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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期開始，增設“我的老師”欄目，感謝作者的支持，歡迎繼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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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影響着我們每一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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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着的求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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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2014年“鏡湖醫學論壇”收到各類稿件121篇，其中投稿《鏡湖醫學》期刊107篇，限於版面篇幅和

欄目分配，希望作者注意文稿字數，本刊對臨床研究類和經驗交流類等文章已全部錄用，而病例報導類和綜述

類文章只能擇優錄取。

2015年“鏡湖醫學論壇”正在徵稿。

歡迎大家繼續投稿，共同辦好《鏡湖醫學》。論著、綜述、講座類文稿字數（含圖表）一般不宜超過5000

字；短篇論著、技術交流、診治經驗類稿件，一般不宜超過3500字；病例報告不宜超過1400字；述評、評論、

會議紀要類文稿，視具體情況而定。歡迎文稿完全使用英文，但要附中文題目和摘要。

本刊編輯部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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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敲破這扇窗—共同呵護日漸脆弱的醫患關係

李衛平

‧ 特 稿 ‧

司法應當代表普遍正義和社會良心，不僅要獨立於

權力，也要獨立於民意。公正的判決要體現法官的專業和

理性，對涉及醫療的案例應反映出對醫學專業知識的理解

及尊重，如果把非醫療事故的治療結果定性為過失傷害罪

並以此為標杆，大部份臨床醫生都難逃此劫。疾病的發

生、發展及轉歸是一個過程，早期難確診、晚期難治療是

臨床工作中一個常見現象，而醫生個人的能力以及整個醫

學的現有水平，尚無法先知先覺，這是事物發展的自然規

律，不會以法律的意志而改變。醫患雙方對醫患關係的認

知本已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再用法律工具敲破醫患關係

的窗戶玻璃，就像 Zimbardo 之錘擊碎加州中產階級社區

那輛車的玻璃一樣，後果不堪設想。

長期以來，社會缺乏對生命的敬畏，也缺乏對生

命守護者的敬畏，這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宋代范仲淹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故事雖廣為流傳，但當初的

意蘊有醫雖被人視為卑下的技藝，但在救人利物方面，

與相不無相通之處[5]。以醫比相，僅精神層面而已，非

言社會地位。東漢名醫華佗即使在醫術名滿天下時，仍

為自己行醫而後悔，最後也因醫而丟了性命（“遊學徐

土，兼通數經……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

以醫見業，意常自悔。”—《三國志•方技傳》）。

若華佗再世，今天會不會作同樣歎息？

醫務工作者是生命的守護者，不是什麼神，卻履

行着神聖的使命，付出不為人知的代價與犧牲。他們是

一群普通的血肉之軀，只希望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如

果常規工作都是法律陷阱，無論法之良劣，醫生都不願

以身試法，防禦性醫療是自然避害的選擇。如此依法守

法，醫患雙方彼此警惕和防範，導致治療活動無法按照

醫學科學的原則進行，受害者還是病患本身。

密切的醫患關係的重要性從不誇張，在大多數的

病例中，準確的診斷和有效的治療直接依賴這種關係的

品質[6]。為了你我健康，日漸脆弱的醫患關係需要全社

會的共同呵護，請您伸出您的手，與我們一起，修補正

在被敲破的醫患之窗。

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 Philip Zimbardo 在1969年

進行了一項實驗：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一輛停在紐約比

較雜亂的街區，一輛停在加州中產階級社區。他把停在雜

亂街區的那一輛的車牌摘掉，頂棚打開，結果一天之內就

被多批人洗劫拆卸。而擺在中產階級社區的那一輛過了一

個星期卻安然無恙。後來，Zimbardo 用錘把這輛車的玻璃

敲了個大洞，結果，僅僅過了幾個小時，車就底朝天體

無完膚了。Wilson 和 Kelling 據此實驗，提出了“破窗理

論”[1]。這一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個建築物的窗戶

玻璃，而這扇窗戶又未得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暗

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久而久之，在這種公

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蔓延。

現實中，醫患關係正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如同一棟

建築物的窗戶玻璃正在不停地被敲碎，破壞之手來自多方

面。社會誠信危機破壞了醫患關係的基礎，導致信任之窗

被敲破。醫療市場化，雙方的利益分化趨勢被不斷強化，

使利益衝突和矛盾加劇。有限的衛生資源與日益增長的醫

療需求的矛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矛盾都在敲打着醫

患關係的窗戶玻璃。在越來越大的系統中，醫生和病人像

越來越小的參與者，彼此發現雙方距離漸行漸遠[2]。

病人對醫生的期望值過高，對醫學和疾病的規律

沒有理性的認識和誤解，認為醫學進步已無所不能，沒

有不治之症，只是醫生不用心。認為既然給醫院付費，

醫院就必須把病治好。既對醫生抱有幻想，但又不信任

醫生。一份隨機抽樣調查顯示，9.32%病人對醫生完全

不信任，超過一半的病人對醫生半信半疑[3]。

雖然病人需要醫生治療，但在法律和理論上，只

有病人才有權決定是否建立這種醫患關係，只有病人才

可以隨時隨地合法地終止這種關係。醫生則處於被動的

位置：一方面，即便沒有足夠的條件，醫生也得治病；

另一方面，有了充分的條件，醫生也不能保證把每個病

人都治好。由於存在個體差異性，病人的情況各不相

同，同一個醫生治療同一疾病的病人，也會有些人療效

很好，有些人不太好，也有無效和死亡者。其中原因有

時難以說清，但並不都是醫療差錯事故[4]。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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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外科病理的質量監控重要環節中，術中冰凍切

片質量監控 (Frozen section Audit) 擔當十分重要的

角色。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的符合率是評價一

間醫院病理科診斷水平指標之一[1,2]，也是現今質量認證

體系綜合質量管理措施之一。將術中冰凍切片診斷這一

監測點延伸至學科質量監控層面，並提升到作為病理科

室的持續質量改善措施是科室管理不可或缺的環節[3,4]。

術中冰凍切片診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對手術方案

【摘要】  目的 總結和分析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的誤差及其原因，從而提高

術中冰凍診斷的水平。  方法 應用解剖和外科病理主任協會和中華醫學會的評核標準，對

本院病理科2012~2013年間502例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進行回顧性分析和統計，分析

冰凍切片診斷誤差的原因，尋求提高術中冰凍切片診斷水平的方法。  結果 術中冰凍切片

與術後病理診斷結果對照，診斷一致的有443例，佔88.2%。診斷不同的共有3例，佔0.6%。

其中診斷較大不同2例，佔0.4%，延遲報告14例，佔2.8%，均屬合理延遲報告。不宜應用冰

凍佔42例，約8.4%。在30min內報告發出的佔87.3%。  結論 結果符合外科病理主任協會和

中華醫學會的評核標準。術中冰凍切片診斷質量的控制需要臨床、病理醫生及病理技術人員

三方面的配合，科內亦要建立一個術中冰凍切片規範系統，設定一套持續質量改善的管理制

度，並進行質控監測，才能不斷提高術中冰凍切片診斷水平。

【關鍵詞】術中冰凍切片；診斷質量；延遲診斷

Analysis of intraoperative frozen section and subsequent paraffin section pathological diagnosis

CHAN Kin Iong , WAI Kit Cheng , VONG Heong Ting , WEN Jian Ming *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raoperative frozen section and final paraffin pathological 

diagnosis’s discrepancy and their causes, in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diagnosis in intraoperative frozen 
section.  Methods   Total 502 cases of frozen section from 2012 to 2013 were retro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final paraffin diagnosis. The results and cause of discrepancy between both diagnose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standard of Association of Directors of Anatomic and Surgical Pathology and the manipulation guide 
of clinical techniques of Chinese Medical Society.   Results  The diagnostic results of frozen section during 
operation  were compared with  the subsequent paraffin section, the concordance rate was 88.2%(443/502), 
total 3 cases (0.6%) had different diagnosis, in which 2 cases (0.4%) had the major discordance. Total 14 
cases (2.8%) were delayed reported and were resonable. Inappropriate forzen section application were in 
42cases (8.4%). The reports signed out within 30 minutes accounts 87.3%.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result of frozen section during opera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 of Association ofDirectors of 
Anatomic and Surgical Pathology and Chinese Medical Society. A high level of quality control of frozen 
s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good co-operation of clinician, pathologist and technician.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for continuing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of frozen section is also important, in order 
tocontinually promote the diagnosis quality of frozen section.

[Key Words]  Frozen section; Diagnosis quality; Deferr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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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定起關鍵的作用。但由於時間短，冰凍切片和染色

的質量不如石蠟切片，所以冰凍診斷結果與術後石蠟切

片存在一定的差異。本文以回顧本院病理科2012~2013年

的術中冰凍切片病例502例，統計其與石蠟切片診斷結果

的差異，分析差異的原因，總結經驗教訓，從而提高本

科術中冰凍切片診斷的水平。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收集本院病理科2012年1月~2013年12月進行術中冰

凍切片502例，每例定義為一名病人的一部位組織或器

官，不論冰凍切片的片數多少均計算為1例。但如果同一

病人同時送檢不同部位/器官的標本，則按不同部位/器

官分開計算病例數。

二、方法

將術中冰凍送檢的新鮮組織取材並置於一圓底金屬

盤模上，用適量O.C.T.包埋劑固定，置入液氮中快速冷

卻，形成冰凍組織塊，然後其放置於冰凍切片機（Thermo 

Fisher, 英國），在-20℃工作環境下切片，切片厚度約

4μm，切片後經蘇木素和伊紅（H&E）快速染色，脫水，

透明，封片後立即送交病理醫生，供醫生在顯微鏡下觀

察，作出診斷，馬上利用醫院病理報告系統輸入診斷報告

內容，發出報告。每份報告均按照病理科三級複查制度完

成，即由第一級的住院醫生先閱片，經二級的主治醫生複

查，最後由第三級的高級職稱醫生審核後才發出報告。

報告一般在標本到達病理科後的30min內發出，但只

針對一份標本1~2個冰凍切片。當超過2個切片塊或送檢組

織特殊（如含脂肪成分造成製片困難）時，診斷報告時間

適當延長。報告發出後，剩餘的組織用12%福爾馬林(v/v)

固定，石蠟包埋切片常規 H&E 染色，顯微鏡檢查。一些病

例需加做特殊染色和免疫組化染色輔助診斷，最後，將術

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進行對比分析。

三、結果判定

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符合率採用解剖和外

科病理主任協會[2]和中華醫學會《臨床技術操作規範》[5]

的冰凍質量監控標準，分為A~F評級：A.診斷相同；B.合

理的延遲時間；C.不合理的延遲時間；D.診斷輕微不同；

E.診斷較大不同（誤診或漏診）；F.不宜應用冰凍範圍。

該質量監控標準要求A項（診斷相同）是指良惡性相同，

而分類和分級可基本符合。B項（合理的延遲診斷）是指

要多取材，或需要輔助檢測如免疫組化才能最終明確的

病例。C項（不合理的延遲）報告<10%，D項（診斷輕微不

同）一般指診斷良惡性相同，而分類或分級有差異的病

例。E項（診斷較大的不同）報告<3%，指誤診或漏診，

包括良惡性診斷不符，良性誤診為惡性，或相反。F項

（不宜應用冰凍範圍）的具體內容有：①甲狀腺濾泡性

病變/腫瘤（需看全個包膜及有否血管浸潤情況才能作診

斷）；②疑為惡性淋巴瘤（根據組織異型性和免疫組化

反應才能作診斷）；③過小的標本（標本最長徑≦0.2cm

者，冰凍製片困難）；④術前易於進行常規活檢的樣本；

⑤脂肪組織（冰凍製片困難），骨組織和鈣化組織（不能

進行冰凍切片）；⑥需依據核分裂數來判斷良，惡性的軟

組織腫瘤（冰凍切片難以辨認核分裂）；⑦主要根據腫瘤

生物學行為特徵而不能依據組織形態判斷良，惡性的腫

瘤（例如甲狀旁腺腺瘤/癌）；⑧已知具有污染性的標本

（例如結核，病毒性肝炎，愛滋病等）。

結 果

一、送檢組織分佈

502例送檢術中冰凍切片診斷中，最多的組織/器

官為甲狀腺，共193例，佔38%，其次為乳腺91例，佔

18%。以上兩個器官共284例，已超過所有病例的一半

（56%）。其後依次為卵巢、胃腸、皮膚、子宮、肺、

男性生殖系統等（表1）。

二、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的對比

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結果對照（表1），

診斷一致的有443例，佔88.2%。診斷不同的共有3例，佔

0.6%。其中診斷較大不同2例，佔0.4%，1例術中冰凍診斷

為甲狀腺濾泡性腫瘤，術後病理診斷為甲狀腺乳頭狀癌，

另1例術中冰凍診斷為皮膚附件腫瘤，術後病理診斷為基

底細胞癌。延遲報告14例，佔2.8%，均屬於合理延遲報

告。延遲報告發生在重度異型增生或原位癌的腫瘤，如

卵巢黏液性或漿液性腫瘤、乳腺導管內原位癌、聲帶原

位癌，這些病例須待在術後標本多取材、石蠟切片後才能

明確有否（微小）浸潤的病例。最後，不宜應用冰凍佔42

例，約8.4%，主要是甲狀腺佔38例，佔19.7%，均為濾泡

性腫瘤或腺瘤樣結節的病例，需要全部送檢組織包埋取

材，才能明確有否包膜穿透或血管侵犯。其餘為胃腸道間

質腫瘤，軟組織梭形細胞腫瘤，淋巴結等，要通過核分裂

計算、免疫組化或全面取材後才能定病變性質。

三、術中冰凍切片診斷報告發出時間

按照中華醫學會編著的《臨床技術操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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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冰凍切片診斷報告一般在標本到達病理科後的

30min內發出[2,6,7]，但只針對一份標本1~2個取材塊的

冰凍切片。本文502例中，440例在30min內發出報告，

佔87.3%，而64例超過30min，原因是其中8例為疑難病

例，需進行較長時間的閱片和討論所致；29例為腫瘤邊

界手術、需取材2個以上的冰凍塊所致；22例因診斷需

要取材2個冰凍塊以上，增加病變範圍的觀察所致；2例

在短時間內送兩份標本的，冰凍製片和讀片時間延長所

致；3例因脂肪含量多，冰凍製片困難導致超時。

討 論

按照解剖和外科病理主任協會[2]和中華醫學會編著的

《臨床技術操作規範》[5]的冰凍質量監控標準，C項（不合

理的延遲）報告要求<10%，本文結果為0%；E項（診斷較大

的不同）報告要求<3%，本文結果為0.4%。按這2項有特別

要求的指標評定，均達到術中冰凍診斷的質控標準。總體

上，本文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符合率達88.2%，對

比一些國內、國外的文獻符合率較低[8,9]。分析原因，主要

受到F項（不宜應用冰凍範圍）的影響。文獻報導的符合率

不包括F項，而本文F項病例佔42例 (8.4%)，若去除F項病例

再作統計，本文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的符合達95%

以上。本文主要選用解剖和外科病理主任協會術中冰凍質

控的標準（A~E項）進行分析統計，較符合國際要求，該標

準分項細緻，有側重性，着重C項（不合理的延遲<10%）和

E項（診斷較大的不同<3%），而不着重總

體診斷符合率。這樣能顧及各項目的總

體，又有關鍵性細項要求，對整個術中冰

凍流程和環節的管理更科學性，符合持續

質量改善的目的，而不是片面地追求統計

數字[10]。

F項（不宜應用冰凍範圍）僅見於

中華醫學會編著的《臨床技術操作規

範》，在解剖和外科病理主任協會術中

冰凍質控的標準中沒有設立。本文F項的

病例大部份為甲狀腺的濾泡性腫瘤或病

變，目前認為，濾泡性腺瘤屬於濾泡癌

的癌前病變，當濾泡性腺瘤出現包膜浸

潤或血管侵犯才能作出濾泡癌的診斷。

冰凍切片時僅取1至2組織塊，較大的濾

泡性腫瘤不可能將包膜全部取材，因而

濾泡性腫瘤屬不宜應用冰凍範圍，這也

反映了冰凍切片的局限性。此時，冰凍切片診斷常表述為

“濾泡性腫瘤，待術後多處取材石蠟切片明確診斷”，希

望這種診斷方式得到臨床的共識，避免不必要的誤解，並

對病人採取合適的術式[11]。

B項（合理的延遲診斷）有14例，佔2.8%，均屬合理

延遲，低於質控標準的要求（<5%）。詳細分析，B項病變

主要見於：①囊性腫瘤；②囊實性腫瘤；③有微小浸潤癌

可能的病變；④切緣帶脂肪影響切片的病變。①和②的病

變常呈多樣性，如卵巢和腎臟的囊性或囊實性腫瘤，冰凍

切片時難以作出確切良性、交界性或惡性的診斷。尤其卵

巢囊性交界性腫瘤，由於腫瘤體積大，因而取樣誤差也

大，需多取材才能合理評估。文獻報導卵巢囊性腫瘤冰凍

與石蠟診斷的一致性僅為75%[12,13]。囊性病變有時被覆上

皮脫落，冰凍切片中看不到囊壁被覆的細胞，難以確定是

良性還是惡性的囊腫。病理醫生往往在這類囊性病變冰

凍診斷中會較審慎，選擇合理的延遲，待術後在大體標

本中多取材診斷或要求再次送檢冰凍組織，以防誤診。

另一個較常見的延遲原因原位癌，在皮膚、聲帶、咽喉

和乳腺等組織或器官[14,15]出現的微小浸潤癌灶可能十分微

小（<0.1cm），冰凍切片中難以發現和確認，須待石蠟多

取材或多層切片才能明確。臨床醫生亦應認識這種冰凍局

限性，盡量避免送細小活檢組織作冰凍診斷。當冰凍報告

原位癌而又不能確定有否微小浸潤癌存在的時候，應結合

臨床所見採用合適的術式，待石蠟明確診斷時再進一步處

表1.2012~2013年間502例術中冰凍切片與術後病理診斷的對比

組織來源 例數
診斷相同
A(%)

合理延遲
報告
B(%)

不合理延
遲報告
C(%)

診斷輕度
不同意
D(%)

診斷較大
不同意
E(%)

不宜應用
冰凍
F(%)

甲狀腺 193 154(79.8%) 0 0 0 1(0.5%) 38(19.7%)

乳腺 91 89(97.8%) 2(2.2%) 0 0 0 0

卵巢 42 37(88.0%) 5(11.9%) 0 0 0 0

胃腸 29 26(89.7%) 2(6.9%) 0 0 0 1(3.4%)

皮膚 28 26(92.8%) 1(3.57%) 0 0 1(3.6%) 0

子宮 22 22(100%) 0 0 0 0 0

肺 21 21(100%) 0 0 0 0 0

男性生殖 18 17(94.4%) 1(5.6%) 0 0 0 0

腦組織 16 16(100%) 0 0 0 0 0

軟組織 15 12(80.0%) 0 0 0 0 3(20.0%)

耳鼻咽喉 13 9(69.2%) 3(23.0%) 0 1(7.7%) 0 0

輸尿管腎 9 9(100%) 0 0 0 0 0

淋巴結 3 3(100%) 0 0 0 0 0

口腔 2 2(100%) 0 0 0 0 0

合計 502 443(88.2%) 14(2.8%) 0 1(0.2%) 2(0.4%) 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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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最後，B項病例是帶較多脂肪的標本，如皮膚、乳腺

腫瘤切緣，因脂肪組織在現時冰凍切片機的低溫溫度下難

以切取完整的切片，嚴重影響鏡下觀察，結果常與石蠟切

片差異大，合理的延遲診斷可以避免誤診。

在E項（診斷較大不同）中，本文2例均屬病理診

斷錯誤，1例甲狀腺乳頭狀癌在術中冰凍中誤診為甲狀

腺濾泡性腫瘤。事後分析，此例乳頭狀癌屬濾泡型，邊

界清楚，並有包膜，形態與濾泡腫瘤極為相似。即使在

石蠟切片也要根據腫瘤是否具備乳頭狀癌的特徵，如乳

頭狀結構、砂粒體、核磨砂玻璃樣、核溝和核包含體等

改變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在冰凍切片診斷時，要求病

理醫生注意和考慮到這2種腫瘤的鑒別，多參考甲狀腺

冰凍的文獻及經驗總結[11]。同時，建議在甲狀腺可疑

腫瘤的術中冰凍時、同步進行腫瘤細胞學塗片，由於塗

片能保留細胞核改變的細節，有助於甲狀腺乳頭狀癌的

診斷。另1例為皮膚的冰凍病例，術中診斷為皮膚附件

腫瘤，石蠟為基底細胞癌。由於該腫物在冰凍時形態呈

毛髪源性腫瘤，與基底細胞癌極相似，需要作免疫組織

化學檢測輔助診斷。我們建議，對一些在術中冰凍未能

確診的病例，應多與臨床聯系，並提供鑒別診斷，使手

術醫生在術中掌握最有用的信息，作出合理的决定。

有關術中腫瘤冰凍切緣診斷，臨床和病理意見不

一致。Black[14]和Fukamachi[15]等對頭頸部腫瘤及乳腺

腫瘤術中冰凍切緣問題深入分析，提出最好的方法是依

據自身醫院臨床與病理科間的共識去執行，通過溝通，

才能達到最佳的術中冰凍診斷質量。臨床應盡量切取少

含脂肪的組織送檢，常規進行術中冰凍切片診斷風險的

告知，病理方面亦應盡力提高切片質量[16,17]。更為重要

的是病理科設定術中冰凍三級複查制度，保證診斷的準

確性。技術人員則要提高冰凍製片和染色技術，如盡量

切取合適的深度，或多切不同層面。

此外，冰凍報告時間 (Frozen section Turn Around Time, 

TAT) 亦是一重要質控指標，本科已引入TAT作質控，要求

在標本到達後30min內發出報告。冰凍快速診斷不要盲目追

求速度。在保證診斷準確性的基礎上，盡快完成報告。即

使偶爾延長報告時間，亦屬合理，相信臨床醫生能理解。

總的來說，術中冰凍切片診斷質量的控制需要臨床、

病理醫生及病理技術人員三方面的配合。如近1年病理科

與皮膚科互動溝通後，對皮膚腫瘤切緣問題，如手術標本

位置的標示、切緣與腫瘤的距離、取材及報告的規範等在

雙方共識下，整個術中冰凍過程更順暢，診斷更準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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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病理科要建立一個術中冰凍切片規範系統，包括避免

錯誤發生(prevent pre-sign out error)，對疑難病種有針對

性的處理、防範辦法，檢測錯誤成因(detect post sign-out 

error)，醫技人員的準入和培訓要求等的一套持續質量改善

的管理制度，才能不斷提高術中冰凍切片診斷水平。

（本文編輯：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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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直腸癌是本澳常見的惡性腫瘤，據最新出版的澳

門癌症登記年報顯示，其發病率佔所有新發惡性腫瘤的

12%，且在近10年呈上升趨勢，目前居癌症發病率的第二

位，其死亡率也佔惡性腫瘤死亡率的12%，居癌症死因第

三位[1]。

本研究的目的是初步瞭解本澳無症狀人群腸鏡檢

查的結直腸癌及腺瘤檢出率，並分析相應患者的臨床特

徵，以推測其高危因素。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1.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2年1月~2012年12月

期間，於本院體檢中心預約腸鏡檢查的無症狀人群的腸

鏡檢查結果和臨床特徵。共有203例患者入組。

2.納入標準  年齡大於18歲，無消化道症狀，無

結直腸癌病史和無結直腸腺瘤性息肉病史及其家族史，

無遺傳性結直腸癌病史和無炎症性腸病病史的人群，並

且完成全結腸鏡檢查（插鏡至盲腸）。

3.排除標準  有結直腸手術史，有息肉病史或結

直腸癌病史，有血便、長期腹瀉、消瘦等症狀，腸鏡檢

查未完成。

二、方法

【摘要】  目的 了解本澳無症狀人群通過腸鏡檢查的結直腸癌及腺瘤檢出率及其臨床

特徵。  方法 2012年全年於本院進行腸鏡檢查的無症狀人群203例，回顧性分析其臨床特徵

和病理活檢結果，並分析腸癌及腺瘤患者的高危因素。  結果 203例受檢者中檢出結腸癌3

例(1.48%)，腺瘤70例(34.48%)，其中高危腺瘤30例(14.78%)。60歲以上受檢者腺瘤檢出率

高於50歲以下受檢者(P=0.013)，有吸煙史人群高危腺瘤檢出率高於無吸煙史者(P=0.037)。  

結論 本組無症狀人群中結腸癌和腺瘤的檢出率分別是1.48%和34.48%，其中在60歲以上人群

和有吸煙史的人群檢出率較高。

【關鍵詞】腸鏡；無症狀人群；結直腸癌；腺瘤

Incidence of colorectal neoplasm detected by colonoscopy in 203 asymptomatic persons

ZHANG Jin Wen 1, TAM SioWa 2, CHOI I Cheong 1, CHAOWai Man 2, YU Hon Ho 1*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clinical feature and incide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adenoma 

in local healthy persons by colonoscopy routine examination.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and December 
of 2012, 203 asymptomatic individual underwent complete colonoscopy in our center. Their report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high risk factor of colorectal neoplasm.   Results  Total 3 cases 
(1.48%) of colorectal cancer,and 70 cases (34.48%) of adenoma were diagnosed, in which 30 of them had 
high grade adenomas. People older than 60s (P=0.013) and smokers (P=0.037) had higher incidence of 
colorectal neoplasm.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adenocarcinoma and adenoma among 203 persons 
were 1.48% and 34.48% respectively. People older than 60 and smokers have higher inc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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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用回顧性分析設計，由本院體檢中心電子檔

案中提取符合條件的患者相關資料，包括性別、年齡、

吸煙史、腸癌家族史、腸鏡檢查結果。

2.腸鏡由本院消化科醫生完成，腸鏡病理標本由

本院病理科醫師出具病理診斷。腸鏡檢查結果主要包括

息肉的病理類型、大小、部位和數目。所有息肉均予切

除或取活檢以明確病理診斷。

3.病理類型分為腸癌、腺瘤、非腫瘤性息肉，其

中腺瘤分為鋸齒狀腺瘤、絨毛狀腺瘤、管狀絨毛狀腺

瘤、管狀腺瘤。同時，按腺瘤進展為惡性腫瘤的危險

性，將腺瘤分為2組：高危腺瘤組和低危腺瘤組。符合

以下任一條件即為高危腺瘤：腺瘤直徑≧10mm，>3個腺

瘤，具絨毛狀結構或重度不典型增生。低危腺瘤的定義

為1~2個直徑≦10mm管狀腺瘤[2,3]。有多個病變部位的受

檢者，按預後最差的病理類型進行分析。

4.病變部位由遠端向近端分為直腸、乙狀結腸、

降結腸、橫結腸、升結腸、盲腸共6個節段。

5.資料處理及分析：用SPSS 20.0軟件分析腸癌及

腺瘤的檢出率。各分組間腸癌的檢出率差異分析採用

Fiber確切概率法，各分組間腺瘤及高危腺瘤的檢出率

差異分析採用X2檢驗，P <0.05認為差異有統計意義。

結 果

2012年1月~12月於本院體檢中心預約腸鏡檢查，

並提供家族史及吸煙史的無消化道症狀受檢者207例，

其中1例有腸道手術史，2例放棄腸鏡檢查，1例腸鏡檢

查終止於肝曲，共4例被排除。203例符合研究標準，

平均年齡51.03±9.30歲，其中男性131例，平均年齡

50.79±9.48歲，女性72例，平均年齡51.46±9.00歲。

表1.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徵

特徵 總人數(n=203) 男性(n=131) 女性(n=72)

年齡

20-29歲 2 1 1

30-39歲 18 12 6

40-49歲 66 48 18

50-59歲 89 55 34

60-69歲 21 10 11

70-79歲 6 4 2

80-89歲 1 1 0

有腸癌家族史 20 11 9

有吸煙史 56 50 6

1.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徵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徵分佈如表1所示。

2.腸癌、腺瘤及非腫瘤性息肉的檢出率

共125例受檢者發現息肉樣病變，按預後最差的病

理類型進行分析，各類型檢出人數如表2所示。其餘78

例(38.42%)無息肉病變。

3例腸癌患者的病理類型分別為原位癌、微小浸潤

腺癌、中分化腺癌。

70例腺瘤檢出者中，64例為單一腺瘤病理類型，6

例具有2種腺瘤病理類型。鋸齒狀腺瘤共5例10個，其中

2例同時有管狀腺瘤；管狀絨毛狀腺瘤共12例12個，其

中4例同時有管狀腺瘤；管狀腺瘤共60例103個。總腺瘤

數為125個，未檢出絨毛狀腺瘤。

表2.腸癌、腺瘤及非腫瘤性息肉的檢出人數及百分比

腸鏡息肉樣病變的病理類型 檢出人數(%)

腸癌 3(1.48)

浸潤癌 2(0.99)

原位癌 1(0.49)

腺瘤 70(34.48)

高危腺瘤* 30(14.78)

腺瘤直徑>10mm 16(7.88)

腺瘤個數>3 13(6.40)

絨毛狀結構 12(5.91)

重度不典型增生 1(0.49)

低危腺瘤 40(19.70)

非腫瘤性息肉 52(25.62)

增生性息肉 45(22.17)

炎症性息肉 7(3.45)

*部份患者同時具有高危腺瘤的多項特徵。

3.病變部位分佈

3例腸癌患者中，1例為乙狀結腸癌，2例為降結腸癌。

70例腺瘤檢出者中，47例僅累及一個部位，20例

累及2個部位，3例累及3個部位。直腸、乙狀結腸及降

結腸檢出的腺瘤佔45.83%，橫結腸、升結腸及盲腸檢出

的腺瘤佔54.16%。具體分佈如表3。

表3.腺瘤在結腸各部位的分佈

病理類型 總人數 結腸各部位的檢出人數

直腸 乙狀結腸 降結腸 橫結腸 升結腸 盲腸

腺瘤 70 7 20 17 18 26 8

高危腺瘤 30 3 10 10 9 12 3

低危腺瘤 40 4 10 7 9 14 5

4.性別與腸癌及腺瘤檢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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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腸癌患者中，2例為男性，1例為女性，分別佔

所在性別的1.53%和1.39%，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1.000)。

131例男性受檢者中發現腺瘤者49例(37.40%)，

72例女性受檢者中發現腺瘤者21例(29.17%)，男女比

例為1.28:1，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237)。其

中男性高危腺瘤者22例(16.79%)，女性高危腺瘤者8例

(11.11%)，男女比例為1.51:1，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P=0.275)。

5.年齡與腸癌及腺瘤檢出率

受檢者按年齡分為3組：20~49歲組、50~59歲組、

60~89歲組。

3例腸癌患者均為40~65歲，確切年齡分別為43、

59、62歲，分別佔所在年齡組的1.16%、1.12%、3.57%。

隨着年齡的增大，腺瘤、高危腺瘤的檢出率逐漸增

高，如表4所示。不同年齡層的腺瘤檢出率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經兩兩比對分析，60~89歲組腺瘤檢出率較20~49歲

組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3)。20~49歲與50~59歲

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24)，50~59歲與60~89歲兩

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77)。不同年齡層的高危腺

瘤檢出率呈上升趨勢，但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4.不同年齡層人群的腺瘤檢出率比較

病理類型 各年齡組的檢出人數(%)

20-49歲 50-59歲 60-89歲 P值

n=86 n=89 n=28

腺瘤 24(27.9) 31(34.83) 15(53.57) 0.046

高危腺瘤 11(12.79) 12(13.48) 7(25.00) 0.258

6.腸癌家族史與腸癌及腺瘤檢出率

20例有腸癌家族史的受檢者中1例(5.00%)檢出腸癌，

9例(45.00%)檢出腺瘤，其中5例(25.00%)為高危腺瘤。

183例無家族史的受檢者中2例(1.09%)檢出腸癌，61例

(33.33%)檢出腺瘤，其中25例(13.66%)為高危腺瘤。有家

族史組的腸癌、腺瘤、高危腺瘤檢出率均較無家族史者

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69、0.297、0.305)。

7.吸煙史與腸癌及腺瘤檢出率

有吸煙史的受檢者中1例(1.28%)檢出腸癌；無吸

煙史的受檢者中2例(1.36%)檢出腸癌，兩組間差異無統

計學意義(P=1.000)。

如表5所示，吸煙組的高危腺瘤檢出率較無吸煙組

高，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同時，吸煙組的腺瘤檢出率

也較無吸煙組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5.吸煙組與無吸煙組的的腺瘤檢出率比較

病理類型
吸煙組的檢出人數(%)

n=56
無吸煙組的檢出人數(%)

n=147
P值

腺瘤 25(44.64) 45(30.61) 0.060

高危腺瘤 13(23.21) 17(11.54) 0.037

討 論

本研究中腸癌檢出率為1.48%，與既往的部份研究

相似[4]，而且3例腸癌分期均較早，進一步證實，對無

症狀人群行腸鏡檢查有助於腸癌的早期診斷。腸癌的預

後與早期診斷有很大關係，早期結直腸癌的5年生存率

可達90%，而晚期只有12%[5]。因此，對無症狀人群行腸

鏡檢查是腸癌早診早治的有效方法，從而達到改善患者

的預後的目的。

同時，結直腸腺瘤是結直腸癌最主要的癌前病

變，內鏡檢查並切除癌前病變可以大大減少結直腸癌10

年內甚至10年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2]。美國胃腸病學會

及中華醫學會消化分會的共識指南都推薦腸鏡作為腸癌

篩查的主要手段[2,3]。

目前普遍認為，結直腸癌的發病與生活方式密切

相關，而生活方式具有地域性的特點。因此，不同的地

區有不同的發病風險[1,5-7]。

在美國，針對平均風險的個體，結直腸癌篩查指

南推薦結腸鏡篩查起始年齡為50歲[2]。所謂平均風險的

人群是指無大腸癌的相關症狀或預警症狀、無大腸癌病

史和無大腸腺瘤性息肉病史及其家族史，無遺傳性大腸

癌病史和無炎症性腸病病史的人群[8]。

而內地主要研究的熱點在於，利用一些容易獲得

的資訊，如年齡、性別、家族史、吸煙史、飲食習慣

等，對無症狀人群的發病風險進行危險分層，然後針對

其中發病風險較高的人群再進行結腸鏡檢查，以期提高

診出率並降低醫療支出[9]。

本研究初步探索了本澳地區無症狀人群的腸癌及

腺瘤檢出率及其臨床特徵，下一步應進一步研究這些因

素於疾病的相關性，進一步建立本地區的危險分層因

素，合理的給予腸鏡檢查的建議。

本研究中，腺瘤檢出率34.48%，其中高危腺瘤檢

出率14.78%，即約1/3的受檢者可通過腸鏡檢查早期發

現腺瘤這一癌前病變並行內鏡下切除。由於腺瘤散佈於

結腸各節段，因此本澳無症狀人群的腸鏡檢查應選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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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腸鏡，而非乙狀結腸鏡。這一結論，也曾在其它研究

中被證實[10]。

大於60歲的受檢者，其腺瘤檢出率較年輕者高，

提示其腸鏡檢查所得的獲益最大。吸煙者的高危腺瘤檢

出率高，提示吸煙會增加罹患結腸高危腺瘤的風險。這

與既往的研究結果相類似，提示對吸煙者的腸鏡檢查應

較普通人群積極[11,12]。

本研究中，有腸癌家族史組的腸癌及腺瘤檢出率均

較無家族史組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回顧既往多項研

究，有腸癌家族史的受檢者，其腸癌及腺瘤的發生率均較

無家族史者高[13-16]。考慮到本研究中有家族史組的人數較

少，後續研究中需進一步加大樣本量進行分析。

本研究作為回顧性分析，受限於歷史資料的原

因，基礎特徵的記錄專案較少，部份基礎特徵分組人數

未能匹配。部份亞組分析，如20~39歲、70~89歲等年齡

層的樣本量少，需合併多個年齡層進行分析。總體樣本

量不大，多項基礎特徵分組，如性別、有無腸癌家族史

的分組比較，雖有百分比的差異，但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後續研究需加大樣本量，以進一步分析。

綜上所述，對無症狀人群的全結腸鏡檢查有助於

早期發現腸癌及腺瘤。年齡大於60歲是結腸腺瘤的高危

因素，吸煙史是結腸高危腺瘤的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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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ylori)自1982

年成功分離培養出來，至今已20多年。H.pylori是一種

單級、多鞭毛、螺旋形彎曲的細菌，長2.5~4.0μm，寬

0.5~1.0μm，有時H.pylori喪失典型的螺旋形狀表現為

新的形式，包括U形、環形或球形[1]。H.pylori感染是慢

性胃炎、消化性潰瘍的重要病因，與胃癌和黏膜相關淋

巴組織淋巴瘤關係密切[2]。因此檢測HP感染具有重要的

臨床意義。臨床上對有上消化癥狀行胃鏡檢查的患者，

進行胃黏膜活檢，同時進行病理學診斷和H.pylori檢測

已成為常規。為此本文對在本院行胃鏡及病理活檢的

1073例患者的結果進行分析，從臨床病理角度探討其與

胃黏膜病變的關係。現將結果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標本來源

收集本院2013年1月~2013年5月資料完整的胃黏膜活

檢病例1073例。

二、方法

所有標本均經10%中性福爾馬林固定，常規脫水、

包埋，切片。分別做HE和GIEMSA染色。

三、病理檢查

胃黏膜病理改變包括：1.慢性胃炎：黏膜固有層不

同程度的淋巴細胞、漿細胞浸潤。2.萎縮：胃黏膜固有腺

體不同程度的減少。3.活動性炎症：黏膜固有層和/或上

【摘要】  目的 研究幽門螺桿菌(H.pylori)感染與胃黏膜病變的關係。  方法 選取

有上消化道癥狀的患者1073例，分別進行胃鏡、病理組織學及H.pylori檢測。  結果 全部

1073例患者中有353例H.pylori陽性，陽性率為32.9%。H.pylori感染者胃黏膜活動性炎症、

淋巴濾泡形成顯著高於H.pylori陰性者(P<0.05)，而H.pylori感染與腸上皮化生、萎縮無顯

著性差異。  結論 胃黏膜病變與H.pylori感染密切相關，胃黏膜活檢對H.pylori感染有診

斷價值。

【關鍵詞】胃炎；幽門螺桿菌；病理變化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s and pathological change of gastric 
mucosa

XIAO Gang , CHAN Kin Iong , SIN Lai Fong , WAI Kit Cheng , YIP Yuk Ching , KU Kit Ming , Wen Jian Ming *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infection 

and pathological change of gastric mucosa.  Methods    1073 patients with upper digestive symptom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underwent examinations including upper digestive endoscopy, 
pathologic histology and H.pylori infection test.   Results   353 cases were H.pylori positive in 1073 
patients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32.9%. In chronic gastritis patients, the active inflammation and lymph 
follicle formation rate in H.pylori infection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pylori negative 
patients(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intestinal metaplasia and atrophy.  Conclusion   
The gastric mucosa lesions we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H.pylori infection. Gastric mucosa biopsy pathology 
is valuable in diagnosis of  H.pylori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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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內見中性粒細胞浸潤。4.淋巴濾泡：淋巴細胞聚集及生

發中心形成。5.腸上皮化生：胃黏膜出現杯狀細胞。

四、統計學處理

組間資料比較採用X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應用SPSS 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結 果

一、臨床資料。

1073例胃黏膜活檢標本中，男性483例，女性590

例，年齡10~90歲，平均年齡48.7歲。

二、H.pylori感染情況

1073例胃炎患者H.pylori陽性者353例，其中男性

182例，女性171例。H.pylori感染率為32.9%，與患者

性別無顯著性差異（P>0.05）。

三、H.pylori感染與胃黏膜病理變化的關係

病理類型：慢性非萎縮性（淺表性）胃炎948例，

慢性萎縮性胃炎125例；377例有活動性炎症，696例無活

動性炎症；298例有腸上皮化生。淋巴濾泡形成96例。

本研究顯示本院H.pylori陽性者活動性炎症、淋巴濾

泡發生率顯著高於H.pylori陰性者(P<0.05)。H.pylori感

染與腸上皮化生及萎縮無顯著性差異（見表1）。

表1.1073例胃黏膜病變與H.pylori檢出率

胃黏膜病變 H.pylori陽性 H.pylori陰性

活動性炎癥 271 106*

淋巴濾泡 76 20*

腸上皮化生 138 160**

萎縮 58 67**

注：*兩組相比，P<0.05；**兩組相比，P>0.05

討 論

H.pylori感染的發生呈世界性分佈，其感染率有

明顯的地域差異。在某些人群中不到15%，而在不發達

地區可達100%。在同一地區的不同人群之間也有明顯差

異[3]。盡管目前H.pylori感染的發生率有所下降，但世

界上至少仍有50%的人群有H.pylori感染[4]。中國是世

界上高感染率國家，其原因與共用餐具的習慣有關。中

國廣東地區自然人H.pylori感染率為42.01%[5]。香港地

區自然人H.pylori感染率為58.4%。在功能性消化不良

病人中感染率高於無症狀人群[6,7]。尚未見到澳門地區

H.pylori感染率的相關報導。

幽門螺杆菌感染的診斷技術己日益完善和準確。臨床

上，H.pylori感染的常用檢查方法主要有以下幾種：1.組

織學；2.血清學；3.糞便檢測；4.C-尿素呼氣試驗。本

研究顯示本院慢性胃炎組織學診斷H.pylori感染的感染

率為32.9%。與廣東省及香港地區比較，本院慢性胃炎

患者H.pylori檢出率偏低。導致檢出率低的可能原因如

下：1、由於H.pylori呈灶性分佈，內鏡活檢存在取樣誤差

或取材不足時，會造成假陰性。活檢數量越多，H.pylori

檢出概率越高。2.如果組織中細菌量極少，不易觀察，

容易漏診。3.有時幽門螺杆菌形態為不常見的形態，如

球形，在GIEMSA染色和HE切片中不易識別，極易漏診。

Faigel等[8]認為胃黏膜病理改變可作為H.pylori感

染的預測指標，本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設想。H.pylori感

染者活動性炎症、淋巴濾泡形成顯著高於H.pylori陰性

者(P <0.05)。因此，活動性炎癥、淋巴濾泡形成是幽

門螺桿菌相關性胃炎病理診斷的形態學線索，可作為

H.pylori感染的陽性預測指標。

因組織學診斷H.pylori感染有一定的假陰性，當

病理提示胃黏膜為中至重度慢性活動性胃炎或淋巴濾泡

形成，但H.pylori為陰性時，臨床醫生應結合患者的情

況綜合分析，排除假陰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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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是心肌，時間就是生命”。急性心肌梗 死的治療關鍵是及時開放梗死相關血管的前向血流。

經皮冠狀動脈介入(PCI)療效優於溶栓治療[1]，但PCI療

【摘要】  目的 以"Door-to-Door"時間為指標，評價本院急性冠脈綜合症(ACS)快速通

道的執行狀況，分析ACS患者行介入治療延誤的原因並提出相關改善措施，提高快速通道的

執行率。  方法 對本院2010年9月~2012年03月期間，經急診診斷ACS並進行經皮冠脈介入

治療(PCI)患者作回顧性分析。記錄患者自急診掛號就診，再經會診確定需行PCI，至出急

診送往導管室的各段時間，簡稱急診進門-出門時間(Door to Door time, D2D)。將D2D以

60min為界線，分為D2D≦60min組及D2D＞60min組。監測D2D、心電圖時間、心電圖識別時間

的達標率。對餘下的組成環節作兩兩對比，找出導致D2D延誤的組成環節、延誤原因。  結

果 所收集啟動“ACS快速通道”接受的患者有103例。中位急診進門-出門時間是94min。

D2D≦60min組有22例，達標率為21.4%(22/103)。急診判讀心電圖、急診總住院醫生、內科

醫生、家屬商議時間、導管室準備等為主要延誤環節。  結論 D2D達標率的改善有很大的空

間。通過加強急診科醫生培訓、改革導管室的啓動方式、完善導管室及人員配置、普及醫學

知識的推廣教育可以縮短D2D時間。

【關鍵詞】急性冠脈綜合症；快速通道；進門-出門時間；門-囊時間；延誤原因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fast track and strategies for 
shortening the door-to-door time in Macau KiangWu hospital

WONG Wai I ,  LU Zheng Feng *,  LEONG Chon Hang ,  SI Ieong Iok
Department of A&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ACS fast track with Door-to-

door time. Analyze the causes of delay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S and formulate releva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ACS fast track.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ACS related symptoms was conducted fromSeptember 2010 to March 2012. Door-to-door Time (D2D) 
included the time from the emergency registration, consultation to determine PCI procedure, until the 
patient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atheter lab.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D2D≤ 60min group and D2D>60 min 
group. Compliance rate of D2D, ECG, ECG recognition time in both groups were monitored and then 
two-two-comparison of the remaining part of D2D was mad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delayed component 
and causes.   Results  Total 103 cases received PCI. Median D2D was 94min. Only 22 cases was brought 
into D2D ≤60min group and with a compliance rate of 21.4%(22/103). Preoperative Preparation time, 
Relatives consideration time, Emergency delay, Chief  Resident arrival time and Medicine arrival time were 
the main delayed components.  Conclusion   D2D compliance rate can be improved by strengthening 
emergency physician training, populariz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modified catheterization laboratory 
activation and staffing.

