常規椅旁牙科診療的口腔疾病患兒，全麻口腔治療為

其提供了高效安全的診療辦法[13]。隨着年齡的變化，治

療方案的選擇也將相應發生改變。低齡兒童的早期醫

院全麻下口腔治療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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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價Figulla-flex堵閉器治療繼發孔型房間隔缺損(ASD)的效果及使用的優

越性。  方法 選自2011年3月~2012年5月7例年齡為8歲~66歲本院確診繼發孔房間隔缺損，有

介入治療指征的患者，在導管室全麻氣管插管接呼吸機，在透視及食道超聲心動圖監視下

應用Figulla-flex堵閉ASD。  結果 全組病例中，6例成功，治療效果良好，未見殘餘分流。1

例因房間隔缺損大，邊緣欠佳，轉心外科修補。  結論 Figulla-Flex 堵閉器治療房間隔缺損，

是一種安全微創手術方法。

【關鍵詞】房間隔缺損；Figulla-Flex 堵閉器

The clinical efficiency of occlusion treatment for atrial septal defect with Figulla-Flex occluder

SUN Wai Tal, PAN Bao Quan*, JIAN Pui Juan, LEONG Pi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al efficiency of treatment for secondary atrial septal 

defect by using Figulla-Flex occluder.  Methods  From March of 2011 to May of 2012, Seven patients 
with ASD, age ranging from 8 to 66 years, with intervention indication ,were occluded using Figulla 
Flex occluder device under guidance of fluoroscopy and 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 through 
percutaneous approach.   Results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six patients were very well .No residual shunt 
was found in these patients after the procedures. 1 patient of ASD transferred  to surgical repair due to 
large defect and inadequate rim.  Conclusion  Trans-catheter closure of ASD using Figulla Flex occluder 
device is safe ,effective and minimal invasive method.

[Key Words]  Atrial septal defect; Figulla-Flex occluder

Figulla-Flex 封堵器治療房間隔缺損的臨床應用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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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隔缺損是較常見的一種先天性心臟病，佔先

心病的10%~20%，既往需要在體外循環進行手術修補，

近10餘年介入器械的研發，微創手術技術及經驗不斷提

高，目前在掌握房間隔缺損介入治療適應症的前提下。

本院自2001年開始至今應用amplazter成功堵閉ASD已50

餘例，均取得良好效果。近1年引進德國Occlutech ASD

堵閑器(Figulla-Flex)治療繼發孔房間隔缺損7例，其中6

例取得滿意臨床效果，現報告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7例患者，男性3例，女性4例；

年齡8~66y(45.3±20.5)，體重：26~65KG(49.8±12KG)；7

例ASD中有6例為中央型，術前經胸超聲心動圖測量缺

損大小：18~33mm，1例為雙孔型，大孔為15mm，小孔

4mm，體格檢查：胸骨左緣第2~3肋間可聞及2~3級收縮

期雜音，S2固定分裂，胸片提示肺血增多，心電圖：其

中3例正常，1例為1度伴不完全性右束支傳導阻滯及頻

發房性早搏，1例心房纖動，超聲心動圖檢查示不同程

度的右房右室增大，IAS回聲中斷示左向右流。其中4例

合併輕-中度肺動脈高壓。術前經胸聲符合ASD介入治療

的指征：繼發孔型ASD，伴右心容量負荷增加，5mm<直

經<34mm；年齡>3歲；缺損至冠狀靜脈竇，上、下腔及

肺靜脈的距離>5mm，至房室瓣>7mm；無梗阻性肺動脈

高壓[1]。

二、材料  Figulla Flex ASD堵閉器，德國Occlutech公

司製造。由具有自膨脹性的雙盤及連接雙盤腰部3部份

組成，腰部直徑封閉ASD，其腰部直徑由6~40mm等14

種型號，輸送長鞘由9F~12F用於6~27mm，14F用於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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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m堵閉器。

三、手術方法  在導管室全麻氣管插管接呼吸機，

及放置食道心臟超聲探頭，與經胸超聲比較，再次確定

ASD大小，部位，重點測量鄰近邊緣（與上、下腔、房

頂、右肺靜脈及房室瓣距離）及房間隔直徑。常規消

毒舖巾，穿刺右股靜脈，行右心導檢查，抽血及測量

肺動脈壓力，計算：QP/QS及肺阻力等血流動力學的指

標。。靜脈肝素化100U/KG。將260cm長的加硬綱絲置

於左上肺靜脈內，沿該導絲送入測量球囊，用稀釋造影

劑充脹球囊，在透視及食道超聲（上腔靜脈長軸或主動

脈短軸切面）下，在逐漸充脹球囊直到沒有彩色分流的

一刻來判斷並測量房間隔缺損的大小，撤出球囊導管。

再沿導絲送入輸送鞘管於左房內，撤出導引綱絲，選擇

合適大小的Figulla Flex ASD堵閉器經輸送輎管送入左房

內，在透視及食道超聲心動圖監測下，先打開左房盤，

回撒整個系統，至房間隔缺損處，固定輸送導絲，回撤

鞘管打開堵閉器的右房盤。經透視及食管超下觀察堵閉

器的位置，形態是否滿意，從不同切面瞭解堵閉器是否

夾好房間隔缺損的邊緣，有否殘餘分流及影響房室瓣，

行牽拉試驗。若堵閉器位置固定不變。釋放堵閉器，

最後撒出導管，壓迫止血。術後常規予clexan 皮下注

射Q12H 2次，術前，中及術後予1代頭孢抗生素預防感

染。口服ASPIRIN抗凝6個月，術後24小時，1，3，6個

月複查超聲心動圖，心電圖及胸片檢查。

結 果

6例手術取得成功。術中出現併發症少，其中1例

心房顫動在術前予口服codarone治療，術中食道超聲左

房耳未見血栓，1例術中出現陣發性室上速（SVT）予

腺苷成功複律。1例冠脈造影示單支病變行CAG+PCI治

療，1例因術後局部止血困難，ACT廷長，應用魚精旦

白中和後壓迫止血時間約1小時。1例因ASD偏大，邊緣

欠佳，多次堵閉不成功後轉心外科修補，手術效果良

好。以上6例患者經隨訪3~6個月，右房，右室較前縮

小。封閉器未見移位，無殘餘分流。

討 論

目前房間隔缺損封堵術已成為有效的微創方法，

經驗已日趨成熟，相比較外科修補有更低併發症及死亡

率，且縮短住院天數[2]。本組病例在掌握ASD介入適應

症下，應用Occlutech Figulla堵閉器堵閉房間隔缺損是一

安全有效的方法。該堵閉器的特點是（見圖1）左房盤

沒有微網結構，能減少血栓的機會及增加左房盤的彈性

及活動度，另外在右房盤獨特球形結構與綱覽連接，在

合適角度使堵閉器放置在房間隔上，減少過大張力。

但由於其輸送鞘管需比同類堵閉器大2F，對較小兒童

且ASD偏大的患者，有一定限制[3]。另外在決定選用合

適型號堵閉器上（見表1），重點在於在術中應用食道

超聲心動圖測量ASD大小，充脹球囊時監測，本組5病

例，選用堵閉器比實測ASD缺損大2~3mm。1例雙孔型

ASD的，缺損間距<7mm，本例只選用1個封閉器閉合，

以上病例均獲得成功，未見殘餘分流。因此，選擇合適

的病例，且準確測量房間隔缺損的大小，選擇適當大小

的堵閉器是成功房間隔缺損的關鍵。Figulla-Flex堵閉器

治療房間隔缺損，是一種安全微創手術方法[4]。

圖1

表1. 患者臨床資料，手術及術中超聲的情況

性別 年齡
ASD直徑

(mm)
肺動脈壓力

(mmHg) QP/QS 充脹球嚢後ASD 
(mm)

選用堵閉器直徑
(mm)

男 66Y 17.2~22.7 40 2.7：1 21~23.5mm 24

女 26y 16~23 22 2:1 24~27 27

女 8y 雙孔
(大孔15mm 小孔 4mm) 30 2.3:1 18 24

女 52y 22.8~25 52 3.2:1 21~22 24

女 58y 30.5~34 55 2.8:1 32~33 40(不成功)

男 53y 28~34 48 2.7:1 32.5~34.5 36

男 54y 16.4~24.6 35 2.2:1 24~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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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慢性鼻-鼻竇炎(chronic rhinosinusitis，CRS)內鏡鼻竇手術前後主觀評

估與客觀檢查結果是否一致。  方法 對36例慢性鼻-鼻竇炎患者行內鏡鼻竇手術，並分別於

術前及術後6個月行視覺模擬量表(visual analog scale，VAS)評分與鼻內鏡、鼻竇CT檢查評分

系統對比，觀察其結果。  結果 手術前VAS評分與客觀檢查的評分在輕度和重度的分佈上有

明顯的差異性；VAS評分中、重度患者手術後分值變化明顯，而輕度無明顯變化；手術後

VAS評分與鼻內鏡評分大多相似。  結論 手術前VAS評分與客觀檢查評分有明顯差異，手術

的選擇上需兩者相結合；手術後VAS評與客觀檢查評分無明顯差異，受心理因素影響尤對

VAS評分中、重度者術後有較好的評估價值，因其無需特殊設備，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實用

性，可作為快速簡潔評定慢性鼻-鼻竇炎手術療效方法及術後生存質量的一種方法。

【關鍵詞】慢性鼻-鼻竇炎；內鏡鼻竇手術；視覺模擬量表(VAS)

Preliminary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pre and post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in chronic 
rhinosinusitis

HAO Xiao Min, CHOI Wai I, HO Cheok Kuan, LIU Shui Mi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ssessment and 

objective inspection of the 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the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Methods  Study of 36 patients with CRS were inspected and scored by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endoscopy investigation and sinus CT scan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the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for 6 months, the outcom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VAS scores 
and the objective inspection scores in the mild and severe distribution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VAS scores for the severe patients have significant change after surgery, while minimal change seen in 
mild patients; the VAS scores and the endoscopic scores are similar after surgery.  Conclusion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cores of the pre-operative VAS and the objective inspection, the 
surgical options should considered in both scoring systems, minimal difference found between the scores 
of the post-operative VAS and the objective inspection , the VAS scoring system for the moderate and 
severe patients has a better estimation especially in the impact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 This assessment 
method has a good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since no special equipment is required. Therefore, it can 
be used as fast and simple assessment for the chronic rhinosinusitis, to evaluate the surgical option and 
post-operativ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Chronic rhinosinusitis (CRS);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 Visual analog scale (VAS) 

慢性鼻-鼻竇炎內鏡鼻竇手術前後主觀評估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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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鼻竇炎是耳鼻咽喉科最常見的慢性疾病之

一，流行病學調查顯示[1]，鼻竇炎影響了美國大約14%

的人口，導致每年1,500萬人次的門診量，內地也有人

統計慢性鼻-鼻竇炎佔門診總人數11.96%[2]，而且本病病

程長、易復發，使患者的日常生活受到極大困擾。內鏡

鼻竇手術是目前治療慢性鼻-鼻竇炎的主要手段。以往

常注重手術前後客觀檢查而忽視了患者的主觀感受，而

主觀感受决定患者的生存質量，隨着世界衛生組織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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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觀”的提出，健康相關生存質量的研究日益受到

醫學工作者的重視，我們對近年來36例慢性鼻-鼻竇炎

患者行鼻內鏡手術治療，術前術後採用視覺模擬量表

(VAS)評分，同時進行鼻內鏡、鼻竇CT評分與之對比，

探討主觀感受與客觀檢查結果是否一致，便於手術前後

快速簡便的瞭解患者生存質量及手術效果。

材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09年1月~2013年2月，年齡20歲~70歲；男24例，

女12例；既往無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和肝腎疾病等

全身各系統的嚴重疾病。

按慢性鼻一鼻竇炎診斷和治療指南(2008年，南昌)

診斷標準[3]，診斷為慢性鼻-鼻竇炎，非手術治療症狀改

善不滿意的36例患者進行鼻內鏡下鼻竇手術治療，患者

入院後由主管醫生告知量表的目的、意義，講解VAS量

表的填寫方法，由患者獨立自願填寫。

二、研究方法

1. 術前及術後6個月的病情情況均採用視覺模擬

量表(VAS)評分，進行前後對比分析。VAS評分時，讓

患者根據自身感受，用一長度約為10cm的評分卡．在

0~10分之間選擇出與症狀程度相匹配的分值，分值越高

代表病情越重，將症狀分為：輕度0~3、中度>3~7、重

度>7~10。

2. 鼻竇CT評分

手術前做鼻竇CT檢查，按照Lund-Mackay評分標

準[4]，對各個鼻竇及竇口鼻道複合體進行評分。評分標

準：(1)鼻竇：0=無異常，1=部份渾濁，2=全部渾濁；

前後組篩竇分別計算。(2)竇口鼻道複合體：0=無阻

塞，2=阻塞；(3)每側0~12，總分0-24。將檢查結果分

為:輕度1~6、中度>6~12、重度>12~24。

3. 鼻內鏡評分

手術前及術後6個月做鼻內鏡檢查評估，採用

Lund-Kennedy評分標準[5]對雙側鼻腔分別評分。評分標

準：(1)息肉：0分=無息肉，1分=息肉僅在中鼻道，2分

=息肉超出中鼻道；(2)水腫：0分=無，1分=輕度，2分

=嚴重；(3)鼻漏：0分=無，1分=清亮、稀薄鼻漏，2分

=黏稠、膿性鼻漏；(4)瘢痕：0分=無，1分=輕度。2分

=重度(僅用於手術療效評定)；(5)結痂：0分=無，1分

=輕度，2分=重度(僅用於手術療效評定)；(6)每側0~10

分，總分0~20分。將檢查結果分為:手術前 輕度0~3、中

度>3~6、重度>6~12；手術後 輕度0~5、中度>5~10、重

度>10~20。

結 果

術前及術後對36例患者VAS、鼻內鏡、鼻竇CT評

分，其輕、中、重度分佈、變化及對比分別見表1、表

2、表3。

表1. 術前VAS與鼻竇CT、鼻內鏡評分及輕、中、重度分佈、對比表(例/率)

手術前 輕度 中度 重度

VAS 3(8.3%） 17（47.2%） 16（44.5%）

CT 6（16.7%） 23（63.9%） 7（19.4%）

鼻內鏡 8（22.2%） 20（55.6%） 8（22.2%）

36例術前VAS評分平均6.97，術後2.36；手術後

VAS評分明顯下降 (P<0.01)

表2. VAS評分手術前後輕、中、重度分佈、均值及變化率表(例/均值/率)

術前
輕度  3例 中度  17例 重度  16例

2.0 6.18 8.75

術後
輕  3例 輕 12例  中 5例 輕 13例  中 3例

1.0（50%） 2.71（56.1%） 2.25（74.3%）

表3. 術後VAS與鼻內鏡評分，輕、中、重度分佈、對比表（例/率）

手術後 輕度 中度 重度

VAS 28（77.8%） 8（22.2%） 0

鼻內鏡 30（83.3%） 6（16.7%） 0

討 論

因慢性鼻-鼻竇炎發病率高、病程長、易復發等特

點，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與健康。目前，鼻竇炎己

成為危害人類健康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在某些方面甚

至超過了糖尿病和心臟病[6-7]。隨着醫學模式由傳統的

單純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

變及人們健康意識的不斷深化，現代的健康概念己不

再是簡單的沒有疾病或虛弱狀態，而是身體上、精神

上和社會上適應的完好狀態。CRS傳統的以臨床客觀檢

查為評價手段的方式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醫生及患者

的質疑，有研究發現鼻息肉是否存在並不能作為生活

質量高低或鼻內鏡評估好壞的唯一影響因素，CRS病理

結構上的變化，與患者主觀感受之間或許並不完全一



32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4, Vol 14. No.1鏡湖醫學201 4年6月第14卷第1期

致。因此，客觀檢查結果並不能完全反映患者自身對

手術的需求，而對主觀症狀的改善是患者尋求手術的

根本原因。所以，對患者主觀症狀的評價，是决定內

鏡鼻竇手術與否及療效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個環

節。隨着以患者主觀感覺為基礎的健康相關生存質量

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國內外鼻科醫生的重視，歐美國家

已大量應用鼻竇炎生存質量量表，內地也漸引進和採

用了各種不同量表，在2008年慢性鼻-鼻竇炎診斷和治

療指南中正式開始提出對病情嚴重度主觀判定的視覺

模擬量表，2012年慢性鼻-鼻竇炎診斷和治療指南也將

其作為病情主觀評估的標準。本研究中用手術前VAS

評分與客觀檢查的鼻竇CT Lund-Mackay和鼻內鏡Lund-

Kennedy評分標準對比，而由於鼻竇影像學檢查普遍被

認為不適合作為術後評估的常用指標[8]，內鏡手術使

術腔解剖結構發生變化，手術後的鼻內鏡檢查也不易

與手術前進行對照[9]，故手術後單用VAS評分與鼻內鏡

Lund-Kennedy評分標準對比。本組數據表1中顯示術前

客觀檢查鼻竇CT Lund-Mackay和鼻內鏡Lund-Kennedy評

分無明顯差異性，而VAS評分與客觀檢查評分在輕度和

重度的分佈上有明顯的差異性，輕度的較少選擇手術

治療,而重度者的數量明顯高於客觀檢查，考慮主要是

患者對鼻竇炎症狀耐受程度不同,也提示客觀檢查發現

的鼻竇口阻塞、鼻腔鼻竇黏膜水腫程度、病變累及範

圍等與患者臨床主觀症狀嚴重程度不完全相同，往往

須醫生解釋方接受手術治療，說明不能光憑客觀檢查

來决定手術與否，患者主觀感受的需求重於醫生“需

求”，手術前心理等圍手術期治療的必要性。反之不

能光評患者主觀感受而決定手術方案,需依據客觀檢查,

避免過度治療; 表2中顯示患者手術後VAS評分平均值變

化率重度者最明顯、中度次之、輕度者再次之，雖然

輕度者VAR平均值下降率達50%，但分值只下降了1，

手術前後主觀反差不大，故主觀療效不如中.重度者明

顯，2012年慢性鼻-鼻竇炎診療指南也將術後VAS總評

分減少3分或以上定為癥狀控制，提示VAS評估不能忽

視患者的心理因素，VAS評分輕度者，手術後評估應

以客觀檢查為主；表3中顯示手術後大多VAS與鼻內鏡

評分相似，因慢性鼻-鼻竇炎最主要而明顯的是鼻塞、

黏膿性流涕兩大症狀，內鏡鼻竇手術開放.清理竇腔，

清除鼻息肉和膿涕，可去除鼻阻因素，擴大鼻腔通氣

面積，從而改善鼻塞及引流，使患者主觀感受明顯好

轉，其中2例VAS評分高於鼻內鏡檢查者, 雖然手術後鼻

內鏡檢查無鼻息肉復發、鼻道通暢、鼻竇口無狹窄，

但仍有流黏涕症狀，考慮為術前因息肉.黏膜水腫明顯

使鼻黏膜表面上皮機構完全破壞，纖毛脫落，呈不可

逆改變，影響了黏膜上皮纖毛促排功能的恢復，而使

症狀緩解不明顯。總之本結果顯示手術前VAS評分與客

觀檢查有明顯差異性，手術的選擇上需兩者相結合；

VAS對手術後評估與客觀檢查無明顯差異，受心理因素

影響尤對VAS評分中、重度者術後有較好的評估價值，

因其無需特殊設備，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實用性，可

作為快速簡潔評定慢性鼻-鼻竇炎手術療效方法及術後

生存質量的一種方法。而客觀檢查便於患者直接觀察

到手術前後病情變化，尤其可作為消除VAS評分輕度

患者心理疑慮的手段，使內鏡鼻竇手術治療CRS的臨

床結局從主、客觀兩方面同時進行評估，相輔相成，

獲得全面而可靠的結論。本研究因樣本統計暫不足，

未能在完全統計學上分析，同時對如患者的職業、學

歷、收入、病程、各種症狀等可能的影響因素也調查

不夠，未能就主客觀兩者的相關性進行研究，有待下

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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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聚維酮碘囊腔內沖洗治療結膜囊腫的效果。  方法 對6例結膜囊腫患

者應用聚維酮碘進行囊腔內沖洗，並觀察治療後是否復發及有否發生併發症。  結果 5例結

膜囊腫患者治療後無復發,1例復發,所有患者均無發生併發症。  結論 聚維酮碘囊腔內沖洗治

療結膜囊腫是一種簡單、安全、有效的方法，但仍需更大病例數去進一步證明其有效性。

【關鍵詞】聚維酮碘；結膜囊腫

Povidone-iodine irrigation treatment in six cases of conjunctival cyst  

LEI Soi Lin, Chan Pan Fai*, Tang Lai In
Ophthalmic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Povidone-iodine irrigation treatment in six cases of 

conjunctival cyst.  Methods  Six cases of conjunctival cyst were treated with the Povidone-iodine irrigation 
. Recurrence and Complication were observed after operation.   Results  No recurrence seen in five cases 
of conjunctival cyst and except one, none of them had any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  Povidone-iodine 
irrigation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conjunctival cyst is a simple, effective and save therapy. Nevertheless, 
it needs more cases to further prove its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Povidone-iodine; Conjunctival cyst

聚維酮碘囊腔內沖洗治療結膜囊腫6例

李瑞蓮 陳濱暉* 鄧麗賢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通訊作者  E-mail:1y@kwh.org.mo

結膜囊腫是臨床上較常見的結膜良性病變。病理

檢查可見結膜囊腫囊壁為纖維結締組織，內襯複層鱗狀

上皮，腔內為角化物和黏液[1]。結膜囊腫一般採用手術

摘除治療，而術後結膜囊腫復發的原因主要為囊壁上皮

殘留所致。聚维酮碘是臨床上常用的皮膚黏膜消毒劑，

可有效殺滅細菌、病毒和真菌等的病原體。其殺菌機制

主要是通過釋放出游離碘氧化病原體原漿蛋白的活性

基團，並與蛋白質的氨基結合而使其變性。因此，其對

結膜囊腫囊壁上皮細胞應有同樣破壞作用。根據這個推

論，本科由2008年8月~2011年2月對6例結膜囊腫患者進

行3.33%聚维酮碘囊腔內沖洗治療，取得滿意的效果，

現報導如下。

材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6例結膜囊腫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3例；年齡

最小8歲，最大55歲。下穹窿部結膜 1例，顳側球結膜

2例，鼻側球結膜3例，均為單個囊腫。患者多為無意

中發現，或有輕度眼部異物感不適才發現眼部有小水

泡而來診。患者均否認有明確眼部外傷或手術史。病

史由1天至1年不等。囊腫最小者僅1×1.5mm，最大者

4×10mm，囊內液為無色或淡黃色水樣透明液。

二、治療方法

0.5% Alcaine表面麻醉，用開瞼器開瞼，充分暴露

囊腫，於囊腫一端剪開一小口，囊內透明液體流出，

沖洗針頭於囊腔內用3.33%聚维酮碘（10%聚维酮碘:生

理鹽水約為1:2稀釋而成）沖洗並停留約10秒，然後用

生理鹽水沖洗囊腔，清除囊腔內的聚维酮碘，結膜囊

內涂TobraDex眼藥膏後眼墊包眼。術後常規抗炎治療。

由於術後大部份患者未有按時複診，我們以電話隨訪1

個月。

結 果

6例中，5例無復發，1例於治療15個月後再次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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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相應結膜位置查見一囊腫，雖無記錄提示為復

發，但我們仍定為復發，一次治癒率達83.33%。所有患

者均無發生併發症，治療後僅有輕度異物感不適。有

1例患者有少量出血致囊腔內少量積血，但於2週內吸

收。圖a為其中1例患者治療前的照片。她因“發現左眼

白處水泡1天”來診，眼部檢查發現左眼下穹隆結膜下

有一約4×10mm大小囊腫，囊壁明顯，邊界清楚，囊內

為淡黃色透明液。行聚维酮碘囊腔內沖洗治療1週後複

診如圖b， 結膜囊腫基本消失。2年後患者再次就診時

檢查未見囊腫復發。

圖a. 治療前下穹隆結膜見一約4×10mm大小囊腫，有明顯囊膜，隱見

        囊內液為淡黃色液

圖b. 治療1週後複診，結膜囊腫基本消失

討 論

結膜囊腫可分為先天性和後天獲得性結膜囊腫兩

種，臨床上以後者多見。後者又分為上皮植入性、上

皮內生性、腺體滯留性和寄生蟲性結膜囊腫。眼部外

傷或手術常易使結膜上皮進入結膜下組織形成上皮植

入性結膜囊腫。眼部慢性炎症刺激可致結膜上皮內陷

增生、腺體排泄口阻塞而使分泌物滯留等而形成結膜

囊腫。寄生蟲性結膜囊腫則較罕見[1,2]。結膜囊腫病理

檢查可見囊壁為纖維結締組織，內襯複層鱗狀上皮，

腔內為角化物和黏液。如為植入性囊腫，其上皮中可

有杯狀細胞，表明為結膜上皮來源。當囊腫較大或臨

床觀察見囊腫呈漸進性增大，影響病人外觀或引起明

顯眼部症狀時，則應手術完整切除囊腫。然而，手術

過程必須特別小心，如不慎在分離囊腫時切破囊壁，

可因囊腫上皮殘留引致病人術後復發。如手術分離時

不慎損傷附近重要結構，如提上瞼肌和眼外肌等，可

使術後發生複視和斜視等嚴重併發症[1]。尤其在臨床上

偶彌可以見到一些界限不清、沒有明顯囊壁或囊壁較

薄的囊腫，以及位置較深的囊腫。這些囊腫的手術難

度和風險均較高。因此，為臨床上這些手術難度和風

險較高的結膜囊腫尋找一種安全簡單的治療方法有重

要意義。

鮑迅及賈玲等分別用無水乙醇及20%磺胺咪啶鈉液

囊腔注射治療結膜囊腫，均取得滿意的效果[3,4]。然而，

治療過程中均需防止注射藥液外溢而損傷其他組織。

聚维酮碘是一種消毒防腐劑，對多種細菌、芽

胞、病毒、真菌等有殺滅作用，被廣泛用於臨床消毒

與治療，臨床上易於獲得。10%聚维酮碘結膜囊沖洗

浸潤常應用於眼科內眼手術治療前的消毒準備，本研

究使用為3.33%聚维酮碘，因此對眼部組織十分安全。

聚维酮碘可釋放出游離碘，通過氧化病原體原漿蛋白

的活性基團，並與蛋白質的氨基結合而使其變性。我

們利用其對囊壁上皮細胞的破壞作用，行聚维酮碘囊

腔內沖洗治療結膜囊腫，使囊壁上皮細胞失去分泌漿

液的功能而使之治癒。此法簡單易行、安全、無副作

用，可作為一些界限不清、囊壁較薄或位置較深等手

術難度較大、風險較高的結膜囊腫的一種治療方法。

然而，本治療研究病例數較少，仍需較大病例數去進

一步證明其有效性。

劉祖國. 眼表疾病學.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3; 532-533.

