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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diabetic peripheral neu-

ropathy, DPN)是糖尿病常見的慢性併發症之一，初期

常無自覺症狀，其後症狀可表現為肢體麻木、疼痛或其

他異常感覺，尤以遠端為著，呈袖套或襪套樣，進一

步可出現足潰瘍、壞疽，最終可導致截肢。若能早期

發現隱匿性神經病變，及早調控血糖及干預治療，便可

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神經電生理檢查的神經傳導速度

(NCV)對周圍神經疾病的診斷具有良好的客觀性、量化

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電生理檢查的臨床分析

韋孟持* 梁潔華 毛燕娜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神經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manchivai@hotmail.com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討神經電生理檢查對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診斷意義。  方法 採

用肌電圖儀對168例糖尿病者行運動及感覺神經傳導速度測試，包括感覺神經傳導速度及波

幅、運動神經潛伏期、速度及波幅。並對患者年齡、性別、糖尿病病程、BMI、生化指標

（空腹血糖、餐後血糖、最近1次的GHbA1c、同型半胱氨酸、甘油三脂、高密度膽固醇、低

密度膽固醇、總膽固醇）及有無周圍神經病變的主訴作登記，結合各數據進行分析。  結果 

無症狀者130例(77.4%)，其中電生理檢查中正常41例(31.5%)、異常89例(68.5%)；有感覺異

常38例(22.6%)，電生理檢查異常31例(81.6%)，正常7例(18.4%)。異常表現以運動及感覺神

經的傳導速度減慢及波幅降低；但以感覺神經損害明顯。血糖、糖化血紅蛋白及病程是DPN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  結論 神經電生理檢查能早期發現糖尿病病人的無症狀神經病變，

對糖尿病的早期診治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神經傳導速度；症狀

Clinical analysis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and nerve conductive velocity

VAI Man Chi*, LEONG Kit Wa , MOU In Na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nerve conductive velocity studies in the diagnosis 

of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NP).  Methods   Standard sensory and motor nerve conduction 
studies were performed in 168 patients. 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SCV), amplitude of sensory 
nerve action potential (SNAP), distal motor latency (DML), 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MCV), 
amplitude of compound muscle action potential (CMAP) of median nerve, ulnar nerve, tibial nerve and 
common peroneal nerve were studied simultaneously. Patients’ age, gender, duration of diabetes, BMI, 
fasting glucose, blood levels of postprandial glucose, recent GHbA1C, homocysteine, triglycerides,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total cholesterol were recorded. And 
so were the complaints of neuropathy. Analysis were done by SPSS.   Results  There were 130 (77.4%) 
cases without symptoms of DPN, but only 41 cases (31.5%) of them showed normal NCV. 38 (22.6%) 
cases complained sensory disorders, and 31 (81.6%) of them showed abnormal in NCV. Both motor and 
sensory nerves showed slow velocity and decreased amplitude among the abnormal cases, but there were 
more sensory nerve lesions. Blood levels of glucose, GHbA1C and diabetic duration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Conclusion   Early stage of asymptomatic DPN can show abnormality by neurophysiologic 
examinations, and intervention can be done earli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DPN); Nerve conductive velocity (NCV);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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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可靠性。本文對本院168例糖尿病患者的NCV檢查診

斷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及糖尿病病程進行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12年1月~2014年6月在本院門診診斷糖尿病病

人。糖尿病診斷標準按照WHO診斷標準[1]，排除標準為

有外傷、腰腿痛、及其他周圍神經、神經肌肉接頭或肌

肉疾病的病人。並簽知情同意。

二、方法

對患者年齡、性別、糖尿病病程、BMI、生化指標

（空腹血糖、餐後血糖、最近1次的GHbA1c、同型半胱

氨酸、甘油三脂、高密度膽固醇、低密度膽固醇、總膽

固醇）及有無周圍神經病變的主訴作登記。分別對入

選者行神經傳導速度測試，進行雙側正中神經、尺神

經、脛後神經、腓神經的運動末端潛伏

期、運動傳導速度、複合肌肉動作電位

波幅及正中神經、尺神經、腓腸神經及

脛神經的感覺傳導速度及感覺神經動作

電位的波幅。利用Nicolet公司的Viking 

select肌電圖儀檢測神經傳導速度，用

表皮電極，室温為25°C進行下列測試：

正中神經

肘→腕運動傳導速度及波幅

指2→腕感覺傳導速度及波幅

尺神經

肘→腕運動傳導速度及波幅

指5→腕感覺傳導速度及波幅

脛神經

膕→踝運動傳導速度及波幅

趾1→踝感覺傳導速度及波幅

腓神經

腓骨小頭→踝運動傳導速度及波幅。

腓腸神經

小腿外側→外踝後方感覺傳導速度及波幅引不出電

位、運動或感覺電位波幅降低、運動末端潛伏期延長、運

動或感覺傳導度減慢均視為異常。

DPN診斷標準為確診糖尿病患者同時伴有四肢感覺異

常、麻木、手套或襪套樣感覺、針刺或燒灼痛、刀割樣

痛、腱反射消失或電生理檢查發現異常。

三、統計方法

全部資料用S P S S軟件處理。主要方法有卡方檢

定、變異數分析、t檢定及邏輯回歸分析等，P<0.05為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68例糖尿病患者中，男性61例(36.3%)，女性

107例(63.7%)，平均年齡59.65±12.44歲，糖尿病病程

7.86±6.79年。

上下肢感覺及運動神經傳導速度結果見表1及表

2。結果顯示腓腸神經感覺波幅下降較明顯外，其餘神

經均顯示傳導速度減慢較突出。

無症狀者130例(77.4%)，其中電生理檢查中正常

者41例(31.5%)、異常者89例(68.5%)；有感覺異常共38

例(22.6%)，電生理檢查發現異常者31例(81.6%)，無異

常者7例(18.4%)。電生理異常病例中，多發周圍神經病

變58例；腕管綜合征57例（46雙側、11例單側）、肘管

綜合征4例；多發性單神經病變7例。

男女比較，運動及感覺神經無論在波幅或傳導速

度均有明顯差異，男性神經損害較明顯。見表3及4。

按不同年齡組別(<45歲和≧45歲)比較運動及感覺

神經無論在波幅或傳導速度均有明顯差異。見表5及6。

按不同病程組別(<10年和≧10年)比較運動及感覺

神經無論在波幅或傳導速度均有明顯差異。見表7及8。

按有無臨床自覺症狀與電生理檢查結果比較，見表9。

而電生理異常者運動與感覺神經傳導速度及波幅

檢查比較，感覺神經以波幅的異常率均明顯較多，但運

表1.所有檢測神經的感覺神經傳導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
(名稱)

測定總數
(條數)

傳導速度 波幅

無波形條/
例數比(%)

sx ±
(ms)

異常率
(%)

sx ±
(uV)

異常率
(%)

正中神經 336 4/1.19 49.51±9.02 69.3 41.56±24.85 68.8

尺神經 336 0 49.75±5.76 62.8 48.23±25.61 61

脛神經 336 68/23.2 38.50±5.60 50.9 2.41±1.69 45.8

腓腸神經 336 2/0.6 50.28±21.14 66.7 16.03±9.46 75

表2.所有檢測神經的運動末端潛伏期、傳導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
(名稱)

測定數
(條數)

運動末端潛伏期 波幅 速度

無波形
例數比
(%)

sx ±
(ms)

異常率
(%)

sx ±
(mv)

異常率
(%)

sx ±
(ms)

異常率
(%)

正中神經 336 0 3.82±1.37 70.5 14.88±5.02 57.4 53.11±6.43 73.8

尺神經 336 0 2.44±0.50 66.4 14.96±3.24 61 55±5.40 70.2

脛神經 336 0 3.97±2.05 66.1 17.97±7.53 63.1 45.28±5.28 75.6

腓神經 336 0 3.96±1.11 70.2 7.24±3.89 65.8 44.67±5.17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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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不同性別檢測神經的運動末端潛伏期、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

(名稱)

性別

(例)

運動末端

潛伏期
波幅 傳導速度

sx ± (ms) sx ± (mv) sx ± (ms)

正中神經
男(61) 3.79±1.08 15.02±4.92 52.63±6.21*

女(107) 3.82±1.39 14.72±4.99 53.89±5.82

尺神經
男(61) 2.61±0.69* 15.24±3.94 53.54±5.40*

女(107) 2.34±0.28 14.92±3.33 55.88±5.12

脛神經
男(61) 4.00±0.78 16.17±8.38* 43.61±5.14*

女(107) 4.01±2.48 19.00±6.82 46.23±5.14

腓神經
男(61) 4.29±1.54* 7.45±5.05* 42.71±6.04*

女(107) 3.77±0.63 7.11±3.33 45.84±3.91

*P<0.05

表4.不同性別檢測神經的感覺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名稱) 性別(例)
波幅 傳導速度

sx ±  (uv) sx ±  (ms)

正中神經
男(61) 36.07±21.55* 50.53±7.65

女(107) 44.65±26.08 48.58±8.97

尺神經
男(61) 36.84±24.22* 46.89±5.27*

女(107) 55.93±26.72 50.34±5.11

脛神經
男(61) 2.35±1.67 37.61±5.90

女(107) 2.39±1.63 37.75±5.07

腓腸神經
男(61) 14.50±9.71* 47.43±5.51*

女(107) 18.76±10.68 52.63±25.54

*P<0.05

表5.不同年齡組檢測神經的運動末端潛伏期、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

(名稱)

年齡

(例)

運動末端潛伏期 波幅 傳導速度

sx ±  (ms) sx ±  (mv) sx ±  (ms)

正中神經
≧45(149) 3.81±1.32 14.66±4.81 53.08±6.63

<45(19) 3.89±1.74 16.68±6.21 53.35±4.53

尺神經
≧45(149) 2.46±0.528* 14.96±3.32 55.01±5.34

<45(19) 2.32±0.33 14.94±2.64 54.95±5.93

脛神經
≧45(149) 3.99±2.16 17.57±7.44* 45.2±5.31

<45(19) 3.78±0.53 21.28±7.56 45.94±5.08

腓神經
≧45(149) 3.96±1.04 7.12±3.87* 44.62±5.31

<45(19) 3.91±0.87 8.21±3.93 45.11±3.87

*P<0.05

表6.不同年齡組檢測神經的感覺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名稱) 年齡(例)
波幅 傳導速度

sx ±  (uv) sx ±  (ms)

正中神經
≧45(149) 39.81±22.99* 49.30±8.89

<45(19) 57.10±34.27 51.29±8.89

尺神經
≧45(149) 46.85±25.01* 49.54±5.87*

<45(19) 59.25±27.94 51.43±4.55

脛神經
≧45(149) 2.311.62 38.30±5.61

<45(19) 3.141.99 40±4.97

腓腸神經
≧45(149) 15.48±9.27 50.37±22.26

<45(19) 20.42±9.98 49.58±7.67

*P<0.05

表7.不同病程檢測神經的運動末端潛伏期、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

(名稱)

病程

(例)

運動末端

潛伏期
波幅 傳導速度

sx ± (ms) sx ± (mv) sx ± (ms)

正中

神經

≧10年(52) 4.29±1.77* 13.53±5.28* 51.32±6.97*

<10年(116) 3.61±1.09 15.48±4.79 53.90±6.02

尺神經
≧10年(52) 2.51±0.35 14.86±3.64 53.10±5.49*

<10年(116) 2.41±0.55 14.99±3.06 55.85±5.15

脛神經
≧10年(52) 4.06±0.85 15.98±8.53* 44.05±5.54*

<10年(116) 3.94±2.41 18.88±6.86 45.85±5.08

腓神經
≧10年(52) 4.05±0.77 6.37±3.38* 43.97±5.69

<10年(116) 3.92±1.23 7.63±4.05 45.00±4.90

*P<0.05

表8.不同病程組檢測神經的感覺速度和波幅結果

神經(名稱) 病程(例)
波幅 傳導速度

sx ± (uv) sx ± (ms)

正中神經
≧10年(52) 37.71±23.42 45.78±10.20*

<10年(116) 43.16±25.31 51.09±7.98

尺神經
≧10年(52) 43.23±23.78* 47.78±5.91*

<10年(116) 50.45±26.12 50.63±5.49

脛神經
≧10年(52) 2�22±1.38 37.13±4.71*

<10年(116) 2.47±1.78 38.97±5.76

腓腸神經
≧10年(52) 12.54±8.67 50.88±37.30

<10年(116) 17.56±9.41 50.02±6.13
*P<0.05

表9.周圍神經病變臨床症狀與電生理檢查結果

電生理異常(例) 電生理正常(例) 總

感覺異常者 31 7 38

無自覺症狀 89 41 130

120 48 168

χ2=19.506, P=0�000 

表10.電生理異常者運動與感覺神經傳導速度檢查結果

總條數
電生理

異常神經(條)

電生理

正常神經(條)

異常率

(%)

運動神經傳導速度 1344 977 367 72.7

感覺神經傳導速度 1344 839 505 62.4

表11.電生理異常者運動與感覺神經傳導波幅電生理檢查結果

總條數
電生理

異常神經(條)
電生理

正常神經(條)
異常率
(%)

運動神經波幅 1344 831 513 61.8

感覺神經波幅 1344 842 502 62.6

動神經傳導速度異常率則較突出。見表10及11。

以電生理異常為診斷周圍神經病變的標準，

對有無周圍神經病變兩組分別用各種生化指標、血

壓、病程、年齡及體重指標進行比較，其中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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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電生理診斷DPN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

變量 B值 SE Wald值 P值 Exp(B)

血糖 -0.87 0.44 3.85 0.029* 0.42

糖化血紅蛋白 0.59 0.30 3.84 0.01* 0.42

年齡 0.14 0.42 0.10 0.75 1.15

總膽固醇 -0.009 0.34 0�000 0.995 0.998

高密度膽固醇 0.44 0.34 1.64 0.205 1.538

低密度膽固醇 0.44 0.49 0.79 0.394 1.513

甘油三脂 0.04 0.32 0.01 0.748 1.108

BMI -0.11 0.31 0.13 0.841 0.940

餐後2小時血糖 0.36 0.36 0.98 0.214 1.541

同型半胱氨酸 0.065 0.04 2.17 0.14 1.06

病程 0.85 0.36 5.63 0.008* 2.35

*P<0.05

化按Tch≧5.2m m o l/L和/或LDL≧3.36m m o l/L和/或

Tg≧1.7mmol/L作為高脂血症組；BMI≧23為異常組；病

程≧10年；年齡≧45歲分組，其餘資料以原始數據為

準，利用Logistic regression作分析，見表12。顯示血

糖、糖化血紅蛋白及病程是DPN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

本研究未發現半胱氨酸濃度與周圍神經病變相關。

討 論

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可累及感覺神經、運動神經

及植物神經。糖尿病引起周圍神經病變的機理未完全

闡明，但認為高血糖激活多元醇通路[2]及氧化應激[3]，

多元醇通路使血中山梨醇和果糖堆積、肌醇消耗、磷

酸肌醇代謝異常；氧化應激使脂肪酸代謝異常以及血

管功能異常、血液動力學異常等有關。神經電生理對

是評價周圍神經功能的敏感指標[4]，能早期診斷無症狀

的神經病變。有報導糖尿病人有70%~90%[5]發生DPN，糖

尿病病程愈長，發生率更會明顯上升。利用電生理檢

查可把診斷率由40%提升至62.2%[6]。本結果糖尿病病人

發生周圍神經病變發生率為22.6%，利用電生理檢查提

升至75.6%。

有報告[4]指出DPN患者的臨床表現與電生理檢查結果

表明，患者在出現周圍神經症狀之前就已有神經的病理變

化。DPN的病變以神經纖維發生節段性髓鞘脫失為主，伴

軸索損害，或兩種損害並存[7]。感覺神經病變較運動神經

病變多見[4]。本次資料顯示檢測神經均有軸索及脫髓鞘損

害。而在運動神經與感覺神經損傷程度比較，感覺神經主

要以軸索損害，運動神經則以脫髓鞘較為突出。

糖尿病神經病變以周圍多發神經病變為主，但神

經卡壓表現在糖尿病病人中發病率明顯高於非糖尿病

者[8]，卡壓表現又以腕管綜合征為常見。本次資料示有

症狀而又有電生理改變者有38例，而神經傳導速度正常

者7例；原因可能與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患者，早期

往往以小纖維受累為主，而本次電生理檢查主要針對

大有髓纖維檢查[9]。糖尿病病程亦與神經病變有關。有

研究指出[10]糖尿病病程超過15年的患者，全部均出現

DPN，與病程短的患者比較有顯著差異。而本研究以10

年病程分組亦得出相似結果。

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的發病機制雖未明確，本研

究發現以電生理異常及有無臨床症狀分別進行分組，發

現前者血糖、糖化血紅蛋白及病程是DPN發生的獨立危

險因素。神經電生理檢查能早期發現糖尿病病人的無症

狀神經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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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肺癌是人類最常見的癌症[1]。在澳門，肺癌是發 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肺癌以非小細胞肺癌

(NSCLC)最多，佔80%以上，其惡性程度高，臨床發展

速度快。晚期NSC L C如果不治療，一年的生存期不足

10%[2]。隨着分子遺傳學和標靶治療的發展，發現NSCLC

【摘要】  目的 檢測澳門非小細胞肺癌(NSCLC)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基因變異狀

態，探討EGFR突變與臨床病理特征的關係。  方法 收集NSCLC 127例。肺癌組織DNA採用石

蠟組織試劑盒抽提，EGFR突變採用蠍形探針擴增阻滯系統PCR檢測。分析EGFR突變與患者年

齡、性別、吸煙史、淋巴結轉移、腫瘤分級、臨床分期的關係。  結果 127例NSCLC中，

EGFR突變53例(41.7%)，其中1例18外顯子、27例19外顯子、4例20外顯子、20例21外顯子，1

例同時出現18和20外顯子突變。女性患者EGFR突變率明顯高於男性，非吸煙者突變率明顯高

於吸煙者，腺癌EGFR突變率為44.5%，其他類型均無突變。TTF-1陽性病例突變率明顯高於陰

性病例。EGFR突變率在不同年齡組、組織學分級、臨床分期、有否淋巴結轉移的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  結論 澳門非小細胞肺癌EGFR突變主要發生在女性、非吸煙、腺癌患者及TTF-1陽

性病例。胸水癌細胞EGFR突變檢測有利於晚期肺癌患者獲得靶向治療機會。

【關鍵詞】非小細胞肺癌；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實時PCR

A study on EGFR gene mutation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i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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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gene 

mutation in non 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NSCLC) in Macau, an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FR gene mutat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seven cases 
of NSCLC specimen were collected. The DNA in paraffin-embedded tissue was extracted by DNA FFPE 
tissue kit. The status of EGFR gene mutation was detected by ARMS Scorpions PCR system. Patients'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age, sex, smoking history, lymph node metastasis, histological grade and clinical 
stages were collected for study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EGFR mutation.   Results  EGFR gene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53 of 127 (41.7%), including 1 in exon 18, 27 in exon 19, 4 in exon 20 and 20 in exon 
21. One case carried two kinds of mutations in exon 18 and 20. The mutation rat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women than in men, in non-smoker than in smoker and in 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 (TTF-1) 
positive cases than negative cases. The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44.5% adenocarcinoma, none in other 
histological type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mutation rates and age groups, histological 
grades, clinical stages, and lymph node involvement.  Conclusion  Our result indicates that EGFR gene 
mutation mainly occurs in female, non-smoker, TTF-1 positive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in Macau. EGFR 
mutation detection can benefit the advanced lung cancer patient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argeted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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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突變最常見。對有EGFR突變

的肺癌患者進行標靶治療，12月無進展存活率可達到

24.9%[3]，中位生存時間達20~30月[4]，提示有EGFR突變

的肺癌患者接受EGFR-TKI標靶治療能獲得令人意外的療

效。因此，對NSCLC患者進行EGFR突變檢測至為重要。

本文對澳門NSCLC患者進行EGFR突變檢測，並分析EGFR

突變情况及其與臨床病理特徵的關係。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資料

收集2006年1月~2014年12月間澳門鏡湖醫院非小

細胞肺癌(NSCLC)標本127例。男性71例，女性56，年齡

37歲~89歲，中位年齡62歲。所有病例均為浸潤性癌，

其中119例為腺癌，3例為鱗狀細胞癌，2例為低分化

癌，2例為淋巴上皮瘤樣癌，1例為肉瘤樣癌。肺癌病

例取自不同病理送檢標本，其中活檢、手術標本67例，

胸水細胞學58例，細針吸取細胞學(FNA)2例。127例中

吸煙者29人，全部為男性，非吸煙者98人。有淋巴結轉

移83例，無淋巴結轉移45例。腺癌組織學分級：Ⅰ級6

例，Ⅱ級53例，Ⅲ級45例。根據AJCC第六版臨床分期標

準：Ⅰ期41例，Ⅱ期11例，Ⅲ期29例，Ⅳ期46例。所有

病例術前均未行輔助化療、放療或標靶治療。

二、DNA提取：每個病例石蠟包埋組織或細胞塊先

作切片和HE染色，由病理科醫生閱片並標記富於腫瘤細

胞的區域，然後連續切片3~10張，於所標記的區域刮下

腫瘤組織，置於蛋白酶K（Qiagen公司）中消化過液。

99℃ 10min將石蠟融化後，於10500g 4℃離心15min，

冰浴10min固化上層石蠟，吸取下層液體，採用QIAamp 

DNA Blood Kit（Qiagen公司）提取DNA。

三、EGFR突變檢測：採用蝎型探針ARMS法，根據

EGFR RGQ PCR Kit（Qiagen公司）要求配置反應液：每

個樣本分別配置8種含有不同引物和探針的預混液。PCR

反應體系為25μl，包括預混液19.5μl，Tap酶0.5μl和樣

本DNA 5μl（濃度約為2mg/L）；每次PCR反應都設置陽

性（試劑盒提供）和陰性（去離子水）對照；反應條件

為95℃ 15min預變性1個循環；99℃ 30s變性，60℃ 60s

退火和延伸，共40循環，在每個循環的延伸結束後採集

熒光信號（包括標記EGFR突變基因的FAM信號和標記由

質粒擴增出產物的HEX信號）；PCR反應在實時熒光定量

PCR儀和Rotor Gene Q（Qiagen公司）中進行，根據試劑

盒說明書中的要求對PCR反應擴增曲線進行結果分析。

四、統計學分析：應用SPSS13.0軟件中卡方（χ2）

檢驗進行統計分析，P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1為差異有非常顯著性意義，分別統計不同性別、

年齡、吸煙史、標本種類、組織學類型、組織分化程

度、TTF-1抗體表達、臨床分期及有否淋巴結轉移之間

EGFR突變率差異的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非小細胞肺癌EGFR突變：RT-PCR檢測結果顯

示，127例非小細胞肺癌中，53例(41.7%)有EGFR突變，

包括18外顯子1例(1.9%)，19外顯子27例(50.9%)，20外

顯子4例(7.5%)，21外顯子20例(37.7%)，有1例同時出

現18和20外顯子突變(1.9%)。突變類型以19外顯子多聚

核苷酸框內缺失(deletions)最常見，其次為21外顯子

858位點的單個錯義突變(L858R)，分別佔所有突變例數

的50.9%(27/53)和37.7%(20/53)（見表1）。

表1.127例非小細胞肺癌EGFR突變狀態

位點 例數 突變檢出率

T790M 0 0%

Deletions 27 21.3%

L858R 20 15.7%

L861Q 0 0%

G719X 2 1.6%

S768I 1 0.8%

Insertion 4 3.1%

Non-mutation 74 -

Total 127

二、EGFR突變與送檢標本種類的關係：127例送檢

標本中，手術標本67例，胸水細胞學58例，FNA2例，

這些送檢標本的EGFR突變檢出率分別為41.8%(28/67)，

43.1%(25/58)和0%(0/2)。標本類型之間EGFR突變檢出

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4774, P=0.4777)

三、E G F R突變與臨床病理關係：在127例中，

女性E G F R突變率為58.9%(33/53)明顯高於男性的

28.2%(20/71)(χ2=12.186, P=0.0005)。非吸煙史病人

EGFR突變率為48.9%(48/98)，亦明顯高於有吸煙史的

17%(5/29)(χ2=9.2701, P=0.0023)。將患者年齡劃分為

6組，每相差10年為1組比較EGFR突變率的差異，結果

顯示各年齡層突變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5.3611, 

P=0.3734)。如以年齡中位數62歲為界，將患者分為

≧62歲(28/70, 40%)和<62歲(25/57, 43.9%)兩組，經統

計學處理，兩年齡組EGFR突變率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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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0.1925, P=0.6609)。在組織分型中，本組病例119