[Key Word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Fast track; Door-to-door time; Door-to-balloon time; The 
cause of 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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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下降與治療延誤密切相關[2-4]。門-囊時間(Door-to-

Balloon time, D2B)是國際上公認用以評價PCI醫療品質

的指標之一。早在2004年，美國心臟病學會/美國心臟

協會(ACC/AHA)修訂的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臨床

指南中建議D2B≦90min，這也是本院所追求的目標。然

而，國外NRMI的研究資料顯示僅有＜50%患者的D2B能達

標[5]。本院急診科根據2010美國心臟協會修訂的心肺復

甦和心血管急救指南，配合各科間的行政特點，與心內

科共同制定了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ACS)的快速通道，當

中制定患者自急診入門至離開急診搶救室並送往導管室

的時間段，即進門-出門時間(Door-to-Door time, D2D)

是≦60min。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本院急診科2010年9月~2012年3月期間，

ACS相關症狀的患者。

二、PCI指征

1.STEMI或新發左束支傳導阻滯(LBBB)且發病時間

≦12h的患者，若在正常上班時間首先PCI治療；非正常

上班時間若存在溶栓禁忌症時選擇PCI治療。

2.STEMI或新發LBBB，發病時間＞12h，並存在高

危因素，若正常上班時間選擇PCI治療。

3.心絞痛/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UA/NSTEMI)患

者並存在高危因素，正常上班時間選擇PCI治療。

4.首次心電圖未見異常或未能作出診斷者，觀察

當出現動態心電圖及心肌酶改變或高危因素時，且在正

常上班時間選擇PCI治療。

高危因素指：(1)嚴重胸痛；(2)反覆/持續ST段下

壓；(3)室性心動過速；(4)血流動力學不穩定；(5)心

力衰竭。

三、資料收集

本研究通過查閱病歷、護理記錄以及心電圖上所

顯示的時間，記錄如下時間點：1.來診時間點；2.第1

次心電圖時間點；3.急診科醫生查看第1次心電圖時間

點；4.聯繫急診科總住院醫生時間點；5.急診科總住院

醫生到場時間點；6.聯繫內科醫生會診時間點；7.內科

醫生到場時間點；8.內科醫生向家屬建議PCI時間點；

9.聯繫心科會診時間點；10.心科醫生到場時間點；

11.患者/家屬回應同意PCI治療時間點；12.聯繫導管室

時間點；13.離開急診搶救室時間點。

將D2D分為≦60min組及＞60min兩組，並劃分為以

下時間段：

1.心電圖時間段：就診至完成第1次心電圖時間點，

要求10min內完成；

2.醫生識別時間段：第1次心電圖時間點至急診科

醫生查看該次心電圖時間點，要求5min完成；

3.急診科聯繫時間段：急診科醫生查看第1次心電

圖時間點至聯繫急診科總住院醫生時間點；

4.急診科總住院醫生到場時間段：聯繫時間點至

到場時間點；

5.急診科總住院醫生會診時間段：急診科總住院

醫生到場時間段至聯繫內科總住院醫生時間點；

6.內科醫生到場時間段：聯繫時間點至到場時間

點；

7.內科醫生會診時間段：內科醫生到場時間點至

聯繫導管室時間點/聯繫心科醫生會診時間點（若需要

心科醫生會診情況下）；

8.心科醫生到場時間段：內科總住院醫生聯繫心

科會診時間點至心內科醫生到場時間點；

9.心科醫生會診時間段：心科醫生到場時間點至

聯繫導管室時間點；

10.家屬考慮時間段：內科/心科醫生向家屬建議

PCI時間點至患者/家屬回應同意PCI治療時間點；

11.術前準備時間段：患者/家屬回應同意PCI治療

時間點至離開急診搶救室時間點。

於D2D＞60min組中查找病歷中記錄的延誤原因。每

例患者找出主要的延誤環節（部份患者存在2個同樣重要

的延誤環節），而每個環節只找出1個延誤的原因。

四、統計學處理

資料庫建立及數據分析應用SPSS 19統計軟體。符

合正態分佈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偏態分佈

資料以中位數和四分位數間距表示，兩組間比較採用

Mann-Whitney U檢驗（非參數法）。P＜0.05有統計學

意義。

結 果

排除病歷資料不完整、失訪者、經門診就診的案

例，共收集119例患者，有2例的多個會診記錄時間點不

明確，故剔除。餘下的117例中具有PCI指征者107例，

行PCI的有103例；有指征但未進行PCI的患者有4例，其

中有3例是由於導管室佔用中，未能馬上行PCI，予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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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治療；1例是由於家屬拒絕行PCI。

一、研究對象的一般特徵

D2D為非正態分佈(r=0.025＜0.05)，D2D中位數

為94min，最小值是17min，最大值是335min。D2D以

60m i n為界線，分為D2D≦60m i n組及＞60m i n兩組。

D2D≦60min組呈正態分佈，D2D＞60min組呈非正態分

佈，其中D2D≦65min有9例，而D2D≦70min有17例。

二、兩組D2D時間段的檢驗（見表1）

三、病歷中記錄的延誤因素（見表2）

表2.兩組D2D時間段的檢驗

延誤分類 例數 延誤分類 例數

急診因素 患方因素

心電圖不典型 6 聯繫不上家屬 3

症狀不典型 4 經費問題 1

誤判陽性心電圖 1 需行心肺復甦術 3

未及時聯繫 4 考慮時間長 22

總住院醫生延誤 2 依從性差 1

內科因素 導管室因素

醫生到場延誤 10 使用中 3

會診延誤 15 手續問題 2

討 論

D2B中重要的構成組分是“急診進門至進入導管

室的時間(Door-to-Needle, D2N)”。首都醫科大學

附屬安貞醫院的研究顯示D2B的縮短主要得益於D2N的

縮短[6]。假設本院“急診出門-球囊時間”穩定的前提

下，那麼D2D與D2B具有同步性，其達標率具有可比性。

本次研究顯示本院D2D中位數為94min，達標率為

21.4%(22/103)。日本的一項大型前瞻性研究顯示中位

D2B為42min，達標率97.2%[7]。新加坡的研究顯示中位

D2B為110min，達標率為34.7%。美國第二次國家心肌

梗死注册研究(NRMI)報告中位D2B為116min，達標率為

29.4%[8]。北京安貞醫院統計中位D2N為135min，達標率

為24.7%[6]。北京潞河醫院報告中位D2B時間為120min，

達標率為19.5%[9]。不同醫院的D2B達標率差異甚大，但

本院的D2D達標率明顯偏低。如何縮短D2D成為本院需積

極面對的問題。

1. 急診科的相關因素

兩組數據中行心電圖檢查時間的中位數分別為

5min及4min35sec，無統計學差異(P=0.233)，且均符

合指南要求的10min。但本次研究發現：D2D＞60min組

中，而超時≦10min有17例，若D2D改善10min，達標率

可提升至1.8倍(37.9%vs21.4%)，可見10min的時間也非

常寶貴，相當於指南中要求的心電圖時間。目前，院前

心電圖可以明確縮短D2B已是熱門話題[6]。

急診科醫生判讀心電圖時間兩組的中位數分別為

1min及2min30sec，雖有統計學差異(P=0.042)，但均

符合指南設5min的要求，且時間短，研究改善的空間

D2D≦60min組（n=22）

（時:分:秒）

D2D＞60min組（n=81）

（時:分:秒）
P值

D2D總時間 43:30（34:45-57:36） 01:34:00（01:10:00-02:05:00） 0�000

年齡(歲) 67.5（55.5-77.5） 58.0（51.0-66.0） 0.026

心電圖時間段 03:00（00:00-06:15） 04:00（01:49-09:00） 0�233

醫生識別時間段 00:00（00:00-03:00） 02:00（00:00-07:02） 0�042

急診科聯繫時間段 00:00（00:00-00:00） 02:00（00:00-08:17） 0�000

急診科總住院醫生到場時間段 00:00（00:00-01:30） 03:00（00:09-05:00） 0�000

急診科總住院醫生會診時間段 00:00（00:00-03:30） 03:00（00:00-07:00） 0.055

內科醫生到場時間段 04:00（02:00-07:00） 06:00（05:00-11:45） 0.014

內科醫生會診時間段 03:00（00:00-13:30） 07:30（02:00-18:00） 0.075

心科醫生到場時間段 05:00（00:00-16:00） 13:30（05:00-21:30） 0.110

心科醫生會診時間段 00:00（00:00-05:00） 00:00（00:00-08:45） 0.807

家屬考慮時間段 00:00（00:00-06:15） 05:00（00:00-25:00） 0.005

術前準備時間段 20:00（11:30-32:45） 33:00（23:00-45:00） 0�004

表1. D2D≦60min組與D2D＞60min組的組成時間段的比較〔50%(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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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本次研究資料中發現有1例對陽性心電圖誤判導

致延誤，有4例急診聯繫延誤，還有對不典型症狀或心

電圖處理的問題。作為首診的急診科醫生應對ACS的症

狀、心電圖的判讀、診斷標準、快速通道的流程、PCI

指征有足够的培訓和良好的掌握；對ACS病徵有高度警

惕性，若心電圖不典型難以判斷或病情存在疑問時需及

時上報上級醫生，避免採取過於觀望的態度或復發依賴

實驗室檢查，以免耽誤治療時機。

急診科總住院醫生到場後能較快作出準確决定

(P =0.055)，可擔當醫療質量監控角色；但本次研究

發現啟動總住院醫生的聯繫時間及到場時間均不理想

(P =0.00)。除上述原因外，還需加強急診總住院醫生

危機意識培訓，優先處理病情預後與治療時限相關的病

人。研究病例中，最長的到場時間為50min，原因是正

在外院轉運另一患者。科室需設置更好的層級支援制

度，避免總住院醫生同時處理多個病人以致未能兼顧。

2. 內科的相關因素（包括心內科）

研究發現內科醫生到場時間為延誤因素之一

(P =0.014)。程序中先由內科醫生會診，再通知心科醫

生，會診時內科醫生往往需要重複急診科醫生的首診程

序，亦往往重蹈着急診延誤的覆轍。雖然兩組的心科醫

生到場時間(P =0.110)及會診的時間(P =0.807)無統計學

差異，但兩組的中位數(3min vs 7min30sec)、(5min 

vs 13min30sec)差距較大，於D2D＞60min組中所佔的時

間比例亦較大，作為可控性的人為因素之一值得重視。

Elizabeth等人總結的策略指出有心科醫生在場可使D2B平

均縮短14.6min[10]。由急診科醫生直接聯繫心科醫生，通

過網絡傳輸心電圖影像、電話報告病情等，能有效地縮短

D2D。

研究也發現15例的會診延誤，是由於內科會診醫

生下達了流程以外的醫囑，回顧這些醫囑均非必要性

的；也有由於沒馬上啟動下一程序而未作說明的。可見

內科會診醫生，應清晰瞭解及嚴格執行本院已制定的

ACS快速通道指引。

3. 患方因素

D2D不達標組患方做決定的考慮時間段長(P =0.01)

是導致D2D延誤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各地區的普遍難

題。有研究發現家屬商議時間佔D2B的25%~27.27%[7,9]，

原因是患者家屬對心肌梗死嚴重性認知不足導致治療積

極性差，部份患者家屬對治療有焦慮或猶豫；另外，家

庭經濟能力也是導致家屬商議時間延遲的原因[11]。解

決方案包括：普及心肌梗死症狀及治療的知識；提高溝

通技巧，降低患者及家屬的恐懼心理，提高治療依從

性，都有助縮短家屬商議接受治療的時間。ACS有年輕

化的傾向，澳門對65歲以上的人群提供醫療福利，而對

於少數無經濟能力的青壯年人缺乏支援，而這些人往往

是家庭的支柱及社會的有生力量。對ACS的防控與治療

的投入，政府需要加大力度。

4. 導管室因素

術前準備時間兩組有統計學差異(P =0.05)，其中

導管室的啓動佔主要部份，其延誤與導管室手術量大而

手術臺不足、導管室人員就位需時有關。本院指引由心

科醫生啟動導管室，急診及導管室同步術前準備，先入

院後補辦入院手續，減少了行政手續的延誤。但本研究

發現術前準備時間仍阻礙了D2D的達標，將導管室啓動

時間提前，是有效的解决辦法之一。Elizabeth等人總

結的策略指出，直接由急診醫生聯繫啓動導管室，D2B

平均縮短8.2min[10]。研究顯示非心血管專業的急診科

醫師經過培訓後，錯誤啓動導管室的機率很低[12]。

關於ACS快速通道的實施執行，醫生、護士、技術

人員、患者及家屬均參與其中，同時受醫院工作時間、

工作人員配置、工作經驗、院內設備、病情不穩定等衆

多因素影響，每一部份均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次研究以

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數據作出歸納分析，提出建議，希引

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如何改善流程、增強合作、提高醫

療質量，還需多方面多角度的科學探討，共同制定切合

本院實際並且可行的改善方案。

本研究的不知之處在於樣本量較少，而且分佈不

均，D2D≦60min組的病例數較少，而D2D＞60min組的病

例數是前者的翻倍，故需要用Explore功能校正監測D2D

和各時間段的正態分佈性，以解決小樣本的問題，但校

正後全部均無配對正態分佈，所以全部應用非參數法比

較。

另外，時間點的準確記錄非常重要，非客觀性的

延誤因素亦需有清楚的記錄，這些對於日後釐清責任的

歸屬及階段性回顧總結都能提供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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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比卡因用於腰麻起效迅速，鎮痛、肌鬆完善，是

目前臨床上常用的藥物，但布比卡因對心臟及中樞神經

系統毒性較強，且出現併發症後極難糾正。左旋布比卡

因是布比卡因的一種純左消旋鏡像體藥物，與布比卡因

相比其對心臟和神經系統的毒性較低[1]，目前臨床上已

廣泛應用於硬膜外阻滯麻醉及神經阻滯麻醉。本研究旨

在觀察相同劑量左旋布比卡因和布比卡因兩者用於剖宮

產術腰麻的麻醉效果、術中麻黃素使用量、產婦下肢運

動評分及兩組新生兒APGAR評分，為臨床應用提供依據。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擇期腰麻下剖宮產產婦39例，單胎足月妊娠，年齡

18~35歲，體重50~80kg，ASA I~Ⅱ級。排除標準:凝血功

能障礙，腰椎穿刺部位局部感染，合併中樞神經系統疾

病，妊娠合併症以及局麻藥過敏。患者隨機分為左旋布

比卡因組和布比卡因組。腰麻穿刺失敗者退出試驗。

二、方法

產婦進入手術室後持續監測心電圖(E C G)、心率

(HR)、無創血壓(BP)、血氧飽和度(SPO2)，開放上肢外

周靜脈補液HAEMACELL300ml後，右側臥位取L3~4間隙行

單次腰麻，穿刺成功後以1ml/12s的速度分別注入0.5%

【摘要】  目的 比較0.5%左旋布比卡因和0.5%布比卡因用於剖宮產術腰麻的臨床應用

效果。  方法 腰麻下擇期剖宮產術的產婦39例，隨機分為左旋布比卡因組和布比卡因組，

比較兩組產婦的麻醉效果、術中麻黃素的使用量、產婦下肢運動評分(Bromage scales)及新

生兒1min及5min APGAR評分。  結果 兩組產婦均取得滿意的麻醉效果(P＞0.05)；左旋布比

卡因組產婦麻黃素用量較布比卡因組產婦少，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左旋布比卡

因組產婦下肢運動評分較布比卡因組低，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新生兒APGAR

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左旋布比卡因用於剖宮產術腰麻效果滿意，血流

動力學更穩定，產婦術後恢復快，對新生兒無不良影響，臨床上使用安全可靠。

【關鍵詞】左旋布比卡因；布比卡因；腰麻；剖宮產術

Spinal anesthesia with levobupivacaine versus bupivacaine in cesarean section

PUN Wai ,  LI Tao ,  CHO Lei Kan ,  CHIN Hiu Fai * 
Department of Ana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anesthetic effect of 0.5% isobaric levobupivacaine versus 

bupivacaine in cesarean section.  Methods   39 patient undergoing caesarean section under spinal anesthesia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eceive injections of 0.5% isobaric levobupivacaine 3ml or bupivacaine 3ml. 
The effect of the anesthetics, usage of ephedrine, Bromage scores of legs,1 min- and 5 min- Apgar's scores 
for neonates were not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effect of the 
anesthetics(P>0.05). There were less usage of ephedrine in the levobupivacaine group than the bupivacaine 
group(P<0.05). Bromage scores of legs were lower in the levobupivacaine group than the bupivacaine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Apgar's scores (P>0.05).
Conclusion   Spinal anesthesia with 0.5% isobaric levobupivacaine in caesarean section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achieves an ideal anesthetic effect, and there is no adverse effects in neonates.

[Key Words] Levobupivacaine; Bupivacaine; Spinal anesthesia; Caesare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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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布比卡因3ml或0.5%布比卡因3ml。

三、觀察指標

麻醉效果以用針刺法確定患者感覺阻滯平面。注

藥後每3min記錄一次BP、HR、SP02，BP下降30mmHg或降

低＞25%時，靜脈給予麻黃素10mg/次，記錄術中麻黃素使

用總量。記錄所有產婦麻醉後1min及3min運動阻滯評分，

採用改良Bromage標準（0分，下肢活動自如；1分，下肢

不能伸舉；2分，髖膝不能屈曲；3分，髖、膝、踝均不能

屈曲）。記錄所有嬰兒娩出後1min及5min APGAR評分。

四、統計分析

以SPSS16.0統計軟件處理，P＜0.05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兩組產婦年齡、體重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兩組產婦感覺阻滯平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與布比卡因組比較，左旋布比卡因組產婦

1、3min下肢運動評分較低，麻黃素的使用量較少，其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兩組產婦下肢運動評分和麻黃素使用量的比較

組別 n
下肢運動評分

麻黃素用量（mg）
1min 3min

左旋布比卡因組 19 0�083±0.001* 1.789±0.787# 4±9.947&

布比卡因組 20 0.667±0.485* 2.750±0�444# 11.052±12.425&

P 
*＜0.05; P 

#＜0.05; P 
&＜0.05

兩組新生兒產後1min、5minAPGAR評分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P>0.05)（表2）。

表2.兩組新生兒APGAR評分的比較

組別 APGAR評分(1min) APGAR評分(5min)

左旋布比卡因組 9.950±0.223 10

布比卡因組 10 10

P>0.05

討 論

布比卡因是R(+)型鏡像體和S(-)型鏡像體等量混合

的消旋體，其藥代學與毒性取決於鏡像體的選擇性。布

比卡因的心臟毒性和中樞神經系統毒性來源於右旋R(+)

型鏡像體。研究表明S(-)型鏡像體在體內分佈廣泛，與

血漿蛋白結合率及血漿清除率高，血藥游離濃度低，半

衰期短，消除快，因此神經系統和心血管系統毒性顯著

降低。左旋布比卡因是單純S(一)型鏡像體布比卡因，目

前已廣泛應用於硬膜外和外周神經阻滯[2]，但在腰麻中

使用還不多見。Gautier等[3]對比左旋布比卡因、布比卡

因和罗哌卡因腰麻的研究為本研究提供了可行性依据。

布比卡因腰麻起效快，鎮痛、肌松完善，完全滿

足剖宮產手術對麻醉的要求，現在臨床上使用的布比卡

因是一種重比重藥液，其在腦脊液中的擴散速度快，腰

麻後麻醉平面迅速達到最高水平，產婦下肢及下腹部血

管迅速擴張，加上產婦仰臥位低血壓綜合征的作用，產

婦腰麻後循環易波動。與布比卡因相比，左旋布比卡因

是一種等比重藥液，其在腦脊液中的擴散速度較重比重

藥液慢，使用左旋布比卡因腰麻後，其麻醉平面上升速

度相對較緩慢，產婦循環的波動較小。本研究中左旋布

比卡因組產婦血壓下降幅度較小，麻黃素使用量較少，

證明左旋布比卡因用於產科腰麻比布比卡因較為安全。

而且左旋布比卡因組產婦下肢運動評分較布比卡因組

低，顯示其有感覺運動分離阻滯的特點，術後產婦運動

神經功能恢復較快[4]，產婦術後臥床時間相應縮短，對

產婦術後的恢復以及提早培养母婴感情和增加母婴健康

都有积極的臨床意義[5,6]。

本研究中兩組新生兒產後1min、5min的APGAR評分

無明顯差別，說明左旋布比卡因腰麻並不影響新生兒的

APGAR評分。

綜上所述，左旋布比卡因腰麻在剖宮產術中的麻

醉效果確切，對產婦的循環影響小，血管活性藥物的使

用量較少，產婦恢復快，不影響新生兒的APGAR評分，

臨床使用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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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病人離開急診後之重返率是急診醫療品質的重

要監控指標之一，計劃外急診重返的問題會造成急診資

源的耗用、醫療照顧成本增加，更導致患者不便，甚至

患者生理上不適和損傷，可能引發法律問題。台灣醫策

會將美國的醫療品質指標引進台灣，定名“台灣醫療品

質指標計劃(Taiwan Quality Indicator Project)”，以

品質指標來監控照護品質，而在急診領域中，計劃外急

診重返(unplanned ED return)是指急診病人自急診離院

後非計劃性於短時間內再返診就診的情形[1]。雖然很多

研究者探討非計劃性72小時內急診危險因子和原因，但

本院急診處方2天藥給患者，所以本文探討48小時內重返

問題更合適。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根據台灣醫療品質指標計畫(Taiwan Quality Indi-

cator Project) 計畫外重返定義：48小時內：當重返就

診時間距前次急診就診在48小時內，即：本次急診就診

之檢傷時間—前次急診就診之檢傷時間≦48小時。計劃

外重返：在多次利用急診的診病患中，若該次就診時間

【摘要】  目的 分析本院48小時計劃外急診重返的情況及如何改善。  方法 對本院資

訊科技科擷取的2013年1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的48小時內計劃外急診重返的病例納入研究

對象。  結果 (1)2013年11月~2013年12月來急診總人次是29063，48小時內重返1370人次，

48小時重返率4.71%，急性呼吸道感染佔49.78%，急性消化道感染則為27.14%。(2)檢傷分級

I、Ⅱ，兒內科，婦產科的48小時內重返率分別是8%，9.03%，9.76%和7.27%. (3)48小時內

計劃外急診重返在急診醫生不同職級和診治時間段有差異。  結論 本院的急診計劃外重返

有着其本身特點—平診病例多，重返率高。急診部門通過各種措施減少可避免的急診重返，

從而減輕急診病人多的壓力。

【關鍵詞】計劃外急診；重返率

Analysis of unplanned emergency department return within 48 hours

HONG Wei  Jun ,  LI Da Bin *,  LU Zheng  Feng ,  SONG Wen Yuan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 ICU,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s of unplanned emergency department return within 

48 hours and evaluate it’s improvement.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the data retriev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ur hospital with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2013.   Results  
(1)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visited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were 29603 people with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2013, including 1370 patients return within 48 hours, and the unplanned ED return 
rate was 4.71%. (2) The unplanned ED return rate of grade I, grade II, pediatrics , obstetrics & gynecology 
were 8%,9.03%,9.76% and 7.27% respectively. (3)There were differences of unplanned ED return rate in 
doctors of different rank and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Conclusion    The features of unplanned emergency 
department return were that non-emergency cases were numerous and unplanned ED return rate was high.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should adopt various measures to decrease unplanned ED return rate.

[Key Words]  Unplanned emergency; Return rate

48小時內急診計劃外重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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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次就診相差小於48小時，返診原因並非由醫護人員

計劃性要求患者重返急診者，即定義為該次就醫為計劃

外重返。數據源自在2013年11月~2013年12月期間，到本

院急診室和氹仔急診室就診人次和48小時內返診人次。

數據由本院資訊科技科提供。

二、研究內容

對所有檢傷級別、急診分科科別、急診的醫生的

職級、急診的看診時段、主要病種進行統計。

三、研究方法

透過次數分配表(frequency table)與交叉表列

(cross-tabulation)手法，以次數(count)與相對百分

比(relative percentage)說明控制變數，包括急診分

科科別、急診的醫生的職級、急診的看診時段、主要病

種。並使用SPSS 21統計軟包，運用Pearson相關係數的

概念來檢定兩個變數之間的關連性，分析檢傷級別、急

診分科科別、急診的醫生的職級、急診的看診時段。以

上分析皆P<0.05為檢定之顯著水平。

結 果

一、一般資料

急診總人次需排除院前死亡人數(2013年11月和12

月急診死亡人數共13人)。2013年11月~2013年12月來急

診總人次是29063，48小時內返診1370人次，48小時返

診率4.71%。2013年11月和12月檢傷分級I、Ⅱ、Ⅲ、

IV、未分級的比例構成分別是0.17%、6.14%、68.17%、

20.84%和4.68%。2013年11月和12月發熱人數共是5449

人，佔18.75%；腹瀉人數共是3724人，佔12.81；咳嗽人

數共是6289人，佔21.64%。急性呼吸道感染佔48小時重

返率49.78%，急性消化道感染則為27.14%。

二、檢傷級數與計劃外急診48小時重返（表1）

表1.檢傷級數與計劃外急診48小時重返之統計 (N=27703)

看診人數 重返人數 重返比例 P

I 50 4 8%

Ⅱ 1672 151 9.03%

Ⅲ 19937 1013 5.08%

IV 6044 183 3.03%

<0.001

注：袪除未檢傷分級人數

表1所示，在a=0.05的條件之下，計算出的Pearson ×2之P值為<0.001，“檢傷
級數”存在差異。

三、兒內科和成人急診48時內重返的疾病主要分

類（表2）

表2.兒內科和成人急診48時內重返疾病主要分類

呼吸道感染 消化道感染 其他 總和

兒內科 331(57.87%) 185(32.24%) 56(9.79%) 572

成人急診 333(43.70%) 177(23.23%) 252(33.07%) 762

四、看診醫生科別與急診48時內重返（表3）

表3.看診醫生與急診48時內重返之統計 (N=29063)

看診人數 重返人數 重返比例 P值

兒內科 5862 572 9.76%

婦產科 330 24 7.27%

成人急診 22871 762 3.33%

＜0.001

本研究利用Pearson卡方檢定來檢視此資料是否具備一致性；如表1所示，在
a=0.05的條件之下，計算出的Pearson ×2之P值為<0.001，“看診醫生科別”
存在差異。

五、急診醫生職級與急診48時內重返（表4）

表4.急診醫生職級與急診48時重返 (N=24663)

看診人數 回診人數 回診比例 P值

急診主治醫生 8952 314 3.51%

急診住院醫生 11979 422 3.52%

輪科醫生 3732 166 4.45%

＜0.001

注：袪除婦產科和兒內科醫生診治的病人

本研究利用Pearson卡方檢定來檢視此資料是否具備一致性，因為急診醫生在
氹仔的當值的時候會診治兒內科病人，所以這裡包括氹仔的兒內科2005病人；
如表2所示，在a=0.05的條件之下，計算出的 Pearson ×2之P值為<0.001，“急
診醫生職級”存在差異。

六、看診時段（表5）

表5.看診時段與計劃外急診48小時內重返之統計 (N=24663)

看診人數 回診人數 回診比例 P值

08:00~16:00 7863 261 3.32%

16:00~24:00 11130 369 3.32%

00:00~08:00 5671 272 4.80%

＜0.001

本研究中“看診時段”就診人數和回診比例，如表3所示，在a=0.05的條件之
下，計算出的Pearson ×2之P值為<0.001，“看診時段”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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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澳門地區24小時急診服務主要由政府的仁伯爵綜

合醫院和本院兩間醫院提供。本次研究的檢傷分級比率

為I級為0.17%，Ⅱ級為6.14%。可能是季節上的差異，

與台灣某醫學中心急診的檢傷分級比率為I級11.9%，檢

傷分級Ⅱ級32.0%[2]相比較，我們的急診的危重病人不

多，大部份病人屬於門診性質，氹仔分診更為明顯。

Pierceh等報導2天內的重返率3.0%[3]，Gordon等報

導72小時內的重返率3.4%[4]，在台灣，醫學中心72小時

非計劃性急診返診率應低於3.61%[1]，而我們的48小時

內重返率4.83%是明顯增高。澳門隨着旅游和博彩業的

興旺，賭場和周邊產業24小時運作，而我們的門診服

務還是跟以前的時間運用，這樣急診無形中跟澳門的

發展更好地配合，氹仔的門診在18:00~21:00也是這樣

一種調節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如表1所示，尤其我們

的I、Ⅱ級檢傷的病人48小時返率非常高，而台灣某醫

學中心的檢傷分級I、Ⅱ的72小時重返率分別是2.9%和

4.0%[2]。我們應該讓I，Ⅱ級檢傷的病人離院時嚴格把

關，提高急診的醫療品質，因為這部份病人有潛在生命

危險，容易引起醫療糾紛。

如表2所示，急診呼吸道感染佔48小時內重返率

49.78%，急診胃腸炎則為27.14%。從科別上看，如表3

所示，兒內科的48小時重返率9.76%是明顯高的比例，

這固然與2013年11月和12月流感的爆發引致高熱難退，

和輪狀病毒在多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班爆發引起的胃腸症

狀[5]持續一定時間有關，他們的父母遇到這樣狀況不斷

求醫，源於對發熱和胃腸炎處理的認識不足，這有賴於

醫護人員在就醫當時提供良好的疾病說明與衛生教育，

良好的醫患關係互動將可以獲得病患及家屬的信賴，併

發出相關疾病指引。台灣的蔡惠珠[6]等提出“降低急診

小兒發燒72小時再返診方案”，其方案內容包括修訂小

兒發燒衛生指導手册，修訂衛生指導流程、推動急診病

童（家屬）諮詢專線和出院電訪關懷服務作業及舉辦在

職教育及制定人員衛生指導執行監控等措施，使小兒發

熱病童72小時再返診的比率由6.8%降至4.9%。台灣的林

麗玲[7]等就急診常見的出診診斷-急診腸胃炎病患制定

急診出院病人電話訪問作業標準方案，使專案前的72小

時返診率5.38%降為專案後的3.4%。由此看來，我們醫

院可從48小時最多重返的急性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的疾

病制定方案減少急診返診人次。在這些方案可由醫生可

以和護士共同制定，護士在衛生指導和照護指導擔當重

要角色，這樣醫護合作，減少急診重返率。

澳門鏡湖急診在08:00~24:00安排一名急診的高

年資住院醫生或低年資主治醫生在觀察室對留觀病人

再審視後才可離院，碰到病情複雜或疑難的病人再請

示上級醫生，還有在8:00和16:00進行1次集體交班，

把病情複雜或疑難的病人提出進行討論。這些措施使

08:00~24:00小時的重返率幾乎一樣，說明醫療品質有

保障。在00:00~08:048時段重返率則明顯高，這可能與

這時段本身的病人並不少，加上之前候診的病人，導致

繁忙，這個時段的醫生容易疲累，病情解釋相對不夠詳

細、這樣造成這個時段48小時的重返率則明顯高。

綜合以上所述，本院的急診重返有着其本身特

點—危重病不多重，返率高。急診部門不僅僅由資訊科技

科送來的重返數據來監測病人[8,9]，我們更應從具體細節

中找出原因，這樣才能更好地提高我們急診的質量，如我

們看到不同時段和不同醫生診治引致不同的重返率，我們

應採取措施：如急診部門做好人力安排，以及由資深醫生

小心診視重返的病人，必要的實驗室檢驗，以及在急診病

人出院前由主治醫生簽章許可等措施[3,9]，來減少可避免

的急診重返。如呼吸道感染和胃腸炎在我們的急診中佔絶

大多數，我們制定相應方案來減少急診重返率。此外，急

診部門也應定期審查返診的急診返診病歷和舉行相關研討

會，以提昇急診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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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相關之問題(drug-related problems)為醫療

團隊關注的熱點之一[1]。有學者估計2000年美國要花費

高達1774億美元來處理因藥物引起的致病及致死等相關

的問題，其中住院費用佔總額70%(1215億)，長期照顧費

用佔18%(328億)[2]。藥師的角色是查探藥物在使用的全

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的問題，作出適當干預。至於如何干

預、干預後結果如何，則需要工具來量化及分析。

本文試採用台灣藥師公會全聯會建立之藥師專業判

【摘要】  目的 量化住院處方單藥師干預的情況。  方法 收集2014年5月~6月期間C

座住院樓住院處方單經審單藥師手寫登記之專業判斷性服務案例。採用台灣藥師專業判斷

性服務編碼系統(AABBCC)記錄。  結果 共收集40宗案例，被登記之科別排序為：(1)內科

32.5%；(2)兒科32.5%；(3)外科22.5%。藥物治療問題(AA)排序為：(1)病人對此藥品過敏

30%；(2)劑量過高22.5%；(3)給藥間隔太短12.5%；(4)重複用藥(同一種藥或同一藥理分類) 

10%。藥師介入建議(BB)之排序：(1)換用另一種藥品30%；(2)停用某藥27.5%；(3)改變劑量

20%；(4)改變用藥間隔15%。藥師介入結果(CC)之排序：(1)停用某藥22.5%；(2)更改劑量

20%；(3)換用另一種藥品17.5%；(4)經醫師確認，依原處方調配藥品17.5%；(5)更改用藥間

隔/頻率7.5%。  結論 本院藥物治療問題首位（病人對此藥品過敏）值得關注，藥師與醫生

溝通效果仍有提升空間。

【關鍵詞】藥師專業判斷性服務；藥物治療問題；藥師介入建議

Discussion of pharmacists’ cognitive service

TANG Wan Chon*,  HOI Ka Kei
Department of Pharmac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pharmacist’s intervention on drug-related problems in the inpatient 

department (Block C).  Methods  Interventions made by pharmacists between May 2014 and June 2014 
were recorded manually on a data record sheet. Each drug-related problem and the subsequent action taken 
were classified using the Taiwan Pharmacists’ cognitive service coding system (AABBCC).   Results  A 
total of 40 interventions were recorded. 32.5% of which were found in medical wards, 32.5% in pediatric 
ward and 22.5% in surgical wards. The four most common drug-related problems encountered (AA) were 
drug allergy (30%), drug overdose (22.5%), over-frequent dosing (12.5%) and duplicated therapy (similar 
pharmacological action) (10%).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pharmacists (BB), in order of the rate of 
occurrence were to switch to another medicine (30%), to discontinue the medicine (27.5%), to make a 
dose change (20%) and to change the dosing interval (15%). Results of intervention(CC) is summarized 
as followed: (1) the concerned medicine being discontinued (22.5%), (2) the dose changed (20%), (3) the 
concerned medicine being replaced (17.5%), (4) the original prescription being dispensed with confirmation 
from the prescriber (17.5%) and the dosing interval changed (7.5%).  Conclusion   Awareness regarding 
patient’s allergy status needs to be raised since drug allergy happens to be the most occurring drug-related 
problem. There is also a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rescribers and pharmacists.

[Key Words]  Pharmacists’ cognitive service; Drug therapy problems; Pharmacists’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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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性服務編碼系統AABBCC[3]，量化及分析住院處方單藥

師干預的情況，以作改善日後工作之用。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收集2014年5月~6月期間C座住院樓住院處方單，經

審單藥師手寫登記之專業服務案例。

二、方法

採用台灣藥師公會全聯會建立之藥師專業判斷性

服務編碼系統AABBCC[3]，記錄藥師所發現的疑似藥物治

療問題(AA碼)，藥師建議內容(BB碼)，以及醫師(醫生)

的回應結果(CC碼)，對應之編碼表請參考表1。

編碼表中藥物治療問題經整理分類，其編碼分為

七大項目：1.需增加藥品治療。2.不需要的藥品治療。

3.藥品選擇不適當。4.藥品在體內的量不足。5.藥品在

體內的量過高。6.藥品不良反應。7.其他。

結 果

經審單藥師手寫登記之專業服務案例共40宗，登記

之前五大科別為：1.內科32.5%(13)。2.兒科32.5%(13)。

3.外科22.5%(9)。4.眼科5%(2)。5.婦產科5%(2)。

前五大藥物治療問題(AA)為：1.病人對此藥品過

敏30%(12)。2.劑量過高22.5%(9)。3.給藥間隔太短

12.5%(5)。4.重複用藥（同一種藥或同一藥理分類）

10%(4)。5.藥品選擇不適當（還有更有效、安全、方便

或便宜的藥）5%(2)。

藥師介入建議(BB)之結果排序：1.建議換用另一

種藥品30%(12)。2.建議停用某藥27.5%(11)。3.建議改

表1.藥師專業判斷性服務之編碼系統AABBCC

A類：疑似藥物治療問題(AA) ◇ 藥品在體內的量可能過高 B類：藥師介入活動(BB)

◇ 有病沒用藥，需增加藥品治療 A51 劑量過高 B11 建議開始用某藥

A11 有未治療的急性狀況或疾病 A52 給藥間隔太短 B12 建議停用某藥

A12 應給予預防性藥物治療 A53 治療期間過長，藥量累積 B13 建議換用另一種藥品

A13 需合併另一藥來加強療效 A54 因交互作用造成劑量過高 B14 建議改變劑量

A14 慢性病應用藥而醫師未開藥 A55 病人肝腎功能不佳 B15 建議更改藥品數量

　 　 B16 建議改變用藥間隔

◇ 沒病卻用藥，刪除不需要的藥品治療 ◇藥品不良反應 B17 建議改變治療期限

A21 此藥沒有適應症存在 A61 藥品—藥品交互作用 B18 建議改變劑型

A22 重複用藥(同一種藥或同一藥理分類) A62 病人對此藥品過敏 B19 建議更改給藥時間/用藥方法

A23 此症狀不需藥物治療 A63 劑量調整速度太快 B21 建議以BA/BE學名藥替代

A24 用來治療另一藥可避免的副作用 A64 對病人不安全(如疾病危險因子、 B22 向原處方醫生確認

A25 缺乏可支持的檢驗數據 懷孕、哺乳、幼兒、老人) B23 建議生化、血液或療效監測

　 A65 在正常劑量下，產生不期望的藥理反應 　

◇ 藥品選擇不適當 A66 使用不安全藥品 C類：藥師介入結果(CC)

A31 藥品劑型不適當 A67 病人特異體質 C11 醫師增加一藥來治療

A32 有治療禁忌 A68 不正確給藥方式 C12 停用某藥

A33 有配伍禁忌 　 C13 換用另一種藥品

A34 病人對藥品有耐受性或抗藥性 ◇ 其他 C14 更改劑量

A35 還有更有效、安全、方便或便宜的藥 A91 幾種用藥給藥時間太複雜 C15 更改藥品數量

A36 吃藥時間過於複雜 A92 用藥觀念不正確 C16 更改用藥間隔/頻率

A37 可選用單一成分藥，不需用到複方藥 A93 藥貴、不願意買 C17 更改治療期限

A38 從前用此處方藥物治療失敗 A94 不瞭解正確用藥方法 C18 更改劑型

A39 不符合此適應症 A95 常忘記用藥 C19 更改給藥時間

　 A96 無法吞下或給藥 C21 經醫師確認依原處方調配藥品

◇ 藥品在體內的量可能不足 　 C22 以BA/BE學名藥替代

A41 劑量過低，或血中濃度不夠 　 C23 醫師採用治療性取代

A42 給藥間隔太長 　 C24 醫師開始新治療法

A43 治療期間不足 　 C25 醫師沒接受意見，問題沒有解決

A44 因交互作用造成劑量降低 　 C26 已執行

A45 給藥方式造成藥量進入太少 　 　

A46 藥品儲存方式不適當 　 　

A47 選用藥品廠牌不恰當 　 　



28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5, Vol 15. No.1鏡湖醫學201 5年6月第15卷第1期

變劑量20%(8)。4.建議改變用藥間隔15%(6)。

藥師介入結果(C C)之結果排序：1.停用某藥

22.5%(9)。2.更改劑量20%(8)。3.換用另一種藥品

17.5%(7)。4.經醫師確認依原處方調配藥品17.5%(7)。

5.更改用藥間隔/頻率7.5%(3)。

討 論

與台灣某些醫院數據比較，藥物治療問題最主要

為：重複用藥、劑量過高及給藥間隔太短。藥師介入建

議主要為：改變劑量、停用某藥及換用另一種藥品。藥

師介入結果主要為：換用另一種藥品、停用某藥及更改

劑量[4,5]。

值得注意的是本院藥物治療問題首位：病人對此

藥品過敏30%(12)，於其他醫院數據中並未見排入五大

位置，可見本院此問題較突出，而且情況亦較嚴重，值

得醫院提高警覺。

另外，本院藥師介入結果中C21（經醫師確認依原

處方調配藥品）及C25（醫師沒接受意見，問題沒有解

決）兩項共佔9例(22.5%)，處方未被修正原因，可能是

醫師理據充分或者是既往慣常用法，也可能是藥師理論

數據不足，無法改變醫師處方的立場。這也值得本科仔

細考慮，藥師與醫師溝通效果仍有提升空間。

本文不足處是案例數太少，採集例數遠低於實際

服務例數，這主要是因為審單藥師工作十分繁重，需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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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收集分析本院和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五院2008年2

月~2014年3月間202例永久起搏器植入手術患者的資料，

其中15例患者二次手術。男9例，女6例，年齡35~91歲，

平均年齡78.23歲。病因診斷：三度房室傳導阻滯6例，心

肌病和心功能不全3~4級4例，病態竇房結綜合症3例（慢

快綜合症）。先心病1人，Ⅱ0Ⅱ型房室傳導阻滯1例。

研究對象有完整住院病例、手術記錄和最少2次隨

訪記錄，分析二次植入手術原因、手術方法、起搏器類

型、電極導線及起搏參數的變化和二次手術後病人恢復

情況。

結 果

202例永久起搏器植入手術患者，15例實施起搏器

二次手術，佔7.42%；可見起搏器手術風險或這種必須

二次手術的嚴重併發症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15例

【摘要】  目的 通過分析202例起搏器手術病人中15例起搏器二次手術病人的臨床

資料，探討再次手術的原因、处理方法及制度防止併發症的對策。  方法 分析2008年2

月~2014年3月間202例永久起搏器植入手術患者的資料，其中15例患者實施二次手術。男9

例，女6例，年齡35~91岁，平均年齡78.23岁。  結果 15例起搏器二次手術：起搏器電池

提前耗竭3例次(20%)；電極脱位3例次(20%)。囊袋血腫併感染3例次(20%)；術後閾值升高3

例次(20%)；電極斷裂或絕缘层破損2例次(13.33%)；皮膚壓迫性坏死1例次(6.66%)。  結論 

起搏器植入手術併發症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特別是開展起搏器工作的早期，如果能將

病人集中到有經驗醫院或醫生那裏來安裝起搏器，將會減少由於經驗不足而引起的併發症，

從而減少病人再次手術的風險。

【關鍵詞】起搏器；手術併發症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acemaker secondary surgery

NIU Yun Qian*,  DENG Xi Wei ,  LI ZhaoWen ,  WU Bao Qun ,  YI Min Ci ,  DUAN Li Fang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reoperation, processing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prevent complications.  Methods    Analysis 202 cases of patients with permanent pacemaker implantation 
surgery, including 15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surgery in February 2008 to March 2014, Male 9 cases, 
female 6 cases, aged 35 to 91 years old, the average age of 78.23 years.   Results  Total 15 cases of secondary 
surgery pacemaker surgery: early pacemaker battery depletion in 3 cases (20%); electrode dislocation in 3 
cases (20%), pocket hematoma and infection in 3patients (20%); postoperation threshold rises in 3 cases 
(20%); electrode breakage or damage to the insulating layer in 2 cases (13.33%); skin pressure necrosis in 
1 case (6.66%) .  Conclusion   Pacemaker implantation complications is still can’t be ignored, especially 
during early launching  pacemaker installation work period .  If the patients are focused to experienced 
hospital or doctor to install pacemaker, it will reduce the complications caused by lack of experience and 
the risk of reoperation.