刘家琦. 實用眼科學.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0; 268.

鲍迅. 無水乙醇囊腔注射治療結膜囊腫. 中國醫藥指南. 2009; 7(4):111.

賈玲, 劉元真, 王超英. 囊腔內注射治療結膜囊腫32例. 眼科研究, 

2002; 20(1):76.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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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本院門診藥房應用自動包藥機後對病人候藥時間之影響。  方法 縱

向對比兒科處方及非兒科處方平均配核時間，橫向對比2013年4月~7月與2012年同期平均配

核時間及病人平均候藥時間之差異。  結果 包藥機應用後，縱向對比，兒科處方平均配核時

間較非兒科處方快3.8分鐘。同期橫向對比，今年平均配核時間延長2.8分鐘。  結論 門診包

藥機應用於門診調劑流程上增添分包工序，一定程度上延長調劑時間，從而延長了病人候

藥時間。但通過優化調劑流程，相信必能體現其更高的實用價值。

【關鍵詞】自動包藥機；門診病人候藥時間；平均配核時間

Analysis of waiting time change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after using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  

CHOI Teng Teng, TANG Wan Chon*
Pharmacy Departmen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waiting time change in outpatient pharmacy after using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  Methods  Ver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average dispensing and 
checking time between pediatric prescriptions and non-pediatric prescriptions. Horizont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average dispensing and checking time and patient waiting time from April to July 2013 and 
2012.   Results  In vertical analysis, the average dispensing and checking time of pediatric prescriptions 
is 3.8 minutes shorter than non-pediatric prescriptions. In horizontal analysis, the average dispensing 
and checking time in 2013 is 2.8 minutes longer than in 2012.  Conclusion  The use of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 adds one more step in packing medicines, which leads to longer dispensing time 
and delaying patient waiting time. However, by optimizing the dispensing process hope it may reflect its 
greater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Automatic dispensing machine; Outpatient waiting time; Average dispensing and 
checking time

包藥機對門診病人候藥時間變化之分析

徐婷婷 鄧雲春*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藥劑科 

*通訊作者  E-mail:phac@kwh.org.mo

繼2010年8月上旬本院引進第一台自動包藥機 

（TOSHO Xana-4001，以下簡稱包藥機）應用於住院藥

房長期處方之調劑作業後，於2013年1月下旬，再引進

第二台相同型號之包藥機以協助門診調劑作業。門診藥

房採用不同於住院藥房“餐包”之分包模式，實行“總

量分包”，即一種藥物一個藥袋，按照藥物形狀大小預

先設定每個包藥袋中最大包藥粒數，包藥機系統依處方

中每筆藥物總量進行分包。因應本院門診處方特性，處

方天數可由1~60天不等，每張處方中藥物種類亦可多達

10種，故相較之下，門診藥房採用“總量分包”更優於

“餐包”，且包藥時間亦相對較短[1]。

包藥機投入門診調劑服務至今約半年，初期需經

過一段摸索及磨合時期，修正完善工作流程。經過約

2~3個月的時間，流程逐漸順暢。本文試從門診醫療服

務指標之一的病人候藥時間的變化，縱向及橫向分析包

藥機所產生的影響。

材料與方法

本院門診處方自醫生電子傳送後（圖1：A），調

劑作業流程共分四大工序：審核(B)、調配(C)、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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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發藥(E)，各工序完成時都必須於醫院信息系統

(HIS)中藥房作業系統作確認登錄，HIS會保存各處方登

錄訊息。根據門診調劑作業流程（圖1），引進包藥機

前，處方審核確認後，處方籤及藥物標籤自動列印並

由工友協助黏貼標籤於藥袋上，再進行藥物調配。而

包藥機引進後，處方審核確認，HIS系統將需進行包藥

之處方訊息傳至包藥機服務系統，再由包藥機控制台

作後台運行啓動，包藥機進行藥物分包。完成包藥之

處方，由配藥人員自行列印藥物標籤並作配藥登錄，

再進行調劑工作。期間流程再經分析後改善，自7月起

恢復由工友黏貼標籤，同時等候包藥機包藥完成，之

後才進行藥物調配。

圖1. 門診調劑作業流程

A.醫生電子處方
傳送

→
B.藥房處方
審核確認

自動包藥機服務系統
接收處方資料

↓

處方、標籤列印

包藥機控制系統
後台運行啓動

C.調配確認

↓

E.發藥確認 ← D.核對確認 ← 進行處方調配
包藥機

分包藥物

考慮包藥機使用初期不穩定因素較多，故本次分

析只抽取4~7月份的數據，與去年同期作橫向比較。

其次，本院兒科門診處方藥物多為糖漿劑型，因

此設定流程不傳送至包藥機服務系統，處方經審核後

直接調配。而調配人力安排上，基本按處方比例 （兒

科：非兒科為1:6）配置。本文亦將以同一時期兒科處

方與非兒科處方作縱向分析，比較同時期內平均配藥

時間(A-C)、平均核對時間(C-D)及平均配核時間(A-D)。

病人候藥時間為醫生處方傳送至藥房發藥的過程

(A-E)，期間受外界干擾的因素較多，如病人可能需往

其他科室作檢查或治療。因此，本文會以內控指標─

平均配核時間，作數據分析，即由醫生處方傳送至藥

房核對確認過程(A-D)完成所需之平均時間。

結 果

一、兒科處方與非兒科處方平均配核時間─縱向

對比

門診包藥機應用後，兒科處方之設定流程為不傳

送至包藥機服務系統，處方經審核後直接調配。由表

1可見，兒科處方及非兒科處方平均配核時間相差平

均3.8分鐘，前者顯著較快。其中平均核對時間相差不

大，但平均配藥時間則相距甚大，部份月份甚至有2倍

差距，平均亦是有3.8分鐘差距。另外，兒科處方中配

藥時間與核對時間約各佔一半，而非兒科處方中配藥

時間與核對時間約為2:1之分配。由此可見，包藥機包

藥為增加一步驟的工序，流程需多走了一圈，故在理

論及實際上，配藥時間是會延長。因此，改善配藥流

程為一關鍵步驟。

表1. 2013年4至7月兒科處方與非兒科處方調劑工序平均時間表

4月 5月 6月 7月

兒科處方

平均配藥時間(分) 5.1 5.3 5.1 7.6

(佔百分比) (57%) (58%) (55%) (78%)

平均核對時間(分) 3.9 3.9 4.1 2.2

(佔百分比) (43%) (42%) (45%) (22%)

平均配核時間(分) 9.0 9.2 9.2 9.8

非兒科處方

平均配藥時間(分) 10.4 9.8 9.4 8.7

(佔百分比) (70%) (71%) (71%) (81%)

平均核對時間(分) 4.4 4 3.8 2.0

(佔百分比) (30%) (29%) (29%) (19%)

平均配核時間(分) 14.8 13.8 13.2 10.7

兒科處方與非兒科處方平均配核時間比較(分) -5.8 -4.6 -4.0 -0.9

表2. 2013年4至7月與2012年同期各調劑工序平均完成時間表

4月 5月 6月 7月

2012

病人數(人次) 32,197 34,113 31,939 32,063

平均候藥時間(分) 16.1 15.1 14.9 13.3

平均配藥時間(分) 7.8 7.3 7.5 6.2

(佔百分比) (83%) (84%) (85%) (83%)

平均核對時間(分) 1.6 1.4 1.3 1.3

(佔百分比) (17%) (16%) (15%) (17%)

平均配核時間(分) 9.4 8.7 8.8 7.5

2013

病人數(人次) 31,824 33,717 31,814 33,166

平均候藥時間(分) 19.9 19.6 18.2 16.3

平均配藥時間(分) 8.6 8.0 7.6 7.5

(佔百分比) (67%) (66%) (67%) (80%)

平均核對時間(分) 4.2 4.1 3.7 1.9

(佔百分比) (33%) (34%) (33%) (20%)

平均配核時間(分) 12.8 12.1 11.3 9.4

2013年與2012年同期平均配核時間比較(分) +3.4 +3.4 +2.5 +1.9

二、平均配核時間─橫向對比

由表2可見，與去年同期作橫向比較，每月門診

病例數（人次）相約，然而平均候藥時間今年明顯延

長，平均存在3.7分鐘之差異；而內控指標平均配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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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增加2.8分鐘。若以以上第1點所得數據包藥機延長平

均配藥時間3.8分鐘作推論，平均配核時間延長應是合

理的現象。

討 論

根據台灣等鄰近地區的經驗，門診包藥機配合相

應工作流程，病人候藥時間可達小於15分鐘的基本要

求，甚至可達至10分鐘的高效率[2]。本院自上半年引入

包藥機後，工作流程亦需經過一段時間摸索，如初期

部份排裝藥物設定為整排加包尾數發藥，而現在則採

取以處方天數14天分界，少於14天則拆散包藥，大於

則人手調配。經過約2~3個月的時間，現在流程逐漸順

暢。後來，流程再經分析後作改善，自7月起恢復由工

友黏貼標籤，與此同時等候包藥機包藥完成，之後才

進行藥物調配。

包藥機的應用於門診調劑流程中多增添分包工序

(見圖1)。經縱向及橫向分析，均顯示平均配核時間的

延長亦相應令病人平均候藥時間增加。然而，包藥機

應用後，人員走動調配頻率下降，明顯減輕人員調配

工作強度，提高人手調配效率。縱使宏觀上包藥機延

長了平均配核時間，但微觀上，包藥機的應用，即使

在門診病人人次增加的情況下，病人候藥時間亦呈下

降趨勢。相信通過不斷優化調配作業流程，可改善病

人候藥時間。建議方案如下：

1. 簡化包藥機系統後台調控操作程序 

在本院資訊部門的協助下，將原來由包藥機控制

系統中繁複的後台調控操作程序，轉換為由HIS藥房審

藥界面“一鍵點選”便可操控的簡易調控操作，令工

作人員更易掌握後台調控操作，對實際狀況更懂靈活

應變。

2. 人員全面培訓

本院門診藥房員工共40人，崗位分佈廣，人員流

動性大。為保證每位員工有獨立操控包藥機之能力，

均安排至少2週之培訓期。除必須掌握包藥機基本操

控技術外，亦必須清楚包藥機各工作崗位之責任；添

加藥物、清潔包藥機等常規工作若不妥當處理，亦會

減低包藥機工作效率，從而影響整個調劑流程之流暢

度。

3. 處方及標籤統一列印黏貼

根據處方中藥物類型，分為“包藥處方”、“不

包處方”及“兒科診室處方”。包藥機引入之初，為

避免造成處方混淆，這三類處方分別由不同之處方列

印機列印，由調配人員自行列印藥物標籤、黏貼藥袋

再進行處方調配。經過將近半年時間，有感包藥機工

作已趨於穩定，人員培訓工作亦將近完成，故於7月改

由統一進行處方及標籤列印並由工友協助黏貼藥袋，

即當審藥確認後，處方及藥物標籤會一併列印，顯著

地縮短調劑工序時間。

結 論

門診包藥機之應用，對病人候藥時間無疑存在一

定的影響，且現有數據均顯示包藥機因延長了調劑工

序時間，亦順應令病人候藥時間延長。但亦可看出，

自包藥機應用之初至今，調劑工序所需時間呈下降趨

勢。當中，通過簡化包藥機操作步驟、人員全面培訓

完成，以及優化調劑作業流程，均有效地提高包藥機

工作效率，減輕人員調配工作強度，增加整個門診藥

房調劑工作流暢度，從而正面地改善病人候藥時間。

隨着門診病人就診人次與日俱增，相信包藥機將

突顯其更大的應用價值，能更有效地提高門診調劑工

作效率。

洪慧青,  梁雅莉, 壽淑芳, 等. 門診藥品包藥方式與病人候藥時間相關

分析. http://thmh.khja.org.tw/upload/html/17920094290006.pdf.

周月卿, 湯珍珍, 原道弘,  等. 有效縮短門診候藥時間. http://www.vghtpe.

gov.tw/~pharm/JPH/JPH%20_content/20110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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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對4例毛囊瘤的臨床病理分析及文獻複習。  方法 4例毛囊瘤採用常規HE

染色，並分析其臨床病史及病理學特點。  結果 3例(75%)6個月內就診，男女之比為1:3，本

病主要病理表現為病變位於真皮內，邊界清楚，中央可見一個擴張的毛囊，腔內可見角質

物、毛幹，擴張的毛囊外可見次級毛囊及皮脂腺，鄰近可見結締組織鞘圍繞。  結論 毛囊

瘤是向毛囊發育的一種良性腫瘤，是一種少見的錯構瘤，多見於18歲~49歲的男性患者，多

見於頭面部，特別以鼻翼兩側及頭皮毛囊分佈區域多見，本病可採用手術切除、激光或冷

凍，治療方法根據腫瘤的部位及數目而定，單發者首選手術切除。

【關鍵詞】毛囊瘤：鑒別診斷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4 cases of trichofolliculoma and literature review

KU Kit Meng, WAI Kit Cheng, SIN Lai Fong, Dong Shu Kun*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of trichofolliculoma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s.  Methods  Four cases of trichofolliculoma were investigated by hematoxylin-eosin. The clinical 
history and pathologic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ree cases (75%) revisited the doctor within 6 
months.  Male: female =1:3. The main presentation of pathology is the lesion located in dermis and has 
clear margin. One dilated hair follicle is seen in the center and contains keratin and hair shaft fragments. 
Emanating from the dilated hair follicle are numerous small secondary hair follicles and sebaceous glands. 
Connective tissue sheath surrounding the dilated hair follicle is also seen.  Conclusion  Tichofolliculoma 
is a uncommon benign tumor of hair follicle differentiation and harmartoma that usually appear in 18-49 
year old male, often arises on head and face, especially in both side of ala nasi and scalp where the hair 
follicle distribution. The operation resection, laser or frozen are choices of therapy. Therapy depended on 
the number and the site of the tumor. The operation resection is first choice of single lesion.

[Key Words]  Tichofolliculom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毛囊瘤4例臨床病理特征及文獻複習

古杰鳴 韋潔貞 冼麗芳 董書堃*

‧經驗交流‧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病理科 

*通訊作者  E-mail: 1E@kwh.org.mo

毛囊瘤是向毛囊發育的一種良性腫瘤，是一種少

見的錯構瘤，多見於18歲~49歲的男性患者，多見於頭

面部，特別以鼻翼兩側及頭皮毛囊分佈區域多見，現

將遇到的4例報告如下。

材料與方法

4例均為本院2010~2012年耳鼻喉科患者，經活組織

病理檢查確診。所有標本均用4%甲醛固定，常規組織

脫水，石蠟包埋切片，HE染色。

結 果

一、4例中，男1例，女3例，年齡分別為35歲、77

歲、50歲、54歲；到本院就診時間分別為1年，6個月，

3年，1個月。其中2例分別發生在鼻前庭及鼻閾，另2例

分別發生在耳後及耳廓；4例患者均無任何自覺症狀，

病變均為單發，呈結節狀或丘疹狀，大多數為灰黃

色，大小0.3cm×0.1cm×0.1cm至1cm×0.8cm×0.5cm。4例均

為手術切除，術後隨訪3個月均未見復發。

二、組織病理學檢查

送檢4例組織病變均位於真皮內，邊界清楚，中央

可見一個擴張的毛囊，腔內可見角化物質、毛幹，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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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毛囊外可見次級毛囊及皮脂腺，鄰近可見結締組

織鞘圍繞（圖1、圖2），均未見其他組織學改變。

討 論

毛囊瘤是向毛囊發育的一種良性腫瘤，是一種少

見的錯構瘤，多見於18歲~49歲的男性患者，多見於

頭面部，特別以鼻翼兩側及頭皮毛囊分佈區域多見；

臨床表現為單發略高於皮面的圓頂狀結節，淡紅色或

膚色，邊界清楚，質中等，多無自覺症狀，直徑約為

0.5cm~1cm，腫瘤的特徵性表現為結節中央有臍凹，從

中穿出一根或多根柔軟的毳毛，病理改變表現為腫瘤

位於真皮內，由多層鱗狀上皮細胞(包括顆粒細胞層)圍

繞囊腔(擴大的毛囊)組成，常源於表層表皮，囊腔內有

角質碎屑及毛幹碎片，自囊壁伸出許多次極毛囊，每

圖1. 囊旁可見次級毛囊(HE ×10)

圖2. 囊旁可見皮脂腺(HE ×10)

個次極毛囊被界限清楚的結締組織鞘所包繞，並可見

發育不全的毛分化，偶見原始的皮脂腺小腺泡和角囊

腫[1]。毛幹碎片周圍基質可見肉芽腫性炎症，偶見鈣化

灶[2]。近來對毛囊瘤組織學特徵的分析顯示，毛囊瘤

是一組形態上與毛囊分化週期相一致的譜系疾病。早

期毛囊瘤的特徵是數個卷曲的毳毛由漏斗部穿出，不

伴有囊性擴張，而晚期則顯示退行期和休止期毛囊和

更顯著的皮脂腺分化[1]。免疫組化發現該腫瘤中CK15

陽性的毛囊幹細胞明顯增生[3]，本文提供4例毛囊瘤，

2例分別發生在鼻前庭及鼻閾，另2例分別發生在耳後

及耳廓，臨床表現均不典型，結合病理明確診斷。毛

囊瘤的鑒別診斷包括毛髮皮脂腺性囊性錯構瘤、毛髮

上皮瘤及毛髮腺瘤，上述腫瘤均被認為來源於毛囊的

腫瘤，為一系譜性疾病，臨床表現多為面部的丘疹或

結節，肉眼難以分別，但病理各自有其特徵，毛髮皮

脂腺性囊性錯構瘤病變位於真皮內，由漏斗部囊腔組

成，腔內可見角化性碎屑及皮脂腺分泌物，外周有層

狀致密的膠原增生[4]；毛髮上皮瘤鏡下典型形態為基

底樣細胞葉狀團塊及角囊腫；毛髮腺瘤鏡下典型形態

由嵌於纖維血管性間質內的實性瘤細胞團及角囊腫組

成。治療方面，本病可採用手術切除、激光或冷凍，

具體的治療方法根據腫瘤的部位及數目而定，單發者

首選手術切除，如瘤體切除徹底，則極少復發，預後

良好。本文報導的4例均為手術切除，術後隨訪3個月均

未見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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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鏡下黏膜全層切除術治療胃小間質瘤2例

梁棋 余漢濠* 李婺芳 李清麗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消化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yuhonho@gmail.com 

病例1 男性，57歲，因腹痛1年，發現黏膜下腫瘤1

月入院。患者因“腹痛1月”行胃鏡檢查，提示：胃底

黏膜下腫瘤。超聲內鏡（endoscopic ultrasound, EUS）檢

查示：病灶呈半圓型低迴聲改變，約2.3×1.5cm大小，

內部迴聲尚均勻，遠處迴聲衰減，顯示欠清，起源於

固有肌層。患者要求內鏡下切除，收住入院。既往有

高血壓病史，血壓控制可。腹部C T檢查：胃底頂部

（膈下）胃壁結節，約2.5×2.1×1.7cm大小，漿膜與膈

肌無法分開而顯示不清，考慮間質瘤。再次向患者交

代病情，告知需要行黏膜全層切除術（endoscopic full-

thickness resection, EFR）。10月31日全麻下行EFR術。

術中胃底大彎側見一半球型隆起，約2.0×2.0cm大小，

表面尚光滑，見黏膜橋，質中，較固定。用钩刀切開

至黏膜下層，並分離瘤體，發現瘤體根部深入固有肌

層，遂行黏膜全層切除術切除腫瘤，用鈦夾及Loop作

荷包縫合穿孔。術中出血約30ml，16號針頭穿刺排出腹

腔氣體（圖1~4）。術後予留置胃管、抗炎、制酸及補

液等支持對症治療。術後第5天開放冷全流飲食，術後

第10天出院。術後病理：腫瘤由梭形的腫瘤細胞組成，

腫瘤邊界清楚，核分裂2/50HPF。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顯

示：腫瘤細胞CD117陽性，DOG-1陽性，Actin陰性。

病變符合胃腸道間質腫瘤，傾向良性。術後1月複查胃

鏡：創面見潰瘍形成，仍有鈦夾及Loop殘留。

病例2 女性，55歲，因“發現間質瘤1年”入院。

1年前因噯氣行胃鏡+超聲内镜檢查發現胃底間質瘤。

1年後複查EUS，發現胃體增多2粒黏膜下腫瘤。胃底

病灶並在呈一半圓型低迴聲改變，約1.0×0.6cm大小，

向腔內突出，邊界清楚，內部迴聲欠均勻，遠處迴聲

有所衰減，起源於固有肌層。胃體前後壁病灶分別

0.6×0.4cm及0.6×0.5cm，半圓型，內部迴聲均勻，起源

於固有肌層。患者要求內鏡下切除，收住入院。既往

體健。腹部CT檢查：胃壁光滑未見明顯結節。7月22日

全麻下行内镜黏膜下腫物挖除術 (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tion, ESE)+EFR 術。術中見胃底及胃體前、後壁