例為腺癌，3例鱗癌，2例低分化癌，2例淋巴上皮瘤樣

癌，1例肉瘤樣癌。EGFR突變僅在腺癌中檢出(44.5%，

53/119)，其它類型均無突變。參照WHO 2004年版中肺

腺癌分級標準，119例腺癌高、中和低分化的EGFR突變

率分別為66.7%(4/6)、47.1%(32/68)和37.8%(17/45)。

不同分化程度間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1969, 

P =0 . 3 3 3 4 )。在臨床T N M分期中，I期突變率為

48.8%(20/41)，Ⅱ期36.4%(4/11)，Ⅲ期27.6%(4/11)，

Ⅳ期45.7%(21/46)，各臨床分期間EGFR突變率無統計

學意義(χ2=3.6452，P=0.3024)。在127例中，83例有

淋巴結轉移，其突變率為37.3%(31/83)，與無淋巴結

轉移(48.9%, 22/45)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015, 

P=0.2057)。免疫組化TTF-1陽性病例突變率為(47.2% 

51/108)與陰性表達(15.8%, 3/19)間差異在統計學上有

非常顯著性意義(χ2=6.5317, P=0.0106)。

討 論

IPASS、WJTOG3405、OPTIMAL和EURTAC等[5-8]研究

顯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在非小細胞肺癌的突變率

高，而且發現亞洲有EGFR突變的晚期NSCLC患者服用TKI

藥物如吉非替尼(Gefitinib)和厄洛替尼(Erlotinib)的

無進展生存期比化療組的顯著延長(P<0.0001)。所以，

EGFR突變的檢出十分重要，但在不同地區、不同病理組

織學分類及分化的NSCLC，其EGFR突變是不同的。根據

過去的多個研究[9,10]的資料，肺癌EGFR突變發生率存在

着不同地區的差異，亞洲黃種人的EGFR突變率比歐美地

方的白種人高。即使在中國，不同地區也存在差異，

例如南方地區的廣東、香港及臺灣突變率的差異多達

24%，而北方地區的天津及北京亦存在16.7%差異。本文

是首次報導澳門地區非小細胞肺癌的EGFR突變狀態，在

127例病人中檢出EGFR突變率為41.7%，與香港地區、及

近年廣東地區報導的結果相約[11-13]。

作者觀察到EGFR突變主要發生在外顯子19和21，

兩者佔總突變病例數的88.7%，這與文獻報導[14]的

85%~90%的結果相符。但外顯子19的突變率高於外顯子

21，與文獻報導外顯子21突變多於19的結果不同[13]，

原因是本文採用的檢測的方法只能檢出外顯子19共19種

缺失的突變率（不能分別單種突變），而在外顯子21僅

能檢出L858R和L861Q兩個類型的突變，經修正後，仍以

21外顯子突變858位點的單個錯義突變(L858R)最多見。

此外，作者沒有發現引致原發性TKI耐藥的T790M突變，

這與一些文獻報導不同[15,16]。可以預示，本澳非小細胞

肺癌患者對TKI靶向治療有較佳的反應，但需要進一步

增加例數確定。

本研究還顯示，EGFR突變多見於女性、非吸煙者

患者，但患者年齡與EGFR突變無關。在組織學分類中，

腺癌的EGFR突變率最高，佔所有腺癌病例的44.5%，其

他類型癌，包括鱗癌、低分化癌、淋巴上皮瘤樣癌、

肉瘤樣癌均無突變，但腺癌的分化程度與EGFR突變率無

關。總而言之，澳門地區EGFR突變亦同樣多見於女性、

非吸煙、腺癌患者。

TTF-1是NKx2同源結構域轉錄因數家族成員，在肺

主要表達在肺泡Ⅱ型細胞和非纖毛支氣管上皮細胞，

因而是肺腺癌的特異性標記，陽性率約為70%~88%。本

研究觀察到腺癌TTF-1陽性率為89%，在胸水細胞學檢查

中，雖然缺乏腺體結構，通過免疫組化TTF-1檢測，可

以協助腺癌的診斷。本文應用TTF-1檢測胸水細胞學，

確定腺癌診斷達97%，腺癌的確定有利於進一步行EGFR

檢測，而且陽性結果的確定，為患者獲得靶向治療和

在治療中獲益有重要的意義。我們注意到EGFR突變與

TTF-1表達有密切關係，建議常規進行免疫組化TTF-1檢

測，對EGFR突變有預測意義。

在臨床分期(TNM)的情况EGFR突變的相關研究中，

本研究結果顯示臨床分期及有否淋巴結轉移與EGFR突變

無關，與文獻報導一致[16]。因此，在非小細胞肺癌，

除了中晚期病人作EGFR突變檢測外，早期患者有條件亦

應進行常規EGFR突變檢測，一旦日後病程進展或復發

等，可立即進行治療。

實時螢光定量ARMS PCR檢測方法，除了用於活檢、

手術標本檢測外，還可用於胸水細胞學檢測。在澳門，

較多的老年晚期肺癌患者已失去手術機會，只能提供

胸水進行細胞學檢測。在這種情况下，因腫瘤細胞量

少而造成EGFR檢測假陰性結果。加之胸水標本中炎症細

胞多，也會干擾或影響檢測的準確性。針對胸水這類型

細胞學標本的特點，我們設計出以下解決方法，包括： 

①通知臨床盡量多採集標本送檢，病理科也盡可能取用

所有的送檢標本；②除常規涂片外，全部送檢胸水沉淀

物制成細胞塊；③閱片中選取標記細胞塊上腫瘤聚集的

區域，粗略計算腫瘤成分百分比，再計算所需的切片數

量(2~10張5μm厚白片)；④用新刀片在標記處刮出瘤細

胞作DNA抽提和EGFR檢測。實踐證明，細致的操作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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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臨床上關於硬膜外分娩鎮痛的研究多數關注於產

婦及分娩過程，對於接受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所產新生

兒的結局關注較少。現對本院2013年4月~2014年6月間

接受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自然分娩的75例新生兒的結局

進行回顧性分析。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4月~2014年6月鏡湖醫院收治的年齡18

歲~35歲，ASAⅠ~Ⅱ級，單胎足月，無病理產科因素及

椎管內麻醉禁忌症，經產科醫生評估可經陰道分娩，自

願選擇硬膜外分娩鎮痛並簽署知情同意書的初產婦共94

例為觀察組。選取同期同等條件無接受分娩鎮痛的98例

初產婦為對照組。

二、方法：觀察組孕婦宮口開大2~3cm予硬膜外鎮

痛。選L3、4為穿刺點，穿刺成功後向頭側置入硬膜外

導管3cm。予1% Lidocaine 3ml作試驗劑量，鎮痛配方是

0.15% Naropin，首次劑量7~8ml，以產婦VAS評分3~4分

【摘要】  目的 探討接受硬膜外分娩镇痛初產妇所產新生兒的結局。  方法 回顧分析

本院2013年4月~2014年6月間接受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自然分娩的75例新生兒的結局，並選

取同期同等條件未經分娩鎮痛產婦自然分娩的75例新生兒作對照，记录所有產妇的分娩方

式、第二產程時間、新生兒出生後的體温、1min Apgar評分以及新生兒的住院天數。  結果 

觀察組產婦的助產率較低，但兩組產婦的助產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產婦的第

二產程時間相若(P>0.05)；兩組新生兒1min Apgar評分、平均體溫以及住院天數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P>0.05)。  結論 硬膜外分娩镇痛方法對新生兒的結局無不良影響，硬膜外分娩鎮

痛安全可靠。

【關鍵詞】分娩镇痛；新生兒；體溫

Evaluation of the outcome of neonates whose mothers had undergone epidural analgesia

LI Tao , WONG Mei Peng ,  LO Ieng Ham , CHO Lei Kan*
Department of Anaesthes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outcome of the neonates of primigravidae with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labor.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75 neonates with maternal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spontaneous labor from April 2013 to June2014 in Kiang Wu Hospital was undertaken. Meanwhile, 
another 75 neonates were select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condition without maternal epidural analgesia 
as control group. Mode of delivery, the duration of the second stage of labor,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neonates after birth, Apgar Score and in-hospital days of the neonates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rate of 
assisted delivery is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But maternal delivery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duration of the second stage of labor of between 
two were nearly similar (P>0.05). The differences of Apgar score in 1minute and 5 minutes, average body 
temperature and number of in-hospital days of both groups of neonates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re is no adverse effect in neonates with maternal epidural analgesia during 
labor. Epidural analgesia is a safe and reliable during labor.

[Key Words]  Analgesic labor; Neonates; Body temperature

硬膜外分娩鎮痛對新生兒結局的評價

李濤 王美冰 羅英浛 曹麗勤*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通訊作者  E-mail:evalkcho@yahoo.com.hk



14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6, Vol 16. No.1鏡湖醫學201 6年6月第16卷第1期

為目標調節用藥速度，微泵持續維持。對照組不予硬膜

外鎮痛。

三、監測及記錄：產房溫度恒定為26℃，記錄所

有產婦的分娩方式、第二產程時間、所有新生兒出生後

1min Apgar評分、體溫以及新生兒的住院天數。耳溫溫

度超過38℃視為發熱。

四、應用SP S S 18.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般情况  兩組產婦的年齡、體重、身高和孕週

等情况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觀察組和對照組產婦的自然分娩率分別為79.8%和

76.5%；觀察組和對照組產婦自然分娩的助產率分別為

1.3%和5.3%；觀察組和對照組產婦的第二產程時間分別

為56.14和53.01分鐘。

表1.兩組產婦一般情况比較

項目 實驗組 對照組 P值

年齡（歲） 26.22±3.740 27.51±3.493 0.370

體重（Kg） 65.39±8.860 64.80±7.828 0.306

身高（cm） 160.01±4.46 160.05±50.7 0.531

孕週（W） 39.07±0.85 39.60±0.82 0.492

兩組新生兒1m i n A p g a r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所有新生兒出生時的體溫正常，兩組新生兒

平均體溫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新生兒住院

天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2）。

表2.兩組新生兒體溫、1min Apgar評分、住院天數的比較

組別 體溫（℃） 1min Apgar評分 住院天數

觀察組 36.67±0.18 9.57±0.74 2.51±0.503

對照組 36.64±0.16 9.64±0.63 2.55±0.501

P值 0.401 0.522 0.628

討 論

一般認為接受硬膜外分娩鎮痛的產婦因為腹肌肌力

減弱，第二產程中出現助產的可能性比較大，但多數研究

的結果表明事實恰恰相反，Eriksen等[1]研究表明對於無難

產高危因素孕婦硬膜外分娩鎮痛組的器械助產率反而顯著

低於對照組，同時相關Meta分析[2]認為硬膜外鎮痛不增加

器械助產的風險。本研究結果觀察組產婦的助產率較對照

組產婦的助產率低，與上述研究的結果相同。

羅哌卡因對心血管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毒性低，

胎盤透過率低，岳紅麗[3]等研究表明羅哌卡因硬膜外鎮

痛胎兒娩出即刻臍帶血游離羅哌卡因濃度明顯低於羅哌

卡因致中樞神經毒性反應的閾值(300ng/ml)[4]，對胎兒

影響小，不影響新生兒呼吸。Joy L等[5]報導羅哌卡因硬

膜外分娩鎮痛減輕了產婦的分娩疼痛，降低了產婦血中

兒茶酚胺水平，交感神經的阻滯使外周血管阻力降低，

增加子宮胎盤循環血量，從而改善胎兒氧供，本研究兩

組新生兒1min Apgar評分無差異。

多數研究[6,7]表明硬膜外分娩鎮痛產婦出現產間發

熱的比率較高，產婦產間發熱對新生兒的影響相關報導

較少。本研究中兩組新生兒平均體溫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可見硬膜外分娩鎮痛所致產婦的產間發熱對新

生兒體溫無直接影響。兩組新生兒住院天數也無差異，說

明接受硬膜外分娩鎮痛對新生兒的近期結局無明顯不同。

綜上所述，硬膜外分娩鎮痛不但有利於減輕產婦

的痛苦，提高自然分娩率，還對新生兒結局無不良影

響，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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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檢測系統是指完成某個檢測項目所涉及的儀器設

備、試劑、校正品、檢測程序、保養計劃等的組合[1]，

同一實驗室存在兩種或以上系統檢測同一檢測項目時，

由於儀器設備、試劑的組成、方法學的差異、檢測程序

的不同等，檢測出的結果會有一定的差別。為此，參照

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化委員會(NCCLS)的EP9-A2文件要

求，對本院兩台不同檢測系統分別用肌酐酶法、苦味酸

法測定血漿中肌酐濃度，並進行比對和偏倚評估，判斷

其臨床可接受性，以期實現結果的基本一致。

資料與方法

一、檢測系統的組成

檢測系統X：羅氏Cobas 60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

其原裝配套試劑（苦味酸法測定肌酐採用動力學法，酶

法採用肌酸肝酶法）、校準品、兩個濃度水平的質控品

【摘要】  目的 通過方法學比對和偏倚評估，探討不同方法測定血漿肌酐在不同檢測

系統檢測結果的可比性。  方法 依據EP9-A2文件要求，以羅氏Cobas 6000（X系統），雅培

Architect c8000（Y系統），分別用肌酐酶法、苦味酸法檢測40份新鮮患者血漿中肌酐濃

度，以美國臨床實驗室修正法規(CLIA, 88)規定的室間質量評價允許範圍的1/2為臨床接受

範圍，比較不同系統的可比性以及偏倚的可接受性。  結果 兩種方法在兩檢測系統批間精

密度均<3%；兩種方法在兩系統檢測肌酐相關係數均>0.975，分別為0.999、0.998、0.999、

0.998、0.995、0.998，以系統X為目標檢測系統，肌酐濃度有超過“CLIA'88”規定的室間

質量評價允許範圍的1/2待評估檢測系統。  結論 兩檢測系統檢測肌酐的精密度符合臨床要

求，臨床接受性性能偏倚評估有為臨床不完全接受的情况。

【關鍵詞】系統；肌酐；評估；偏倚

Bias evaluation on the results of plasma creatinine with enzymatic and picric acid method in 
different biochemical detecting system 

ZHOU Xiao Lan*,  HE Jiao Nuo , ZHENG Qiao Y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parability of plasma creatinine level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and different biochemical detecting systems.  Method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biochemistry detection 
systems (ROCHE COBAS 6000 as system X, ABBOTT Architect c8000 as systems Y) were used to assess 
40 clinical specimens for the plasma creatinine level using enzymatic and picric acid method according to 
EP9-A2 file.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treated with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detection system was above 0.975 and th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m were 0.999, 0.998, 0.999, 
0.998, 0.995, 0.998, respectively. The CV values of creatinine detection systems did not exceed 3.0% 
.System X Was regarded as reference detection system and its valu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cceptability 
of system Y. As a result the values of the two creatinine detection systems partly exceeded permitted error of 
clinic assessment.  Conclusion  The precision of creatinine results in the 2 kinds of detection systems met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 However incomparability existed in the bias evaluation of clinical acceptability.

[Key Words]  System; Creatinine; Evaluation; Bias

酶法、苦味酸法測定血漿肌酐在兩檢測系統的偏倚評估

周曉蘭* 何嘉諾 鄭巧儀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檢驗科

*通訊作者  E-mail:zxlguangzhou@126.com



16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6, Vol 16. No.1鏡湖醫學201 6年6月第16卷第1期

（分別是PCCM1和PCCM2）；檢測系統Y：雅培Architect 

C80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及其原裝配套試劑（苦味酸法

測定肌酐採用終點法，酶法採用肌酸肝酶法）、校準

品，BIO-RAD三個濃度水平的質控品（分別是Level 1、

Level 2和Level 3）。

二、樣本

臨床患者經肝素鋰抗凝新鮮血漿。

三、方法

對兩個系統按日常工作的要求進行保養及校準，

在當日室內質控完全在控的情况下，進行以下試驗。

1.精密度實驗  批內精密度試驗：採用無溶血、

無黃疸、無脂濁的新鮮患者混合血漿，在兩個檢測系統

上分別用肌酐酶法、苦味酸法進行肌酐濃度的測定，重

複20次；批間精密度試驗：採用混合血漿（上述混合血

漿分裝與20支已消毒的小試管中，密封保存與-20°C冰

箱中，每天取一支），在兩系統用兩種方法測定肌酐濃

度，連續20天，然後計算。

2.以參加QA活動的目標系統(X)，實驗系統(Y)，每

天收集8份新鮮血漿，濃度盡可能覆蓋高、中、低範圍，

分別在兩台儀器上用兩種方法按1→8順序進行第一次測

定，再按8→1順序進行第二次測定，每次測定在2小時內

完成，連續測定5天，共40份樣本，320個數據[2]。

四、數據處理

1.按EP9-A2文件進行方法內和方法間離群值檢驗。

2.取兩次測定的平均結果，對不同系統進行相

關和回歸分析，計算線性回歸方程Y=bχ+a和相關係數

(γ)，比較方法(χ)測定取值範圍是否合適，以γ≥0.975

或γ2≥0.95為χ測定取值範圍合適。

3.檢驗結果偏倚評估  依據“CLIA'88”可接受性能

質量規範，肌酐允許誤差為15%[3]，按照1/2允許誤差的

標準，計算95%的可信區間的預期偏倚並比較。本次試驗

計算肌酐濃度為60umol/L、120umol/L兩醫學決定水平處

XC的偏倚來判斷兩系統間的偏倚是否可以接受[3,4]。

4.統計學處理  所有數據均在E x c e l  2003和

SPSS11.0軟件包上進行處理。

結 果

一、不同檢測系統精密度評價：採用患者混合血

漿，分別計算酶法、苦味酸法20次批內、批間變異係數

(CV)，結果均<3%，兩系統兩方法精密度實驗結果見表1。

二、兩檢測系統兩種方法測定結果的相關性與回

歸分析：系統間以羅氏Cob a s 6000為目標系統(X)，

雅培Architect c8000為實驗系統(Y)；系統內以酶法

為目標方法，苦味酸法為試驗方法，各相關係數(γ)

均>0.975，表明測定χ取值範圍合適，結果見表2。

三、不同方法在兩系統檢測結果的偏倚評估與臨

床可接受性：分別以肌酐濃度 XC=60umol/L、XC=120 

umol/L計算偏倚B下限和B上限，結果見表3。

討 論

方法學性能評估應在各檢測系統精密度符合要求

的基礎上進行。本次研究參照EP9-A2文件要求，用患者

新鮮血漿進行檢測，並按EP9-A2文件要求進行相關計

算，實驗合理，實踐性強。證實了比對實驗是實現準

確度溯原和檢驗結果比較的重要途徑。本研究中2個系

統分別用酶法、苦味酸法檢測血漿肌酐的精密度（CV

均<3%)，結果符合臨床要求。系統Y與系統X酶法、苦味

酸法；兩系統內酶法與苦味酸法；系統間酶法、苦味酸

法的相關係數均>0.975，表明本次研究測定x取值範圍

合適，結果可靠。由於檢測系統各自的校正品存在基質

效應（各種儀器對基質效應的敏感性存在差異），加上

表1.兩檢測系統的精密度（CV%）

系統
批內精密度 批間精密度

肌酐酶法 苦味酸法 肌酐酶法 苦味酸法

X 1.57 2.36 2.26 2.46

Y 0.96 1.21 1.77 2.29

表2.兩系統兩種方法回歸方程與相關係數

方法與系統 回歸方程 相關係數r

酶法(系統Y與系統X) Y=1.02X–1.22 0.999

苦味酸法(系統Y與系統X) Y=1.007X+1.52 0.998

酶法與苦味酸法(系統X) Y=1.053X–5.21 0.999

酶法與苦味酸法(系統Y) Y=1.004X+2.38 0.998

酶法(系統Y)與苦味酸法(系統X) Y=0.968X+4.04 0.995

酶法(系統X)與苦味酸法(系統Y) Y=1.062X–3.96 0.998

表3.不同方法在兩系統檢測結果的偏倚評估與臨床可接受性

方法與系統
XC=60 XC=120

臨床可接受性
B下限 B上限 B下限 B上限

酶法(系統Y與系統X) -2.65 2.61 -3.61 3.57 接受

苦味酸法(系統Y與系統X) -4.61 8.49 -3.31 8.30 部份接受

酶法與苦味酸法(系統X) -6.07 2.01 -2.51 4.81 部份接受

酶法與苦味酸法(系統Y) -2.53 7.77 -1.79 7.51 部份接受

酶法(系統Y)與苦味酸法(系統X) -1.46 5.70 -5.30 3.43 部份接受

酶法(系統X)與苦味酸法(系統Y) -3.23 5.80 -1.88 8.90 部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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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漿中含有一些校正品所沒有的物質（如藥物代謝

產物及其他一些病理物質），造成同一份血清在不同儀

器間檢測結果存在差異。本研究中兩系統均採用酶法檢

測肌酐所產生的偏倚表現為臨床接受，採用苦味酸法測

肌酐所產生的偏倚為部份接受；系統內酶法與苦味酸法

測肌酐所產生的偏倚，均表現為部份接受；兩系統方法

間交叉比對，均表現為部份接受。因此當實驗室有兩套

不同檢測系統時，應採用同一方法學、且比對分析後偏

倚可為臨床接受的試劑對患者樣本進行檢測，以實現結

果的基本一致。此外，樣品比對分析時保證同一樣品同

時上機分析，可避免由於樣品放置時間不同導致含量變

化影響比對結果，保證研究標本的同質性。

完整的比對試驗應該包括比對及修正，可以在比

對試驗的基礎上通過多種方法來校正，如利用比對儀器

測定新鮮血清結果來校正其他儀器[3]；也可以用回歸方

程的截距和斜率作校正因子校正其他儀器[5,6]；不同實

驗室應根據自身情况反覆驗證決定使用何種方法來校

正，以實現準確度的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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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PH of rect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atomical basi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by verified.  Methods  Ischioanal fossas of 15 prostrated 
adult  cadaveric specimens (30 s i d e s ) were dissected to observe the distance and angle from anal nerves 
to anus. The adjacent structures of th anal nerves and it’s location point were also be measured. Application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method of location mark the implementation for 51 cases of PPH.   Results  The 
length from 3 o’clock or 9 o’clock position at anus to the trunk of anal nerves was about (4.93±0.91)
cm(3.80~7.10cm).The angle of declination to the trunk from both positions was (15.6±3.3)° (15~20°). 
51 cases were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ocation mark to an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the patient can tolerate surgery stimulate, no additional intraoperative anesthetic and analgesic 
drugs, no anesthesia accidents, only 5 cases of urinary retention.  Conclusion  The position of anal nerves 
is quite invariable.The trunk of anal nerves locates in the outer 1/3 segment of the line of coccygeal tip to 
ischial tuberosity and is 2.21cm away from the medial region of ischial tuberosity,it is about 1.36cm in the 
front of the most bulgy aspect of the ischial tuberosity at the same level.This spot will be a much effective 
site for block anesthesia and can be implemented for the PPH. 

[Key Words]  Local anesthesia; PPH; Complications; Anatomy 

The anatomical basi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with implementation 
of an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in PPH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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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INFORMATION
1.1 Anatomical information
15 cases (30 sides) fixed and preserved adult cadaveric 

specimens is set as the prone position, anatomized the ischioanal 
fossas and exposed anal nerve (without destroying the genitals 
tube). Observe the position of the anal nerve trunk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its surroundings. Measured with a steel ruler 
for the anal nerve length, with a protractor for the angle between 
anal nerve trunk and anus, with a vernier caliper for anal nerve 
diameter. All the resulting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1.2 Clinical information
51 cases in this group included 26 males and 25 female, 

and aged 15~91 years old with the mean age of 46 years old. 
Among this 51 cases group, grade II hemorrhoids in 15 cases 
(29.41%), grade III hemorrhoids in 24 patients (47.06%), grade 
IV hemorrhoids in 12 patients (23.53%), no anal skin tag in 
10 cases (19.61%), small anal skin tags in 15 cases (29.41%), 
moderate anal skin tags in 12 cases (23.53%), large skin tags in 

14 cases of (27.45%). Course of disease was 1~21 years with the 
average of 10.3 years. Among them, 6 cases received sclerotherapy, 
4 cases were undergone ligation of hemorrhoids, 11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external hemorrhoidectomy, 47 cases were performed 
pre-operative electronic colonoscopy.