[Key Words]  Pacemaker implantation;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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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手術植入者，起搏器電池提前耗竭3例次(20%)；

囊袋血腫併感染3例次(20%)；電極脫位3例次(20%)。術

後閾值升高3例次(20%)；電極斷裂或絕緣層破損2例次

(13.33%)；皮膚壓迫性壞死1例次(6.66%)。

表1.起搏器二次手術的原因及比例

例數
（病人）

佔二次手術
病人比例(%)

佔起搏器植入手術
病人比例(%)

起搏器電池提前耗竭 3 20 1.48

囊袋積血和感染 3 20 1.48

皮膚壓迫性壞死皮膚穿孔 1 6.66 0.49

術後閾值升高 3 20 1.48

電極斷裂或絕緣層破損 2 13.33 0.99

電極脫位 3 20 1.48

15 100 100

AP-VP間距ll0ms，為心室安全起搏，間歇性起搏週期不

等長，起搏頻率由60次/分，降至54次/分。考慮：起搏

器電池耗竭，更換起搏器後，病人得以康復。有文獻報

導[1-3]：起搏頻率減慢，較原起博頻率下降l0%以上；脈

寬增加10%~15%。雙腔起搏器喪失心房

起搏功能，以VVI工作方式；脈衝波型

嚴重變形，由原來的方形或斜坡形變為

形態不規則，甚至波形模糊不清。電池

耗竭時脈衝發生器將不能正常工作，因

而影響起搏感知功能，在心電圖上的表

現主要有起搏感知故障，起搏頻率下

降、快慢不均等，隨電池耗竭的階段不

同，影響的程度亦不相同[2]。另外，起

搏器電池耗竭時，磁鐵試驗頻率降低，

嚴重時起搏脈衝不能奪獲心室，患者出

現黑朦、暈厥等重要臟器供血不足症狀而危及生命，一

般需緊急處理。

二、電極脫位

發生率2%~5%，其中90%發生在起搏器手術後1週

內[2]。電極植入後前3~5年的發生率<1.5%，心室電極脫

位率<0.5%[3]。本組電極脫位3例均在術後一週內發生嚴

重電極脫位，佔202例起搏器植入患者的1.48%，佔二次

手術患者20%。患者起搏器心室電極脫位後，表現心室

率明顯減慢，甚至出現頭暈、黑蒙、暈厥；心內電生理

表現為起搏或感知功能障礙；胸片表現電極移位。本組

3例電極脫位，2例由被動電極更換為主動電極；1例患

者再次手術時發現固定電極導線的結紮線鬆開，沒有起

到固定作用，重新固定，問題得以解决。本組案例均發

生早期起搏器手術案例中，顯然與手術細節處理與經驗

有關，也與患者高齡老年（本組電極脫位3例患者年齡

分別為91歲，83歲，84歲），心內膜纖維化，血管內斑

塊、電極走形移位有關。由此可見：術中電極導線的位

置選擇和固定至關重要；術中電極張力要合適，電極張

力過大過小均易引起電極脫位，應留足電極導線餘地，

成人患者以深吸氣時電極導線略有餘地為宜。微脫位

時，因電極仍可保留在原處，缺乏X綫的移位證據，心

腔內心電圖仍可見振幅高大的QRS波群，但無損傷型ST

段改變，多提示電極與心內膜接觸不緊密，閾值可能

很高。

三、囊袋血腫和感染

囊袋血腫與感染多併存，囊袋血腫發生率5%，囊

討 論

一、電池提前耗竭

本組3例電池提前耗竭，佔起搏器植入手術患者

1.48%(3/202)，佔二次手術20%(3/15)。病例①男性，63

歲，2010年因擴張型心肌病、心功能不全、實施CRT-D起

搏器植入，2012年10月8日因心悸、電擊感和黑蒙入院。

本次起搏器程控記錄和心電記錄儀顯示為多源性室性早

搏（部份呈三聯律）伴反覆陣發性室性心動過速，室速

發作時最快心室率235次/分(cycle length 250~330ms)，

因CRT-D沒有ATP during charge的功能，在預充電過程

中，全部室性心動過速發作頻率均超過181bpm，故起搏

器頻繁放電除顫，每次除顫36J均能成功終止室速（圖

4）。入院2小時內起搏器反覆充電放電除顫45次。因過

度放電，導致電池提前3年耗竭。病例②患者，男，72

歲。2007年因多次發生暈厥，心電圖提示：ⅡoⅡ型房室

傳導阻滯，實施雙腔起搏器植入手術。2009年2月因暈

厥入院，入院後次日患者出現胸悶、氣短、四肢抽搐，

心率36/min，心電圖示脈衝頻率為52/min，起搏脈衝後

有時可見無有效心室除極，偶見室性早搏。診斷：起搏

器電能耗竭。經檢測起搏器電能不足。二次起搏器更換

術後，患者症狀消失出院。病例③患者，女性，73歲，

2006年因病態竇房結綜合症，實施DDD型起搏器手術。

2009年7月因乏力、頭昏就診，心率心率48/min，心電

圖發現起搏頻率下降。動態心電圖可以更清晰地顯示心

房和心室的刺激信號：房室順序起搏心律，起搏頻率54

次/分，A-A間期ll00ms，後有一心室起搏脈衝(VP)，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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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感染發生率為0.7%~19%，是常見併發症[4]。手術區域

滲血或出血是形成血腫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感染的重

要因素，手術後早期表現血腫，隨後出現感染表徵。因

此本文將囊袋血腫和感染放在一起討論。本組3例佔所

有起搏器植入者的1.48%(3/202)，佔起搏器二次手術者

的(20%)。病例①患者女71歲由於血腫不大，手術創口

已經癒合，本希望在出院後血腫自行吸收，但60天後，

血腫增大，出現胸痛，局部紅腫，血象白細胞升高。患

者再次入院，切開引流後，每日換藥，隨即出現起搏器

失靈。徹底清創囊袋時，發現電極與起搏器向下移位，

電極部份脫出漏電，2%聚維碘浸泡30min，沖洗後，重

新將起搏器固定在胸肌上，重新放置引流、縫合加壓包

紮傷口。2週後，病人得以癒合。病例②，術後12天局

部紅腫疼痛，有波動，細針抽吸出少許淡黃液體，細菌

培養陰性。病人無發熱等全身表現。白細胞升高不明

顯。切開囊袋內見少量淤血及滲出液，清創傷口，原起

搏器經2%聚維碘浸泡30min以上後，重新連接發現阻抗

極高，應用血管內反推牽引法取出電極，更換電極測試

合格後，放置引流，縫合傷口，並結合全身抗生素，病

人得以康復。病例③感染出現在手術3個月後，局部紅

腫痛，波動，繼而破潰，並有黃色分泌物；細菌培養為

金葡菌。切開發現起搏器表面菌斑，原導線曠置，重新

更換起搏器。起搏器囊袋感染原因分析：囊袋積血或滲

出多，術後囊內積血為細菌繁殖創造條件；起搏器囊袋

過小、過大，可影響皮膚血運而癒合不好；病人營養較

差，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不良等因素。由此可見：手術

無菌操作，分離囊袋層次位置精確，大小適宜，盡可能

減少組織損傷。徹底止血，起搏器放入囊袋後距切口邊

緣2cm為宜，對糖尿病人在圍手術期控制血糖及增強病

人營養尤為重要。

四、皮膚壓迫性壞死

主要是指覆蓋在起搏器及電極導線表面的皮膚壞

死潰破，可發生在術後的任何時間；皮膚壞死60%由不

明顯的感染引起，20%是放置脈衝發生器時技術性缺點

引起，其餘20%為個體組織差異所致[5]。本組皮膚壓迫

性壞死1例，表現極度消瘦病患者，發生於術後6個月。

皮膚壞死部位為皮下起搏器邊緣棱角及電極處。分析引

起皮膚壞死可能原因：①囊袋不適合，帶有棱角的起搏

器擠壓囊袋皮膚，局部皮膚太緊，血循環差，導致皮膚

壞死。②病人營養不良，皮下組織菲薄等。處理：在無

菌條件下，切除壞死組織，將導線改道，擴大囊袋，深

埋起搏器於皮下，獲得成功。

五、電極斷裂

電極通常壽命在20~30年，國外報導電極斷裂的發

生率在1%~4%左右[6]本組電極導線斷裂或絕緣層破損2例

病人佔202例起搏器植入患者的0.99%，佔15例二次手術

患者的13.33%，1例因公交車突然刹車，碰撞胸部起搏

器，隨後病人出現突發性暈厥，程控起搏器發現起搏器

失靈，表現為高電極阻抗，手術發現電極與起搏器連接

處斷裂。另外1例發生在鎖骨與第一肋之間，均為DDD起

搏器經鎖骨下靜脈插入電極導線，發生於術後4年。分

析原因：鎖骨下靜脈穿刺時因肋鎖間隙小，插入心房、

心室導線後，易受鎖骨和第一肋對導線的摩擦及導線之

間相互摩擦，造成鎖骨下靜脈擠壓，導致電極導管斷裂

或絕緣層破損[7]；有報導：經鎖骨下靜脈植入電極，電

極導線在進入鎖骨下靜脈之前，都要經過鎖骨下肌肉和

鎖骨肋骨聯合韌帶，在鎖骨運動時，韌帶被拉緊，穿過

的電極被反覆壓迫和/或剪切，造成“鎖骨下靜脈擠壓

現象”。本組1例更換新起搏器電極另外1例更換起搏器

問題得到解决。

六、本組起搏閾值升高

起搏閾值升高3例，佔202例起搏器植入患者的

0.99%，佔二次手術患者的13.33%。其中1例次於術後1

個月曾出現不全起搏，經調高起搏電壓和激素治療後好

轉；3個月後重新將起搏器輸出電壓調回3.0V。另外2例

導致起搏器輸出電壓不斷升高，測起搏閾值最高6.9V，

7.9Ｖ，由此導致起搏器電耗增加。於術後31個月後，

再次實施起搏器更換手術。有報導[8-12]：電極頭對心內

膜的刺激，術後1~3月電極導線與心臟接觸界面出現炎

症、水腫，刺激電流傳抵心肌受阻，起搏閾值升高。

處於水腫期的起搏閾值要比植入時高3倍左右，有的患

者可能達10倍。防止局部炎症反應，是降低慢性起搏閾

值升高最需要考慮的問題，有強烈抗炎作用的糖皮質激

素釋放電極能使植入後高峰及慢性起搏閾值水平明顯下

降，並且術後早期的閾值升高峰值也能消失。

本組202例起搏器植入手術，15例二次手術(7.42%)。

起搏器二次手術原因依次為起搏器電池提前耗竭3例次

(20%)；囊袋血腫併感染3例(20%)；術後閾值升高3例

次(20%)，電極脫位3例(20%)；電極斷裂或絕緣層破損

2例(13.33%)；皮膚壓迫性壞死1例次(6.66%)。起搏器

相關因素有：起搏器電池提前耗竭、電極脫位、電極斷

（下轉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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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膝關節鏡下半月板損傷不同修復方法的療效，提出半月扳損傷修

復較適用的方法。  方法 隨訪74例95個半月板損傷鏡下修復的病人，對其療效進行分析。  

結果 鏡下半月板縫合優於半月板部份切除成形術，後者又優於半月板次全切除成形術。  

結論 應盡量避免切除半月板，完好部份應予保留修整成形。

【關鍵詞】關節鏡；膝關節；半月板

Analysis of therapeutic effects of 95 cases arthroscopic meniscal tears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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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different arthroscopic meniscal repair 

method and propose the most suitable method.  Methods  Follow up analysis 95 case in 74 patients who 
under the arthroscopic meniscal repair, and determine its efficacy.   Results  Meniscal suturing is better than 
mesicetomy, among partial meniscetomy is better than total menisectomy.  Conclusion   Meniscectomy 
should be avoided, intact part should be trimed, molded and re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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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鏡下95例半月板損傷療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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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半月板損傷是膝關節損傷中最常見的合併傷，隨着

人們對半月板功能認識的深入及關節鏡技術的發展，在

半月板損傷的治療方面也從以往的切除改成半月板縫合

或成形術，盡可能保留正常部份的半月板以避免或推遲

膝關節骨性關節炎的發生。本科自2011年4月~2014年3

月，行膝關節鏡下治療半月板損傷74例，均全部得到隨

訪，現將結果及有關問題進行探討，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74例95個半月板，男45例59個半月板，女29例

36個半月板。年齡11歲~81歲，平均40.7歲，病史7天~5

年，平均1年5個月，有明確外傷史者31例，多見於年輕

患者；無外傷史者43例，多見於老年患者。內側半月

板損傷41個，外側半月板損傷54個。87例患者有關節彈

響，24例有關節交鎖，所有病例均有蹲下站起費力，25

例有屈曲受限，19例有伸直受限。其中有15例為前十字

韌帶損傷併半月板破裂。

二、治療方法

手術採用腰麻或硬膜外麻醉，患者仰臥體位，患肢

大腿根部置氣囊止血帶。常規關節鏡檢，按順序做關節內

觀察：髕上囊、髕股關節面、內側間溝、髁間窩、外側間

溝。瞭解內外側半月板形態、損傷程度及範圍，確定有無

其它伴隨病變。手術過程中如遇增生滑膜影響操作，則對

引起症狀之滑膜予以切除。對半月板的單純橫行撕裂、斜

形撕裂、縱形撕裂，只對撕裂、一端游離或鬆動不穩定的

半月板行部份切除術；對複雜嚴重的半月板撕裂及大的桶

柄樣撕裂採取半月板次全切除；對半月板的水平樣撕裂，

切除其損傷嚴重的部份，並修整保留半月板的邊緣部份，

使其形成一個穩定平衡的周緣；對瓣狀撕裂，只切除產生

關節卡壓及交鎖的撕裂瓣，並修整其邊緣；盤狀半月板合

併撕裂者應根據撕裂情況，除採取半月板成型外，還應採

取相應的半月板部份切除、次全切除，尤其需注意盤狀半

月板中後部多有水平狀破裂，鏡下難以觀察，易漏診；以

上在各類型半月板撕裂中，除非半月板損傷嚴重，無法保

留，一般不採取半月板全切術；對自滑膜緣撕裂的半月板

則行縫合術。對於合併的關節內其他病變如軟骨損傷、游

離體等，常規處理。手術完成後，充分沖洗關節腔，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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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板碎屑。關閉切口，無需放置膝關節腔引流管，術後

膝關節彈性繃帶加壓包紮。術後平臥4~6小時後，可開始

做股四頭肌功能鍛煉及做關節屈伸鍛煉，如無關節腫脹即

可下地部份負重活動，大部份患者術後1~2天內可恢復正

常活動，行半月板縫合的患者需視縫合情況而定全負重時

間，一般在傷口拆線後恢復正常活動。

三、評分

採用Lysholm評分[l]評定膝關節功能，在所有的隨訪

病例中，術前Lysholm評分為40~62分，平均52.4分，術

後為71~94分，平均86.2分。參考Lysholm評分的分級標

準，將療效分為四級，優為90分以上；良為80~89分；可

為70~79分；差為低於70分。

結 果

本組病例隨訪時間4個月~3年，平均1年5個月，

半月板縫合21例，佔22.1%，隨訪半年以上，未再出現

半月板損傷症狀；行半月板部份切除成形術58例，4例

患者仍有半月板損傷症狀但較術前明顯減輕，優良率

93%；行半月板次全切除成形術16例，6例患者出現不同

程度骨性關節炎症狀。

討 論

一、半月板在穩定膝關節的功能上起到承受膝關

節負荷力及促進關節內營養的作用。

由於有半月板所起到的穩定載荷作用，使得膝關

節長年負重運動而不致勞損退變。以往許多骨科醫師在

手術中並未發現半月板嚴重的損傷也將之全部切除，這

一觀念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2]。研究表明全切術近期

療效滿意，但引起膝關節力線的改變[3]，在遠期必將引

發骨性關節炎，故應推廣關節鏡下進行半月板部份切

除、修整成形和半月板縫合術[4]。

二、比較不同手術方法的療效

隨着對半月板功能的認識和手術技術的提高，目前

認為應最大限度的保留半月板完好部份，以減緩關節退變

的發生，故認為半月板縫合應是修復半月板的最好方法之

一。但在臨床工作中大部份的半月板損傷發生在白區為

主，在紅區及紅白交界區的損傷則少見，因此能縫合的半

月板較少[5]，故術中常用半月板部份切除及次全切除成形

術。本組95個半月板縫合21個，佔22.1%，效果良好；半

月板部份切除成形術58例，優良率93%；半月板次全切除

成形術16例，優良率為62.5%。由此得出，半月板縫合的

效果最好，而半月板部份切除成形術比半月板次全切除成

形術要好[6]。在行半月板次全切除病例的早期，患者的臨

床症狀可消失，療效明顯，但隨訪過程中發現這部份患者

骨性關節炎提早出現，尤其老年患者表現更明顯。而行半

月板部份切除成形術的病人，早期行負重走時部份病人仍

有輕度的彈響現象，但術後三月左右，症狀逐漸消失。這

可能是保留的“半月板”其內緣修整不够平滑有關，這提

醒我們術中應保證半月板邊緣的光整和平滑，以利早期恢

復。由於半月板損傷部位以白區為主，而且受損的半月板

將會造成關節軟骨的破壞作用，術中發現病史長者大多可

在半月板對應部位合併軟骨的損傷[7]。因此，我們主張盡

可能施行成形術，盡量避免全切術，半月板切除僅用於無

法縫合或成形的半月板損傷。

三、術前及術中注意事項

(1)關節僵直是手術的絕對禁忌；(2)有條件行半

月板縫合術的損傷應給予縫合；(3)應盡可能保留正常

的半月板組織及形態。注意保留的半月板游離緣應光

滑，其輪廓線不應有突然的改變。降低手術後膝關節退

變、關節不穩定和慢性滑膜炎等併發症的發生，使膝關

節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復[8]；(4)術後關節腔沖洗徹

底，膝關節局部加壓包紮防止關節腔積血。

總之，關節鏡下治療半月板損傷具有手術簡單、

創傷小、可以早期行功能鍛煉，減少併發症等優點，是

一種較為理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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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治療根尖周病、牙髓病的首選方法是根管治

療[1]，因其具有精細而複雜的操作過程，醫護間的密切

配合顯得極為重要。以往的臨床治療中，多名醫生只有

一名護士配合，工作效率低，治療時間長，醫療品質受

到影響。“四手操作”是指在口腔治療過程中，每名醫

生搭配1名護士，2人共四手同時進行操作，相互協調配

合，平穩而迅速地傳遞器械、材料和其他用品，共同完

成治療。它是一種高效率的牙科操作技術和現代化的服

務形式[2]。本文對本院口腔科2012年1月~12月間完成的

100例根管治療進行總結，以評價四手操作醫護配合的療

效。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根尖周病、牙髓病患者100例，男54例，女46

例，年齡21~79歲。患牙100顆，均為上頜第一磨牙。按

就診順序隨機分為實驗組（四手操作組）和對照組（傳

統護理操作組）。

二、方法

實驗組由1名護士助理和1名主治醫師組成，應用

四手操作方法；對照組由1名護士助理和2名主治醫師組

成，應用傳統護理操作方法。兩組患者均按相同的根管

治療程序進行治療，對兩組患者的平均治療時間、根管

充填品質及患者滿意度進行分析。

1.四手操作組按照《四手操作工作手冊》進行[3]。

(1)術前準備：護士助理應先準備好材料、器械和

藥品，對光源和患者的椅位做好調整，簡明介紹根管治

療操作過程，針對緊張患者，做好心理疏導，消除患者

思想顧慮；(2)開髓、拔髓、根管測量的配合：護士將

已消毒的手機遞給醫生，開髓後，遞送拔髓針，動作要

輕柔，及時抽吸唾液。準備好根管長度測量儀，連接唇

鉤和夾持器，對根管的長度進行測量和記錄；(3)根管

【摘要】  目的 探討四手操作醫護配合在口腔科根管治療中的臨床效果。  方法 選擇

本院2012年1月~12月應用四手操作方法和傳統護理操作方法進行根管治療的100名患者，對

其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  結果 統計分析四手操作組與傳統護理操作組的平均治療時

間、根管充填品質、患者滿意度，兩組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與傳統護

理操作相比，四手操作具有明顯的優越性。

【關鍵詞】四手操作；根管治療；醫護配合

Analysis of Four-handed operation root canal therapy in the oral health care

WANG Miao ,  LI Tang Xin , GAO Jiao Ye ,  LIU Chen Han ,  ZHUO En ,  LIU Qin * 
Department of orthodontic,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dental root canal therapy with four-hand 

operation.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of 100 root canal therapy with the four-handed 
oper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care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2 in Kiang Wu Hospital.   Results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treatment, root canal filling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four-handed 
oper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care group were significanltly different (P <0.05).  Conclusion   Root canal 
therapy with four-hand operation has high efficiency, high-quality features, and rapid medical treatment, 
and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method.

[Key Words]  Four-hand operation; Root canal therapy;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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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消毒的配合：準確測量每個擴、挫的工作長度，

逐號遞給醫生。並準備根管沖洗液，及時遞與醫生反覆

沖洗根管，遞消毒紙拈給醫生，吸幹根管，傳遞根管用

藥及丁氧膏給醫生，快速完成暫封；(4)根管充填的配

合：調配好適量的根充糊劑，標記牙膠尖工作長度，然

後放入牙膠尖。隨時抽吸唾液隔濕，術後拍X綫牙片，

觀察根充效果。

2.傳統護理操作組護士只負責器械、材料、所需

物品和終末用物的處理，而醫生需完成上述治療過程中

的標記主尖、隔濕、小器械的選擇、準備副尖、廢物的

處理、吸唾等工作。

三、評價標準

1.根管治療完成時間：分別記錄兩組患者根管治

療的完成時間，平均治療時間用均數±標準差表示。

2.根管充填質量：(1)恰填：根管充填密合，充填

物達到生理性根尖孔；(2)欠填：充填物未達到生理性

根尖孔或根管充填不密合；(3)超填：充填物超過生物

性根尖孔。恰填評價為良好，欠填與超填評價為不良。

3.患者滿意度調查：由導診護士採用問卷形式進

行調查。

四、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對本研究的資料進行統

計分析，統計方法採用t檢驗和χ2檢驗，以P<0.05為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00例患者的患牙經上述治療後，實驗組平均

治療時間為40.68±2.16m i n，對照組平均治療時間為

63.68±2.36min。行X綫牙片檢查，實驗組顯示恰填的47

例，充填不良3例（欠填3例，超填0例)；對照組顯示恰

填的40例，充填不良10例（欠填7例，超填3例)。患者滿

意度調查顯示，實驗組48位患者對治療滿意，2位不滿

意。對照組42位患者滿意，8位患者不滿意（見表1)。

實驗組與對照組根管治療所需的平均治療時間、

根管充填質量、患者滿意度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

表1.實驗組與對照組各項指標比較

組別 例數
平均治療

時間(min)

根管充填質量 患者滿意度

良好 不良 滿意 不滿意

實驗組 50 40.68±2.16 47(94.0%) 3(6.0%) 48(96.0%) 2(4.0%)

對照組 50 63.68±2.36 40(80.0%) 10(20.0%) 42(84.0%) 8(16.0%)

討 論

默契配合的四手操作，因具有很多優點，已發展

成為一種標準的口腔科操作模式[4]。本研究中，與傳統

操作組比較，四手操作組明顯縮短了治療時間，恰充率

也明顯提高。四手操作過程中醫護協同操作，可提高工

作效率，從而使治療時間縮短，降低醫生的勞動量和壓

力[5]。四手操作時，器械傳遞、藥物調配及時準確，保證

醫生專注於治療操作，達到最佳工作效率和充填品質。

在患者滿意度問卷調查中，傳統操作組不滿意者

的意見主要集中在：缺乏醫患交流使患者緊張，張口時

間長，口腔積液難以忍受等方面。牙髓病病人來診時多

有明顯疼痛的症狀，同時伴有緊張、恐懼的心理狀態。

在常規護理組中，由於醫生把精力集中在操作上，常常

忽略了病人的心理護理工作，也可能會加重病人的恐懼

感。在四手操作組中，護士在一旁安撫病人，並進行

心理疏導，配合醫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訴病人將施行

的治療方案以及治療過程的大概情況，可明顯緩解病人

的緊張恐懼情緒。而且護士能及時吸除口腔積液，患者

不用頻繁起身漱口，加快了治療速度，減少病人張口時

間，減輕顳頜關節疲勞。患者滿意度明顯提高。

傳統操作時，醫生有可能戴着污染的手套或正使

用的污染器械直接接觸材料或藥液，護士在穿梭配合中

也易形成交叉污染。四手操作時，醫生只需接觸與患者

的口腔及本次治療的必要器械，防止因器械、物品堆積

在工作臺上而導致的交叉污染現象；同時護士及時吸去

治療時產生的含有細菌的懸浮微粒，最大限度地減少了

診室中的環境污染，降低了醫源性感染的發生[6]。

綜上所述，四手操作技術具有高效、避免交叉感染

及心理護理等方面的優勢，在口腔根管治療中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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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先天性肌性斜頸是一種較為少見疾病，及時診斷有利於早期治療與康

復，雖然超聲檢查可作為其一種輔助診斷方法已得到廣泛的認可，但是仍然有部份非典型病

例漏診。  方法 本文就本院近4年來超聲診斷的28例先天性肌性斜頸進行回顧性分析。  結

果 28例患兒均發現患側胸鎖乳突肌的異常聲像圖改變，其中21例聲像圖表現為胸鎖乳突肌

中下部呈梭形局限性增厚，呈團塊狀回聲，腫塊長徑與胸鎖乳突肌長軸保持一致，兩側邊緣

較規則，肌外膜保持連續，病變兩端則與正常肌纖維間無明確邊界；腫塊內回聲強弱不一， 

分佈不均勻，病變處肌束紋理紊亂，肌纖維條紋增粗、變短、扭曲甚至中斷。另7例未發現

明顯團塊結構，聲像圖顯示患側胸鎖乳突肌較對側不同程度的增厚，患側肌層較健側增厚

0.7mm~2.5mm，增厚區肌纖維條紋排列未見明顯異常。  結論 超聲檢查是先天性肌性斜頸的首

選輔助診斷方法，對臨床高度懷疑患兒雙側胸鎖乳突肌仔細對比探查對診斷本病尤其重要。

【關鍵詞】先天性肌性斜頸；超聲；診斷

Value of ultrasonic detecting in the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

LIN Ning*,  LI Jun ,  LIANG Su Min ,  TANG Lei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he 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 is a rare disease. The early diagnosis is
in favorer of early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Although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at ultrasound 

detecting can be used as one kind of auxiliary diagnostic method, there are still some atypical cases of 
misdiagnosis.  Methods  In the present paper,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28 cases of 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 who were diagnosed by ultrasound detecting in Imaging Center, Kingwu Hospital in recent 4 
years.   Results  All 28 cases were found with abnormal ultrasonographic changes of sternocleidomastoid. 
Of all, 21 cases showed in ultrasonography that the local spindle thicken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part 
of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presenting the echo lump, longitudinal planes of the mass paralleled with the 
long axis of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both sides of the edge was rules, keep continuous outer membrane 
of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There was no clear margin between the mass and normal muscle fibers in both 
ends of lesions. Within the mass, the echo intensity distributed unevenly, muscle texture disorder, stripe 
enlargement, shorter, distorted, and even interrupt in the muscle fiber. The other 7 cases didn’t showed 
apparent mass in ultrasonography and only found that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thickened in the pathologic 
side of muscle, which was thicker for 0.7 mm to 2.5 mm than contralateral one. In the thickening area, the 
stripes and arrangement of muscle fiber didn’t show obvious abnormity.  Conclusion    Ultrasonic inspection 
is the preferred method for auxiliary diagnosis of 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to compare carefully difference between bilateral sternocleidomastoid.

[Key Words]  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lis; Ultrasonography; Diagnosis

先天性肌性斜頸的超聲診斷價值

林寧* 李峻 梁樹民 譚蕾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linn69@163.com

‧經驗交流‧

先天性肌性斜頸(congenital muscular torticol-

lis)又稱頸纖維瘤病(fibromatosis colli)，是由於患

側胸鎖乳突肌發生纖維瘤病使其肌肉梭形增粗、攣縮，

導致頭頸部向患側傾斜，下頜向對側傾斜及頭頸部向患

側旋轉受限，是小兒骨科較少見的疾病。國內外報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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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及嬰兒期先天性肌性斜頸的發病率約為0.3%[1,2]。若

早期失治，可出現面部、頸椎的發育不對稱，影響面部

美觀並導致頭頸部的功能異常，及時地診斷有利於早期

治療[3]。本文就本院近4年來超聲診斷的28例先天性肌性

斜頸進行回顧性分析，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本組患者共28例，年齡12天~18月。男17例，女11

例。病變在左側胸鎖乳突肌12例，右側胸鎖乳突肌16

例，多因患兒頭偏向一側或觸及一側頸部腫塊而就診。

28例患兒中26例在本院康復科進行物理治療，其中19例

臨床診斷明顯好轉，4例包塊完全消失（均經超聲檢查明

確），3例物理治療無效（1例經手術治療）。

二、超聲儀和檢查方法

使用美國通用公司生產的LogiQ 9超聲診斷儀，探

頭頻率12MHz。

患兒仰臥位，頭後仰，轉向健側或患側，充分暴露

胸鎖乳突肌，探頭直接置於其上做縱切、橫切掃查，採

用直接掃查法多切面連續掃查。着重觀察患側胸鎖乳突

肌的長度、寬度、厚度、形態及內部回聲，肌肉條紋走

行有無異常、有無腫塊回聲，測量腫塊大小範圍，並與

健側胸鎖乳突肌相應部位進行形態學對比，判斷肌肉攣

縮程度。用彩色多普勒掃查並觀察胸鎖乳突肌及腫塊的

周邊及內部血流信號。

結 果

28例患兒均發現患側胸鎖乳突肌的異常聲像圖改

變。病變均位於胸鎖乳突肌中下部1/3，其中，21例

(75%)發現聲像圖表現為：1.胸鎖乳突肌中下部呈梭形

局限性增厚，呈團塊狀回聲，形成肌性假瘤，假瘤大小

不等，大小2.1×1.1×1.4cm~3.5×1.5×2.3cm（長徑×前後

徑×橫徑）。2.腫塊長徑與胸鎖乳突肌長軸保持一致，

兩側邊緣較規則，肌外膜保持連續，病變兩端則與正常

肌纖維間無明確邊界。3.腫塊內回聲強弱不一，分佈不

均勻，病變處肌束紋理紊亂，肌纖維條紋增粗、變短、

扭曲甚至中斷，病變處聲像圖與正常胸鎖乳突肌比較差

異顯著，具有特徵性，見圖1。4.部份患兒頸內靜脈受

壓變形。另7例(25%)未發現明顯團塊結構，聲像圖顯示

患側胸鎖乳突肌較對側不同程度的增厚，患側肌層較健

側增厚0.7mm~2.5mm，增厚區肌纖維條紋排列未見明顯

異常（圖2）。此外，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顯示，肌性

假瘤病灶內顯示星點狀及短棒狀血流信號，較正常肌層

內血流信號稍增多（圖3）。

圖1.先天性肌性斜頸患兒胸鎖乳突肌聲像圖表現為肌性假瘤

圖2.先天性肌性斜頸患兒聲像圖表現為無腫塊者雙側胸鎖乳突肌對

比,患側肌層明顯增厚

�

圖3.先天性肌性斜頸患兒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 顯示肌性假瘤病灶內

顯示星點狀及短棒狀血流信號，較正常肌層內血流信號稍增多

討 論

先天性肌性斜頸是一種較為少見疾病，大部份於生

後6個月以內得到診斷，發病原因還不完全清楚，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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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位異常和分娩困難的嬰兒發病率高，可能是由於產傷引

起血腫及其纖維化，或肌肉損傷後腫脹，靜脈回流受阻而

發生缺血性攣縮，但一直未能證明[1,4]。此外，本病和其

他與宮內胎位異常相關的骨骼肌發育異常有明顯的相關

性。有研究顯示由於肌肉內膠原具有較強的抗張力性，早

期持續牽伸患側胸鎖乳突肌、手法按摩等保守治療和物

理治療，以抗衡其產生的致畸力量，恢復生理性肌力水

平[5]，經過治療後70%的患兒腫物可完全吸收，並且頸顔

面部姿勢和活動恢復正常。約10%~15%的病例需要手術治

療，總之，如果治療及時，90%病例可恢復正常的功能和

外觀。1歲以上才得到診斷和治療的患兒預後較差。所以

能早期明確診斷及時治療對肌性斜頸是極其重要的。應用

超聲檢查，不但能早期正確診斷本病，而且在指導治療和

療效觀察上還有重要價值，尤其是未捫及腫塊的先天性肌

性斜頸患兒，超聲檢查更有意義。

高頻超聲具有解析度高、圖像清晰的特點，能清

晰顯示正常肌纖維排列連續。在本組28例先天性肌性斜

頸患兒病例中，聲像圖表現為肌性假瘤的有21例，表

現為無腫塊的7例，與重慶醫科大學兒童醫院超聲檢查

87例肌性斜頸病兒中有腫塊的52例、無腫塊的35例[6]比

較，本組病例中有腫塊的患兒所佔病例較高。我們推測

可能的原因是與其病程有關，病變早期以無腫塊為主，

隨着病變進展部份病變轉化為有腫塊型，倘若病變走向

晚期，部份病例又以形成膠原化為主，於是腫塊消退。

無腫塊型和假瘤型可能是病變發展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

轉化所致。其真正原因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在超聲檢查應用於先天性肌性斜頸的診斷中我們體

會到，肌性假瘤型表現為胸鎖乳突肌中下部份呈梭形增

粗，病變處肌束紋理紊亂，肌纖維條紋增粗、變短、扭曲

甚至中斷，呈團塊狀回聲，肌性假瘤大小不等，回聲強弱

不一，分佈不均勻，與正常胸鎖乳突肌差異顯著，具有特

徵性，超聲診斷困難不大。無腫塊型聲像圖顯示患側胸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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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氏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

nia, PCP)是愛滋病患者最常見的機會獲得性感染和最主

要的死亡原因之一，未經藥物預防的愛滋病患者中PCP發

病率約為67%[1]，延誤治療，死亡率可達100%；一項研究

報導，診斷卡氏肺囊蟲肺炎患者一個月生存率為82%，一

年生存率40~63%，大於一年生存率則為47%[2]。近年來亦

發現PCP發生於腫瘤化療、器官移植及自身免疫性疾病

等患者，PCP的發病率逐漸上升。本文對2008年6月~2013

年7月住院治療的5例卡氏肺囊蟲肺炎患者進行回顧性分

析，現報告如下：

【摘要】  目的 探討卡氏肺囊蟲肺炎的危險因子、臨床和影像學特徵以及診治方法。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8年6月~2013年7月本院5例卡氏肺囊蟲肺炎患者的臨床資料。  結果 卡

氏肺囊蟲肺炎感染的高危因素包括愛滋病毒(HIV)感染、器官移植使用免疫抑制劑和嚴重酗

酒；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干嗽少痰、進行性呼吸困難；胸部CT掃描具特征性表現為雙肺磨

玻璃樣改變；5例患者均經支氣管肺泡灌洗液六胺銀染色找到卡氏肺囊蟲包囊確診；全部病

例給予複方磺胺甲基異噁唑及糖皮質激素治療。  結論 重症醫學科醫生須熟悉卡氏肺囊蟲

肺炎的臨床特點和影像學特徵，對存在高危因素的肺部感染患者，若懷疑卡氏肺囊蟲肺炎應

及早行支氣管檢查並取肺泡灌洗液作病原學診斷。重症卡氏肺囊蟲肺炎患者，應規範化使用

複方磺胺甲基異噁唑(SMZ-TMP)聯合糖皮質激素治療。

【關鍵詞】卡氏肺囊蟲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六胺銀染色；複方磺胺甲基異噁唑

Clinical analysis of 5 cases with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HOI Sio Fong ,  LIU Cheng Zhang *,  WONG Wai Meng ,  SIO Fong I 
ICU,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Review and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 clinicaI characteristics, radiograph 

feature and the treatment of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 cases in Kiang Wu Hospital.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five patients of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un 
2008 to Jul 2013.   Results  HIV infection, receiving immunosuppressive regimens for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severe malnutrition are the risk for PCP,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symptoms were fever, dry cough 
with little sputum, progressive dyspnea. The characteristic chest CT scan is ground-glass shadows in both 
lungs.  All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PCP as pneumocystis cysts were found from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through silver staining . Also treated with Sulfamethoxazole-trimethoprim and corticosteroid. 4 
patients needed endotracheal intubation and mechanical ventilation. Of 5 patients, 2 recovered, 2 transferred 
to government hospital, 1 died.  Conclusion   ICU doctor should be acquainted the clinicaI characteristics 
and radiograph feature of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If pneumonia patients with risk factors are 
suspected of suffering PCP,  bronchoscopy and Gormori methenamine silver stain found Pneumocystis 
carinii organisms from BALF should be performed as soon as possible. Severe patients should be standardized 
treatment by Sulfamethoxazole-Trimethoprim combined with corticosteroid.

[Key Words]  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 (PCP);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Gormori methenamine silver stain (GMS); Sulfamethoxazole-trimethoprim (SMZ-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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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病例中男性3例、女性2例；年齡40~74歲，平

均為53.4歲。基礎疾病：3例為愛滋病患者，1例腎移植

患者，1例長期酗酒嚴重營養不良患者。臨床表現均為

急性起病，發熱(5例)、干咳少痰(5例)及進行性呼吸困

難(4例)；其中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ARDS)(4例)，

4例需有創機械通氣治療。實驗室檢查：病例2合併肺炎

克雷伯氏桿菌肺炎，可見血白細胞數及降鈣素升高，其

餘病例均基本正常。影像學資料：本組病例胸部x-ray

主要表現為雙肺紋理增多、粗亂、條索狀陰影或散在多

發的小斑片狀滲出實變灶；病變以肺門為中心離心分

佈。胸部CT平掃表現為雙肺彌漫薄模糊影、網狀影、線

狀，呈間質性肺炎改變；或雙肺彌漫性磨玻璃影、斑片

影、實變影，具有典型肺部x-ray和CT表現（圖1、2 見

封3）。病原學資料：全部患者進行了纖維支氣管鏡檢

查，取肺泡灌洗液行六胺銀染色涂片發現卡氏肺囊蟲病

例1（圖3 見封3）。4例肺泡灌洗液標本細菌培養有念

珠菌生長，1例肺泡灌洗液標本培養有肺炎克雷白桿菌

生長。詳細臨床資料見表1。

表1.5例卡氏肺囊蟲肺炎臨床資料及特點

二、治療

1.卡氏肺囊蟲治療：病例1在住院初期曾給予經

驗性SMZ-TMP（800/160mg/片，2＃TID）治療，連續5天

後停藥，至確診PCP後再予靜脈SMZ-TMP治療；其餘4例

均給予SMZ-TMP聯合糖皮質激素規範化治療。靜脈滴注

SMZ-TMP(按TMP：15mg/kg.d分3次給藥)及甲基強的松龍

（Methyprednisolone：40mg Q8H×3天），症狀好轉後

逐漸減量並轉口服治療，總療程21天；但其中2位病患

於病情穩定後選擇轉政府醫院繼續治療。

2.併發症處理：合併細菌和念珠菌肺部感染的病

患均給予敏感抗菌素(Tazocin/Meronem)和/或抗真菌

(Diflucan/Mycamine)治療；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

(ARDS)的患者，需行氣管插管機械通氣支持治療。

結 果

本組卡氏肺囊蟲肺炎病患基礎疾病主要為愛滋

病毒感染(3例)、腎移植術後使用免疫抑制劑(1例)

和長期酗酒併嚴重營養不良(1例)；P C P臨床表現主

要為發熱、干咳少痰和進行性呼吸窘迫，易進展出

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及併發肺部念珠菌感染；肺

部C T檢查主要為雙肺彌漫性磨玻璃影或呈雙肺間質

性肺炎表現。全部病例肺泡灌洗液涂片(六胺銀染

色)，找到卡氏肺囊蟲包囊而確診。本組病例經針對

PCP給予SMZ-TMP+糖皮質激素及綜合支持治療，死亡1

例、痊癒出院2例、病情穩定後轉政府醫院治療2例。

討 論

H I V感染後當CD4+T細胞<200/μl、先天性免疫缺

陷病（包括低丙種球蛋白血症和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

症）、結締組織病和器官移植後大量應用免疫抑制劑、

惡性腫瘤接受放、化療治療和嚴重營

養不良是感染卡氏肺囊蟲肺炎的高危

因素[3]。本組病例3例存在HIV感染、1

例腎移植術後應用免疫抑制劑及1例長

期嗜酒致嚴重營養不良，這與上述文

獻報導基本一致。

卡氏肺囊蟲經呼吸道侵入肺部後

緊密黏附於肺泡I型細胞，在免疫功能

正常的宿主中依靠巨噬細胞的吞噬作

用和T細胞免疫反應可將其清除，而在

免疫功能嚴重受損的宿主則其不斷繁

殖並充滿整個肺泡，導致肺泡-毛細血

管通透性增加及肺泡I型細胞受損，致

肺間質增厚、氧交換障礙，最終引致

肺間質纖維化[4]。卡氏肺囊蟲肺炎的

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干咳、呼吸困

病例1 病例2 病例3 病例4 病例5

性別 男 男 女 女 男

年齡(歲) 55 55 43 74 40

基礎疾病/伴發病 腎移植 酗酒30年 HIV陽性 HIV陽性 HIV陽性

發熱 + + + + +

咳嗽/少痰 + + + + +

RR(次/分) 44 31 25 40 55

PaO2/FiO2 162 180 -- 193 170

ARDS + + - + +

WBC 3�0 5.0 4.9 10.8 15.6

PCT <0.5 >10 0.09 0.39 0.55

肺部CT特徵＊ + + + + +

合併感染 白色念珠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白色念珠菌

--- 季也蒙念珠菌 白色念珠菌

機械通氣 + + --- + +

確診時間(住院) 第21天 第17天 第4天 第3天 第3天

結果 死亡 治癒 治癒 轉院治療 轉院治療

備注：(1)WBC：白細胞數(×109)；PCT：降鈣素原(ng/L) (2)PaO2/FiO2：氧合指數、ARDS：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 

(3)肺部CT特徵：雙肺彌漫性磨玻璃影、斑片影、實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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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極少數病例出現咯血和體重下降；50%雙肺檢查無

顯著變化，少量可聞干鳴音[3]。本組病例主要臨床表現

為發熱(100%)、干咳少痰嗽(100%)及進行性呼吸窘迫

(80%)等；其中4例(80%)合併有肺部念珠菌感染。大部

份病例表現為重症肺炎，這可能與(1)患者不知罹患HIV

感染，延誤就醫；(2)機體免疫極度低下，在感染PCP的

同時，合併有細菌和/或真菌肺部感染。

卡氏肺囊蟲感染後侵襲肺泡上皮細胞，分泌炎症介

質，造成肺胞損傷及肺間質纖維化，故影像學上有特征

性改變。胸部x-ray檢查典型的表現為自肺門向肺野發

展的雙側對稱性彌慢性肺間質改變和肺泡滲出性病變。

發病早期胸部x-ray多為正常或不典型表現，胸部CT掃描

在病變顯示和鑒別診斷上更具優勢，早期表現為雙側肺

部呈彌漫性磨玻璃樣或網格狀間質性肺炎改變及斑片狀

滲出實變，可伴縱隔淋巴結腫大，少部份可見肺氣腫、

胸腔積液[5]。本組病例中除病例2因合併肺炎克雷伯氏桿

菌感染，形成肺膿腫致胸部CT表現更為複雜外，其餘病

例均表現為較典型的雙肺彌漫性斑片樣滲出實變及間質

肺炎改變。病例1為本院首例確診的PCP病例，最初胸部

CT報告：雙肺彌漫性滲出實變感染灶，考慮雙肺間質炎

症。若臨床醫生在這方面經驗不足，則容易造成漏診或

誤診。經過臨床經驗累積，再與影像科醫生共同閱片郤

發現所有病例均有彌漫性磨玻璃樣、斑片滲出實變灶；

其中3例伴肺氣腫及肺大泡征像，這與文獻報導基本一

致。PCP病例胸部CT具特征性變化，當患者存在卡氏肺囊

蟲感染的高危因素，臨床出現肺部感染症狀，若胸部CT

具有特征性變化，可早期給予經驗性抗PCP治療。

卡氏肺囊蟲肺炎診斷依據：①具有免疫功能低下的

基礎，AIDS、腫瘤放化療、器官移植、長期應用免疫抑

制劑等；②發熱、咳嗽、呼吸困難；③胸部影像示雙肺

磨玻璃樣、斑片樣、間質改變[6]。臨床可通過患者痰液

吉氏(Giemsa)染色、甲苯胺藍(TBO)或六胺銀(GMS)染色

涂片檢查，尋找卡氏肺囊蟲包囊。但患者早期主要表現

為發熱和干咳少痰，痰液檢出率受實驗室條件及經驗限

制，敏感性低，易造成漏診。纖維支氣管鏡檢查行支氣

管肺泡灌洗液(BALF)雖為有創性操作，但陽性檢出率大

於90%，有助於早期確診[7]。本組病例5例(80%)行BALF，

灌洗液作六胺銀染色找到卡氏肺囊蟲包囊，陽性率達

100%。1990年臨床已開展應用PCR方法檢測痰液、鼻腔引

流液、口腔沖洗液、肺泡灌洗液及血清的PC-DNA，敏感

性和特異性因所用標本、引物及產物檢測方法不同而不

同[8]。其中肺泡灌洗液敏感性最高，但PCR檢測方法不能

區分出卡氏肺囊蟲定植患者，使臨床應用受到限制[9]。

複方磺胺甲基異噁唑(SMZ-T M P)是目前臨床治療

PCP的首選藥物，TMZ和SMZ分別作用於PC的二氫葉酸

還原酶和合成酶，雙重阻斷葉酸合成，從而干擾蟲

體蛋白質的合成，起到殺卡氏肺囊蟲包囊作用。根

據Sanford抗微生物治療指南，輕症患者(呼吸空氣，

PaO2>70mmHg)，可給予SMZ-TMP口服(2#
 tid)共21天；

重症患者(PaO2<70mmHg)，則建議靜脈滴注SMZ-TMP(按

TMP：15mg/kg.d，分3~4次)共21天，給藥前15至30min

口服強的松40mg bid×5天(或靜注甲基強的松龍，劑量

減少25%)，隨後40mg qd×5天；然後20mg qd×11天。這

是由於卡氏肺囊蟲被殺滅時包囊破裂會引起肺內炎症

進一步加劇，加重呼吸衰竭，故治療前用糖皮質激素

可減輕炎症反應，降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10]。有研究

證實SMZ-TMP的靶酶存在基因變異，可能導致治療過程

中卡氏肺囊蟲對SMZ-TMZ產生耐藥，故當觀察到治療效

果欠佳時建議轉用克林霉毒+伯氨哇啉[11,12]。本組病例

中，有4例為重症患者併發ARDS，需行氣管插管機械通

氣支持治療。病例1為本院首例確診卡氏肺囊蟲肺炎的

患者，入院初期因患者有危險因子（腎移植）故曾給

予口服SMZ-TMP 2片(800+160mg/片) tid，因第1次BALF

六胺銀(GMS)染色涂片檢查無發現卡氏肺囊蟲，故連續

口服5天後停藥；10天後再次BALF六胺銀(GMS)染色檢查

發現卡氏肺囊蟲而確診PCP，再靜脈滴注SMZ-TMP治療，

最終患者併發VAP、氣胸及多器官衰竭死亡。病例2為酗

酒30年伴嚴重營養不良病例，合併肺炎克雷伯桿菌感染

形成膿腫，給予敏感抗菌素及膿腫引流等治療後效果

欠佳，後取膿液和BALF行六胺銀(GMS)染色涂片檢查發

現卡氏肺囊蟲，確診後聯合應用靜脈滴注SMZ-TMP（按

TMP:15mg/kg.d, q8h給藥）及Methyprednisolone 40mg 

q8h連用3天，症狀改善後逐漸減量並轉口服，最後痊癒

出院。隨着對PCP的認識和臨床經驗積累，病例3、4、

5在住院初期，我們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胸部CT特徵

及確診HIV後，即開始給予經驗抗生素(SMZ-TMP)及糖皮

質激素聯合治療，隨後BALF作六胺銀染色均找到卡氏肺

囊蟲包囊而確診。本組病例平均ICU/總住院天數平均為

18/30天，1例死亡，2例治癒出院，2例病情穩定後轉院

繼續治療。

卡氏肺囊蟲肺炎患者均存在宿主高危因素、臨床

表現和影像學具有較典型的特徵，臨床醫生若遇高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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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現發熱、咳嗽、呼吸困難；胸部CT檢查雙肺彌漫磨