共3粒黏膜下腫瘤，大小約0.8×0.8cm~0.6×0.6cm。胃體2

粒病灶行ESE切除，過程順利。胃底病灶用钩刀切開至

黏膜下層，暴露淡黃色瘤體。分離瘤體，發現腫物與

漿膜緊密黏連，遂行腫瘤黏膜全層切除術，用鈦夾閉

合穿孔。術中出血約20ml，16號針頭穿刺排出腹腔氣體

（圖5~8），術後予留置胃管、抗炎、制酸及補液等支

持對症治療，術後第3天開放冷全流飲食，術後第5天出

院。術後病理：腫瘤由梭形的腫瘤細胞組成，中央明

顯鈣化，梭形細胞密度不一，局部密度較高，核分裂

少見（<1/50HPF）。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顯示：腫瘤細胞

圖1. 切除病灶                                    圖2. 主動穿孔

圖3. 荷包縫合穿孔                            圖4. 切除標本

圖5. 分離病灶                                   圖6. 主動穿孔

圖7. 縫合穿孔                                   圖8. 切除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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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17陽性，DOG-1陽性，Actin陰性。病變符合胃腸道

間質腫瘤，極低風險。

討 論

胃腸道間質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是

胃腸道最常見的間叶源性腫瘤。源於cajal間質細胞，由

突變的c-kit或血小板源性生長因子受體基因驱動。組織

學上多由梭形細胞、上皮樣細胞、或多形性細胞，排

列成束狀或弥漫狀圖像，免疫組化檢測通常為CD117或

DOG-1表達陽性。佔間充質腫瘤的80%，胃腸道惡性腫

瘤的0.1%~0.3%。發病年齡在55歲~60歲之間，發病率為

10-20/1,000,000/年。可發生在食道至肛門的任何部位，

常見於胃(50%~70%)，以下依次為小腸(25%~30%)，結

直腸(5%~10%)，食管(<5%)。所有胃腸道間質瘤均為潛

在惡性腫瘤，其惡性程度與病理核分裂相數目、大小、

部位相關。GIST的良性和惡性生物學行為之間並無明

確的界限，从良性至惡性是一個渐進的過程，随着腫瘤

的生長，其惡性特征逐渐顯現[1]。腫瘤直徑超過2cm，

均應手術切除。對於小於2cm的小GIST，處理仍然存在

爭議。對於這些腫瘤的生長趨勢，轉移潛能等屬性我們

仍然知之甚少。

對於小G I S T的治療存在的爭議主要是在於需手

術切除，还是長期隨訪觀察。美國國立綜合癌症網絡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建議對於

小於2cm胃GIST，可先行超聲內鏡，根據超聲內鏡結果

是否有高危因素（腔外邊緣不規則，內部迴聲不均和

囊性暗区，潰瘍和異質性），再決定採取長期隨訪觀

察或者手術切除[2]。虽然NCCN建議對於直徑小於2cm的

GIST行腔镜治療，内镜治療並未被建議，但仍不少學

者對內鏡治療進行了報導及分析。而且位置處於賁門

或者近端胃（胃底）的小GISTs腔镜手術難度非常大，

既往研究也證實小GIST大部份處於这兩個位置，故內

鏡下治療小GIST可作為一個很好選擇。但目前無RCT對

此進行報導，均為小樣本臨床試驗。

隨着內鏡器械的開發和微創技術的進步，內鏡治

療技術不斷發展和成熟。DaVila等[3]於2003年首先提出

了使用內鏡治療GIST，然而當時內鏡下切除存在其局

限性：如GIST在肌壁間生長，難以確保切緣為陰性；

GIST起源於肌層，切除部位過深易引起出血、穿孔等

併發症。對於內鏡治療GISTs的指征，目前尚無統一標

準。PiccinIli等[4]提出，對於直径<3cm的内生性GISTs，

可先於內鏡下切除，如病理檢查提示極低危或低危且切

緣陰性，則無需進一步處理；如病理檢查提示中、高危

或切緣陽性，建議進一步行腹腔镜或外科手術治療。

近年来，內鏡黏膜下剝離術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治療消化道早期病變及SMT在內地逐渐

開展。對於SMT（尤其是來源於固有肌層）內鏡下治

療，周平紅等[5]首先将應用ESD器械切除SMT的方法命

名為內鏡黏膜下挖除術 (endoscopic submucosal excava-

tion, ESE)。ESE技術的出現對於內鏡下治療小GIST向前

邁進了一步。但是對於一些和漿膜層緊密黏連和凸向

漿膜下生長的GIST，仍有切除不完整，穿孔等併發症

高等缺點。2009年周平紅[6]再次首創出內鏡下消化道壁

全層切除術 (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 EFR)，讓

內鏡下完全根治性切除生長在固有肌層的小GIST成為

可能。EFR是經自然腔道内镜手術 (natural orifice trans-

luminal endoscopic surgery, NOTES) 技術的初步應用，手

術有兩個關键點，一是病變部位的完整全層切除，二

是對切除後缺損的修補。周平紅等對20例来源於固有肌

層的胃黏膜下腫瘤行EFR，均获得成功，切除腫瘤直径

平均2.6cm，平均住院天數平均5.5d，術後平均随访平

均7個月，均無病變残留或復發。Wang等[7]對109例直径

小於4cm的非腔内生長型胃間質瘤分别行内镜治療（66

例，其中31例行EFR）及腔镜（43例）治療，腫瘤均完

全切除，EFR組在手術時間、住院费用上顯著低於腔镜

治療組，但在住院時間及併發症上EFR組較腔镜組高，

併發症的發生與腫瘤直径與發生部位密切相關，该作

者認為EFR安全、费用低，而且應用了内镜自然腔道技

術，對病人的損傷小，不影響腹腔内解剖結构，但是

對於直径較大的腫瘤，EFR目前不建議使用。目前EFR

均限於小樣本研究，其療效及風險仍有待研究[8]。

本院2例病灶皆位於胃底，術前討論後決定行EFR

術。胃底病灶切除基本上治需要倒鏡操作，操作相對

困難。術中發現因為胃底病灶貼近左側膈肌，隨心臟

的搏動而移動，且病灶與漿膜層緊密黏連，完整剝離

困難，行EFR術完整切除病灶後成功修補穿孔。在這

2例病灶的切除過程中我們體會到：ERF術中發生的穿

孔為治療性穿孔（主動穿孔），故內鏡下成功修補穿

孔，避免追加外科手術修補是EFR治療成功的關鍵。另

一關鍵是避免胃液進入腹腔，避免術後腹腔引流，減

少術後腹腔感染。另外對於胃底病灶，術前完善超聲

內鏡（EUS）及腹部CT檢查仍為必要，可以明確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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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及胃腔外臟器的關係。此外，術前需要與外科良好

溝通，以保證遇到嚴重併發症時外科可及時介入。

EFR的開展可進一步擴大內鏡切除治療的適應症，

可以在內鏡下切除浸潤更深的胃腸道腫瘤。EFR對於和

漿膜層緊密黏連和凸向漿膜下生長的以及某些特定部

位小GIST提供了一種新的術式，其指症、療效和風險

仍有待更進一步的規範、探討和研究。

Emile J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 at the forefront of targeted 

therapies. Med Sci (Paris),  2013;29(6-7):630-636.

中國胃腸間質瘤診斷治療專家共识(2011年版). 臨床腫瘤學雜誌, 

2011; 9(16):836-84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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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導‧

潰瘍性結腸炎合併輪狀病毒感染1例

徐義祥 余漢濠*

患者 男性，30歲，因 “腹痛、腹瀉，咽痛伴發熱

3天，血便1天”於2011年2月入住本院消化科，既往半

年來反覆出現排鮮血便，3~4次/天，伴左上腹隱痛，無

伴發熱、里急後重、腹瀉等，經3~5天後能自行停止，

未予診治，有痔瘡史多年，發病前2週曾進食鱷魚、龜

等，有嗜酒史3年，白酒半斤/天。

患者3天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發熱，體温最高達

39℃，伴臍周陣發性絞痛，腹瀉為黃色水樣便10餘

次/天，有咽痛，曾到本院急診就診，予抗感染、

解痙、止瀉後症狀未見緩解，1天前出現排鮮血便4

次，量少，予收入院診治。入院查體：T 36℃，P 90

次/分，體型肥胖，咽充血，左側扁桃體I度大伴膿點，

腹平軟，全腹無壓痛，反跳痛，未及包塊，腸鳴音4

次/分。查血常規示WBC 16.4×10e9/L，Neut 0.789%，Hb 

120g/L，ESR 84mm/hr，大便輪狀病毒快速測試(+)，大

便OB>1000ug/ml，RBC +++/HPF，WBC ++/HPF，膿細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消化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yuhonho@gmail.com 

胞1-3/HPF，其餘查肝腎功能，CRP，血及大便細菌培

養等均未見明顯異常。

入院診斷：1. 血便查因：炎症性腸病? 痔瘡? 腸

息肉? 2. 輪狀病毒性腸炎；3. 化膿性扁桃體炎；予抗

感染，氨甲環酸止血，補液及對症處理4天後患者發

熱，腹痛，腹瀉症狀緩解，但仍有排少量鮮血便，1~2

次/天，予腸鏡檢查報告示1. 盲腸，全結腸潰瘍出血性

炎症；2. 潰瘍性直腸肛管炎，行病理活檢見明顯潰瘍

組織及急性炎症滲出物，底部為伴重度慢性，活動性

炎的肉芽組織，見隱窩膿腫，變符合慢性活動性潰瘍

性結腸炎，給予5-氨基水楊酸(5-ASA)足量口服治療後

無再排血便，症狀好轉出院，1年後患者複查腸鏡報告

潰瘍性結腸炎(緩解期)，行病理活檢示腸黏膜見較多淋

巴細胞，漿細胞浸潤，局部淋巴濾泡增生，病變符合

黏膜慢性炎。

討 論

潰瘍性結腸炎(UC)是一種病因不明的結腸慢性炎

（本文編輯：丘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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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性疾病，病變主要局限於大腸黏膜及黏膜下層，以

直腸乙狀結腸多見，病變呈連續性，彌漫性分佈。其

發病與患病以北美及歐洲為主，但近年亞洲地區亦呈

上升趨勢。據我國資料顯示，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常見於青壯年，發病高峰年齡20歲~49歲，男女

發病差異不大（男女之比約1-1.3：1） [1,2]。臨床表現以

反覆發作的腹痛，腹瀉，黏液血便為主，一般起病緩

解，少數急驟，病情輕重不一。臨床表現有時與其它

腸炎(如慢性細菌性痢疾、阿米巴腸炎、缺血性腸炎、

巨細胞病毒性腸炎等)相類似。目前已知的病因學研究

顯示UC存在以下特點：1. 遺傳因素：單卵雙胎顯著高

於雙卵雙胎[3]；2. 環境因素：吸煙可降低UC的發病風

險，可能與尼古丁對結腸血流，黏液，細胞因子及花

生四烯酸等物質影響有關，工業發達地區發病率亦增

加；3. 飲食及免疫因素：高脂肪，油炸及低纖維飲食

可增加患UC風險，可能與食物制作過程中過多的多環

芳烴及羥基過氧化物損害機體DNA，使腸道局部免疫

狀態的負性調控和免疫功能下降等有關。 

根據2012年診治共識意見[4]，UC的治療原則主要根

據病情活動的嚴重性及病變範圍（推薦蒙特利爾分類[5]

表1）而制定。

表1.  潰瘍性結腸炎病變範圍的蒙特利爾分類

分類 分佈 結腸鏡下所見炎症病變累及範圍

E1 直腸 局限於直腸，未達乙狀結腸

E2 左半結腸 累及左半結腸(脾曲以下)

E3 廣泛結腸 病變超過脾曲，包括全結腸

對於輕度患者治療以口服氨基水楊酸制劑(SASP)

為主，對病變範圍較大或療效不佳者可加用激素治

療，但不能作為長期用藥；對於中度患者仍建議先予

足量SASP治療，症狀控制不佳者及時加用激素，當症

狀緩解時激素緩慢減量至停藥，硫嘌呤類藥物適用於

激素無效或依賴者，但需注意與S AS P聯用時可增加

硫嘌呤類藥物的骨髓抑制作用，而生物制劑英夫利西

(Infliximab, IFX)可用於上述藥物無效、激素依賴或不能

耐受者；重度UC患者首選足量靜脈激素治療，約5天後

仍無效應及時轉換環孢素或手術治療，至於轉換方案

的選擇應先權衡利弊，但對中毒性巨結腸者宜早期手

術。對於緩解期患者，除輕度初發病例外均應接受維

持治療，藥物的選擇視誘導緩解時用藥情況而定，如

SASP的療程為3~5年或更長，硫嘌呤類用於激素依賴或

SASP不耐受者，劑量與誘導緩解時相同，IFX則每隔8

週給予誘導緩解劑量作長程維持。另外對起病8~10年

的患者應行1次腸鏡檢查以確定病變範圍，如為E3型者

應隔年複查腸鏡，E2型則從起病15年開始隔年腸鏡檢

查，如為E1型者則無需腸鏡監測，對腸黏膜活檢提示

癌變者應行全結腸切除。

綜上所述，U C的病因及發病機理尚未明確，診

斷標準主要以臨床表現，內鏡及病理組織學活檢進行

綜合分析。同時UC患者腸道黏膜經常處於免疫功能低

下及菌群失調狀態，因此容易合併細菌或病毒感染，

臨床上亦曾有報導合併腸道桿菌或巨細胞病毒感染個

案，但對合併輪狀病毒感染則較少見，因此建議對有

反覆腹痛，腹瀉，黏液血便患者或已確診UC患者應仔

細詢問飲食及生活習慣，對可疑病例需進行多次血、

糞便常規及培養檢測，必要時腸鏡檢查，排除其它感

染性腸炎或合併雙重感染可能，以免誤診。

Wang Y,  Ouyang Q. APDW 2004 Chinese IBD working group. Ulcerative 

colitis  in Chin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3100 hospitalized patient. J Gastro-

enterol Hepatol, 2007; 22:145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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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囊內鏡診斷NSAID相關性小腸病3例分析

陳春燕 李婺芳* 余漢濠 鄭展宏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Limf11@yahoo.com.hk 

非甾體抗炎藥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 是一類具有解熱、止痛、抗炎和抑制血小板凝

集作用的藥物，臨床上使用較多。由NSAID引起的胃

十二指腸黏膜損害常見，近年通過膠囊內鏡的檢查，

發現由NSAID引起的小腸炎亦不少見。本院消化科2012

年5月~2014年2月共發現3例NSAID相關性小腸炎，報告

如下。

病例1 女性，90歲，因血便腹瀉1月餘由外院轉介到

本院行膠囊內鏡檢查，術前腹部CT檢查無特殊，患者因冠

心病長期服用Aspirin。膠囊內鏡檢查示：空腸環狀線性潰

瘍，回腸末段紅斑，回盲瓣潰瘍，升結腸憩室（圖1）。

病例2 男性，72歲，因冠心病血管病變行冠脈搭橋

術入院，術前及術後均服用Aspirin，術後出現反覆消化

道出血，腹盆CT檢查及消化道碘水造影均未見小腸狹

窄病變，行膠囊內鏡檢查示：1.糜爛性胃炎 2.小腸多發

潰瘍並出血，小腸狹窄，其後該患者行手術切除小腸

狹窄病變（圖2）。

病例3 男性，54歲，因反覆暗紅色大便3月餘曾2次

住院治療，既往有小腸梗阻手術史，4月前因牙痛自行

服用止痛藥（NSAID類）30餘天，其後出現暗紅色大

便，胃鏡示糜爛性胃炎，腸鏡及小腸鏡檢查示，回腸

末段多發糜爛出血，予內鏡下電凝止血術，出院後反

複查大便潛血陽性，再次因消化道出血入院，行腹部

血管造影未見異常，膠囊內鏡檢查示小腸多發潰瘍，

回腸遠端狹窄（考慮潰瘍狹窄並出血）（圖3）。

討 論

非甾體抗炎藥臨床上普遍使用，既往由於檢查手

段的受限，臨床上發現NSAID胃病明顯多於NSAID小腸

病，其實兩者是一樣常見的。有文獻報導，以膠囊內

鏡作為診斷標準，口服非選擇性NSAID可誘發70%的受

試對象發生NSAID相關性小腸病[1]。

發病機制：NSAID藥物可引起小腸黏膜上皮細胞線

粒體的特異性損傷，造成腸上皮細胞ATP貯備的耗竭。

ATP貯備的喪失使細胞間鏈接的完整性喪失，黏膜通透

性增加，導致膽汁酸，蛋白水解酶和細菌進入腸壁。這

些物質吸引中性粒細胞局部聚集，促發炎症反應[2,3]。

NSAID相關性小腸病的患者多無臨床症狀而只有實

驗室檢查異常，僅少數病例出現顯性出血，穿孔，小腸

狹窄等嚴重併發症。合併小腸狹窄患者可表現為體重下

降，餐後腹痛，缺鐵性貧血，低蛋白血症等，但很少發

展到需要手術方可解除梗阻的程度。多數臨床醫生都容

易忽視NSAID相關性小腸病，因為沒有考慮到小腸的問

題，通常患者反覆出現消化道出血，或大便潛血陽性，

通過胃鏡或腸鏡檢查未能發現明顯病變，而膠囊內鏡檢

查可以作出診斷。本文患者均有消化道出血的表現，其

中1例通過小腸鏡止血治療。膠囊內鏡下均表現為多發

糜爛，潰瘍， 2例合併潰瘍狹窄，其中1例因狹窄導致膠

囊內鏡無法通過需要手術切除狹窄病變。

膠囊內鏡問世前，診斷小腸病變檢查方法包括：小

腸鏡，術中內鏡，血管造影，小腸氣鋇造影和標記紅細

胞掃描（閃爍造影法），但這些檢查中前3種檢查對患

者存在一定的創傷性而受到限制，後2種檢查的敏感性

較低故診斷價值有限[4]。隨着膠囊內鏡的使用，對小腸

黏膜微小病變的觀察能力大大提高，與之前的檢查相

比，是目前觀察小腸黏膜的唯一非侵入性手段。

N S A I D相關性小腸病的內鏡下表現多為一些非

特異性改變，包括散在或瀰漫分佈的糜爛，潰瘍，

出血等，這些變化在短期或長期服用N S A I D均可見

到[5]。具有較高特異性的改變是蹼狀橫膈狹窄 (web-like 

diaphragm stricture)，此征偶見於長期口服NSAID的病

人[6]。NSAID所致小腸黏膜炎症可導致潰瘍和出血，但

它也可導致黏膜下纖維化造成小腸狹窄。小腸狹窄在

臨床上需要與Crohn病及小腸結核所致的狹窄相鑒別。

對於懷疑有腸道狹窄的患者慎行膠囊內鏡檢查，

因為有膠囊滯留體內的風險。有文獻報導一位小腸造

影檢查未提示NSAID相關狹窄的患者通過膠囊內鏡明

確診斷，但膠囊無法通過狹窄腸段，需要手術切除病

變及取出膠囊，隨訪一年未發現後遺症[7]。近年，使用

Agile探路膠囊，它的大小和膠囊內鏡相同但攝入體內

40小時後能夠自溶，對於小腸狹窄病例須首先選擇探路

膠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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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膠囊內鏡對診斷NSAID相關性小腸病的敏感

性和特異性尚未最後確定，對於服用NSAID的病例，反

覆大便潛血陽性但胃腸鏡檢查未見明顯異常，在排除

腸道梗阻後，膠囊內鏡是目前唯一非侵入性及有效的

檢查方法。

Bjarnason J, Adler SN, Maiden L. Physical-chemical small intestinal injury. In [1]