1.3 Anesthetic method
Intramuscular injections in 10~15 minutes before operation 

with 50~100mg dolantin (75mg in average) were performed for 
positioning anesthesia of anal nerve trunk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natomic analysis. 2 points of injection on 3 and 9 o’clock 
position of anus in lithotomy position were used and provided 
the way to avoid muscles. Piercing with 15 degree valgus [into->]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anal nerve trunk within the ischioanal 
fossas, with the depth of 4.5cm, with drug in the point 0.5~1.0cm 
anterior to anal nerve trunk could provide anesthetic block of 
anal nerve trunk,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laxation of the anal 
canal and avoid involving pudendal nerve. If anesthetic effect 
on posterior edge of anus was not good (about 10% of cases, 
there was a fine branch of anal nerve which penetrated from 
pudendal canal distributing within this site), an extra pierce 
could be injected at posterior edge of anus to coccyx tip. Lumbar 
puncture needle was used for rapid pierce at the sites of 3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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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6, Vol 16. No.1鏡湖醫學201 6年6月第16卷第1期

9 o’clock. Fan-shaped injections were injected superiorly and 
inferiorly at these points when piercing. The anesthetic mixture 
was formulated with 10ml of 1% lidocaine, 20 ml of 0.75% 
bupivacaine, and 15ml of 5% sodium bicarbonate.

RESULT
2.1 Related measurements
The distance between posterior edge of anus to coccyx tip was 

(4.56±0.62) cm (3.80~5.80 cm ), distance between coccyx tip to 
the most prominent point of ischial tuberosity was (6.01±0.86) 
cm (4.50~8.00 cm ), distance between posterior edge of anus to 
the most prominent point of ischial tuberosity was (6.05±0.65) 
cm (4.50~7.50 cm ). The distance of 3 and 9 o’clock position of 
anus from anal nerve trunk was (4.93±0.91)  cm  (3.80~7.10 cm 
). The transverse section angle from anal nerve trunk to 3 and 9 
o’clock position of anus was (15.6±3.3)º (15~20º). Anal nerve 
trunk located on the line linking ischial tuberosity and coccyx tip, 
distanced from ischial tuberosity was (2.21±0.28) cm (1.50~2.70 
cm ), distance from ischial tuberosity or anterior to the plane of 
sacrotuberous ligament was (1.36±0.13) cm (1.10~1.60 cm ). 
The distances or transverse section angles among anal nerve trunk 
and its surrounding structures were listed on Table 1. Anatomy 
of anal nerve trunk（Fig.1~Fig.2 at inside back cover）

(1)Hemorrhage: Released after 30 seconds and gently 
removed the stapler. One hemorrhage in 8 cases (15.69%), two 
hemorrhage in 5 cases (9.81%). The most common hemorrhage 
sites were 5 and 7 o’clock position of anus. 3-0 absorbable 
suture was used and stitched as an “8”-shape for homeostasis. 
38 cases (74.51%) after completion of anastomosis needed not 
to stanch bleeding, (none)  no cases of them occurred post-
operative bleeding. (2)Urinary retention: 2 cases (3.92%) who 
suffered from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due to old age 
and prostate hypertrophy, had needed catheterization and could 
urinate after removal of urine catheters on post-operative day 2. 
3 cases (5.89%) whom was applied with furosemide 20 mg and 
neostigmine 1 mg by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could urinate. (3)

Skin tag removal: Inspection on anus after operation, 12 cases 
of moderate and large skin tags were excised as “V”-shaped. No 
suture on those wounds.

2.4 Operation tim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The operation times were 7~15 minutes with the mean time 

of 11 minutes. Length of hospital stays were 1~3 days with 
the average of 2 days. No cases of edema on anal margin and 
anastomotic inflammation.

DISCUSSION
3.1.1 The key points on application of anal nerve block 

anesthesia
The measurable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reviewed as, if injection 

was vertically pierced from hip with anesthetic into anal nerve 
trunk within the ischioanal fossas, with the needle going through 
into a deeper site to gluteus maximus, this approach was feasible 
when the patient using knee-chest position undergone anal 
surgery. For general anal surgery, lithotomy position was always 
used. So, this approach was clearly unfeasible. Piercing at the sites 
of 3 and 9 o’clock of anus was recommended and provided the 
way to avoid muscles, with 15 degree valgus into the direction 
of anal nerve trunk within the ischioanal fossas, with the depth 
of 4.5cm, with drug in the point 0.5~1.0cm anterior to anal 
nerve trunk could provide anesthetic block of anal nerve trunk, 

Tab.1 The distance or angle of the trunk of anal nerves to the concerned structure around

Items Distance or angle x±s(min~max)

From coccygeal tip to the posterior border of anus(cm) 4.56±0.62cm    (3.80~5.80cm)
From posterior border of anus to the mostprominent aspect of the ischial tuberosity(cm) 6.05±0.65cm    (4.50~7.50cm)

From coccygeal tip to the most prominentaspect of the ischial tuberosity(cm) 6.01±0.86cm    (4.50~8.00cm)

From 9 o’clock or 3 o’clock position tothe trunk of anal nerves(cm) 4.93±0.91cm    (3.80~7.10cm)

From ischial tuberosity to the trunk of analnerves ( on the line of coccygeal tip toischial tuberosity ) (cm) 2.21±0.28cm    (1.50~2.70cm）

From the trunk of anal nerves to sacrotuberousligament(cm) 1.36±0.13cm    (1.10~1.60cm)
he angle between the line of anus to coccyxand the line of the middle position of anus tothe trunk of anal nerves(°) 15.6±3.3°          ( 15~20°)

2.2 Anesthetic effect
51 cases of anal relaxation were satisfied. Anal speculum was 

inserted easily. No cases of perianal skin tear. 51 cases of local 
pain at anus were not significant, 9 cases (17.65%) of them 
suffered from different degrees of abdominal intestinal dragging 
pain during tightening the stapler, but could tolerance, 42 
cases (82.35%) of them had no obvious dragging pain in lower 
abdominal. Post-operative mild pain was occurred 2~4 hours 
after surgery. Patients could tolerant it. There was no obvious pain 
at 4 hours following surgery and no cases of analgesic injection 
required. 51 cases had no dizziness related to anesthesia during 
operation and returned safely back to wards.

2.3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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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avoid involving pudendal nerve. In the coronal plane, 
anal nerve trunk located 1.36cm anterior to the plane of ischial 
tuberosity (or sacrotuberous ligament). Therefore, needle should 
not be pierced into the area behind the plane of ischial tuberosity 
(or sacrotuberous ligament), this area was hip, but no ischioanal 
fossas.

In 30 cases of anal nerves, 3 of them had a fine branch of 
anal nerve (0.02~0.03cm), it was 0.5~2.5cm posterior to the 
main branch of anal nerve, penetrated from pudendal canal, 
and distributed within the area between posterior edge of anus 
to coccyx tip.

3.1.2 Mild pai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There was a short operating time in PPH. PPH was 

performed as cutting the mucosa above hemorrhoid with a 
staple. Mucosomuscular layer above rectal pectinate line was not 
sensitive on cutting and ligation. So, difference of the degree of 
pain was not significant or even lighter compared PPH under 
local anesthesia to anal fistula surgery under local anesthesia. The 
key was that a proper anesthesia provides relaxation of anal canal 
and (pain reduction)reduced the pain. On anesthesia infiltration, 
an index finger could insert into anal canal in order to guide a 
pierce. If the sphincter of anal canal was still too tight, a cut from 
subcutaneous tissues of sphincter and part of internal sphincter 
at 4 and 8 o’clock of anus to pectinate line was suggested. 

Researches on long-acting analgesics, bupivacaine 
hydrochloride belonged to amide long-acting local anesthetics, 
its anesthesia time could be maintained for 3~7 hours. Methylene 
blue had a strong affinity with nervous tissues. Local anesthesia 
with methylene blue might damage the peripheral nerve medulla 
(new-born medulla needed 30 days for restoration), and cause 
local numbness and dull pain. Thus, it played the role of long-
term analgesic. 

Epinephrine hydrochloride had the function of contraction 
of blood vessels. It could delay the absorption of anesthetic 
and prolong the duration of action when combining with local 
anesthetic. It had the function of wound homeostasis as topical 
application. Therefore,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se 3 drugs would 
provide an ideal analgesic effect when using in anal surgery. We 
considered that patient undergone PPH under local anesthesia 
with long-acting analgesics had good analgesic effect, seldom 
complained with heaviness and distension or burning discomfort 
within 1~2 days after operation, and had no complaint of 
obvious pain.

3.1.3 Economic and simple
PPH surgery using spinal anesthesia and post-operative 

analgesia cost about 600 to 800RMB. While using local 
anesthesia on PPH surgery would save this cost and greatly 

reduce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patients. It might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PPH on grassroots. Local anesthesia was safe 
and simple on manipulation, so it can save anesthetic resources 
in hospitals. 

3.1.4 Quick recovery
Patients with spinal anesthesia needed recovery processes on 

intestinal function and lower limbs function, always required 
bed rest and fasting. The rate of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was high among these patients. Jiang Cong Qing[9]reported the 
rate of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was as high as 50%. 
Patients in our study group could take liquid diet and get out of 
bed to urinate directly after operation. Only 3 cases presented 
with post-operative urinary retention, accounting for l0%. 
Postoperative wound closure with  methylene blue  could replace 
spinal analgesic pump for the purpose of analgesia.

3.1.5 Relaxation on the indications of modified PPH 
"Guideline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morrhoids" (2006 

version) and "Tentative specification on procedure for prolapse 
and hemorrhoids" (Revised edition) had pointed out: PPH 
was suitable for Grade III and IV circular prolapsed internal 
hemorrhoids, as well as Grade II internal hemorrhoids with 
repeated bleeding. We realized that implementation of PPH 
only could provide a good result for a simple Grade III or  Grade 
IV circular prolapsed internal hemorrhoids, as well as Grade II 
internal hemorrhoids with repeated bleeding.

3.2 Management on complications
3.2.1 Management on external hemorrhoid from mixed 

hemorrhoid
For the traditional PPH,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o 

treatment given in the cases of asymptomatic hemorrhoids, the 
external hemorrhoids might not be excised; otherwise, severe 
anal pain after operation might be induced. But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mixed hemorrhoids with obvious external hemorrhoids, 
skin tags always remained post-operatively after PPH simply 
performed. It might affect patients’ satisfaction. If there were 
thrombotic external hemorrhoids, severe anal margin swelling 
and pain might be experienced after operation. We considered: 
if external hemorrhoids weren’t be treated, PPH procedure might 
be affected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Due to the usage of long-acting 
anesthetic for effective assurance of mild pain after operation, 
further “V”-shaped excision on every external hemorrhoid and 
fully stripping off thrombus on thrombotic external hemorrhoids 
were recommended, as well as no suture on the wound.

Semih H, Barlas HS, Akan A, et al. Short-and long-term results of 

harmonic scalpel hemorrhoidectomy versus stapler hemorrhoidopex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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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

屬於功能磁共振成像的一項新技術，能測定活體細胞

內部水分子的彌散運動[1]。DWI早期主要用於中樞神經

系統疾病的診斷，隨着MR技術的發展，DW I已逐漸用

於全身各系統疾病，特別是腫瘤的診斷與鑒別診斷[2-

5]。近幾年在DWI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全身彌散加權成像

(whole bod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B-DWI)，

能在自由呼吸狀態下進行全身掃描，經三維最大密度

投影(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s, MIPs)重建，獲

得類似正電子發射電腦斷層成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的圖像，對

惡性腫瘤具有較高的敏感性[6-9]。本研究旨在研究正常

成人WB-DWI的影像表現，為該檢查方法的進一步臨床應

用打下基礎。

資料與方法

一、患者資料

回顧性分析本院2013年11月~2015年6月期間進行

WB-DWI的正常成人共159例，男性91例、女性68例，年

齡20歲~63歲，平均49.2±14.7歲。患者檢查前均瞭解整

個檢查過程並簽署知情同意書。

納入標準：1.年齡≥18歲；2.無明確手術史，無放

化療史，無長期服用激素類藥物史；3.定期體格檢查無

【摘要】  目的 探討成人全身磁共振彌散加權成像(WB-DWI)的正常表現。  方法 採用

背景信號抑制全身彌散加權成像(DWIBS)序列在自由呼吸狀態下對159例正常成人進行全身掃

描，經最大密度投影(MIP)重建獲得三維WB-DWI影像，並按部位或系統總結歸納人體主要器

官或組織的正常信號表現。  結果 腦實質、脊髓、外周神經、會厭、面頸部腺體、脾臟、

腎臟、膽囊、生殖器官、淋巴結及椎間盤呈中等~高信號；肺部呈現極低信號；血管、肌

肉、脂肪等背景組織呈低信號。  結論 通過研究正常成人各主要臟器的DWI信號，為WB-DWI

圖像評價及臨床應用提供了參考依據。

【關鍵詞】磁共振彌散加權成像；全身成像

Preliminary study of normal appearance of adult whole body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WU Ling,  ZHIANG Wai Kei,  O Hio Pak ,  XIE Xue Bin*
Medical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normal appearance of adult whole body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WB-DWI).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y-nine normal adults underwent WB-DWI with 
background body signal suppression (DWIBS) scanning without breath-holding. The acquired dataset could 
be used to create multiplanar reformats and 3-D displays. Inverting the greyscale of DWIBS images gave the 
typical appearance of PET-like images. The signal intensities of the main organs and tissue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brain, spine cord, peripheral nerves, epiglottis, glands of the face and neck, spleen, kidney, 
gallbladder, reproductive organs, lymph nodes and intervertebral disks showed iso- or hyper-intensity. The 
lung showed hypo-intensity. The background tissues, such as vessels, muscle or fat, showed hypo-intensity.  
Conclusion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normal appearance of main organs on DWIBS imag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WB-DWI.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Whole body imaging 

正常成人全身磁共振彌散加權成像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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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器質性病變，且無肝炎、結核等傳染病史。

排除標準：MRI檢查禁忌症，如孕婦、幽閉恐懼症

患者、裝有心臟起搏器、金屬異物等。

二、掃描方案

採用Philips Ingenia 3.0 T超導MRI設備，全身線

圈（包括1個頭頸部線圈，2個體部線圈及磁體內置線

圈），線圈類型為相位陣列檢測，覆蓋範圍可達200cm，

108個通道。患者掃描前禁飲食4h，檢查時取仰臥位元

足先進，掃描範圍覆蓋頭頂至脛腓骨下段或足底，平

靜呼吸狀態下無間隔分7段掃描，每段40~55層，共覆蓋

1080~1440mm，完成一段資料獲取後，檢查床自動移至

下一段掃描。掃描採用背景信號抑制全身彌散加權成

像(whole bod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ith back-

ground body signal suppression, DWIBS) 脈衝序列：TR 

6653~9342ms, TE 63ms, TI  250ms, 層厚5mm, 矩陣100×61, 

b值800s/mm2。採用短時間反轉恢復序列(short time in-

version recovery, STIR)抑制背景信號，每段採集時間

為1min 33s~2min 10s，總掃描時間約16~20min。

三、圖像處理及分析

掃描結束後將採集的資料傳輸至Philips Extended 

MR WorkSpace 2.6.3.5工作站，利用自帶VolumeView及

MobiView軟件，對原始資料進行疊加，MIP重建，獲得三

維全身DWI影像，再經黑白反轉後形成全身類PET圖像。

結 果

三維全身DWI圖像清晰，可從任意角度觀察，各段相

鄰部位無明顯錯位、變形或偽影，背景信號相差不明顯

（圖1、2）。全身各部位主要臟器的正常DWI表現如下：

1.神經系統：腦灰質、脊髓及外周神經均呈高信

號；腦白質呈中等信號；腦室系統呈低信號（圖3、4）。

2.頸部：會厭、雙側腮腺、扁桃體、頜下腺、甲

狀腺均呈高信號（圖4）。

3.胸部：雙肺、縱隔呈極低信號；雙側乳腺呈中

高信號（圖5）。

4.腹部：肝臟呈低信號，胰腺呈中等信號；脾

臟、雙側腎臟呈高信號；膽囊呈中高信號；部份胃腸道

呈高信號（圖5、6）。

5.盆部：子宮內膜呈高信號，結合帶呈中等信

號，肌層呈中高信號；雙側附件呈中高信號；前列腺外

周帶呈高信號，中央帶呈中高信號；精囊腺、陰莖海綿

體、睾丸均呈高信號；膀胱呈混雜高信號（圖7、8）。

圖1.正常成年男性全身DWI圖。

圖2.正常成年男性全身DWI經黑白反轉後得到的類PET圖。

圖3.正常腦部DWI軸位圖示腦灰質呈高信號（粗箭頭），腦白質呈中

等信號（彎箭頭），側腦室呈低信號（細箭頭）。

圖4.正常頸部DWI軸位圖示頜下腺、頜下腺旁小淋巴結及頸髓均呈高

信號（依次為細箭頭、彎箭頭及粗箭頭）。

圖5.正常胸部DWI軸位圖示乳腺呈中高信號（彎箭頭），肝臟呈低信

號（粗箭頭），肺呈極低信號（細箭頭）

圖6.正常腹部DWI軸位元圖示胰腺呈中等信號（細箭頭），腎臟呈高

信號（粗箭頭），部份胃腸道呈高信號（彎箭頭）。

圖7.正常男性盆部DWI軸位圖示膀胱呈混雜高信號（直箭頭），精囊

腺呈高信號（彎箭頭）。

圖8.正常女性盆部DWI軸位圖示子宮的三層結構，由內到外依次為高

信號的內膜，呈中等信號的結合帶及呈中高信號的肌層。



23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6, Vol 16. No.1鏡湖醫學201 6年6月第16卷第1期

6.骨骼系統：椎間盤呈中高信號；大部份受檢者

全身骨骼均呈低信號，少部份受檢者的頸胸腰椎、骨

盆、胸骨及雙側肋骨呈稍高信號。

7.淋巴結：全身見多個小淋巴結，散在分佈，呈

高信號（圖4）。

8.背景組織：血管、肌肉、脂肪、單純液體（如

腦脊液等）呈低信號。

討 論

1965年Stejskal和Tanner進行的MR實驗奠定了現

在大多數DWI序列的基礎[10]。DWI序列是在常規SE序列

180°射頻脈衝前後，各加一位置對稱但極性相反的梯度

場，引起質子去相位和複相位。這一過程中，靜止的水

分子信號衰減不明顯，在DWI圖像上呈明顯高信號；運

動的水分子因超出檢測平面，引起信號衰減，在DWI圖

像上呈明顯低信號。90年代中期開始，DWI序列已廣泛

用於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診斷[11]。日本學者Takahara等

在2004年首次報導[12]，將DWI與EPI及STIR相結合，在自

由呼吸狀態下進行全身大範圍包括頭、頸、胸、腹、盆

部及下肢的無間隔掃描，稱之為DWIBS。

本研究中，DWIBS的總掃描時間16~20min，再加上

常規的T1WI及T2WI掃描，整個過程歷時約45~55min，與

文獻報導一致[13]。這種檢查方式及時間跨度，參與本

研究的正常成人均能耐受，檢查完成後均無明顯不適。

本研究發現，DWIBS圖像上腦灰質的信號明顯高於腦

白質，這可能與灰質中含有豐富的神經元細胞，血液供應

較白質多，且新陳代謝率高有關；脊髓表現為高信號，亦

可能由於其血供較豐富。雙肺呈極低信號，這是由於肺內

含有大量氣體，氫質子密度非常低，而且容易出現磁敏感

偽影，導致DWI信號低。縱隔亦表現為低信號，一方面由

於其脂肪含量豐富，STIR序列全面的抑制了脂肪信號，另

一方面心臟大血管佔據了縱隔的大部份空間，血管的流空

效應也表現為低信號。乳腺的DWI表現與乳腺本身的組織

分型（如緻密型或退化型等）有密切關係。

腹部主要臟器的DWI信號各不相同。腎臟DWI信號

高，可能由於其血流灌注多且含水量高。脾臟亦呈高信

號，可能與其本身T2WI較高且ADC值較低有關。同理，

肝臟表現為低信號，與其本身T2WI信號低而ADC值較高

有關。胰腺信號變化較大，呈等或稍高信號，其機理不

甚明瞭。膽囊常表現為不均勻的高信號，一方面因為受

檢者禁食，膽汁濃縮，導致水的彌散受限。另一面則由

於T2透過效應(T2 shine-through effect)[14]，即部份

T2弛豫時間特別長的正常組織在DWI圖像上表現為高信

號，容易被誤認為彌散受限。這一效應有時可通過降低

TE及提高b值來減輕，但很難避免。胃腸道受內容物的

影響，部份節段呈高信號。

盆腔區的子宮、附件、前列腺、精囊腺、陰經海

綿體、睾丸整體上呈高信號，可能與其T2WI本底信號有

關。其中子宮可以清楚區分內膜、結合帶及肌層三層結

構，應該與各結構的含水量差異有關。

骨骼系統的DWI信號受年齡影響較大。本研究中大

部份受檢者全身骨骼呈低信號，可能因為研究對象以中

年人為主，其骨髓大部份已由生長發育時期的紅骨髓

轉變為黃骨髓，後者含有大量的脂肪細胞，使用STIR序

列抑制背景信號時呈低信號。椎間盤由於髓核含水量豐

富，而擴散受到纖維環限制，故表現為高信號。膀胱呈

混雜高信號，和膽囊一樣可以用T2透過效應來解釋。

本研究入選者年齡結構較單一，以中年人為主，

未能分組研究年齡對DWI信號的影響；希望以後能納入

更多的青年人群甚至兒童，觀察各系統（特別是骨骼系

統及生殖系統）的信號差異。本研究只選用了一個b值

(800s/mm2)，不能測量各個組織器官的ADC值，在以後的

研究中若採用兩種b值，就能測量ADC值，從而更客觀的

評價、分析信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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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過嗓音評估的客觀指標，為臨床進行CO2激光聲帶息肉切除手術提

供理論依據。  方法 通過德國ATMOS嗓音分析軟件：lingWAVES分別對25例接受CO2激光手

術切除的患者及30例傳統喉顯微器械切除的患者（對照組）進行術前及術後1週、2週及4週

發音障礙严重指數(dysphonia severity index, DSI)檢測及基頻微擾、振幅微擾檢測，並

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果 兩組病人術後1週與術前比較，基頻微擾、振幅微擾差異無統計

學意義(P>0.05)，DSI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兩組嗓音功能未恢復，術後2週後

比較基頻微擾、振幅微擾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DSI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

示術後2週嗓音功能未完全正常，術後4週，兩組病人各指標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P<0.05)提示嗓音完全恢復，術後1週、2週及4週病例組與對照組比較基頻微擾、振幅

微擾、DSI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病例組與對照組術後嗓音恢復一致。  結

論 較傳統喉顯微聲帶息肉切除術，CO2激光聲帶息肉切除手術並不會對聲帶造成更大傷害。

【關鍵詞】聲帶息肉；CO2激光；發音障礙严重指數；基頻微擾；振幅微擾

Voice analysis to evaluate vocal cord polyp treated with CO2 laser and conventional laryngeal
microsurgery

LUO Jun Ji , LIU Sui Ming*, CHEONG Kun Chio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Use the analysis of voice objective parameters to understand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2 laser treatment for vocal cord polyp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Methods   The Dysphonia 
Severity Index (DSI) had been completed in 25 patients with polyp of vocal cord treated with CO2 laser and 
30 patients with polyp of vocal cord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laryngeal microsurgery before the operation 
and one, two and four weeks after the surgery respectively. The conventional laryngeal microsurgery were 
enrolled as controls. In the meantime, the voice acoustic analysis had been completed in these patients 
using ling WAVES. Both the feature of DSI and its reliability had been evaluated simultaneously.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se patients between preoperation and one week postoperation in 
the Jitter and Shimmer values (P>0.05). In contrast the DSI showing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P<0.05). 
These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 of voice in these patients had not completely recovered. After two week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Jitter and Shimmer 
(P>0.05), but ther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in DSI (P<0.05). These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 of voice in these patients had not completely recovere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se patients between preoperation and four week postoperation in the Jetter, Shimmer 
and DSI (P<0.05). These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 of voice in these patients had recovered. After one, 
two and four week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Jetter and Shimmer (P>0.05). These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 of voice had been improved in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Conclusion  On comparing the injury of CO2 laser and conventional 
laryngeal micro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of polyp of vocal cor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02激光輔助的聲帶息肉激光切除術與傳統喉顯微器械手術術後嗓音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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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帶息肉治療以手術為主，目前主要採用CO2激光

輔助的喉顯微外科手術與傳統喉顯微手術器械手術，而

CO2激光輔助的喉顯微外科手術是否會對聲帶產生熱損

傷是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本研究希望通過對兩類手術病

人術前、術後嗓音分析進行評估，判斷CO2激光輔助的

喉顯微外科手術是否會對正常聲帶造成更大的热損傷。

資料與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組病例為2015年1月~2015年8月確診為聲帶息肉