玻璃樣表現，懷疑卡氏肺囊蟲肺炎時，可給予經驗性治

療並及早行支氣管檢查並取肺泡灌洗液作病原學診斷。

對重症卡氏肺囊蟲肺炎患者，應規範化使用複方磺胺甲

基異噁唑(SMZ-TMP)聯合糖皮質激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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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緻密化不全(noncompaction of ventricular 

myocardium, NVM)是由於胚胎早期心內膜形成停止所致

的一種罕見的先天性心肌病，又名海綿樣心肌、心肌竇

狀隙持續狀態，常合併其他先天性心臟畸形。其解剖學

特徵為心室內出現大量突出的肌小梁和與心腔相交通的

深陷的小梁間隙，病變多累及左心室，可伴有室間隔缺

損、動脈導管未閉等其它畸形。2006年美國心臟病協會

(AHA)在對心肌病新的定義和分類中，首次將其歸類為原

發性心肌病中的一種遺傳性心肌病[1]。1984年Engberd-

ing等首次描述了該病的典型超聲心動圖(UKG)表現。UKG

作為非創傷性診斷方法，目前仍是診斷心肌緻密化不全

首選的可靠檢查。2006年6月~2014年6月期間本院經超聲

心動圖診斷心肌緻密化不全5例，現報導如下：

資料與方法

本組5例患者為2006年6月~2014年6月在本院經超

聲心動圖確診為NVM。其中男3例，女2例，年齡36歲~80

歲，平均60歲。所有患者均行超聲心動圖、心電圖、胸

部X綫檢查。早期2例檢查採用Philips SONO7500多普勒

超聲診斷儀，心臟檢查探頭S3，頻率3.5MHz，後3例採用

Philips IE-33多普勒超聲診斷儀，心臟檢查探頭X5-1，

頻率2~4MHz，常規獲取胸骨旁左室長軸、心底短軸、心

尖四腔心等多個切面，觀察心室壁厚度、活動度，觀察

血流顯像情況，測量各心室內徑及心功能主要指標。

結 果

本文患者主要臨床表現中，1例首發癥狀為陣發性

室性心動過速，1例首發癥狀為陣發性房顫，其餘為漸

進性心功能不全，4例胸部X光片提示左心室增大，心電

【摘要】  目的 探討超聲心動圖對心肌緻密化不全（NVM）的診斷價值。  方法 採用

超聲心動圖常規測量5例NVM各腔室內徑及心功能主要參數，分析二維、M型及彩色多普勒等

特點及其臨床資料。  結果 5例患者的超聲心動圖均可見心室內出現大量粗大的肌小梁及其

間深陷的隱窩，彩色多普勒可探及間隙內有血流與心室相通。4例有不同程度的左室擴大、

心功能降低及瓣膜返流。  結論 NVM具有特徵性超聲改變，超聲心動圖是無創、敏感診斷心

肌緻密化不全的首選確診方法。

【關鍵詞】心肌緻密化不全；超聲心動圖；診斷

5 cases of noncompaction of ventricular myocardium diagnosed by echocardiography

WU Bao Qun ,  FENG Xiu Hua *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echocardiography in diagnosis of noncompaction of 

ventricular myocardium (NVM).  Methods   The suspicious NVM patients were studied by echocardiography 
of two-dimension,  M-mode and color doppler.  The clinical index, cardiac structures and blood flow changes 
of NVM were obtained to observe and analyze.   Results  2D showed the lesions appearing like myocardial 
“honeycomb” in 5 patients. Color doppler showed low blood flow signal in the gaps and communicated 
with the left ventricule .4 cases of NVM have different degree of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function decrease, 
left ventricle dilatation and valve regurgitation.  Conclusion   NVM has the characteristic ultrasonic changes 
and the echocardiography can be used as the first-line examination method for the diagnosis of N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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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多提示房室增大、ST-T改變。5例UKG檢查結果均為左

心室受累，左心室內可探及多發粗大、過度隆起的肌小

梁，小梁間見大小不等的深陷隱窩，錯綜排列，形成

網狀結構，心內膜呈波浪狀，彩色多普勒可探及間隙

內血流與左心室腔相通。受累的心室壁中部到心尖部

肌小梁逐漸增多，佔據心尖區心腔>50%，受累室壁外側

層心肌變薄，明顯低於疏鬆心肌層的厚度，其中4例受

累的心室腔內徑增大。5例的病變均累及心尖部、側壁

中下段、室間隔中下段，肌小梁佔短軸面積百分比數

值>50%（見圖1~6）。4例病變處左室壁搏動減低，左房

內徑29~40mm，平均32mm，左室舒張末內徑44~71mm，平

均60mm，各病例的瓣膜有不同程度返流，左室長軸切面

二尖瓣口血流頻譜A>E有3例，1例有陣發性室性心動過

速，2例為房顫心律，4例射血分數明顯減低，1例射血

分數正常，LVEF平均42%（詳見表1）。

表1.NVM患者心肌受累部位、左室舒張末徑(LVDd)、左室收縮功能、

N/C、心律失常及瓣膜反流情況

序號
性別/
年齡(y)

累及部位
LVDd
(mm)

LVEF
（%）

瓣膜返流 N/C 心律失常 其他

1 M/44 心尖部/側壁/室間隔 71 32 MR輕 >2 VT/ICD E/A<1

2 F/80 心尖部/側壁 56 40 AR輕/TR輕/MR中 >2 Af/ CRT-D

3 M/36 心尖部/側壁/室間隔 44 71 MR輕/TR輕 >2 PAf

4 M/63 心尖部/側壁/室間隔 61 35 AR重/MR中/TR輕 >2 I0AVB E/A<1

5 F/77 心尖部/側壁/室間隔 68 36 MR中 >2 I0AVB E/A<1

討 論

心肌緻密化不全是心室發育不全的一種罕見類型的

先天性心肌病，發病率約0.05%~0.24%，男性>女性。超

聲檢查中NVM的發病率約0.014%[1]。作為先天性非單一遺

傳背景的疾病，其發病機制尚不十分清楚，可能是胚胎

時期心肌緻密化過程停止所致，可能與基因變異有關。

正常胚胎心室於妊娠5~8週心內膜下心肌發生正常的“緻

密化”過程，如果此過程停滯，心內膜側心室肌外觀猶

如海綿狀。由於心室肌緻密化過程多從右室至左室，從

心底至心尖，從心外膜至心內膜，因此非緻密化部份的

分佈多為左室，多為心室中部至心尖部。18%~25%的NVM

呈家族發病，NVM家系的遺傳方式發現有X連鎖遺傳、常

染色體顯性遺傳、線粒體遺傳等。幼年患者多呈X連鎖遺

傳，可能與Xq28的G4.5的基因突變有關，成年NVM患者常

呈常染色體顯性遺傳，可能與G4.5基因突變有關[2]。NVM

常合併神經肌肉疾病，心律失常及心

力衰竭在此類患者中更易出現[3]。

NVM發病年齡跨度較大，從出生

數天到70餘歲均可發病。有些患者持

續多年無症狀，有些患者在早期即出

現嚴重的心力衰竭而死亡。NVM患者

的主要臨床表現有漸進式的心功能不

全、心律失常、血栓栓塞[4]。患者可

表現反覆心悸，甚至暈厥、猝死。進

行性心力衰竭是是NVM最常見的臨床

表現。舒張功能障礙是由於衆多粗大

的肌小梁引起室壁弛張障礙和室壁僵

硬度增加，而心臟血供不匹配造成心

肌慢性缺血，收縮功能進行性下降，

冠狀動脈造影多在正常範圍。本組

病人有4例出現不同程度的心功能不

全。大約21%~38%的NVM患者發生體循

環栓塞，包括腦栓塞、短暫性腦缺血

發作、肺栓塞和腸系膜動脈栓塞。

心律失常是NVM的常見臨床表現，佔

88%~94%，與心肌慢性缺血、心肌電

生理不穩定有關，進行性心肌纖維化

和後繼瘢痕組織是引起室性心律失常

的基礎[5]。本組病人1例首發症狀為

陣發性室性心動過速，1例為陣發性

房顫，1例為持續性房顫。

 圖1.心尖部四腔心(UKG)     圖2.胸骨旁短軸(UKG)        圖3.MRI心肌顯像

病例3  UKG提示心尖部、側壁、室間隔下段左心室壁增厚並呈雙層征，心內膜見眾多粗大

的肌小梁及其間深陷隱窩，心外膜層薄而緻密；MRI心肌顯像與UKG相符。

 圖4.心尖部四腔心（UKG）   圖5.胸骨旁短軸（UKG）      圖6.MRI心肌顯像

病例4  UKG提示左室心尖部、側壁、室間隔中下段室壁增厚並呈雙層征，心外膜層薄而緻

密，心內膜見粗大的肌小梁及其間深陷隱窩，左室、左房增大，彩色多普勒顯示小梁間的

隱窩血流與左心腔相通；MRI心肌顯像與UKG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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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M的輔助診斷方面，心電圖表現欠特異性。NVM

主要的篩查和確診靠UKG，必要時可行食道超聲心電圖

(TEE)及心肌聲學造影檢查。UKG有實時、簡便、經濟、

快速、無輻射等優勢，成為觀察心臟解剖結構的首要

方法，顯示有無NVM的特徵性改變及其他並存的心臟畸

形。隨着組織多普勒技術發展，UKG可以對局部、整體

心肌功能進行量化分析，實時、動態觀察其運動功能

變化。TEE可以清晰顯示心內結構,明確受累心肌節段、

心內畸形及血栓，可作為重要的補充檢查手段[6]。三維

超聲心動圖技術空間分辨率高,可以多個切面、方位全

面、同步觀察，在心肌局部解剖特徵及評價心功能等方

面具有優勢。此外，左室聲學造影技術可以清晰顯示心

腔和心內膜，造影劑可以填充肌小梁隱窩，有利於提高

NVM診斷的準確性。組織多普勒（TDI）的應變和應變率

成像可以揭示亞臨床心功能受損，NVM心室節段應變及

應變率從基底段至心尖部呈階梯逐漸減低，尤其以心室

側壁和下壁為著，有別於擴張型心肌病（DCM）減低程

度一致[7]。斑點追蹤技術可以顯示左室幾乎無扭轉，稱

為“剛體扭轉”。由於NVM具有家族遺傳傾向，因此建

議對患者的一級親屬進行UKG篩查。NVM神經肌肉功能障

礙發生率較高，應注意評價神經和肌肉的功能。

成人NV M的診斷標準中，臨床應用最廣泛的是依

據2007年Jenni[8]等提出的超聲診斷標準：1.心室壁異

常增厚並呈現雙層結構，薄且緻密的心外膜層和非緻

密的心內膜層，後者由粗大突起的肌小梁和小梁間的

隱窩組成，為非緻密化的心肌；成人心室收縮末期非

緻密化的心內膜最大厚度與緻密化的心外膜厚度比值

（N/C）>2.0，兒童N/C>1.4; 2.主要受累的心室肌為心

尖部（>80%）、心室下壁和側壁；3.彩色多普勒顯示小

梁間的深陷隱窩之間有血流灌注並與室腔相同；4.排除

其他先天性或獲得性心臟病存在。本文5例患者UKG表現

基本符合Jenni等總結的NVM診斷標準。

M R I對N V M診斷有較高的靈敏性(86%)和特異性

(99%)，且對軟組織的解析度較高，圖像質量清晰，因

此常作為超聲心動圖的對照標準，可用於UKG診斷不明

確的情況。MRI最大優勢是全方位展示任意角度的心腔

和室壁形態，以取得最佳的觀察效果，不需注入對比

劑。有學者認為收縮末期心臟MRI不利於觀察非緻密化

心肌，建議選擇左室舒張末期進行測量，目前沒有公認

NVM的MRI診斷標準，建議參考UKG的診斷標準，左室舒

張末期心室非緻密化層/緻密化層(N/C≧2)時具有診斷

意義。本次報導中有3例經MRI檢查證實NVM診斷（見圖

3，6）。此外其他檢查手段如電子束CT、正電子斷層顯

像、心室造影等也能為診斷提供幫助。

在鑒別診斷方面，NVM常被誤診為擴張型心肌病、

肥厚型心肌病。臨床上還需與以下疾病鑒別：高血壓性

心臟病、心內膜彈力纖維增生癥、致心律失常性右室心

肌病等。肥厚型心肌病可有粗大的肌小梁，但缺乏深陷

的隱窩，且室腔縮小，左室射血分數增高。DCM心室壁

均勻變薄，左心室腔更大，多內膜光滑，也可出現左室

粗大肌小梁，但不如NVM明顯，MRI檢查有助於鑒別；斑

點追蹤技術檢查下NVM有特應性心肌形變模式，即左心

室基底段應變和應變率較心尖部高，也有助兩者鑒別。

左室流出道狹窄或主動脈狹窄引起的左心室心肌肥厚，

超聲可探及增厚的緻密心肌、瓣膜的病變及流出道狹窄

有助鑒別。

NVM的治療主要是針對臨床症狀、心力衰竭、心律失

常及血栓的對症處理。NVM患者出現慢性心力衰竭時，可

以予利素尿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或血管緊張素Ⅱ

受體拮抗劑、醛固酮受體拮抗劑、洋地黃、β受體阻滯劑

等，終末期心力衰竭的NVM患者需左心替代治療，甚至心

臟移植治療。NVM患者是否需抗凝治療目前尚無共識，對

於合併房顫、發生栓塞的患者建議長期使用華法林抗凝治

療。NVM患者建議行Holter監測心律失常發生，必要時予

抗心律失常藥物藥物，反覆出現持續性室性心動過速或心

跳驟停的幸存者根據AHA指南應考慮ICD安裝術[9]；對於預

激綜合症或室上性心動過速患者可以接受射頻消融。本次

報導中有4例患者出現慢性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予抗

心衰、抗心律失常治療，有1例患者接受了ICD安裝術，另

1例患者接受了CRT-D安裝術。

NVM的預後主要取決於心力衰竭的進展程度、伴有

心律失常的嚴重性和血栓栓塞的發生率[10]。研究數據

顯示，有癥狀的NVM患者預後較差，而沒有癥狀的患者

預後較好。左心室舒張末徑增大、心功能Ⅲ~IV級、持

續性房顫、單束支傳導阻滯等因素均提示預後不良，應

及早干預治療。

綜上所述，超聲心動圖可以清楚顯示心肌緻密化

不全的心臟特徵，同時可以檢出其他合併的心臟病變，

並評價患者心功能狀況及指導臨床治療，具有簡便、經

濟、無創等優勢，是NVM早期篩查和確診的首要影像學

檢查方法。

（下轉28頁）



46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5, Vol 15. No.1鏡湖醫學201 5年6月第15卷第1期

腺樣體增生肥大多見於兒童，且常合併有慢性

扁桃體炎，是兒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

症(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HS)最常見的病因之一。患兒長期鼻塞和張口呼吸，

可引起面骨發育障礙，出現“腺樣體面容”；而增生

肥大腺樣體堵塞後鼻孔，常合併鼻炎及鼻竇炎出現鼻

腔、鼻竇流涕症狀；可因堵塞咽鼓管咽口，引起分泌性

中耳炎，出現傳導性聾及耳鳴症狀[1]。本科自2009年8

月~2014年7月對52例腺樣體肥大致OSAHS患兒在鼻內窺

鏡直視輔助下採用低溫等離子行腺樣體融切術（合併扁

桃體肥大者同時行低溫等離子扁桃體切除術），取得良

好治療效果，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52例腺樣體肥大兒童，男33例，女19例；年齡3~10

歲，平均(6.2±2.2)歲。同時伴扁桃體肥大25例，伴小兒

【摘要】  目的 探討鼻內窺鏡直視下經口徑路兒童腺樣體低溫等離子融切術的臨床治

療優勢。  方法 收集2009年8月~2014年7月本院收治的兒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

症中腺樣體肥大的患兒共52例，全部病例均在鼻內窺鏡直視下經口徑路行腺樣體低溫等離子

融切術。  結果 52例鼻內窺鏡直視下經口徑路兒童腺樣體低溫等離子融切術中均無併發術

後出血及腺樣體殘留，其中51例術中出血少於2ml，僅1例術中出血30ml。均在15min內完成

手術，術後50例均無不適反應，僅2例有輕微疼痛反應。  結論 鼻內窺鏡直視下經口徑路腺

樣體低溫等離子融切術能減少術中、術後出血，手術視野清晰，病灶切除徹底，提高手術安

全性及療效，減少術後併發症，值得推廣。

【關鍵詞】鼻內窺鏡；腺樣體肥大；腺樣體切除術；低溫等離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

低通氣綜合症

Review of 52 children with Adenoid hypertrophy treated by endoscopic coblation 
adenoidectomy through oral approach

CHAN  Seng  Koi ,  LIU  Shui  Ming *,  LUO  Jun  Ji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dvantages of endoscopic coblation adenoidectomy 

through oral approach in children with adenoid hypertrophy.  Methods   Total 52 cases of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HS) due to Adenoid hypertrophy from August 2009 
to July 2014 were col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endoscopic coblation adenoidectomy.   Results   
Total 52 cases of children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HS) due to Adenoid 
hypertrophy from August 2009 to July 2014 were col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endoscopic 
coblation adenoidectomy.  Conclusion  Endoscopic Colation Adeniodectomy can reduce 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bleeding, clear operative field, complete excision, improve surgical safety and efficacy, reduc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thus worthy to promote.

[Key Words]  Nasal endoscope; Adenoid hypertrophy; Adenoidectomy; Low-temperature coblatio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OS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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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鼻竇炎5例，伴分泌性中耳炎6例。腺樣體肥大診斷標

準：鼻咽側位X綫片腺樣體厚度值A（腺樣體最突出點至

顱底骨面的垂直距離）/鼻咽部寬度值N（硬腭後端至翼

板與顱底交點問的距離）比值≧0.71為病理性肥大，合

作患兒同時行鼻內窺鏡檢查。

二、方法

在氣管內插管全身麻醉下，取仰臥墊肩位，用

Davis開口器撐開口腔，用FOLEYCATH 6ch小兒導尿管從

雙側前鼻孔插入沿鼻咽達口咽拉起懸雍垂及軟腭從口

中拉出，分別將首尾兩端固定，暴露腺樣體。使用美

國ArthroCare公司的ENT CoblatorⅡ低溫等離子手術系

統，連接PROcise XP刀頭，調節能量分別為切割7檔與

止血3檔。用德國storz 0o
　直徑2.7mm鼻內窺鏡經鼻置入

通過顯視器直視下充分暴露腺樣體及周圍解剖結構，再

經口腔置入等離子刀頭，自腺體下端逐漸向上、向兩側

切割消融，刀面與腺樣體成30o~50o角，距離2mm，術中

注意勿損傷咽鼓管圓枕，如出血刀面朝向咽後壁凝固止

血，如此反覆調整方向與角度，切除腺樣體組織，仔細

檢查創面。手術過程順利基本無出血。術後均靜脈滴注

抗生素2天、口服抗生素4天。術後密切觀察有無滲血情

況，未行扁桃體切除術者術後6小時後半流飲食，24小

時後普食。伴扁桃體肥大患兒同時用等離子刀頭沿被膜

完整切除扁桃體；伴分泌性中耳炎患兒因保守治療無好

轉，同時行鼓室置管術；伴慢性鼻-鼻竇炎者，同時行

上頜竇穿刺沖洗及規範化治療。

結 果

52例鼻內窺鏡直視下經口徑路兒童腺樣體低溫等

離子融切術，均術程順利，視野清晰、直觀。所有病

例無併發術後出血；術中出血少，其中51例術中出血

少於2ml，僅1例術中出血需暫停切割改變刀頭方向使用

其電凝功能止血，出血量30ml。手術時間短，52例均在

15min內完成。術後第1天打鼾及鼻塞症狀明顯好轉，50

例術後無不適反應，僅2例有輕微疼痛反應，需對症治

療。術後第3天患兒症狀呼吸睡眠質量基本恢復正常，

無張口呼吸及鼾聲。術後1週5歲以上患兒常規複查鼻內

窺鏡未見腺樣體殘留，白膜生長正常，鼻咽部及咽鼓管

組織結構未見損傷。術後隨訪6個月，除外上感及過敏

性鼻炎發作期間，均未出現鼾聲及張口呼吸，無咽鼓管

損傷等併發症。

討 論

腺樣體手術是耳鼻咽喉科常規手術，術後出血是

最常見的併發症。傳統的腺樣體刮除術或使用電動切割

吸引器刀頭切除腺樣體，雖術中已常規進行壓迫止血，

但術後出血需行二次手術止血者時有報導，原因多為術

中切除的正常黏膜和纖維組織過多、腺樣體組織殘留，

鼻後外側動脈出血、腎上腺素收縮作用消失後反彈性血

管擴張創面再次出血、腺樣體炎症未控制下立即手術導

致出血、麻醉拔管刺激引起患兒短時間內血壓升高致腺

樣體創面再次出血可能性增加、凝血功能異常等[2,3]。

低溫等離子基本原理是依靠一定頻率(100 kHz)的射頻

電磁波激發出等離子體，再用等離子體與組織接觸，從

而完成切割、消融和凝血的功能。由於等離子體的動能

低，所以工作介面的溫度大大降低（一般在4℃-70℃範

圍內），因而能較好地保護創面周圍的健康組織，能達

到微創治療目的，術後傷口疼痛輕，出血少，局部水腫

不明顯，恢復快和安全性高的優點[1]。術中雙手協調分

開操作，使用直徑較小的鼻內窺鏡在兒童狹窄鼻腔內操

作較靈活，對鼻腔黏膜刺激及損傷機會減少，使用零角

度鼻內窺鏡，術野直觀清晰，術者通過調節低溫等離子

刀頭角度及方向，且刀頭前端可稍作彎曲，從而可徹低

切除病灶，減少損傷咽鼓管組織，避免復發及併發症，

術中不需常規進行壓迫止血操作，手術過程簡便，且療

效良好。綜上所述，認為鼻內窺鏡直視下經口徑路低溫

等離子融切腺樣體為治療兒童腺樣體肥大安全及有效方

法，手術時間短，尤其在減少術中及術後出血併發症效

果顯著，避免術後出血對患兒心理產生不良影響及二次

手術止血風險，術後護理簡單，傷口疼痛輕微。局部水

腫不明顯，術後進食無不適感，恢復快，患兒家長也樂

於接受，值得臨床推廣使用，但對術者在等離子刀使用

的熟練程度和手術操作技巧有較高要求，才能够進一步

減少出血併發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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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較分析超聲檢查及鉬鈀照片檢查在兩類特殊類型乳腺癌：囊內乳頭

狀癌和髓樣癌的影像診斷的應用價值。  方法 同時行鉬靶照片檢查和超聲波檢查且病理診

斷為導管內乳頭狀癌和髓樣癌各兩例，比較分析其鉬靶照片徵象和超聲聲像特點，結合該兩

類乳腺癌的病理特點，瞭解影像學徵象與病理的相關性，進而評價超聲檢查及靶檢查在該兩

類乳腺癌診斷中的應用價值。  結果 在該兩類乳腺癌各兩例病例中，超聲檢查能够從多個

方面對病變作出綜合性診斷，對病變的良惡性鑒別提供更多的依據；超聲檢查的聲像特點與

病變的病理特點具有一定相關性，對病變的良惡性及病理類型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結論 

對於一些特殊類型的乳腺癌，超聲檢查在顯示病變和診斷方面更具有優勢。

【關鍵詞】乳腺癌；超聲檢查；鉬靶照片檢查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diagnostic value of ultrasound and X-ray mammography in two 
specialtypes of breast cancer : Intracystic papillary carcinoma and medullary carcinoma

TAN Lei *,   GUO Yong Nan ,   LIN Ning ,   LI Jug ,   Liang Shu Min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diagnostic value of Ultrasonography and X-ray 

Mammography in two special types of breast cancer: Intracystic papillary carcinoma and Medullary 
carcinoma.  Methods   Two cases of intracystic papillary carcinoma and two cases of medullary carcinom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sions present on ultrasonography and mammography are analysed, the 
correl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with pathology are analysed as well .   Results  As for these two special 
type breast cancer, ultrasonography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malignant and benign lesion, the ultrasound characteristics have some consistence with pathology.  
Conclusion   Ultrasonography has advantages on diagnosis of intracystic papillary carcinoma and medullary 
carcinoma.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Ultrasonography; Mam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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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乳腺癌是目前女性發病率較高的惡性腫瘤。乳腺X

綫鉬鈀照片與乳腺超聲波檢查是乳腺檢查的兩種重要的

影像學方法。不同病理類型的乳腺癌根據腫瘤內實質性

成分與間質性成分所佔比例的不同在影像學表現上其徵

象有所不同。以含有大量纖維間質成分的導管癌在X綫檢

查上主要表現為緻密腫塊、邊緣大量毛刺，微小鈣化在

診斷上具有特徵性。而一些特殊的病理類型例如：囊內

乳頭狀癌，以及一些以實質性成分為主的病理類型：包

括小葉癌、良惡性葉狀腫瘤，髓樣癌、黏液癌等，在X綫

照片檢查往往僅表現為邊緣光滑的密度均勻的類圓形腫

塊，易誤診為良性病變，而在超聲檢查可見到惡性病變

的徵象甚至可以找到一些特徵性的診斷依據。本文列舉

兩類特殊類型乳腺癌：乳腺囊內乳頭狀癌、髓樣癌，分

析其病理及影像診斷特點，說明在X綫照片檢查表現為良

性徵象的病變，超聲檢查不但能够對良惡性進行鑒別，

同時一些特徵性的聲像表現對病變的病理類型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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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作用。X綫檢查與超聲檢查的聯合使用，可以大大提

高影像診斷的準確率。

資料與方法

病例1：女性，57歲，臨床發現右側乳腺外上象限

腫物數月，3×3cm，可活動。X綫鉬鈀照片檢查：顯示右

側乳腺外上象限近腋窩一腫塊，呈圓形，邊緣光滑，銳

利；腫塊內密度均勻，未見鈣化；病灶周圍組織無牽拉

扭曲改變；病灶相對於腺體組織呈明顯高密度。由於病

灶位置較深，軸位片未見顯示（圖1）。超聲檢查：顯

示右側乳腺外上象限囊性病灶，橢圓形，囊性部份透聲

性良好，但內壁回聲模糊，可見壁結節，壁結節可見少

許血流信號。病灶邊界尚清晰（圖2、3）。

 圖1.           圖2.                   圖3.

病例2：女性，69歲，臨床發現左側乳腺6點鐘處腫

物。X綫鉬鈀照片檢查：顯示左側乳腺下象限一腫塊，呈

圓形，邊緣光滑，銳利，腫塊內密度均勻，未見鈣化，病

灶周圍組織無牽拉扭曲改變，病灶相對於腺體組織呈明

顯高密度（圖4、5）。超聲檢查：顯示左側乳腺下象限囊

實性病灶，橢圓形，囊性部份透聲性良好，實性部份不規

則，可見血流信號。病灶邊界尚清晰（圖6、7）。

圖4.              圖5.

圖6.                  圖7.

術後，該兩例病例病理診斷均為囊內乳頭狀癌

(intracystic papillary carcinoma)。

分析：囊內乳頭狀癌是導管內乳頭狀癌的一種亞

型，WH02003年版將這種亞型定義為，病變位於大的囊

性導管內，其組織學特徵為病變缺乏肌上皮細胞層、

具有纖細的纖維血管莖的真性乳頭，瘤細胞具有低級

別DCIS的組織病理學特徵[1]。囊內乳頭狀癌位於大的囊

性導管內，是一種較大的乳頭狀病變，平均2cm，範圍

0.4~10cm；瘤細胞可以排列成實性、篩狀、微乳頭或複

層梭形細胞。有時病變具有雙向分化細胞特點（上皮和

肌上皮分化特點），以致誤認為是兩種類型細胞。較少

見的是，瘤型上皮細胞成分存在中或高級別DCIS的組織

學特徵。肌上皮存在與否和存在的數量是乳腺導管內

乳頭狀癌的診斷標準。應用Actin、SMMHC、Calponin、

p63、CDl0、CK5/6進行免疫組化染色，對於判斷肌上皮

細胞是否存在及存在的狀況具有决定性的意義，囊內乳

頭狀癌>90%的乳頭完全缺乏肌上皮層。囊內乳頭狀癌的

治療首選手術切除，徹底切除腫瘤及其周圍部份乳腺組

織，可確保導管內乳頭狀癌被完全切除，術後無需化療

放療，預後良好。從以上兩個病例可以看出，囊內乳頭

狀癌在X綫照片檢查表現為高密度邊緣光滑的腫塊，病

灶內未見微小鈣化。X綫診斷缺乏惡性徵象的提示，往

往易誤診為良性病變。超聲波檢查，顯示病灶呈囊性或

囊實性，實性成分多少不一，以囊性為主的病變往往可

見附壁實性回聲結節，囊內實性成分血流信號豐富，可

提示惡性病變可能；病灶囊性部份透聲良好，與其它類

型的乳腺癌的壞死低回聲區不同；病灶邊界較為清楚，

邊緣較為光滑。結合病理學，乳腺囊性乳頭狀癌的超聲

表現具有一定的特徵性，對於病變良惡性的鑒別具有一

定的提示作用，彌補了X綫照片診斷的不足。

病例3：女性，49歲，臨床發現左側乳腺外下象限

腫物，左側腋窩可觸及腫大的淋巴結。X綫鉬鈀照片檢

查：左側乳腺軸、斜位片顯示乳腺腺體緻密，呈片狀，未

見明確結節腫塊影，未見微小鈣化，雙側對比，未見不對

稱緻密影，局部乳腺組織結構未見扭曲改變（圖8、9）。

超聲檢查：顯示左側乳腺內下象限近乳頭實性稍低回聲腫

塊，橢圓形，回聲結構大部份較均勻，局部可見少許無回

聲區；病灶內可見豐富的血流信號。病灶邊界欠清晰，局

部回聲模糊。左側腋窩可見增大的淋巴結，淋巴結皮質增

厚，邊緣回聲模糊（圖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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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圖9.

 圖10.               圖11.               圖12.

病例4：女性，46歲，臨床發現右側乳腺7點鐘處

腫物3個月，質硬，邊界清，可活動。X綫鉬鈀照片檢

查：顯示右側乳腺外下象限一腫塊，呈圓形，邊緣光

滑，銳利，腫塊內密度均勻，未見鈣化，病灶周圍組織

無牽拉扭曲改變，病灶相對於腺體組織呈明顯高密度

（圖13、14）。超聲檢查：顯示右側乳腺內下象限囊實

性病灶，類橢圓形，邊緣不光滑，可見分葉及結節狀凸

起，病灶內可見不規則低回聲區，實性部份可見豐富血

流信號（圖15、16）。

圖13.          圖14.

圖15.                  圖16.

術後，該兩例病例病理診斷均為髓樣癌（medul-

lary carcinoma）

分析：髓樣癌為另一類少見的特殊類型的乳腺

癌。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其定義為“邊界清晰的癌，由

大量低分化細胞組成，無腺管結構，缺乏基質。有顯著

的淋巴漿細胞浸潤，其預後較浸潤型導管癌好”。髓樣

癌好發於年輕婦女，平均年齡50歲，臨床多以觸及腫塊

就診，在病理上可分為典型與非典型髓樣癌，兩者組

織結構與細胞類型類似，但預後不同，前者明顯優於後

者。[2-5]結合髓樣癌的病理特點，髓樣癌是一類以實質

性腫瘤細胞為主而間質纖維成分較少的惡性腫瘤，因而

在X綫表現常以不伴鈣化的腫塊為主，腫塊邊界清晰，

光滑，部份腫塊邊緣可見分葉；腫瘤內大量的淋巴細胞

漿細胞的浸潤，以至於腫塊局部邊緣可表現為模糊。乳

腺髓樣癌的X綫照片檢查表現為不伴鈣化的邊界清晰、

光滑或分葉的腫塊，診斷上易出現誤診為良性病變。髓

樣癌的超聲的表現為實性腫塊，回聲不均勻，或出現液

化壞死，實性部份血流信號豐富，病灶邊緣分葉，局部

回聲模糊。其聲像特點往往可疑提示惡性病變，在鑒別

診斷上，需要與其它以實質性成分為主的乳腺惡性腫

瘤，包括葉狀腫瘤或黏液癌等鑒別，從而彌補了X綫檢

查的不足。

討 論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據統計，

全球每年約有120餘萬婦女患乳腺癌，50萬婦女死於乳

腺癌[6]。近50年來，各國的乳腺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始終

處於不同程度的上升狀態，發病率已躍居女性惡性腫

瘤的第一位。內地主要城市10年來乳腺癌發病率上升了

37%，基本趨勢是城市高於農村、社會高階層高於低階

層[7]，並且出現了年輕化的趨勢。根據澳門癌症登記年

報（2010年），乳腺癌是女性發病率最高的癌症.發病

率佔女性惡性腫瘤16%[8]。

乳腺癌的組織學類型是影響其預後的最重要因素

之一。1986張庭繆、塗蓮英將乳腺癌分為13個類型[9]，

其中浸潤癌分為一般性癌和特殊性癌。一般性癌包括浸

潤性導管癌，浸潤性小葉癌，單純癌和硬癌；特殊性癌

包括：髓樣癌，黏液腺癌，腺樣囊性癌，腺管樣癌，大

汗腺癌，鱗狀細胞癌，分泌型癌，炎癥型癌，派杰氏

病，未分化癌。以後的病理分類大致沿循這個框架進行

修改。根據鄧軍等人112例乳腺癌病例的隨訪結果，浸

潤型特殊型乳腺癌的生存時間明顯長於浸潤性普通癌導

管原位癌與早期浸潤癌的預後最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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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影像學檢查是乳腺癌的重要診斷方法。X綫鉬

靶檢查和超聲檢查為乳腺疾病影像學檢查的兩種重要的

手段。MRI檢查是對X綫檢查和超聲檢查的補充，主要用

於良惡性腫瘤的鑒別。PET-CT常用於乳腺癌的術前評估

前哨淋巴的轉移情況以及治療後對病變的復發或轉移作

出評估[11,12]。

自70年代以來，乳腺鉬靶照片是乳腺檢查最常用

的方法[13]。X綫照片檢查從常規X綫鉬鈀照片，發展到

CR (Computed radiography) 及DR (Digital radiog-

raphy) 照片，照片的質量得到提高，對病灶的顯示也

越來越清晰。採用局部壓迫放大照片，有利於進一步觀

察病灶的形態特點和顯示微小鈣化。X綫照片檢查對含

有較多纖維成分的腫瘤主要是浸潤型導管癌（包括單純

癌和硬癌）具有特徵性的診斷價值，通過顯示腫塊，腫

塊邊緣的毛刺，周圍結構的牽拉改變，局部結構的扭

曲，尤其是顯示腫塊內的微小鈣化，在診斷上具有優越

性。但對於其他以腫瘤實質成分為主的腫瘤，主要包括

小葉癌，以及特殊類型的乳腺癌，包括髓樣癌，黏液癌

等，則顯示較差[14-18]。這一類的乳腺癌，當乳腺腺體較

為緻密的情況下，病灶常受到掩蓋而顯示不清，造成漏

診；另外，這一類的病灶，在X綫照片檢查中，雖然能

够顯示病變，但往往因為病變缺乏特徵性的表現而造成

良、惡性鑒別上的困難，易誤診為良性病變。

近三十年，隨着醫學超聲學的發展，超聲波儀器

的不斷進步，高頻探頭、諧波成像彩色多普勒、超聲造

影劑的應用，以及超聲三維成像、彈性成像軟件的開

發，超聲醫學在乳腺疾病的診斷上取得很大進展，其重

要性和優越性日趨明顯。超聲檢查可以直觀地顯示病變

的形態，如病灶規整或不規整，邊緣光滑或不光滑，有

無包膜回聲，內部回聲均勻或不均勻，有無壞死區，壞

死液化區規則或不規則，病變結構均勻還是雜亂，病變

的血供情況（0~Ⅲ級分級），以及病變的軟硬程度（彈

性成像），對周圍組織的有無浸潤等，從多個方面對病

灶做出綜合性的診斷，對良惡性病變的鑒別診斷具有更

多的依據，對X綫檢查可疑的病變作進一步評估。超聲

對於以實質性成分為主的腫塊，包括小葉癌，良、惡性

的葉狀腫瘤，一些特殊類型的腫瘤髓樣癌，更具有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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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X綫檢查與超聲檢查聯合應用，能够大大提高診斷

的準確率。同時因為超聲技術的迅猛發展及不斷創新，

使得超聲檢查更多的應用到臨床，這樣可以達到盡量減

少X綫使用的目的，以減低X綫的輻射帶來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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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是以各種栓子阻

塞肺動脈系統為其發病原因的一組疾病或臨床綜合症的

總稱，是常見的心血管疾病。美國每年約60萬人發病，

其中1/3死亡，居死因第3位[1,2]。其發病率在心血管疾病

中僅次於冠心病和高血壓，常見於老年人。由於肺栓塞

臨床缺乏特異性表現，易漏診和誤診，及時正確的診斷

治療可使肺栓塞患者死亡率由30%降至2%~8%[3]。現從本

院近5年來經CT肺動脈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pul-

monary angiography, CTPA)確診的28例急性PE患者中，

篩選17例年齡≧60歲患者，對臨床診治資料進行總結分

析，以期提高臨床醫師對老年PE診斷和治療的水平。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09年6月~2014年6月期間本院經CTPA確診的年齡

≧60歲的急性PE患者共17例，其中男8例，女9例，年齡

60~93歲，平均(73±5)歲，其中60~69歲6例，70~79歲4

例，80~89歲3例，90~93歲4例。

二、方法

對本組病例發生PE的危險因素、臨床表現、動脈

血氣分析、血漿D-二聚體、心電圖、胸部X綫、下肢靜

脈超聲、超聲心動圖、誤診情況、治療及轉歸進行綜合

【摘要】  目的 分析急性肺栓塞（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PE）的危險因素、臨床

特點、誤診情況及治療方法，以提高確診率，改善預後。  方法 回顧性分析本院2009年6

月~2014年6月期間，年齡≧60歲的急性肺栓塞住院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8例，女9例，年

齡範圍60~93歲，平均(73±5)歲。使用修正的Geneva評分對患者進行評估，瞭解其早期確診

率。  結果 用修正的Geneva 量表預測，高度可能預測PE敏感性35.3%，中度可能預測PE敏感

性58.8%，低度可能預測PE敏感性5.9%。  結論 APE可併發於多種疾病，臨床表現多樣，極易

誤診漏診，臨床中可結合使用修正的Geneva評分對患者進行篩選，可提高早期確診率。

【關鍵詞】肺栓塞；老年人；診斷；修正的Geneva量表

Clinical analysis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in 17 elderly patients

LIU Hong *,  LEONG Iat Lon ,  LIU Shu Lei ,  TAN Jian Qiao ,  DENG Xi Wei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clinical features, mis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AP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rate and prognosi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was made from patients 60 year-old or older with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9 to June 2014, which included 8 males and 9 females. The age ranged from 60 to 93 
year-old, the average age was (73±5) year-old. Revised Geneva score was used to predict APE of the patients.   
Result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was made from patients 60 year-old or older with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09 to June 2014, which included 8 males and 9 females. The age ranged 
from 60 to 93 year-old, the average age was (73±5) year-old. Revised Geneva score was used to predict APE of 
the patients.  Conclusion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could be complicated by a variety of diseases with divers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which might led to misdiagnosis and omission diagnose. Clinical practice accompanied 
with revised Geneva score in the treatment for these patients could improve early diagnosis rate.