參 考 文 獻

圖1. 膠囊內鏡下可見小腸環狀線性潰瘍   

圖2. 膠囊內鏡下見小腸潰瘍，疤痕形成及狹窄

圖3. 膠囊內鏡下見小腸環狀潰瘍並腸腔狹窄

‧病例報導‧

咽源性下行性壞死性縱隔炎1例

蕭鳳儀 黎啟盛* 許少峰 黃慧明

咽源性下行壞死性縱膈炎 (descending necrotizing 

mediastinitis，DNM) 是指由咽部軟組織化膿性感染經頸

部筋膜間隙下行引起的縱膈化膿性炎症。本病罕見，

感染源隱匿，發展迅速，病死率高。2013年4月ICU曾

收治1例星座鏈球菌 (S. constellatus) 感染引起的咽源性

下行壞死性縱膈炎。現結合臨床實踐及文獻複習，報

導如下。

患者 女性，69歲。因“咽痛、發熱4天，神志不

清2小時”於2013年04月17日晚上送本院急診就醫。患

者入院前4天出現咽痛、咳嗽、發熱，Tmax 40℃；咳

嗽時伴雙側胸痛，無咯血及呼吸窘迫。曾院外就診擬

“上呼吸道感染”治療，症狀無緩解。入院前2小時意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急診科 

*通訊作者  E-mail:laikaiseng@yahoo.com.hk 

識轉差到本院就診。來診時GCS 3分、低氧、休克及嚴

重代酸，BP 80/50mmHg，SPO2 82%，頸軟，雙瞳等圓

等大，直徑3mm，對光反射靈敏，咽充血，雙肺呼吸

音粗，可聞濕囉音；心率120次/分，律齊，未聞雜音；

腹平軟，腸鳴弱；四肢肢端暖；雙下肢無浮腫。急診

醫生即行氣管插管、呼吸機輔助通氣；建立中心靜脈

通路監測CVP，積極容量復甦、血管活性藥物 (Dopamin 

15ug/kg/min+Norepinephrine 0.8ug/kg/min) 循環支持；留

取血液及尿液病原學標本，Meropenem抗感染等治療。

血氣分析：PH 7.03、PCO2 43mmHg、PO2 73mmHg、

BE -18mmol/L、HCO3 10mmol/L，提示嚴重代酸；血

常規：WBC 3.7×109/L，晚幼粒 0.12、中幼粒 0.05、嗜

中性桿狀粒 0.09、嗜中性粒 0.19；RBC 4.28×1012/L、

Hb 130g/L、Hct 0.39；血小板 103X109/L。出凝血功

（本文編輯：徐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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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APTT 42.2s、PT 15.6s、INR 1.4、D-DIMER 5.78ug/

ml。生化：ALT 102U/L、AST 131U/L，Cr 227umol/L、

Urea 28.5mmol/L；Lactate 20mmol/L，PCT>100ng/ml，

CRP 226mg/L。胸X-ray：雙下肺炎症，雙側胸腔少量積

液；胸部CT(17/4)：(1)右肺中、下葉，左肺下葉炎症；

(2)雙側中等量胸腔積液，部份呈包裹性；(3)左側少量

氣胸，肺組織壓縮6%；(4)縱膈數個輕度腫大淋巴結。

擬“肺部感染併感染性休克”收入ICU。入院後行支氣

管鏡檢查見：支氣管通暢、輕度充血；行胸腔穿刺抽

出黃色黏稠膿液。入院診斷：1. 肺部感染併雙側膿胸；

2. 感染性休克併急性腎損傷。應用PiCCO法行血流動力

學監測，呼吸機輔助通氣 (SIMV+PS模式：FIO2 80%，

PS/PC 28cmH2O，PEEP 8cmH2O，f 20bpm)；予雙側胸腔

閉式引流、Meronem+Vancomycin抗感染、CVVH以清除

炎症介質、糾正代酸及水電解質平衡紊亂。4月18日雙

側胸腔膿液塗片：革蘭氏陽性球菌。經治療後患者病

情持續惡化，併發重度ARDS和急性腎功能衰竭。4月20

日複查胸CT示：1. 雙側肺多發斑片實變影伴周圍多發

模糊滲出灶；2. 雙側少量胸腔積液；3. 縱膈氣管右旁見

片狀液性低密度影，不排除縱膈膿腫。4月21日雙側胸

腔膿液致病菌培養均為：星座鏈球菌 (S. constellatus)。

故考慮患者為星座鏈球菌引起肺部感染後併發縱膈膿

腫。4月24日體查發現患者左下頜有一2.5cm×2.5cm腫

塊，左頸動脈三角區間隙不清，張力高，胸骨上窩飽

滿，考慮存在“頸深部膿腫”。行咽頸部及胸部CT發

現：1. 頸前淺層、左咽旁、咽後、食道前、上縱膈見不

規則密度影；2. 左頸旁見一膿腫形成；3. 縱膈積液範圍

增大。最終診斷：咽源性下行壞死性縱膈炎。4月25日

心胸外科及耳鼻咽喉－頭頸外科聯合行“左頸深部膿

腫切開引流+氣管切開+胸腔鏡下右縱膈切開引流+右側

膿胸清創引流術”。心胸外科醫生於術中見(1).右胸較

多膿液、纖維素滲出；(2)胸腔鏡下打開縱膈胸膜，較

多膿液滲出；(3)於前縱膈、後縱膈各放置引流管1根。

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醫生於術中見 (1)頸前淺筋膜及頸

濶肌受累，組織呈糜爛及有膿液；(2)往左頜下三角區

分離，左咽旁至氣管食管旁有膿腔形成，見有大量膿

液；(3)於上縱膈、左氣管食管旁、左咽旁、左頜下三

角區放置引流管。手術治療後第4天，患者症狀明顯好

轉，表現為(1)感染指標好轉，WBC 23.0→4.7×109/L，

PCT：100→7.03ng/ml，CRP：226→98 mg/L；(2)出凝血

功能正常；(3).器官組織和微循環灌注好轉，可停用血

管活性藥物；(4)腎功能開始恢復，停CVVH治療，平

均尿量約50ml/h；(5)ARDS明顯好轉，呼吸機支持條件

降低，氧合指數 (PO2/F iO2)：62.5→257.5。4月29日覆

CT：左頸前筋膜間隙、咽後間隙、食管後間隙至縱膈

內膿腫均較前明顯減少。4月30日家屬考慮患者需長期

醫療照護而要求轉政府醫院治療，追蹤轉院後情況，獲

悉患者無再行手術治療，3週後因感染惡化導致多器官

功能衰竭死亡。

討 論

咽源性壞死性縱膈炎為咽部軟組織化膿性感染通

過頸部淺、深筋膜間隙擴散，向下蔓延累及縱膈，臨

床發病隱匿，不易及時診斷。其病死率與診斷延遲、

咽頸部和縱膈受累範圍及手術引流不暢相關，文獻報

導[1]病死率為40%~50%。1990年以後實施早期開胸腔引

流，療效良好，死亡率可下降到15.4%，出現嚴重併發

症時，死亡率可高達67%。

1983年Est re ra等[2]將頸部感染經頸深筋膜間隙下

行引起的縱膈壞死性蜂窩織炎稱為下行性壞死性縱

膈炎(DNM)。診斷標準：(1)嚴重口咽部感染的臨床表

現；(2)有縱膈炎的影像學表現；(3)手術或屍體解剖證

實；(4)能建立起口咽部感染和縱膈炎壞死過程發展的

聯繫。下行性壞死性縱膈炎早期診斷困難，患者除咽

痛、發熱等上感症狀外，胸部症狀、體徵可不明顯，

早期胸X-ray檢查無特異性改變。本病例來診時表現為

嚴重的感染性休克、呼吸衰竭，但胸X-ray及CT檢查只

提示“雙側肺部炎症滲出及雙側中量胸腔積液”，兩

項檢查均未發現縱膈異常表現。根據下行壞死性縱膈

炎診斷標準可見，病史及胸部CT對早期診斷有重要意

義，定期複查CT可動態觀察病灶變化、明確診斷及確

定手術引流範圍和手術方式[3]。本病例入院後擬“肺部

感染伴雙側膿胸”經正確抗菌素治療及充分胸腔膿液

引流後病情仍惡化，併發ARDS及急性腎功能不全，引

起警惕。最後結合“咽痛、發熱4天”病史、通過細緻

體查發現左下頜腫塊和動態胸部CT檢查才於入院後第

7日(24/4)確診“下行性壞死性縱膈炎”。回顧病情發

展，患者於入院後第3天(20/4)胸CT檢查已提示縱膈膿

腫，綜合分析導致本病例診斷延誤的主要原因為：(1)

咽部感染主要侵襲咽後部軟組織，常規檢查不能發

現；(2)早期胸C T主要提示肺部感染及胸腔積膿，而

缺乏縱膈膿腫影像學表現；(3)缺乏口咽部感染→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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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死性縱膈炎→縱膈膿腫破入雙側胸腔方面的認識。

因此，日後在臨床工作中對於有口咽部感染病史伴胸

肺部感染症狀和體徵者，若經充分治療後感染控制困

難，應及時考慮併發縱膈感染可能。

Rega等[4]在103例頭頸部牙源性多間隙感染患者中

培養出269種病原菌，其中革蘭陽性球菌佔病原菌的

57.7%，排前4位的致病菌分别是草綠色鏈球菌、普雷沃

菌、葡萄球菌和消化性鏈球菌。龐寶興等[5]於2013年回

顧性分析內地46例口腔颌面多間隙感染患者中培養出

50種致病菌中，革蘭陽性球菌佔84%，排前5位的致病

菌分别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14%)、星座鏈球菌 (14%)、

F群鏈球菌 (12%)、表皮葡萄球菌 (10%) 及肺炎克雷伯

桿菌(8%)。本病例雙側胸腔膿液致病菌培養結果均為

星座鏈球菌 (S. constellatus)，故可明確下行性壞死性縱

膈炎 (DNM) 為星座鏈球菌感染所引致。楊春玲等[6]對

分離到的30株星座鏈球菌的鑒定及藥敏情况進行了總

结，發現其對頭孢呋欣、頭孢噻肟、頭孢曲松、頭孢

吡肟、氨苄西林、美羅培南、萬古霉素、左旋氧氟沙

星敏感率100%，克林霉素敏感率83%，青霉素90%，氯

霉素93.3%。本例星座鏈球菌藥敏試驗對 Ertapenem、

Ceftriaxone、Ofloxacin、Azithromycin、Erythromycin、

Vancomycin 均敏感，對 Tetracycline 為中介。

E n d o等[7]提出根據C T顯示膿腫在縱膈分佈的部

位，將下行性壞死性縱膈炎分為3型。I型：感染局限

於頸部和氣管隆突以上的縱膈；IIA型：感染來源於頸

部並下行形成前下縱膈膿腫；IIB型：感染來源於頸部

並下行形成前下縱膈膿腫及後下縱膈膿腫。國內外的

學者[8~10]均建議應根據胸部CT分型，決定手術清創引

流方法，其中Marty-Ane[9]認為：I型感染局限於縱膈上

部，只需抗生素治療即可；IIA型感染前縱膈下部，劍

突下引流或胸腔鏡手術即可；IIB型感染前縱膈及下後

縱膈，需行胸廓切開引流；當引流不充分時則需行胸

骨切開引流術。開胸清創手術方法選擇胸部後外側切

口，徹底打開前、後縱膈胸膜，清除壞死組織、膿液

及脂肪組織，留置多根胸腔引流管，術後縱膈内用生

理水持續滴注冲洗。另外，有報導[11,12]指與傳统開胸手

術相比較，胸腔鏡手術具有創傷小、恢復快、住院週

期短。但胸腔鏡要求術者的手術技巧及熟練程度要求

較高。術後需定期複查CT，若發現引流不暢導致縱膈

殘留膿腫或包裹性膿胸，必須進行二次手術打開膿腔

分膈，清除膿液，徹底消滅殘腔。本例由心胸外科及

耳鼻咽喉－頭頸外科聯合行“左頸深部膿腫切開引流

+氣管切開+胸腔鏡下右縱膈切開引流+右側膿胸清創引

流術”。患者於術後第4日複查CT顯示頸部及縱膈內

膿腫較前明顯減少，病情明顯好轉，ARDS減輕、休克

及腎功能恢復。住院治療2週後，病情相對穩定，家屬

考慮患者之疾病需長期醫療照護，要求轉政府醫院治

療。予追蹤其轉院後情況，獲悉患者病情好轉後再度

惡化，但無再次進行手術治療，3週後因多器官功能衰

竭死亡。這可能是縱膈殘留膿腫未能徹底引流，導致

感染持續存在或擴展，使機體遭受二次打擊而引起多

器官功能衰竭。病情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無

條件再次進行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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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鏡聯合結腸鏡處理結腸穿孔2例分析

鄺珉 何家駒 陳正煊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heman0099@yahoo.com.hk

結腸鏡檢查治療中出現腸穿孔是嚴重的併發症，

開腹檢查修補是傳統的處理方法，但損傷較大。現報

導2例腹腔鏡聯合處理結腸鏡併發穿孔。

病例1 男性，56歲，結腸鏡檢查中發現乙狀結腸

相鄰息肉4枚，均於基底黏膜下注射Adrenalin後套圈電

凝切除，過程順利。腸鏡後6小時內持續存在左下腹

痛，排氣及解痙後對症仍不能緩解並逐漸加重。腹部 

X-ray未見游離氣體，次日CT示乙狀結腸腸壁及腹膜後

積氣，可疑穿孔，少量腹腔積液。腹膜刺激症陽性。

急診腹腔鏡探查，見乙狀結腸腸壁、部份脂肪垂及系

膜漿膜下呈海綿泡沫樣積氣改變。術中聯合結腸鏡探

查，原乙狀結腸息肉電切殘端黏膜水腫，無出血。生

理鹽水浸泡受累腸管，未見氣泡溢出。留置引流管後

保守觀察，禁食，抗生素預防感染，術後第二天腹痛

明顯緩解，排氣後進食半流，排便正常，出院。

病例2 女性，60歲，結腸鏡檢查發現乙狀結腸息肉

一枚，電凝切除後，出現突發腹部劇痛，考慮穿孔，即

以金屬夾關閉黏膜缺損，急診CT顯示腹腔游離氣體及

少量積液，降乙結腸交界見金屬夾。急診行腹腔鏡探

查，見降乙交界處腸管周圍少量積液，部份漿膜下見海

綿泡沫樣積氣。未見明顯漿膜破損。術中聯合結腸鏡探

查原金屬夾固定良好，充氣狀態下以生理鹽水沖洗，仍

未見氣泡溢出。於金屬夾閉處黏膜下注射美蘭後於漿膜

藍染範圍再次尋找，最終於近系膜緣脂肪垂掩蓋下發現

一直徑約3mm小缺損，與腸內黏膜金屬夾位置相一致。

周圍漿膜面未見充血水腫，血供良好。反覆沖洗擠壓腸

管未見漏氣。以3/0可吸收綫縫合漿膜缺損，腹腔沖洗

後留置引流，禁食抗感染3天後半流飲食，腹痛緩解，

正常排便後出院。

討 論

結腸穿孔是結腸鏡檢查嚴重的併發症之一，發生

率約1/1000。治療性結腸鏡發生穿孔的機會更高。

穿孔原因：結腸鏡所致穿孔多發生在入鏡困難患

者及結腸鏡治療患者，故操作者須要有足够的經驗和

預判能力。多數患者存在腸道本身原因，如腸管冗長

鬆弛迂曲扭轉，致使視野不清，用力過大注氣過多，

腸壁張力過高，在盲目入鏡時容易被鏡頭直接戳穿或

被彎曲的鏡身壓迫撕裂。較寬大的憩室容易被誤判為

腸腔而誤入。因憩室壁薄，特別是合並炎症時更易穿

破。進行息肉治療時，偶有機會因活檢鉗插入過猛直

接戳穿腸壁，而更多的是在對較大息肉進行電熱活檢

及電凝切除時因電熱損傷致腸壁組織變性薄弱，加上

過度充氣或鏡身壓迫而發生即時穿孔、遲發穿孔或不

全穿孔，特別在多發息肉且分佈較為集中的情況下

（如本組第1例）更應警惕。

穿孔表現：(1)症狀及體徵 穿孔發生時患者往往

會有實時或遲發的腹部劇痛，並持續存在，逐漸加

重，即使肛門排氣後仍不能緩解，腹膜刺激征亦將逐

步顯現（如本組第2例病人）。部份病人會因出血較

多而排血便。(2)影像學輔助檢查 在穿孔過程中氣體

直接進入腹腔或沿腸壁各層疏鬆間隙擴散至腹膜後，

影像學輔助檢查CT表現為腹腔游離氣體（如本組第2

例）及腹膜後積氣（如本組第1、2例）。(3)腸鏡下所

見 當監視畫面上發現黏膜消失，出現脂肪及腹腔臟器

時，可實時確認已發生穿孔，應立即終止入鏡减少注

氣注水。穿孔部位往往存在新鮮血迹，此時應及時拍

攝照片或錄像作為診斷證據。同時儘量準確判斷穿孔

部位，為下一步治療提供更多信息。對有黏膜損傷並

出血的可疑腸管予及時沖洗積血，清理視野，有助判

斷有無穿孔。當缺乏明顯穿孔表現時，可於局部注射

短效染料美蘭或長效碳素染料（SPOT）定位。操作時

需將染料準確注入黏膜下，可於視野的上下左右4點

分別小量注射，保證染料均勻分佈，注意避免穿透腸

壁使染料泄露腹腔造成腹腔廣泛染色，混淆視野，造

成腹腔探查困難。(4)腹腔鏡所見 相對於傳統開腹手

術，腹腔鏡微創技術所具有的優勢已毋庸置疑，如將

其視為一次創傷有限的檢查手段，同時達到治療的效

果，一舉兩得，患者較容易接受。較大穿孔部位周圍

往往會有血性滲出或血凝塊，因腸管清潔準備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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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腸內容物較少見。探查中可根據大網膜遷移包裹部

位，污染滲出積液部位，腸鏡染色部位尋找穿孔。腹

腔積液的量和性質可隨穿孔大小及腹腔污染程度及時

間而不同。本組病例因發現處理及時，穿孔較小，特

別是穿孔前均已行充分腸道清潔準備，致病菌大為减

少，穿孔滲漏刺激造成腹膜滲出較少，與影像學檢查

結果一致。探查時亦未見膿性滲出，尚處於化學性腹

膜炎階段。由此造成的腹膜刺激症的發展及程度也較

和緩，病人全身症狀的改變亦相對緩慢，為治療爭取

了時間。另外在病損段腸管及周圍可見特徵性的漿膜

下海綿狀氣泡。當穿孔細小，要在擴散分佈的氣泡範

圍內輕易找到穿孔相當困難，此時可用腸鏡配合探

查。有條件時可用二氧化碳作為擴張氣體，利於腸腔

殘留氣體快速吸收。用腸鉗由遠及近分段夾閉腸管，

阻止腸內氣體向近端擴散，保持遠端腸管處於持續擴

張狀態，充分暴露腸內視野，同時腹腔鏡可監視腸鏡

行程，輔助入鏡，避免再次損傷。可於腸管周圍用生

理鹽水沖洗浸泡擴張段腸管，觀察有無氣泡冒出。一

旦發現氣泡持續冒出，可配合腸鏡確定穿孔部位。此

外减低腹腔鏡光源亮度，發現腸鏡鏡頭光源閃爍也有

助於確定受損部位。

越來越多的文章報導通過腸鏡行腔內鈦金屬夾

葛恒發, 于仁, 陶國全, 等. 纖維結腸鏡診療致腸穿孔早期腹腔鏡手術

的臨床應用. 中國內鏡雜誌, 2010; 16(10):1105-1106,1108.

鄭民華.  腹腔鏡與內鏡聯合技術在胃腸道腫瘤中的應用現狀與進展. 

腹腔鏡外科雜誌, 2009; 14(10):727-72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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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缺損，術後禁食的方法取得良好效果，避免了開

刀手術的創傷。但在內鏡修補技術缺乏或不成熟，尤

其是穿孔局部血循欠佳，缺損大，內鏡修補效果不確

定，特別是考慮存在較嚴重的腹腔污染時，腹腔探查

及腸管修補尤顯必要，在條件允許時腹腔鏡技術無疑

成為首選。處理中應注意：入腹前及入腹初期應儘量

减少體位改變，一方面可保持受損腸管在腹腔內位置

相對固定，方便尋找定位，另一方面可减少污染物的

擴散轉移。受損部位確定後，可根據穿孔大小及破損

層次酌情修補。本文第1例患者漿膜完整，黏膜無出

血，未做修補縫合，單純保守後治癒出院。第2例黏

膜缺損雖已成功夾閉未見滲漏，但漿肌層破損，仍行

漿肌層縫合，减少局部張力，有利受損部位癒合。受

損腸管旁留置可靠引流，用以觀察有無遲發穿孔。常

規大量生理鹽水沖洗。大網膜足够時儘量覆蓋受損腸

管。術前術後抗感染。

‧病例報導‧

先天性左心室心尖部肌性憩室1例

吳玉清* 梁平

患者 女，5歲。2011年11月2日來診，因家屬訴

患兒體檢發現心臟雜音，要求在本院檢查，無氣促和

發紺等。查體：一般狀況尚好，兩肺呼吸音清，未

聞及囉音，心律齊，有力，心雜音1-2/6。腹軟，無壓

痛。門診予超聲心動圖檢查查示：肌部室間隔缺損

3.0cm~4.0cm，右室心尖部擴張。即予胸片檢查示雙肺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christine27ng@yahoo.com.hk

輕度充血，雙肺未見明顯滲出性病變，心膈未見明顯

異。2011年3月18日家屬再次帶患兒來診，並要求複

查，仍無氣促和發紺等。2013年4月2日超聲心動圖多切

面顯示：(1)左室輕度增大，餘房室內徑正常，左室心

尖部見一半球形突出腔，通過寬的交通口與心腔相通，

口部寬9.8mm，腔壁見心壁的全層，與左心室室壁延

續，有肌小梁結構，具有收縮功能，且收縮運動正常，

未見明顯矛盾運動，彩色多普勒示：左室心尖部膨出腔

（本文編輯：陳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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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隨心動週期有紅藍血流進出，各組瓣膜形態及血流

未見異常；(2)心包腔內未見液性暗區；(3)未見附壁血

栓。超聲心動圖檢查診斷：左心室心尖部肌性憩室。

討 論

先天性心室憩室(CLVD)是極為罕見的心臟病，首

次報導於1838年，Okereke等在對先心病患者行手術過程

中發現憩室的發生率為0.0076%[1]。

先天性心室憩室為心臟先天性室壁薄弱，室壁的

三層被膜囊性膨出形成的病變，其病因尚未明確，多數

人認為系先天性因素，也可能為病毒感染或冠狀動脈血

管異常引起的心肌缺血所致[2]。組織學上心室憩室可分

為肌型和纖維型兩種類型，肌型憩室較多見，常位於心

尖部，憩室壁一般為心壁的全層，有心肌組織，甚至有

肌小梁結構，具有收縮功能，不易破裂，其多伴有胸腹

部中綫部位缺損病變和其他心臟畸形；Okereke等[1]認為

心尖部憩室可能由於胚胎時心管異常附着於卵黃囊，當

卵黃囊成分退縮時，造成部份心室被牽出。纖維型憩室

多發生於二尖瓣或主動脈瓣下，室壁較薄，由纖維組織

構成，無收縮功能，較易破裂，其通常為單純性先天性

病變。纖維型憩室可能由於肌性心室壁與瓣環之間的缺

損或發育薄弱所致[3]。

先天性心室憩室可發生在心臟各個心腔，以左室

多見，在左心室、右心室及雙心室同時發生憩室的比

例大約8:1:1[4]。心臟憩室患者通常沒有癥狀。多數由

於偶然或診斷其他疾病的過程中發現有心臟憩室。而

超聲心動圖是一種無創且有效的心臟疾病檢查手段，

故對左心室憩室有獨特的診斷價值，可以測量憩室的

大小，顯示左室壁的局限性膨出、變薄及室壁運動减

低及收縮和（或）舒張功能下降。但超聲心動圖診斷

心室憩室應注意與室壁瘤、心室疝及心尖球囊綜合症

相鑒別。其診斷要點為：(1)心室憩室：心室腔局部室

壁變薄，局限性向外膨出，體部較寬深，深度大於寬

度，口較小，憩室壁運動正常或减弱，收縮期憩室腔

變小。(2)真性室壁瘤：多系急性心肌梗死所致心室局

部瘤樣擴張，呈寬口薄壁的心肌節段性運動異常，在

心動週期中與非梗死室壁呈矛盾運動，有時室壁瘤內

可見附壁血栓。(3)假性室壁瘤：多系心臟創傷、膿

腫導致的心臟局部破裂，心室內血液進入心外膜下形

成血腫局部包裹，心室與瘤體之間多呈瓶頸樣，瘤體

多明顯大於破口，壁薄。(4)心室疝有明顯的心室縮

窄環，縮窄環部位室壁運動受限而膨出，膨出部份的

運動與正常室壁同步。肌型憩室也與正常室壁運動同

步，但無縮窄環。(5)心尖球囊綜合症以絕經後女性多

見，多為精神刺激引起的左室心尖部、左室中部室壁

一過性運動减弱或消失，一般在數天或數週可恢復。

先天性心室憩室大多伴有其他心血管畸形和其他

畸形，如房缺，室缺，肺動脈粥樣硬化，中線胸腹缺損

等，30%為孤立性憩室，且多為無症狀[5]。本例即為孤

立性先天性心室憩室。本例是左室心尖部肌型憩室，無

伴室缺，憩室內未見血栓形成。患兒首次超聲心動圖誤

診肌部室間隔缺損3.0~4.0cm，右室心尖部擴張。這是將

憩室開口誤認為肌部室間隔缺損，未考慮到心室憩室。

關於先天性心室憩室的治療，目前意見不統一。

但大多贊同在有症狀的左心憩室和存在心臟破裂的高風

險的患者中應手術治療切除憩室，無症狀的患兒可隨訪

觀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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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漿膜下肌瘤表面血管自發性破裂致腹腔內大出血1例