並接受CO2激光手術切除的患者，共25例，其中男性10

例、女性15例；年齡23歲~60歲，平均(41.9±11.8)歲；

病程5月~2年，平均8月。對照組為2014年3月~2015年10

月確診為聲帶息肉並接受顯微手術器械手術的患者30

例，其中男性13例、女性17例，年齡20歲~57歲，平均

(39.7±12.8)歲；病程6月~2年，平均9月。

二、手術方法

全部患者採用全麻激光治療但用支撐喉鏡暴露喉

部病變組織，義大利DEKA多波長激光治療儀(Smartxde2 

D850)備用，根據需要切除病變的性質和手術操作要求

的不同而選擇不同輸出功率的C02激光（功率：2.5-3W

時間0.1S），達到切割、氣化的手術效果。對照組用

支撐喉鏡暴露喉部病變組織，按傳統喉顯微器械切除

聲帶息肉，兩組患者均無呼吸系統及神經系統疾病。

三、檢查設備及方法

檢查設備為德國ATMOS嗓音分析軟件：LingWAVES

軟件。檢查方法：在噪音45dB以下的室內進行，受試者

自然站立，聲學信號通過麥克風距口約45cm處採集。①

採用嗓音分析模組進行檢查：受試者以自然聲分別發

穩態音/a:/、/e/、/i/、/ü/、/U/，每個發音持續3s以

上，連續2次，結果取第2次穩定發/i/的數值，得出嗓

音聲學分析的參數包括基頻微擾、振幅微擾。②採用

音域分析模組進行檢查：首先進行低音量採樣，以平

時音調最小的聲強平穩發出母音/a:/，然後再以此為標

準逐漸降低音調和升高音調以最小的音量發出/a:/，每

次持續3s；選擇高音量採樣，以平時音調最大的聲強平

穩發出母音/a:/，然後再以此為標準逐漸降低音調和升

高音調以最大的音量發出/a:/，每次持續3s，最小聲強

和最大基頻；再以平時言語平穩發出/a:/，持續約8s，

取平穩段進行分析得出基頻微擾；最後受試者深吸氣

後持續發出/a:/至最長時間。採用全部聲樣分析，得出

最長發聲時間(maximum phonationtime, MPT)。根據以

上結果，聲學分析軟件自動生成DSI，其中重度失聲DIS

為<-4.31；嚴重障礙DIS為-4.2~-2.32；中度障礙DIS

為-2.2~-0.43；輕度至中度障礙DIS為-0.3~0.74，輕度

障礙DIS為0.8~1.75，無障礙DIS＞1.8，即DSI越低，

嗓音障礙越重[2]；分別收集術前，術後1週、2週、4週

後的資料，並與對照組比較，其中術後4週CO2組複查19

例，對照組複查23例。

四、統計學處理

所有結果用均值±標準差表示，採用SPSS13.0統計

軟件進行t檢驗，比較術前，術後1週、2週、4週的結

果，比較對照組。

結 果

病例組、對照組術前均有較高基頻微擾、振幅微

擾及較低的DSI，無統計學差異(P>0.05)，結果均能提

示嗓音功能受損(見表1、表2、表3)。兩組病人術前與

術後1週比較，基頻微擾、振幅微擾，均得到改善，

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DSI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P<0.05)。DSI能敏感反映嗓音功能的變化，提示術後

1週兩組嗓音功能得到改善但嗓音功能未恢復，術後2

週與術前比較基頻微擾、振幅微擾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而DSI差異仍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

嗓音功能未完全正常，DSI能敏感反映嗓音功能；術後

4週，兩組病人各指標與術前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

(P>0.05)，提示嗓音完全恢復。而無論是術後1週、術

後2週、術後4週，病例組與對照組比較基頻微擾、振幅

微擾，DSI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較傳統

喉顯微手術，CO2激光聲帶息肉切除手術並不會對聲帶

造成更大的傷害。

討 論

聲帶息肉等嗓音疾病不僅影響發音，而且會引起不

同程度的心理及社會問題，影響患者生活質量。現代醫學

對音聲疾病的治療中，CO2激光喉內顯微手術有着獨特的

the two methods.
[Key Words]  Vocal polyps; CO2 laser; Dysphonia severity index; Jetter; Sh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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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李進讓等[3]和Benninger[4]的研究均認為激光輔助的

喉顯微外科手術與器械手術相比，並不會對正常聲帶造成

更大的損傷。而電腦聲學分析及電聲門檢測都能提供嗓音

評估的客觀量化指標，如基頻微擾和振幅微擾，是嗓音品

質的定量描述，與嗓音障礙程度一致，可作為聲帶發聲品

質的客觀量化指標[5]。DSI能客觀反映患者的嗓音功能[6]，

DSI越低，嗓音障礙越重；故我們用此聲學分析軟件進行

客觀測定DSI。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患者聲帶息肉術前均有較

高的基頻微擾、振幅微擾和較低的DSI，提示患者嗓音

障礙嚴重，而且基頻微擾較高者，即粗糙和嘶啞的程度

越重，其DSI越低，提示其間接反映了粗糙和嘶啞的程

度；兩組聲帶息肉術後1週與術前比較，基頻微擾、振

幅微擾均得到改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其嗓音

功能未完全恢復；隨着術後聲帶的彈性、形狀、黏膜

的硬度改善，聲帶閉合良好，最長聲時及最高基頻的提

高，DSI相對提高，差別有統計學意義，提示DSI能敏感

反映嗓音功能的變化。兩組結果顯示，術後2週與術前

比較基頻微擾、振幅微擾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

義，而DSI差異仍有統計學意義，提示嗓音功能未完全

正常。術後4週，兩組病人各指標與術前比較差異均有

統計學意義，提示嗓音完全恢復。而無論是術後1週、

術後2週、術後4週，病例組與對照組比較基頻微擾、振

幅微擾，DSI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較傳

統喉顯微手術，CO2激光聲帶息肉切除手術並不會對聲

帶造成更大的傷害。Benningert[4]及黃志剛等[7]認為在

低功率(1-3W)、超脈衝模式下、作用時間0.1S，CO2激

光對於治療聲帶息肉、聲帶小結、聲帶囊腫等良性病

變，早期有輕度的影響；而遠期(1月)效果與喉顯微手

術器械相比，創面癒合情况無差異，並不會對聲帶造成

更大的損傷，本研究支持此觀點。

綜上所述，CO2激光聲帶息肉切除較傳統喉顯微手

術並不會對聲帶造成更大的傷害，且具有以下優點：①

與冷器械手術相比，CO2激光手術精確度高，能避免常

規“冷器械”（如喉刀、剪、鉗）在切割時因進行長距

離操作而產生的抖動，將操作變得更加準確、簡單化；

②激光光束可以封閉黏膜表面小血管，出血少，可以清

楚看到術野，因此更容易徹底切除病變，治癒率高；③

黏膜下囊腫患者可以用激光翻起黏膜瓣，囊腫摘除後又

可黏膜焊接復位。作者希望通過嗓音評估的客觀指標，

對臨床進行CO2激光喉顯微手術提供理論依據。

表1.基頻微擾(%)

組別 術前 術後1週 術後2週 術後4週

病例組 1.431±0.691 1.232±0.382 0.941±0.362 0.607±0.251

對照組 1.471±0.723 1.203±0.441 0.934±0.371 0.601±0.231

表2.振幅微擾(%)

組別 術前 術後1週 術後2週 術後4週

病例組 1.985±0.701 1.771±0.503 1.571±0.378 0.604±0.243

對照組 2.105±0.630 1.847±0.531 1.606±0.414 0.771±0.653

表3.DSI

組別 術前 術後1週 術後2週 術後4週

病例組 -3.327±2.511 -2.150±1.581 -1.113±0.728 1.913±1.672

對照組 -3.402±2.310 -2.037±1.601 -1.038±0.813 2.23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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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變應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是變應原作用

於機體後引發IgE介導的鼻黏膜炎性反應，表現為鼻塞、

流涕、鼻癢、噴嚏等症狀。近年AR患病率呈增長趨勢，

中國城市的患病率達8.7%~24.1%[1]，已成為影響人們生活

質量的常見慢性病之一，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血清特異性IgE(specific IgE, sIgE)檢測對於診斷AR，

可定性或定量對變應原進行檢測，是一種具有特異性

強、結果準確可靠、安全等優點的檢測手段[2]。明確引

發AR變應原對其預防、診斷和治療至關重要，然而由於

地理、氣候、人文背景、生活習慣的不同，各地誘發AR

的變應原種類也存在較大差異。本研究旨在通過對本院

32例AR患者sIgE檢測結果進行回顧性分析，了解澳門地

區變應原分佈特點，為AR的預防和健康促進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14年9月~2015~8月在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

科門診就診具有鼻塞、清涕、鼻癢或噴嚏等AR典型臨床

症狀和體征[3]的患者，行血清sIgE檢測，檢查人數共32

例，其中男性15例，女性17例，年齡3歲~60歲。

二、檢測方法

血清sIgE檢測採用免疫印迹法，使用r-biopharm生產

的試劑 RIDA qLine® Allergy。選取的過敏原包括：1.吸入

組（歐洲屋塵蟎、谷屋塵蟎、赤楊樹、樺樹、榛樹、橡

樹、草類、黑麥、艾草、車前草、貓皮毛屑、馬皮毛屑、

狗皮毛屑、天竺鼠皮毛屑、倉鼠皮毛屑、兔皮毛屑、青

霉菌、芽枝霉菌、煙麴霉菌、交錯霉菌）。2.食物組(榛

果、花生、核桃、杏仁、牛奶、蛋白、蛋黃、酪蛋白、馬

鈴薯、芹菜、胡蘿蔔、番茄、鱈魚、蟹、橙、蘋果、小麥

麵粉、黑麥麵粉、芝麻、黃豆)。

常規抽取患者靜脈4ml，盡快分離血清後，置-20℃

保存待測，檢測時，先將吸附有特異性變應原的反應條

置於反應槽中，最後將反應條依次固定在專用閱讀儀的

支架上，通過3D colour flatbed掃描器及RIDA qLine® 

【摘要】  目的 了解變應性鼻炎患者變應原分佈狀况，為變應性鼻炎(al l e r g i c 

rhinitis, AR)的防治提供臨床參考。  方法 2014年9月~2015年8月間針對有AR典型臨床症

狀和體征的患者採用免疫印跡法進行特異性IgE抗體檢測，其檢測結果進行回顧分析。  結

果 變應性鼻炎患者變應性陽性率中主要變應原分別為：谷屋塵蟎、歐洲屋塵蟎、動物毛皮

屑類、樹類、草類。  結論 初步揭示塵蟎是澳門變應性鼻炎患者最主要的變應原。

【關鍵詞】澳門；變應性鼻炎；免疫印跡法；特異性IgE

Analysis  the specific IgE in allergic rhinitis patients

CHOI Wai I ,  LIU Shui Ming*,  HO Chan In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llergen distribution in allergic rhinitis patients, so as to provide clinical 

reference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Methods   Patients with typical clinical symptoms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s of allergic rhinitis were selected from September 2014 to August 2015, to undergo specific IgE 
antibodies detection with immunoblotting, and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allergens in allergic rhinitis and their 
allergic positive rate were: Valley house dust mite (40%), european house dust mite(32.5%), dander of animals(15%), 
trees(7.5%) and grass(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st mite is the main allergen in allergic rhinitis in Macau.

[Key Words]  Macao; Allergic rhinitis; Immunoblotting; Specific IgE 

變應性鼻炎患者特異性IgE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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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軟件結合分析結果，根據每一條試條上之標準結

合帶曲線，以計算各獨立過敏原相對w之濃度，結果

以IU/ml及RAST(0~6)級別顯示。結果判斷：1級(>0.36 

IU/ml)以上為陽性。

結 果

本調查顯示32例患者，檢查出變應原患者陽性率

71.9%(23/32)，共檢查出48種次變應原；陽性率分別為:吸

入組83.3%(40/48)，食物組16.7%(8/48)；吸入組中:谷屋

塵蟎40%(16/40)，歐洲屋塵蟎32.5%(13/40)，其次為動物

毛皮屑15%(6/48)，樹類7.5%(3/40)，草類5%(2/40)。

討 論

常見變應原包括吸入性和食物性兩大類，其中引

發AR症狀的最常見因素是吸入性變應原。對AR患者進行

吸入性變應原檢測，明確導致AR發生的吸入性變應原種

類，可減少AR發生的頻數和嚴重程度。

本研究顯示變應原陽性率首三位分別是：谷屋塵

蟎40%，歐洲屋塵蟎32.5%，其次為動物毛皮屑15%；

塵蟎[4]（學名：Dermatophagoides pteronyssinus）

是一種8隻腳的微小的蛛形綱節肢動物，長170~500微

米，寬250~322微米，雌雄個體均為乳白色，肉眼是看

不到的，最喜歡生長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中，適合生長的

溫度為22~26℃、濕度為70%~80%，以人類或動物（貓、

狗）脫落的皮屑、毛髮維生；澳門地區溫暖潮濕(2014年

平均氣溫22.7，平均相對濕度81%)[5]，利於塵蟎生長。

澳門居民喜愛飼養寵物，特別是狗、貓、鼠類寵

物，截至2014年共簽發10868寵物犬隻準照[6]，從而導

致人群易暴露於動物毛皮屑變應原。

WHO關於AR診療的規範文件[7]指出，AR的治療主

要包括避免接觸變應原、藥物治療、特異性免疫治療

(specific immune therapy, SIT)、患者教育和外科治

療等方面。其中，避免接觸變應原和SIT是對因治療，

尤其是SIT被認為是目前唯一可影響變應性疾病自然進

程的病因治療方法，但它們都必須以明確變應原為前

提。測定sIgE方便、快捷、安全性和特異性高，既可定

性又可定量，可初步評價患者的過敏狀態，對AR流行病

學調查和SIT均有良好的指導意義。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分析AR患者變應原譜的分

析，初步揭示了澳門地區變應原特點，今後我們還會繼

續加大樣本量和統計年限，了解變應原在不同人群的分

佈特點，為臨床防治工作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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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

肺癌是全球人類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全球820萬人

死於惡性腫瘤，其中肺癌159萬人，約佔五分之一，高

居榜首[1]。根據2014年6月出版的《澳門癌症登記年報

2012》報導，2012年澳門地區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均

為第一位，可見肺癌的治療是現代醫學重要的任務。

2013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總局(C F D A)批準了

克唑替尼(cri z o t i n i b)用於臨床治療非小細胞肺癌

(NSCLC)。克唑替尼是一種ATP競爭抑制劑，特異性靶向

抑制EML4-ALK融合基因的酪氨酸激酶，而該基因有誘

導和促進腫瘤生成作用[2]。本次研究是利用Ventana免

疫組織化學染色方法對119例NSCLC樣本進行ALK蛋白檢

測，並分析ALK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徵的關係，為臨床靶

向治療方案的確定提供參考。

資料與方法

一、病例收集

收集自2007年1月~2014年12月在澳門鏡湖醫院病

理檢查診斷結果為NSCLC的樣本共119例，其中包括有69

例手術切除組織樣本和50例胸腔積液細胞樣本。患者年

齡分佈在37歲~89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5±13歲。男性68

例，女性51例。患者25例有吸煙史和94例無吸煙史。組

織學類型108例腺癌、3例鱗癌和8例大細胞癌。組織分

【摘要】  目的 檢測非小細胞肺癌(NSCLC)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LK)表達及與臨床病理

特徵的關係，為臨床靶向治療方案的確定提供參考。  方法 收集119例NSCLC，採用Ventana

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ALK。免疫組織化學結果與螢光原位雜交檢測進行比較。分析NSCLC 

ALK表逹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徵的關係。  結果 NSCLC組織中的ALK陽性率為9.24%(11/119)。

免疫組織化學法與螢光原位雜交法檢測ALK的結果符合率為100%。ALK表逹與患者臨床特徵無

關(P>0.05)。  結論 免疫組織化學方法能有效檢測出NSCLC ALK蛋白表逹，有幫助於臨床遴

選出適合靶向藥物crizotinib治療的患者，而無需依賴NSCLC其它的臨床病理特征。

【關鍵詞】非小細胞肺癌；ALK；免疫組化

Immunohistochemical detection of ALK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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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protein expression of 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NSCLC), and explore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argeted therapy.  Methods   Total 119 cases of NSCLC were collected 
from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Protein expression of ALK was detected by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Results of both ALK tests, FISH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compa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LK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was analyzed.   Results  Positive ALK was detected in 
9.24% (11/119) NSCLC. The results between ALK, FISH and immunoreaction are concordant in 100% of 
detected cases.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ALK is not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features (P>0.05).  Conclusion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ALK can be effectively detected in NSCLC. The detection can aid 
in identifying patients eligible for treatment with crizotinib, irrespective of their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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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8例高度分化、60例中度分化和51例低度分化。

臨床分期54例Ⅰ~Ⅱ期和65例Ⅲ~Ⅳ期。所有的標本固定

於10%中性緩衝褔爾馬林，常規標準自動脫水，石蠟包

埋，切片厚約3m兩張，分別進行蘇木素-伊紅染色和免

疫組織化學染色。

二、免疫組織化學

免疫組化全程在全自動組化切片染色機(BenchMark 

XT, Ventana)進行。ALK(D5F3)兔單克隆抗體購自Ven-

tana，為應用液。每次檢测都設立阳性對照。ALK陽性

部位在癌細胞胞膜和胞漿，呈棕褐色細颗粒狀反應（圖

1 見封3）。免疫組化結果由2位醫生分别進行判斷。

三、螢光原位雜交

在119例樣本中有7例樣本已送香港進行ALK融合基

因的螢光原位雜交檢測，用於與相同病例ALK免疫組化

比較。

四、統計學分析

應用SP S S13.0統計軟件處理，採用卡方χ2 檢驗

比較分析，分別統計NSCLC患者中EML4-ALK融合基因

的表逹與患者臨床特徵進行分析。顯着性差異界限為

P<0.05。本次研究檢測所得出的結果對應FISH的檢測結

果進行方法學比較，以評價本次研究方法。

結 果

一、NSCLC ALK蛋白表達 

採用免疫組化染色，119例NSCLC中，有11例為ALK

融合基因陽性，陽性率為9.24%。

二、免疫組化與螢光原位雜交檢測結果比較 

119例NSCLC中，有7例樣本已進行ALK融合基因的

螢光原位雜交檢測，2例為陽性，5例為陰性。在同一病

例進行ALK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獲得的結果相同，也是2

例為陽性，5例為陰性，提示兩種ALK檢測方法結果完全

一致，總符合率為100%。

三、ALK蛋白陽性表逹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徵的關係 

將119例非小細胞癌患者ALK蛋白表逹與患者年齡、性

別、吸煙史、標本的種類、組織學類型、分化程度、臨床

分期的關係進行統計學分析，結果顯示ALK陽性表逹與上

述臨床病理特徵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討 論

間變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 L K)蛋白是受體酪氨酸激酶胰島素受體超級家族成員

之一，基因位於染色體2p23，由2個大內含子和26外顯

子組成[3]。染色體2p的倒置產生含有棘皮微管相關蛋

白樣4(echinoderm microtubule associated protein-

like 4, EML4)基因與ALK基因的融合基因(EML4-ALK)。

融合基因則造成活化的激酶融合蛋白[4]，後者具有轉化

活性。NSCLC EML4-ALK融合基因檢測對其治療具有重要

意義。EML4-ALK陽性的患者適合於克唑替尼標靶藥物治

療，一些晚期患者在靶向治療中明顯得益，因藥物能抑

制ALK信號通路，阻止細胞惡性增殖的作用，導致腫瘤

明顯縮小，甚至消失。

EML4-ALK的檢測有2種方法，採用EML4-ALK融合基因

FISH檢測，NSCLC中的陽性率約為2%~7%[4,5]，而本研究採

用免疫組化檢測，陽性率為9.24%，略高於FISH結果。

有關EML4-ALK融合基因FISH檢測與ALK免疫組化檢測

結果的相符率，不少大宗病例研究已經證實EML4-ALK融

合基因FISH檢測與ALK蛋白免疫組化檢測結果的相符率為

92%~99%[6-9]，本文檢測少量病例，其相符率達100%。更

重要的是，有文獻指出，ALK免疫組化陽性而FISH陰性的

患者仍可得益於克唑替尼(crizotinib)靶向治療[10]。

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是一種快速和相對廉價的檢測

表1.ALK陽性表逹與患者臨床病理特徵的關係

臨床病理特徵
EML4-ALK表逹結果

合計 P值
陽性 陰性

年齡 0.48

≦65歲 5 61 66

>65歲 6 47 53

性別 0.27

男性 8 60 68

女性 3 48 51

吸煙史 0.59

有吸煙 3 22 25

無吸煙 8 86 94

樣本種類 0.09

組織樣本 9 60 69

細胞樣本 2 48 50

組織學類型 0.54

腺癌 11 97 108

鱗癌 0 3 3

大細胞癌 0 8 8

組織分化程度 0.13

高分化 2 6 8

中分化 3 57 60

低分化 6 45 51

臨床分期 0�20

Ⅰ~Ⅱ期 7 47 54

Ⅲ~Ⅳ期 4 6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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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LC EML4-ALK融合基因的方法，在大多數醫院和實驗

室都能常規進行[11]。免疫組化的優勢在於可以直接觀

察腫瘤組織結構和細胞形態，判讀ALK蛋白表逹情况。

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可以成功檢測多種不同類型的腫瘤標

本，包括手術、細針穿刺或細胞塊，只要樣本中含有幾

簇腫瘤細胞就可以進行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另外，

因為NSCLC中EML4-ALK融合基因表逹的病例比例較低，

使用螢光原位雜交檢測的費用相對昂貴，所以需要一種

經濟的篩查方法。

EML4-ALK融合基因FISH或ALK免疫組化檢測對篩

選晚期NSCLC中對靶向治療敏感的患者是十分重要的，

但ALK基因重排在NSCLC中僅佔2%~7%[12,13]。是否能夠根

據臨床病理特徵來決定哪些患者應該進行ALK檢測的初

篩？根據現有的臨床研究顯示EML4-ALK融合基因陽性的

患者大多具有下列特點：無吸煙史、年齡相對較輕和病

理組織類型多為腺癌[14-16]。亦有研究顯示老年患者、

有吸煙史和非腺癌病理組織類型也可檢測出EML4-ALK融

合基因。因此，臨床病理特徵是不足以篩查患者進行

EML4-ALK融合基因的檢測[17-19]。本次研究的結果並無發

現ALK表達與臨床病理特徵有關。

最後，本研究確定可在胸腔積液細胞塊進行ALK免

疫組化檢測。在澳門，由於相對一部份NSCLC患者確診

時已處於晚期，錯過了最佳手術治療時機，這些患者僅

有細胞學標本，沒有可供檢查的組織。因此，細胞塊

ALK檢測為這些晚期患者提供靶向ALK藥物治療的機會，

甚至獲得極好的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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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中醫腫瘤專科惡性腫瘤患者病情特點和中醫藥的作用。  方法 收

集、分析中醫腫瘤專科惡性腫瘤病人初診及複診的臨床表現，以及初診時機。  結果 中醫

腫瘤專科患者的病情表現主要為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非直接由惡性腫瘤導致的疾病或症

狀，恢復期狀態，在88例初診和74例複診患者中分別佔39例(44.32%)，12例(13.64%)，13

例(14.77%)和35例(47.30%)，34例(45.95%)，17例(22.97%)。初診患者常見的求診時機依次

為：恢復期40例(45.45%)，常規治療同時18例(20.45%)，和常規治療後11例(12.50%)。初

診患者舌質暗滯42例(47.73%)、舌質有瘀斑、瘀點或舌下瘀絲15例(17.05%)，裂紋舌14例

(15.91%)；剝落苔、鏡面舌或少苔16例(18.18%)，膩苔13例(14.77%)。  結論 初診病人舌

象提示較多惡性腫瘤患者存在氣滯血瘀、氣血兩虛、陰虛液枯、濁邪內蘊的狀况。中醫門診

癌症患者較多以中醫藥應對惡性腫瘤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作為恢復期的對症治療和長期調

理，治療某些非直接由癌症導致的疾病或症狀。

【關鍵詞】中醫；中藥；癌症；常規療法

Primary analysis of cancer patients at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cology clinic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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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cancer patients' medical conditions at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cology clinic and the effec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Collect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out-patients at the initial and follow-up consultations respectively,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itial consultation time-point and conventional anti-cancer therapies 
as well.   Results  The medical conditions of patients were mainly conventional cancer therapies-related 
side-effects, non-cancer-related conditions and recovery status. They were 39 cases (44.32%), 12 cases 
(13.64%), and 13 cases (14.77%) respectively in 88 cases at initial consultation, and 35 cases (47.30%), 
34 cases (45.95%), 17 cases (22.97%) respectively in 74 cases at follow-up consultations . The first three 
time-points of initial consultation were (1)recovery stage 40 cases (45.45%), (2)during major conventional 
therapies 18 cases (20.45%) and (3)after major conventional therapies 11 cases (12.50%). Some of the 
abnormal tongue pictures presented as stagnation tongue body 42 cases (47.73%), stasis spot or ecchymosis 
on tongue body 15 cases (17.05%), cracked tongue body 14 cases (15.91%), peeled, mirrored, shiny or no 
coating 16 cases (18.18%), greasy tongue coating 13 cases (14.77%).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ed that 
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utpatient oncology clinic doctors mainly appli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treating conventional cancer therapies-related side effects, non-cancer-related conditions 
and strengthening body resistance to prevent recurrence. Some abnormal tongue pictures indicated Qi 
& Blood Stagnation, Qi & Blood Deficiency, Yin & Fluid Deficiency, Excess Phlegm & Turbidit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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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中醫療法對於癌症有着良好的輔助性治