[Key Words]  Pulmonary embolism; Elderly; Diagnosis; Revised Geneva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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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計數資料

以率或構成比表示。

根據修正的Geneva量表，對17例患者進行PE可能

性評估，判定標準為0~3分，低度可能；4~10分，中度

可能；≧11分，高度可能。修正的Geneva量表見表1。

結 果

一、發生PE的危險因素

原發危險因素因本院條件有限，無法篩查。17

例患者均進行繼發危險因素篩查，全部存在危險因

素，1~2個者6例，3~5個者9例，6~7個者2例。各種繼

發危險因素依次為：高血壓94%(16/17)、下肢靜脈血

栓41%(7/17)、持續性心房顫動29%(5/17)、高脂血症

29%(5/17)、肥胖24%(4/17)、冠心病及冠脈介入術後

18%(3/17)、糖尿病18%(3/17)、吸煙18%(3/17)、臥床

18%(3/17)、麻醉時間≧30min的手術12%(2/17)、充血

性心力衰竭12%(2/17)、起搏器植入術後12%(2/17)，另

外惡性腫瘤、骨折、腎病綜合症、擴張性心肌病、急性

缺血性卒中及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貧血各l例。

二、基礎情況

患者主要臨床表現為呼吸困難(11/17)、咳嗽

(6/17)、胸痛(4/17)、心悸(4/17)、暈厥(3/17)、咯血

(3/17)、頭暈(3/17)、及煩躁(2/17)；主要體徵為下肢

不對稱性腫脹(2/17)，有8例患者血氣分析表現為低氧

血症，血漿D一二聚體陽性率達94%(16/17)，X綫胸片主

要表現為肺部浸潤影(5/17)和胸腔積液(3/17)，心電圖

主要表現為非特異性ST-T改變(6/17)、竇性心動過速

(4/17)。既往有心臟病病史者4例(冠心病3例，心肌病l

例)，肺部疾病病史者1例，腦梗死病史1例。

三、輔助檢查

11例進行動脈血氣分析8例表現為低氧血症

(Pa02<80mmHg，1mmHg=0.133kPa)，5例(63%)同時合併

低碳酸血症(PaCO2<35mmHg)，17例行血漿D-二聚體檢測

(酶聯免疫吸附法)，其中16例>500μg/L；17例行胸部X

綫檢查，表現為肺部浸潤影5例，胸腔積液3例，肺紋理

稀疏1例，膈肌抬高2例；17例行心電圖檢查，6例呈現

ST-T非特異性改變，竇性心動過速4例，SIQⅢTⅢ表現1

例，右束支傳導阻滯1例，房性早搏4例，新發心房顫動

1例，4例未見明顯異常；17例行超聲心動圖檢查，輕中

度肺動脈高壓10例，重度肺動脈高壓1例，右房右室增

大9例；16例行下肢靜脈多普勒超聲檢查，7例(41%)發

現下肢DVT，1例僅見肌間靜脈血栓形成，3例發現下肢

靜脈瓣功能障礙。

四、診斷情況

全部病例經CTPA確診。因條件有限，本院無法行

核素肺通氣灌注顯像，有1例行肺動脈造影。8例(47%)

患者最初診斷時被誤診，分別誤診為冠心病5例、肺炎

1例、高心病併心衰1例、還有1例因頭暈入院CTA檢查時

意外發現。以暈厥發病的有3例，其中1例有房顫伴長間

歇，予植入永久起搏器後予華法令抗凝治療1月後，再

發暈厥1次，行冠脈CT檢查發現肺栓塞，合併冠脈單支

病變，植入支架1枚；1例為91歲男性患者運動中突發短

暫暈厥，當日又再發暈厥2次，無伴胸痛，以腦血管意

外可能收入神經科，第二天因cTnT升高診斷ACS轉入心

內科，轉入後症狀平穩。1週後超聲心動圖檢查時發現

右室大伴肺動脈壓升高，仔細追問患者發病當日有氣促

症狀，急診血氣分析記錄有低氧血症，行CTPA檢查得以

確診。1例冠心病經CTA診斷三支病變患者，在PCI術後1

週再發胸痛，複查CTA發現急性肺栓塞，下肢靜脈超聲

正常。

五、修正的Geneva量表測定

用修正的Ge n e v a量表預測17例患者，經預測統

計：高度可能患者（≧11分）6例，中度可能患者

（4~10分）10例，低度可能患者（0~3分）1例；高度可

能預測PE敏感性35.3%，中度可能預測PE敏感性58.8%，

低度可能預測PE敏感性5.9%。

表1.修正的Geneva量表

因   素 變   量 分  數

危險因素 年齡>65歲               1

 既往DVT或PE史   3

 1個月內有手術史、骨折史   2

 惡性腫瘤活動期   2

癥狀 單側下肢疼痛   3

 咯血   2

體徵 心率75~94次/min      3

 心率≧95次/min   5

 下肢深靜脈觸痛和單側水腫   4

表2.修正的Geneva量表預測結果

項目
高度可能組 中度可能組 低度可能組

（≧11分） （410分） （0~3分）

例數 6 10 1

預測敏感性(%) 35.3 58.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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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治療結果

所有患者確診後均採用低分子肝素併華法令抗凝

治療，1例出現皮下血腫，1例出現胸肌間血腫，1例

出現少量消化道出血；肺動脈造影併溶栓治療1例(rt-

P A2h法)，出現皮膚瘀斑、牙齦出血，停藥後逐漸恢

復；1例患者放置下腔靜脈濾器。所有患者病情均好

轉，無死亡病例。

討 論

P E的發病率在老年人群中較高，且隨年齡增加而

增加，20歲之前發生PE者少見。在美國PE的年發病率

65~69歲年齡組是120/10萬，85歲及以上年齡組迅速上

升為700/10萬[4]，本組資料中超過80歲的患者有7例，

佔41%。結合本組資料，考慮老年人PE發病增多的可能

原因是：(1)社會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2)老年人合併

多種基礎疾病，且惡性腫瘤發病率增高；(3)大手術種

類和病例數增多；(4)老年人活動減少，臥床制動時間

長。尸檢資料證實，老年PTE的發病率高達12.8%，但約

2/3的患者生前被漏診，這是因為老年PE患者的臨床表

現缺乏特異性，常與合併的基礎心肺疾病重叠，容易

忽視新症狀的出現。本組患者中除1例僅輕度頭暈外，

常見的臨床表現為呼吸困難，其次為咳嗽、胸痛、心

悸、暈厥、低血壓、下肢不對稱腫脹等，具有典型呼吸

困難、胸痛、咯血者僅1例，而上述表現常會被認為是

基礎心肺疾病的加重，故有被誤診為急性冠狀動脈綜合

症、肺炎、高心病併心衰等。本組老年患者咯血的發生

率為18%，與文獻報導的11%~30%相似[5]。有2例暈厥症

狀患者初始都出現誤診，另有5例胸悶胸痛不適等症狀

誤診為冠心病，深究原因，多與病史詢問不够細緻、查

體不全面、輔助檢查沒有仔細排查有關。因此，當老年

患者出現不能解釋的或與原發基礎疾病不匹配的呼吸困

難、胸痛、暈厥、低氧血症、低血壓休克及下肢不對稱

腫脹時，應想到PE的可能，特別是對於部份存在惡性腫

瘤或大手術後等高危因素的患者。

本組患者血氣分析主要表現為低氧血症，胸片較

常見的表現為肺部浸潤影和少量胸腔積液，心電圖的常

見表現為T波低平倒置、ST段壓低、竇性心動過速等。

這些表現極易被誤診為肺炎、冠心病等，而有些老年患

者PE可與這些疾病同時存在。本組進行血漿D-二聚體檢

測的患者中，94%(16/17)為陽性，然而老年人易患的肺

炎、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惡性腫瘤或外科手術等也可

造成D-二聚體升高，因此血漿D-二聚體對老年PE的排除

診斷價值有限[6]，但若D-二聚體正常，有助於排除臨床

低、中度可能的PE。

根據修正的Ge n e v a量表，計算出高度可能患者

（≧11分）6例，其預測PE敏感性35.3%；中度可能患者

10例預測PE敏感性58.8%，低度可能患者1例預測PE敏感

性5.9%。說明修正的Geneva量表對PE的預測有較高的準

確性。中高度可能的患者要特別警惕PE的診斷。這為臨

床醫生提供了臨床基本的篩選方法，從而減少漏診和誤

診。但本組資料中度敏感性比例較高，可能與病例樣本

偏少有關，以及病歷中症狀及體徵的觀察記錄不够全面

詳細有關。

抗凝治療是老年PE基本治療方法，其目的是防止

血栓增大和發生致死性PE，以及預防PE復發，適用於絕

大部份患者。溶栓治療應嚴格掌握適應證，權衡獲益與

出血風險，並強調個體化原則，防止過度溶栓。對存在

抗凝治療禁忌證或併發症，以及充分抗凝治療血栓復發

者，必要時放置可回收或臨時的下腔靜脈濾器。

盡管PE的診斷及治療目前已有很大改觀，但其仍

然是發病率高、易漏診及誤診、不經治療死亡率高的疾

病。故需要臨床醫生有高度的意識及警惕性，減少此類

疾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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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les, THA)

治療髖臼發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DDH)繼發骨關節炎較常規置換困難，技術難點主要

集中在髖臼側。髖臼複雜多樣的畸形，造成了臨床上多

種髖臼重建的模式。筆者於2014年1月~2014年4月，在廣

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對18例（20髖）髖臼發育不良

性骨性關節炎患者行全髖關節置換術，臨床療效滿意。

現報告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18例（20髖），男3例（3髖），女15例（17

髖）；年齡40~68歲。右側6髖，左側12髖，雙側2例；所

有病例均有患髖持續性疼痛、跛行及功能障礙。X綫檢查

DDH按Crowe分類：I型8髖，Ⅱ型7髖，Ⅲ型5髖。患髖曾

【摘要】  目的  探討應用全髖關節置換術治療髖臼發育不良繼發骨性關節炎時臼杯假

體安放的方法及其對手術療效的影響。  方法 對18例（20髖）髖臼發育不良繼發骨性關節

炎的患者進行全髖置換術時，術前應用影像學方法評估髖臼和股骨的形態學變化。術中盡

量將假體安放在真臼位置，無法將假體安放在真臼位置時，將假體位置適當上移。術後以步

態、肢體長度、放射學改變作為療效判定標準。  結果 患髖疼痛和跛行較術前明顯減輕，

無脫位及神經損傷等併發症。臼杯假體安置於真臼內者12髖，安放於真臼偏高位者8髖。12

例基本恢復雙下肢等長。8例患肢短縮均在2cm以內。  結論 根據術前評估，選擇合適的髖

臼重建方法進行全髖關節置換，對成人先天性髖臼發育不良可獲得較好療效。

【關鍵詞】髖關節；髖臼發育不良；關節成形術；置換；重建

Acetabular reconstruction of total hip arthroplastly for dysplastic acetabulum in adults

LIU Tong Fang  1,   FU Ming  2* 
1.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2.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thod and the effects of placement of the acetabular 

components in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osteoarthrosis secondary to congenital dysplasia of acetabulum 
wit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  Methods   Eighteen cases (20 hips) with osteoarthritis secondary to

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 (DDH) were treated with THA. Before operation,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acetabular and femurs were evaluated with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During the operation,the 
acetabulum were reconstructed at the level of real acetabulum. When the prosthesis cannot be placed in 
the real acetabulum, it should be placed upward according the situation. The patients were all evaluated 
with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walking gait and limb length.   Results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pain and 
lameness were completely relieved.12 prostheses were placed inside the real acetabulum, with no difference 
in bilateral limb length after recovery.8cases were placed slightly higher, with a length shorten less than 
2cm.  Conclusion    Choosing suitable way of acetabular reconstrction can acquire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in total hip replacement of adult hip dysplasia according to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Key Words]  Hip joint; Dysplatie acetabulum; Arthroplasty; Replacement; Reconstruction

成人髖臼發育不良全髖置換術中的髖臼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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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手術史3例，其中切開復位2例，髖臼截骨1例。CroweI

型的術前短縮多數在l~2cm，Ⅱ型短縮通常在3~4cm內，

Ⅲ型的股骨頭上移通常超過4cm。

二、術前準備

術前攝骨盆正位及患側股骨正側位X綫片，確定

Crowe分型，並測量股骨頸幹角、髖臼角、CE角、Sharp

角。CT掃描及三維重建，進一步明確真髖臼位置、大

小、深度、前傾角、真臼環的完整性和其周圍骨質情況

及股骨前傾角等，據此制定髖臼重建方案，包括髖臼旋

轉中心的重建位置、髖臼的大小、前傾角、外翻角及幫

助選擇合適的髖臼和股骨假體等。

三、手術方法

患者取健側臥位，患髖在上。本組病例均採用髖關

節後外側切口。顯露股骨頭頸，按術前制定的截骨線在

股骨小轉子上方截骨。沿增厚拉長的關節囊內面尋找真

臼位置，辨認髖臼切迹及橫韌帶，確認真臼的位置、朝

向、深淺和大小，必要時輔以X綫透視下定位。先用小號

臼挫緊貼髖臼橫韌帶垂直於骨盆加深髖臼，內移旋轉中

心。其加深的程度由術前CT結果指導，以不穿破內板皮

質為準。調整臼挫方向，保持在外展40~45o，前傾15~25o

位，逐級加大、加深髖臼。當臼銼達到髖臼內側壁時，

可用試模測試。對於I型及部份Ⅱ型的脫位這時臼杯一般

都能獲得滿意的覆蓋。對於脫位明顯的部份Ⅱ型和Ⅲ型

者，據術前評估，選擇在真臼上方1~2cm水平作為髖臼位

置，向內上加深髖臼，在髂骨區內獲取對臼杯假體的覆

蓋，以保證覆蓋面在臼杯的80%以上。此組病例均選用非

骨水泥型假體。

結 果

所有病例圍手術期無神經血管損傷，無脫位等併

發症發生。疼痛和跛行較術前明顯減輕。I型和部份Ⅱ

型基本恢復雙下肢等長。脫位明顯的部份Ⅱ型和Ⅲ型病

例，其髖臼旋轉中心輕度上移，患肢短縮在2cm以內。

術後影像學檢查，臼杯假體安置於真臼內者12髖，安放

於真臼偏高位8髖。髖臼假體選用偏大5例，但均未超過

50mm，外翻角小於40o者7例，大於55o者4例。髖臼假體

前傾角均小於25o，髖臼後緣外露小於5mm，髖臼覆蓋均

超過80%。

討 論

髖臼重建是全髖關節置換術治療髖臼發育不良的

關鍵點和難點。其原則為：(1)重建髖關節的正常生物

力學形態；(2)維持髖臼的完整結構；(3)髖臼杯有足够

的骨性覆蓋和堅強持久的固定[1]。DDH患者的髖臼特點

是：CroweI型除髖臼窩較淺外，通常畸形不明顯，骨質

基本正常。CroweⅡ型和CroweⅢ髖臼明顯發育不良，真

臼變淺，真臼外上方骨質缺損，形成假臼。CroweⅣ型

股骨頭完全脫位，真臼發育不良，矢狀徑小於前後徑，

真臼上方形成假臼。對於成人DD H準備行全髖關節置

換術髖臼重建時，應綜合考慮真臼和假臼局部骨的質

量、臼假體植入後的穩定性、肢體延長程度及對血管

神經的影響等因素。因此，術前準備特別重要，尤其

是影像學檢查。可以瞭解真臼及周圍骨質情況、髖臼

形態、股骨髓腔大小、股骨頭脫位及短縮情況。並對

髖臼進行定量測定，包括髖臼前後徑、上下徑、深度

和內側壁厚度，以及髖臼的外展角和前傾角等，有利

於手術計劃的制定，用以指導術中在真臼還是假臼重

建髖臼，以及選擇髖臼假體大小和安放位置[2]。有時為

增加臼杯的覆蓋，會選擇較大的前傾角或外展角，在

術前都會做到心中有數。

目前對於DDH在放置髖臼假體時有兩種方法，一種

是通過利用髖臼內側壁的結構，通過內移重建後的髖關

節中心來減少髖臼固有的骨缺損帶來的髖臼假體覆蓋的

不足[3]。另一種對髖臼的重建，着眼於髖臼的骨缺損，

通過骨移植對骨缺損的補充來達到對髖臼的重建[4]。

大多學者[5,6]主張將髖臼假體置於真臼內，而不要

將臼杯安裝於假臼內使旋轉中心上移。這種真臼的內下

方位置與假臼的外上方位置相比，可減少關節接觸力，

避免假體在非生理狀態下加速磨損，並能改善外展肌功

能，糾正跛行。我們的經驗是根據術前的評估和分型來

選擇重建方法，盡量在真臼位置重建髖臼；若真臼部位

由於骨量不足或缺損，導致不能滿意覆蓋假體時，則將

髖臼適當上移，保證髖臼假體覆蓋程度大於80%。以獲

得人工髖臼和骨床的匹配、穩定。對於Crowe I型和部

份Crowe Ⅱ型，因為較少的骨性畸形，髖臼假體可以毫

不費力地放置於原臼處，內移至臼底可對標準髖臼提供

足够覆蓋。對於脫位明顯的部份Crowe Ⅱ型和Ⅲ型，在

臼杯置於真臼時，骨性髖臼上方的缺損會使臼杯上方缺

少骨性覆蓋，術中難獲滿意覆蓋時。以往常用的方法是

採用髖臼結構性植骨以擴大髖臼承載面積，但有植骨

塊出現的吸收和塌陷，造成假體鬆動的風險[4]。我們臨

（下轉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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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腸腸扭轉是指結腸的某一部份沿着某一固定點

旋轉而產生的結構改變。當旋轉達到一定角度後會導致

所屬腸管閉襻性梗阻甚至血液循環障礙。若診斷處理

不及時，可導致腸壞死，腸穿孔，腹膜炎，進而危及

生命。最常見的部位依次是乙狀結腸，盲腸，橫結腸

扭轉[1-3]。本院自2004年~2014年共收治10例結腸扭轉病

歷，現做回顧分析。

資 料

本組共10例，男女比例8:2，平均年齡65歲

（35~94歲）。起病至確診時間平均3天；確診至接受治

療時間平均4小時。單純腹部X光片明確診斷2例，X光腹

部平片初步診斷後經CT確診8例。纖維結腸鏡檢查7例，

成功復位6例，1例發現腸壞死急診行Hartmann手術；

另3例未接受腸鏡檢查直接手術治療，其中兩例急診開

腹，行壞死腸切除Hartmann手術；1例為盲腸扭轉，行

腹腔鏡右半結腸切除。圍手術期出現全身感染表現10

例，因心肺功能障礙需ICU監護治療2例。全組無死亡。

討 論

一、流行病學

結腸扭轉所致梗阻在全部腸梗阻中的比例不盡相

【摘要】  目的  總結回顧結腸扭轉的診斷和治療經驗。  方法 回顧性分析10例結

腸扭轉病例。  結果 本組病人10例，經過腹部X光或CT確診。纖維結腸鏡成功復位6例，1

例經腸鏡發現腸壞死，急診行Hartmann手術；直接手術探查3例中2例開腹發現腸壞死，行

Hartmann手術；1例行腹腔鏡探查，證實為盲腸扭轉，行右半結腸切除。圍手術期出現全身

感染表現10例，全組無死亡。  結論 結腸扭轉主要依靠CT等影像學檢查做出正確診斷。及

時結腸鏡復位或合理手術治療可得到理想的效果。

【關鍵詞】結腸扭轉；結腸鏡；腹腔鏡；影像學診斷；治療

Experience of 10 cases with colonic volvulus

KWONG Man*,   HO Ka Koi  
Department of Surgical,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review the outcomes of emergent treatment of 

sigmoid and cecum volvulus.  Methods     The record of 10 patients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ll these 10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by X-ray or CT. Colonoscopy helped 6 patients to have

successful detorsion and 1 patient was found bowel gangrene who underwent Hartmann’s procedure. 
The other 3 patients had emergent operation without endoscopy, 2 of them had Hartmann’s procedure 
and the third lady had a laparoscopic right hemi-colectomy who was suffered from cecal volvulus. All 
these 10 patients had systemic infection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none of them died.  Conclusion   
Nonoperative procedure with colonoscopy should be the initial treatment of sigmoid colon volvulus. In case 
bowel gangrene or peritonitis is present or non-operative treatment is unsuccessful , emergent Hartmann 
procedure should be considered. Primary anastomosis can be performed if the patient’s condition is stable 
and bowel preparation is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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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般低於10%。該病多發於老年人，平均年齡70

歲。多為行動不便及身體虛弱，或長期服用神經精神

科藥物，並且有便秘史[4]。兒童青少年發病較少，多與

結腸動力異常相關[5-7]。本組病人多為年長男性，均行

動遲緩，部份有帕金森病史。最年輕患者35歲，長期便

秘。該病可能與遺傳或飲食習慣有關。食物中纖維成分

較多時，產生較多的糞便積壓在結腸並使之擴張，容易

造成腸管冗長鬆弛，在特殊條件下容易產生扭轉[8]。該

病的性別差異報導不一。有報導該病也曾見諸克隆氏病

患者，孕婦以及南美洲錐蟲病患者[9,10]。

二、發病機理

當充滿氣體的腸襻繞着系膜根部旋轉超過180o時

腸腔會出現梗阻。當超過360o時，系膜灌注就會受到影

響。本組手術3例腸壞死均為逆時針旋轉360o~540o。一例

盲腸扭轉180o未見壞死。另一種少見的特殊扭轉發生於

回腸纏繞乙狀結腸時，經常是順時針反方向旋轉[11]。

三、危險因素

目前尚無明確的病理生理危險因素。可能的因素有：

1.解剖因素

通常認為當乙狀結腸冗長垂蕩，周圍缺乏黏連牽

挂，加上系膜根部狹小時容易產生旋轉。據推測便秘患

者乙狀結腸長期過度負荷，導致腸管增粗增長，因此可

以解釋為何便秘的年長體弱患者發生扭轉機會更高。盲

腸扭轉多為升結腸中段因黏連壓迫與回盲瓣間形成不全

性閉襻梗阻，而盲腸系膜過度游離，擴張後突向左上腹

並扭轉。常累及盲腸及遠端回腸[5]。本組盲腸扭轉初診

腹部立位X光片一度誤診為急性胃擴張。

2.結腸動力障礙

在需要接受手術治療的結腸扭轉成年患者中，45%

的人因表現為慢性頑固性便秘或瀉藥依賴，證明存在結

腸動力障礙。而老年便秘患者大便通過乙狀結腸和直腸

的時間延長。某些先天性巨結腸的兒童首先表現為乙狀

結腸扭轉。

四、臨床表現

大多數乙狀結腸扭轉的患者表現出緩慢加重的腹

痛，嘔吐，腹脹和便秘，往往在腹痛數日後才出現嘔

吐。腹痛多為持續性，伴陣發加重的絞痛。老年人的癥

狀較輕，表現不明顯。正因如此，大多數該病患者起病

隱伏，易延遲就診。僅約17%的患者會在起病48小時內

出現癥狀，包括突發劇痛，腹痛前後出現嘔吐。因血供

不足導致的壞疽，腹膜炎，敗血癥罕見。年輕患者常會

因為自行復位而表現出反覆發作的特殊腹痛。

體檢會發現腹脹膨隆，壓痛。有的出現左髂窩空

虛。病程早期不會出現發熱，心跳過速，血壓低，腹肌

緊張肌衛及反跳痛。但一旦出現側意味着穿孔及或腹膜

炎。在未出現壞疽，腹膜炎或敗血癥前，血細胞計數及

電解質等化驗檢查往往正常。本組急診手術患者多已出

現腹膜炎體征，並出現嚴重感染現象，術後甚至需ICU

加護治療。

五、診斷

當患者有腹痛，嘔吐，腹脹便秘等表現，體檢發

現腹部膨隆時應懷疑到該病。診斷需依靠影像資料。CT

可明確診斷並排除其它導致腹痛和腸梗阻的原因，在沒

有條件第一時間行CT檢查時，應拍攝腹部X光片。當腹

部X光片無法作出明確診斷時，在沒有腹膜炎體癥的前

提下，可行水溶性結腸造影[13-15]。CT中見到漩渦癥及

鳥嘴癥具有診斷意義，但約1/4的患者缺乏典型的CT表

現。其它有幫助的表現包括直腸空虛，腸壁雙邊影。當

出現腸壁氣腫，門靜脈氣體，腸壁增強缺失等表現意味

着腸壞死。腹部平片的診斷性表現有倒U型的擴張腸管

即所謂“彎管癥”，由盆腔指向右上腹，最高可達膈

肌。但腹部平片僅能對60%的患者作出明確診斷。如乙

狀結腸近端腸管擴張積氣併小腸氣液平也可見諸於其它

導致結腸遠端梗阻的病變，以及結腸假性梗阻和中毒性

巨結腸。線性氣腫意味着壞死即將穿孔。腹腔游離氣體

則表明已發生腸穿孔[16,17]。

六、鑒別診斷

鑒別診斷包括其它可導致腸梗阻的疾病，CT平掃加增

強可達到此目的，同時可協助判斷有無缺血壞死和穿孔。

中毒性巨結腸的特徵是全部或區段性結腸擴張合併

有全身中毒，病情嚴重伴有發燒，心動過速，彌漫性腹

部壓痛。經常有血性腹瀉史和其它慢性炎性腸病史。腹

平片有指壓癥，但沒有倒U型腸襻及結腸造影的鳥嘴癥以

及CT上的漩渦癥。急性結腸假性腸梗阻表現為盲腸和右

半結腸的高度擴張，缺乏使腸管發生阻塞的解剖病變，

CT往往見到結腸廣泛擴張，在接近脾曲部出現移行區。

七、治療

本病一旦確診後須盡快積極治療，一般針對腸梗阻

的措施，如禁食胃管减壓，預防嘔吐窒息；針對腸道易

感菌群採取經驗用藥預防感染；調整水電解質平衡；密

切監察生命體征及感染指標。不主張嘗試改變體位或其

他運動自行復位，而應爭取時間採用更加積極有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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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療的目的示為了解除結腸扭轉並預防復發。在沒

有壞死穿孔及腹膜炎的前提下首選纖維結腸鏡。雖然乙

狀結腸扭轉點多在距離肛門20~40cm範圍內，有報導用

硬質直腸鏡或乙狀結腸鏡甚至膠質肛管成功到達扭轉部

位並復位[18]。但纖維結腸鏡具有視野清晰，觀察準確，

可同時進行沖洗抽吸及復位減壓，錄影攝像及活檢等優

勢，更加安全可靠[19-21]。復位减壓後擇期手術預防扭轉

復發。若腸鏡復位失敗，或有迹象表明存在腹膜炎時則

直接行剖腹探查[13-15]。本組在腸鏡前均同時做好開復手

術的準備，均在手術室麻醉監視下進行。單手及雙手操

作均可。本組腸鏡前均無法充分腸道清潔準備，在視野

不清的情況下緩慢輕柔入鏡，遠端須反覆沖洗充分暴露

視野。未抵達扭轉部位時腸管往往寬大易充盈，當見到

黏膜螺旋匯聚扭擰，腸管折叠中斷時，即為扭轉交叉的

遠端狹窄點。此時可减低遠端腸管氣壓，觀察扭擰黏膜

血運。若黏膜仍為粉紅或鮮紅充血狀，表明腸管尚未壞

死，可順黏膜螺旋緩慢持續向前推進。此時鏡頭多處於

緊貼黏膜的盲進狀態，操作人員須十分謹慎，當感覺阻

力過大時不應盲目冒進，可嘗試緩慢旋轉搖擺鏡頭，退

鏡减壓後再嘗試入鏡。若成功通過扭轉點，管腔將再次

變寬敞，並有大量積氣積糞，糞便多為稀糊狀。吸氣減

壓後，腸壁張力降低，管腔塌陷，繼續入鏡會發現腸管

鬆弛，套鏡嚴重，但黏膜及血管網紋多正常。此時反覆

拉動鏡身，即可使扭轉的腸管復位。當再次見到黏膜

出現受壓榨後的充血鮮紅色，類似缺血性腸炎鏡下表現

時，即已到達扭轉近端交叉點。經過該點後腸管表現回復

正常，且經常羈留較幹硬糞便，難以沖洗，此時復位目的

已達到，可結束入鏡。若反覆入鏡仍不能通過扭轉點或黏

膜已呈瘀黑缺血壞死狀時，應果斷結束復位嘗試，避免醫

源性損傷，包括腸穿孔，以及壞死腸壁及系膜中細菌毒素

隨血循擴散。文獻中腸鏡後復發的比例約30~50%不等，原

因可能是導致扭轉的病理基礎並未徹底消除[21]。故腸鏡

復位成功後，須繼續觀察腹脹變化及排氣排便情況，若有

持續自然排氣，腹脹消減，腸鳴回復，無腹膜刺激癥，可

予口服石蠟油及乳果糖等幫助軟化大便及促進排便，必要

時加用少量瀉劑。本組一例經腸鏡復位後腹脹一度明顯緩

解，但24小時內再次出現與復位前完全相同表現，考慮患

者年邁，心肺功能儲備差，手術風險極大，故選擇二次腸

鏡並再次成功復位。術後口服上述藥物，自行大量排氣排

便，進食回復正常，順利出院。

鑒於腸鏡復位後較高的復發率，文獻建議待全身

狀況穩定時擇期行扭轉段腸切除[22]。曾經過度游離垂蕩

造成扭轉的腸管可開腹手術或腹腔鏡微創技術行區段切

除，或行固定術[5]。本組3例乙狀結腸扭轉急診手術皆

因為CT或腸鏡診斷壞死，術中證實壞死。腸道準備滿意

的可行一期吻合。腸道準備欠佳者如腸鏡復位失敗及腸

管壞死時，可根據病人身體狀況切除受影響的腸管及系

膜，然後行臺上灌洗並一期吻合加保護性回腸造口，或

僅作更簡單的Hartmann手術[23]。本組一例即行腹腔鏡下

腸减壓並末段回腸盲腸切除加回腸結腸一期吻合。

總 結

結腸扭轉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腸梗阻，發病率較

低。多發生於年長，長期活動不便，長期服用神經精神

抑制藥物及長期便秘者。與遺傳及生活飲食習慣有關。

該病發病隱匿，有普通低位腸梗阻的表現，可緩慢發展

後突發加重，當影響到系膜血供時，會導致腸管缺血壞

死，相關癥狀出現時應予以高度警惕。及時診斷須依靠

各具特點的影響學檢查。CT掃描具有全面的診斷及鑒別

診斷意義，應作為首選。在沒有壞死穿孔及腹膜炎的前

提下纖維結腸鏡可作為安全有效的首選治療方法。仔細

觀察緩慢入鏡，通過扭轉點減壓復位後，完成充分的腸

道準備，擇期行病變段結腸切除一期吻合。急診手術中

應避免壞死腸管細菌毒素污染擴散，可行臺上腸灌洗後

一期吻合加預防性造口或Hartmann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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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又稱多形性膠質母

細胞瘤(glioblastoma-multiform, GBM)，是大腦最好發

的腫瘤，大約佔顱內腫瘤的12%~15%，佔星形細胞腫瘤的

60%~75%，GBM源於星形細胞，是惡性程度最高的星形細

胞瘤[1,3,4]。GBM在成年人中多見，中位生存期不到1年，5

年生存率僅為6.6%[2]。本研究對本院2008~2014年經手術

切除，病理確診的6例GBM的病理病例按照性別、年齡、

主要症狀、發生部份、腫瘤大小、組化特點、影像學特

點、診斷及鑒別診斷進行回顧性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材料

收集本院2008年以來手術切除6例膠質母細胞瘤，

資料完整。手術標本常規10%中性福爾馬林固定，石蠟包

埋，3~4μm厚切片，HE染色，光鏡觀察。

二、免疫組化染色

取石蠟切片，3~4μm厚，貼附於APES處理過的載玻

片上備用。免疫組化採用Ultra View法，採用抗體包括

GFAP、vimentin、S-100、Ki-67、CD34等抗體均為DAKO

公司產品。每例按2007年WHO中樞神經系統腫瘤新分類制

定的病理診斷標診斷確診。

結 果

6例膠質母細胞瘤患者中，男3例，女3例，男：女

【摘要】  目的 探討膠質母細胞瘤的臨床特點、病理學特點、診斷及鑒別診斷，進一

步為臨床治療提供有效的參照。  方法 對本院2008年以收治的6例膠質母細胞瘤進行臨床資

料統計、應用HE染色、免疫組化等方法進行病理學特徵觀察。  結果 位於大腦5例，位於小

腦1例，手術後復發1例，位於大腦主要表現為頭暈、視物模糊、嘔吐、失語、乏力、癲癇發

作等，病變位於小腦主要為行走不穩、乏力、頭暈；免疫組化顯示GFAP、vimentin、P53陽

性、Ki-67高表達。  結論 膠質母細胞瘤來源於星形細胞，組織形態具有一定的特徵、惡性

程度高、進展快、易復發。

【關鍵詞】膠質母細胞瘤；臨床發病特點；病理學特點

Study on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6 glioblastoma

KU Kit Meng ,  XIAO Gang ,  WAI Kit Cheng ,   SIN Lai Fong ,  DONG Shu Kun *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athlogical features,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glioblastoma and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8 to 2014, 6 cases of glioblastom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with HE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The brain were 5 cases, the cerebellum was 1 case. Relapse was 
1 case. The tumor site of occurrence influenced the patients’main symptoms. The clinical symptoms of the 
cases were dizziness, bluring of vision, vomiting, aphasia, tiredness, seizures in cerebral hemispheres and walk 
unsteadily, vomiting, dizziness in the cerebellum.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showed positive staining for 
GFAP, vimintin, P63. The Ki-67 was highly expressed.  Conclusion   This tumor origins from astrocyte 
and has marked pathological features. The malignant degree of glioblastoma is very high, its progression 
is rapid, and it is easy to relapse.

[Key Words]  glioblastoma;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athological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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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1，發病年齡28~80歲，平均47歲，21~40歲3例，

41~60歲2例，61~80歲1例，位於大腦5例（其中額葉4

例，腦室內1例），位於小腦1例，查閱病例發現，手術

後復發1例，復發率為16.7%。

病變位於大腦主要表現為頭暈、視物模糊、嘔

吐、失語、乏力、癲癇發作等，病變位於小腦主要為行

走不穩、乏力、頭暈。

一、病理特徵

肉眼觀察：送檢腫塊多為破碎、大小不等，無包

膜，灰黃或灰白色，質軟，呈魚肉樣，可見出血。鏡

檢：腫瘤組織瀰漫分佈，與周圍組織界限不清，部份細

胞異型性明顯，部份可見明顯核仁，核分裂易見，並見

血管增生及灶性壞死，壞死灶周圍可見瘤細胞呈栅欄狀

排列（圖1、圖2 見封3）。

二、免疫表型

GFAP, vimentin, P53陽性率較高（圖3、圖4 見

封3），血管內皮細胞均表達CD34, Ki-67高表達，CK及

EMA表達陰性。

三、CT MRI

C T掃描可見明顯的佔位效應，腦室受壓甚至閉

塞，中線可向對側移位，病灶顯示為邊界不清的混雜密

度影，病灶內部出血部位呈高密度影，壞死及囊性變部

位呈低密度影，病灶周圍腦組織呈低密度影；增強CT掃

描壞死區域呈低密度影，實性部份有明顯的增強反應，

呈不均勻環狀強化影；MRI檢查為T1W1不規則低信號，

T2W1較高不均勻混雜高信號，水腫及佔位效應明顯。

討 論

臨床病理特徵：GBM是大腦最好發的腫瘤，大約佔

顱內腫瘤的12%~15%，佔星形細胞腫瘤的60%~75%。在大

部份歐洲和北美國家，每年新增病例約3~4個/10萬。膠

質母細胞瘤可發生於任何年齡，但常累及成人，高峰發

病年齡為45~75歲，男性比女性多發，男女之比為1.26-

1.28:1，而本組男：女為1:1，可能因病例數較少，20

歲以下發病率僅為1%[3,4]，而本組未見20歲以下患者。

膠質母細胞瘤好發於大腦半球皮質下白質，最好

發部位是顳葉，最經典的部份是額葉，腦室內和小腦少

見[4]，本組資料基本與之相符。

目前研究表明GBM是中樞神經系統惡性程度最高的

星形細胞腫瘤，主要由分化差的星形細胞構成，相當於

WHO中樞系統腫瘤分類Ⅳ級[2]，組織病理學診斷要點包

括腫瘤性星形細胞具有多形性，表現為瘤細胞小、未分

化、含脂質的、顆粒細胞和巨細胞等等，有明顯的核

異型、核分裂象多見、血管內血栓形成、血管周圍淋

巴細胞套、微血管形成和壞死；免疫組化中抗體GFAP，

vimentin, P53陽性最為多見，膠質母細胞瘤GFAP呈陽

性，提示其星形細胞來源，vimentin亦呈強弱不等的陽

性，同時Ki-67表達相對較高，Ki-67表達與膠質瘤的浸

潤，轉移及腫瘤增殖有關。

而相關臨床表現如：頭痛、嘔吐、視乳頭水腫以

及肢體無力、意識障礙、言語障礙和精神症狀（包括淡

漠、痴呆、智力減退）等對診斷起提示作用。

1940年Scherer首次提出將膠質母細胞瘤分為原發

性和繼發性，他認為從生物學和臨床觀點出發，由星形

細胞瘤發展而來的繼發性膠質母細胞瘤與原發性膠質

母細胞瘤相區別。大多數原發性膠質母細胞瘤發生於老

年人（平均62歲）。臨床病史短，通常<3個月，無低度

惡性的星形細胞瘤的組織病理學和臨床病史。而繼發性

膠質母細胞瘤可以從瀰漫型星型細胞瘤（WHOⅡ級）或

間變型星型細胞瘤（WHOⅢ級）發展而來，其常發生於

年輕人（平均年齡45歲），從WHOⅡ級星形細胞瘤到膠

質母細胞瘤的時間少則不到1年，多則10餘年，平均4~5

年。年輕患者中繼發性膠質母細胞瘤患者的生存期（平

均7.8月）要顯著長於原發性膠質母細胞瘤患者的生存

期（平均4.7月）[5,6]，越來越多研究表明，這是兩種不

同類型的腫瘤，其受累基因途徑，基因表型和對治療的

反應均不相同[5,7-9]。

臨床上鑒別診斷，根據膠質母細胞瘤的臨床表

現，影像學特點和病理組織形態學特點，結合免疫組

化檢測可以做出明確診斷。但由於膠質母細胞瘤組織

形態學的多形性，還需要與以下腫瘤相鑒別：(1)室管

膜瘤：發生於側腦室的膠質母細胞瘤需與室管膜瘤相

鑒別，室管膜瘤有特徵性的無核區，且一般S100及EMA

陽性；(2)多形性黃色瘤樣星形細胞瘤(pleomorphic 

xanthoastrocytoma，PXA)：PXA一般焦明顯壞死及血

管內皮增生，而GBM可見栅欄狀壞死及血管內皮細胞增

生，PXA中可見泡沫狀瘤巨細胞，而GBM中泡沫瘤巨細胞

少見，網狀纖維染色顯示PXA中網狀纖維豐富，且圍繞

單個瘤細胞分佈，而GBM中網狀纖維多沿血管分佈，PXA

表達免疫組化抗體CD34，而GBM罕見表達CD34[10]；(3)

腦轉移瘤：腦轉移瘤患者發病年齡常偏大，典型表現

為病灶較小，邊界清楚且水腫明顯，如能找到身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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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的原發或轉移病灶，則有助於鑒別診斷；(4)腦膿

腫：磁力共振擴散加權成像(DWI)表觀擴散系數值(ADC)

在鑒別腦膿腫與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起到重視作用，腦

膿腫在DWI呈明顯的高信號（壁除外），多形性膠質母

細胞瘤在DWI呈低信號。多形性膠質母細胞瘤中心ADC值

明顯大於腦膿腫壞死區，壁及周邊水腫；兩者ADC值有

差[11]；(5)肌源性腫瘤：GBM中有時可見部份細胞胞質

紅染，細胞核偏位，可用免疫組化抗體GFAP, desmin, 

actin, myoglobin等鑒別；(6)惡性神經節細胞膠質

瘤：該腫瘤膠質成份可呈GBM改變，出現多少不等的瘤

巨細胞，免疫組化示GBM中GFAP陽性，後者示NF和NSE陽

性，可予鑒別。

治療及預後  膠質母細胞瘤患者預後不良，原發

性膠質母細胞瘤的生存期僅在1年以內，很少有患者超

過3年。目前的治療方法主要是手法加放化療，由於手

術很難徹底切除腫物，因此易復發且間隔時間短，近

年來，替莫唑胺(TMZ)作為一種新型的二代烷化劑化療

藥物，在中樞神經系統可達有效的藥物濃度，是一種理

想的膠質瘤治療藥物，但臨床治療個體差異明顯，耐藥

成為化療成功與否的主要障礙，一些研究資料已經證實

06-甲基鳥嘌呤-DNA甲基轉移酶(O6-methylguananine-

DNA-methyltransferase, MGMT)能迅速修復由烷化劑藥

物引起的DNA烷基化損傷，從而使細胞對烷化劑產生耐

受。MGMT在腦膠質瘤組織中的表達與腫瘤的耐藥性有

關，是做成耐藥的主要原因，近年來，與基因啟動子甲

基化密切相關的MGMT表現沉默取得較大進展，發現MGMT

基因啓動子甲基化提高烷化劑藥物化療療效，從而影響

患者的預後[12]。

綜上所述膠質母細胞瘤生長快，術後易復發，只

有通過加深對其臨床病理特徵，免疫組化特點的瞭解，

以及提高影像學特點及鑒別診斷要點的掌握，才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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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藥物是臨床應用最廣泛的藥物種類之一。由

於近年來部份抗菌藥物的不合理使用，出現的不良反應

增多，細菌耐藥性增長等問題也逐漸突出。筆者對2013

年~2014年鏡湖醫院皮膚科門診抗菌藥物的使用情況進行

統計分析，旨在瞭解其在臨床應用中的特點和趨勢，探

討使用中的注意問題，為臨床合理使用和科學管理抗菌

藥物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對從本院門診計算機網絡導出的2013年6月~2014

年5月皮膚科門診全部處方進行統計。以衛生部2012年

《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及2013年《抗菌藥物臨

床合理應用專項整治活動方案》為標準，參照《國家基

本用藥目錄》，以藥品使用說明書為用藥依據，結合臨

床相關診療指南和文獻，分別調查抗菌藥物處方的比

率、聯用情況、用藥途徑、用藥療程、各類別抗菌藥物

使用頻次、一線、二線及三線抗生素使用比例，分析不

合理用藥情況[1,2]。

結 果

一、抗菌藥物處方的比率

調查期間本院皮膚科門診共有處方52748張，其中

含抗菌藥物（不包括外用抗菌藥物）之處方有4997張，

佔總處方數9.47%；含外用抗菌藥物之處方有7617張，

佔總處方數14.44%。

二、抗菌藥物聯用情況（以下統計數據均不含外

用藥）

單用、二聯、三聯抗菌藥物處方分別佔抗菌藥物

處方的83.87%、15.93%及0.2%。

三、用藥途徑

用藥途徑以口服給藥為主，佔抗菌藥物處方的

96.2%，肌注給藥佔1.74%，靜脈給藥佔0.4%。

四、抗菌藥物療程

抗菌藥物平均用藥療程為6.81天。抗菌藥物用藥

療程超過7天的處方佔全部抗菌藥物處方的2.32%。

五、 一線、二線及三線抗生素使用比例

一線、二線、三線抗生素使用比例分別為

95.37%，4.63%，0%。其中二線抗生素的使用比例由高

【摘要】  目的 瞭解鏡湖醫院皮膚科門診處方中抗菌藥物使用情況。  方法 對2013年

6月~2014年5月皮膚科門診全部處方進行統計。  結果 抗菌藥物處方佔總處方數的9.47%，

抗菌藥物的使用頻率前3位依次是四環素類、硝基咪唑類、大環內酯類抗生素。  結論 鏡湖

醫院皮膚科門診抗菌藥物的使用較為合理，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使用情況。

【關鍵詞】皮膚科；抗菌藥物；處方分析；合理用藥

Investigation on the usage of antibiotics in Dermatology Department in Kiang Wu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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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usage of antibiotics in dermatology department in Kiang Wu 

hospital.  Methods   All prescriptions in dermatology outpatient-departments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une 2013 to May 2014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utility ratio of antibiotic in collection of prescription 
is about 9.47% and the top 3 of which were tetracyclines, nitroimidazoles and macrolides.  Conclusion    
The usage of antibiotics is basically reasonable, but still there are some irrational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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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低依次為阿奇黴素1.68%、頭孢曲松1.48%、左氧氟沙

星1.18%、克拉黴素0.3%。

六、各類別抗菌藥物使用頻數

全部處方共包括7類，共24種抗菌藥物(見表1)。

表1.各類別抗菌藥物使用頻數

抗菌藥物類別 藥物 使用頻次 比例

青黴素類 青黴素、芐星青黴素、阿莫西林等 89 1.78% 

頭孢菌素類 頭孢拉定、頭孢呋辛、頭孢曲松等 373 7.46%

大環內酯類 羅紅黴素、紅黴素、阿奇黴素等 874 17.49%

四環素類 四環素、多西環素等 2150 43.03%

喹諾酮類 環丙沙星、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等 173 3.46%

硝基咪唑類 甲硝唑 986 19.73%

抗真菌藥 伊曲康唑、氟康唑、制黴菌素等 352 7.04%

討 論

一、用藥基本情況

本院皮膚科門診抗菌藥物使用率為9.47%，達到衛

生部2012年《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法》相關要求，

即門診抗菌藥物使用率不超過20%。皮膚科感染性疾病

多數為外部淺表感染，而外用給藥為本科抗菌藥物使用

的主要方式，口服及注射用藥次之，符合皮膚病特點。

抗菌藥物平均用藥療程較短，用藥療程超過7天的處方

比例較低，二線抗生素使用比例較低，未使用三線抗生

素，提示本院皮膚科門診抗菌藥物應用較合理，基本符

合衛生部及鏡湖醫院制訂之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管理辦

法[1-3]。

使用頻率前三位的抗菌藥物依次為四環素類、硝

基咪唑類、大環內酯類，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

1.四環素類及大環內酯類藥物具有對痤瘡丙酸杆

菌高抗菌活性，有效滲透並分佈至毛囊和皮脂腺，耐藥

性低等特點，為痤瘡治療的首選藥物；而硝基咪唑類藥

物也較常用於痤瘡、丹毒或蜂窩織炎等疾病的治療。

2.四環素類及大環內酯類抗菌藥物對淋球菌、衣

原體、支原體的作用強，且具有生物利用度高、組織濃

度高、有抗菌藥物後效應等特點，是部份性病治療的首

選藥；

3.十四元環和十五元環的大環內酯類及四環素類

抗生素具有非特異性抗炎及免疫調節作用，可抑制中性

粒細胞趨化、抑制細胞因子分泌、降低金屬蛋白酶活性

和抑制淋巴細胞有絲分裂等，臨床用於某些炎癥性皮膚

病如類天皰瘡、銀屑病、玫瑰糠疹、色素性癢疹等有較

好療效。

二、抗菌藥物不合理使用情況

1.抗菌藥物聯用不合理

本科二聯及三聯抗菌藥物處方比例不高，其中二

聯用藥主要是使用四環素類或大環內酯類抗生素聯合甲

硝唑治療痤瘡，以及使用青黴素類或頭孢菌素類抗生素

聯合甲硝唑治療丹毒或蜂窩織炎。四環素類抗生素是包

括國際痤瘡治療聯盟、美國皮膚病學會及其他許多國家

治療痤瘡的首選用藥，大環內酯類次之[4-6]；甲硝唑目

前主要針對陰道毛滴蟲及系統厭氧菌感染，除中國痤瘡

指南外其它國家指南均未提及使用甲硝唑治療痤瘡，且

其對痤瘡丙酸杆菌耐藥率較高，故並非首選用藥[4]。而

上述三類抗菌素抗菌譜重疊，除考慮患者合併毛囊蟲感

染，否則不必要聯用甲硝唑。丹毒及蜂窩織炎的主要致

病菌為鏈球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首選青黴素類抗生素

治療，若考慮存在厭氧菌感染可聯用甲硝唑，但阿莫西

林克拉維酸鉀抗菌譜已覆蓋大部份厭氧菌，故兩者聯用

並無必要。三聯用藥中有2例使用頭孢曲松肌注聯合多

西環素及左氧氟沙星口服治療尿道炎。淋菌性尿道炎首

選頭孢曲松治療，一般推薦在治療淋病的同時給予多

西環素口服以治療可能合併的沙眼衣原體感染[7]。左氧

氟沙星在淋菌性和非淋菌性尿道炎的治療中均為二線用

藥，抗菌譜與上述兩者重叠，不需要聯合用藥。

2.用量及療程不合理

不恰當的劑量或療程會導致療效差、不良反應發

生率增加或細菌耐藥性的產生。調查中發現部份處方

使用四環素750mg/d作為起始劑量治療痤瘡，或抗菌素

治療痤瘡療程短於6週，或長達4個月。體外研究表明，

痤瘡丙酸杆菌暴露於亞致死量的克林黴素和紅黴素可

導致選擇性耐藥菌株的出現，耐藥性通常在12~24週發

生[5]；而小劑量和短療程治療雖然有效，但會導致細菌

耐藥性產生。國際痤瘡治療聯盟提出的防止耐藥性產生

的措施提到，抗生素推薦使用療程為6週到12週；而四

環素推薦起始劑量應達到1000~1500mg/d[8]。又如，抗

生素治療丹毒的推薦療程應達到10~14天，但部份處方

顯示用藥天數僅5~7天，可能導致部份患者病情反覆，

反而增加治療時間及費用。

3.抗菌藥物與皮膚科藥物相互作用

紅黴素和西咪替丁為肝細胞色素P450同工酶抑制

劑，可引起經該酶代謝的藥物代謝緩慢，血藥濃度升

（下轉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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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索 靜 脈 曲 張 在 普 通 人 群 中 的 患 病 率 為