黃靖然 黃耀斌 謝昕*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婦產科 

*通訊作者  E-mail:xiexinchristy@yahoo.com.hk

患者 女，47歲，因“突發性下腹劇痛半小時，

伴頭暈”於2013年3月4日入院。患者於半小時前無明

顯誘因出現下腹劇痛，呈持續性，陣發性加重，呈撕

裂樣，無放射或轉移，伴噁心、頭暈、眼花、大汗淋

漓，無發熱、嘔吐、腹瀉。孕7產3，順產3胎，上環10

年。月經規則，末次月經2013年2月27日。經量中，經

期無明顯延長。高血壓病史1年餘，現服Norvasc 5mg qd

控制血壓。近2年來自訴可及下腹部包塊，伴尿頻不適1

年，未予重視，未就診。

查體：T 36.7℃, R 19bpm, P 87bpm, BP 94/56mmHg, 

神清，痛苦面容，貧血貌。腹肌稍緊張，全腹壓痛、

反跳痛，以下腹部明顯，下腹部可及一增大包塊，上

極達臍恥間，壓痛，移動性濁音可疑。婦檢：外陰發

育正常，陰道暢，見少許血污，宮頸光滑，肥大，舉

痛明顯，子宮增大如孕4月餘，質硬，宮底部可及一大

小約8cm的突起，壓痛明顯，左附件區觸痛，未及明顯

包塊或增厚，右附件區未及包塊或觸痛。尿HCG(-)。血

常規：WBC 9.3×109/L，Neut 0.665，RBC 3.88×1012/L，

Hb121g/L，Plt 348×109/L。血尿素氮、肌酐、肝功能、

凝血功能基本正常，血鉀2.9mmol/L，血鈉130mmol/L，

隨機血糖11.5mmol/L。婦科B超示：子宮後壁近宮底部

見低回聲8.75×7.78cm，宮內節育器位置正常，盆腹腔

中量積液。後穹窿穿刺抽出3ml不凝血。初步診斷：(1)

腹腔內出血查因：子宮肌瘤破裂伴出血？卵泡破裂出

血？(2)子宮漿膜下肌瘤；(3)失血性休克；(4)宮內節育

器；(5)高血壓病。

檢 查 過 程 中 ， 患 者 再 次 出 現 頭 暈 不 適 ， 複 測

BP68/50mmHg，P 93bpm，考慮腹腔內出血、失血性休

克，急診行剖腹探查術。術中見腹腔內大量遊離血液

及凝血塊共2,500ml，子宮增大如孕8週，後壁近宮底部

見一漿膜下肌瘤10×9×8cm，基底部直徑約8cm，表面

見一直徑約0.5cm的曲張靜脈球破裂，有活動性出血，

雙側附件未見異常。考慮漿膜下子宮肌瘤自發血管破

裂出血，行子宮肌瘤剔除術。術程順利，術中、術後

輸濃縮紅細胞3U，血漿2U。術後病理：子宮非典型性

平滑肌瘤（奇異型平滑肌瘤），漿膜面突出的0.8c m

小結節見血栓伴機化。術後第3天複查血常規：WBC 

9.4×109/L, Neut 0.775, Hb 98g/L, Plt 206×109/L。術後第8

天，腹部切口拆線，甲級癒合出院。

討 論

子宮肌瘤是育齡期女性常見的婦科疾病，隨着疾

病的發展，肌瘤逐漸增大，失去原有的典型結構則為肌

瘤變性，但導致自發性血管破裂引起腹腔內出血臨床罕

見。文獻中多為個案報導，且誤診率高。本患者有急性

腹痛、腹部包塊等表現，腹腔穿刺抽出不凝血，存在腹

腔內出血，來診時及檢查過程中血壓下降，術前診斷子

宮肌瘤自發性血管破裂出血有一定困難。

子宮肌瘤表面血管自發性破裂的發病原因目前尚

未明確。有文獻回顧了相關的病例後指出，腹壓突然

增加可使血管壓力增大引發破裂出血；但也有報導，

在安靜的狀態下也會出現血管破裂導致腹腔內大出

血，但相同的是絕大多數病例都在月經期子宮充血的

狀態下發生[1]。血管本身病變如血管壁粥樣硬化、血管

畸形等可因輕微外傷也可導致血管破裂[2]。體積大、與

腹壁黏連的、位於後壁的子宮肌瘤更容易出現。而漿

膜下肌瘤蒂扭轉、妊娠都是其發生的高危因素[3]。其

發病年齡則從24歲~52歲不等[1]。本患者既往有高血壓

病史，可致血管本身彈性降低，血管脆性增加，容易

發生破裂，且瘤體體積大，處於月經期，子宮血管豐

富，局部血管壓力增高，從而引致血管自發破裂。

由於術前明確診斷困難，治療上應按婦科急腹癥

伴腹腔內出血處理，立即急診手術，並根據術中探查

情況及患者年齡，行子宮肌瘤剔除或全子宮切除術。

Bigby MA. Intraperitoneal haemorrhage from a vessel on the surface of a uterine 

flbroid. Br Med J. 1960; 2(5198):580-581.

竇曉青, 張師前. 子宫肌瘤合併自發血管破裂出血1例報導. 現代婦產

科進展, 2004; 13(2):130.

BADAWY AH. Diffuse intraperitoneal haemorrhage from surface vein of a 

fibromyoma. Br Med J, 1961; 1(5227):717-718.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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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導‧

激素加神經毒免疫抑制劑治癒大動脈炎1例

梁潔華1 黃宇鑫1 黎錦如2*

患者 女性，37歲，因“全身骨痛及肌肉酸痛伴血

壓波動1週”，擬內分泌腺疾病於2006年6月26日入住內

分泌科。疼痛以全身骨痛為主，膝、髖、肩關節部位

明顯，活動時疼痛加劇，被動活動受限，影響睡眠，

並感覺四肢麻冷，疲乏無力，口腔感覺不敏感。既往

史有髖關節異常史。入院體檢：平臥BP：140-180/85-

110mmHg，膝、髖關節活動受限，局部無紅腫熱痛，

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胸片、腹部B超、甲

功檢查均未見異常。血清IgA3.84g/L，抗ANA1.52（參

考值0-1），CRP187,000ug/L（參考值0-3,000）。2006

年6月28日全身骨顯像：雙側髂骨骨代謝異常活躍。

考慮SLE或惡性腫瘤於6月30日轉入風濕病科。此後反

覆出現站立後頭暈、伴雙下肢麻脹、意識障礙，頭顱

MRI檢查示皮層及皮層下多發病灶，增強後部份輕度

強化。考慮腦血管病變。7月6日轉入神經科，轉科查

體：T36.2℃，P76次/分，血壓：臥位165/105mmHg，坐

位110/70mmHg，立位80/55mmHg，神經系統檢查：高

級神經及顱神經檢查未見異常，四肢肌張力低，近端

肌力III級，遠端IV+~V級，腱反射減弱，左側Rossolimo 

s ign(+)，左側掌頦反射(+)，雙腹壁反射減弱，感覺系

統未見異常，雙乳頭(T4)水平以下皮溫低，出汗少。

皮膚劃痕試驗未見異常。站立後即感頭暈、意識漸模

糊，1分鐘後神志不清，即測前臂血壓為0，脈搏摸不

到。即予平臥1分鐘後意識恢復，測前臂血壓回升到

90/60mmHg，無肢體抽搐及大小便失禁。腰穿檢查，

壓力220mmHg，CSF生化、常規、塗片及感染相關抗

體均未見異常；頸動脈MR平掃+增強：左側椎動脈、

鎖骨下動脈、腋動脈信號不均勻，頭顱MRA顯示腦內

各動脈主幹及各級分支走行僵硬、管壁邊緣不整，管

腔較窄，細小管壁毛糙。經全科討論及風濕科會診，

臨床診斷大動脈炎（頭臂型）。7月13日開始予CTX 

0.2 iv, qod，甲強龍40mg qd口服治療，1週後症狀漸好

轉，3週後症狀緩解。複查血壓：臥位120/80mmHg，坐

位115/75mmHg，立位90/70mmHg，可站立並行走約百

米，無頭暈，無神志障礙，全身關節疼痛症狀消失。

2006年8月4日出院，予美卓樂每週遞減，維持口服3個

月。CTX 0.2, iv, qod，維持治療3個月。2007年3月15日

複查頸部MRA未見異常。血壓正常。以後每3~6個月隨

訪1次，至今6年未見病情復發，工作與生活正常。

討 論

大動脈炎是指主動脈及其主要分支的慢性進行性

非特異的炎性疾病[1,2]，1908年首先由Mikito Takayasu醫

生報導，病因迄今尚不明確，一般認為可能由感染引

起的免疫損傷所致，內分泌異常或遺傳因素也被認為

可能與發病相關。病理改變表現為動脈壁全層病變，

呈彌漫性纖維組織增生、管壁變硬，管腔有不同程度

的狹窄或閉塞，常合併血栓形成，病變以主動脈及其

主要分支較為嚴重。兒童到老年均可發病，但絕大多

數在30歲以下，好發於青年，女性多見。患病率國外為

2.6/百萬，屬罕見疾病[3]。

本例為37歲女性，亞急性起病，以全身骨痛及肌

肉酸痛伴不明原因高血壓起病，有體位性低血壓，反

覆由坐位站起時出現低血壓性暈厥；實驗室檢查出現

血IgA升高，抗ANA升高，CRP明顯增高，ESR快；頸

動脈MR平掃+增強：左側椎動脈、鎖骨下動脈、腋動

脈信號不均勻；頭顱MR示雙側額葉、頂葉及枕葉皮層

及皮層下多發病灶，增強掃描病灶無或輕度強化。用

激素及神經毒免疫抑制劑治療效果明顯，隨訪6年，頭

顱及頸部MRA和血管彩超檢查均未見異常。符合大動

脈炎（頭臂型）臨床診斷標準[4]。從本例起病較急，對

免疫抑制劑療效果明顯，而且長期無反覆和復發，所

以要考慮為急性非特異性大動脈炎的可能性。目前，

治療風濕病或風濕相關疾病，除糖皮質激素外，神經

毒免疫抑制劑也主張同時使用，其中以環磷酰胺及甲

氨蝶呤較為常用[5]。分析本例能夠在短期治療後迅速

起效，而且在3個月內達到治癒目的，除了起急性發病

形式之外，考慮與早期足量使用神經毒免疫抑制劑有

關。值得神經科醫師借鑒和參考。另外，從本例起病

到出院，歷經內分泌科、風濕科和神經科，其核心的

症狀是高血壓、血壓波動和體位性低血壓，無脈症。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神經內科

                   2.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一院神經科 

*通訊作者  E-mail:1390306419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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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近心段大動脈病變的可能性。及時進行相關免疫

生化檢測和影像學檢查可早期診斷本病。

Johnston SL, Lock RJ, Gompels MM. Takayasu arteritis: a review. J Clin 

Pathol, 2002; 55:481-486.

王吉耀. 內科學.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6; 1094.

Camara L, Lara C, Perez C, et al. Takayasu's arteritis and 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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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管切開患者右肺癌根治術氣道處理1例

李濤 潘慧 李海英 曾俊傑 黃鍇亮 曹麗勤*

患者 女性，62歲，30多年前曾行甲狀腺手術，

1年多前因復發性甲狀腺腫，再行雙側甲狀腺次全切

除術。術後患者出現呼吸不暢、嗆咳等症狀，診斷為

“雙側聲帶麻痺”，於2個月前行氣管切開術，同時胸

部CT檢查發現右下肺惡性腫瘤。現患者擬行“胸腔鏡

下右肺癌根治術”，血常規、生化，心電圖等檢查無

異常，氣管切開套管管端位於胸3椎體水平。

患者入室時清醒，可溝通，發聲艱難，吸氧2L/min，

SPO298%。氣管切開套管為6#無囊套管，氣管切口周

圍瘢痕形成，氣切口與套管外緣緊貼，難以直接從氣

管切口更換較大的氣管導管。氣管切開套管氣密性測

試效果差，如打斷患者自主呼吸難以有效密閉控制通

氣。嘗試經氣管切開套管置入5#帶氣囊氣管導管，充滿

氣囊後經測試可有效密閉通氣。

予常規麻醉誘導後經口將35#左側雙腔支氣管導管

在喉鏡輔助直視下置入聲門並緩慢向下推進，助手在通

氣的同時將氣切套管和5#氣管導管緩慢經氣切口退出，

但雙腔氣管導管進至氣切口上緣時感覺阻力較大，經向

各個方向調整角度皆難以進入，考慮雙腔氣管導管外徑

較粗難以通過患者氣管疤痕收縮形成的狹窄段。繼續用

5#氣管導管通氣，退出雙腔氣管導管，換用7.5#單腔氣管

導管經口從聲門進入氣管，重複剛才的步驟，退氣切套

管和5#氣管導管同時將7.5#氣管導管越過氣切口進入到氣

管下段，氣囊充氣後測試可完全密閉通氣，妥善固定後

再經7.5#氣管導管放置支氣管阻塞管至右主支氣管，經聽

診及纖維支氣管鏡定位，左側單肺通氣效果好。

術中單肺通氣效果好，SPO2持續大於96%，Pet-CO2

維持在38~43mmHg水平，氣道壓小於22cmH2O，順利

完成右肺癌根治術。術後用一條普通5#氣管導管穿過

一6#帶套囊氣管切開套管，然後將5#氣管導管置入氣切

口至氣管壁，在維持有效通氣的同時緩慢退出經口的

7.5#氣管導管，當它前端退至氣切口下緣時迅速將5#氣管

導管和氣切管經氣切口置入氣管下段，同時將麻醉機接

至5#導管通氣，將6#氣切套管順着5#氣管導管置入到氣

管，妥善固定6#氣切套管，退出5#氣管導管，經6#氣切

套管機械通氣。常規麻醉復甦順利，觀察後返回病房。

討 論

單肺通氣一般通過三種方法來實現：(1)雙腔導

管支氣管插管；(2)健側支氣管插管；(3)患側支氣管堵

塞。雙腔支氣管導管其有效管腔小、外型粗、型號有

限且對張口困難、氣管切開而無法放置雙腔支氣管導

管的患者限制使用；支氣管阻塞管是一種簡易的支氣

管阻塞器，導管長65cm，外徑3mm，近端有一多功能

接頭，可分別連接呼吸回路、纖支鏡和氣管導管，因

此纖支鏡定位時無需暫停呼吸，導管遠端有開孔以便

肺內氣體排出及分泌物吸引，阻塞氣囊為低壓高容橢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通訊作者  E-mail: evalkcho@yahoo.com.hk

alopathy syndrome: a case-based review. Clin Rheumatol. 2013; 32:409-415. 

Zahit B, Irfan Y, Gurhan K, et al. Itakayasu Arteritis with Intracranial Involve-

ment Mimicking Epilepsy: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 

Med, 2011; 50:1345-1348.

Berlit P.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erebral vasculitis. Ther Adv Neurol 

Disord, 2010; 3: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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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對支氣管黏膜的損傷較小[1]。

研究表明，支氣管阻塞管可用於困難插管患者、

氣管切開患者的單肺通氣[2,3]。本患者因已行氣管切

開，而且患者氣切口周圍已瘢痕形成，如果不施行氣

切口擴大術，難以經氣切口放置較大的單腔氣管導

管。為避免施行氣切口擴大術再次對病人造成創傷，

我們仍然首選經口放置雙腔氣管導管來滿足術中單肺

通氣需要。經嘗試雙腔氣管導管因外徑較粗難以通過

患者氣切口的疤痕狹窄段，只能採用經口較大的單腔

氣管導管施行支氣管阻塞管技術實現術中單肺通氣。

本患者的氣管切開套管無套囊，不能密閉控制通

氣。如何保證麻醉誘導至置管成功這段時間的有效通

氣是個關鍵的問題。我們經患者氣管切開套管放置小

一號帶套囊氣管導管作為患者臨時通氣通路，有力地

保障了患者在插管前期有效的密閉通氣。更換氣管切

開套管時使用導芯過渡是一種常用的方法，但導芯是

一根實體長條，換管期間無法進行有效通氣。本患者

在更換氣管切開套管時，我們使用更細的氣管導管作

為導芯，氣管導管為新套管插入提供導向作用，並可

減少對氣管黏膜的刺激及因氣道受刺激痙攣而造成的

缺氧，還可使新套管順着氣管導管順利而準確地插入

氣管腔內，操作更迅速，置入套管的時間較短，置入

後患者的SPO2會立即上升，避免缺氧時間較長而造成

患者的進一步損害[4]，還可以在整個換管過程中實現無

間斷的有效通氣，更有力地保障了患者的安全，值得

在臨床上推廣。

劉清仁, 王亞軍. 支氣管阻塞管在下頜骨骨折、氣管切開患者中行單

肺通氣一例. 臨床麻醉學雜誌, 2011; 27(11):1143.

Myojo Y, Kamiutsuri K, Taki Y, et al. Management of one lung ventilation 

with bronchial blocker catheter for a patient with tracheobronchopathia osteo-

chondroplastica. Masui, 2007; 56:167-168.

Uzuki M, Kanaya N, Mizuguchi A, et al. One-lung ventilation using a new 

bronchial blocker in a patient with tracheostomy stoma. Anesth Analg, 2003; 

96:1538-1539.

梁啟坤, 梁煒. 兩種換管方法對氣管切開患者呼吸的影響. 吉林醫學. 

2010; 31(23):3847-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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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心胸血管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edward929@hotmail.com

‧病例報導‧

急性門靜脈、腸系膜上靜脈血栓形成1例

張海瑞* 李嘉亮 朱偉國

患者  男性，50歲，法籍游客，因“腹痛、嘔

血 1 天 ” 入 院 。 患 者 2 天 前 乘 長 途 機 抵 澳 ， 因 便 秘

自 行 予 以 藥 物 塞 肛 ， 隨 後 出 現 腹 痛 ， 並 嘔 吐 血 性

液6~7次，到本院急診就診，查嘔吐物潛血(+++)，

H b :175g/l，擬“上消化道出血查因：潰瘍病？”收

入院。查體：T:36.5℃，P：118次/min，腹膨隆，全

腹壓痛，反跳痛(+)，上腹部明顯，腸鳴音減弱，

WBC:18.9×10e9/L，中性粒比例：0.791，入院考慮急

腹癥可能性大，予以胃腸減壓，抗感染，補液對癥治

療，留置胃管可引出暗紅色胃液。急行腹部C T示門

靜脈，腸系膜上靜脈充盈缺損，考慮血栓形成，並空

腸廣泛血運障礙，腸壁水腫，腸管積液。請介入科會

診，考慮合併上消化道出血及血栓廣泛，不宜溶栓治

療。經本科會診認為小腸壞死可能性大，手術探查指

癥明確。遂入院翌日聯合普外科行全麻下“胃鏡檢查

+剖腹探查+小腸部份切除端端吻合+膽囊切除+門靜脈

切開取栓術”，術中見腹腔血性積液150ml，Treiz韌帶

15cm以下約80cm腸管壞死，切除壞死腸管，並行端端

吻合，隨即行取血栓術，在門靜脈下段作一約0.8cm的

縱行切口，用6Fr Forgaty球囊導管分別置入門靜脈(PV)

及腸系膜上靜脈(SMV)拖出血栓，直至噴血，術中肝素

鹽水沖洗，最後關閉腹部切口上2/3，腹部傷口餘下1/3

開放，以觀察腸管血運情況，並於傷口旁預留縫合線

以備關閉切口之用。

術後轉ICU繼續監護治療，術後第3日順利脫離呼

吸機，在ICU過程中每日經開放傷口觀察腹腔內腸管顏

（本文編輯：肖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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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並複查感染指標及有否酸中毒情況，未發現腸管

有進一步壞死情況。術後第5日於ICU床邊關閉腹部切

口。術後第6日患者轉回普通病房，開始進食；順利拔

除肝下引流及左腹腔引流。術後以Warfarin抗凝治療，

劑量調校穩定，入院後25日病癒出院。

討 論

急性門靜脈、腸系膜上靜脈血栓形成(A P M V T)

是一種臨床上較為少見的疾病，佔腸道缺血性疾病的

5%~15%，發病原因較復雜，目前國外主要危險因素降

序排列為：既往腹部手術史、血液高凝狀態、既往腸

系膜靜脈血栓史、吸煙、既往深靜脈血栓史、酗酒、

惡性腫瘤、肝硬化及口服避孕藥[1]，在我國主要的危險

因素是肝硬變門靜脈高壓（尤其是脾切除術後）[2]。早

期診斷困難，誤診率很高，常導致腸管壞死，病死率

高達20%~50%[3]，患者為歐美人士，遺傳及飲食習慣等

可能致血液黏稠度較高，加之患者病發前有乘長途飛

機史，都可能成為患者此次出現APMVT的原因。急性

病人可因侧支建立不良而發生腸梗死，未經及時治療

者死亡率高達70%[4]。此例患者的診斷判斷及時，雖發

現時已腸道壞死而未能早期介入溶栓，但外科團隊的

緊密合作，果斷的手術探查避免了患者腸壞死的進展

及中毒性休克的出現，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血栓主要累及P V者症狀多不重，可有腹痛、惡

心、食欲低下、體重下降等。

S M V血栓形成者症狀多較明顯，急性者為突發

腹痛，位於中上或中下腹区、绞痛，對症處理效果不

佳；多數病程經過較慢，約75%患者於症狀出現後48h

就診；惡心、厌食、呕吐、腹泻常見；呕血、便血或

黑便佔15%，50%大便潜血試驗陽性，可有腹水。體檢

早期可無異常，發熱、肌緊张、反跳痛多見於發生腸

梗死後。重症患者可因大量腸腔積液和腹水而造成血

压下降，收縮压低於90mmHg者預後不良。此例患者雖

然癥狀明顯，突發腹痛，嘔血，及大便潛血陽性，但

依然缺乏特異性，與消化道潰瘍及其它原因造成的絞

榨性腸梗阻難以鑒別。

近 年 來 影 像 學 手 段 的 飛 速 發 展 ， 使 早 期 診 斷

APMVT成為可能。彩色超聲多普勒，簡單、無創、價

廉，準確率50%~80%，敏感率80%，但受腸積氣及操作

者技術影響；CT增強為診斷APMVT首選，準確率高達

90%~100%。本例患者即是及時行CT增強確診；DSA，

靜脈期可見到血栓引起的充盈缺損的影象，及可以放

置溶栓管，確診時可用於介入溶栓，但有創，操作復

雜，對於診斷幫助不大，非臨床首選。本病患者CT增

強檢查時已確診，並已高度懷疑腸壞死，不具備介入

條件，遂未予行造影及放置溶栓管。

APMVT診斷明確或高度怀疑時，應针對病情立即

採取有效的综合處理。APMVT一旦發生，會進行性加

重。早期的抗凝及溶栓治療會取得良好療效，可避免

部份患者的手術治療。單純的APMVT無腸壞死表現，

全身情況良好者可採取積極的抗凝溶栓方案，治療過

程中需密切监測凝血功能變化。常用藥物有大分子肝

素、低分子肝素、低分子右旋糖苷、华法林、阿斯匹

林及尿激酶等。發生腸壞死則是手術治療的明確指

癥。手術需注意的則是手術順序問題，此例患者先行

手術探查切除壞死小腸，行腸段吻合，最後才行靜脈

切開取栓。因為腸管壞死後導致了大量的毒性物質儲

留，一旦先行取栓令PV、SMV恢復靜脈回流後，會使

得毒素大量吸收，導致患者中毒性休克甚至多器官衰

竭。即使最後手術成功，也難以挽救患者生命。

APMVT本身並非靜止性疾病，手術並未改變血

液高凝狀態，靜脈血栓易復發。有學者認為術中在

PVMVT系統放置溶栓管術後持續注入溶栓藥物再加口

服抗凝可使小血管內血栓溶解，但會加重出血風險，

具體數據對比我們無從考證，此例患者我們未使用此

方法。但手術無論如何進行，術後抗凝仍是必須。患

者術後第5天複查CT發現靜脈血栓同前相若，但小腸

水腫明顯減輕，雖然高度懷疑血栓復發，但因患者無

明顯臨床癥狀，進食後無不適，故繼續觀察和使用

Warfarin抗凝，維持INR在2~3，到患者出院前（術後第

18天）再複查CT，發現血栓大小較前明顯減少，亦未

見腸壁水腫及小腸缺血征象。

術後血栓復發若無腹膜炎體徵可不急於手術，度

過急性期有側支循環建立可能性，血栓也可能逐漸機

化吸收使血管部份再通。此例患者因術後2週後回國，

遂具體預後情況我們亦未能繼續追蹤。

（本文編輯：朱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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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非鏈球菌感染後腎小球腎炎2例報告