療和支持性治療作用[1,2]。自2010年起腫瘤已經連續五

年排在澳門人死因的首位[3]。隨着腫瘤發病率的上升，

尋求中醫藥以應對惡性腫瘤的病人也不斷上升，但本澳

仍缺乏中醫介入惡性腫瘤治療的臨床研究，故此，現將

本院中醫腫瘤專科收治的門診惡性腫瘤病人作初步的調

查分析，以利進一步探討澳門中醫腫瘤病人的特點及中

醫藥的作用。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以2013年3月11日~2015年7月25日澳門鏡湖醫院

中醫腫瘤專科門診惡性腫瘤病人為研究對象，入選標

準：所有病例為發病5年內的患者，均經病理學明確診

斷為惡性腫瘤。剔除標準：有惡性腫瘤史超過5年，已

痊癒，無復發的患者；惡性腫瘤診斷不明確的患者；初

診時中醫四診資料不完整的患者；良性腫瘤患者。

入選病例共88例，男40例，女48例，年齡為27

歲~91岁，平均年齡58.49±14.01岁。臨床分期Ⅰ期18

例，Ⅱ期14例，Ⅲ期31例，Ⅳ期20例，臨床分期未明

5例。大腸癌18例，鼻咽癌15例，乳腺癌13例，肺癌11

例，卵巢癌7例，肝癌6例，惡性淋巴瘤5例，腦膠質瘤2

例，其他惡性腫瘤共11例。

二、方法

回顧入選病例的臨床資料，重點對患者的初診及

複診的病情、初診時對應西藥常規治療的時間及初診舌

象進行歸納分析。

1. 根據患者臨床表現及中醫證候，將患者病情分

為以下幾類：

(1)西醫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並將其進一步細分

為：全身反應、消化道反應、骨髓抑制、周圍神經毒性、

放射性口腔炎和鼻腔炎、放療後遺症、其他（包括術後

肢體淋巴水腫，放射性直腸炎，內分泌治療的副作用）。

(2)與惡性腫瘤相關的症狀。

(3)恢復期狀態，指患者在西醫常規治療後恢復期

尋求對症治療或中醫調理。

(4)中晚期狀態，指患者放棄或不能西醫常規治療

而尋求中醫治療。

(5)非直接由惡性腫瘤導致的其他疾病或症狀，例

如：上呼吸道感染、胃腸道疾病、月經不調、中風等。

(6)其他，指患者在常規治療前或常規治療中尋求

中醫調理，咨詢等。

在本研究中，中醫調理是指根據患者身心狀况，

運用中醫治療方法，增強患者體質，改善相關症狀等，

從而達到扶正祛邪、提高生存質量，預防副作用發生、

預防復發轉移；西醫常規治療指手術、放療、化療、標

靶治療和內分泌治療。初診患者病情分類只選一項，複

診患者由於長期複診中病情可出現變化或兼患其他疾

病，可選一項以上。

2.對應西醫常規治療的時間，將患者初診求診時

機分為以下幾類：

(1)常規治療前，指術前，放、化療前，標靶治療前。

(2)常規治療同時，指放、化療，標靶治療，內分

泌治療的同時。並將其進一步細分為：放療治療同時、

化療治療同時、標靶治療同時、內分泌治療同時。

(3)常規治療間歇期，指放化療或標靶治療療程間

歇期間。

(4)常規治療後，指完成手術、放化療或標靶治療

後的1月內。

(5)恢復期，指完成手術、放化療或標靶治療後的

1月或以上。

(6)中晚期，指中晚期的患者，放棄或不能西醫常

規治療，轉為求診中醫時。

3.回顧初診患者的舌象，舌質包括舌神、舌色、

舌形、舌態、舌下絡脈，舌苔包括苔質、苔色，統計分

析異常舌象。

三、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用Kingsoft Spreadsheets進行統計。

結 果

本文納入研究的88例初診病例中，有74例病例複

診。根據患者臨床表現進行病情分類，初診患者主要為

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其次為恢復期狀態，再次為非直

接由惡性腫瘤導致的其他疾病（表1）。複診患者中，

主要為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及非直接由惡性腫瘤導致的

其他疾病或症狀，其次為恢復期狀態（表1）。在初診

in most cancer patient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Cancer; Conventional thera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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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複診患者中，分別有11.63%及13.51%的患者為放棄或

不能西醫常規治療，轉為求診中醫的中晚期患者。在初

診患者中，常見的常規治療毒副反應分別為：消化道反

應，周圍神經毒性，放射性口腔炎和鼻腔炎，以及全身

反應（表2），複診患者中，消化道反應，周圍神經損

傷，放射性口腔炎和鼻腔炎，全身反應，以及放療後遺

症較常見（表2）。

表1.惡性腫瘤病情分類

病情分類
初診患者（88例） 複診患者（74例）

例數 百分比 例數 百分比

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 39 44.32% 35 47.30%

惡性腫瘤相關症狀 8 9.09% 2 2.70%

恢復期狀態 13 14.77% 17 22.97%

其他疾病 12 13.64% 34 45.95%

中晚期狀態 10 11.36% 10 13.51%

其他 6 6.82% 8 10.81%

表2.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分類

常規治療的毒副作用
初診患者（39例） 複診患者（35例）

例數 百分比 例數 百分比

全身反應 8 20.51% 8 22.86%

消化道反應 14 35.90% 11 31.43%

骨髓抑制 2 5.13% 4 11.43%

周圍神經毒性 9 23.08% 8 22.86%

放射性口腔炎和鼻腔炎 8 20.51% 8 22.86%

放療後遺症 4 10.26% 8 22.86%

其他 5 12.82% 4 11.43%

表3.中醫初診時間與常規治療時間的關係（88例）

中醫初診時機 例數 百分比

常規治療前 7 7.96%

常規治療同時 18 20.45%

常規治療間歇期 2 2.27%

常規治療後 11 12.50%

恢復期 40 45.45%

中晚期 10 11.36%

表4.初診患者常見舌質（88例）

舌質暗滯 淡白 淡紅 紅
瘀斑、瘀點、
舌下瘀絲

嫩舌 裂紋舌

例數 42 6 58 23 15 7 14

百分比 47.73% 6.82% 65.91% 26.14% 17.05% 7.95% 15.91%

表5.初診患者常見舌苔（88例）

白苔 黃苔 薄苔 膩苔
剝落苔、鏡面舌、

少苔

例數 44 22 36 13 16

百分比 50% 25% 40.91% 14.77% 18.18%

對應西醫常規治療的時間發現，患者初診求診時

機以在恢復期為主，其次為常規治療同時及常規治療後

的1月內（表3）。初診時機在常規治療同時的18例患者

中，放療治療同時的5例，化療治療同時的4例，標靶治

療同時的6例，內分泌治療同時的3例。

初診惡性腫瘤患者的常見舌象（表4、表5）。在

初診患者異常舌象中，舌質暗滯接近半數，舌質有瘀

斑、瘀點或舌下瘀絲，裂紋舌，剝落苔、鏡面舌或少

苔，膩苔也較多見，提示較多初診惡性腫瘤患者存在氣

滯血瘀、氣血兩虛、陰虛液枯、濁邪內蘊的狀况。

討 論

盡管世界各地大量基礎研究顯示中藥有抗癌的作

用，我們以往的工作也發現某些中藥提取物有抑制癌細

胞增殖、誘導癌細胞凋亡的作用[4-6]，目前中醫在臨床

上治療癌症的特點仍體現在改善症狀，減輕痛苦，提高

生存質量，延長帶瘤生存期；減輕常規治療的毒副作

用，促進康復；輔助西醫常規治療；增強或恢復免疫

力，抗轉移復發。

從患者病情的分析結果來看，中醫腫瘤專科門診

患者主要尋求治療常規治療引起的毒副作用，以及康復

期長期中醫調理，冀望增強或恢復免疫力，抗轉移、復

發。同時，複診尋求治療非直接由惡性腫瘤導致的其他

疾病者接近半數，反映癌症是一種慢性病，在漫長的病

程中兼患其他疾病時，較多的患者傾向尋求中醫治療。

對於放棄或不能西醫常規治療的中晚期患者，中醫治療

是提高生存質量，延長帶瘤生存期的方法之一。

中醫療法對於癌症有着良好的輔助性治療和支持性

治療作用，可在常規治療期間和治療後應用[1,2]。本研究

中患者初診時間主要在常規治療期間及恢復期。這主要與

患者尋求治療常規治療引起的毒副作用，以及康復期長期

中醫調理，改善症狀、防止復發轉移的求診目的有關。

分析患者異常舌象，發現舌質異常主要表現在舌

神、舌色方面的異常，其中近半數出現舌質暗滯，屬於

枯舌範疇，反映病情較重，病屬惡候，舌質有瘀斑、瘀

點或舌下瘀絲及裂紋舌較多，反映氣滯血瘀、氣血兩

虛、陰虛液枯為患者病情特點之一。舌質暗滯，膩苔，

反映病情危重，濁邪內蘊，與癌症患者病情複雜、纏綿

相符。癌症患者的特殊舌像，可作為了解病情深淺、病

勢進退以及療效判定的較為客觀的觀察指標。

（下轉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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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的殘根殘冠主要來源於齲壞、牙冠外傷或

不良修復體的併發症所致。普遍認為，殘根殘冠由於在

根管治療後牙體結構發生變化，致使牙冠的抗折強度降

低，而樁核冠的修復方式能夠擴大殘根殘冠的適應症，

進而能為患者保留更多的牙齒[1]。根管樁的材料主要分

為金屬類和非金屬類，金屬類包括鑄造金屬樁、金屬成

品樁、預成的純鈦樁；非金屬類有氧化鋯樁和纖維樁，

而纖維樁又可分為碳纖維樁及玻璃纖維樁。眾多學者在

對不同根管樁材料做過大量研究分析後認為，由於具有

優良的機械性能、生物相容性及美觀等特性，纖維樁材

料是目前最適合應用於根管治療後的樁核冠修復體[2-4]。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通過近2年多的臨床觀察，比較殘根

殘冠在根管治療後使用玻璃纖維樁修復和不使用樁核修

復的臨床效果。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3M Rely X 玻璃纖維樁及根管樁道預備鑽套裝，3M 

Rely X Unicem 黏接劑。

二、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就診於澳門鏡湖醫院口腔門診的44名患

者為實驗對象，男18名，女26名，年齡在20歲~58歲之

間，平均年齡38.4歲。實驗中共修復了62顆患牙，根據

治療需要將患者分為兩組，一組為使用纖維樁(fiber 

【摘要】  目的 對根管治療後再置入玻璃纖維樁的冠修復體與沒有置入樁修復體的臨

床療效進行比較分析。  方法 共選擇了44名患者62顆患牙進行根管充填，每顆患牙至少

缺損一處軸面，將其分為兩組，其中30顆患牙行玻璃纖維樁核的全冠修復（FP組），32顆

患牙為無樁固位的全冠修復（NP組）。  結果 在平均觀察期內2.1±0.9，FP組的成功率達

到100%，NP組的成功率是81.3%，玻璃纖維樁修復冠與無樁修復冠的成功率之間有統計學意

義。  結論 在完成高品質的根管治療後行修復治療，纖維樁的使用能增加殘根殘冠修復的

成功率，可在臨床中廣泛應用。

【關鍵詞】纖維樁；殘根殘冠；固定修復體；牙髓治療

Clinical effect analysis of residual roots or crown prosthetic restoration by fiber posts

ZHU Xiao, WANG Miao, GAO Jia Ye, LIU Qin*
Oral & Maxillofacial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complete root canal therapy 

using glass fiber posts in the broken teeth and none-fiber post.  Methods    Forty four patients with a total 
of 62 teeth were selected. All the teeth, which lost 1 wall at least, underwent root canal therapy. Out of 
62 teeth, 30 teeth were restored using glass fiber posts (FP group) and 32 received none-fiber post (NP 
group), each in combination with composite core build-up.   Results  The survival rate was 100% in FP 
group, and 81.3% in the NP group in the observation period (2.1±0.9) years. The success rate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For root canal treatment, the restoration of residual 
roots or crowns using glass fiber post and core has a higher survival rate, when compared with non-fiber 
post and can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 practice.

[Key Words]   Fiber post; Residual root or crown; Prosthetic restoration; Endodontic therapy 

纖維樁對保留殘根殘冠修復體的臨床療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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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FP)組，納入的數量為30顆，其中前牙12顆，前

磨牙11顆，磨牙7顆；另一組為沒有使用根管樁(none-

post, NP)組，納入的數量為32顆，其中前牙8顆，前磨

牙18顆，磨牙6顆。

納入標準：殘根殘冠在齦下部份缺損的高度不超

過2mm，患牙無需做牙軸改向，患者已行完善的根管治

療並經過1月以上的隨訪檢查，牙周組織健康，患牙無

鬆動，咬合基本正常，無偏側咀嚼習慣或明顯的牙合面

磨耗，X-Ray片示牙根無暗影，未見欠充或超充影像。

有糖尿病或傳染病等全身性疾病患者排除在本實驗外。

三、治療方法

按照根管預備的一般原則進行製備：樁長應達根

長的2/3~3/4或樁的長度與冠的長度一致，根尖部需留

4~5mm的牙膠尖，樁直徑約為牙根直徑的1/3，樁的數目

視牙體剩餘量及根的固位要求決定。

四、評價標準

患者在治療後每6月定期複診，觀察修復效果。臨床

檢查參照美國加州牙科協會(California Dental Associa-

tion, CDA)的評價標準[5]，並作改良（表1），對固定修復

冠的邊緣適合性能、外形、完整性、顏色、牙齦狀况進

行評價，以修復對側同名牙或鄰牙為參照物評價修復效

果，結果計為“好”、“可接受”、“不可接受”。以

“好”、“可接受”作為修復成功，以“不可接受”判定

為修復失敗，並需要重做全冠修復體。同時，在FP組和NP

組中分別將前牙、前磨牙、磨牙分開進行分析。

五、統計學方法

採用SP S S13.0軟件對資料進行分析，採用χ2 檢

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修復體的臨床觀察

在2.1±0.9年的平均觀察期間，44名患者的62顆患

牙均完成了設定的複診項目(表2)。其中顏色和邊緣適

合性最令患者滿意，既沒有發現顏色明顯的改變，也沒

有發現邊緣微滲漏的現象，而在完整性上NP組上有3例

冠折患牙，是出現問題最多的臨床症狀，除此之外在外

形上NP組有2例崩瓷，牙齦紅腫的有1例。

FP組的30例患牙的修復體中沒有1例出現失敗，修

復成功率達100%，而對照組NP組中，失敗6例，其中冠

折斷2例，崩瓷有1例，成功率降至81.3%，均需要重新

製作修復體。可以得出殘根殘冠使用纖維樁修復牙齒的

表1.固定修復冠的臨床評價標準

項目 分級指標 標準

邊緣適合性 好 不卡探針，無可見裂隙，邊緣探診光滑

可接受 可見微小裂隙，探針在一個方向上卡住無齲
壞，可修補但並非必需；無齲壞；或修復體
和牙體組織邊緣變色

不可接受 邊緣有缺陷不能完全修補；或沿修復體邊緣
向牙髓方向可探入變色區；或餘留多餘的水
門汀；或修復體鬆動；或修復體邊緣連續齲
壞；或牙體組織折裂

完整性 好 修復體表面完整，無任何可見的裂紋或折裂

可接受 修復體可見裂紋，但未完全折裂

不可接受 修復體完全折裂或脫落

外形 好 修復體與牙體外形連續，外形良好，與鄰牙
及軟組織功能協調

可接受 修復體外形輕微低於或超出牙體；修復體外
形稍突或稍凹；或有咬合但恢復不足；或邊
緣脊恢復稍不足；或唇側外形扁平；或舌側
外形扁平

不可接受 修復體外形明顯過突或過凹；或咬合受影
響；或接觸點恢復不好；或有邊緣懸突；或
有創傷牙合；或整體咬合恢受不足；或造成
無法緩解的牙齒或鄰近組織疼痛；或造成牙
齒、軟組織或支援骨的破壞

顏色匹配 好 修復體明暗度和/或透明度與鄰牙協調

可接受 修復體明暗度與鄰牙輕微不協調

不可接受 修復體與鄰牙不協調，色度、明暗度或透明
度超出正常範圍，或明暗度與鄰牙很不協調

牙齦狀况 好 牙齦健康

可接受 有輕微牙齦炎，探針有少量出血及輕度齦萎
縮，但不影響美觀

不可接受 戴入後有明顯牙齦紅腫、出血、牙周袋加深
及影響美觀的牙齦萎縮

表2.評價62例修復體前後的臨床療效(n%)

內容
滿意 可接受 不接受

FP NP FP NP FP NP

邊緣適合性 28(93.3) 31(96.9) 2(6.7) 1(3.1) 0(0) 0(0)

完整性 29(96.7) 29(90.6) 1(3.3) 0(0) 0(0) 3(9.4)

外形 30(100) 30(93.8) 0(0) 0(0) 0(0) 2(6.2)

顏色匹配 30(100) 31(96.9) 0(0) 1(3.1) 0(0) 0(0)

牙齦狀况 30(100) 29(90.6) 0(0) 2(6.3) 0(0) 1(3.1)

表3.FP與NP的修復體成功率之間關係

成功 失敗

FP 30 (100) 0 (0)

NP 26 (81.3) 6 (18.7)

χ 2:4.27  P:0.039

表4.失敗修復體的分佈區域

前牙 前磨牙 磨牙

FP 0 0 0

NP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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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較未使用纖維樁修復牙齒的成功率間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P<0.05)（表3）。

二、不同牙位修復體

NP組失敗的6例中，冠折斷的3例均為前磨牙，有2

例前磨牙的殘根殘冠剩餘牙本質均不足2mm，而且是兩

壁缺損，而有1例失敗的原因在於患者後期製作局部可

摘義齒時以此患牙為基牙，在使用半年後牙冠折斷脫

落；崩瓷的1例為前磨牙，另1例為磨牙，查問病史可知

患者有咬硬物史；牙齦紅腫的患牙為前牙，因外傷後牙

冠折裂，折斷緣位於齦下2mm處（表4）。

討 論

成功的殘根殘冠修復體恢復的不僅是美觀、咬合

功能，還能恢復良好的牙周關係，以及抵抗牙槽骨高度

的喪失[6,7]。有研究認為，對於根尖周組織和牙周組織

的健康來說，良好的冠修復比根管治療的品質更為重

要[8]，而不良修復體和失敗的根管治療對根尖周炎的危

害區別不大。天然牙與死髓牙的區別在於牙髓的活力，

而在牙體相同部份的水分含量是沒有差別的，所以完成

了根管治療的患牙並非那麼易脆[9]，只是缺少了部份牙

體硬組織，如邊緣脊或牙尖軸角，導致應力的集中而易

折裂，所以患牙抗折能力的減少主要是由於冠端的牙體

缺失，而與他是否做了根管治療沒有必然關係[10]。

並非所有的殘根殘冠都是能保留的，樁核冠修復

治療具有一定的適應症。髓室壁的厚度>2mm以便獲得良

好的抗力形，如果剩餘的牙本質厚度<2mm，僅僅靠剩餘

的薄壁弱尖，無論有無使用纖維樁修復，冠折的風險

都會明顯增長[11]。另外，剩餘牙本質肩領的高度對於

殘根殘冠的生存率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被大面積破

壞的患牙，有研究認為牙本質肩領的最低高度為2mm，

2mm以下的牙本質肩領的抗折能力較2mm以上的減少了

37%[12]，所以保護剩餘牙本質對於殘根殘冠的生存率至

關重要，本文中NP組失敗的例子中有2例患牙的牙本質

肩領低於2mm，從而導致修復體冠折。

是否使用根管樁對殘根殘冠進行修復一直都有爭議

的，有學者認為根管治療後再置入樁體可增強剩餘牙體

組織的抗力，而有學者認為根管樁的作用僅僅是延長冠

的長度來恢復修復體的形態，不但不能增加抗力，反而

會增大根管預備過程中的風險[13,14]，因此，根管樁的納

入標準是根據剩餘牙體硬組織結構和數量來確定的。當

遇到兩個或更多的髓室壁缺失時，根管樁的作用就凸顯

出來了[15]。本研究發現置入了纖維樁的修復體成功率明

顯高於未做纖維樁的修復體，由於納入實驗中的患牙至

少缺失了一處髓壁，應力容易集中，當剩餘的牙本質高

度不足時，直接樹脂充填的患牙在受到側向力或剪切力

時應力集中於剩餘牙本質的頸緣，失敗的風險也增加明

顯，而纖維樁可將應力引導至根端，增加了受力面積，

使應力分散更為合理。

因此，雖然根管樁在預備過程中有牙根縱折的風

險，但是纖維樁對於抵抗牙體折斷方面的作用還是更為

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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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支原體是廣泛存在於自然界中的最小的非寄生微生

物(0.1~0.3um)，與生殖器官感染有關的支原體主要為

解脲支原體(Ureaplasma urealyticum, UU)及人形支原體

(M.humenis, MH)。支原體可在尿道、宮頸及前庭大腺引

起相應部位炎症，亦可上行感染，引起子宮內膜炎、盆

腔炎、輸卵管炎，進而引起不孕、流產、宮外孕等[1]。

妊娠期婦女由於孕激素的增加，機體免疫及抵抗力

下降，易感性增加，支原體更易種植。經胎盤垂直傳播

或經由下生殖道的逆行感染都是支原體的傳播途徑，引

起胎兒宮內感染，可導致流產，胎膜早破，胎兒宮內發

育遲緩等。因此，有效地治療支原體感染已成為婦產科

醫生關注的重要問題。

【摘要】  目的 瞭解澳門地區女性支原體感染現况及抗生素耐藥情况。  方法 選取

2012~2014年本院門診收治支原體感染婦女進行分泌物培養及抗生素藥敏實驗。  結果 單

純解脲支原體(UU)陽性者，對多種常見抗生素敏感，耐藥率相對較高的抗生素為氧氟沙星

及克拉黴素(35.6%及24.64%)；單純人形支原體(MH)陽性者，對氧氟沙星耐藥率相對較高

(33.33%)；UU及MH同時陽性者，強力黴素及四環素敏感組間無差別。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差異

較大，UU對紅黴素敏感性高達94.72%，MH及同時合併兩種感染者亦86.67%及87%，各亞組間

有差異，UU更為敏感。UU對氧氟沙星及環丙沙星敏感度超過50%，但MH及同時感染者則耐藥

性高，各組間有明顯差異。交沙黴素及克拉黴素，在本研究中表現為相對耐藥，有顯著差

異。  結論 澳門地區女性生殖道支原體藥物敏感性與大陸其他地區有所差異，亦與支原體

分型有關，治療需根據藥敏結果用藥，避免抗生素濫用及經驗用藥。

【關鍵詞】生殖道；解脲脲原體；人形支原體；耐藥性

Drug resistance with female genital mycoplasma infection in Macau

BO Di, HUANG Yao Bin*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mycoplasma infec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women in 

Macau.  Methods   Wome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outpatient clinic from 2012 for 2014, had their 
secretion cultured for mycoplasma infection with antibiotic sensitivity test. Results  UU positive patient 
were sensitive to many common antibiotics, with antibiotic resistance rates relatively high to ofloxacin 
and clarithromycin (35.6% and 24.64% respcetively). For Mh positive patient, ofloxacin resistance rates 
was relatively high (33.33%). For UU and Mh simultaneously positive specimens, both doxycycline 
and Tetracycline are sensitive. Macrolide antibiotics are quite different, erythromycin sensitivity was 
up to 94.72% in UU, MH and concomitant infections were 86.67% and 87% respectively. Ofloxacin 
and ciprofloxacin sensitivity was over 50% in UU, but drug resistance was high in Mh, Josamycin 
and clarithromycin in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a relative high resistance,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Conclusion  Female Genital susceptibility in Macao differed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ntinent, Treatment for Mycoplasma infection needs to be based on sensitivity studies of antibiotics 
in order to avoid the misuse of antibiotics.