4.4%~22.6%[1]，多見於成年男性，而青少年中相對較

少。國外文獻統計青少年精索靜脈曲張的患病率約為

4.1%~16.2%[2] 有文獻統計，在成年男性大約40%的原發

性不育及80%的繼發性不育者患有精索靜脈曲張[3]。而

精索靜脈結紮手術是主要的治療方法。不同的治療方法

中，顯微鏡下外環下精索靜脈結紮術被認為是術後併發

症發生率最低、精液品質恢復及受孕率最高的術式[4]。

病例報告

青年男性患者3名，年齡分別為19歲、20歲和22

歲，平均年齡20.3歲。均經臨床病史體健及B超檢查明

確診斷，三位患者均經術前準備後行硬膜外麻醉下顯微

鏡下外環下精索靜脈結紮術。

麻醉滿意後，常規消毒鋪巾。取外環下斜切口長

約2c m，依次切開相應各層，以闌尾鉗將精索提出切

口，游離精索及遠端睾丸、附睾結構，將睾丸及附睾

擠出切口，辨別睾丸引帶靜脈及淤曲的精索外靜脈，

予以結紮及離斷，充分止血後還納睾丸及附睾結構入

陰囊；改橡膠片固定分隔精索，將Leica OH4手術顯微

鏡移入視野，於放大10~15倍率視野下以顯微鉗鈍性分

開提睾肌和精索外、內筋膜，辨認睾丸動脈並遊離、

牽開保護之；注意保護精索內睾丸動脈及淋巴管。5-0

絲線雙重結紮並剪斷所有精索內靜脈屬支，至少保留

1~2支睾丸動脈分支及2~3支淋巴管，徹底止血，可吸

收線逐層縫合精索筋膜、皮下組織及皮膚，術後予以

【摘要】  目的 探討青少年精索靜脈曲張手術適應症以及顯微鏡下外環下精索靜脈結

紮術的安全性和優越性。  方法 青年男性患者3名，年齡分別為19歲、20歲和22歲，平均年

齡20.3歲。一位患者因“左側陰囊隱痛不適半年”就診；另兩位患者無不適主訴，均為體檢

發現“雙側精索靜脈曲張”，其中一位伴“左側睾丸體積減小”。三位患者彩超檢查均提示

“中到重度精索靜脈曲張伴返流”。三位患者均經術前準備後行硬膜外麻醉下顯微鏡下外環

下精索靜脈結紮術。  結果 術後1週患者陰囊不適感消失，未見陰囊水腫及鞘膜積液徵象。  

結論 顯微鏡下外環下精索靜脈結紮術，術中可以明確鑒別及保護淋巴管、精索內動脈，保

證了睾丸的充分的動脈供血及局部淋巴回流，更全面的阻斷病變靜脈分支，且手術可以在局

部麻醉或硬膜外麻醉下進行，更加安全、有效。

【關鍵詞】顯微鏡下外環下精索靜脈結紮術；精索靜脈曲張；青少年

Microsurgical subinguinal varicocelectomy 3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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墊高患側陰囊及術野加壓冰敷。

討 論

Saleh[5]和梁朝朝[6]等多位國內外學者研究表明，

在青少年中，精索靜脈曲張的患病率與年齡有明顯的相

關性，總發病率5.6%~19.8%。約85%~90%的病人表現為

左側精索靜脈曲張，右側病變可以在雙側病變中存在,

而單獨存在者少見。Greenbaum等[7]檢查21259名健康青

少年，1478人患病(6.9%)，左側佔90%，雙側10%。左側

睾丸靜脈獨特的解剖特點，成為許多學說解釋左側精索

靜脈曲張多見的病因[8]。第一，因為左側睾丸靜脈比右

側要長，左側靜脈遠端的靜水壓要高；第二，睾丸靜脈

瓣膜缺乏可以導致靜脈回流壓力升高；第三，左腎靜脈

前臨降主動脈，後臨腸系膜上動脈，容易受到擠壓（鉗

夾效應），結果左腎靜脈壓力升高並傳至睾丸靜脈導致

其擴張。這種假說在許多動物實驗中已得到證實。但

是，沒有任何血管解剖結構被證實是精索靜脈曲張的致

病原因，所以目前認為其發病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精索靜脈曲張睾丸組織學研究顯示所有細胞及睾

丸間隔均受影響。精索靜脈曲張所致的睾丸損害通常以

生殖細胞的退行性變或不同時期的成熟障礙為特徵，

Sertoli細胞也發生超微結構的改變，生精小管的基底

膜通常增厚，睾丸間質細胞的影響變異較大，可以從凋

亡到增生。微靜脈及毛細血管表現出退行性變，包括內

皮肥大、管腔變窄、基底膜增厚等[8]。大量的動物實驗

研究結果表明，睾丸溫度升高、內分泌激素水平改變、

睾丸血液逆流淤滯、毒素和代謝產物中毒等綜合的病理

生理學變化可能最終導致生殖細胞凋亡，睾丸生精細胞

減少，睾丸生長停滯、萎縮而致不育[8]。

2013年EAU[9]關於精索靜脈曲張的診斷標準：亞臨

床型：靜息狀態或Valsava實驗時無法看見或觸摸到曲

張靜脈（輔助檢查彩色B超可見）；輕度（I度）：作

V a l s a l v a試驗可見或觸及靜脈曲張團；中度（Ⅱ

度）：安靜時能摸到靜脈曲張團塊，但外觀看不到；重

度（Ⅲ度）：靜息狀態下靜脈曲張可觸及且易見。

精索靜脈曲張的治療包括手術治療與非手術治

療。多數學者認為，手術是治療精索靜脈曲張最有效、

可靠的方法。目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手術是否能解決患者

的不育以及採取手術治療的時機。多數學者同意對於有

症狀的或存在不育的精索靜脈曲張患者應當進行手術治

療[8,10]。特別是發生在青春期沒有症狀的精索靜脈曲張

患者的治療存在爭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精

索靜脈曲張對睾丸的損害可以發生在疾病的早期，而且

這種損害是漸進性的。及時、有效的治療可能會逆轉精

索靜脈曲張對睾丸的損害，降低成年後發生不育的幾

率。Kass[10]認為，必須告知所有精索靜脈曲張患者及

其家人關於其對將來生育影響的長期風險。但是目前無

法根據已有的資料肯定地預測一名精索靜脈曲張患病的

青少年將來患不育的幾率。忽視這個問題而直到出現不

育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到那時患者可能已經失去了逆轉

的機會。

2013年E A U[9]建議對進行性睾丸發育障礙的青少

年行手術治療的推薦級別為B級。2014EA U推薦保留淋

巴管的顯微外科精索靜脈手術具有最低復發率及併發

症[11]；推薦對青少年靜脈曲張患者睾丸體積每年進行1

次隨診[12]。目前許多學者認可的青少年精索靜脈曲張

的手術指征是[8,9,13,14]：①睾丸容積明顯減小（B超測量

相差2ml以上）；②雙側精索靜脈曲張患者；③有明顯

症狀的青少年患者；④Ⅲ度精索靜脈曲張患者；⑤精液

分析異常者。

非顯微技術的輸精管結紮術並不能明確辨認、保

留睾丸動脈和淋巴管，術中可能損傷輸精管的脈管系統

如動脈、靜脈；或者漏紮較為細小的靜脈而導致復發。

如果睾丸動脈和輸精管動脈同時損傷，則睾丸萎縮的概

率會大大增加。         

不少學者認為，腹腔鏡下精索靜脈結紮術在治療

雙側病變時存在優勢，但腹腔鏡手術所需麻醉及器械費

用高昂、費時。同時由於術中氣腹壓力作用於精索血

管，使得動脈、小血管不易辨認，分離，血管容易發生

痙攣[15]，從而導致小動脈的誤紮。而顯微鏡手術在分

辨動靜脈、淋巴管具有明顯優勢。在預防術後復發、減

少併發症，以及微創傷性和快速恢復方面以及醫療費

用方面均優於腹腔鏡手術[12-17]。俞能旺、沈弋楨[4]應用

電腦檢索1980~2011年Medline發表在SCI期刊的手術治

療精索靜脈曲張的相關文獻，共35篇文獻4555例患者資

料納入分析，顯微鏡下外環下精索靜脈結紮術治療後

的自然致孕率、復發率、睾丸鞘膜積液發生率42.8%，

0.8%，0.1%。顯著優於其他幾種術式，組間比較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P<0.05)。他們認為顯微鏡下外環下精索靜

脈結紮術可作為治療精索靜脈曲張的“金標準”。

由於青少年精索靜脈曲張診斷及治療的特殊性，

同時由於精索靜脈曲張對青少年睾丸及精子的正常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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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間相關性，而且青少年精索靜脈曲張的診斷及治療

時機、手術方式的選擇相當重要，一旦出錯，均可能造

成患者終生不可逆的損害。筆者認為，嚴格掌握青少年

精索靜脈結紮手術指征，首選外環下顯微鏡下精索靜脈

結紮術治療青少年精索靜脈曲張。

Gorelick JI, Goldstein M. Loss of fertility in men with varico-

cele. Fertil Steril, 1993; 59:613-616.

Stavropoulos NE, Mihailidis I, Hastazeris K. Varicocele in school 

boys. Arch Andro, 2002; 48:187-192.

Thomas JC, Elder JS. Testicular growth arrest and adolescent 

varicocele: Does varicocele size make a difference? J Urol, 

2002; 168:1689-1691.

俞能旺, 沈弋楨, 宋華, 等. 治療精索靜脈曲張不同術式療效的薈萃

分析. 中華泌尿外科雜誌, 2013; 34(1):45-49. 

Saleh RT, Agarwal A, Oder M, et a1. Incidence of varicocele and 

adolescents: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1200 young bulgarian 

males. Abstracts, 2002: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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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相關副作用增加。例如，部份處方中使用紅黴素與

第二代抗組胺藥如氯雷他定聯用治療濕疹，或西咪替丁

聯合甲硝唑治療痤瘡。

綜上所述，本院皮膚科門診抗菌藥物使用基本符

合相關規定，不合理用藥主要體現在藥物選擇、聯用及

用量、療程不合理。抗菌藥物的不合理使用容易產生耐

藥性、增加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或療效下降。臨床醫生

應引起重視，正確認識合理用藥的重要性，定期自我審

查，及時發現不合理用藥。

中國國家衛生部. 2013年抗菌藥物臨床合理應用專項整治活動方

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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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癥並急性心肌梗死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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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ET有相關性，但當時未留意血小板情況。2月後再以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為表現發病，經抽吸血栓後冠脈未見

明顯狹窄病變，且半年後複查CAG未見異常，住院期間

經血液科會診排除繼發性血小板增多症可能，因此這次

血栓事件是由ET所引起。同一ET病患先後以出血及血栓

事件為表現，臨床上少見報導。

文獻認為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症所致急性心肌梗死

多由於冠脈內血栓形成，而與動脈粥樣硬化無關。由於

血小板顯著增多伴全血黏度增加，血栓速度減慢，血小

板從軸流中心向邊緣運輸，這些均增加了血小板與血管

壁的黏附與聚集，易形成血栓。血小板活性增強不僅促

進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更是導致冠狀動脈血栓和急性

心梗的重要原因[1]。

本例患者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冠脈造影見RC A

粗大明顯，直徑約4.0~4.5mm，易產生層流現象，血小

板更加易黏附聚集，從而產生血栓。Rossi等[2]研究發

現，ET導致ACS，多見大量血栓形成，且以白色血栓為

主。賈玉和等[3]亦有報導，冠狀動脈見巨大血栓，經

導管多次吸栓，可吸出白色絮狀血栓，考慮白色血栓

與ET有關。本例亦從RCA內抽出大量白色血栓，與經驗

報導相符。且Rossi等[2]發現，與AMI紅色血栓不同，

一般溶栓劑效果不佳，及時使用血小板GPⅡb/Ⅲa受體

拮抗劑效果較好，本例患者經抽吸大量血栓後，血流

為TIMI2~3級之間，予Integrilin冠脈內應用及靜脈維

持，取得較好療效。

在ET患者中，由於出血或血栓事件主要與PLT數量

和功能改變有關，應堅持應用藥物以控制PLT，防止事

件發生，並定期隨訪PLT計數和功能。

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症(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ET)是原因不明的累及多能造血幹細胞的克隆骨髓增殖

性疾病。本院心內科於2011年10月15日收治1例ET合併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現報告如下：

患者 女性，77歲。因“反覆胸悶3天，加重伴胸

痛5小時”入院，急診查ECG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心肌

損傷標誌物：TnT 0.36ng/L, CK-MB 49ng/L，下壁心肌

梗死診斷明確，予負荷量Aspirin、plavix口服收入CCU

室。既往無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症病史、有“哮

喘”病史無急性發作、無吸煙史。2011年8月14日患者

曾因“突發腹痛伴排血便3小時”入院，8月20日腸鏡檢

查見結腸多發憩室和內痔，經止血治療大便轉黃後出

院。入院查體：BP 105/65mmHg，頸靜脈無充盈，心肺

腹查體均未見異常，HR 78次/分。雙下肢無浮腫。入院

後胸痛仍未緩解，ECG見下壁導聯ST段仍持續抬高，予

行急診CAG示左主幹、前降支及迴旋支正常，血流TIMI3

級。右冠中遠端見大量血栓，血流TIMI1級，用抽吸導

管反覆抽吸，抽出大量白色血栓和少量紅色血栓，血流

在TIMI2~3級之間，抽吸後中遠段未見明顯狹窄病變，

予冠脈內應用Integrinlin後靜脈維持應用24小時。As-

pirin, plavix, clexane及調脂藥聯合應用，術後ECG

複查相關ST段恢復至基線，病情平穩。因研究患者病歷

資料發現，患者2011年8月及本次住院PLT持續增多，波

動於620~887×109/L之間，請血液科會診後，排除了繼

發性病變可能，診斷為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症。因患者拒

絕，未能予骨穿檢查。於2011.10.24開始應用羥基脲治

療，血小板穩步下降，病情好轉出院。2012年2月複查

CAG見冠脈無明顯狹窄，RCA極粗大，血流TIMI3級。維

持應用羥基脲治療，隨訪至今無不良事件發生。

討 論

E T發病原因不明，起病緩慢，多為數月數年，臨

床以外周血血小板顯著增多，畸形，功能異常，出血和

（或）血栓形成及脾大為主要表現。本例患者於8月份

首先以腹痛伴血便為表現，腸鏡見結腸憩室，考慮出血

Uchiyama S, Tamazaki M, Hara Y, et al. alterations of platelet, 

coagulation, and fibrinolysis markers in pati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seminn. Thromb Hemost, 1997; 23(6):535-541.

Rossi C, Randi ML, Zerbinati P, et al, Acute ceronary disease 

in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and polycythemia vera, J Intern 

Med, 1998; 244(1):49-53.

賈玉和, 姚民, 樊朝美, 等. 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症併發急性心肌梗死

1例. 臨床心血管雜誌, 2004; 2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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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腸癌經低前切除術後併發吻合口漏致糞性腹膜炎、急性呼吸窘逼綜合症1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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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破裂超過周徑的50%時，才考慮乙狀結腸單腔造口[5]。

2.預防性造口的價值  對於直腸低前切除術後是

否需常規作預防性造口，目前仍有爭議，有不少報導指

出預防性造口能減低吻合口漏的症狀，認為凡低位吻合

的手術均應常規行預防性迴腸造口[4,6]。然而，也有認

為併不能減低吻合口漏的發生率[7]，加上吻合口漏的發

生率低、造口併發症、需再次手術還納造口等因素，對

預防性造口的必要性未予肯定[8]。作者認為，凡是需低

位吻合、術前曾行輔助放射治療的中低位直腸癌患者，

應常規行預防性迴腸造口，因吻合口漏帶來的嚴重併發

症，給患者帶來除了再次手術的打擊，以及後續治療的

時間及經濟負擔。

3.其他治療方法  目前處理ARDS手段已十分成

熟，在嚴重感染、敗血症的患者中，併發ARDS的發生率

為18%~38%[9]，被稱為敗血症相關性ARDS。盡管過去20年

手段、器械的進步，ARDS的死亡率仍較高，有報導死亡

率仍高達36%[10]。呼氣末正壓(positive end-expiratory 

pressure, PEEP)通氣、抗生素、液體管理等已成為治療

ARDS的標準治療方式。

患者 男性，72歲。因距肛門8cm直腸腺癌，行腹

腔鏡直腸低前切除，術中應用雙吻合器技術(dou b l e 

stapling technique)，吻合口距離肛門約4cm，張力不

高，血供情況良好，吻合器切割組織完整，充氣試驗未

發現漏氣，在各種條件均理想的情況下，沒有作預防性

迴腸造口手術。術後第4天盆腔引流出深褐色液體，量

約30ml；到第5天患者出現發熱、心動過速、瀰漫性腹

膜炎等表現，盆腔引流量增至約300ml，肛檢發現吻合

口後壁破裂，約1/3週，立即手術治療，腹盆腔沖＋盆

腔引流＋橫結腸襻式造口，術後ICU監護，術後患者出

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表現，雙肺呈現瀰漫性斑片狀陰

影，需持續呼吸機正壓通氣、限制液體、利尿、抗生素

等治療，經歷共8天機械通氣後，終可脫離機械通氣，2

天後返回普通病房。

討 論

自Heald[1]於1982年提出全直腸系膜切概念後，已

逐漸成為中低位直腸癌的標準術式，降低腫瘤復發、

增加術後生存率，但吻合口漏發生率約為4~10%，危險

因素包括吻合口距離肛門小於5cm、男性、術前放療，

其中又以低位吻合被公認為吻合口漏的最重要因素[2]。

吻合口漏能繼發嚴重腹腔內感、腸外瘺等，致死率由

7.5%~12%[3-5]，是結直腸術後致死的常見原因之一。當

患者出現吻合口漏症狀，多需要緊急手術，目的在於消

除腹膜腔內感染和其它污染物，以及避免再次感染。

1.手術方式的選擇  腹盆腔沖洗以及充的引流是消

除腹腔內感染的重要手段，糞便分流則是通過腸道改善，

避免再次腹腔污染。襻式迴腸造口有操作較為簡單、造口

護理方面等優點，但距離吻合口仍有一段距離，容易再次

出現腹膜炎等風險，有報導一例吻合口漏合併腹腔間隔綜

合，襻式迴腸造口後仍再出現糞性腹膜炎，總共需四次剖

腹手術及在深切治療部(ICU)達70天[6]。襻式橫結腸造口的

手術操作較為複雜，但避免再次污染的效果理想。本病人

經襻性橫結腸造口效果理想。乙狀結腸單腔造口可能變成

永久性造口，對患者生活質量影響大，有報導指出當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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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囊腫蒂扭轉MRI一例

鄧小雯 謝學斌* 鄭偉基 郭詠楠 余國威

病理改變方面，當卵巢腫瘤蒂扭轉到一定程度時，

首先是腫瘤靜脈回流受阻，動脈血繼續供應，腫瘤內充

血、滲出水腫及血管破裂，瘤體迅速增大，病灶內出血，

最後動脈血供受阻，腫瘤壞死、破裂以及繼發感染[3]。如

能通過影像學早期診斷該病，有助於防止附件的不可逆損

害, 從而使保守治療或卵巢保留手術成為可能。

超聲波通常作為卵巢蒂扭轉的首選檢查方法，但

特徵性圖像顯示率較低。亦有部份病例作為急腹癥而

進行CT檢查。邵劍波等[4]總結兒童卵巢蒂扭轉的MSCT表

現，包括：單側卵巢體積增大，增大卵巢因靜脈回流受

阻而密度增高，卵巢周邊可見大小一致的圓形低密度

影，直徑5~9mm。作者認為，這些類圓形低密度影是因

為靜脈回流受阻，卵巢間質內壓升高，液體轉入未成熟

的濾泡而形成顯著增大的卵巢周圍濾泡。另外，Rha等

則認為均勻性囊壁增厚大於3mm或局限性增厚大於10mm

是卵巢囊腫蒂扭轉的常見征像[5]。

磁共振具有良好的軟組織對比度且無輻射性，能

清晰顯示卵巢以及腫瘤內部結構，無論是原發性卵巢

扭轉的征像，還是卵巢合併腫瘤蒂扭轉的征像，MR更勝

一籌。然而既往關於卵巢蒂扭轉的MR文獻報導並不多。

楊昂[6]等曾回顧性分析了12例經病例證實的卵巢蒂扭轉

MRI表現，認為其特徵性表現為蒂增厚，可呈管狀或聚

攏呈無定型樣腫塊；若完全扭轉，則卵巢明顯腫脹增

大，卵泡分佈於外周，呈“水果盤”樣改變；若在T1WI

上輸卵管斑狀、條狀高信號則提示出血；若增強後增厚

的蒂與卵巢均無強化，則反映其血流已經阻斷。

本病例卵巢明顯增大，T2WI顯示特徵性的“水果盤”

樣表現，提示完全扭轉，矢狀位則可清晰顯示蒂明顯增

厚，呈無定型樣腫塊。T1WI顯示輸卵管條狀高信號出血

灶，亦經病理證實。上述均與楊昂的相關觀點相符。

由此看來，卵巢蒂扭轉的MRI表現具有一定的特徵

性，對於超聲波未能確定的卵巢扭轉可以作為進一步檢

查手段。另外，MRI在發現輸卵管出血方面也有優勢，

從而有助於選擇治療方案。

患者 女性，19歲。因下腹痛7天就診。平素月經

不規則。體檢：下腹輕壓痛，反跳痛(+)，左側附件

增厚。實驗室檢查：血常規WBC 22.4×10e9/L, NEU% 

0.762, 血凝：APTT 41.3s, D-DIMER 2.94μg/ml, FIB 

5.32g/L, PT 14.1s。

婦科超聲波：右側卵巢見一個實性包塊，大小

4�4×4�2×4.1c m。子宮左前方見一囊性包塊，大小

8.7×10.4×10.9cm。

MR檢查：右側卵巢位於子宮左上方，明顯增大，

大小5.9×4�3×5.0cm，信號不均勻，T1WI/T2WI外帶以等

信號為主，並可見多發小囊狀長T1長T2信號，中間則為

斑片狀長T1稍長T2信號，邊緣模糊。子宮前上方可見一

囊腫，大小9.0×7.6×8.1cm。右側卵巢與囊腫間呈帶狀

相連，結構模糊紊亂，周圍脂肪間隙模糊。MR診斷為右

側卵巢囊腫合併蒂扭轉。

腹腔鏡所見：盆腔見一包塊，直徑10cm，表面淤

黑，有膿苔樣物附着，與腸管、盆壁間膜狀纖維樣黏

連。分離黏連後，見右側附件一囊性腫物及其下方的卵

巢，直徑約5cm，表面淤黑，蒂部扭轉4圈。考慮發病時

間長合併感染，行右側附件切除術。

病理檢查：送檢囊腫組織符合良性附件旁囊腫伴

出血。擴張的輸卵管呈慢性活動性炎症浸潤，間質水

腫，較薄壁的部份見血管充血及出血，漿膜面纖維素滲

出及中性白細胞浸潤。其餘破碎的組織鏡下主要為卵巢

組織，符合卵巢扭轉後引起的改變，未見癌。

討 論

卵巢腫瘤蒂扭轉是婦科常見急腹癥之一，育齡期

婦女有卵巢腫瘤病史，突發下腹痛時應想到卵巢腫瘤蒂

扭轉的可能。常見的導致扭轉原因是單側附件腫塊，以

良性多見，其中成熟性畸胎瘤占50%以上，其次是囊腺

瘤和纖維瘤[1]。而惡性腫瘤常有黏連，使得卵巢固定。

另外，由於左側有乙狀結腸占據盆腔空間，而右側的盲

腸和末端回腸的運動較多，從而使卵巢蒂扭轉多發生於

右側[2]。 

參 考 文 獻

（下轉38頁）



71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5, Vol 15. No.1鏡湖醫學201 5年6月第15卷第1期

繼發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所致的意識障礙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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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2 男性，69歲，因“雙髖關節痛2年，加重伴

行走不便1月”入院。有“高血壓、2型糖尿病、前列腺

增生”史，規則治療。2週後全麻下行左全髖關節置換

術，術後傷口癒合好並拆線。但術後20天患者出現夜

間胡言亂語，無發熱、畏寒，無肢體無力，伴低鈉(Na 

121mmol/L)，查頭顱CT示雙額顳部少許硬膜下積液，雙

側頸內動脈硬化；予Perphenazine、Xanax治療，並積

極靜脈補鈉，療效欠佳。持續1週後病情加重，患者意

識障礙、昏睡，對答含糊，高熱，查體不合作，雙側

面紋對稱，伸舌不配合，四肢可見自主活動，雙側病

理徵陰性，頸無抵抗。複查CXR：雙肺未見重要病變。

生化示Na 130mmol/L；指尖血糖4~6.9mmol/L。後來發

現患者1年前自購“止痛藥”（含地塞米松0.5mg/片，

每日服2片），後因糖尿病住院停服，當時查皮質醇極

低（上午5.18nmol/L、下午7.35nmol/L）；診斷為繼發

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予強的松5mg qod治療出院；

但患者出院後未再至本院複診；繼續自購含地塞米松的

“止痛藥”，直至本次入院後停服。結合既往史考慮患

者為繼發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所致意識障礙，並腎上

腺危象，予氫化可的松300mg/d靜滴，患者3天後神志轉

清，對答切題，其後改為強的松5mg/d治療並出院。

討 論

慢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症分為原發性、繼發

性。原發性又稱為Addison病，是指腎上腺皮質本身的

病變，病因包括自身免疫因素、結核、感染、腫瘤轉

移、腎上腺局部血管病變、雙側次全或全切除術後、及

皮質激素代謝酶缺乏等。繼發性是指繼發於下丘腦分泌

CRH及垂體分泌ACTH不足所致，包括內源性、外源性，

內源性指下丘腦或垂體因炎症、腫瘤、創傷、產後大出

血等病變所引起；外源性指由於長期服用糖皮質激素抑

制下丘腦-垂體致ACTH分泌不足、腎上腺皮質萎縮，停

藥後有皮質功能減退症狀[1-4]。本文2例患者均為外源性

因素所致的繼發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

臨床表現為疲倦乏力、精神萎靡、淡漠、納差、

噁心嘔吐、血壓降低、低血糖、低鈉血症等，重症可出

現嗜睡、意識模糊、精神失常，繼而昏迷。原發性並出

患者1 男性，82歲，因“納差2週，乏力3天”入

院。有“高血壓、前列腺增生”史，規則治療。2週

前曾因痔瘡行腸鏡+痔瘡槍手術。體溫37℃，呼吸20

次/分，脈搏104次/分，血壓140/73mmHg。神倦，對答

切題，言語清，皮膚稍冰冷，頸無抵抗，甲狀腺不大，

心肺腹大致正常，全身輕度浮腫，雙側病理徵陰性。

WBC 13.8×10e9/L；Na 116mmol/L。初步診斷為：1.電

解質紊亂（低鈉血癥） 2.高血壓 3.前列腺增生 4.痔

瘡術後。入院當晚發熱，最高38.1℃，予抗感染、補

鈉治療，熱退，血鈉回升129m m o l/L，但仍納差、乏

力、浮腫，加強補鈉治療。1週後出現亂語、煩躁，睡

眠差，頭顱CT：雙側基底節腔梗、輕度腦萎縮。查皮

質醇上午91.97nmol/L（正常171~536nmol/L）、下午

67.04nmol/L（正常64~327nmol/L）。2週後出現嗜睡，

不對答，再次發熱，最高38.7℃，雙瞳孔等大等圓，對

光反射靈敏，肌力檢查不合作，頸無抵抗，雙側病理

徵陰性，頭顱MRI示：雙側小腦半球、基底節多發小軟

化灶，腦白質輕度變性、腦萎縮。腰椎穿刺術排除顱

內感染。次日患者痰多、氣促，低血壓(76/41mmHg)，

雙肺多量干濕羅音，轉ICU，予氣管插管、機械通氣、

藥物升壓，予氫化可的松300mg靜滴1次，胸部CT示：雙

下肺各見大片實變，考慮肺炎伴雙側少量胸積液；痰

培養示金黃色葡萄球菌；考慮感染性休克、肺部感

染，予Meronem及Zyvox抗感染，肺部炎症好轉，拔除

氣管插管。但神志仍未恢復，再次複查皮質醇上午

184.2nmol/L、下午141.2nmol/L；查ACTH <1.6pmol/L

（正常<10.2pmol/L）；結合第1次皮質醇檢查結果，考

慮存在繼發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予氫化可的松靜

滴，2天後神志有所改善，可自主睜眼，有眼神交流，

漸可言語，氫化可的松靜滴1週後患者神志轉清，對

答切題，雙上肢肌力5-級，雙下肢4級；遂改為強的松

5MG/天口服。囑家人取回所有平素所服藥物，發現自購

鼻敏感藥物中含有倍他米松0.25mg/片，每天4次口服，

患者自痔瘡手術後停用。最後診斷為繼發性腎上腺皮質

功能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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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特徵性全身皮膚色素加深，暴露處、摩擦處、乳暈、

疤痕等處尤為明顯，是垂體ACTH分泌增多所致；但繼發

性則無色素沉着，表現為膚色蒼白無華[1-3]。

近年來繼發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症的發病率較

前有升高趨勢，但其發病較隱匿，早期症狀缺乏特異

性，臨床早期診斷率不高，誤診率較高[3]。

本文2例患者早期均未能提供完整的服藥史，可見

完善病史、服藥史、患者家屬的配合至關重要，若患者

家屬及早取回所有藥物或許能為臨床診斷及時提供線

索，其次對於長期服用激素的患者當停藥後出現納差、

噁心嘔吐、腹瀉、疲倦乏力、低鈉血症、淡漠、嗜睡等

相關一系列症狀時應加以注意，及早行相關檢查[2]。若

出現腎上腺危象時不能待實驗室檢查才進行治療，需積

極搶救以挽救患者生命[1,3]。

慢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症主要的實驗室檢

查：基礎血、尿皮質醇、尿17-羥皮質類固醇檢測多降

低，但也可接近正常。原發性檢測ACTH均升高，繼發性

則為降低；也可行ACTH興奮試驗以鑑別[1,2,4]。例1患者

第1次測基礎血皮質醇減低，但減低不明顯，ACTH檢測

未升高。因為在不完全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時血皮質

醇可以是正常或輕度降低，若有條件可行ACTH興奮試驗

可發現儲備功能低下[1-3]。

診斷一旦成立，應及早給予糖皮質激素替代治

療。以氫化可的松最符合生理要求，一般10~25mg/d即

可滿足正常生理需要，劑量大時可模仿激素生理節律給

藥，清晨予全日量2/3，下午服1/3。肝功能正常時也可

予強的松替代治療，強的松一般3~5mg/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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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處，準確定位後2atm擴張內球囊，6atm擴張外球囊釋放

支架，待腰征基本消失，撤出球囊。複查造影示支架貼壁

良好，降主動脈縮窄段消失，測量收縮期縮窄段兩側壓力

分別為130/85mmHg、125/85mmHg（為避免損傷支架，未進

行拉管測壓，圖1 見封3）。

7F JR 3.5造影導管，LAO 90°腹腔幹造影見腹腔幹

開口及近段重度縮窄，接近閉塞。穿刺右肱動脈，7F AL 

0.75指引導管，送入Runthrough NS導絲至腹腔幹遠端，

IVUS示腹腔幹中膜向心性增厚，回聲緻密，管腔面積

5.9mm2。送入3.0×10mm Sprinter Legend球囊至病變處

8-12atm預擴張，置入7×24mm Cordis BLUE支架1枚，6atm

一次釋放。複查造影及IVUS，腹腔幹中膜明顯受壓變

薄，支架貼壁良好，支架面積21.9mm2（圖2 見封3）。

術畢予血管縫合器縫合右股動脈穿刺處，右肱動脈穿刺

處加壓包紮。術後阿司匹林0.1qd，氯吡咯雷75mg qd，

氨氯地平5mg qd，倍他樂克緩釋片 25mg bid口服。次晨

複查血壓BP左上肢100/62mmHg，右上肢102/58mmHg，左

下肢106/58mmHg，右下肢100/56mmHg。

討 論

先天性主動脈縮窄治療手段包括介入治療及外科

手術，2011年AHA成人先天性主動脈縮窄指南介入適應

證為：拉管測壓示縮窄段前後收縮壓力階差≧20mmHg，

且其解剖病變適合介入治療；或雖經拉管測壓，收縮壓

力階差小於20mmHg，但存在有意義的側支血流[6]。成人

患者因廣泛形成側支可減少縮窄近端壓力，單憑跨縮窄

段壓力階差判斷可能無法完全反應縮窄嚴重性，故干預

適應症可放寬[6]。介入治療分單純球囊擴張及支架置入

術。支架置入可通過支架支撐作用，防止球囊擴張後血

管彈性回縮，降低殘餘狹窄、再狹窄的發生，並可避免

術中使用直徑過大的球囊，減少動脈瘤、夾層、撕裂等

症的發生，同時解決夾層、撕裂等問題[7]。現應用於臨

床的支架分為球囊擴張支架和自膨脹支架兩類。

本病例應用球囊擴張支架進行介入。患者為大動

脈血管內徑大，需要直徑較大的支架球囊，而大的單球

囊擴張時易先出現球囊兩端膨脹，支架兩端外翻，可致

支架梁刺入血管壁，且可造成支架脫載或移位。故我們

主動脈縮窄在先天性心臟病中約佔6%~8%[1]，多見

於男性[2]，臨床可出現介於單一主動脈管腔縮窄至發育

不良之間一系列表現。腹腔幹動脈狹窄是臨床易受忽視

的血管疾病，西方人群發病率高達12.5%~21%[3,4]，東方

人群發病率約7.3%[5]；常見病因為膈肌中弓韌帶壓迫、

動脈粥樣硬化、血栓形成及先天發育異常造成的縮窄；

因其臨床診斷率極低，文獻報導僅200餘例。而目前關

於先天性主動脈縮窄合併先天性腹腔幹縮窄病例尚未有

過報導。本文報導1例先天性主動脈縮窄合併先天性腹

腔幹縮窄病例，介紹其臨床特點，及經皮導管主動脈縮

窄+腹腔幹縮窄血管成形術的方法。

患者 男性，23歲。因血壓升高6天，腹痛6小時入

院。查體：BP左上肢136/74mmHg，右上肢126/78mmHg，

左下肢106/80mmHg，右下肢114/82mmHg，HR 70bpm，未

及雜音，腹部未及血管雜音。雙側橈動脈搏動良好，

雙側股動脈搏動減弱，足背動脈搏動未觸及。主動脈

CT：主動脈弓發育不良，降主動脈起始段局限性狹窄，

最窄處內徑7mm，符合先天性主動脈縮窄。腹腔幹近段

管壁局限性增厚，管腔環形重度縮窄，內徑3mm，前腹

壁較多迂曲側支動脈。心臟超聲：降主動脈起始部局

限性縮窄，內徑4mm，血流速度3.46m/s，縮窄段前後壓

力階差48mmHg。予氨氯地平10mg qd, 美托洛爾緩釋片

25mg qd口服，上肢血壓波動於150~160/90~100mmHg。

患者局麻下行主動脈縮窄及腹腔幹縮窄球囊擴張及

支架置入術。穿刺右股動脈留置8F動脈鞘，5F MPA2導管支

撐下送入0.035英寸超滑導絲，通過降主動脈縮窄處後，

交換送入5F豬尾導管，LAO 80°行左室及主動脈造影，示

降主動脈距左鎖骨下動脈開口4mm處見局限性環形縮窄，

最窄處內徑5mm，左鎖骨下動脈開口遠端主動脈弓內徑

15.7±0.5mm，左鎖骨下動脈開口遠端主動脈弓至縮窄段

以下15mm的距離32.9±0.9mm，主動脈瓣開閉未見異常。收

縮期縮窄段兩側壓力分別為130/90mmHg、105/85mmHg，連

續拉管測壓階差25mmHg。手動裝載39mm覆膜支架Covered 

Cheatham Platinum (CCP stent)於18×45mm Balloon in 

Balloon (BIB)球囊上，沿14F動脈輸送鞘送至降主動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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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BIB雙球囊人工裝載CCP覆膜支架進行手術。BIB球

囊包括內球囊和外球囊，外球囊直徑為內球囊2倍，長

度較內球囊長10mm，術中先充盈內球囊，起預擴張和良

好定位作用，後充盈外球囊，起最終擴張支架作用，絕

大多數病變可在6atm以下壓力充分擴張；球囊膨脹時幾

乎消除了支架非對稱性膨脹及支架移位，同時支架膨脹

後短縮率也較小。

選取球囊前須對各參數進行測量，包括收縮期左

鎖骨下動脈開口近端、遠端主動脈弓內徑、最縮窄部位

內徑、橫膈水平降主動脈內徑等。球囊最大直徑取決於

左鎖骨下動脈開口遠端主動脈弓內徑或橫膈水平降主動

脈內徑兩者中的較大者，且考慮先天性主縮多伴隨主動

脈弓發育不良，應加上1~2mm作為球囊直徑。CCP支架允

許膨脹直徑為12~24mm，長度取決於左鎖骨下動脈開口

遠端主動脈弓內徑至縮窄段以下10~15mm的距離，且須

考慮支架短縮率，外球囊應長於支架長度。球囊擴張時

導絲置於右鎖骨下動脈處穩定性最佳；術中保留輸送鞘

於球囊下方也有助於提高擴張過程的穩定性。

本例患者合併腹腔幹動脈縮窄，臨床表現為慢性

胃腸道缺血症狀，如中上腹的餐後疼痛，體重下降等。

查體偶可於上腹部聞及血管雜音。本病例IVUS示血管中

膜增厚，可能病因為先天性肌纖維發育不良。動脈肌纖

維發育不良分為多灶型、單灶型、局灶型等類型，考慮

該患者為局灶型肌纖維發育不良類型，影像學表現為短

的孤立病灶，長度小於1cm。平滑肌向心性狹窄是各類

型肌纖維發育不良的共同特點。

腹腔幹縮窄的干預適應症尚無統一標準。該患者

因劇烈腹痛入院，檢查示腹腔幹重度縮窄接近閉塞，伴

腹壁側支形成，故存在干預的必要性。因該病支架置入

的操作經驗有限，但個例報導及回顧性研究均表明，支

架置入術相比球囊成形術明顯減少併發症及再狹窄的發

生[8-10]，比傳統外科治療也降低了死亡率[8]。

腹腔幹動脈通常呈嚴重成角發自腹主動脈，文獻

報導可採用Morph指引導管，該導管末端傾斜角度高達

180°，類似冠脈介入左內乳動脈的角度，導管可直接指

向管腔，對球囊與支架位置有良好的操縱力[11]。患者

腹腔幹造影示腹腔幹動脈開口上翹，我們選擇AL導管自

肱動脈入路，與腹腔幹動脈成角一致。因腹腔幹病變處

血管迂曲，器械上可選用扭控性及柔順性較好的導絲。

球囊上選擇尖端柔軟、循跡性、推送力好的球囊，擴張

時球囊中部置於成角部位，擴張壓力不宜過大。單純球

囊擴張可因病變周圍環形彈力纖維強烈回縮出現嚴重的

殘餘狹窄或急性血管閉塞等併發症[8,9]，支架置入術則

可防止血管回縮。

本例經皮導管主動脈縮窄+腹腔幹縮窄球囊擴張及支

架置入術的施行，進一步延伸了當前介入領域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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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耳道炎合併真菌感染及抗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感染病例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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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2週仍未治癒需考慮治療無效，建議行細菌培養+藥

敏或轉換抗生素，避免出現反覆感染未癒情況及引起耐

藥性[1]。

根據美國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會外耳道炎處理指

南示：1.輕-中度急性外耳道炎引起疼痛，則予以止痛

藥對症處理。2.若外耳道腫脹，可用棉條濕敷外耳道。

3.輕-中度急性外耳道炎則予以局部應用抗生素+/-激素

滴耳，嚴重急性外耳道炎合併綠膿桿菌及金黃色葡萄球

菌則需系統性口服抗生素[4,5]。氨基糖苷類及氟喹諾酮

類為治療細菌性外耳道炎首選藥物，用氨基糖苷類藥物

治療外耳道炎需注意鼓膜是否完整，若鼓膜穿孔，避免

使用此類藥物，因易引起耳毒性；治療黃曲霉及念珠菌

首選克霉唑[1]。

MRSA於1961年首次發現後，漸漸成為常見病原[6]，

MRSA約佔慢性外耳道炎7%~17%，萬古霉素為治療MRSA

金標準，文獻亦報導MRS A對褐黴素治療效果達75%。

局部用萬古霉素滴耳對MRSA引起之外耳道炎效果佳，

可避免靜脈注射及經濟成本較低[1]。本病例最後採用

Ethacridine（Rivanol利凡諾）治療，考慮此殺菌防腐

劑可降低外耳道PH值[5]，對革蘭陽性細菌及少數革蘭陰

性細菌有較強殺滅作用，本品刺激性小，一般治療濃度

對組織無損害同時可避免抗生素耐藥性。

患者 男性，因“反覆雙耳阻塞感伴流膿性引流半

年”到本院求診，既往無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史，

無遺傳病或傳染病史。患者於2013年8月因雙耳阻塞感

求診，體查見雙側外耳道耵聹，予以甘油+碳酸氫鈉滴

耳後，清理後發現雙側外耳道可見膿性引流，雙側鼓膜

無充血，無穿孔，予以氧氟沙星滴耳及口服阿莫西林

+克拉維酸後症狀緩解。9月份患者因雙耳阻塞感求診，

體查可見雙側外耳道可見霉菌樣物，用雙氧水滴耳及克

霉唑搽雙側外耳道，症狀緩解。12月份患者因雙側外耳

道阻塞感伴流膿再次求診，取雙側外耳道分泌物作細菌

培養，細菌培養示金黃色葡萄球菌（中度），藥敏示對

氧氟沙星及甲氧西林敏感，氧氟沙星滴耳2週後症狀緩

解。經治療後1月，患者再次出現上述症狀，再次取雙

側外耳道分泌物作細菌培養，細菌培養示金黃色葡萄球

菌（重度），藥敏示對大部份抗生素及甲氧西林均呈

耐藥性。予以患者清理雙側外耳道及0.1%Ethacridine

（Rivanol利凡諾）濕敷外耳道5天後患者症狀完全緩

解，暫未復發。

討 論

外耳道炎是由於炎症引起外耳道流膿性引流，

炎症可漫延致耳廓及鼓膜，嚴重則可破壞軟組織及骨

壁[1]。外耳道炎常以有氧菌先致病，後繼發厭氣菌及真

菌。近年慢性及反覆發作外耳道炎耐藥性上升，是由於

治療時缺乏細菌培養+藥敏；同時環境及地區性均會影

響細菌的種類[2]。外耳道炎病因主要由於經常用棉簽、

耳挖挖耳引起；耵聹阻塞；濕疹；潮濕、炎熱氣候；游

泳及外傷均會引起[1,3]。文獻報導慢性外耳道炎致病細

菌常以綠膿桿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主，黃曲霉及念珠

菌為常見致病真菌性外耳道炎。約50%外耳道炎可培養

出至少2種致病菌，約45%可培養出1種致病菌。而真菌

性外耳道炎約佔致病菌43%，考慮與亞熱帶環境及反覆

應用抗生素有關[1,2]。本病例患者由於雙耳耵聹引起雙

側外耳道炎，病情反覆考慮細菌及真菌反覆感染，加上

反覆局部及系統性應用抗生素均可引起。若病情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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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及臨時起搏器在右頸部迷走神經鞘膜瘤切除術中的1例應用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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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經節等處的副神經節瘤[1]。

該例患者手術中，沿胸鎖乳突肌前緣下頜角至舌

骨水平作切口，長約4.5cm弧形切口，充分暴露右側頸

動脈鞘，見頸內靜脈表面腫大淋巴結，約3cm，表面光

滑，同時見深面橢圓形腫物，腫物包膜光滑，內有神經

纖維束行走，顯微鏡下追踪探查纖維束，為迷走神經，

腫物包膜為迷走神經鞘膜，透過包膜清晰可見神經主

幹，自腫瘤後外切開，鈍性分離包膜，腫物為黃色，質

軟，腫物大小約3.5×2.5cm，完整切除腫物後，探查神

經纖維完整，術中剝離神經鞘膜時刺激迷走神經引起

心率下降低於60次/分後起搏器自動調整心率到正常範

圍。術中注意事項：手術中仔細暴露腫瘤長軸兩端的神

經幹，在腫瘤表面順神經走行方向切開包膜，從包膜內

鈍性剝出腫瘤，才能保留迷走神經來源的神經鞘瘤[2]，

術中壓迫和牽拉經時可能會出現脈搏變慢，血壓下降。

停止壓迫及牽拉後血壓、脈博恢復到正常[3]，術中如損

傷迷走神經，術後則可能出現喝水嗆咳及聲音嘶啞[4]。

本例迷走神經鞘膜瘤切除術中，通過耳科顯微鏡

可清晰分離和解剖，提高術中分離的精確性，最大程度

避免損傷神經，臨時起搏器的使用可確保術中心率平

穩，提高手術的連續性及安全性。 

患者 女性，31歲。因“發現右側頸部腫物4月

餘”入院。患者4個多月前無明顯誘因發現右側頸部腫

物，不伴疼痛，無壓痛，無咽異物感，無吞咽困難及呼

吸不暢，無聲嘶，無伸舌偏斜，無眼球內陷及眼瞼下

垂，無暈厥，上月在外院就診行細針穿刺病理提示“神

經鞘瘤”，後行頸部MRI平掃和增強示“右側頸動脈鞘

區腫塊，考慮神經源性腫瘤：神經鞘瘤可能性大”，入

院查體見右頸胸鎖乳突肌上份前緣可捫及一橢圓形腫

物，約3.5×2.5cm大小，腫物橫向移動度大，縱向移動

度小，未及血管搏動感.入院診斷:右頸部神經鞘膜瘤，

考慮迷走神經鞘膜瘤。2014.5.15在全麻下行右頸部神

經鞘膜瘤切除術，術前心內科會診，行臨時起搏器置

入，術中行頸側切開徑入，打開右側頸動脈鞘，在耳科

顯微鏡下清晰解剖神經及其周圍組織，在剝離腫瘤時因

迷走神經受刺激多次出現臨時起搏器調整心律，其優勢

在於一方面可更加確定腫瘤來源，另一方面可以在術

中保證心律基本平穩，無需暫時停止手術等待心率恢

復而順利完成手術，術後患者無聲嘶，嗆咳及Horner綜

合征，病理檢查結果提示：迷走神經來源神經鞘膜瘤。

（圖見封3）

討 論

頸部神經源性腫瘤可發生於頸部任何部位的任何

神經，較常發生的神經有頸叢神經，迷走神經，交感神

經，臂叢神經，偶見舌下神經和面神經。按病理分類可

分三類：1.來自神經鞘施旺細胞的神經鞘瘤 2.來自神

經其它鞘膜層的神經纖維瘤 3.來自交感神經節，迷走

神經的結狀神經節，頸動脈體，頸靜脈球體，舌咽神經

黄選兆, 汪吉寶, 孔维佳. 實用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 2012; 1:646-

647.