陳彥* 陳苑琪 宋冬其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1p@kwh.org.mo

患兒1 女，9歲，因“發熱、咳嗽4天”入院。患

兒於入院前4天出現發熱、咳嗽、有痰，門診胸片示

左下肺支氣管肺炎。起病以來無尿量、尿色異常，無

皮疹，脫髮，無關節疼痛，光過敏及口腔潰瘍。無食

物、藥物過敏史，既往體健，家族史無特殊。入院查

體：體溫39℃，血壓110/50mmHg，體重41kg，眼瞼、

顏面無浮腫，無皮疹，咽充血，雙扁I度大，未見膿

點，雙肺呼吸音粗，可聞及痰鳴音，腹軟，肝脾肋下

未及，雙腎區無叩擊痛，腹水征陰性。入院後輔助檢

查：血常規：白細胞6.9×10e9/L，血紅蛋白121g/L，血

小板292×10e9/L，高敏C反應蛋白1.73mg/dl，血沉降率

103mm/hr；尿常規：尿比重1.006，蛋白0.25g/L(+)，

紅細胞1/ul(0-24)，白細胞8/ul(0-26)，尿液細菌培養無

菌生長；大便常規未見異常。P P D(-)，肺炎支原體

抗體1:80（陽性）。予阿奇黴素抗支原體感染治療5

天及對症退熱治療。住院期間患兒出現反覆嘔吐、

上腹痛，並逐漸出現眼瞼、下肢輕度水腫，血壓升

高至127/83mmHg，無尿量、尿色異常，予完善相關

檢查，複查血化驗：肺炎支原體抗體滴度逐漸升至

1：2,560（陽性）。尿常規：尿蛋白0.25g/L(+)，24小

時尿蛋白定量0.122g(0-0.12)，腎早期損傷指標：尿

微量白蛋白33.2(<19m g/L)，轉鐵蛋白<2(<2m g/L)，

α1微球蛋白4.54(<12.5mg/L)。血鈉137mmol/L，血鉀

4.6mmol/L，碳酸氫根17.3mmol/L，鹼剩餘-8mmol/L。尿

素氮13.3mmol/L(2.9-7.9)，血肌酐高峰值261umol/L(20-

60)，24小時內生肌酐清除率最低值23.5(77-117ml/min 

1.73m2)。白蛋白37g/L，肝功能、心肌酶、血尿澱粉酶

均正常。類風濕因子、抗核抗體譜、抗中性粒細胞胞

漿抗體陰性，抗鏈球菌溶血素O<25(<100IU/ml)，補體

C3 1.51(0.79~1.52g/L)，補體C4 0.376(0.16~0.38g/L)，病

毒性肝炎檢查全部陰性。複查胸片左下肺野滲出灶較

前明顯吸收，餘肺野清。腹部B超示雙腎飽滿、右腎

9.4x4.9cm，左腎10.0x5.3cm，雙腎實質回聲增強，輸尿

管膀胱未見異常，肝、膽、胰、脾未見異常。

治療經過：予休息，限鹽及水，予阿奇黴素第二

療程5天，維持水電解質酸鹼平衡。其病程呈現自限

性，水腫逐漸消失，血壓於10天降至正常。動態觀察尿

蛋白、血肌酐、24小時內生肌酐清除率變化，均於病程

14天恢復正常。病程1個月後複查泌尿系B超雙腎未見

明顯異常，右腎8.7x4.4cm，左腎8.6x4.8cm。

患兒2 女，4歲，因“發熱、咽痛伴雙眼瞼浮腫2

天”入院。患兒於入院前2天出現發熱、訴咽痛，出現

眼瞼浮腫，無咳嗽、流涕，無嘔吐、腹瀉，無尿量、

尿色改變。無食物、藥物過敏史，既往體健，家族史

無特殊。入院查體：體溫38.5℃，血壓90/60mmHg，體

重15kg，無皮疹，雙眼瞼浮腫明顯，雙下肢無浮腫，雙

側頸部可觸及多個蠶豆大小淋巴結，質中活動度可，

無黏連，無明顯觸痛。咽充血，雙扁II大，可見灰白色

滲出物，雙肺呼吸音清，腹軟，肝肋下未及，脾肋下

可及，雙腎區無叩擊痛，腹水征陰性。入院後輔助檢

查：血常規：白細胞18.1×10e9/L，淋巴細胞比例68%，

血紅蛋白117g/L，血小板192×10e9/L，高敏C反應蛋白

0.27mg/dl，血沉降率17mm/hr；尿常規：尿比重1.021，

蛋白(-)，紅細胞92/u l(0-24)，白細胞5/u l(0-26)，尿液

細菌培養無菌生長；大便常規未見異常。尿紅細胞形

態變形紅細胞78%(<60%)，腎早期損傷指標：尿微量

白蛋白26.6(<19mg/L)。谷丙轉氨酶677.2(<50U/L)，EB-

VCAIgM陽性，EB-EAIgG陽性，嗜異凝集試驗陰性，病

毒性肝炎檢查陰性。血鈉140mmol/L，血鉀3.7mmol/L，

碳酸氫根22.5mmol/L，鹼剩餘-2mmol/L。尿素氮4.6mmol/

L(2.9-7.9)，血肌酐38umol/L(20-60)，白蛋白42.6g/L，

血脂正常。抗鏈球菌溶血素O<25(<100IU/ml)，補體C3 

1.07(0.79-1.52g/L)，補體C4 0.249(0.16-0.38 g/L)，腹部B

超示雙腎輸尿管膀胱未見異常，肝、膽未見異常，脾

輕度腫大。

治療經過：予休息，阿昔洛韋抗病毒治療10天

及保肝對症治療，其病程呈現自限性，患兒1週後熱

退，病程10天鏡下血尿消失，病程20天血谷丙轉氨酶

36.9U/L，複查腹部B超示肝、膽、脾未見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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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肺炎支原體是兒童呼吸道感染的常見病原體，可

造成多系統、多器官的損害，文獻報導肺炎支原體相

關性腎炎佔同期住院腎小球腎炎的21.3%~23.8%，近年

來已上升為急性腎小球腎炎的主要病因之一，不能不

引起重視[1,2]。關於肺炎支原體相關性腎炎的確切發病

機制不是很清楚，目前主要有三種假說：1.肺炎支原體

直接侵害導致腎實質的損害；2.肺炎支原體抗原與腎小

球的自身抗原形成原位免疫複合物而導致腎損害，或

是由於支原體的毒素損害腎臟而使腎臟的一些隱蔽的

抗原暴露或產生一些新的抗原引發自身免疫反應；3.循

環免疫複合物對腎臟的損害。還可能與細胞免疫功能

紊亂有關[1]。

病例1有發熱、咳嗽、咳痰，雙肺可聞及痰鳴音，

胸片示左下肺支氣管肺炎，肺炎支原體抗體陽性，滴

度明顯增高，支原體肺炎診斷明確。患兒病程中出

現水腫、高血壓、蛋白尿、急性腎衰竭、B超腎臟增

大，與支原體感染病程相平行，並進一步除外其它相

關腎小球疾病，肺炎支原體相關性腎炎診斷明確。內

地多篇文獻報導兒童肺炎支原體相關性腎炎腎損害多

種多樣，但其潛伏期較鏈球菌感染後腎小球腎炎短，

病情恢復也較快[1,2]。本例患兒經兩個療程阿奇黴素抗

支原體感染治療，腎功能2週內恢復正常，與文獻報導

一致。對於發生持續腎衰竭患兒，可使用糖皮質激素

（包括甲基潑尼松龍衝擊），必要時透析治療。

EB病毒是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症的主要病原，與

其感染相關的疾病幾乎涉及全身各個系統，其中也包

括腎臟。與EB病毒感染相關的腎臟損傷的發生率未見

有確切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導，內地幾家百例以上EB病

毒感染兒童的回顧性臨床分析報導中腎累及的致病率

約1.7%~15.7%。因此，對於因EB病毒感染引發的腎損

害臨床應予以充分的關注[3]。EB病毒引起腎損害的確切

機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認為包括：(1)病毒本身的侵

襲作用，即EB病毒借助其細胞受體CD21抗原直接侵犯

腎實質細胞；(2)免疫反應性損傷，包括細胞免疫和體

液免疫[3]。

病例2具有發熱、眼瞼水腫、咽峽炎、脾及淋巴結

腫大、肝酶升高、血白細胞增高且以淋巴細胞為主、

EB-VCAIgM陽性、EB-EAIgG陽性，傳染性單核細胞

增多症診斷明確。其中EB-VCAIgM具有較高的敏感性

和特異性，在所有初次感染者均可產生，該抗體出現

早，發病1~2週達高峰，在血中可持續1~2個月，表明

近期有EB病毒感染，是診斷早期原發性EB病毒感染最

精確可靠的指標[4]。病例2有明確的活動性EB病毒感染

證據，有肯定的腎實質受累證據如腎小球源性鏡下血

尿、微量白蛋白尿，並且腎損害的發生與好轉與機體

EB病毒感染及抗病毒治療有密切的時間關聯，故EB病

毒感染相關腎損害診斷明確。活動性EB病毒感染可給

予抗病毒治療（如阿昔洛韋或更昔洛韋），有報導大

劑量阿昔洛韋雖不能縮短病程，但可以減少咽部病毒

產物。大部份EB病毒感染相關腎損害屬自限性病程，

在抗病毒治療基礎上，臨床可密切觀察病情變化，予

以對症治療，對於發生嚴重腎損害患者，可試用糖皮

質激素[5]。

近年來，急性非鏈球菌感染後腎小球腎炎的病例

時有報導，病例數顯著增多。急性非鏈球菌感染後腎

小球腎炎（如EB病毒感染、支原體感染），大多表現

為潛伏期短，病程短，預後良好的臨床過程。在臨床

工作上，對於支原體感染所致的呼吸道疾病、EB病毒

感染引起的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症患兒，除原發病治

療外，更應注意尿常規的改變，慎防腎損害的發生。

而對於急性腎小球腎炎表現的患兒，病原學除考慮鏈

球菌感染外，更應注意其它病原體感染可能，注意支

原體及EB病毒的檢測。

王淑莲, 李志辉, 易著文. 兒童肺炎支原體相關性肾炎臨床分析. 中國

實用兒科雜誌, 2001; 16(9):528-530.

宁丽敏. 兒童肺炎支原體相關性肾炎臨床觀察. 中國妇幼保健, 2006; 

21(13):1810-1811.

 姚勇. 小兒EB病毒感染相關性肾損害. 中國實用兒科雜誌, 2008; 

23(6):403-406.

张全新. EB病毒感染致肾損害1例. 中國實用兒科雜誌, 2008; 23(6):418.

杨晓娟, 王紅兵. EB病毒感染致急性肾炎综合症一例. 海南醫學, 2003; 

14(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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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導‧

Ollier病1例報告

祁斌時 劉中良*

患者 男性，6歲。因發現四肢腫物伴畸形5年來

診。患者1歲左右發現肋骨畸形，逐漸出現左踝關節腫

痛，行走時明顯。4歲餘發現左上肢短。無家族史。一

直無明確診斷及治療。查體：左側胸廓內陷畸形，左

側前臂短縮7cm，左下肢縮短1cm，左足外翻，內踝凸

出，左踝關節活動時彈響感，跛行步態。X線脊柱全

景照片檢查：右側第7肋、左側第1肋、左側第3至第8

前肋、雙側肩峰、雙側肱骨中上段、左側尺骨下段、

左側橈骨下段、左手多個掌指骨、雙側坐骨、右側股

骨、左側股骨上段、雙側脛骨、左側腓骨見多發骨質

膨脹性改變，骨密度減低，部份骨密度減低區內見小

圓形鈣化影，部份病變區骨皮質變薄甚至缺損（圖

1）。左橈骨彎曲（圖2）。診斷意見：全身多發骨質病

變，考慮軟骨發育不良可能性大。CT檢查發現左側腓

骨縮短，雙側干骺端膨大，內見斑點狀鈣化（圖3）。

符合軟骨發育異常改變。

討 論

Ollier病，又稱軟骨發育不良癥 (Chondrodysplasia) 

或稱內生軟骨瘤病 (Enchondromatosis)。本病的本質是幹

骺部軟骨發育異常，而且常常以多發性軟骨瘤的形式存

在，系一種較少見的非遺傳性的發育異常。該病的病因

不明，患病率約1/100,000[1]，往往10歲前出現，男孩患

病率為女孩的2倍，病理特點是多個骨內含球狀或柱狀

軟骨[2]。病變分佈和範圍不同，可局限於單側或雙側的

手或肢體不對稱地分佈，在長短管狀骨中均可發病，累

及上下肢時，以一側為主。主要臨床表現是肢體畸形或

病變部位無痛性包塊[3]。

X線所見典型的改變常見於長管狀骨的兩端，也可

見於手足短狀骨。好發於肱骨上端、橈尺骨下端、股

骨下端和脛腓骨上端。常合併各種畸形，尤以前臂與

小腿多見[4]。長骨幹骺部多膨大，骨紋理模糊，有時呈

多囊性改變，其間有骨性間隔，或顯自骨端向骨幹延

伸的條狀透亮區。囊性區內常見圓形或不規則的鈣化

斑塊。晚期可見長骨短縮及畸形發育。尺骨短縮明顯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康復科 

*通訊作者  E-mail: wwwdr.lan@gmail.com

圖1. 脊柱全景X-Ray         圖2. 左橈尺骨X-Ray         圖3. 下肢CT 

者橈骨也發生彎曲，同時患手向尺側偏斜。腓骨短縮

明顯者，脛骨則發生彎曲，患足向外側偏斜。如軟骨

瘤有惡性改變，則瘤體迅速增大，骨質破壞增多，骨

皮質常被穿破，形成放射狀骨膜反應或巨大骨腫塊。

必要時需要CT或MRI檢查等進一步評估病變，對可疑

病變可行病理檢查。

治療上由於病變的多發性，難以對每個內生軟骨

瘤均予手術切除，對無癥狀者可以不予治療，但應觀

察病情經過，對有癥狀的具體部位，可以手術刮除病

灶及植骨，對明顯的肢體畸形可以手術矯正。合併肉

瘤變者可行截肢術。本例患者左踝關節脫位，影響肢

體功能，可予手術治療。Ollier病的預後良好，大多數

內生軟骨瘤病變在青春期停止生長[5]，如突然增大疼

痛，應考慮有惡變可能，其惡變率為15%~25%[6]。

Silve C, Juppner H. Ollier disease. Orphanet J Rare Dis, 2006; 22(1):37.

張達夫, 許俊嶺, 單淑蘭, 等. Ollier病1例.臨床骨科雜誌,2013; 16(1):117.

王洪申, 葉文, 王守金. Ollier病1例. 臨床骨科雜誌, 2001; 4(2):150.

郭啟勇. 實用放射學(第3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7; 1167. 

賈玉昌, 武東杰, 張印霞, 等. Ollier氏病的X線表現. 中醫正骨, 2009; 21(7):25.

Choh SA, Choh NA. Multiple enchondromatosis (Ollier disease). Ann Saudi 

Med, 2009; 2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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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節性淋巴細胞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1例

古杰鳴 文劍明 林漢良*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病理科

*通訊作者  E-mail:lin_hanliang@163.com

的5%，患者多數為男性，發病年齡常在30歲~50歲，常

累及頸，腋下或腹股溝淋巴結。縱隔，脾及骨髓受累

罕見。多數患者就診時為局部淋巴結病變(Ⅰ或Ⅱ期)，

5%~25%患者為進展期。鏡下形態：淋巴結結構部份或

全部被結節和瀰漫混合的病變取代，病變主要由小淋

巴細胞，組織細胞，上皮樣組織細胞和摻雜其中的LP

細胞（又稱為L&H細胞）組成，LP細胞體積大，有一

個大核，胞質少，核常折疊或分葉，這些異型大細胞

被稱為爆米花細胞(popcorn cells)，核仁小通常為多個，

嗜鹼性，小於經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R-S細胞的核仁。

瀰漫區主要由小淋巴細胞及組織細胞組成，後者可單

個或成簇存在，在結節邊緣可見組織細胞及多克隆漿細

胞；中性白細胞及嗜酸細胞很少見於結節或瀰漫區，偶

爾在病變附近可見反應性濾泡增生及濾泡中心進行性

轉化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of germinal center, PTGC)，

殘留的小生發中心很少見於NLPHL，更多見於典型的

淋巴細胞豐富型經典霍奇金淋巴瘤。NLPHL幾乎所有

病例的LP細胞呈CD20，CD79a，BCL6及CD45陽性，超

過一半的病例EMA陽性。相對於經典霍奇金淋巴瘤的

HRS細胞，LP細胞OCT-2、BOB-1、AID陽性。幾乎所有

病例的LP細胞不表達CD15及CD30，然而，病變組織中

可見CD30陽性的大細胞，這些細胞為反應性免疫母細

胞，與LP細胞無關。少數情況下，少數LP細胞呈CD30

弱陽性。大部份LP細胞周圍有一圈CD3陽性的T細胞。

NLPHL的背景結構是由濾泡樹突細胞構成的球形大網，

其中充滿大量的小B細胞及少量CD4/CD57陽性的T細

胞，這些T細胞表達c-MAF、PD-1、BCL-6、IRF4/MUM1

及CD134，缺乏CD8，TIA1及CD40L陽性的細胞[1]。

遺傳學方面：LP細胞呈單克隆性IgH基因重排，從

組織中提取的DNA常查不出Ig基因呈單克隆重排，只有

從單個LP細胞中提取的DNA才能查到，證實腫瘤細胞為

B細胞源性，在多數病變的LP細胞中可測到Ig mRNA轉

錄。Ig基因可變區具有很多體細胞突變點，並且存在突

變正在進行的信號，畸變的體細胞超突變可見於80%的

NLPHL的病例。LP細胞沒有EBV感染，但旁邊的反應性

淋巴細胞或許可查出EBV。48%的病例可見BCL6重排。

患者 男性，60歲，因“發現右頸部腫物1年”入院

檢查，體查示右頸後緣腫物，大小2×2cm，質中，無壓

痛，活動，其餘檢查未見異常。行腫物切除活檢。

病理檢查：送檢不規則組織2塊，大小1×0.9×0.5cm

及1.5×0.8×0.5cm，褐色，質中。鏡下檢查：送檢淋巴結

部份結構消失，該區域主要由呈結節狀增生的小淋巴細

胞取代，其中見散在異型大細胞，核呈類圓形、分葉或

多核，可見1至數個核仁（圖1），免疫組化示異型大細

胞L26（圖2）及LCA陽性，PAX5弱陽性（圖3），CD15

及CD30陰性，部份活化的淋巴細胞CD30陽性，T淋巴細

胞CD3陽性，部份圍繞LB細胞（圖4）。診斷：淋巴結

結節性淋巴細胞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nodular lymphocyte 

predominant Hodgkin lymphoma, NLPHL)。

圖1. 在小淋巴細胞結節中分散存在異型大細胞(HE染色 400倍)

圖2. 異型大細胞L26陽性(免疫組化染色 400倍)

圖3. 異型大細胞PAX5弱陽性， 背景小淋巴細胞強陽性, 異型大細胞 

       周邊PAX5陰性細胞為T細胞, 另見圖4(免疫組化染色 400倍)

圖4. CD3陽性T細胞圍繞LP細胞(免疫組化染色 400倍)

討 論

NLPHL是一種B細胞腫瘤，佔所有霍奇金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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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組織和免疫組化表現（存在特徵改變的濾泡結節；

存在分離的FDC網；表達B系標記物和BCL6），強烈

提示NLPHL與生發中心B細胞的相關性。然而由於缺乏

BCL2重排，提示它不是濾泡性淋巴瘤的一種亞型[1,2]。

鑒別診斷：(1)富於淋巴細胞的經典型霍奇金淋巴

瘤，雖同樣可有結節樣結構，並以小淋巴細胞為主要背

景細胞，但大的腫瘤細胞常可累及濾泡間區，免疫組

化：腫瘤細胞表達CD15，CD30及Vimentin，背景細胞中

CD57陽性的小淋巴細胞明顯少於NLPHL，而TIA-1陽性

細胞比NLPHL多見。(2)富於T細胞的大B細胞淋巴瘤，

形態學上有相似的小淋巴細胞背景，其中散在大的腫

瘤細胞，且腫瘤細胞表達CD20，但不呈結節樣結構，

背景大多為小T淋巴細胞，且CD57陽性小淋巴細胞極少

見，TIA-1陽性小淋巴細胞多見，缺乏CD21陽性的濾泡

樹突狀細胞。(3)生發中心的進行性轉化(PTGC)：PTGC

的濾泡大而深染，散在分佈於普通反應性濾泡背景中，

這些大濾泡的大小是周圍反應性濾泡的幾倍，主要由小

淋巴細胞組成，散在分佈有生發中心細胞，缺乏圍繞

CD20陽性異型大細胞的T細胞花環特徵[3]。

NLPHL進展緩慢，Ⅰ~Ⅱ期患者的預後良好，10年

生存率>80%，因此，有的國家（如法國），對於Ⅰ期

患者只做局部淋巴結切除後不再進一步治療。晚期患

者預後不好，接近3-5%的病例進展成為大B細胞淋巴瘤

(DLBCL)，與NLPHL相關的大B細胞淋巴瘤如果是局限

的，其預後較好。已證實NLPHL與DLBCL之間存在克

隆性關係[1]。

Swerdlow SH, Campo E, Harris NL, et al.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haematopoietic and lymphoid tissues.  IARC press, 2008; 323-325. 

回允中譯. 腫瘤組織病理學診斷第3版. 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 

2009; 1154-1159.