[Key Words]  Genital tract; Ureaplasma urealyticum; Humanoid mycoplasma;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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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抗生素的濫用，支原體耐藥現象日漸嚴

重。為瞭解澳門地區女性支原體感染現况及抗生素耐藥

情况，本研究選取2012~2014年本院門診收治支原體感染

婦女進行分泌物培養及抗生素藥敏實驗。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材料

選取2012年~2014年於本院婦科門診就診女性患

者，均主訴不同程度生殖道炎症症狀，留取分泌物前未

使用抗生素，使用棉拭子留取宮頸管分泌物，檢測解脲

支原體或人形支原體至少一項陽性。

二、試劑

採用法國生物梅裏埃公司支原體IST2試劑盒。支

原體培養基為尿素-精氨酸肉湯，PH=6。操作方法及敏

感、中間性敏感及耐藥的判定標準嚴格按照試劑盒說

明書操作。每份檢驗標本共設22個反應杯：1號杯為菌

落生長指控對照；2號及3號杯為解脲支原體及人形支原

鑒定；4號及5號杯為二者半定量測試（菌落形成閾限

為≥104）；6~22號杯分別進行9種常用抗生素的藥敏測

試，名稱及縮寫如下：強力黴素(DOX, Doxycyline)，

交沙黴素(JOS, Josamycin)，氧氟沙星(OFL, Ofloxa-

cin)，紅黴素(ERY, Erythromycin)，四環素(TET, 

Tetracycline)，環丙沙星(CIP, Ciprofloxacin)，阿

奇黴素(AZI, Azithromycin)，克拉黴素(CLI, Claryth-

romcyin)，原始黴素(PRI, Pristinamycin)（抗生素濃

度詳見表1）。抗生素濃度2（高濃度）陽性者為耐藥，

抗生素濃度2為陰性，濃度1陽性者為中間性敏感，濃度

1陰性者為敏感。

三、統計學處理

採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組敏感率

比較採用卡方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判定標準。

結 果

一、陽性率

本研究中740例患者均為支原體陽性。其中單純解

脲支原體感染625例(84.5%)，單純人形支原體感染15例

(2.0%)，兩者均感染者100例(13.5%)。

二、藥敏結果

本研究選取9種常見抗生素進行支原體耐藥性研

究，詳見表2。

1.單純U U陽性者，對多種常見抗生素敏感，其

中對強力黴素、四環素、紅黴素、原始黴素敏感率

均>90%，耐藥率相對較高的抗生素為氧氟沙星及克拉黴

表1.抗生素藥敏反應濃度

反應杯號 抗生素 簡寫 濃度1(mg/l) 濃度2(mg/l)

6,7 強力黴素 DOX 4 8

8,9 交沙黴素 JOS 2 8

10,11 氧氟沙星 OFL 1 4

12,13 紅黴素 ERY 1 4

14,15 四環素 TET 4 8

16,17 環丙沙星 CIP 1 2

18,19 阿奇黴素 AZI 0.12 4

20,21 克拉黴素 CLI 1 4

22 原始黴素 PRI 2

表2.支原體藥敏反應試驗結果

抗生素
UU

（%）
（N=625）

Mh
（%）

（N=15）

UU＋Mh
（%）

（N=100）

敏感 中敏 耐藥 敏感 中敏 耐藥 敏感 中敏 耐藥

四環素類

DOX
TET

592（94.72）
623（99.68）

32（5.12）
0（0）

1（0.16）
2（0.32）

15（100）
15（100）

0（0）
0（0）

0（0）
0（0）

98（98）
94（94）

1（1）
2（2）

1（1）
4（4）

大環內酯

JOS 64（10.24） 462（73.92） 99（15.84） 6（40） 9（60） 0（0） 0（0） 83（83） 17（17）

AZI 409（65.44） 124（19.84） 92（14.72） 0（0） 15（100） 0（0） 2（2） 90（90） 8（8）

ERY
CLI

592（94.72）
20（3.2）

27（4.32）
451（72.16）

6（0.96）
154（24.64）

13（86.67）
5（33.33）

1（6.67）
10（66.67）

1（6.67）
0（0）

87（87）
0（0）

1（1）
82（82）

12（12）
18（18）

喹諾酮

OFL 400（64） 2（0.32） 223（35.68） 0（0） 10（66.67） 5（33.33） 1（1） 18（18） 81（81）

CIP 529（84.64） 10（1.6） 86（13.76） 3（20） 9（60） 3（20） 19（19） 73（73） 8（8）

氨基糖苷

PRI 620（99.2） 5（0.8） 0（0） 15（100） 0（0） 0（0） 99（99） 1（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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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35.6%及24.64%)。

2.單純MH陽性者，對強力黴素、四環素、原始黴

素的敏感率為100%，紅黴素敏感率為86.6%，對氧氟沙

星耐藥率相對較高(33.33%)。

3.UU及MH同時陽性者，對強力黴素、四環素、原

始黴素敏感度均>90%，紅黴素敏感率為87%，氧氟沙星

的耐藥率高達81%。

三、統計分析：

將UU、MH及兩者同時感染患者分為3組，將中度敏感與

耐藥組合併，與敏感組進行卡方檢驗，P≦0.05為有顯著差

異。如各組總體有差異則進行組件分析。各亞組均對強力黴

素及四環素敏感，組間無差別。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差異較

大，UU對紅黴素敏感性高達94.72%，MH及同時合併兩種感染

者亦86.67%及87%，各亞組間有差異，UU更為敏感。UU對氧氟

沙星及環丙沙星敏感度超過50%，但MH及同時感染者則耐藥性

高，各組間有明顯差異。交沙黴素及克拉黴素在本研究中表

現為相對耐藥，亞組間有顯著差異。

討 論

支原體為可發現的最簡單的原核生物，因結構簡單，

缺乏細胞壁，有較大的可變性[2]。已知的支原體分型有100餘

種，均與人類或動物的致病有關。根據代謝途徑，抗原類型

及宿主類型的不同，可以將支原體進行分型，其中人形支原

體及解脲支原體主要與生殖系統疾患有關[3-5]。支原體易定植

在女性生殖道，青春期後性活動增加，感染率明顯升高[6]。

女性生殖系統支原體感染的症狀與定植部位及宿主免疫狀態

有關，可合併加德納菌、厭氧菌等多種感染，多表現為長

期、慢性感染或隱性感染。可無症狀，亦可有白帶增多、黏

稠，慢性下腹痛等；亦有因女性不孕症而發現支原體感染

者，此類患者可表現為附件區的水腫、壓痛等[7]。然而由於

支原體的定植率高、症狀不典型、長期及隱性感染等特點，

支原體感染的治療不規範，抗生素濫用情况較為普遍，進而

引起抗生素的耐藥。如表2所示，各型支原體對強力黴素及原

始黴素均敏感(≥90%)，各組間無差異。除交沙黴素及克拉黴

素藥敏有差異外，單獨人形支原體感染及同時合併兩種類型

支原體感染者藥敏結果相似。解脲支原體與人形支原體相比

則差異較大，除對強力黴素、原始黴素、紅黴素敏感外，對

其餘常見抗生素敏感性均有差異。

近年來內地相關研究表明，由於支原體無細胞壁，且不

合成葉酸，故對β類酰胺酶類抗生素及磺胺類不敏感。對於

支原體感染的治療，多採用針對影響核糖體及蛋白質合成的

抗生素如四環素、大環內酯類和喹諾酮類[8-10]。我國大陸地區

相關研究提出，由於抗生素的濫用，紅黴素及環丙沙星的耐藥

性很高，敏感的抗生素為強力黴素、四環素及交沙黴素[11]。本

研究中入組標本來自於澳門地區，由於地域區別及抗生素管理

制度差別，支原體藥敏亦有所差別。如表2所示，被試者對強

力黴素及四環素敏感，與內地已有研究相同[12-14]。大環內酯類

抗生素差異較大，紅黴素及其衍生物在內地相關報導中耐藥性

高，本研究中，UU對紅黴素敏感性高達94.72%，MH及同時合併

兩種感染者亦86.67%及87%，各亞組間有差異，UU更為敏感。

UU對氧氟沙星及環丙沙星敏感度超過50%，但人形支原體及

同時感染者則耐藥性高，各組間有明顯差異。內地報導中抗

菌能力較強的交沙黴素及克拉黴素在本研究中表現為相對耐

藥，且敏感度與支原體分型相關[15]。因此，女性生殖道支原

體感染的治療需針對不同地區支原體菌譜進行分型，根據培

養及藥敏結果進行規範、足量、合理治療，減少過度治療及

延緩抗生素耐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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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奧沙利鉑是臨床廣泛使用的第三代鉑類，作用機

制是通過產生烷化結合物作用於DNA，形成鏈內和鏈間

交聯，從而抑制DNA的合成及複製而發揮抗腫瘤作用。

奧沙利鉑與卡培他濱組成XELOX方案，被NCCN(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推薦用於Ⅱ，Ⅲ期腸癌

輔助治療和晚期腸癌一線治療，以及胃癌的輔助化療和

姑息化療。外周神經毒性和血液學毒性是奧沙利鉑最常

見的劑量限制性毒性，血液學毒性反應是治療中出現的

血小板降低，常常因此導致化療週期的推遲。而外周神

經毒性表現為兩類，包括急性神經毒性，即用藥後快速

發作的對寒冷敏感的末梢神經感覺異常或感覺障礙；和

慢性神經毒性，即多週期用藥後出現的蓄積性遲發型感

【摘要】  目的 分析含奧沙利鉑方案治療消化道腫瘤患者的副作用，探索血小板減少

以及周圍神經毒性的發生及恢復特點。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1年1月~2015年3月期間在鏡湖

醫院接受含有奧沙利鉑方案治療的消化道腫瘤患者，分析血液學毒性及周圍神經毒性的發生

與恢復。  結果 50例患者中，血小板減少的Ⅰ~Ⅱ級發生率約為2%~29.7%，Ⅲ級發生率約為

2%~6.7%。周圍神經毒性發生率為64%~74%，Ⅱ級以下急性神經毒性佔86.5%，Ⅲ級佔13.5%。

慢性神經毒性多發生在化療4週期之後(92.8%)，Ⅱ級以下佔90.6%，Ⅲ級佔9.4%。神經毒性

在1年之內恢復的比例佔90.4%。神經毒性發生與性別，年齡無關。  結論 奧沙利鉑治療消

化道腫瘤的周圍神經毒性發生率高，多數可在1年內恢復，仍然需要加強隨訪以及醫療宣

教，可嘗試中醫，以及針灸治療。

【關鍵詞】奧沙利鉑；消化道腫瘤；血小板減少；周圍神經毒性

Characteristics of side effects of 50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oxaliplatin 
based chemotherapy

HU Zhao,  XIAO Guang Li,  ZHANG Hui Ling ,  QIU Xi Bin,  LI Tian Qian ,  YU Qiu Li , CAO Ya Bing *
Department of onc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astrointestinal (GI)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occurrence of neurotoxicity and thrombocytopenia induced by 
Oxaliplatin based chemotherapy.  Methods   Retrospectively review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s GI cancers and underwent Oxali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in KWH from 2011 
to 2015. The incidence of neurotoxicity and thrombocytopenia were analyzed, and we also explor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side effect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Totally 5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incidence of grade I and II Thrombocytopenia was 2%-29.7%, and grade III thrombocytopenia was 
2-6.7%. The incidence of neurotoxicity was 64-74%. The incidence of grade II and III acute toxicity was 
86.5% and 13.5%,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 of grade II and III chronic toxicity was 90.6% and 9.6% 
respectively. Most chronic neurotoxicity occurred after 4 cycles of chemotherapy. 90.4% of neurotoxicity 
was recovered within 1 year of completion of chemotherapy.  Conclusion  Although neurotoxicity was 
common, most will get recovered within 12 months. The role of education, surveillanc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ed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Oxaliplat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Thrombocytopenia; Neurotoxicity 

奧沙利鉑治療50例消化道腫瘤的不良反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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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神經障礙。

本文回顧性研究了鏡湖醫院2011年1月~2015年3月

的使用XELOX方案做輔助化療或者姑息化療的消化道惡性

腫瘤患者，將治療過程發生的不良反應總結分析。

資料和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1年1月~2015年3月，在鏡湖醫院接受含

有以奧沙利鉑為基礎的X E L O X方案進行輔助化療

或者姑息化療消化道腫瘤患者。其中奧沙利鉑

(Oxaliplatin)130mg/m2，或者劑量強度相同，聯合卡

培他濱(Capecitabine)1000mg/m2或者劑量強度相同。

晚期腸癌患者根據ras狀態，選擇XELOX方案聯合或者

不聯合靶向藥物西妥昔單抗(Cetuximab)或者貝伐單抗

(Bevacizumab)。

入組標準：1.均經病理證實為惡性腫瘤的患者；

2.體力狀態評分在2分以下；3.接受X E L O X方案化療

超過4個週期。4.接受化療之前均血常規顯示白細

胞>4.0×109/l，血小板大約100×109/l。肌酐以及谷草轉

氨酶，谷丙轉氨酶正常。

排除標準：排除接受過Navelbine和紫杉類藥物，

或者其他會引起周圍神經毒性的藥物。

二、資料收集方法

通過門診隨訪或者電話隨訪。隨訪截至時間為

2015年6月。

三、觀察指標

根據NCI CTCAE v4.0進行不良反應分析。主要分析

周圍神經毒性：感覺異常，手足麻痹等情况以及血液學

毒性血小板降低情况。

周圍神經毒性按照發生的快慢分為急性和慢性

神經毒性。急性神經毒性是指輸液期間或者之後誘發

的，沒有慣性效應，沒有劑量依賴性，遇冷誘發的，

通常臨床症狀表現為遠側指端或者口周，咽喉部的感

覺異常或者麻木，觸物痛感，往往在兩個週期之間可

以緩解。慢性神經毒性是指持續性的，在幾個療程

化療結束後的，有慣性效應，有劑量依賴效應(通常

750~800mg/m2)，通常臨床症狀表現為遠側指端的感覺

異常，麻木，觸物痛感，不會遇冷加重；在兩個療程

化療期間症狀不會緩解。

周圍神經毒性按照NC I C T C A E v4.0標準可分為

Ⅰ~Ⅴ級，Ⅰ級指無症狀；喪失深肌腱反射或者感覺異

常；Ⅱ級指中度症狀；IADL(Instrucmental activi-

ties of daily living)受限；Ⅲ級是指嚴重症狀，

ADL(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受限；Ⅳ級是指有生

命威脅的，需緊急干預；Ⅴ級是指死亡。

血液學毒性按照NCI C T C A E v4.0分級，0級是指

PLT≧100×109/l，Ⅰ級是指PLT(100-75)×109/l，Ⅱ級是

指PLT(75-50)×109/L，Ⅲ級是指PLT(50-25)×10*9/L，

Ⅳ級是指PLT<25×109/L.

四、統計方法

統計分析資料使用SPSS 20軟件。使用描述統計方

法分析入組人群的基本特徵；利用橫條圖分析每一週期

發生血小板減少毒性的比例分佈，急性慢性神經毒性發

生的比例圖以及慢性神經毒性發生在各週期的比例分佈

以及慢性神經毒性恢復的人群分佈圖；利用卡方檢驗分

析不同年齡，性別，急慢性神經毒性的發生率，P<0.05

表示有統計學差異。

結 果

一、入組人群的基本特徵

本研究共入組50例患者，詳細特徵見表1。均未使

用過諾維本，紫杉醇類或會引起周圍神經毒性之藥物。

二、血液學（血小板減少）不良反應發生情况

第1至第4療程化療Ⅰ級血小板減少的發生率為

2%~12%；Ⅱ級血小板發生率為2%~22%，Ⅲ級血小板減少

發生率為2%~4%；第4至第8療程的化療Ⅰ級血小板減少

的發生率為13.3%~23.3%，Ⅱ級血小板減少的發生率為

11.1%~29.7%，Ⅲ級血小板減少的發生率為2.3%~6.7%。

由此可見到後4個療程，各級血小板減少的比率均較前4

個療程升高。

表1.患者一般特徵

一般特徵 項目 人數（%）

總數 50

年齡 年齡範圍 41-86

中位年齡 59

性別 男 30（60%）

女 20（40%）

分期 Ⅱ，Ⅲ期 42（84%）

Ⅳ期或者復發 8（16%）

病種 直結腸癌 44（88%）

胃癌 6（12%）

有無糖尿病 無 45（90%）

有 5（10%)

化療療程數 完成 4~7療程 20（40%）

完成8療程 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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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每個療程中血小板減少發生率

三、神經毒性發生率

1.急性神經毒性發生率

急性神經毒性發生率佔74%(37/50)，其中Ⅰ級的神

經毒性佔51.4%(19/37), Ⅱ級神經毒性佔35.1%(13/37), 

Ⅲ級神經毒性佔13.5%(5/37)。其中Ⅱ級以下急性神經毒

性佔(86.5%)。

2.慢性神經毒性發生率

慢性神經毒性發生率為64%(32/50)，其中Ⅰ級的神

經毒性佔53.1%(17/32), Ⅱ級神經毒性佔37.5%(12/32), 

Ⅲ級神經毒性佔9.4%(3/32)。其中Ⅱ級以下急性神經毒

性佔(90.6%)。

3.慢性神經毒性發生時間

其中慢性神經毒性大多發生在8療程以後，佔

37.5%，發生在5~6療程的佔31.3%，發生在7~8療程的佔

25%，發生在化療4週期以內的患者佔到6.3%。由此可

以看到，有92.8%的患者慢性神經毒性是發生在4週期

XELOX方案化療之後。

4.慢性神經毒性一般恢復時間

慢性神經毒性一般恢復時間大多都在半年內，佔

53.1%；6月~12月的佔37.5%，超過1年以上的佔9.4%，

其中有2人達到了2年才恢復。

5.急、慢性神經毒性發生與年齡，性別的關係

急慢性神經毒性在不同性別，年齡等患者中的發

生率無統計學差異（P值均>0.05）。

討 論

XELOX方案(奧沙利鉑＋卡培他濱)是消化道惡性腫

瘤輔助以及姑息治療中的常用方案，但含奧沙利鉑方案

所致血小板減少毒性以及周圍神經毒性常常會影響臨床

治療以及患者生活品質。

在本研究中可見，Ⅱ級以下的血小板減少，可自行恢

復。奧沙利鉑所致的Ⅲ級血小板減低發生率低。

奧沙利鉑所致血小板減少在改用單藥卡培他濱化

療或者化療結束後大多能夠在1月內回復正常值，而其

所致神經毒性，特別是慢性神經毒性，往往在化療後半

年或者一年，甚至更長時間會影響患者的生活。

據研究，其急性神經毒性發生率可高達100%，慢

性神經毒性發生率為65%~98%[1]，冷刺激是急性神經毒

性的主要誘因[2]，而慢性神經毒性主要與奧沙利鉑劑量

累積相關，通常慢性神經毒性發生在奧沙利鉑累積量為

540mg/m2，等同於4個週期化療[3]。

本研究中急性神經毒性的發生率為74%，比國外文

獻報導低，可能與本科在化療前會對患者進行教育，囑

咐患者盡量避免接觸冷水以及冷飲，冷浴，注意保暖；

或者與中國人喜熱飲熱食的習慣有關。慢性神經毒性的

發生率與文獻報導較為一致。

奧沙利鉑所致的神經毒性分為急性和慢性兩種，發

生機理尚不明確。急性神經毒性的發病機理目前多認為

是奧沙利鉑引起體內A類有髓神經纖維細胞表面的NA通道

失活，引起外周神經短暫興奮性增高有關[4]。而慢性神

經毒性目前多認為是奧沙利鉑作用於脊神經後神經節所

致，該部位感覺神經豐富，並且缺乏血腦屏障保護，隨

着奧沙利鉑劑量累積，該部位神經元胞體損傷加重[5]。

一些研究顯示，鈣鎂合劑、谷胱甘肽、神經營養藥

物可以有效預防或減輕神經毒性的發生[6]，但這並沒有

被類似研究方案所證實，有的學者甚至認為[7]，這些藥

物可能會影響治療效果。新近的Meta分析研究也顯示，

以上藥物防治奧沙利鉑所致神經毒性的作用有限[8]。

因為目前尚缺乏證據證明某些藥物可以預防奧沙利鉑

引起的周圍神經毒性，所以ASCO(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制定的指南中並不推薦在含有奧沙

利鉑的治療方案時預防性靜脈使用鈣鎂，或者其他神

經保護劑[9]。有研究[10-12]證實中藥、經絡拍打、穴位按

摩、針灸等有利於減少奧沙利鉑神經毒性的發生。

Kemeny N, Garay CA, Gurtler J, et al. Randomized multicenter phase II 

trial of bolus plus infusional fluorouracil/leucovorin compared with 

fluorouracil/leucovorin plus oxaliplatin as third-line treatment of pa-

tients with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J Clin Oncol, 2004; 22:4753-4761. 

Gamelin E, Gamelin L, Bossi L, et al. Clinical aspects and molecular 

basis of oxaliplatin neurotoxicity: current management and develop-

ment of preventive measures. Semin Oncol, 2002; 29:21-33.

Extra JM, Marty M, Brienza S, et al. Pharmacokinetics and safety 

profile of oxaliplatin. Semin Oncol, 1998; 25: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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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兒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往往病程較長，中毒症狀

明顯，臨床醫生應對腺病毒感染的特點有充分認識，早

期進行相關病原學檢查協助診斷。本文回顧分析2014年

1月~12月在澳門鏡湖醫院兒科住院的221名患兒的臨床

資料，以了解澳門地區兒童腺病毒感染的臨床特點。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研究對象是2014年1月~12月在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住院的221名腺病毒所致的呼吸道感染患兒。

二、檢測方法

入院當天抽血進行血常規，高敏C反應蛋白，降

鈣素原，肺炎支原體抗體，尿肺炎鏈球菌抗原測試，

咽拭子細菌培養，A簇鏈球菌抗原測試，取鼻咽拭子分

泌物樣本，以呼吸道病毒基因檢測試劑盒Luminex xTAG 

Respiratory Virus Panel(RVP Fast v2)進行病毒檢測。

【摘要】  目的 分析兒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病例的臨床資料，探討其流行規律及疾病

特征。  方法 回顧分析2014年1月~12月221例在本院住院，經鼻咽拭子呼吸道病毒基因檢測

確診的兒童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病例的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影像學檢查、住院時間及治

療經過。  結果 221例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患兒，性別無明顯差異，發病高峰在7~9月及11~12

月，所有病例均有發熱，以高熱為主，平均熱程6日，伴有咽痛、鼻塞、扁桃體腫大伴白色

分泌物、結膜炎，實驗室檢查示白細胞總數升高，以中性粒細胞升高為主，高敏C反應蛋白

明顯升高、降鈣素原升高。  結論 兒童腺病毒感染特點系高熱、熱程長、扁桃體炎伴分泌

物，炎性指標上升，易與細菌感染尤其化膿性扁桃體炎混淆，血常規及常用炎性指標不能很

好地鑒別腺病毒感染及化膿性扁桃體炎，應早期進行病毒測試明確診斷，避免抗生素濫用。

【關鍵詞】腺病毒；兒童；呼吸道感染

Clinical analysis of adenovirus respiratory infection in 221 children

WONG Kin Sing, KUAN Pui Yee, WONG Cho Ian, CHEN Ling, SONG Dong Qi, LEI Cheng*, PAN Bao Qua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adenovirus respiratory 

infection in children.  Methods   221 hospitalized children with adenovirus respiratory infection were 
confirmed by nasal swab Luminex xTAG Respiratory Virus Panel (RVP Fast v2)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4. Their clinical feature, lab result, chest x-ray, treatment and duration of hospitalization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In those 221 case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sex ratio and the epidemic peaks 
were during July to September and November to December. The duration of fever was about six days. High 
fever, sore throat, stuffy nose, enlarged tonsil with white exudate, conjunctivitis, elevated WBC, neutrophil 
dominant, high CRP and PCT were noted in most of the cases.  Conclusion  High fever, long duration of 
fever, tonsillitis with white exudates, elevated inflammatory markers we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enovirus 
respiratory infection in childre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between adenovirus and bacterial infection was 
difficult even though CBC and inflammatory markers were used. Rapid viral test should be don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onfirm the diagnosis and avoid the misuse of antibiotics.