王弘士, 王卓颖, 李端树. 保護發音功能的迷走神經鞘瘤切除術. 中

華耳鼻咽喉科雜誌, 2003; 38(1):57-59.

祝江才, 陳歆维, 王菲, 等. 頸部神經鞘瘤的診斷與手術治療6例. 

山東大學耳鼻喉眼學报, 2011; 3:9-11.

Zhang H, Cai C, Wang S, et al. Extracranial head andneck 

schwannomas: a clinical analysis of 33 patients. Laryngoscope, 

2007; 117:278-28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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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文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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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急性胰腺炎併發腹腔室間隔綜合征1例

李文俊 洪偉君 黎啓盛*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急診科

*通訊作者  E-mail:laikaiseng@yahoo.com.hk

法是目前公認的測量腹腔內壓“金標準”，是ICU常用

測量IAP手段。WSACS並將ACS定義為IAP>20mmHg伴有新

出現的器官功能系統衰竭。當IAP升高到一定程度時，

機體臟器出現病理生理改變，包括腹壁順應性下降、

心肺功能影響、腦及腹內臟器灌注減少引致的功能障

礙等。SAP併發ACS的治療，關鍵取決於早期發現腹腔

內高壓。研究顯示，此類病人MODS發生率、ICU住院時

間及病死率均有顯著的增加[6]。據Leppaniemi統計SAP

患者中[7]，約有40%者出現IAH，其中10%患者更可發展

成ACS。其病情兇險，病死率高達60%[8]。因此專家強調

SAP患者一旦入住ICU均需密切監測腹腔內壓，以達到早

期察覺及早期治療，從而減低IAH發生[9]。

圖1.住院第6天，腹CT呈球腹征

本例SA P患者除了典型臨床表現外，腹脹情況嚴

重，腹圍明顯增大，腹壁張力高。經膀胱測壓法IAP達

25mmHg，結合腹CT示腹腔呈“球腹征”（圖1），後腹

膜張力性浸潤、下腔靜脈受壓、腸壁水腫、腸腔擴張等

影像學證據, 及時診斷出腹腔室間隔綜合症(ACS)。早

期由普外科協助下放置引流管, 隨着積液引流, IAP下

降至8mmHg，較前明顯下降，而整體病情亦逐漸好轉。

據研究文獻報導，腹腔內包裹性液體介入穿刺引流在降

低IAP治療中，證明有確切的治療效果[10]。其它研究亦

指出, 病人實施IAP監測加早期穿刺引流，與傳統進行

標準治療之間進行比較，發現早期IAP監測及介入穿刺

引流組在治療效果上有顯著改善，平均住院時間由28日

縮短至15日，死亡率亦由20%降至10%。而其他回顧分析

當中，亦顯示早期行腹腔減壓，病患生存率達83%，然

患者 女性，50歲。因“右上腹痛10日”求診。當時

體查：腹軟，中上腹壓痛，無反跳痛。實驗室檢查：血

常規：WBC 15.3×10e9；Amy：3301U/L。擬“胰腺炎”收入

普外科。入院次日病情惡化，腹脹加重、發熱、少尿。

腹部CT示：1.急性胰腺炎伴腹膜後及腹腔廣泛積液；2.膽

囊結石。擬重症急性胰腺炎(SAP)轉入ICU。本科給予胃

腸減壓、抑制胃酸胰液分泌；廣譜抗生素抗感染；持續

CVVH和TPN支持；生大黃灌腸導瀉及腹部芒硝外敷等。但

病情仍持續惡化，腹脹日益嚴重，經膀胱測量腹腔內壓

(IAP)為25mmHg，診斷存在腹腔室間隔綜合征(ACS)，同時

亦出現ARDS、MODS、SEPSIS等併發症。遂即請外科行ERCP

作十二指腸乳頭切開及內撐管引流，同時放置2條腹腔引

流管減壓。隨着綜合支持治療和外科引流減壓後，IAP下

降，病情及循環功能亦漸趨穩定，病人最終康復出院。

討 論

本例具有典型的“右上腹痛”臨床症狀、Amy＞正

常值3倍；腹CT：胰體低密度壞死區伴腹膜後滲出，膽

囊結石。APACHE-Ⅱ18分、Ranson 4分、CT Balthazar

分級Grade D。病情迅速加重，出現呼吸窘迫、肝損

害、黃疸、少尿等症狀，故確診為SAP。入ICU後，按

SA P診治指南實施器官功能監護、胃腸減壓、液體復

甦、TPN、抗感染和CVVH等支持和治療。但本例患者病

情仍迅速惡化，出現MODS。本科在診療過程發現病情併

發腹腔內高壓症(IAH)及腹腔室間隔綜合征(ACS)，是其

惡化的關鍵因素之一。

腹腔是閉合腔隙，正常情況下腹腔內壓接近零。

文獻報導SAP患者起病後常伴有不同程度腹腔內高壓。

IAP顯著增加能引發一系列病理生理改變，對各器官功

能造成損害，此稱之為腹腔內高壓症(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IAH)[2]。當IAH持續，可進一步導致多

個器官功能不全，稱為腹腔室間隔綜合征(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ACS)。SAP是導致IAH的常見疾

病之一[3]。國際腹腔室間隔綜合征協會[4](WSACS)將IAH

定義為[5]：持續或反覆測量IAP≥12mmHg。經膀胱測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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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沒有接受早期腹腔減壓者，則有高達80%死亡率[11]。

此外除腹腔減壓外，我們亦早期積極作CVVH支持，有效

清除炎症介質及過多組織間液，減低炎症反應及腹腔

內滲出，從而減低IAH發生。研究表明，早期作CVVH支

持，死亡率可由30%下降到6%[12]。

總 結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療措施主要是加強對臟器

功能支持和併發症治療（如ARDS、ARF、IAH、SEPSIS

等）。臨床醫生應加強對腹腔內高壓症的認識，對可能

會引起IAH及ACS的疾病（腹腔内或腹膜後出血、大量腹

水、複雜性腹腔感染、SAP等），均應早期作IAP監測，

及早穿刺引流減壓，減少腹腔室間隔綜合症發生，縮短

ICU住院時間及提高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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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科技。他贈送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本書，更是一種

可貴的、永不停步的求索精神。而這種精神正在潛移默

化傳承給我們這一代年輕人。

雖然锺院士已經是近90歲的高齡，但他對學術的

支持和給予學生的關愛卻一直沒有停頓。2009年12月，

廣東省微創技術在普外科的應用及新進展學習班暨學

術研討會召開，锺院士不顧舟車勞頓，專程驅車100多

公里路程趕來支持大會。有了锺院士的臨場助陣，會

議獲得了圓滿成功。後來該項目晉升為國家級繼續醫

學教育項目，至今已經連續舉辦6屆研討會，锺院士每

次都親臨會場指導並給以大力支持。記得2013年9月27

日，“2013粵港澳微創外科技術高峰論壇”召開，锺院

士為了趕來會場給學生助陣，仿佛完全忘記了自己年近

九旬，更不顧顛簸勞累，26日晚上10點從廣西講完課馬

上回到廣州，27日一大早就坐車前往韶關市，在那裏的

講座一結束，就立即坐車趕來開平市，他甚至來不及吃

飯，只能在車上簡單地吃些點心充饑，這一路風塵僕

僕，實在令我這位學生無限感激和敬佩。

結識恩師锺院士，是我一生的幸運，使我切身感

受到一位醫學專家的大家風範；師從恩師锺院士，是我

畢生的幸福，讓我深刻體會到一位敦厚長者的大醫精

誠。恩師走過了90年的崢嶸歲月，練就了堅強的意志、

拼搏的精神，收獲了驕人的成就、充實的人生；雖大器

晚成，卻毫不遜色；傳道解惑，養育桃李；近悅遠來，

博學延年。這些都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對後輩影響深

遠。恩師的榜樣和教誨，永遠是我人生旅途上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感念恩師，如仰高山。

衷心祝福敬愛的老師：九秩康強風範長存，四時

健旺春秋永在。

（上接95頁）

（本文編輯：王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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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的發生率分別降低30%和22%，

而兩組的腦出血和其他致命性出血的發生率並無差異。

ARMYDA-4 RELOAD研究[7]目的在於評估已經服用氯

吡格雷的冠心病患者，在介入術前再次給予氯吡格雷

負荷劑量能否減少MACE的發生，該研究入選503例，PCI

術前服用氯吡格雷75mg/d至少10天，其中252例在PCI術

前4~8小時服用氯吡格雷600mg（再負荷組），另外251

例服用安慰劑(對照組)，研究結果提示，兩組在30天

時主要MACE包括死亡、心肌梗死和靶血管重塑(TVR)的

發生率無顯著差異(6.7% vs. 8.8%, P=0.50)，出血事件

無顯著增加（均為6%）。在亞組分析卻顯示，有41%ACS

患者可從再負荷治療中獲益(6.4 vs. 16.3%; OR, 0.34; 

95%CI, 0.32~0.90; P=0.033)。

2011年ARMYDA-6 MI研究[8]旨在探討ST段抬高型心

肌梗死(STEMI)患者PCI治療時氯吡格雷合適的負荷劑

量。該研究納入201例STEMI直接PCI患者，隨機分為

600mg或300mg的負荷劑量氯吡格雷兩組，所有患者接受

阿司匹林100mg/d和氯吡格雷的維持劑量75mg/d，主要

研究終點是通過心臟標誌物時間曲線下面積估算心肌

梗死面積。結果顯示，與300mg負荷劑量組比較，600mg

負荷組劑量組估測心肌梗死面積顯著較少(P <0.001)，

能減少TI M I血流小於3級的發生率(5.8% v s. 16.3%, 

P =0.031)，改善出院時左室射血分數(52%  v s. 49%, 

P=0.026)，30天的MACE減少(5.8% vs. 15%, P=0.049)，

而出血事件在兩組之間無顯著差異。

根據上述研究，2011年ESC NSTE-ACS更新指南，推

薦氯吡格雷負荷量300mg(I, A)，維持量75mg/d；對於

ACS擬行PCI的患者，氯吡格雷負荷劑量600mg(I, B)。

而且對於高危ACS患者或可能有氯吡格雷抵抗患者，高

劑量氯吡格雷或再負荷氯吡格雷能有效減少心肌梗死面

積和減少MACE的發生。

2.增氯吡格雷維持劑量

為最大程度避免MACE發生，ACC/AHA、ESC指南及我

國專家共識等均建議患者PCI術後75mg/d維持，但是這一

劑量並非適合所有ACS/PCI患者，尤其對於高危患者（如

合併糖尿病、胰島素抵抗、高體重指數、高血栓風險人

在臨床實踐發現即使經規範雙聯抗血小板治療

(DAPT)後仍有部份患者不能達到預期的抗血小板作用，

2003年Gurbel等[1]首次報導氯吡格雷抵抗。已有多項研

究[2]指出氯吡格雷抵抗的發生受多種因素影響，其發生

機制目前尚未完全闡明。雖然目前尚無效措施防止氯吡

格雷抵抗發生，但可以通過改變抗血小板藥物治療策

略，如增加氯吡格雷負荷劑量或/和增加維持劑量、替

換新型口服抗血小板藥物和聯用其他抗血小板藥物等，

盡量減少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的發生從而改善患者預

後。現對急性冠脈綜合癥(ACS)抗血小板治療策略的研

究進展進行綜述。

一、增加氯吡格雷劑量

1.增加氯吡格雷負荷劑量

研究顯示[3]，增加氯吡格雷負荷劑量或增加維持劑

量可以減少MACE發生。2002年CREDO (Clopidogrel for 

Reduction of Events During Observation) 研究[4]奠

定了氯吡格雷300mg在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CI)術前

3~24小時預處理及術後(75mg/d)長期（12個月）應用的

地位。

2005年ARMYDA-2研究[5]探討大劑量氯吡格雷是否

能減少介入治療患者圍手術期的心肌梗死發生率。該

研究共入選255例穩定冠心病或非ST段抬高的急性冠

脈綜合症（NSTE-ACS）患者，PCI術前4~8小時隨機接

受600mg或300mg氯吡格雷負荷量治療。30天臨床隨訪

結果顯示，與300mg負荷劑量比較，PCI術前4~8小時給

予氯吡格雷600mg，MACE發生率顯著降低(4% vs. 12%, 

P=0.041)且安全終點相似。

2010年CURRENT OASIS 7研究[6]探討ACS和PCI患者

應用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以減少事件復發的最佳負荷

劑量。該研究將25 087例ACS和PCI術患者隨機分成兩高

劑量組（首劑600mg後150mg維持7天後，以75mg繼續維

持量30天）和標準劑量組（首劑300mg後75mg維持量30

天）。結果顯示，兩組在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腦卒

中的發生率無明顯差異(4.4% vs. 4.2%, P=0.61)。其中

2/3患者接受PCI術，高劑量氯吡格雷組的支架內血栓發

急性冠脈綜合征抗血小板藥物治療策略的研究進展

柯于梵綜述 鍾桃娟*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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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因此，國內外均開展了大量的臨床試驗研究。

2007年OPTIM U S研究[9]分析氯吡格雷維持治療在

ACS/PCI合併2型糖尿病最佳氯吡格雷劑量。結果表明，

150mg/d組二磷酸腺苷(ADP)誘導的最大血小板聚集率

(PAR)顯著低於75mg/d組。但是，即使是高劑量150mg/d

組仍然有60%患者不能達到最佳的血小板抑制狀態。該

研究首次證實150mg/d氯吡格雷劑量能夠增加血小板的

抑制率。同年ISAR-CHOISE 2研究[10]證實，與75mg氯吡

格雷維持劑量相比，150mg維持劑量可較好抑制PCI術後

30天內的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

2008年PRINC(Plavix Response in Coronary 

Intervention)研究[11]以VerifyNow評估氯吡格雷高負

荷劑量和高維持劑量對血小板抑制率的影響。結果顯

示，高維持劑量組比常規維持劑量組可顯著地抑制率血

小板(50±28% vs. 29±19%, P=0.01)。

2009年VAS P-02試驗[12]是一項研究氯吡格雷高維

持劑量和氯吡格雷常規維持劑量對流式細胞儀檢測血

小板血管擴張劑刺激磷蛋白(VASP)測定的影響。153例

擇期PCI術後患者隨訪4週結果顯示，氯吡格雷高劑量

組比常規劑量組帶來更強的血小板抑制率(43.9±17.3% 

vs. 58.6±17.7%, P <0.0001)，抵抗發生率顯著低於常

規維持組(8.6% vs. 33.7%, P=0.0004)。此後，將常規

氯吡格雷維持組存在低反應者（PRI≧69%者）轉換成

150mg/d氯吡格雷維持劑量治療2週，結果發現有64.5%

患者轉變為對氯吡格雷敏感。

2010年CURRENT OASIS 7研究[6]17 263例行PCI術治

療患者的亞組分析顯示，與使用標準劑量相比，使用高

劑量氯吡格雷能使主要心血管事件率的相對風險顯著

降低14%(3.9% vs. 4.5%, P=0.039)，使支架血栓形成率

相對風險顯著降低46%(0.7% vs. 1.3%, P=0.0001)，臨

床獲益在給藥後第2天即開始，且與置入支架的類型無

關。高劑量氯吡格雷僅導致輕微的CURRENT定義大出血

增加(1.6% vs. 1.1%, P=0.009)，而TIMI大出血、致死

性出血(0.07% vs. 0.2%, P=0.12)、顱內出血(0.04% vs. 

0.05%, P=0.73)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手術(CABG)相關出

血方面與標準劑量治療組無顯著差異。

2011年GRAVITAS研究[13]是大規模、隨機、雙盲、

多中心試驗，是首個通過VerifyNow P2Y12即時血小

板功能檢測調整抗血小板治療，以改善藥物塗層支架

(DE S)置入患者預後的研究。5 429例擇期或緊急PCI

術且接受300mg或600mg氯吡格雷負荷劑量的冠心病患

者，41%具有較高殘餘血小板反應性。PCI術後12~24小

時進行Verify Now P2Y12測檢殘餘血小板反應性，將

PRU≧230的患者隨機分為大劑量（負荷量600mg, 150mg

維持6個月）和標準劑量氯吡格雷組（負荷量300m g, 

75mg/d維持6個月）。結果顯示，兩組主要有效性終點

包括心血管死亡、心肌梗死和支架內血栓無顯著差異

(P=0.20)，嚴重和中度出血及任何出血無顯著差異，但

大劑量氯吡格雷組30天持續殘餘高血小板反應顯著低於

標準劑量組(62% vs. 40%, P<0.001)。該結果不支持PCI

術後僅通過血小板功能檢測而讓高殘餘反應的低危者接

受大劑量氯吡格雷治療。

2011年一項納入12項研究共23 814例患者的薈萃分

析[14]，PCI術服用150mg與75mg氯吡格雷維持治療對臨

床終點事件以及實驗室檢測指標的影響，結果表明，

150mg/d維持量氯吡格雷與75mg/d相比較，MACE相對風

險降低33%，具有顯著性差異，而大出血風險無顯著增

高，這提示臨床醫生可以對於高危患者選擇150mg/d的

高維持劑量。但是考慮到性價比、依從性等因素，是否

可以對全部患者應用雙倍劑量氯吡格雷治療，還有待進

一步研究。

以上研究顯示，高氯吡格雷維持劑量能更為顯著

增強對血小板的抑制程度，但對冠心病ACS患者總體並

未帶來顯著的臨床益處，故2011年ESC NSTE ACS指南僅

推薦PCI術後無出血風險患者應用高氯吡格雷7天(Ⅱa, 

B)。不建議根據血小板功能檢測常規增加氯吡格雷劑

量，但在特殊人群中可考慮應用(Ⅱb, B)。

二、替換為新型口服P2Y12受體拮抗劑

1.普拉格雷 

普拉格雷是一種新型噻吩吡啶類抗血小板藥物，

與氯吡格雷不同的是它主要通過CYP3A4和CYP2B6途徑代

謝，因此受CYP2C9和CYP2C19的影響小（後者是影響氯

吡格雷代謝的關鍵酶之一）。普拉格雷在抗血小板聚集

作用較氯吡格雷強，甚至比應用高劑量氯吡格雷也不遜

色。

TRITON-TIMI 38研究[15]證實普拉格雷吡氯吡格雷在

人體內代謝率更快、更有效地抑制血小板聚集，雖然普

拉格雷會增加嚴重出血的風險，但需要指出的是，防

止缺血事件所需要的治療數NNT為46，而引起可能出血

事件所需要的治療數NNH為167，要引起威脅生命的出血

事件和致命性出血事件所需要的治療數NNH分別為200和

334，提示普拉格雷帶來的總體益處比風險更大，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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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預防嚴重出血的發生率，必須嚴格掌握高出血風險

人群及普拉格雷使用指征。該研究表明，對於具有短暫

性腦缺血發作(TIA)病史、＞75歲患者、體重＜60公斤

患者佔發生出血事件總數的80%，研究指出排除以上患

者，出血事件與氯吡格雷吡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有學者指出，在TRITON-TIMI 38試驗亞組分析中，

對於STEMI患者接受普拉格雷相比氯吡格雷能獲得更大

的利益，普拉格雷能減少主要終點事件(10% vs. 12.4%, 

P=0.0221, NNT 41)而且沒有顯著增加嚴重出血(2.4% 

v s. 2.1%, P =0.6451)；對於糖尿病患者也有類似好

處，接受普拉格雷減少主要終點事件(12.2% vs. 17%, 

P<0.001, NNT 21)而不增加嚴重出血(2.5% vs. 2.6%, 

P =0.81)。以上研究都是基於經過造影證實患者具有冠

脈明確解剖病變並行PCI治療的NSTE-ACS和STEMI患者，

因此目前指南推薦STEMI及糖尿病患者使用普拉格雷，

而NST-ACS和非糖尿病患者需要臨床評價排除高出血人

群後使用普拉格雷，推薦度高於氯吡格雷。

TRILOGY-ACS[16]試驗指出，在非接受再血管化ACS

患者中，與氯吡格雷相比，普拉格雷只能提供了類似氯

吡格雷的效果，但並不能提高更強的療效和安全性，由

於氯吡格雷的成本更低，以及替格瑞洛在這類人群中比

氯吡格雷效果更佳，無論在療效及成本上，普拉格雷都

不成為非接受再血管化ACS患者的首選。有趣的是，普

拉格雷在持續服用1年後，對於復發性缺血事件患者有

意外的療效，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而且5mg/d維持量

在特定人群(年齡＞75歲人群)使用的探索性試驗結果為

肯定的，這些資料將會對臨床醫生處方普拉格雷能帶來

更彈性的選擇。

ACCOAST研究[17]入選了4 033例NSTE-ACS伴肌鈣蛋白

升高患者，並將患者分為確診時服用普拉格雷(CAG前

30mg、PCI術前再服30mg)和冠狀動脈造影(CAG)後PCI前

服用(60m g)兩組。結果顯示，預處理策略並未降低患

者7天內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心肌梗死、卒中、緊急血

運重建或GPⅡb/Ⅲa受體拮抗劑搶救治療的機率，反而

增加了出血風險(溶栓出血、與CABG無關危及生命的出

血)。因此，普拉格雷預處理未改善NSTE-ACS患者臨床

預後，更新的ESC指南推薦對普拉格雷只適用於已計劃

PCI術的STEMI患者中這一點未作變動。

PRASFIT-ACS[18]和PRASFIT-Elective[19]研究是低

負荷劑量和低維持劑量的普拉格雷與氯吡格雷比較的

研究。PRASFIT-ACS研究納入1363例ACS行PCI術的日本

患者，隨機分成普拉格雷組（n=685, 20mg負荷劑量, 

3.75mg維持劑量）和氯吡格雷組（n=678, 300mg負荷劑

量, 75mg維持劑量）。研究結果顯示，普拉格雷組發

生終點事件率為9.4%，氯吡格雷組為11.8%(RR, 0.23; 

HR, 0.77; 95% CI, 0.56-1.07)而非CABG相關性主要出

血事件兩組發生率差別無明顯差異(1.9% vs. 2.2%)。同

樣地，PRASFIT-Elective納入742例接受PCI術的冠心病

患者（為穩定型心絞痛或陳舊性心肌梗死患者擇期接受

PCI治療），隨機分成普拉格雷組（n=370, 20mg負荷劑

量, 3.75mg維持劑量）和氯吡格雷組（n=372, 300mg負

荷劑量, 75mg維持劑量）。研究結果跟PRASFIT-ACS類

似，無論在缺血性MACE發生率和主要出血事件在兩組間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普拉格雷組MACE發生率為4.1%而氯

吡格雷組為6.7%，總體主要TIMI出血風險在普拉格雷組

為5.4%而氯吡格雷組為6.2%，非CABG相關性出血事件在

普拉格雷組為0%而氯吡格雷組為2.2%。

以上兩個研究揭示普拉格雷在亞洲人群中，對於

ACS準備PCI術患者服用較低劑量普拉格雷能獲得與氯吡

格雷類似的抗血小板效果但出血風險較氯吡格雷低。

2.替格瑞洛

替格瑞洛是一種環戊基三唑嘧啶類藥物，與噻吩

吡啶類藥物(如氯吡格雷、普拉格雷)不同，它具有起效

快、可直接作用、不受個體基因差異影響等優勢，而且

它與血小板的結合是可逆的，停藥後能迅速恢復血小板

功能。

PLATO研究[20]顯示，替格瑞洛抑制血小板活化能力

明顯優於氯吡格雷，更迅速和有效抑制血小板聚集。該

研究是比較替格瑞洛和氯吡格雷治療後對血小板功能

的影響，納入18 624例NSTE-ACS或STEMI患者，其中72%

患者接受PCI術，餘下接受藥物治療，隨機分成氯吡格

雷組和替格瑞洛組，氯吡格雷組以300mg或600mg為負

荷劑量後繼續服用75mg/d維持，而替格瑞洛組患者則

以180mg負荷劑量，隨後90mg每日2次維持，控制STEMI

患者能在PCI術前15min左右接受負荷劑量，NSTE-ACS在

PCI術前4小時內接受負荷劑量，主要終點事件為以心血

管死亡、心肌梗死及卒中為主的複合終點，主要安全性

終點是嚴重出血（PLATO出血分級和TIMI出血分級），

平均隨訪12個月。結果顯示，接受替格瑞洛組較氯吡

格雷組更能顯著減少的主要終點事件(9.8% vs. 11.7%，

P<0.001, NNT 53)，替格瑞洛不僅能減少心肌梗死事

件發生率，而且在心血管死亡率也顯著降低(4.0%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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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P<0.001)。目前，替格瑞洛已被ESC、ACC/AHA指

南一線推薦用於ACS患者，並指出當替格瑞洛有禁忌症

時才考慮使用氯吡格雷。

雖然替格瑞洛總體主要出血事件與氯吡格雷差別無

統計學意義，但非CABG的PLATO主要出血事件(4.5% vs. 

3.8%, P=0.03)和非CABG TIMI主要出血事件(2.8% vs. 

2.2%, P=0.03, NNH 167)，替格瑞洛組出血風險均比氯

吡格雷組高。然而PLATO亞組分析中未能如TRITION-TIMI 

38篩選出高出血風險人群，但卻發現替格瑞洛組患者出

現呼吸困難的風險(13.8% vs. 7.8%, P<0.001)和Holter發

現的心動過緩比例高(5.8% vs. 3.6%, P=0.01)，而對於

NSTE-ACS、STEMI、糖尿病患者亞組分析中，組間比較不

同組別在替格瑞洛獲得的利益差不多。

需要特別指出，PLATO研究中入選的北美洲人群並

未能在替格瑞洛治療得到預期益處，特別是美國人群在

缺血性臨床終點中，反而替格瑞洛組發生MACE事件數比

氯吡格雷組多，經分析研究中美國人群和其他世界地區

人群結果提示，美國患者普遍使用更高阿司匹林劑量。

進一步PLATO亞組分析比較高劑量阿司匹林300mg/d組

(n=959)和低劑量阿司匹林少於100mg/d組(n=15 439)，

在低劑量阿司匹林聯用替格瑞洛組中減少MACE事件比高

劑量阿司匹林合用替格瑞洛組更為出色。基於該亞組研

究結果，指南建議替格瑞洛必須與低劑量阿司匹林合併

長期使用。

三、聯合西洛他唑治療

研究表明[21]，單用氯吡格雷與聯合應用氯吡格雷

及阿司匹林相比，氯吡格雷抵抗發生率分別是17.1%和

5.7%。可見DAPT能顯著降低藥物抵抗的發生率從而改善

患者遠期預後，但臨床發現依然存在約10%心血管不良

事件發生，進一步聯合藥物治療例如三聯抗血小板治療

成為一項治療措施。

西洛他唑是一種選擇性磷酸二酯酶抑制劑

(PDE-3)，該藥物早於1988年作為治療慢性動脈閉塞症的

藥物在日本上市，在1999年美國FDA批準用於治療穩定性

間歇性跛行。西洛他唑通過抑制血小板內磷酸二酯酶活

性，提高血小板內環磷酸腺苷(cAMP)濃度發揮抗血小板

聚集和抗血栓作用，且不受CYP2C19影響。近年來，西洛

他唑開始用於DES置入術後患者，尤其合併糖尿病患者，

為高血栓風險人群的抗血小板治療帶來新措施。

2008年DECLARE-DIABETES[22]研究合併糖尿病患者

置入DES服用三聯抗血小板治療後6個月，隨訪發現有效

降低支架內血栓發生率和減少管腔丟失。

ACCEL-RESISTANCE研究[23]指出對於氯吡格雷抵抗

的治療對策管理中，比較有潛力的方法是在原來DAPT提

供額外的抗血小板藥物，該研究是評估加用西洛他唑對

患者血小板活性和藥效學的影響，納入60例氯吡格雷抵

抗患者，予以氯吡格雷300mg負荷劑量後，並將其隨機

分配到輔助西洛他唑100mg每日兩次（三聯療法組）或

氯吡格雷150mg/d（高劑量組）並經過治療30天後。結

果提示，三聯抗血小板方案比高劑量氯吡格雷更有效，

無應答率調整為(3.3% vs. 26.7%, P =0.012)，同樣三

聯療法對PAR的抑制也比高劑量氯吡格雷更好(71% vs. 

45%, P<0.001)。

韓國HOST-ASSURE試驗[24]顯示，納入3 755例PCI術

後患者接受三聯抗血小板治療（阿司匹林100m g每天1

次+氯吡格雷75mg每天1次+西洛他唑100mg每天2次）的

療效不劣於雙倍量氯吡格雷DAPT（阿司匹林100mg每天1

次+氯吡格雷150mg每天1次），三聯抗血小板治療主要

臨床終點比雙倍量氯吡格雷DAPT減少0.2%事件發生率

(1.2% vs. 1.4%, P<0.001)。

因此，對於氯吡格雷抵抗患者，DAPT聯用西洛他

唑或許是另一個治療的選擇。因為西洛他唑同時具有抗

血小板作用和一定程度擴張血管作用，理論上用於冠心

病二級預防治療有促進的幫助，尤其是亞急性支架內血

栓形成的作用目前已經得到肯定。多項大型的臨床研究

已經證實，三聯抗血小板治療可明顯降低支架內血栓等 

MACE的發生。在致命性出血等副作用的發生率與DAPT相

比並沒有明顯增加[25]。

四、小結與展望

氯吡格雷自2001年在我國上市至今13年，聯合阿

司匹林已成為ACS治療的ⅠA類推薦。對於氯吡格雷抵抗

患者，可制定有效的抗血小板藥物治療策略以獲得最

佳的抗血小板療效，如增加氯吡格雷負荷劑量或/和增

加維持劑量、替換新型口服P2Y12受體拮抗劑如普拉格

雷、替格瑞和聯用西洛他唑等，盡量減少MACE的發生從

而改善患者預後。抗血小板治療個體化是未來的發展方

向，按基因類型選擇個體化治療方法還須進行大量工

作。對於靜脈使用的抗血小板藥物、新型抗凝藥物如直

接凝血酶原抑制劑和凝血酶受體抑制劑為ACS患者治療

帶來新的選擇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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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發性夜遺尿的成因，包括某些疾病例如尿道

炎、糖尿病、尿崩癥和腎臟功能受損、蟯蟲病局部刺激

等。有些兒童可能由於家庭問題、情緒或心理困擾，而

引致繼發性夜遺尿的情況。

二、遺尿症的診斷

對於遺尿症的定義，目前在我國主要採用國際兒

童尿控協會制定的診斷標準：年齡5~10歲兒童每月至少

2次以上；>10歲患兒每月至少1次在不適當的或社會不

能接受的時間和地點發生正常的排尿，即遺尿患兒睡眠

時排尿在床上，尿量可以將床單濕透，通常不會因尿濕

而醒來。

建議遺尿症需要開始醫療咨詢的年齡為5足歲，需

要積極治療的年齡為6足歲。多數兒童在4~6歲時已能正

常地控制膀胱。多個流行病學的調查顯示5歲兒童約有

23%會尿床，每年有15%~20%的尿床兒童會自然痊癒[6]。

因此5歲兒童每週尿床2次以上者，應該向醫生求診。求

診的目的在於確認沒有嚴重的泌尿系統疾病，以及給予

適當的生活上或醫學上的建議。6足歲以上的兒童仍會

尿床者，則需要比較積極的藥物或行為治療。

三、遺尿症臨床分類

遺尿症可分為原發性遺尿症和繼發性遺尿症，或

單一癥狀夜間遺尿症和非單一癥狀夜間遺尿症。原發性

遺尿症是指尿床從嬰兒期延續而來，從未有過6個月以

上的不尿床期，並且排除先天性疾病、泌尿系感染、神

經肌肉疾病等繼發性因素，即為原發性遺尿症。繼發性

遺尿症是指曾有過6個月以上的不尿床期後出現尿床。

單一癥狀夜間遺尿症是指僅有夜間尿床，日間排尿正

常，不伴有泌尿系統和神經系統解剖或功能異常。非單

一癥狀夜間遺尿症，是指除夜間尿床外，日間伴有下泌

尿系統癥狀（如膀胱激惹癥狀、尿失禁等），常為繼發

於泌尿系統或神經系統疾病[7,8]。

四、遺尿症的臨床評估

包括病史詢問、理學檢查和實驗室檢查。詳細

病史詢問應涉及：尿床情形，白天和晚上都會尿濕褲

子（可能是尿失禁）或只有在床上睡覺才會遺尿（夜

尿）；尿床出現時間，出生後就一直有或曾有乾爽6個

月之後才又復發；小便次數、尿量；解尿前問題，尿

遺尿癥俗稱尿床，是兒科腎臟專科門診常見病，

發病率較高。根據外國的研究報告，約有20%五歲的兒

童有夜遺尿的情況，而10歲及18歲的青少年也分別有5%

及1~2%的發生率。遺尿症會導致兒童相當嚴重的身心發

展上之創傷，尤其是較大的兒童仍然有遺尿症時，應該

特別注意孩子在心理上所造成的影響。患兒會感到羞

耻、自卑和缺乏自信，因而無心向學，不敢結交朋友及

產生一些行為上的問題[1]。既往，患兒、家屬甚至普通

兒科醫生對尿床的認識均不足，近年來，遺尿癥的早期

診斷和規範治療已引起兒科腎臟專科醫生的高度重視。

一、病因與發病機制

大多數原發性遺尿癥的病因仍未能被完全確定，

以下是一些可能導致夜遺尿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一般都

不是兒童自己能够控制的[2]。

1.遺傳背景: 若雙親皆曾是夜遺尿患者，他們的

孩子有四分之三機會患上夜遺尿。若然只是父母任何一

方曾是夜遺尿患者，孩子患上夜遺尿的機會也有二分之

一。

2.排尿控制中樞發育延遲：完成排尿的神經次高

級中樞位於腦幹和脊髓，嬰幼兒排尿主要由次高級中樞

控制，是一種反射性行為，即膀胱充盈時誘導逼尿肌收

縮並協調性引起括約肌舒張，整個過程無需意識參與。

發育成熟後，排尿控制指令則由大腦皮層有關中樞發

出，若發育延遲，則將保留嬰幼兒排尿特點，使睡眠中

大腦皮層控制能力下降，即出現遺尿[3]。

3.睡眠和覺醒功能發育延遲: 膀胱充盈的傳入衝動不

足以使患兒從睡眠轉入覺醒狀態，甚至許多患兒被錯誤地

誘導進入“一個有良好排尿環境”的夢境中，並在夢中排

尿。高的喚醒閾是夜間遺尿的致病因素之一，患兒可能不

僅比非遺尿同齡人睡得更深，也可能睡得更好。

4.夜間抗利尿激素分泌不足: 夜間加壓素分泌不足，

導致產生相對較多的夜間尿量和較低夜間尿滲透壓。

5.夜間功能性膀胱容量減小: 有些兒童的功能性膀胱

容量可能較小或有膀胱功能紊亂，因而膀胱不能儲存太多

尿液，否則會刺激不穩定逼尿肌收縮，使尿液排出[4,5]。

兒童遺尿癥的診治進展

陳彥*綜述 黃凱風審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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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但解不出來、常憋尿、急尿、即使白天也會尿在褲

子上；解尿時問題，小便流速慢、小便疼痛、小便斷

斷續續、壓膀胱才尿得出來；有無泌尿道感染史；排便

習慣，內褲上會沾到大便、大便失禁、便秘；神經學病

史，運動和語言障礙、學習或閱讀障礙、學校學習困

難；心理學病史，精神病史、行為異常、睡眠障礙；有

無家族尿床史；現在使用藥物情況等。理學檢查除一

般兒科檢查之外，應特別重視腹部、會陰外生殖器、

以及神經學檢查。腹部檢查有無胃腸蠕動異常、腎區

扣擊痛、有無觸及膀胱或腫大腎臟；會陰外生殖器有無

異常，大小便異味；泌尿神經學有無異常，骶尾部凹陷

或腫塊、脊椎管閉合不全、肛門反射異常、肛門張力異

常、下肢異常；觀察排尿情形有無異常。實驗室檢查中

尿液分析、尿比重和泌尿系超聲波檢查是必要檢查。

進一步的選擇性檢查包括尿液細菌培養、腎功能、鈉離

子、逆行膀胱尿道造影以除外膀胱輸尿管反流、殘餘尿

測量、尿動力學檢查用於懷疑有神經病變或非神經病變

之膀胱括約肌失調、尿滲透壓、血清抗利尿激素濃度

等[9-11]。

五、遺尿症的治療

非單一癥狀夜間遺尿症、繼發性遺尿症應採取更

積極的檢查與治療，原發性遺尿症、單一癥狀夜間遺尿

症治療如下：

1.行為治療：包括控制液體攝入、調整飲食時間

和結構、正常排尿和排便習慣訓練、建立適當的獎勵反

饋機制等[12]。睡前應控制液體攝入，但要保證日間液體

攝入。減少含咖啡因飲料的攝入，晚餐宜早，且少鹽少

油，夜間睡眠前2小時開始限制進食飲水，並且在睡前排

空膀胱。因為便秘與遺尿癥密切相關，若發現患兒出現

便秘時要及時對癥治療[13]。進行膀胱功能訓練，白天應

鼓勵孩子多飲水，延長日間小便的間隔，有意識的使膀

胱多儲尿，使患兒的膀胱具備一定的儲存尿液的功能，

然後再訓練孩子在排尿中途停止再排尿，以訓練膀胱括

約肌的功能，達到令患兒可以自己控制排尿的目的。

2.覺醒治療：包括遺尿警報器、鬧鐘喚醒訓練。

遺尿警報器需要專用設備，目前臨床主要應用鬧鐘喚醒

訓練。鬧鐘喚醒訓練需要長時間的教育指導、鼓勵反饋

和長期隨訪的支持，鬧鐘設置時機、聲音選擇、反饋方

式等需要個體化方案，治療前應評估條件是否利於鬧鐘

治療，取得孩子和家長的積極配合尤為重要[14,15]。

3.藥物治療：主要為去氨加壓素、抗膽碱能藥

物，三環類抗抑鬱藥物丙咪嗪由於有一定的嚴重不良反

應，已不推薦作為臨床一線用藥[16]。

(1)去氨加壓素：為抗利尿激素，又稱血管加壓素

是一種多肽激素，在人體中的主要作用是濃縮尿液和減

少尿液的產生。精氨酸加壓素（商品名彌凝，minirin）

是血管加壓素的類似物，結構上的改變使精氨酸加壓素

在利尿方面的作用增加，而血管緊張的作用下降，已成

為治療尿崩癥、遺尿症的重要藥物，改善遺尿症狀起效

迅速、短期效果好，可以作為一線藥物治療遺尿症，尤

其適合夜間多尿、膀胱高容量的患兒，是病情較急或者

家長和孩子需要立即緩解遺尿症狀時的首選用藥。臨床

上建議6歲以上兒童應用，而5~6歲患兒，若症狀嚴重、

要求迅速控制症狀的患兒也可考慮應用。用法0.1~0.2mg

（效果欠佳時可漸增到0.4mg），宜在睡前服用，服用前

1小時和服用後8小時應限水，以使藥物發揮作用並減少

不良反應，特別是水滯留引起低鈉血癥。精氨酸加壓素

應用4週後觀察是否有尿泡變小、尿床次數減少以評估對

加壓素的反應，若有反應則繼續治療3~6個月。部份患兒

在停藥後易復發，應逐漸減量至停藥。此外，由於精氨

酸加壓素可以很快的產生作用，可以作為特別狀況例如

露營或在外過夜的間歇性治療[17]。

(2)抗膽碱能藥物：抗膽碱能藥物具有鬆弛膀胱平

滑肌的作用，用以治療因逼尿肌過度活躍及膀胱容量較

小而造成的白天尿失禁。臨床上主要應用的抗膽碱能藥

物為奧昔布寧(oxybutynin)和顛茄。對於逼尿肌依賴性

遺尿症效果較好，適用於功能性膀胱容量小伴日間尿失

禁者，存在膀胱排空障礙、殘餘尿量增多的患兒不推薦

單純應用。研究顯示，在對去氨加壓素無反應者，應用

抗膽碱能藥物遺尿的緩解率增加[18]。抗膽碱能藥物的

毒性很低，不良反應包括口幹、便秘、臉部潮紅、視野

模糊等。

近幾年來，對兒童遺尿症的治療已不再僅僅關注

患兒遺尿症狀的緩解程度，而更加重視遺尿兒童心理、

行為能力、社會活動能力等多方面的改善[19]。同時遺

尿症治療方案的制定應根據患兒遺尿病情、生活習慣、

心理因素、自我意識、家庭關係、經濟文化背景、患兒

家長治療遺尿的目標和預期結果、以及考慮其對治療的

依從性、耐受性等等多個方面進行綜合考慮。醫生、

家長、患兒應共同參與治療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醫師

的鼓勵、患兒的參與和家長堅持對於治療成功至關重

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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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力完成伸屈動作。此分类方法對於臨床選擇治療方

法有很大帮助。

二、針灸療法、物理治療

針灸治療屈指肌腱狹窄性腱鞘炎多數採用阿是

穴，局部圍針與電針刺激方法，有一定療效，安全性

高。如傅俊欽[3]：取阿是穴，摸到壓痛硬結，則在硬結

周圍分別圍刺3針，針刺0.3~0.5寸。結果：治療屈指肌

腱狹窄性腱鞘炎11例，治癒2例，好轉9例，總有效率為

100%。易平[4]運用電針治療屈指肌腱鞘炎(彈響指)：阿

是穴為主，在腱鞘疼痛部位的兩端各進1針，盡量刺入

腱鞘內，向增厚的壓痛點斜刺，根據患指部位選取魚

際、內關、勞宮、合穀等穴為配穴。用G-6805電療儀

連續波留針30min，治療10~15次後判斷療效。結果：治

癒率84%。段俊[5]運用雀啄灸治療屈指肌腱狹窄性腱鞘

炎，選用清艾條點燃後在阿是穴施雀啄灸20min，灸至

局部皮膚充血潮紅。每日1次，lO次為1個療程，1個療

程結束後評定療效。治療結果：總有效率92%。

王野[6]通過綜合療法治療屈指肌腱腱鞘炎。方

法：46例病例採用中藥熏洗、推拿、艾灸療法、針刺

療法、局部制動。結果：所有病例治療後隨診1~3年，

平均1.9年，治癒37例，顯效5例，有效3例，總有效率

97%。

物理治療則多採用蠟療法、超聲波、超短波[7,8]及

微波療法，也有用間動電流療法，如旷道玉[9]等應用

超短波合半導體激光治療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患者

128例，取得87.5%的治癒率。物理治療多適用於疾病初

期、I度病情的患者。

三、小針刀療法、封閉治療

近年來，臨床極力推進微創治療腱鞘狹窄症，小

針刀技術廣泛應用，並取得顯著療效，文獻報導也較

多。以小针刀為代表性治療工具，其它使用的刀具器械

方面，包括直形手術刀類如11號手術刀；鐮狀彎刀類如

小鉤刀、虹膜刀和改良克氏針等。操作方法包括連續

紮切法、間斷順切法、直刀挑割法、彎刀挑割法等。

其療效總體上都在95%或以上。如王遠軍[10]應用小針

刀療法對528例屈指肌腱狹窄性腱鞘炎進行治療並隨訪

6~12個月，平均8個月。528例患者—次性治癒522例，

屈指肌腱狹窄性腱鞘炎是一種常見的肌腱、腱鞘

疾病。好發於40~60歲女性，以長期從事手工操作或家

務清潔等工作者居多，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困拢。

其發病原因多由於屈指肌腱、腱鞘反覆過度摩擦、受

壓，引起炎症、腫脹、鞘壁增厚毛躁等病理變化，導致

腱鞘狹窄，增粗的肌腱滑動受到阻礙，手指屈伸活動時

疼痛、彈響或交鎖症狀，又稱之為“板機指”或“彈響

指”。該病的治療方法較多，如何恰當地選擇合適的方

法，是臨床面臨的问題。本文對屈指肌腱狹窄性腱鞘炎

的中西醫治療方法的應用及其新進展綜述如下：

一、病因病理與診斷分度

大多數病人的發病與手指的過度用力屈伸相關，機

械性磨擦引起慢性無菌性炎症，導致肌腱、腱鞘充血腫

胀，形成肌腱增粗、腱鞘狭窄，這是導致發病的重要原

因；另外，屈指肌腱的解剖結構特點與狭窄性腱鞘炎的

形成有密切關系，解剖研究發現病變容易發生於與掌骨

頭相對應的屈指肌腱纖维鞘管的起始部，拇指病變則發

生於掌指關節部位籽骨與1例带形成的環狀鞘管处。這些

部位有相對狭窄的骨性纖维管，容易產生摩擦，引起腱

鞘炎。因此，汪學松[1]認為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的發

病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慢性勞損，第二是解剖因素。

屈指肌腱狭窄性腱鞘炎的病理改變主要是病變处腫胀、

黏連，鞘管增厚，腱鞘的厚度可由正常的0.1cm以内增厚

至0.3~0.4cm，形成管腔狭窄；病變处肌腱增粗，或呈梭

形膨大，當膨大的肌腱被狭窄的腱鞘所嵌顿，則手指屈

伸受限。若再用力主動或被動屈伸時，膨大的肌腱挤壓

狭窄之腱鞘，產生1次彈響通過；當腫大的肌腱不能通過

時，患指則不能屈伸運動，產生閉鎖卡壓。

根据臨床症狀、體征，即可明確診斷，若有疑

问時應做X綫或B超檢查，以排除骨質或其它病變。孫

康[2]等按狭窄性腱鞘炎的病情程度将其分為I-Ⅲ度。I

度：患指仅表現為晨僵，局部疼痛及觸痛，無彈響及交

鎖。Ⅱ度：局部除疼痛外，尚可捫及腱鞘的腫胀與結

節，但可獨立完成伸屈功能。Ⅲ度：Ⅱ度症狀進一步加

重，局部結節增大，出現频繁的交鎖與彈響，患指需藉

屈指肌腱狹窄性腱鞘炎的中西醫治療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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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98.7%；好轉6例，佔1.3%。全部病例無嚴重併發症發