劉艷輝, 莊恒國. 結節性淋巴細胞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 中華病理學

雜誌,  2005; 34:440-44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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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導‧
血培養分離馬爾他布魯菌1例

簡仕銘* 李沛樟 倪金良 吳許文

患者 女，70歲。2013年2月因“反覆腹痛，腹瀉、

發熱20餘天”入院。入院時有發熱伴畏寒症狀、關節腫

痛，無全身肌肉酸痛。給予頭孢類抗炎藥物治療後未

見好轉。患者無近期疫區旅行史，家中無飼養寵物，

也無牛、羊、豬等畜類接觸史。患者入院後仍有發

熱，體溫波動於37℃~39℃。入院後血培養陽性，革蘭

塗片顯示中等短小革蘭陰性桿菌。

1. 細菌培養   分別抽取10mL血液於抗菌藥物中和

瓶及厭氧瓶中，使用美國BD公司Bactec 9,240血培養儀

做血培養檢測，4d後抗菌藥物中和瓶細菌生長，厭氧瓶

7d後無菌生長。取抗菌藥物中和瓶血液進行革蘭氏塗片

染色，發現有弱着色的微小陰性球桿菌成片堆積，為

革蘭氏陰性球桿菌，呈細砂狀。轉種血平板、巧克力

平板及麥康凱平板，於35℃、5% C02條件下培養24h。

麥康凱平板無細菌生長；巧克力平板可見微小灰色、

圓形、中央凸起、邊緣齊整的光滑型菌落；血平板上

的菌落較前者更為細小。

2. 生化反應  氧化酶陽性，觸酶陽性，分解葡萄

糖，不分解半乳糖和阿拉伯糖，H2S陰性，精氨酸陰

性，尿素陽性(>90min)，疑似馬爾他布魯菌。

3. VITEK系統鑒定   VITEK2 COMPACT系統鑒定為

馬爾他布魯菌，生化編碼0000001300001000，鑒定值為

99%，微生物敏感性試驗顯示該菌對替卡西林、替卡西

林+克拉維酸、美洛培南、呱拉西林/他唑巴坦、奈替米

星等敏感。

4. 治療根據病原學檢查結果診斷為布魯菌病，予

（本文編輯：曹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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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諾培南+多四環素治療1週，無發熱及其他不適，出

院門診隨訪。

討 論

布魯菌病（Brucellosis）又稱地中海弛張熱、馬爾

他熱、波狀熱，是由布魯菌屬細菌引起的人、畜共患

的傳染性疾病[1]。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病在中國絕大

多數省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生和流行，並在近年有明顯

上升趨勢[2]。疫情與奶牛、羊只等的流動情況關係較

大，新發患者主要分佈在牧區和半農半牧區。布魯菌

病一年四季均可發病，但有明顯的季節性，羊種布魯

菌(馬爾他布魯菌)病春季開始，夏季達高峰，秋季下

降；牛種布魯菌病以夏、秋季發病率較高。

 布魯菌病主要經破損的皮膚黏膜、消化道和呼吸

道感染，易感人群包括農牧區有病畜接觸史的人員、

飲用過未經消毒滅菌乳品的人群、與含菌培養標本接

觸的實驗室工作人員。另有研究指出，接觸及烹調生

肉也會有感染的風險[3]。布魯菌侵入人體後，即被吞

噬細胞吞噬，隨淋巴液到達局部淋巴結。當病菌增殖

到一定數量後，衝破淋巴結屏障進入血循環。出現菌

血症、毒血症且在肝、脾、骨髓等網狀內皮系統中形

成新的感染灶。其中的病菌又可多次進入血循環而導

致復發，呈現波狀熱型。其臨床特點為長期發熱、多

汗、乏力、關節痛、神經系統、泌尿生殖系病症及

肝、脾大等症狀。

本病人由於及早進行血液細菌培養、細菌學檢測

和藥物敏感度測試，在採集血液培養樣本4 d後血培養

儀顯示陽性，接着本科在2小時內作塗片報告並通知病

區，使得醫生能及早用藥，並在陽性報告後3d內作出鑒

定和藥敏結果測試，以使達到最佳用藥效果，用藥7d後

病人病情得到緩解和消退。

因此，在診斷上建議對該類臨床症狀相似或有

相關接觸史的病人作血液細菌培養測試；早培養、早

發現、早治療，盡可能減少復發或向慢性布魯菌病發

展。最常見的是從血液和骨髓中分離布魯菌[4]，偶爾也

能從肝、脾和膿腫的標本中分離到布魯菌。布魯菌生

長緩慢，初次分離一般需5-7d，同時加強與臨床醫師的

溝通，對可疑患者的血培養瓶應培養至第4週，轉種後

無菌生長才可報告陰性[4]。在治療上．應強調早期、聯

合、足量和多療程的治療原則。WHO推薦利福平加多

西環素．療程6週。布魯菌病在一般城市中少見，但近

年來由於本澳地區作為旅遊城市，人員流動頻繁，對

於來自疫區的可疑“波狀熱”患者應引起臨床醫生和

檢驗人員的高度重視，及時確診。醫院檢驗科實驗室

應具備培養、鑒定布魯菌的能力及加強對實驗室人員

的生物防護工作，防止感染。

Gali ska EM,  Zagórski J. Brucellosis in humans-etiology, diagnostics, clinical 

forms. Ann Agric Environ Med. 2013; 20(2):233-8.

崔步雲. 中國布魯氏菌病疫情監測與控制. 疾病監測, 2007, 22(10):649-651.

Chen JD, Ke CW, Deng X,  et a1. Brucellosis in Guangdong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2010. Emerg Infect Dis. 2013; 19(5):817-818.

袁紅英, 劉智勇, 府偉靈. 血、骨髓培養分離馬爾他布魯菌１例的報

導. 國際檢驗醫學雜誌, 2013; 34(9):1197-1198.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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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睾丸腫瘤發病率較低，佔全部睾丸腫瘤的

2%~5%，其中80%以上屬於良性腫瘤。睾丸畸胎瘤是生

殖細胞腫瘤中僅有的一種良性腫瘤[1]。本院2013年7月

收治1例幼兒畸胎瘤，現就診治情況報導如下。

患者 男性，1歲9個月。因“發現左側睾丸腫痛1週

餘”收住入院。MRI檢查示：左側睾丸明顯增大，大小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泌尿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 1093931759@qq.com

‧病例報導‧

幼兒睾丸畸胎瘤1例

郑巍

（本文編輯：陳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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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2.3×2.0×2.2cm，信號異常，呈長T1長T2信號改變，其

內見分隔，增強後可見分隔及結節樣實質成分強化，

其餘大部份為無強化囊性區。診斷：左側睾丸囊實性

腫塊，考慮惡性腫瘤，非精原細胞瘤（畸胎瘤或胚胎

細胞瘤）可能性大。腹盆腔未見腫大淋巴結及實質轉

移。2013年7月3日行全麻下行左睾丸腫瘤探查切除術。

術中見白膜內類圓形蒼白色腫塊，直徑約2.0cm，未

見明顯睾丸實質性組織，行左睾丸根治性切除術。術

後病理：送檢睾丸腫物可見多胚層成分，見皮膚及皮

膚附件組織、軟骨組織、呼吸道黏膜組織、腸黏膜組

織、神經纖維及神經節細胞、肌肉脂肪組織，腫瘤可

見壞死伴炎症細胞及組織細胞浸潤，局部鱗狀上皮細

胞核增大伴有核分裂，呈輕到中度異型增生，免疫組

織化學染色CK陰性，符合成熟性畸胎瘤。

討 論

睾丸腫瘤是少見腫瘤，佔男性腫瘤的1%~1.5%。佔

泌尿系統腫瘤的5%。睾丸腫瘤的發病原因尚不明。流

行病學分析有多種危險因素。睾丸腫瘤根據組織來源

分為生殖細胞腫瘤，性索/性腺間質腫瘤，其他非特異

性間質腫瘤[2]。畸胎瘤屬於生殖細胞腫瘤的一種，可見

於兒童和成人，分為成熟畸胎瘤，不成熟畸胎瘤以及

畸胎瘤伴有惡性成分[2]。腫瘤組織含有一種以上的各種

不同成熟期和分化程度的生殖細胞層。腫瘤大體上可

見分葉狀，含有不同大小的充滿膠凍樣或黏液蛋白物

質的囊。成熟的畸胎瘤可以有各種類似從內胚層、中

胚層、外胚層衍生出來的良性結構的成分，而不成熟

的畸胎瘤則由原始的組織所組成。顯微鏡下畸胎瘤外

胚層可為鱗狀上皮或神經組織，內胚層為間質、胰腺

或呼吸系統組織；中胚層由平滑肌、骨胳肌、軟骨和

骨胳所組成。

小兒睾丸畸胎瘤多為良性，患兒年齡越小、組織

分化越成熟，預後越好。小兒腫瘤即使有未分化的成

分，亦常呈良性表現，不發生轉移。

超聲波、CT以及MRI對小兒睾丸腫塊的鑒別診斷

都有較大的幫助。發現睾丸腫塊首選高頻彩色超聲波

檢查[3]。

畸胎瘤內因存在軟骨、不成熟的骨組織或鈣化的

纖維成分而產生強回聲灶，非鈣化的纖維組織產生聲

衰减，陳舊性出血灶和壞死出現弱回聲灶[3]。因此在高

頻超聲像圖上，部份病灶表現為睾丸內低至中等回聲

區，大小不等的液性暗區，腫塊中均探及強回聲點或

強回聲斑，後方伴聲影，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顯示少

量血流信號。部份畸胎瘤顯示為睾丸內囊性腫塊，內

見增強的回聲帶。有學者[4]認為：良性畸胎瘤有分化成

熟的3種胚胎組織構成，可含有軟骨、平滑肌、神經等

組織，因此在聲像圖內出現後方伴聲影的強回聲點、

強回聲斑，則高度提示良性畸胎瘤的可能。

畸胎瘤典型CT表現是由脂肪、毛髮和液體等成分

混合而成的密度不均勻的囊實性腫塊影，囊壁厚薄不

等，可有弧形鈣化，囊內脂肪成分CT值呈負值。約一

半畸胎瘤內能見到牙齒與不規則的骨胳影，如果腫塊含

斑點狀高密度影，則高度提示良性畸胎瘤可能。增強掃

描腫塊實質部份和分隔呈中~輕度增強，低密度影及含

脂肪成分部份無增強。睾丸實質內有軟組織密度塊影伴

鈣化點/脂肪密度影為睾丸畸胎瘤的CT特徵表現。

兒童睾丸腫瘤無論從發生率、病理分型、以及預

後都與成人睾丸腫瘤有明顯區別[8]。小兒睾丸腫瘤約佔

小兒實體腫瘤的2%，原發性兒童睾丸腫瘤中以良性病

變為主，而畸胎瘤可佔兒童良性睾丸腫瘤近半數[1-5]。

多數在2歲以前發病。以卵黃囊瘤多見(47.8%)，畸胎瘤

佔第二位(34.8%)[9]。

以往對於兒童睾丸腫瘤的治療，多數按照成人睾

丸腫瘤的診斷治療原則，採用成人睾丸腫瘤經驗的根

治性睾丸切除術 (radical orchiectomy)，但隨着病例的積

累、經驗的增加以及研究的深入，很多學者開始質疑

根治性睾丸切除對於良性睾丸腫瘤，尤其睾丸畸胎瘤

的必要性。早在1990年，Rushton等提出對於兒童睾丸

畸胎瘤應首先考慮保留睾丸手術 (testis-sparing surgery)。

Valla、Shukla等均報導，行保留睾丸手術保留的患側睾

丸平均隨訪43.4個月，均無萎縮或腫瘤復發等併發症。

因此，盡可能保留睾丸是兒童睾丸畸胎瘤治療的首選

方法[10,11]。

Shukla、Ross、Val la等[8-14]提出根據術前體格檢

查、AFP檢測、B超以及術中對病變的評價結果來决定

是否需術中冰凍檢查。術中冰凍排除惡性腫瘤，作為

保留睾丸手術的必備條件。術中腫瘤冰凍檢查應作為

手術的基本原則。謝華、沈志雲等[10]提倡採用患側腹股

溝斜切口，先予暫時阻斷精索血管後迅速暴露睾丸，

在睾丸腫瘤附近表面切開白膜，分離睾丸組織。根據

術中腫瘤與睾丸組織的情況决定是否立即進行根治性

切除睾丸。如切開後未見明顯睾丸組織，則行根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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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2010; 9(1):6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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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切除，高位切斷精索並切除睾丸。如有正常睾丸

組織，腫瘤包膜完整，則行保留睾丸手術：注意包膜

完整性。沿包膜外仔細分離睾丸組織與腫瘤，直至完

整剜除腫瘤，根據快速冰凍病理結果，確定下一步手

術方式。

睾丸組織的存留對患兒內分泌功能、心理發育以

及成年後的生育能力等方面均有重要意義，即便原發

性兒童睾丸畸胎瘤多為單側病變，保留睾丸手術也有

助於最大程度地减少病變對患兒陰囊外觀、心理以及

功能方面造成的影響[11]。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小兒睾丸腫塊多數以良性病

變為主，建議術前行B超及CT、MRI檢查，進一步瞭解

腫塊的性質及盆腔和腹膜後的情況，抽血瞭解血清AFP

水平，初步判斷畸胎瘤的可能性。手術取高位切口，根

據術中腫塊特性進一步確定是否行術中冰凍檢查，明確

良性病理結果後，盡可能行保留睾丸的腫瘤切除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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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導‧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in a vein wall: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IN Lai Fong, DONG Shu Kun, XIAO Gang, YIP Yuk Ching, WEN Jian Ming*

Background
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 (EHE) is a rare, well 

differentiated vascular tumor with intermediate malignancy between 

hemangioma and angiosarcoma[1,2]. It occurs nearly in all age groups 

and affects both sexes equally. The tumor develops as a solitary, slightly 

painful mass in soft tissue of the lower extremities. In rare instances it 

occurs in viscera and long bone, such as in the liver[3,4], lung[5], spine[6], 

femur and tibia[7]. At least half of case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r 

arise from a vessel, usually a vein[8]. Here we report a patient with EHE 

and describe its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The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tumor is also discussed with literature review. 

Case report
A 53-year-old male patient visited our surgical department 

with complaints of finding a slowly continuing enlarged left 

anterior foot mass for 7 years. On physical examination a 2.0 cm 

in diameter, tender and palpable mass was observed on the left 

anterior aspect of the foot back. Ultrasound showed that it was a 

solid-cystic, well circumscribed mass with suspicious capsule. It 

located in the superficial soft tissue of foot back, near the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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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urth toe. Rich blood signals were detected in surrounding 

tissue of the mass. Routine blood laboratory data were within 

normal limits at admission of the patient. The patient had 

no previous history and family history of tumor. The chest 

radiograph was normal. The patient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of whole mass.

Based on the surgical specimen, the tumor was well 

circumscribed, 2×1.7×0.8 cm in size, and tan-yellow in 

color with hemorrhage. It seemed to be encapsulate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the tumor is 

relatively circumscribed and arising from a blood vessel wall 

with organizing thrombus-like reaction at its center. The tumor 

cells are epithelioid and grow in separated sheets and rests at 

vessel inner-wall. The cytoplasm of the cells is characteristically 

eosinophilic glassy with notable micro-lumen, in which 

erythrocytes were occasionally observed. Focal fibro-myxoid 

stroma is presented. Individual tumor cells exhibit moderate 

nuclear atypia with occasional mitotic figures, 1-2 mitoses per 

10 high power fields.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shows the 

tumor cells are positive for CD31 and strong nuclear staining 

for ERG, while weak nuclear staining for INI-1. There is no 

immunoreaction to CD34, EMA, CK, CD68, HMB-45, S-100.

Owing to these findings, the lesion is diagnosed as 

malignant epithelioid haemangioendothelioma (EHE).

Discussion
The term hemangioendothelioma has used for vascular 

tumor that have an intermediate malignancy between 

hemangioma and angiosarcoma. Hemangioendothelioma 

includes Kaposiform hemangioendothelioma, retiform (hobnail) 

hemangioendothelioma, spindle-cell hemangioendothelioma, 

and their composite. The risk of metastasis varies from 

tumor to tumor within this group. The EHE is a member of 

hemangioendotheliomas[9], and the most aggressive tumor in this 

family. 

EHE can occur at almost any age but rarely occurs during 

childhood. Both sexes are equally affected[1].  No predisposing 

factors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tumor develops as a solitary, 

painful mass in either superficial or deep soft tissue. At least 

half of cases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r arise from a vessel, 

usually a vein. 

In our case, the tumor cells grow in separated solid nest 

pattern in the wall of a vein, and present typical features of EHE, 

i.e. the presence of cellular atypia and erythrocytes in the tumor 

cell intracytoplasmic lumen. Mentzel et al.[10] proposed that 

atypical features, such as marked cellular atypia, mitot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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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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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7日，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首次公佈手術修復大血管和預防中風

的手術死亡率，公佈的數字涵蓋了2008年~2012年間所

做的修復腹主動脈瘤和頸動脈內膜切除手術[1]，這是世

界上第一次以政府機構名義系統性地向公衆公佈屬下醫

院的手術死亡率報告，讓病人對其生命有危險的治療有

選擇的機會，病人可以通過這些公共數據比較不同醫院

的醫療水平，選擇就診醫院和醫生。報告坦然宣稱“我

們沒有試圖隱藏任何東西”[2]。公佈的資料具體到各地

醫院名稱和醫生姓名，儼然是一份手術死亡率的全國排

行榜。英國450名心血管外科醫生為65歲以上的病人施

行腹主動脈瘤手術的手術死亡率差異很大，有醫生的手

術死亡率高達31%—是全國平均值的10倍，是他的一些

同事的30倍[3]。NHS的網站還將陸續公佈頭部手術、頸

部手術、抽脂、整形、腸胃手術等領域外科醫生的手術

死亡率，通過排名表的方式來考核醫生的工作，希望這

些努力對病人選擇接受手術的醫院有幫助。

2005年1月在英國全面生效的“信息自由法 (Free-

dom of Information, FOI)”[4]，讓公衆有權利瞭解和獲取

所有由公共當局所掌握的各種類型的信息，其目的是促

進公共部門包括政府部門的開放。病人的知情權基於相

關法律，可以要求政府提供醫院和醫生的手術死亡率。

這一舉措被稱為是“病人的革命”一部分，FOI的落實

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5]。

在布裏斯托爾皇家醫院29名嬰兒死亡醜聞發生後，

心臟手術一直是備受爭議的焦點，因為沒有人知道醫院

的顧問醫生過去的手術死亡率遠高於平均水平[5]。在國

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席過問下，建議定期公佈相關的醫

療數據，以免同樣事件發生。2002年，後來的衛生大臣

Alan Milburn，獲得心胸外科學會的承諾，提供其所有

成員的風險調整後的死亡率評分，2004年公佈數據。心

胸外科學會在公佈的截止期並沒有踐諾，英國傳媒《衛

報》依據FOI賦予的權利，繼而向公衆發布了心胸外科

醫生的手術死亡率的原始得分[5,6]。

從政府部門和官員要求公佈手術死亡率到NHS正

式在網上公佈，從媒體的監督參與到專科學會的行業自

律，經歷了無數爭辯，遭到不同方面的阻力。即使在公

佈的前一晚，依然有人推測一些醫院提起的訴訟可能

會阻止該報告的發表[3]。許多醫生也反對政府的這一做

法。他們認為，外科醫生接手風險較大手術的積極性將

因此受到打擊[3]。不過，英國政府官員認為，披露病人

手術死亡率數據將促進醫院提高質量，或迫使它們退出

不能勝任的醫療領域。英國衛生大臣Jeremy Hunt認為，

死亡率的公佈可以告訴病人在挽救生命方面哪些醫院做

得好哪些醫院做得差，並幫助NHS改進[7]。

手術成效包括手術死亡率和手術併發症，這些數

據都應經過風險調整才有客觀可信的可比性，手術成效

監察是醫療質量管理的重要內容。在香港，手術成效

監察及改善計劃於2008年開始推行，是一項質量改善計

劃，用以監察公立醫院的手術成效，找出可予改善之

處[8]。手術成效監察及改善計劃所量度的成效包括病人

在接受手術後30日內的死亡率和各類手術後併發症，例

如肺炎、縫合處滲漏和手術部位感染等。計劃參考了美

國退伍軍人醫院的國家外科手術質素改善計劃的模式，

並由一個獨立的督導委員會監察數據的收集、計算和匯

報方法。至今公佈的結果僅限於香港醫管局轄下17所設

有外科部的醫院，沒有具體到醫生個人，但依然引起公

衆和傳媒的高度關注。2013年7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

威爾斯親王醫院成立了“外科手術成效研究中心”，這

是香港首個透過研究手術成效改善手術質素的單位，目

的是提早發現、减低或阻止術後併發症，進一步提高手

術質量[9]。

一個人的手術成效，是個人的工作質量成績單；

一間醫院的手術成效，是醫院整體的服務質量成績單。

監測與否及是否到位是醫療質量的管理問題，細化到個

人有利於體現績效的精細管理，為默默耕耘者正名，讓

粗製濫造者改進，逼投機取巧者收斂，讓濫竽充數的南

郭先生知難而退。但某些部門的手術成效管理，與現代

管理理念相去甚遠，還停留在有否投訴或是否醫療差錯

的層面上，以手術數量作為手術績效指標，客觀上降低

從手術死亡率公佈引發的思考

李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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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術質量標準，增加了創傷和成本風險。

個人歷史是自己寫的，一點一滴的醫療工作都記

錄在用自己行為編寫的醫療檔案上，一定要珍惜自己清

白乾淨的醫療記錄，無人能篡改事實，無人能抹掉污

點，無人能文過飾非。自己的醫療檔案，不是個人的私

隱日誌。只要是你的醫療行為，就會被記錄、被關注、

被審視。即使過去了若干年，仍會被提起、被議論、被

作為正面或反面教材。醫治好了多少病人？誤診誤治的

又有多少？手術有沒有做好？手術的生存率？手術的併

發症多少？自己心中有譜。自己的工作有否大意？有否

技藝不精？有否疏忽懶惰？瞭解自己的長處和不足，才

有改進的空間和方向。“知恥近乎勇”，認識自己，解

剖自己，才會完善自己。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才會善

待生命。

病人把生命和健康託付與你和醫院，當然希望瞭

解你和醫院能否勝任，瞭解你和醫院的醫療記錄。能否

坦誠相告，是醫患溝通的基礎。有些醫生與病人及其家

屬術前討論手術死亡率和併發症時，會列舉一些國外的

統計數字作為自己的數據，這是不客觀的。病人需要瞭

解手術醫生的具體手術成效和經驗，手術是很個性化的

操作，他人他地的結果與你關聯不大，即使是發達國家

的死亡率也差異很大，僅英國NHS的醫院因疏忽導致的

死亡率就高於美國50%[10]。

公佈與否是職業良心、行業自律、政府監管以及病

人權益和媒體監督的多方博弈結果。政府作為監管者主

導公佈工作有其權威性和客觀性，經過風險調整的數據

易為各方接受，數據公開有利於幫助政府改進醫療服務

質量，手術醫生能夠證明自己的工作質量，病人可以據

此選擇醫院和醫生，這是政府和NHS改革的方向之一[11]。

終結“掩飾文化 (cover-up culture)”是NHS的艱巨

的任務和目標，阻力主要來自醫院層面。除公佈統計數

據外，還有法律措施處罰那些提供虛假和誤導性死亡率

數據的醫院[12]。NHS組織多種活動，讓病人有機會評價

醫院和醫生，以推動醫院改善服務質量。如“朋友和家

庭”活動，讓病人通過他們的就醫經歷决定是否推薦這

所醫院給自己的親朋好友[7]。這項活動到2014年12月將

不僅常規徵詢是否推薦醫院，還包括推薦他們的醫生、

社區和精神健康服務；到2015年這將在NHS的所有服務

中推行[13]。

我們應該意識到，手術成效監察及公佈是大勢所

趨，正呈全球化趨勢，全面的醫療成效監測及公佈以後將

NHS to name surgeons who don't publish performance data. http://www.the-

guardian.com/society/2013/jun/28/surgeon-performance-tables-refuseniks

The Keogh Mortality Review. http://www.nhs.uk/nhsengland/bruce-keogh-

review/pages/published-reports.aspx

The surgeons whose patients were up to 30 times likelier to die: NHS to publish 

death rates of doctors for the first time.  hhttp://www.dailymail.co.uk/news/

article-2350376/The-surgeons-patients-30-times-likelier-die-NHS-publish-

death-rates-doctors-timtml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and the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 give 

people the right to see or receive information.  http://www.companieshouse.

gov.uk/freedomInformation/freedomInfo.shtml

NHS death rate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may have saved lives. http://www.

theguardian.com/society/2008/may/29/nhs.health

What's the mortality rate for elective major artery surgery at your hospital? 

http://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2/feb/29/uk-hospital-heart-

surgery-mortality-rate

Dr Foster's report reveals NHS trusts where death rates are 'worryingly high'.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2/dec/02/nhs-trusts-death-rates-dr-

foster

食物及衞生局，醫院管理局.香港立法會CB(2)800/13-14(02)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hs/papers/hs0210cb2-800-

2-c.pdf

成立外科手術成效研究中心. 中大通訊, 2013; 421:3.