[Key Words]  Adenovirus; Children; Respiratory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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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診斷標準

本組患兒主要根據流行病學､症狀､體征及鼻咽拭

子呼吸道病毒基因檢測結果，診斷均符合呼吸道腺病毒

感染的診斷標準[1]。

四、治療方法

對全部患兒均給予退熱､對症治療，對不能排除合

併細菌感染者給予頭孢菌素或青霉素類抗生素治療，對

合併肺炎支原體感染者給予阿奇霉素治療。

五、統計學方法

採用SPSS13.0進行統計學分析，兩組間比例比較

採用χ2 檢驗，P<0.05有統計學差異。

結 果

一、年齡、性別、季節與發病關係

221名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患兒中，男性116例

(52.5%)，女性105例(47.5%)，統計學無差異。

(χ2=1.095, P=0.295)。發病年齡介乎於3月~9歲之

間，平均年齡是42月，其中<1歲9例(4.1%)，~3歲97例

(43.9%)，~6歲95例(43.0%)，>6歲20例(9.0%)。

發病月份：全年均有腺病毒感染，發病高峰在7~9

月及11~12月。其中1月4例，2月8例，3月8例，4月17

例，5月11例，6月13例，7月27例，8月22例，9月23

例，10月14例，11月40例，12月34例，見圖1。

二、臨床表現

221名患兒均為急性起病，見表1。

四、輔助檢查

80例曾進行胸片檢查，其中胸片無異常37例

(46.3%)，雙肺紋理增多增粗22例(27.5%)，雙肺斑片狀

滲出灶20例(25.0%)，雙肺斑片狀滲出灶伴少量胸腔積

液1例(1.3%)。

五、臨床診斷

臨床診斷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165例(74.7%)(其中咽

結膜熱15例，扁桃腺炎52例，急性喉炎1例)，支氣管炎

34例(15.4%)，支氣管肺炎22例(10.0%)，均無重症肺炎。

六、治療及轉歸

對全部患兒均給予退熱､對症治療，73例(33.0%)沒

圖2.兒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季節分佈

表1.兒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病例的癥狀體征

癥狀體征 例數（n） 比例（%）

熱峰（℃） 38.1~39度 8 3.6

39.1~41度 196 88.7

≥41度 7 3.2

畏寒或寒顫 28 12.7

驚厥 10 4.5

皮疹 5 2.3

結膜炎 24 10.9

中耳炎 7 3.2

鼻塞/打鼾 55 24.9

咽痛 39 17.6

咳嗽 184 83.3

嘔吐 55 28.9

腹痛 30 13.6

腹瀉 36 16.3

扁桃體 I度腫大 79 35.7

Ⅱ度以上腫大 116 52.5

白色分泌物 68 30.8

肺部濕囉音 28 12.7

三、實驗室檢查

其中217名患兒在入院當天抽血（起病0.5~9

天），進行血常規檢查。有42例行PCT，詳見表2。

有116例行肺炎支原體抗體檢查，其中滴度≧1:80

共31例，有69例行尿肺炎鏈球菌抗原測試，其中10例陽

性，有26例行咽拭子A簇鏈球菌抗原測試，均為陰性，

有6例行咽拭子細菌培養，均無菌生長。

鼻咽拭子呼吸道病毒基因檢測全部病例腺病毒陽

性，其中合併其他病毒共72例。

表2.兒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感染指標

感染指標 例數(n) 比例(%) χ2 P

白細胞數
×109/L
(n=217)

<4 2 0.9

190.74 0.001
(4~10) 82 37.8

(11~20) 111 51.2

>20 22 10.1

中性粒細胞升高 198 91.2 / /

降鈣素原
ng/mL 
(n=42)

<0.5 16 38.1

17.905 0.001
0.5~2 15 35.7

2~10 10 23.8

>10 1 2.4

高敏C反應
蛋白mg/dl 
(n=205)

<0.5 15 7.3

97.215 0.0010.5~5 104 50.7

>5 86 42.0



46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6, Vol 16. No.1鏡湖醫學201 6年6月第16卷第1期

有使用抗生素病情自然緩解，148例(67.0%)曾使用抗生素

治療，對不能排除合併細菌感染者給予頭孢菌素或青霉

素類抗生素，對合併肺炎支原體感染者給予阿奇霉素治

療。平均住院時間為4.5日。均治癒出院，無死亡病例。

討 論

腺病毒在20世紀50年代首次在腺樣體組織中分離

出來，故命名為腺病毒，是一種DNA病毒，是兒童呼吸

道感染其中一種常見的病原體，主要經呼吸道飛沬及消

化道傳播，可導致咽結合膜熱、嬰幼兒重症肺炎等呼吸

道疾患[1,2]。

本組病例發病年齡以1歲~6歲為主，與鄧潔等報導

相符[3]，但劉受祥等報導以3歲~6歲為主[4]，發病年齡

考慮存在地區差異，估計由於澳門地區兒童在3歲前接

受托幼服務，這部份兒童早期接觸腺病毒而受感染有

關。季節分佈方面以7~9月及11~12月為發病高峰。

腺病毒感染臨床症狀多種多樣，臨床上和細菌感

染所致的扁桃體炎相似，且這部份患兒的實驗室檢查結

果提示：白細胞總數升高，以中性粒比例升高為主，高

敏C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檢測等炎症指標呈不同程度上

升，與細菌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特別是化膿性扁

桃體炎難以鑒別，但本組患兒有26例行咽拭子A簇鏈球

菌抗原測試均為陰性，有6例行咽拭子細菌培養無菌生

長，1/3患兒沒有使用抗生素，病情也能自然緩解，故

提示：在腺病毒流行季節，遇到扁桃體炎患兒應注意鑒

別腺病毒、鏈球菌感染，積極進行病原學檢測，留取標

本進行呼吸道分泌物細菌培養、A簇鏈球菌檢查以及呼

吸道病毒檢測，盡量避免抗生素的濫用。

部份患兒以高熱、咽炎、結合膜炎為表現，符合

特殊類型上感：咽結合膜熱的表現。另外，我們觀察到

1/4患兒有明顯鼻塞，考慮與腺樣增殖體淋巴組織增大

有關，治療上予抗組胺藥及減充血劑無效，當發熱減退

時，鼻塞亦隨之緩解，如有上述特徵性症狀，需考慮腺

病毒感染可能。

鼻咽拭子呼吸道病毒基因檢測對呼吸道腺病毒

感染診斷的特異度和敏感度較高，分別為99.67%和

96.43%[5]，該檢測能檢出9種常見呼吸道病毒及其亞

型。在221例患兒中，1/3腺病毒感染患兒合併其他呼吸

道病毒感染，這些病毒包括腸病毒或鼻病毒、流感病

毒、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博卡病毒、冠狀病

毒等，但臨床症狀大多符合腺病毒感染，混合感染的病

毒在發病中的作用尚待進一步觀察[2]。

本組患兒165例上呼吸道感染，56例下呼吸道感

染，支氣管肺炎佔腺病毒感染住院患兒10%，肺部感染

發生率與文獻報導相近[6]。

呼吸道以外症狀以消化道表現較突出，本組病例

中28.9%、13.6%、16.3%患兒分別有嘔吐、腹痛、腹瀉

症狀，另外部份患兒有皮疹、驚厥、中耳炎表現。

綜上所述，本澳地區的兒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多

見於幼兒及學齡前期兒童，臨床表現為高熱、熱程長、

鼻塞、扁桃體炎伴白色分泌物、結膜炎、炎性指標上

升，易誤認為細菌感染，應積極進行呼吸道病毒檢測及

相關細菌病原學檢測明確診斷，治療上以對症支持為

主，重症感染較少見，一般預後良好。

段恕誠, 刘湘云, 朱启鎔. 兒科感染病學.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

社, 2003:143-151.

朱美華, 周志剛, 温红艳, 等. 广州地区兒童呼吸道病毒感染流行情况

及混合感染調查. 中國妇幼保健, 2013; 28(18):2951-2955.

邓潔, 钱渊, 赵林清, 等. 近年北京兒科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兒中腺病毒

的型别監测. 中華兒科雜誌, 2010; 48(10):739-743.

刘受祥, 刘百祥. 兒童呼吸道腺病毒感染臨床分析. 湖南師範大學學

報(醫學版), 2013; 10(3):78-81. 

Pabbaraju K, Wong S, Kara L,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Luminex xTAG 

Respiratory Viral Panel with xTAG respiratory viral panel Fast for 

diagnosis of respiratory virus infections. J clin microbiol, 2011; 

49(5):1738-1744.

Cherry JD. Adenoviruses. In: Feigin RD, Cherry JD, Demmler GJ, et 

al. editors. Textbook of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 6th ed.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2009:1843-1862.

[1]

[2]

[3]

[4]

[5]

[6]

參 考 文 獻

（本文编辑：張曉戰）



47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6, Vol 16. No.1鏡湖醫學201 6年6月第16卷第1期

‧經驗交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aeae, COPD)是嚴重威脅老年人身體健康的常見病、

多發病之一。氨茶鹼類藥物由於它的效果明顯、價格低

廉，常用於治療老年COPD。但是氨茶鹼治療的有效濃度

與中毒的濃度比較接近，與此同時不同個體的差異較

大，容易產生中毒的現象。現在將70例老年慢性阻塞

COPD病患氨茶鹼中毒的臨床現象特點總結分析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選擇2012年2月~2014年3月到本院診治的資料完整

的70例COPD老年患者作為研究的對象。氨茶鹼中毒的標

準為：使用氨茶鹼3天以上，新出現的神經系統、心律

失常、消化系統症狀，停止使用氨茶鹼後這些新出現的

【摘要】  目的 探討關於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病患在使用氨茶鹼的治療過

程中出現的影響因素及其多種中毒表現。  方法 採用回顧性的方法分析了70例老年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病患的臨床資料，比較並分析在不同動脈血氣PaO2、PaCO2是否有合併症及不同

病程等情况下病患出現氨茶鹼中毒情况的比例。最後綜合匯總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患

在氨茶鹼中毒時的臨床表現。  結果 顯示出不同動脈血氣PaO2，PaCO2有、無合併症和不同

病程的病患在氨茶鹼中毒發生概率之間的差別均具有顯著性的意義(P<0.01)。中毒的表現

為: 神經系統症狀、消化系統症狀、心律失常、或原本患有的呼吸系統症狀加重等等。  結

論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患具有肝功能不全、冠心病、肺心病等等併發症。在動脈血氣

PaO2<60mmHg的情况下，使用氨茶鹼治療容易產生中毒的反應，劑量應酌情減少。

【關鍵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中毒；氨茶鹼

Seventy cases of aminophylline toxicity in elderly COPD patients with long term aminophylline treatment 

KUAI Ngan Leong ,  SONG Man Un
Department of A&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attern of toxic manifestations of aminophylline treatment in 

elderly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data of 70 cases of senil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patient was conduct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minophylline toxicity and arterial blood gases (PaO2 and PaCO2), treatment duration 
and other risk factors was studied. Finally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aminophylline poisoning in elderly 
COPD patient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Different arterial blood gas level (PaO2 and PaCO2), with 
or without complications and patients in different course of aminophylline treatmen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obability of aminophylline poisoning occurrence (P<0.01). Poisoning manifest as: nervous 
system symptoms, symptoms of digestive system, cardiac arrhythmia, exacerbation of primary respiratory 
symptoms etc.  Conclusion  COPD in elderly patients have comorbidities like hepatic insufficiency,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ulmonary disease and PaO2<60 mmHg is prone to aminophylline toxicity when 
treated with long term aminophylline,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dose of aminophylline in such patients 
would be reduced.

[Key Words]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aeae (COPD); Poisoning; Aminophylline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氨茶鹼中毒70例臨床分析

季銀樑* 宋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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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在1至2天後消失。在未使用氨茶鹼之前已有以上症

狀的患者不納入中毒病例的範圍。

二、方法

對比不同P a O 2、P aC O 2、不同病程以及有無合併

症等各類情况下患者產生氨茶鹼中毒的概率。並

總結分析C O P D老年患者氨茶鹼中毒時的臨床現象。

三、統計學方法  應用χ2 檢驗方法檢驗。

結 果

一、患者的通常情况

在70例COPD老年患者中男性40例，女性30例，年

齡64歲~89歲，平均年齡70歲。病程7~21年不等，病

程>15年的患者60例，≦15年的患者10例。肝功能異常

患者8例，合併肺心病患者21例，冠心病患者12例，Ⅰ

型呼吸衰竭的（動脈血PaO2降低<60mmHg）的患者10例；

Ⅱ型呼吸衰竭的（動脈血PaO2降低<60mmHg與此同時PaCO2

升高>45mmHg）的患者23例。

二、不同的PaO2、PaCO2患者發生氨茶鹼中毒的概率

PaCO2>60mmHg 50例，PaCO2≦60mmHg 20例，發生氨茶

鹼中毒的概率分別為41.1%和15.3%，兩者間差別有重要

意義(χ2 =6.9, P<0.01)。

三、病程不同的患者產生氨茶鹼中毒的概率

病程>15年60例，≦15年10例，氨茶鹼中毒的產生

概率分別為50.1%和8.2%，這兩者間的差別有重要意義

(χ2 =7.2, P<0.01)。

四、COPD老年患者發生氨茶鹼中毒的表現現象

消化道症狀36例(51%)，比如、噁心；神經系統

症狀35例(47%)，像煩躁不安，驚厥等；呼吸系統症狀

46例(63%)，如氣促加重，哮鳴音變多或雙肺呼吸音變

弱，雙肺濕性羅音，支氣管呼吸音的範圍變大。表現最

為突出的是心律失常，通過心電圖檢查發現，房早23例

(17.1%)，快速型房顫11例(7.6%)，其中紊亂性房性心

動過速多見(36例)，未出現室速和室顫。使用胺碘酮及

西地蘭等藥物抗心律失常治療沒有效果，只有小部份患

者使用後能在血液濃度高峰時短暫的控制心室率，但仍

不能糾正心律失常的病症，在患者停止使用氨茶鹼後

1~3天內中毒症狀減輕並消失。

討 論

氨茶鹼有興奮呼吸中樞，舒張支氣管，解除支氣管

平滑肌痙攣，增加呼吸肌收縮力的作用。茶鹼是甲基黃嘌

呤的誘導劑，強有力的中樞神經興奮劑是甲基黃嘌呤，同

時可以刺激交感神經釋放去甲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對心

臟有正性肌力作用、縮小房室傳導的時間、提高竇房結的

自律性。所以，臨床上常常用於治療哮喘、慢性支氣管

炎、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肺水腫等疾病。但是由於茶

鹼的治療窗狹窄（血藥濃度10~20μg/ml）及藥動力學的

個體差異性比較大，因而其應用範圍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通常來說，氨茶鹼的毒性是可以預知和預防的。通常的氨

茶鹼中毒病例是由醫護人員疏忽或劑量過大所造成，並且

其中毒的程度與患者原發病、年齡、合併症及藥物在機體

的代謝過程有很大關係。本文發現，COPD老年患者的病程

越長，高碳酸血症症狀和低氧血症越明顯，患者產生氨茶

鹼中毒的概率越高。並且患有肝、腎、心功能不全等合併

症的患者比無合併症的患者更容易產生中毒現象。所以作

者認為，臨床上如果遇到有這類患者要使用氨茶鹼治療的

時候，它的用量應該適當的減少。

COPD的老年患者氨茶鹼中毒的特點有：1.氨茶鹼

中毒時最具有特徵性的表現是心律失常。因為老年人隨

年齡的增長，其心肌收縮力逐漸下降，心肌ATP酶活性

下降，心搏出血量減少；同時呼衰及心衰引起的缺氧及

酸碱、電解質平衡紊亂進一步加重心肌的損害，因而使

心肌對氨茶鹼的耐受性下降，致使心功能進一步惡化

並出現心律失常症狀。2.中毒患者的心電圖表現多為短

陣房性心動過速，頻發多源房性期前收縮，室早或房

顫等，使用抗心律失常藥物的效果較差，在停用氨茶

鹼1~3天後症狀會有所緩解。3.易與合併症或原發病混

淆。因為氨茶鹼主要通過肝臟代謝，但COPD老年患者的

肝臟功能下降，對藥物氧化代謝的能力下降，同時心衰

使肝淤血，肝功能進一步惡化，血藥濃度增高，所以容

易引起毒性反應，容易被醫務人員忽略。

當對老年COP D患者用藥時應當詳細詢問以往病史

及近期用藥情况，用藥後應當密切觀察病情。如果在臨

床上發現患者在經常規治療後原有的納差、氣促、煩躁

及噁心嘔吐等症狀減輕後，又出現了加重，並且出現心

律失常時，應注意有氨茶鹼中毒的可能性。若合併有呼

衰、心衰及酸碱電解質平衡紊亂時，應當盡快調整茶鹼

的用量[1,2]。同時要避免與大環內酯類、喹諾酮類、SMZ

及甲氰米胍等藥合用，因其可以減少茶鹼清除同時增加

茶鹼毒性，所以，應當定時檢測血液中氨茶鹼的濃度，

若出現中毒症狀，必須立即停用，並給予相應處理，中

（下轉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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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初步分析經本院診治社區獲得性肺炎的概况。  方法 收集2010~2014

年的CAP共3155例，隨機抽取706例的臨床資料作分析。  結果 患病的男女比例相若，低溫

和氣溫驟變時為CAP的好發時節，老年人的住院時間較長、死亡率較高。  結論 老年的CAP

患者值得關注。

【關鍵詞】社區獲得性肺炎；死亡率；老年 

Analysis of adult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LU Zheng Feng, LEI Man Chon, HOI Sio Fong, CHEONG In, PAN Jie Yi, CHAN Hon Fai
Department of A&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Preliminary analysis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AP.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706 cas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2010 to 2014, a total of 3155 cases of CAP for analysis.   
Results  Incidence was same between men and women. Predilection season of CAP were at the period of 
low temperatures and sudden changes in temperature. Elderly patient had longer hospital stays and higher 
mortality rate.  Conclusion  Elderly CAP patient should be more concern.

[Key Words]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Mortality; Elderly patient 

成人社區獲得性肺炎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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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統疾病在澳門鏡湖醫院急診病人疾病譜中

排第一位，佔30.77%[1]；而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是呼吸系統疾病中最常見

的，特別是針對危重症群體的規範監測和治療，對整體

CAP的防控十分重要。為了探討本地區CAP的診治情况，

本研究回顧2010~2014年於本院診治的CAP病人資料，初

步分析一般資料、臨床特點等情况，並報告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收集2010~2014年經本院門、急診診治或住院治

療，ICD-9診斷碼為480~486的病例，其中住院治療的有

2529例，非住院治療的有626例。用EXCEL軟件隨機抽

樣，並符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2006年制定的《社

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中的診斷標準[2]，最後

得到住院治療的469例，非住院治療的237例。

二、方法

將抽樣所得的病例資料，分為住院病人組和非住

院病人組、老年住院病人組（≧65歲）和中青年住院病

人組（12歲~64歲），分析其年齡、性別、死亡率、住

院天數、基礎疾病等差異。

三、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 23統計軟件處理，P<0.05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表1.非住院病人組與住院病人組的年齡與性別分佈

非住院病人組
(N=237)

住院病人組
(N=469)

P 檢定方法

年齡 56.2 ±20 67.1 ±23 0�000 T檢定

男/女 119/118 214/255 0.249 Pearson χ

圖1.按月發病比例與兩月間氣溫差[3]的趨勢變化 

*兩月間溫差：前個月與下個月之間的平均溫差。

#降溫幅度：各月份平均氣溫與最高氣溫(8月)之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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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青年住院病人組和老年住院病人組的臨床特點對比

中青年病人組
12歲~64歲
(N=171)

老年病人組
≧65歲
(N=298)

P 檢定方法

住院天數 9.2±20 14.6±12 0�002 T檢定

男/女 69/102 145/153 0.082

Pearsonχ

COPD 5.3% 37.2% 0�000

高血壓病 15.2% 69.8% 0�000

支氣管擴張 5.3% 5.7% 0.841

中風 2.3% 12.8% 0�000

入住ICU比例 3.5% 3.4% 0.930

院內死亡 1.8% 5.4% 0.056

三十天內死亡* 1.6%(2/128) 7.3%(17/233) 0�020

 *根據本院病歷複診情况追蹤，失訪108人。

討 論

從性別的分析中發現，男女比例的構成在非住院

病人組與住院病人組、老年住院病人組與中青年住院病

人組中，均無統計學差異。

住院病人的年齡比非住院病人的大(67.1vs56.2)，說

明年齡是CAP需住院治療的危險因素之一。老年住院病人

的住院天數長(14.6vs9.2)，必然導致住院費用比中青年

住院病人高；雖然兩者的住院內死亡率未達統計學差異，

但老年住院病人組的30天的死亡率明顯增高，提示出現併

發症的機率較高。

從各月份發病的比例趨勢圖可見，全年7~9月發病

較低，3、4月和1月為發病高峰，年內最低溫時和氣溫

驟變時為CAP的好發時節，為感染性呼吸道疾病的共同

特徵。無論是升溫還是降溫，身體對氣溫驟變的適應能

力與發病有關聯，亦正好說明這是老年人發病率高的原

Sittl R, Lampert A, Huth T, et al. Anticancer drug oxaliplatin in-

duces acute cooling-aggravated neuropathy via sodium channel subtype 

Na(V)1.6-resurgent and persistent current.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2; 109:6704-6709.

Park SB, Lin CS, Krishnan AV, et al. Long-term neuropathy after 

oxaliplatin treatment: challenging the dictum of reversibility. 

Oncologist, 2011; 16:708-716.

周禮鰓, 胡喬磊. 鈣鎂合劑預防奧沙利鉑所致神經毒性的系統評價和

Meta分析. 中國腫瘤臨床, 2012; 39:1921-1925.

Khattak MA. Calcium and magnesium prophylaxis for oxaliplatin-related 

neurotoxicity: is it a trade-off between drug efficacy and toxicity? 

Oncologist, 2012; 16:1780-1783.

Ao R, Wang YH, Li RW, et al. Effects of calcium and magnesium on acute 

[4]

[5]

[6]

[7]

[8]

因之一。

老年住院病人組的基礎疾病較多，本次研究發現

COPD、高血壓病、中風等都有統計學意義。老年人的這

些特徵，與其他地域的類似研究結果吻合[4-8]，但合併

支氣管擴張以及入住ICU的風險方面，研究結果卻有異

於這些地域。反映澳門地區老年人的基礎疾病及醫療支

援，有異於其他地區。

至2014年，澳門老年人佔總人口8.4%[9]，並有逐年

上升的趨勢。老年人患病後醫療費用高，出現後遺症的

比例亦較高，往往加重家庭和社會的負擔。本次研究發

現老年人的住院比例、住院日數、死亡率都較高，對於

患CAP的老年人值得重點關注及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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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研究夜戴型角膜塑形鏡控制青少年近視進展的臨床效果。  方法 選

取本院青少年近視患者53例（105隻眼），根據矯正屈光不正的方法分成兩組，角膜塑形

鏡組（A組）、普通框架眼鏡組（B組），戴鏡前和戴鏡後1年檢查眼軸長度，通過對比分

析，評價角膜塑形術控制近視進展的作用。  結果 夜戴型角膜塑形鏡能有效提高青少年近

視患者的裸眼視力。角膜塑形鏡組戴鏡1年後眼軸長度增長0.08±0.15mm；框架眼鏡組增長

0.40±0.24mm；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戴鏡1年後角膜塑形鏡組摘鏡後裸眼視

力優於框架眼鏡組原框架眼鏡矯正視力(P<0.05)。  結論 角膜塑形鏡矯治青少年近視效果

確切、安全有效，可以有效控制近視的發展。

【關鍵詞】角膜塑形鏡；近視；角膜；眼軸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orthokeratology lens and frame glasses in myopia 

YU Si Ting , LAI Iat Fan*, HONG Sin U, CHEONG Chi Un
Department of ophthalm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orthokeratology lens and frame glasses in controlling 

adolescent myopia.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ve eyes of fifty-three myopia patients from 6 years old 
to 16 years ol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myopia correction: Orthokeratology 
lens (Group A) and frame glasses (Group B). The visual acuity, axial length and the occurrence of side effect 
were assessed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12 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Orthokeratology lens 
can enhance the uncorrected visual acuity of myopic adolescents. The axial lengths in orthokeratology lens 
group increase (0.08±0.15) mm after 12 months’ wearing , compared with (0.40±0.24) mm in frame glasses 
group .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uncorrected visual acuity in orthokeratology Lens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in frame glasses group after 12 months’ wearing (P<0.05).  
Conclusion  Orthokeratology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controlling adolescent myopia.