生，常見副作用為針刀部位及患指腫脹，但無需特殊處

理。王鋒[11]觀察屈指肌腱腱鞘內注射與屈指肌腱腱鞘

內注射加小針刀療法治療屈指肌腱腱鞘炎的臨床治療

效果83例，將病人隨機分成兩組，A組：對照組4l例，

採用腱鞘內注射療法。B組：觀察組42例，採用腱鞘內

注射加小針刀療法。結果：A、B兩組對比觀察：治癒

者分別為15例(36.59%)與35例(83.33%)，有效者分別為

32例(78.05%)與4l例(97.62%)，治癒率及有效率B組明

顯高於A組(P <0.05)；無效者分別為9例(21.95%)與1例

(2.38%)，復發者分別為14例(34.15%)與2例(4.76%)，

復發率及無效率B組明顯低於A組(P<0.05)。結論：腱鞘

內注射加小針刀療法較腱鞘內注射治療臨床分度Ⅱ度以

上的屈指肌腱腱鞘炎療效高，且不易復發。

微創及小針刀治療腱鞘狹窄性肌腱炎雖然操作方

便，如果沒有深入瞭解板機指的病理特點和局部解剖結

構特點，盲目操作則容易造成肌腱斷裂、肌腱嚴重黏

連、腱鞘炎復發和周圍血管神經損傷以及感染等嚴重併

發症。如陳振兵[12]報導10例手指狹窄性腱鞘炎，因小

針刀挑割法操作不當引起併發症的觀察。其中4例經小

針刀治療後，拇指指間關節主動屈曲活動完全喪失；1

例行小針刀治療3個月後，工作時指關節突感彈響隨即

拇指不能屈曲。以上5例在手術探查時發現拇長肌腱斷

裂。1例行小針刀治療後仍感手指彈晌，指間關節活動

無明顯改善，手術時發現拇指腱鞘未切開，拇長屈肌腱

部份損傷。3例拇指一側感覺喪失，手術時發現指神經

損傷。l例小針刀治療後出現環指皮膚紅腫疼痛，經抗

生素治療後好轉。這些併發症的發生與小針刀挑割操作

不是在直視下進行、有一定的盲目性有關。

眾多學者認為局部封閉治療對大多數狹窄性腱鞘

炎患者是有效的[13]。Fleisch等[14]用循證醫學的方法系

統回顧了皮質類固醇注射治療I度和Ⅱ度扳機指的治療

效果，其臨床有效率為57%。Codey等[15]設計了一種超

聲引導下準確注射類固醇激素治療扳機指的方法，大大

提高了臨床治療效果，認為注射類固醇激素到正確位

置不僅可以提高療效，還可以預防併發症的發生。而

Kazuki等[16]在腱鞘外（皮下）注射倍他米松和利多卡

因混合液治療100例患者129個扳機指，疼痛緩解98%，

手指彈響緩解74%，但是治療患者中有一半的病例復

發，再次注射也能達到治療效果，並指出腱鞘外（或皮

下）注射沒有必要將藥液注射到腱鞘內，這樣可以減少

損傷肌腱和其他結構的概率。狹窄性腱鞘炎早期的病變

是以炎性改變為主，疼痛為主要症狀，封閉治療加適當

制動多可治癒。如果病情反覆發作，局部病變以增厚和

狹窄為主，臨床表現以絞鎖或彈響為主，此時封閉治療

效果多不理想。

四、外科手術療法

通常經非手術治療無效時才考慮外科手術切開治

療，所佔比例較少。手術在局部麻醉下進行，沿遠側掌

橫紋作長約2cm的橫切口，再將皮下組織和掌腱膜縱行

切開，在避免損傷肌腱兩側的血管和神經情況下，切開

增厚的腱鞘。解除腱鞘狹窄部份。手術損傷相對較大，

可能導致瘢痕黏連、局部觸痛、患指活動不適以及切口

感染等併發症[17]。近年開展小切口治療屈指肌腱狹窄

性腱鞘炎，如尹衛東[18]採用11號手術刀片小切口治療

狹窄性腱鞘炎，觀察422例患者，470患指中1次性治癒 

456例，佔97%，兩次治癒佔3%，其中1例術後3天出現紅

腫、局部壓痛，系老年糖尿病患者，行熱敷、控制血

糖2週後，功能恢復正常。10例因功能鍛煉不當出現黏

連，3例術後第2天又出現彈響，考慮系因未完全把狹窄

的腱鞘切開，均予1週後再次行小切口松解術，總治癒

率100%。

五、小結

臨床上治療屈指肌腱狹窄性腱鞘炎的方法較多，

尚無統一的治療觀點。按照孫康[19]等提出按病情程度

分度來選擇治療方法，I度或小於半年內的Ⅱ度，宜選

針灸、物理治療及封閉注射治療，而Ⅲ度或大於半年的

Ⅱ度病人則應考慮微創小針刀治療或外科手術切開治

療，是比較認同的觀點。針刀療法以其創傷微小、恢復

快捷、療效好、復發率低等優勢，近年臨床廣泛應用，

文獻報導較多。但小針刀操作仍屬盲穿非直視下，受到

經驗及熟煉程度的影響，臨床效果並不一致，有些病例

不能1次治癒，需再次治療；有造成肌腱斷裂、肌腱嚴

重黏連及周圍神經損傷等併發症的風險。對於那些仍不

能解除卡壓症狀的患者，外科手術切開治療則作為最

後一道防線。隨着內窺鏡技術和B超技術的發展和操作

技術的簡單化，在可視或直視下經皮切開狹窄腱鞘管治

療屈指肌腱狹窄性肌腱炎無疑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治療方

法，將會成為未來治療的一個發展方向。

（下轉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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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化、顯微化和置換化已成為新的發展趨勢。有限化就

是盡可能縮小手術範圍，減少手術所造成的創傷和生理干

擾，微創外科就是最好的例子；顯微化是指精細的解剖切

除和修複；置換化是用各種生物或非生物的材料，取代人

體的各種病變或毀損的組織和器官。顯微外科技術的應用

為器官的修複和再造提供了新的可行性和手段，尤其在吻

合小血管方面達到了幾乎完美的程度。內窺鏡手術方法的

應用，使得不開腹的腹腔外科由幻想變為現實，內鏡技術

的發展終於使外科診療有一“綠色通道”來實施。1987年

法國醫生菲利普•莫略特(Phillip Mouret)首次在腹腔鏡

下完成了首例膽囊切除術[1]，奠定了腹腔鏡外科的基礎，

現正以不可遏止的勢頭迅速擴展到胃、腸、肝、胰等腹腔

其他器官的手術中。總而言之，包括腹腔鏡在內的各種內

窺鏡的臨床應用，使外科醫生的“眼”和“手”在保持體

腔相對完整的前提下達到了身體的最深部位，從而使外科

治療超越了傳統手術範疇。腹腔鏡外科推動着微創外科的

浪潮湧向新世紀。在器官移植方面，由於新的保存液的應

用、移植受體選擇指征的進一步明確、新的移植術的出

現、抗免疫排斥治療的進展、對術後合併症的防治，使臨

床器官移植取得迅猛發展。近年來隨着重危醫學的興起，

外科重症監護治療室(intensive care unit, ICU)的普及

和營養支持的進步明顯地改善了危重病人和術後病人的預

後。

3.外科學21世紀的發展趨勢  如今，我們已經邁入了

21世紀，雖然21世紀外科學的發展還需待以時日，但蒙在

她身上的面紗正在慢慢褪去。如果說20世紀麻醉、無菌、

營養、器官移植、腹腔鏡技術等的出現成為外科發展的裏

程碑，那麼21世紀的外科將在腫瘤的基因診斷與治療、器

官克隆與移植、修複外科與微創外科等方面有飛速發展。

(1)相關學科的交叉滲透和相互促進  生物工程技術

對醫學正在起着更新的影響，而醫學分子生物學的發展，

特別是對基因的研究，已深入到外科領域。器官移植是挽

救器官嚴重受損病人生命的主要手段，肝移植的先驅者斯

塔茲(Starzl)曾預言，移植外科在21世紀將會壟斷整個外

科手術室。由於捐獻的器官極為有限，而且費用是十分昂

貴，不能滿足病人的需求，所以移植器官的來源大多數可

能會來自通過基因工程改造的豬或其他動物。許多發達國

一、外科學的發展歷史

1.了解外科學歷史的重要性  外科學歷史對一名外科

醫生的成長和訓練是否重要依然存在疑問，相反地，歷史

的學習在文藝，哲學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幾乎不需要再進行

論述。顯然醫學的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盡可能讓這個

過程充滿樂趣。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歷史的學習有助於

提高學習的動力並保持旺盛的精力。把記錄每天的進展，

並從歷史的觀點去審視，會從中受益匪淺。事實上，誰也

不能將外科學過去的點點滴滴和我們今天的外科手術割裂

開來。通過對過去和現在的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的了

解來進一步理解目前學習的內容也會是非常愉快的體驗，

對自己從事職業的深入了解也會有助於從一個全新的角度

去審視現在臨床實踐。

2.現代外科學的發展  現代外科學的發展開始於15

世紀後和16世紀的資本主義萌芽之時。歐洲文藝複興時代

的到來，醫學尤其是外科學也與其他科學和藝術一樣，進

入了新的發展時期，現代外科學初顯端倪。1731年在巴黎

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外科學院。19世紀前葉，長期阻礙外

科學發展的三個因素：手術時的疼痛、傷口感染與出血隨

着麻醉法、制腐法、滅菌術和輸血的相繼問世，而得到解

決，外科學進入了飛躍發展階段。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

初葉，自然科學又有了許多重大發現並逐漸奠定了現代外

科學的重要基礎。外科基本原則的確立來自許多外科醫生

長期的醫療實踐，而其中一些傑出人物則起着關鍵作用。

70年代後半期，隨着微電子技術的發展、計算機信

息處理和實時成相、三維結構重建技術、生物工程技術

的應用、各種纖維光束內鏡的出現，加之核醫學以及影

像醫學（從B型超聲、CT、MRI、DSA到SPECT、PET）的迅

速發展，大大提高了外科疾病的診治水平，使外科學又

發生了一次飛躍。進入80年代以後，特別是介入放射學的

開展，應用顯微導管進行超選擇性血管插管，不但將診

斷，同時也將治療深入到病變的內部結構。現在各種形式

的“介入”已經興起，並有取代外科醫生之手的傾向。當

今的外科學之所以能突飛猛進的發展得益於對外科基礎理

論的不斷深入和新技術、新設備、新材料的積極應用。而

外科醫生、外科患者與外科安全

崔鳳東 陳泰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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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大公司已投巨資發展“器官移植用轉基因豬項目”，

科學家們將建立這種轉基因豬的生產基地-器官農場，作

為此項研究的最終目標[2]。

(2)設備條件的不斷換代更新  在21世紀中，生命科

學將出現革命性的變化，可能發展成為科學革命中心。在

診斷方面，超聲波技術將在很大程度上代替X射線，並不

斷出現新的更先進的方法。生物技術將提供多樣化的檢驗

產品。各種內窺鏡和導管技術將深入到人體各個髒器和部

位，獲得精確診斷。電子計算機等人工智能技術將發揮重

要作用。診斷學的最大突破可能是通過個體基因的分析檢

查出與遺傳因素有關的疾病，提供可靠的預測。在外科方

面，利用高清晰的圖像系統及微型器械將傳統手術操作的

創傷減少到最小程度。微創技術將作為一種技術被應用到

各個專業裏，在普通外科領域中將被普遍應用。隨着未來

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外科操作將可能被微創的、準確

細致的器械操作所替代，如虛擬技術和三維立體可視技術

的應用，電腦機器人手術無疑將成為微創外科發展的重要

階段，它主要是通過手術者操縱電腦來遙控機器人做手

術，外科醫生可以完全不接觸病人，使手術更為準確並確

保無誤。21世紀的普通外科特點之一就是“微創”，使微

創外科融合為普通外科的傳統手術技術。顯微外科將繼續

深入到外科各分支領域。免疫排斥反應，這一器官移植最

大的難題將被克服，甚至實現異種移植。在今後20年內，

肺和肝髒移植將成為司空見慣的小手術。21世紀治療學上

的最大突破將是基因治療的廣泛應用，可以設想通過基因

的重組和修補，改造人體的生理、甚至是心理的功能。生

物智能時代的到來將使這一可能變為必然。新一代的寬頻

因特網使遠程診斷邁向遠程手術成為可能，人們可以為遠

在千裏之外的病人進行手術治療。納米技術的不斷發展將

會為外科醫生們帶來更為先進的治療設備。

(3)專業間的日益分化和重組  隨着現代外科學在廣

度和深度方面的迅速發展，現在任何一個外科醫生已不可

能掌握外科的全部知識和技能，為繼續提高水平，就必須

有所分工。因此，外科要進一步分為若幹專科：有的按人

體部位，如腹部外科、胸心外科；有的按人體的系統，如

骨科、泌尿外科、腦神經外科、血管外科；有的是按病人

年齡的特點，如小兒外科、老年外科；有的是按手術的方

式，如整復外科、顯微外科、移植外科；還有的按疾病的

性質，如腫瘤外科、急症外科。

綜上所述，外科學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發展過程，從古

代經驗的積累階段、近代直觀思維階段、二戰後的理論思維

階段到現代的在理論思維基礎上的新技術應用階段。人類的

認識經歷了從實踐到理論，又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是一個

逐步提高的過程，每一個階段的發展都是由各個階段的生產

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決定的，21世紀的將來也不例外。可以預

見，21世紀的外科將會迎來它的另一個黃金時代。

二、外科醫生應具備的條件

1.外科技術  “外科”即"Surgery"一詞源於希臘文

"cheirergon"。"cheir"意為“手”，"ergon"意為“工作”，

說明外科是以手操作為特征的學科。外科並不以手術為絕對

要件，但是，外科畢竟與手術密切相關，所以外科之治療

方法仍以手術為主，這也是外科的一種特性。西方外科醫

生有這样一句话，即外科醫生應具备“狮心，鹰眼和巧手

（lion's heart, eagle's eye and woman's hand）”。要求外

科醫生的手以妇人的手為参照對象，就是取妇人的手纖細、

灵巧的優勢特點。熟練的手術技巧是對外科醫生的基本要

求。一般來讲，只要按手術的基本法則進行手術，不要盲目

操作和動作反覆，每个動作看上去並不急噪，但整體上仍會

給人流畅、赏心悦目的感覺。任何熟練的技巧都离不開刻苦

的訓練，只有反覆訓練，才能達到高超的水平。外科技術的

發展是人類經驗與智慧的結晶。

2.外科決策  正確的外科決策常關系到外科治療的成

敗。Frederick Treves（1853~1923年）是英國著名的外科

醫生，他曾說過，外科醫生手術技巧並不是最難得，難的

是手術過程中的每一步決策。

(1)外科決策的影響因素  外科決策是個思考過程，

必須前思後想，通過對自己“否定再否定”的拷問來進行

決策，不然很容易犯錯誤。外科醫生做出決策往往是根據

自己的經驗和能力。經驗是寶貴的，但同時經驗又是有局

限性的；外科決策亦不能忽視可導致決策偏倚的心理性因

素。在危重患者面前，外科醫生對患者強烈的同情心亦可

能影響決策的選擇。外科醫生要有狮子一样的心，就是要

求外科醫生要具备堅毅、沉稳的品質，無論遇到任何事都

應有条不紊，遇險不惊，遇难不退，堅韌不拔都是外科醫

生應有的素質。外科醫生當然还應具有悯伤怜病之心。

(2)外科決策的基本特征  外科決策過程中，所針對

的對象是“患者”這一獨特的生命體，而不確定性正是醫

學決策的基本特征之一。微創外科、損傷控制、循證醫

學、精準外科、快速康復等理念和方法的應用，提高了決

策過程中的確定性。

(3)外科決策的時代性  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科學的進

步，外科學已經不單純是經驗和技巧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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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科決策的科學性  以現代科技為支撐，以循證

醫學準則為主要決策依據，通過全面的術前評估與精確的

手術規劃，精良的手術操作與完善的術後處理，追求外科

治療過程和結局的確定性、預見性和可控性，從而最大限

度的減少和控制外科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規避和降低手

術風險，提高外科治療的安全性。

3.外科情商  也稱外科情志，是衡量一個優秀外科醫

生的“另一把尺子”。包括：認識自我、控制自我、自我

激勵、認知他人情緒、人際關係管理等。除了外科技術之

外，外科醫生必須提高對處境的關注、心理上的準備、對

危機的評估、問題預測、可塑性、團隊精神、溝通技巧和

領導才能等非技術性素養。外科是一個團隊性工作，在高

難度手術和複雜手術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勇於擔當而

不魯莽是優秀外科醫生的本色。

4.外科智慧  外科智慧不是指一般的智力聰慧，其

內容包括廣泛深厚的基礎知識、外科歷練和素養、外科決

策的智慧。所以說外科智慧是外科醫生所獨有的。信息科

學、影像學的發展成為外科醫生的“第三隻眼睛”；決

策科學、循證醫學的發展，成為外科醫生的“第二個大

腦”；團隊合作、多學科協作的發展，成為外科醫生攀爬

醫學高峰的“一把登山杖”。外科醫生還要能自如應用手

術、藥物和語言這“三種武器”。做一個會讀、會做和會

寫的“三會醫生”。

三、外科患者權利

權利是法學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指人們在法規和道

德允許的範圍內應該享受的利益。

以前，病人只是聽命於醫生和護士，很少考慮自己

的權利。7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對患者的權利進行了較多

的研究，並採取了一系列保證患者權利的措施。如1993年

美國将《醫療事故委員會報告書》以通俗的语言寫在“患

者權利章程”，強調必須分發給每个病人。美國已有16个

州以法律的形式制訂和實行了“患者權利宪章”，而且还

產生了“患者權利保護人”制度。1980年召開了第一届全

美患者權利會議。總的說，患者權利的要求是：患者作為

人要受到尊重，不因人種、性别、年齡、疾病类型和支付

醫療费用的方式不同而有不同對待。

1.患者有享受醫療的權利  病人最基本的權利就是有

權獲得良好的醫療診治。包括：(1)享受平等醫療權，凡病

人不分性别、國籍、民族、信仰、社會地位和病情輕重，

都有權受到禮貌周到、耐心細致、合理連續的診治；(2)享

受安全有效的診治，凡病情需要，有助於改善健康狀況的

診斷方法、治療措施、護理条件，都有權獲得；(3)有權要

求清潔、安静的醫療環境，並有權知道經管醫生及護士的

姓名；(4)有權了解有關診斷、治療、处置及病情預後等確

切内容和結果，並有權要求對此作出通俗易懂的解释。(5)

有權决定自己的手術及各種特殊診治手段，未經病人及家

屬的理解和同意，醫務人員不得私自進行。同時，有權了

解各種診治手段的有關情況，如有何副作用，對健康的影

響，可能發生的意外及合併症、預後等。

2.有拒絕治療的權利  病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内（精

神病、传染病患者的某些情況屬不允許範圍）可拒絕治

療，也有權拒絕某些實驗性治療。但醫生應說明拒絕治療

的危害。在不违反法律規定的範圍内，有權出院。

3.有要求保密的權利  病人在醫療過程中，對由於

醫療需要而提供的个人的各種秘密或隱私，有要求保密的

權利；病人有權對接受檢查的環境要求具有合理的聲、像

方面的隱蔽性。由異性醫務人員進行某些部位的體檢治療

時，有權要求第三者在場；在進行涉及其病案的討論或會

診時，可要求不让不涉及其醫療的人参加；有權要求其病

案只能由直接涉及其治療或監督病案質量的人閱讀。

4.有参與評估的權利  病人在接受治療的過程中，對

施治單位或个人各个環節的工作有權作出客觀、恰如其分

的評价，無論由誰支付醫療费用，病人都有權审查他的賬

單，並有權要求解释各項支出的用途。

5.有監督维護自己醫療權利實現的權利  病人在享有

平等的醫療權的同時，也享有维護其實現的權利。在病人

的醫療權利受到侵犯，生命受到威胁而又被拒絕治療時，

病人有權直接提出疑问，尋求解释或通過社會舆論提出批

評，要求有關醫療單位或人員改正錯誤，求得解决。

四、外科安全

1.外科與外科安全  1991年美國對紐約市30195例住

院患者的調查報告顯示[3]：住院期間意外事件的發生率為

3.7%，其中48%與外科有關。據美國國立醫學研究所1999

年分佈的公報[4]：每年全球實施的大手術為2.34億次，平

均每25人即有1人接受手術，每年有近100萬例患者在接受

1次大手術後死亡；在工業化國家中，住院患者接受外科

手術而導致嚴重併發症的比率為3%~16%，其中永久性殘疾

或死亡率約為0.4%~0.8%。在發展中國家，大手術死亡率

為5%~10%。感染和其他術後併發症也是一個令人關切的世

界性嚴重問題。並且研究表明有相當大比例的手術造成了

本可避免的併發症和死亡，世界衛生組織為此啟動了一項

供手術室手術團隊使用的新的手術安全核對表，以此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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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開展促使手術更加安全運動的部份內容。美國

醫療機構聯合評鑑會除提出修正的評鑑標準，自2003年開

始設定國家病人安全目標，作為醫療院所努力的方向，如

何減少醫療錯誤、提升病人安全已是美國各階層參與的社

會運動。安全手術拯救生命行動是由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牽

頭，有200多個國家和國際醫學協會及衛生部參與的一項

合作活動，目的是實現減少外科治療中可避免的死亡和併

發症的目標。現在，在Gawande博士領導下制定的世衛組

織手術安全核對表確定了一整套手術安全標準，可適用於

世界各國及其衛生機構。核對表確定了手術的三個階段，

每個階段與正常工作流程的一個特定時期相對應：在麻醉

誘導之前（開始）；皮膚切開之前（術中暫停）；和患者

出手術室之前（結束）。在每個階段都必須由核對協調員

確認手術小組在實施手術之前已完成了必要的工作。

2.醫療糾紛發生現狀  醫療糾紛的事件頻發以成為嚴重

的社會問題，其中外科所佔的比例最高，尤其是普通外科。

醫療事件並不是單方面對患者造成影響，同時亦對外科醫生

的職業環境產生影響，首當其衝的便是普通外科醫生。普通

外科從業人數下降已成為過去30年來的全球性現象[5,6]。

3.影響外科安全的因素  台灣研究者[7]根據人因工

程理論，採用CHELPS模式，選擇台灣區域級以上醫院外科

手術病人安全之風險因素進行探討。CHELPS模式有七個構

面：醫療人員核心能力構面、醫療人員與病患病情嚴重度

互動構面、醫療人員與硬體設備互動、醫療人員與環境互

動構面、醫療人員互動構面、醫療人員與病患家屬互動構

面與醫療人員與軟體系統互動構面。該研究依專家意見評

選出三十二個風險因素皆具重要性，前15項最重要評估指

標已佔總風險因素評估指標權重82.94%，重要程度依序為

外科醫師知識技能不足；外傷嚴重度指數評分；外科或麻

醉科醫師與病患及家屬溝通不良；手術嚴重度評估評分；

麻醉科主治醫師知識技能不足；醫護人員醫療疏失的認知

及應變不足；工作流程缺乏標準化；值班醫師照護能力不

足；外科醫師精神狀態不佳；感控設施不完備；麻醉科及

刷手護士專業能力不足；交班不確實；檢驗報告與服務品

質不佳（效率、準確率）；護理人員與病患、家屬溝通不

良；病歷記載不夠詳實。

4.保障外科安全的措施

(1)永續提昇外科專科醫師的素質與人力  在外科醫

生、外科患者與外科安全“三位一體”的系統中，外科醫

師的核心能力是這個系統核心。沒有優秀醫師人力將是影

響病患安全的重大風險。

(2)加強醫療人員的醫療疏失與風險文化認知  美國

已有主張在醫學院中加入醫療錯誤的教育課程。首要的還

是從醫療機構本身做起，建立醫療錯誤報告系統。

(3)改善與提高外科醫師的溝通能力與技巧  醫師與

病患及家屬之溝通不良也是引起醫療錯誤、甚至醫療糾紛

之主因。

(4)充分認識術前病情評估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醫院內

創傷評分主要是用簡明損傷定級法（Abbreviated  Injury 

Scale, AIS）及由其派生出的幾種方法，特別是損傷嚴重

度計分法（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8]。POSSUM評分系

統由Copeland等[9]於1991年建立；利用患者的術前生理評分

和術中的手術評分來預測患者的手術死亡率和併發症發生

率，以評估手術風險.經過多年的臨床應用和改進，POSSUM

評分系統對於手術風險評估的價值得到肯定，現已被廣泛

地應用於外科各領域的手術風險評估中。

(5)引入風險管理的概念  不能只是做醫療糾紛的危機

處理，必須能預應式管理醫療流程風險[10-11]。如澳門鏡湖

醫院設計出的《手術安全核對表》、《手術護理記錄表》

和《外科手術風險評估表》等，並不斷在實踐中完善。

(6)加強團隊合作  外科是一個團隊性工作，外科團

隊和多學科合作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在高難度手術和複

雜手術的過程中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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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人文‧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作者  E-mail:lwp9554@hotmail.com

職稱；君不見，一篇小文章集一群作者名爭分一杯羹。

有人把科研的變質比作科舉，是因為專業晋升制度上的

捨本逐末，論文這塊“敲門磚”是硬指標的比重大於臨

床工作的表現，難怪有作者[5]在《柳葉刀》上，對我國

的醫生評價體系提出質疑：“SCI難道比臨床競爭能力

更重要嗎？”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兩會”期間，也強

烈抨擊這種制度：“手術沒做好，論文做的不錯，這不

是花架子嗎？”

中國的手外科前輩王澍寰院士在回答年輕醫生關

於什麽是臨床工作的問題時說：“就是醫生用醫療技術

為病人診斷治療的工作”。“怎樣做好臨床工作？就像

韋加寧醫生一樣，兢兢業業，一天到晚工作在病房、門

診，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用自己的高超技術在為

病人精心診治的過程中，不斷總結，提高技術，再更好

地為病人服務”[6]。王澍寰院士在回答什麽是臨床工作

的同時，也明確了臨床工作與科學研究的關係。

“科學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於用理性方法去

整理感性材料”（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行

醫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科學研究的過程，臨床實踐就是

感性材料積累的過程，不斷地分析整理，臨床與研究是

高度統一和相互依存的，臨床研究需要總結和提高，並

且以論文表述，這是一項嚴謹的慢工細活，需要長時間

的積累。科研是長跑，不是短期衝刺。臨床醫生離開了

臨床來談科研，就如無根之樹，毫無生命力。將臨床實

踐的經驗轉化為論文，是臨床醫生提高的必由之路。然

而，醫生工作的評核必須年年發表論文成為硬性規定，

不符合臨床實際和科學研究的規律。單純的定量評價會

產生學術泡沫，加劇粗製濫造。僅把論文作為臨床醫生

“學而優”的標尺，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機制設計，“論

文本位”的醫生評價體系對醫生臨床能力造成明顯的損

害，會把臨床醫生的成長發展引入歧途，在某種程度上是

“鼓勵”和“逼迫”醫生造假。4月21日，中國醫科大學

針對論文被撤回事件，對其中三名第一作者兼通訊作者做

出嚴厲處罰，輕者三年內不允許其申報晋升專業技術職

務、職稱，重者直接被撤銷教授、主任醫師資格[3]。因一

篇論文而被撤銷教授、主任醫師資格，這在科研誠信上為

學者們敲響了一記警鐘，學術不端的代價再不會是微不足

最近在網上讀了篇文章，題目是“當政府將科研

變成科舉，人心開始變壞”，感觸良多。科研工作的目

標是什麼？這樣簡單普通的問題又重新擺在我們的面

前。審視當下的一些所謂“科研”，不再是“研究科學

的工作”，而變成了如何取得科研經費和發表論文，如

何評職稱和晋升的手段。得出來的所謂“科研成果”，

有多少真正的臨床價值？只有當事人最清楚。鍾南山院

士數月前來我院演講，重點強調科研與創新的區別，談

起有些人發表的文章一大堆，但臨床上沒有太多的指導

意義，只是為寫而去寫。僅止如此尚可理解，為完成文

章而不惜弄虛作假，實不可取。最近，英國大型醫療文

獻出版商BioMed Central因同行評審涉嫌造假撤銷了43

篇論文[1]，其中41篇是來自內地同行的，令國人顔面無

存，給飽受詬病的中國醫學界濃墨重彩地抹多一層黑。近

年來，內地科研學術論文的產量已經超過美國，數量居全

球第一。但是，其被引用率，至今未進前一百名。量多質

差成為這些學術論文膨脹的最大特點。正如中國工程院院

士丘貴興直言，這只是虛假的學術繁榮[2]。這種科研“狂

熱”背後的推力，絕非對科學精神的追求或創新精神，也

不完全是專利技術轉化帶來的經濟收益[3]。

如此虛假的學術繁榮是在怎樣的土壤上生長培育

的呢？是什麽令學術不端得以泛濫成灾？

《中國醫學論壇報》2014年11月就中國醫學科研

誠信現狀面向全國醫生發起了問卷調查。認為學術不端

的原因（多選）：職稱評定體系缺陷佔80%；學術風氣

浮躁佔77%；監管及規範體系缺失佔74%；懲處力度不足

佔58%[4]。醫療界出現的亂象已非單純的個體行為，而

是一種制度性的後果、系統性的問題。綜上所述，職稱

評審和聘任制度是主因，故結此惡果。評核標準對個體

行為起引導作用，臨床醫生的職稱評核以文章有否一票

否决，令人“趨利避害”，棄臨床重文章，一篇“爛”

文章勝過一把“好”手術刀。此風刮來，攪亂了臨床工

作的正常秩序，“劣幣驅逐良幣”。君不見，有資源者

請槍代筆自動被贈予“第一作者”、“通訊作者”；君

不見，不跟規則者臨床如何出色不如一紙文章可保技術

當科研變成科舉……

李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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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潛在懲罰成本了。但對臨床醫生而言，這樣的案例背

後却有諸多無奈，還是要在體制上找根本原因。

有學者認為，現在的學術腐敗是一種系統性的腐

敗，已經不是個別現象，不是一個個人品德問題了。在

這種體制下，好像所有的人都難於獨善其身。在這種體

制下，培養了一大批僞君子，說一套做一套，但是他們

也有苦衷，他們也要生存，一方面不喜歡腐敗，另一

方面為了生存又參與腐敗；在有機會腐敗的時候，不

會客氣，在沒有機會腐敗、腐敗的機會被別人拿走的時

候，就譴責腐敗，這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怪像[7]。在中

國醫學科研誠信現狀調查報告中，56.7%的受調查者認

為其周圍有人曾經有過學術不端行為；認為學術不端行

為“比較多見”、“非常多見”、“普遍”者分別達

46.7%、18.7%和21.9%；不足一半（41.5%）的受調查者

表示會舉報；而有舉報意願的受訪者按職稱分佈，自實

習醫生（60%）、住院醫生（43%）、主治醫生（38%）

到副主任醫生（36%）所佔比例呈一種下降趨勢[4]。現

實情況確實令人憂心，但好消息是絕大多數臨床醫生支

持打擊學術不端並自願保持學術誠信，近90%的受調查

者願意簽署“拒絕學術不端行為”承諾書[4]。

科學專業期刊是防止學術不端行為的主要關口，

是防假體系的重要環節，嚴格審稿、不受利益影響的同

行評議是關鍵。由9000多位期刊編輯聯合組織的國際出

版倫理委員會今年發表聲明，表示已經意識到系統性且

不適當的企圖操縱不同的出版商刊物進行的同行評審過

程。這些期刊正重新審核手稿，以確定有多少論文可能

需要撤回[1]。

誠信知易行難，科學求真，僞科學造假，真與假

一直在爭奪話語權，科學誠信在世界範圍內面臨着嚴峻

的挑戰。好的機制和制度能讓人求真務實講真話，不良

的機制和制度會使人忘義逐利假上假。BioMed Central

集團研究誠信部副總編Jigisha Patel認為，這不是中

國獨有的問題，而是在更加廣泛的層面上涉及到如何判

斷科學家的誠信問題[1]。

世界上科研誠信做得比較好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的

經驗，即學術不端事件一旦被發現，違規者的違規成本

將遠遠大於違規收益，違規相當於自殺，使違規成為最

不經濟的行為。如長期捏造醫療論文達193篇的日本東

邦大學副教授和麻醉醫生藤井善隆被大學除名；捏造或

篡改了實驗資料的美國貝爾實驗室的舍恩被開除，連他

的博士學位也被撤銷；韓國首爾大學的韓國“最高科學

家”黃禹錫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期3年執行。

科研不變質成科舉，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和引導。

改革臨床醫生的評價體系和科研評估方法，以實現從重

‘量’到重‘質’的轉變，注重科研對創新和解決臨床

問題的貢獻。科研工作者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道德

感，堅持真理和誠信，拒絕學術不端，提倡學術成果的

非功利性。如果能讓科研工作成為臨床醫生自動自發的

行為，廢止百年的科舉幽靈將不會再現。

Barbash F. Major publisher retracts 43 scientific papers amid 

wider fake peer-review scandal.The Washington Post, 2015-03-27. 

http://www.washingtonpost. com/news/morning-mix/wp/2015/03/27/

fabricated-peer-reviews-prompt-scientific-journal-to-retract-43-

papers-systematic-scheme-may-affect-other-journals.

孫琛輝. 邱貴興院士: 須正視虛假的學術繁榮. 中國科學報, 2012-

06-21.

林菲菲. 假論文風暴的背後. 醫學界網站, 2015-05-08. http://www.

yxj.org.cn/article-45768-1.html. 

杜卉. 我國醫學學術不端行為不少見--中國醫學科研誠信現狀調查報

告. 中國醫學論壇報, 2014-11-27.

Yuan HF, Xu WD, Hu HY. Young Chinese doctors and the pressure 

of publication. Lancet, 2013, 381:e4. 

韋加寧.韋加寧手外科手術圖譜.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3:1.

徐治國. 衛志民: 學術腐敗人人有份. 科學新聞, 2011-10-10. http://

www.science-weekly.cn/skhtmlnews/2011/10/1492.html

[1]

[2]

[3]

[4]

[5]

[6]
[7]

參 考 文 獻

（本文編輯：李麗瓊）

（上接69頁）

Andrea V, Victor WF, Ian CL,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ing of leaks in stapled rectal anastomoses: A review of 

1,014 patients. J Ma Col Surg Aug 1997; 185:2105-2113.

Fein AM, Lippman M, Holzman H, et al. The risk factors, incidence 

and prognosis of ARDS following septicemia. Chest 1983; 83:40-42.

[8]

[9]
（本文編輯：朱茜）

Sloane PJ, Gee MH, Gottieb JE, et al. A multicenter registry of 

patien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m Rev Respir 

Dis 1992; 146:419-426.

[10]



95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5, Vol 15. No.1鏡湖醫學201 5年6月第15卷第1期

感念恩師 如仰高山

羅光輝

‧我的老師‧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外科

作者  E-mail:luoyd363@163.com

教，10年講師，54歲升副教授，60歲晉升教授，72歲當

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德高望重的锺院士，人生經歷坎

坷曲折而且充滿傳奇色彩，他耐得寂寞的求索精神和甘

守冷門的人格魅力，讓我深受感動和鼓舞。锺院士那種

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精神，激勵着我將人生奮鬥的目標

定得更高更遠，萌生了要當锺院士學生的醫學夢想。

在锺院士的影響和鼓勵下，我於2005年考入了中

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2009年進入南方醫科大學博士

後流動站，終於實現了成為锺院士學生的醫學夢想。

成為锺院士的學生，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師從

锺院士之後，我在他身邊學習的機會更多了，也更近距離

地感受他那嚴謹的治學態度。锺老師滿腹經綸，妙語連

珠，睿智機敏，因此我特別喜歡聆聽他的教誨，其中印象

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金玉良言：“只要臨床需要就是我們

基層科研的需要，只要發現問題，才是硬道理。”在博士

後流動站期間，我不忘老師教誨，在單位領導的支持和同

事的協助下先後開展了“腹腔鏡下結直腸癌手術的微創解

剖研究與臨床應用”、“交通傷脾破裂微創保脾救治技術

的研究”、“消化道腫瘤溫熱灌注治療的臨床應用研究”

等25項臨床應用極廣的新技術研究。

“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盡管锺院

士晚年已把所有行政工作都交給了年輕人，但他仍然繼續

忘我工作、竭盡全力扶持後輩的精神也令人肅然起敬。

2010年5月初的一天，我和新會研究生學員一行65人到南

方醫科大學校本部參觀學習，其中一項內容就是聽锺院士

的講座。當天，碰巧锺院士患上感冒，咳嗽不適。我勸老

師改天講課，但他想到學員們從新會到廣州不容易，所以

堅持帶病講課。他還提前20分鐘進入課室，將隨身攜帶的

一瓶止咳水放在講臺上備用。在講課過程中，每間隔幾分

鐘，他就咳嗽幾聲，咳得厲害時就稍作停頓，喝一口止咳

水滋潤一下咽喉，然後又繼續講課。盡管這樣，老師授課

依然那麼精彩生動，那麼引人入勝，獲得全體學員熱烈的

掌聲。當時坐在講臺下的我，親眼目睹85歲的老師帶病講

課的情景，既感動又心疼。

課後，锺院士向所有學員贈送了他的學術著作

《夕花朝拾》，鼓勵年輕一代的醫療工作者要刻苦鑽研

作為一名醫生，一生中能有機會目睹院士的風

采，是最難忘的事；能與院士面對面交流，是最珍貴的

事；能成為院士的學生，是最榮幸的事。

結識锺世鎮院士，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

初見锺院士，是2002年6月在新會人民醫院的大禮

堂，講臺上的锺院士身穿綠色軍裝，盡管他已步入古稀之

年，但看起來身板硬朗，神采飛揚，聲音洪亮。他用生動

形象的語言向我們傳授基礎與臨床、基層與科研的知識，

那一堂別開生面的講座，給我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

課後，我有幸和锺院士在同一張餐桌上共進晚餐，

我及時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大膽地向锺院士請教關於右

鎖骨下靜脈穿刺技術與解剖相關的問題。通過近距離交

流，锺院士的平易近人與和藹可親讓我如沐春風，他語

氣誠懇地對我說：“只要你們從臨床中提出問題，我們

就一定想辦法幫助你們解決問題”。他還熱情地鼓勵

我：“優秀的臨床醫生不僅會做手術，還要會搞科研，因

為科研能促進臨床，兩者相結合才能成為好大夫”。我知

道，這是他從漫長的科研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真知灼見。

讓我倍感驚喜的是，就在餐桌上，锺院士鄭重承諾

將會幫助我們共同組成課題攻關小組，一起參與“右鎖骨

下靜脈穿刺技術”的研究。那一頓晚餐的時光，因為有了

和锺院士的坦誠交流而顯得既珍貴又美好。臨別之際，锺

院士贈送了一本個人傳記《化腐朽為神奇》給我，還吩咐

我有問題可以隨時通過電話聯系他，並再三叮囑他的生活

秘書李忠華老師幫助我。锺院士如此關懷我這位萍水相逢

的晚輩，讓我在受寵若驚之餘，滿懷感恩之情。

此後，我多次到南方醫科大學臨床解剖學研究所

學習，每次都得到锺院士的悉心指導，終於順利完成了

“改進的右鎖骨下靜脈穿刺術”課題研究，並通過在

臨床成功實踐1290例，驗證了此項技術的先進性。同時

發表相關論文4篇。在此基礎上，我們還發明了穿刺套

針，並獲得了國家發明專利。

當我拜讀了锺院士的傳記《化腐朽為神奇》和相

關報導後，我不僅為他出類拔萃的才華而驚歎，更為他

百折不撓的意志而折服。锺院士大器晚成，當了16年助

（下轉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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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麗的側影—我的老師

柯于梵

‧我的老師‧

臟超聲心動圖室工作，鮮少參與查房，但並不代表她不

重視臨床，常常會因為病房的超聲申請單填寫過於簡單

而親自到病房查房，親自評估患者病情和檢視各病人檢

查的先後緩急，以及評估是否需要床邊檢查，也好幾次

見到她自己推着笨重的超聲機器在病房跑了好幾趟，

瘦小的身軀推着大機器，真的有時候遠看只見機器不見

人，由於當年醫院用的是普通的鐵架床，患者平臥檢查

時的高度並不能每個都很好地跟超聲機的高度匹配，她

常常需要側彎着身子為病人檢查，十年如一日，自此康

復科也經常地留下她的身影。有幸地，我在病房的輪訓

期間也能到超聲心動圖室跟老師學習，由於心臟超聲機

器的損耗，並不能實時地打印超聲圖像，取而代之是老

師在檢查期間用筆在申請單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筆跡，

我在旁協助記錄關鍵的徑線資料和數字，也藉此機會能

更好地了解心臟超聲的基本切面，當時陽光透着厚厚的

窗簾，在暗暗的超聲室內，陽光偷偷地灑在老師的側

影上，我見到長期暗視野對着黑白的屏幕並側彎着身子

已經耗損了她的視力和腰肌，白髮都悄悄躲在她的鬢髮

上，忙完一個早上，喝水的時間都用來教導學生，說是

醫學的確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經驗的科學，經驗的累

計固然重要，但基礎必須牢固，指出老師只能帶入門，

修為必須靠個人，作為醫學生過渡至醫師，必須具備

一定的覺悟和心態，帶着實習的覺悟去見習能學的多一

點，帶着住院醫生的心態去實習能再做好一點，帶着主

治醫生的心態去當住院醫生業務水平會能高一點。

她現在依然在醫院為患者服務、培育下一代人，

並以病人為中心來教學。以身作則和嚴謹治學的態度，

在我工作這三年間一直與我相伴，她教導我一個醫生應

該有的全人素質修養，輔助我從醫學上角色定位改變這

個心理適應期，教會我須自己去培養自己像一個醫師，

作為一個醫生，經驗要無時無刻去累積，勿以事小而不

為，成敗亦決定於細節，廣建基礎和自我覺悟是突破臨床

初階的一步妙手，她有一句話到現在我還很記得：“對於

醫學初心者，寫病歷的能力代表你的實力”。

秋去春來，每逢木棉盛開的季節，鏡湖旁一地紅

花落落，艷麗的色彩總能引起美好的思念，不禁想到我

的母校此時此刻也是紅花滿地，也勾動了3年前我在孫

逸仙紀念醫院讀書的回憶和所走過的足跡，其中令我最

深刻的依然是我最喜歡的側影。

那美麗的側影屬於我的老師，孫逸仙紀念醫院心臟

超聲心動圖室的主任韋育林教授。回想當年第一次見到

她的時候，瘦小的身軀，穿着樸素的裙子，掛着一身潔

白醫生服，一絲不苟、肅然寡言、眼慈目厲，一股內心

強如磐石的氣息。初次見面的地方就在一間小小的辦公

室進行基本醫學知識和臨床實踐的考核，還記得我被分

配到一位診斷“冠心病”的患者進行考核，清楚記得老

師當時點評說，一個診斷確立，涉及病史收集、資料分

析、提出初步診斷及修正診斷，收集病歷資料依賴臨床

實踐、科學思維和牢固的醫學基礎，顯然“冠心病”的

診斷不能滿足考核要求，該病例的病因診斷不能簡化冠

心病，而應當為診斷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這

個較完整的診斷能闡述其發病病理生理基礎，而再進一

步就是完善其解剖診斷、病理診斷、疾病分型分期、併

發症和伴發症的診斷，如此相對完善的診斷方能體現一

個合格的醫生所應有的科學思維，當日考核和點評受用

至今，亦成為我作為臨床醫學生過渡為醫師的分水嶺。

首次面試後準備回家的路上，她強調醫學人文的

重要性，不強求每個醫生都在醫學上很出彩，但每個醫

生必須有一個醫學的良心，作為良醫必須有廣泛的醫學

科學知識，更必須富於對生命與人性的關懷，並且具有

終身學習，求知識與時代並進的能力及態度。不求互相

競爭，但求今天的我要比過去的我有進步、尊重人文，

且必須善於溝通，洞悉病人心態，對病情要有敏銳的觀

察力，對問題堅持站在正義的一邊，方不至於淪為江湖

醫匠。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老師的側影？因為這三年間我

一直追隨老師側影過來的。我治學期間，老師一直在心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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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腫瘤細胞異型性明顯伴

血管增生 HE×100 

圖2.壞死灶周圍可見瘤細胞

呈栅欄狀排列 HE×100

圖3.GFAP 陽性 圖4.vimentin 陽性

第40頁 圖示

            

 
病例4 病例4 病例5 病例5 病例1 

圖1.(A)主動脈造影示降主動脈起始段局限性環形重度縮窄；(B)支架定位至縮窄部位，內球囊膨脹；

(C)外球囊膨脹；(D)支架貼壁良好，降主動脈縮窄段基本消失。

E F G H

圖2.(E)造影示腹腔幹動脈開口處重度縮窄，接近閉塞（箭頭所示）；(F)支架釋放；(G)IVUS示腹腔幹近段中膜明顯

向心性增厚，管腔狹窄；(H)置入支架後IVUS腹腔幹中膜明顯受壓變薄，管腔面積顯著增加脈縮窄段基本消失。

MRI轴位           MRI矢状位       術中顯露瘤體 标本HE染色          标本HE染色           标本免疫組化染色, S-100+

圖1.典型肺部x-ray和CT表現 圖2.典型肺部x-ray和CT表現 圖3.六胺銀染色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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