NHS death rate is one of worst in the West: Patients 50% more likely to die 

of neglect than in US, says study.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

2418250/NHS-death-rate-worst-West-Patients-50-likely-die-neglect-US-says-

study.html

Hospital surgery death rates to be made public. http://www.theguardian.com/

society/2008/may/29/nhs.health1

NHS 'cover-up culture' to be tackled with fines. http://www.theguardian.com/

society/2013/may/10/nhs-cover-up-tackled-fines

Drive for transparency on NHS treatment to be extended. http://www.theguard-

ian.com/society/2013/oct/31/drive-transparency-nhs-treatment-extende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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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到臨床醫學的各個領域，包括非手術科室，內容會涉

及診斷的準確性、治療的有效性和性價比、各種檢驗檢查

的必要性和精確性等一系列可量化比較的指標。公開透明

是回歸正常醫患關係的必然，病人把信任的一票投給你是

基於對你的真實瞭解，而不是你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專業

權威，病人往往是苦於無選擇的餘地，苦於無可相互比較

的反映真實情況的醫院和醫生資訊。公開的信息應讓公衆

無需通過理解晦澀的專業術語瞭解什麽是安全放心的醫

院，誰是可信賴的醫生。從公佈手術死亡率着手，簡明易

懂，利於比較，NHS走出了信息公開透明的一大步，具有

里程碑意義，影響深遠，不可小視。

（本文編輯：劉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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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區淋巴瘤病理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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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W H O淋巴造血系統腫瘤分類第四版中增

加了灰區淋巴瘤 (Grey Zone Lymphoma, GZL) 內容。包

括介於彌漫大B淋巴瘤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 與伯基特淋巴瘤 (Burkitt's lymphoma, BL) 之間

未分類B細胞淋巴瘤 (B-cell lymphoma, unclassifiable, with 

features intermediate Betwee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and Burkitt lymphoma) 和介於彌漫大B淋巴瘤 (DLBCL)

與經典霍奇金淋巴瘤 (CHL) 之間未分類B細胞淋巴瘤

(B-cell lymphoma, unclassifiable, with features intermediate 

Betwee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and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1,6]。

所謂“灰區淋巴瘤”是指介於某兩種類型淋巴瘤

之間、同時兼有兩者的部份而不是全部病理特征、本

質有別於該兩型的另一型或另一組淋巴瘤。GZL少見但

病理形態易與已知的兩種淋巴瘤混淆。為了合理的治

療，有必要識別灰區淋巴瘤。現將上述兩型灰區淋巴

瘤的病理特征簡介如下。

一、介於彌漫大B淋巴瘤 (DLBCL) 與伯基特淋巴

瘤 (BL) 之間的灰區淋巴瘤

本型灰區淋巴瘤屬侵襲性，臨床表現有別於典型

的伯基特淋巴瘤，多見於青年人，有別於BL多見於兒

童。發病部位也不同於BL（多見於顎部和回盲部）。

在病理學方面，同時具有BL和DLBCL的某些（而不是

全部）形態學、免疫組化特征。遺傳學改變也不同於

BL或DLBCL。

在病理學方面，本型灰區淋巴瘤主要表現為如下

兩種形式之一：(1)形態學符合典型BL，但免疫組化表

現不完全符合BL，即BCL2不表現為陰性或弱陽性，而

是中等強度以上的陽性；或Ki67＜90%且分佈不均勻。

(2)形態學表現為非典型BL，即瘤細胞呈中等大和中等

略大混合且異型較明顯，而不是典型BL的清一色濾泡

母細胞（舊稱小無裂細胞），但免疫組化表現與典型

BL相同，即B細胞標記CD19、CD20、CD79α陽性，

CD10、BCL6陽性，BCL2陰性，Ki67＞90%[3,4]。

這型灰區淋巴瘤的遺傳學改變不同於典型B L，

絕大多數B L病例(95%)存在8號染色體易位，表現為 

t(8;24)，或 t(8;22)，或 t(8;2)，即位於8號染色體的MYC

基因發生斷裂，斷裂片段易位，與免疫球蛋白重鏈或

輕鏈基因並置 (IG-MYC)；本型灰區淋巴瘤也存在MYC

基因斷裂，不同的是斷裂片段發生其他形式的易位，

稱non-IG MYC易位，即MYC基因易位於IG基因以外的

其他位點，另外一種遺傳學異常是部份灰區淋巴瘤病

例同時存在兩種基因易位，即MYC和BCL2基因或BCL6

基因易位，這種病例稱為雙重打擊淋巴瘤 (double hi t 

lymphoma, DHL)。 

盡管如此，目前還不能僅根據MYC基因斷裂片段

易位的差別來區別BL與本型灰區淋巴瘤，因為尚有約

5%BL病例檢測不到MYC基因易位。此外，很少數典型

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也存在MYC基因易位。在日常實際

工作中，也不可能對類病例逐一作基因易位檢測。

由此可見，綜合形態學、免疫組化和遺傳學改

變，本型灰區淋巴瘤是不同於BL也不同於DLBCL的一

組異質性B細胞淋巴瘤。由於形態和免疫組化表現介於

BL與DLBCL之間或與BL或DLBCL部份重疊，在作病理

學檢查時應注意鑒別。灰區淋巴瘤的病理界定標準也

是相對的、臨時性的，隨着研究和認識的深入，命名

和標準也會發生變化。

1. 鑒別診斷

在臨床病理實際工作中，灰區淋巴瘤很少見，實

際上是一種排除性診斷。首先要掌握BL和DLBCL的

形態和免疫組化診斷標準，必要時作MYC基因易位檢

測。具體來說，瘤細胞呈中等大的B細胞淋巴瘤，彌

漫生長，核增殖活性高，又不符合BL或DLBCL診斷標

準，在排除下列診斷後，才考慮灰區淋巴瘤。

(1)B淋巴母細胞淋巴瘤/白血病

與BL/DLBCL灰區淋巴瘤不同之處：免疫組化TdT

陽性，BCL6陰性，不存在MYC基因突變。多見於3歲以

下嬰幼兒，絕大多數伴白血病骨髓及外周血改變。

(2)濾泡型淋巴瘤轉化的DLBCL

濾泡型淋巴瘤轉化為DLBCL時，濾泡結構消失，

濾泡樹突細胞 (FDC) 網架消失。細胞形態呈中等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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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偏大的中心母細胞樣，鏡下形態可類似BL/DLBCL

灰區淋巴瘤，若不能不能証明存在non-IG MYC時，則

不應診斷為灰區淋巴瘤，這些由濾泡型淋巴瘤轉化的

DLBCL病例，常可檢測到 t(14；18)。

(3)轉化的套細胞淋巴瘤

形態可與B L/D L B C L灰區淋巴瘤混淆，不同之

處：Cyclin D1陽性，可檢測到t(11；14)，熒光原位雜交

CCND1陽性。多見於老年人。

此外，當B細胞淋巴瘤的形態呈典型DLBCL，即瘤

細胞呈清一色的大細胞時，即使存在MYC基因易位，

不應診斷為灰區淋巴瘤。BL/DLBCL灰區淋巴瘤瘤細胞

應為中等、中等偏小瘤細胞或中等及中等偏大瘤細胞

混雜而不是清一色的大細胞。

二、介於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與經典霍奇金淋巴瘤

之間未分類B細胞淋巴瘤

介於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與經典霍奇金淋巴瘤之

間未分類B細胞淋巴瘤是指在臨床表現、形態學和免疫

表型方面同時兼有經典霍奇金淋巴瘤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CHL) 和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 (DLBCL) 部份

特征的侵襲性B細胞淋巴瘤，常原發於縱隔，也可發生

於外周淋巴結。

這型灰區淋巴瘤形態和免疫組化有三種表現形

式：(1)形態學類似於縱隔大B細胞淋巴瘤 (Primary me-

diastinal B cell lymphoma, PMBL)，但異型性更明顯，即

瘤細胞核更大，核仁更顯著，類似於霍奇金細胞，可

出現陷窩細胞。瘤細胞呈片狀分佈。間貭呈程度不同

的纖維化，少量炎細胞浸潤。可出現壞死灶，但周邊

缺乏嗜中性粒細胞浸潤（與霍奇金淋巴瘤不同）。免

疫組化同時表達兩者的特征，即既表達B細胞標記，

CD45(LCA)、CD20、CD79a強陽性，轉錄因數PAX5、

O C T-2及B O B.1陽性，又表達霍奇金淋巴瘤標記，

CD30、CD15陽性。(2)形態上為結節硬化型霍奇金淋巴

瘤，而免疫表型同縱隔大B細胞淋巴瘤 (PMBL)，不同

於CHL，即CD45(LCA)、CD20、CD79a強陽性，轉錄因

數PAX5、OCT-2及BOB.1陽性，CD15陰性；(3)形態上

為PMBL，而免疫表型同CHL，CD30、CD15均陽性，

LCA、CD20均陰性[2,5]。

本型灰區淋巴瘤免疫表型的其他表現為：細胞表

面和胞漿Ig陰性，BCL6可為陽性，但CD10一般為陰

性，ALK一般陰性。縱隔腫塊病例常表達MAL和REL/

p65(與PMBL類似)，大部份病例表達p53。背景小淋巴

細胞多為CD3陽性，CD4陽性部份病例EBV陽性。

分子生物學及細胞遺傳學灰區淋巴瘤病例很少，

目前尚未見特征性遺傳學改變報導。基因譜分析表

明，經典霍奇金淋巴瘤與原發性縱隔大B細胞淋巴瘤兩

者間有許多相似之處。

鑒別診斷

(1)原發性縱隔大B細胞淋巴瘤

瘤細胞形態呈典型的DLBCL，異型性不如CHL，

背景纖維化明顯，嗜酸性粒細胞、嗜中性粒細胞浸潤

不明顯。免疫組化B細胞標記如CD19、CD20、CD79a，

轉錄因數P A X5、O C T2、B O B.1陽性。瘤細胞表達

MAL、REL/P65蛋白。約80%病例可表達CD30，但陽性

細胞比例較低，陽性程度弱且分佈不均勻，大部份病

例表達MUM1(75%)、CD23(70%)。

(2)結節硬化型霍奇金淋巴瘤

發生於縱隔的CHL常為結節硬化型，纖維組織明

顯增生、膠原化纖維條索將瘤組織分隔成結節狀。瘤

細胞異型性明顯，核多呈分葉狀，多見陷窩細胞。背

景可見大量嗜酸性粒細胞、組織細胞等浸潤，也可見

少量中性粒細胞。瘤細胞表達CD30和CD15，CD45和

CD20基本陰性。大部份瘤細胞表達PAX-5。多數瘤細胞

弱表達OCT-2，多不表達BOB.1，罕見兩者同時表達。

(3)組合性淋巴瘤

很少見或僅偶見，發生在縱隔的組合性淋巴瘤多

為CHL與PMBL。鏡下，不同區域分別呈CHL或PMBL形

態和免疫組化表現，兩者分界明顯。

WHO Classification of Tumours of Haematopoietic and Lymphoid Tissues 

(4th edition) IARC Press: Lyon  2008.

García JF, Mollejo M, Fraga M, et al. Large B-cell lymphoma with Hodg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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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

ease, NAFLD) 是指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確的肝損害因素所

致的，以彌漫性肝細胞大泡性脂肪變為主要特徵的臨

床病理綜合症。根據肝內脂肪變、炎症和纖維化的程

度，將NAFLD分為單純性非酒精性脂肪肝 (simple non-

alcoholic fatty liver, S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non-

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 和脂肪性肝硬化[1]。

流行病學

在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中，NAFLD是最常見的慢

性肝病，成人患病率超過30%，肥胖兒童中的患病率高

達38%[1,2]。在我國由於高脂高熱飲食、少動多坐等生活

習慣，NAFLD 的患病率迅速增長且呈低齡化趨勢，香

港、上海、廣州等較發達地區成人NAFLD患病率已達

15%左右[3]。

SNAFL進展緩慢，隨訪10~20年肝硬化發生率僅

0.6%~3%，而15%~25%的NASH可進展為肝硬化[4,5]。NA-

FLD 合併病毒性肝炎（特別是丙型病毒性肝炎）會加

速肝硬化的發展，且預後較差。10%~20%的NAFLD相

關性肝硬化患者需要肝移植否則可死於肝衰竭的併發

症[6,7]，約7%的患者10年內可發展成為肝細胞癌[8]。除了

造成肝臟的損傷，NAFLD已證實與胰島素抵抗有關，

在糖尿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9,10]。急診

科統計顯示，NAFLD也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獨立危險

因素[11]。由此可見，NAFLD作為一種常見病，對其進

行早期診斷、纖維化程度評估、療效評估等有着重要

的臨床意義。

診斷標準

中華醫學會肝臟病學分會2010年修訂的診療指南[12]

提出，NAFLD的臨床診斷需符合以下3項條件：(1)無

飲酒史或飲酒折合乙醇量（男性<140 g/週，女性<70 

g/週）；(2)除外病毒性肝炎、藥物性肝病、全胃腸外營

養、肝豆狀核變性、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可導致脂肪肝

的特定疾病；(3)肝活檢組織學改變符合脂肪性肝病的

病理學診斷標準。

鑒於肝組織學診斷難以獲得，NAFLD定義為：肝

臟影像學表現符合彌漫性脂肪肝的診斷標準且無其他

原因可供解釋；和（或）有代謝綜合症相關組分的患

者出現不明原因的血清ALT和（或）AST、GGT持續增

高半年以上。

NAFLD的病理學診斷為肝腺泡3區大泡性或以大泡

為主的混合性肝細胞脂肪變，伴或不伴有肝細胞氣球

樣變、小葉內混合性炎症細胞浸潤以及纖維化。

影像學診斷方法

肝穿刺活檢 (liver biopsy) 是診斷NAFLD的金標準，

不僅能對脂肪變性程度進行分級，而且能發現NAFLD

伴發的其他肝臟疾病（如病毒性肝炎）。不過，肝穿

刺活檢為有創性檢查，存在一定的風險且可能發生相

關併發症，不易被患者接受。此外，肝穿刺活檢只能

穿刺肝臟某一部位，易產生取樣誤差，尤其對於不均

勻脂肪肝，不能全面評估全肝的情況[13]。超聲、CT和

MRI等影像學檢查克服了組織學檢查的一些缺點，無

創，可重複進行，對NAFLD進行動態監測，可評估全

肝情況，發現肝臟其他病變（如肝細胞癌）等。近年

來影像技術的進展使得肝臟脂肪含量的定性和定量診

斷成為可能。

1. 超聲檢查 (ultrasound)

超聲檢查是目前篩查N A F L D的首選方法，具有

安全無創、無放射性損傷、價格低廉、操作簡便等優

點[14,15]。由於脂肪滴在肝細胞內沉積，肝實質反射增

加，NAFLD在超聲聲像圖上表現為肝臟回聲增強（通

常與腎皮質比較），按照嚴重程度的不同分為三度。

輕度：肝實質回聲輕度增高，肝靜脈和門靜脈邊界清

晰；中度：肝靜脈、門靜脈邊緣模糊；重度：遠場回

聲衰減明顯，深部肝實質及橫膈顯示不清[15]。這種分度

方法較為主觀，不同的操作者可能得到不同的分度結

果。超聲檢查對NAFLD的定量評估尚處於研究階段，

學者們提出了遠場斜率、超聲背向散射積分、彩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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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勒超聲技術檢測脂肪肝血流等多種方法，但日常檢

查中並未廣泛應用。

有報導指出，超聲檢查診斷脂肪肝的敏感性達

60%~94%，特異性達66%~95%[16,17]；對於輕度脂肪肝

（組織學脂肪變性約10%~19%）的敏感性僅55%[18]。肝

纖維化也能造成肝實質回聲增高，有時難以與脂肪肝

區分[19]。技術因素如探頭頻率、儀器參數等也會影響肝

臟回聲的強弱。

總之，超聲檢查對輕度脂肪肝不敏感，不利於

早期診斷，只能進行粗略分級而無法定量評估脂肪含

量，診斷結果容易受到操作者經驗、檢查儀器性能、

肝纖維化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2. CT檢查 (computed tomography)

肝實質密度與肝臟脂肪含量呈負相關，NAFLD在

CT平掃圖像上表現為肝實質密度減低。CT檢查既可以

通過主觀觀察診斷NAFLD，也可以通過客觀測量感興

趣區內的CT值來診斷。

CT平掃定性診斷NAFLD常用正常脾臟作為參照

物，因為脾臟密度較少受到各種彌漫性病變的影響，

且和肝臟處於同一軸位平面[20]。CT平掃時正常肝臟密

度高於脾臟密度，當前者密度低於後者時，即可考慮

脂肪肝的診斷。有研究證實此方法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均較高，分別為88%~95%、90%~99%[21]。

CT平掃定量診斷NAFLD的主要方法有三種：測

定肝臟C T 值、肝臟-脾臟C T值差值及肝臟/脾臟C T

值比值。正常肝臟CT值約50~57亨氏單位 (Hounsfield 

un i t s，HU)，高出脾臟CT值約8~10HU[22]。當肝臟CT

值低於40H U，肝臟-脾臟C T值差值>10H U或肝臟/脾

臟C T值比值<0.8時，高度提示脂肪肝的診斷（脂肪

變性>30%），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3%~100%、

95%~100%[20~24]。

C T增強掃描由於影響因素較多，如碘濃度、注

射流率、掃描時間等，對肝臟脂肪含量檢測的敏感

性和特異性都低於C T平掃[25]。近年來有研究指出，

雙能CT(dual-energy CT) 通過測量高、低能態圖像肝

臟密度間的差異，可對N A F L D進行分度[26]；但雙能

CT診斷NAFLD的價值仍需要大範圍的深入研究的支

持。

總之，CT檢查通過測量、比較CT值診斷NAFLD，

較超聲檢查客觀，但和超聲檢查相似的是，肝臟密度

也易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如碘、銅、糖原沉積、纖維

化等。此外，CT檢查過程中的X 射線對人體有害，不

適於長期隨訪和兒童患者的篩查。

3. MRI檢查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檢查由於無創、無電離輻射、軟組織解析度

高、重複性好等優點，已越來越廣泛的應用於檢測和

定量評價肝臟脂肪含量，是目前最敏感的檢測脂肪肝

的影像學方法[27]。MRI診斷脂肪肝的主要方法包括脂肪

抑制成像 (fat-suppressed imaging)、化學位移成像 (chemi-

cal shift imaging, CSI) 和磁共振波譜分析 (magnetic reso-

nance spectroscopy, MRS)。

脂肪抑制成像的主要方法有基於脂肪與水化學位

移效應的頻率選擇飽和法（又稱化學位移選擇飽和，

chemical shift selective saturation, CHESS）、基於脂肪組

織短T1特性的STIR(short T1 inversion recovery, STIR) 技

術、CHESS和STIR相結合的頻率選擇反轉脈衝脂肪抑

制技術、選擇性水或脂肪激發技術等[28]。這些方法的缺

點在於對磁場均勻性要求較高，特異性較低，對某些

T1值接近於脂肪的組織（如亞急性血腫），也可能被

抑制為低信號。

CSI 的原理是利用水和脂肪質子在磁場中進動頻

率的差異，通過選擇不同的回波時間分別採集回波信

號，可以獲得水和脂肪的同相位 (in phase, IP) 和反相位 

(opposed phase or out of phase, OP) 圖像[28,29]。IP 圖像上，

水和脂肪質子的信號相互迭加，而在OP 圖像上，水和

脂肪質子信號相互抵消，通過對照觀察OP 和IP 圖像的

組織信號有無下降，可以推測該組織中是否含有脂肪

成分，且OP 圖像上的信號強弱與組織內脂肪含量和水

含量的比例密切相關[28-30]。CSI 檢出中重度脂肪肝的敏

感性和特異性分別超過80%和95%，檢出輕度脂肪肝的

敏感性超過85%，特異性達到100%，檢出能力明顯強於

超聲和CT檢查[31]。然而，同反相位得到的脂肪信號和

水信號容易受到多種因素干擾，如T1 弛豫時間、T2弛

豫時間等，特別是在肝臟脂肪含量較低且有鐵沉積的

情況下準確性更低[31]。

利用同相位圖像和反相位圖像，還可進行單獨的

水或脂肪成像，即水脂分離成像，這種方法稱為Dixon

技術[28]。近來，發展了以Dixon技術為基礎的二點修正

Dixon技術、三點法Dixon技術[32-36]。新的Dixon技術通過

重複計算掃描野內的圖像並且運用不對稱相位位移將

信噪比最大化，對照其他方法，其可以明顯提高水脂

分離的能力。運用新的Dixon技術一次成像可以得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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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圖像，即水像、脂肪像、同相位和反相位圖像。此

外，還可以獲得肝臟的容積成像，反映全肝的脂肪分

佈情況。

MRS是目前唯一可無創研究活體組織代謝、生化

改變及化合物定量的方法[28,29,37-39]。MRS與MRI的基本

原理相同，但表現形式不同，前者得到的是代謝產物

的資訊，通常以譜線及數值來表示，而非解剖圖像。

目前，肝臟MRS主要採用氫質子頻譜 (1H-MRS)，通

過測量人體內含氫最多的水峰（4.7p p m處）和脂峰

（1.3ppm處）的波峰下麵積，用兩者的比值來直接反

映活體肝臟的脂肪含量百分比，從而對脂肪肝進行無

創性定性和定量評估。已有一些病理對照研究證實，

在評價脂肪肝的影像學手段中1H-MRS最準確和可靠。

有研究顯示，1H-MRS 還可根據脂峰組成及波峰下麵

積來分析肝內脂肪的不同組成成分和反映脂肪變程

度，並可觀察脂肪肝時肝臟脂質代謝的變化。肝細胞

內脂肪滴包含7 個基團的脂肪酸成分，在有水抑制的

1H-MRS 上可清晰顯示6個基團的脂肪酸波峰，這些峰

值分別代表甲基（-CH3-, 0.9ppm）、亞甲基（-(CH2)

n-, 1.3ppm）、烯丙基（-CH2-CH= =CH-, 2.0ppm）、

羧基-ą亞甲基（COO-CH2-CH2, 2.3ppm）、雙烯丙基

（= =CH-CH2-CH= =, 2.9ppm）、甲烯基（-CH= =CH-, 

5.3ppm）。在無水抑制時1H-MRS 的5.3ppm 脂肪峰多

被水峰掩蓋，各波峰顯示不清，多顯示1.3ppm 的脂肪

峰。根據不同基團脂肪酸的峰值可以評估肝臟不飽和

脂肪酸含量和多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不同的脂肪代謝

異常情況下脂肪組織的飽和脂肪酸及不飽和脂肪酸的

相對含量會發生改變，而飽和脂肪酸和不飽和脂肪酸

含量又與脂肪肝程度及病理分級高度相關。因此，通

過1H-MRS評價肝臟脂肪成分相對含量對臨床評估脂肪

肝的進展和隨訪有重要意義。

小 結

綜上所述，肝穿刺活檢是診斷N A F L D的“金標

準”，但是有創且易發生取樣誤差。不同的影像學方

法檢測NAFLD各有優缺點，要根據臨床需要選取適宜

的檢查方法。雖然超聲及CT檢查都能對NAFLD進行定

性或定量診斷，MRI檢查（特別是CSI及1H-MRS）檢出

輕度脂肪變性的敏感性和特異性更高，更有利於患者

病情的判斷及治療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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