[Key Words]  Orthokeratology; Myopia; Cornea; Axial length 

角膜塑形鏡與框架眼鏡對控制青少年近視的療效

余思婷 賴一凡* 熊倩瑜 蔣志遠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通訊作者  E-mail:frankmacao@hotmail.com

近視是指眼在調節放鬆狀態下，平行光線經眼球屈

光系統聚焦在視網膜之前。角膜塑形鏡(orhtokeratology, 

Ortho-K, OK鏡)是目前能有效控制青少年近視進展的方

法之一[1]。角膜塑形鏡是一種以反轉幾何學設計的特殊

類型硬性角膜接觸鏡(rigid gas permeable contact lens, 

RGP)[1,2]。角膜塑形鏡在晚上睡眠時佩戴，白天可有效提

高裸眼視力，具有非手術操作、不受年齡限制、副作用少

等特點，在矯正近視方面具有一定優勢，更重要的是能有

效控制近視的進展。本文回顧分析2011年~2014年在本院

進行配戴角膜塑形鏡與配戴普通框架眼鏡矯正青少年近視

的情况，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選取2011年11月~2014年12月在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中心就診，並隨訪1年以上的青少年近視患者53名（105

隻眼），年齡6歲~16歲，平均9.96±2.35歲，配戴前屈光

度-1.50~-7.50D，平均-3.93±1.51D，排除器質性眼病，分

為兩組（A組和B組），A組27例（54隻眼）為配戴角膜塑

形鏡組，B組26例（51隻眼）為配戴普通框架眼鏡組，門

診隨訪一年以上。兩組病例平均年齡、初始屈光度與眼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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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二、鏡片材料與設計

角膜塑形鏡材料採用美國波利瑪科技公司的Boston 

XO，材料類型為氟矽丙烯酸酯，通用名稱hexafocon 

A，透氧係數為100(I s o F a t t)，折射率1.415，比重

1.27，肖氏硬度81，彈性係數1229MPa，含有紫外線吸

收劑，顏色藍或綠色。

角膜塑形鏡由香港E&E實驗室加工，採用反轉幾何

形四區設計。四區分別為中央光學區（又稱基弧區）、

反轉弧區、定位弧區及周邊弧區，直徑10.6~11.0mm，

中心厚度0.20~0.22mm。

三、方法

角膜塑形鏡組：按照角膜塑形鏡的驗配程序，進

行裂隙燈檢查、眼底鏡檢查，排除器質性眼病後，使用

複方托吡卡胺進行散瞳驗光，其後進行角膜曲率、角

膜地形圖等檢查，根據角膜塑形鏡驗配程式進行試戴

評估，確定訂片參數。配鏡後每晚戴鏡，戴鏡後1天、1

週、1月及3月進行定期複查。複查檢查包括裸眼視力、

矯正視力、裂隙燈顯微鏡檢查角膜、結膜、淚膜及角膜

地形圖。

框架眼鏡組：先行複方托吡卡胺散瞳驗光，記錄

結果，結合複驗後的結果給出眼鏡處方，配鏡後每天堅

持戴鏡。

兩組近視患者均於戴鏡前和戴鏡後1年檢查眼軸長

度（德國Zeiss公司，Iol-Master）、角膜曲率、角膜

地形圖（德國Wavelight公司的Topolyzer角膜地形圖系

統），前後對比分析。為減少測量誤差，均由專職視光

師進行檢查。

四、統計學方法

資料應用SPSS23.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採用t檢驗。

結 果

一、配戴角膜塑形鏡後裸眼視力及角膜曲率變化

A組所有患者戴塑形鏡後裸眼遠視力均較戴塑形

鏡前顯著提高，裸眼遠視力在戴鏡後1週、1月分別為

1.11±0.24、1.19±0.25，比較戴塑形鏡前視力差異顯

著，有統計學意義(P<0.01)。戴塑形鏡後角膜平均曲

率均較戴塑形鏡前明顯降低，差異顯著有統計學意義

(P<0.01)。詳見表2。

二、角膜塑形鏡組和框架眼鏡組眼軸長度變化對比

角膜塑形鏡組（A組）和框架眼鏡組（B組）戴鏡1

年後眼軸增加分別為0.08±0.15mm、0.40±0.24mm兩者比

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

三、角膜塑形鏡組和框架眼鏡組戴鏡一年後的視

力矯正情况

兩組戴鏡1年後，角膜塑形鏡組摘鏡後裸眼視力情

况優於框架眼鏡組原框架眼鏡矯正視力，差異有統計學

意義(P<0.05)。見表4。

四、併發症：配戴角膜塑形鏡後患者並未出現明

顯的角結膜併發症，個別病例在戴鏡初期出現輕度結膜

充血或輕度角膜上皮點狀染色（8眼，發生率14.8%），

經停戴1~3天治療後好轉，之後可以繼續戴鏡。無訴重

影及眩光，少數患者訴偶覺眼乾不適。

討 論

澳門與內地一樣，近視眼發病率較高[3]，近視佔內地

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的98%以上。近視患病率的持續升高及

低齡化趨勢，給青少年的健康帶來嚴重危害。在內地，近

視度數超過-6.00D的近視者逾1000萬[4]。近視是造成視網

膜脫離、黃斑變性及青光眼的危險因素之一，而這些疾病

會導致視力受損，甚至失明[5-8]。這些併發症的發生率與

近視度數和眼軸長度呈正相關[8,9]。WHO將近視定義為失明

及視覺受損的五大主要原因之一[10]。因此，預防及減慢近

視增長速度對公共衛生具有重大意義。

表1.兩組病例平均年齡、初始屈光度及眼軸長度比較

分組 年齡（歲） 屈光度（等效球鏡）(D) 眼軸長度(mm)

A組 10.00±2.27 -3.93±1.41 24.88±0.91
B組 9.86±2.47 -3.94±1.62 24.92±1.17

P>0.05

表2.配戴角膜塑形鏡前後裸眼視力及角膜曲率的變化

戴鏡前 戴鏡1週 戴鏡1月

裸眼視力 0.13±0.09 1.11±0.24 1.19±0.25
角膜平均曲率(D) 43.48±1.69 41.56±1.50 41.62±1.22

表3.角膜塑形鏡組（A組）和框架眼鏡組（B組）眼軸長度變化

分組 眼軸長度(mm) 一年後眼軸長度(mm) 眼軸長度變化(mm)

A組 24.88±0.91 24.95±0.88 0.08±0.15
B組 24.92±1.17 25.32±1.08 0.40±0.24

表4.角膜塑形鏡組(A組)和框架眼鏡組(B組)戴鏡1年後視力矯正情况

分組 A組 B組 P

初始戴鏡視力 1.29±0.16 1.25±0.16 >0.05

戴鏡1年後視力
1.18±0.19

（摘鏡後裸眼視力）
0.65±0.26

（原框架眼鏡矯正視力）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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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塑形術實際上是配戴一種與角膜表面幾何形

態相逆反的特殊設計的高透氣性硬性角膜接觸鏡（角膜

塑形鏡），對角膜實施合理的、可調控的、可逆的程式

化塑形，從而降低角膜屈光力，提高裸眼視力。

角膜塑形鏡阻止近視發展的可能機制是：眼球的

正視化過程取決於視網膜的成像品質。形覺剝奪和負

性光學離焦影響眼球的軸長，導致眼軸增長和近視的

發生[11,12]。如果對於周邊視網膜，偏軸成像面相對遠

視，即使中心凹聚焦成像，局部眼球仍會適當地加速生

長，以便周邊視網膜能聚焦成像。相反，由於生物力學

和眼球總體形狀的限制，如果偏軸的屈光狀態是近視，

那中心凹就常常維持或發展為遠視。對於近視眼，周邊

部常相對遠視，用框架眼鏡矯正了中心屈光不正，而周

邊部仍為相對遠視，因此在近視的發展過程中，框架眼

鏡並不能阻止近視的加深。該機制可能就是角膜接觸鏡

與框架眼鏡相比，能使周邊部產生較少遠視性離焦的原

因[13,14]。Smith等[15]研究發現，周邊視網膜的異常視覺

能影響眼球的正視化和非正視化的發生，因為角膜塑形

鏡對於近視的矯正，不僅保證中心視力得以矯正，減少

了鏡眼距，提高中心視力成像品質，特別是配角膜塑形

鏡後，患者的周邊視網膜的屈光狀態趨向正視化或者近

視化，以利於控制眼軸增長。Mok[16]的研究，為平均9

歲左右的兒童選擇配戴角膜塑形鏡7年後，近視屈光度

的增長僅為配戴普通框架眼鏡對照組的1/4。

本次研究得出，對青少年近視患者配戴夜戴型角

膜塑形鏡，嚴格按護理要求保養，按眼科專科醫生或視

光師指導操作，定期複查，可有效控制近視度數增長，

且無明顯併發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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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嚴重者可以採用血液透析的治療方法。

在臨床上使用氨茶鹼已有60多年歷史，它是是治

療老年COPD常用的藥物之一。研究表明，氨茶鹼具有為

人所知的舒張支氣管平滑肌的作用，使用小劑量氨茶鹼

(100~300mg/d)據有免疫調節及抗炎的作用，這類小劑

量的給藥不僅減輕了氨茶鹼的毒副作用而且保證了療

效，為氨茶鹼能有效應用於老年COPD的治療提供了有力

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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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總結微創心臟瓣膜手術的臨床經驗。  方法 選擇2013年5月~2015年5

月收治的16例在體外循環下實施的胸腔鏡輔助或直視微創瓣膜手術。其中主動脈瓣置換術5

例，二尖瓣成形術5例，二尖瓣置換術4例，二尖瓣＋主動脈瓣置換術2例，MVP＋MVR組7例中

合併中度以上三尖瓣返流，均同期行三尖瓣成形術。5例合併房顫，均同期行房顫冷凍消融

術。  結果 院內死亡1例。中轉開胸2例。平均手術時間、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

分別為320.0±97.8min、190.4±75.6min、124.7±97.8min，術後平均ICU時間和住院時間分別

為4.9±2.7d和37.8±21.5d; 術後24h內平均引流量為873.4±646.7ml。  結論 微創瓣膜手術

安全有效、創傷小、恢復快。與傳統手術相比不增加手術死亡率和併發症的發生率，能縮短

ICU時間和術後住院時間。

【關鍵詞】小切口；微創；瓣膜；手術 

Clinical study of 16 cas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heart valve surgery  

CHEUNG Hoi Sui*, LAM Chon Wa, LI Jia Liang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our clinical experience in minimally invasive cardiac valve surgery.  

Methods   16 cases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cardiac valve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3 to May 2015 
were reviewed , There were 5 cases of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AVR), 5 cases of mitral valve repair( MVP), 4 
cases of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MVR) and 2 cases of mitral and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DVR). Seven cases 
of MVP or MVR also had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moderated to severe), so tricuspid valve repair(TVP) was 
performed as well. Five cases had atrial fibrillation(AF), cryo-ablation of AF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here 
was one operative death. 2 cases needed conversion to median sternotomy. Mean operation, cardiopulmonary 
bypass and aortic clamp time were 320.4 ± 97.8min, 190.4 ± 75.6min and 124.7 ± 97.8min respectively. 
Mean length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and hospital stay were 4.9 ± 2.7d and 37.8 ± 21.5d. Mean volume 
of drainage were 873. 4 ± 646.7ml.  Conclusion  MIVS though minimally invasive access is safe and feasible, 
with good cosmetic results and rapi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Compar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surgery, MIVS 
did not increase surgical mortality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with shorten length of ICU and hospital stay. In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disease who meet indication for surgery, MIVS is a good choice.

[Key Words]  Small incision; Minimally invasive; Valve; Surgery 

微創心臟瓣膜手術16例治療體會

張海瑞* 林俊華 李嘉亮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心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edward929@hotmail.com

傳統心臟瓣膜手術通常是採用體外循環下胸骨正中

切口全胸骨切開直視下進行。該手術入路方式能獲得良

好的手術視野，便於各種操作進行，避免胸骨的擠壓及

損傷，術後肺功能恢復快。隨着微創外科的理念深入人

心，手術安全性的不斷提高，微創心臟外科手術尤其是微

創瓣膜手術正越來越被外科醫生所接受。本科自2013年5

月~2015年5月共完成16例微創瓣膜手術。現總結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臨床資料

2013年5月~2015年5月，本院共完成微創心臟瓣膜

手術16例。其中男性11例，女性5例，年齡28歲~85歲，

平均年齡55.8±16.1歲。心功能NYHA分級Ⅰ級3例，Ⅱ級

3例，Ⅲ級1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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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組中主動脈瓣置換術(AVR)5例，二尖瓣成形術

(MVP)5例，二尖瓣置換術(MVR)4例，二尖瓣＋主動脈瓣

置換術(DVR)2例，MVP或MVR組中合併中度以上三尖瓣返

流者共7例，均同期行三尖瓣成形術。5例合併房顫，均

同期行房顫冷凍消融術。

二、手術方法

1.二尖瓣手術：取右胸前外側切口4~6c m，經股

動、靜脈插管建立體外循環。單純二尖瓣手術，股靜脈

導管在經食道心臟超聲波引導下前端置入上腔靜脈，側

孔位於右心房。於合併三尖瓣手術時，股靜脈導管前端

位於下腔靜脈，同時經右側頸內靜脈插管行上腔靜脈引

流，上下腔靜脈分別套帶阻斷。為改善靜脈血引流可加

用負壓吸引裝置。胸腔鏡經第三或四肋間戳孔進胸輔助

暴露視野，Chitwood阻斷鉗經第二、三肋間戳孔進胸以

阻斷升主動脈，HTK停搏液灌注針經主動脈根部順灌。

二尖瓣手術經房間溝切口入左心房，用特殊左心房自動

牽開器暴露二尖瓣瓣葉及瓣下結構，根據病情行二尖瓣

成形術或置換術。若患者合併左心房血栓，同期行左心

房取栓術；若合併心房顫動，同期行MazeⅣ冷凍消融術

及左心耳縫紮術。若合併中度以上三尖瓣返流，先打開

左心房行二尖瓣手術，再打開右心房行三尖瓣成形術。

2.主動脈瓣手術：採用胸骨上段切口，經由股動、靜

脈插管或升主動脈及股靜脈插管建立體外循環，經胸骨上

段“J”或“L”形切口進胸（胸骨上緣至第3肋間水平，

向右橫斷右半胸骨，保留右側內乳動脈，長約6~8cm）。

常規阻斷鉗經切口阻斷升主動脈後行主動脈瓣置換術。

3.雙瓣手術：經右側胸骨旁第3~5肋間垂直切口，

採用股動、靜脈插管建立外周體外循環，經右側胸骨旁

切口(4~5cm)並切斷第3、4肋骨進胸，同時切斷縫紮右

側內乳動脈。Chitwood阻斷鉗經第3肋間戳孔進胸阻斷

升主動脈，橫行切開主動脈後於左右冠狀動脈開口分別

灌注冷血高鉀停搏液或HTK停搏液，暴露主動脈瓣後行

主動脈瓣置換術。然後經由右心房及房間隔下部暴露

二、三尖瓣手術並進行二、三尖瓣手術。

三、術後處理及隨訪：術後患者被送至重症監護室

(ICU)，待其完全清醒，自主呼吸情况良好，動脈血氣指

標正常後拔除氣管插管。多數患者手術當天或術後第2、

3天回普通病房，並開始抗凝治療。一般引流量每天少於

150毫升時即可拔除引流管，鼓勵患者早期下床活動，出

院後1週隨訪檢測抗凝國際標準化比值(INR)、心電圖、

胸片、超聲心動圖等。此後建議患者每1~2週檢測INR 1

次直至INR穩定並合乎治療標準，一般要求INR控制在

1.5~2.5倍，合併房顫或左心房血栓者則控制在2~3倍。

術後3月時複查心功能等級、超聲心動圖及心電圖等，隨

訪詢問患者生活品質、活動量等主觀感受。

結 果

全組平均手術時間、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

阻斷時間分別為320.0±97.8m i n、190.4±75.6m i n、

124.7±97.8m i n，術後平均IC U時間和住院時間分別

為4.9±2.7h和37.8±21.5d；術後24h內平均引流量為

873.4±646.7ml。

1例院內死亡，為主動脈瓣置換術患者，死亡原因

為心功能衰竭。1例因心包黏連、1例因股動脈插管後形

成主動脈夾層（及時將股動脈插管改為右鎖骨下動脈插

管建立體外循環，降低夾層進一步擴展的危險，然後中

轉開胸，除完成原有計劃手術外，加行升主動脈人工血

管置換手術，患者最後轉危為安）、1例因術出血難以

控制導致中轉胸骨正中切口、1例因術後出血再返手術

室止血。1例行二尖瓣成形術於術中經食道心臟超聲波

提示殘餘中度以上二尖瓣反流，改行二尖瓣置換術。其

餘患者恢復情况良好。

有3例患者術前行冠脈造影提示合併冠狀動脈病

變，其中1例為前降支病變，術中同時採用左外側胸切

口將大隱靜脈橋與前降支遠端吻合，再用右外側切口

（瓣膜入路切口）行主動脈根部與靜脈橋近端的吻合。

另外兩例患者分別合併迴旋支及右冠狀動脈病變，但臨

床上未見相應急性心肌缺血的表現，予行微創瓣膜手術

後約1~2週分期再行PCI術。此3例患者在圍術期間均無

心肌梗死等併發症。

併發症方面，2例患者術後ICU監護期間有不同程度

的心衰表現，相對應的抗心衰處理後好轉。1例患者術後

出現急性胰腺炎，經普外科會診對症處理後康復。1例患

者術後出現反應性精神病，1週後自行恢復。1例患者出

現竇性停搏，均為夜間發作，長間期<2s，予茶鹼調整心

率後情况穩定，未出現暈厥情况，出院後門診追蹤。

出院後所有患者在本院隨診3月，其後大部份患者

轉回山頂醫院繼續跟進，暫無院外死亡的反饋情况。

討 論

胸骨正中的經典切口無疑是現今心臟瓣膜手術的

主流，其心臟及血管的暴露良好，手術安全性高，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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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如心臟驟停、大血管破裂出現時處理相對容易[1]。

但其破壞了胸骨的完整性，術後容易出現胸骨癒合不

良，縱膈感染，發展成胸骨骨髓炎，死亡率高[2]。手術

創面大，出血多，開胸及關胸止血困難[3,4]；術後疤痕

明顯，影響美觀，尤其對年輕女性造成困擾[5]。

隨着微創外科技術飛速發展，心外科醫生開始探索

微創路徑進行各種複雜的心內操作，而這種路徑需要在

不犧牲良好的術野暴露，不降低操作質量和不增加手術

風險的前提下減小對胸骨及胸壁的破壞。本院2013年開

始微創瓣膜手術，至2014年中開始由邱冠明顧問醫生帶

領下行胸腔鏡下單純小切口主動脈或二、三尖瓣的置換

及整形手術，逐漸擴展到主動脈瓣膜合併二、三尖瓣的

複雜手術。微創瓣膜手術優點主要有：①切口短，長度

5~6cm；②出血少，創傷小，感染率低；③操作簡單，開

胸、關胸快，止血容易；④保持胸廓的穩定性，對呼吸

影響小，有利於咳嗽、排痰，對預防肺部併發症有利[6]；

⑤避免縱劈胸骨，保留了再次心臟手術的入路。同時，

小切口手術也有一些缺點：①心臟暴露不充分，手術操

作相對困難；②對肺易造成擠壓損傷；③對術中可能發

生的意外，如大出血、心跳驟停等處理相對困難[7]。為了

克服微創手術的局限性，專門配備了微創心臟手術專用

的撐開器、持針器、打結器等，可最大程度降低手術難

（上接62頁）

示，幽門螺桿菌在本病的發病機制中具有重要作用[5]。

Hussell等[6]發現幽門螺桿菌抗原刺激，可激活持異性

T細胞，引起MALT淋巴瘤細胞持續增殖。現在已明確證

實，治療幽門螺桿菌可使MALT淋巴瘤得到緩解[7]。胃

MALT淋巴瘤部份可轉化為胃瀰漫大B細胞淋巴瘤[8]。本

研究觀察到1例胃MALT淋巴瘤患者先前有幽門螺桿菌感

染，經去除幽門螺桿菌治療無效，這與文獻報導的不

一樣，可能僅1例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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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mphomas of the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factors relevant 

to prognosis. Gastroenterology, 1992; 102:1628-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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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總結鏡湖醫院藥師在ICU病區開展臨床藥學的工作情況，探討藥師在臨

床合理用藥中的作用。  方法 對過去在ICU討論過的80宗病例的用藥情況作回顧性分析，結

合開展臨床藥學服務的具體內容，抽取具代表性的個案作分析。  結果 藥師參與臨床合理

用藥，可提高醫患對藥師工作的認知度，提高合理用藥的意識。藥師發揮了提高用藥安全

性、合理性、及有效性的重要作用。  結論 藥師参與臨床用藥分析，對合理、安全用藥起

到了積極的作用，可提高臨床醫療質量。

【關鍵詞】藥劑師；臨床藥學；合理用藥；ICU 

Practice of Kiang Wu Hospital pharmacists in clinical pharmacy in ICU 

YANG Jian, ZENG Lou Xi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work of Kiang Wu hospital pharmacists in clinical pharmacy 

in ICU ward, an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pharmacists in the rational use of medication by clinician.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drugs used in past 80 cases in ICU,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pharmacy service was conducted.   Results  The pharmacists participation in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can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the role of pharmacists and enhance rational drug use by doctor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drug safety,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drug use.  Conclusion  The 
pharmacist participating in clinical drug analysi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linical rational drug use,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care.

[Key Words]  The pharmacist; Clinical pharmacy; Rational drug use; ICU 

鏡湖醫院藥師在ICU開展臨床藥學的實踐

楊健 曾珞欣*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藥劑科

*通訊作者  E-mail:zengluoxin@yahoo.com.hk

臨床藥學是以提高臨床用藥質量為目的，以藥物

與機體相互作用為核心，重點研究藥物臨床合理用藥方

法的綜合性應用技術學科[1]。本院藥劑科自2013年11月

起，往ICU病區開展臨床藥學工作，歷時1年半，共分析

病例80宗。本文對此期間藥師在ICU之臨床藥學服務實

踐和體會出總結。

資料和方法

一、藥師在ICU查房的工作模式

每週1次由心科主治醫生帶兩名藥師上ICU病區，

挑選1例較典型的病例，分析其病歷和用藥記錄，當有

需要時即時與ICU醫生進行討論，其中即時反映意見的

個案約佔10%。其後藥師書寫藥歷，詳細記錄患者用藥

情況，對其中藥物相互作用、藥物不良反應以及提示醫

生修改處方的意見作記錄存檔。

二、藥師提供臨床藥學服務的側重點及個案分析

1.關注肝、腎功能，提高用藥安全性

ICU患者常伴有腦、肝、腎、肺等多個臟器損害，

用藥不當易發生毒性反應。

例1：患者女，93歲，因“氣促2天，加重4小時”

入院，入院時神志不清。患者入院診斷右頸靜脈永久洗

腎管導管相關感染，慢性腎衰。入院後醫生經驗用藥選

用Meronem(Meropenem), 1g, Q12H控制感染。其後導管細

菌培養，發現為MRSA感染，細菌對Meronem耐藥，遂換

用Vancomycin, 500mg, QD。Vancomycin是治療MRSA 感染

的首選藥物，但同時Vancomycin具有腎毒性，尤其在高

齡危重患者中易導致腎損傷[2]。患者血肌酐632 nmol/l, 

BUN 24.4 nmol/l，尿蛋白(+++)，腎功能差，且又是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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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故藥師建議監測Vancomycin血藥濃度，使其發揮

有效的抗菌作用的同時防止腎毒性的發生[3]。

2.合理聯合用藥，關注藥物相互作用

IC U患者病情複雜，基礎疾病多，使用藥品種類

多。醫生選用藥物首先考慮的是藥物的療效，希望能迅

速改善患者的危重狀態，往往對藥物的不良反應，尤其

對相互作用關注較少，因此藥師需作出這方面的提醒。

例2：患者，男，72歲，因“右胸痛，上腹不適”

入院，既往有高血壓病，CVA後遺症，前列腺增生，右頸

動脈狹窄，腹主動脈瘤病史，長期本院跟進。患者本次

入院後行頸動脈支架植入術，腹主動脈支架植入術。術

後Asprin, 100mg, QD; Plavix(clopidogrel), 75mg, QD，抗

血小板治療；醫生合用PPI類藥物Nexium(esomeprazole), 

20mg, QD，抑酸保胃。Plavix是一種藥物前體，主要經

細胞色素P450同工酶2C19(CYP2C19) 途徑氧化成具有抗

血小板活性的硫氫基代謝產物[4]。Nexium等許多藥物都

需要經過CYP2C19途徑代謝，與Plavix存在代謝途徑上

的競爭關係[5]，兩藥合用時Plavix抗血小板作用減弱，

因此藥師建議醫生選用對CYP2C19影響小的另一類PPI藥

Pantoloc(pantoprazole)[6]，避免藥物相互作用發生。

3.面對醫生、護士，提供用藥諮詢

由於新藥研發日新月異，而醫護人員日常工作繁

重，有時未能及時掌握新藥的使用方法，藥師應根據自己

的專業知識並查閱參考相關文獻資料後，及時與醫護人員

溝通，解決相關的用藥疑難。

例3，患者男，18歲，因突發抽出5分鐘，失去意識半

小時送院搶救。病人臨床出現尿崩癥，故採用Mannitol脫

水治療，用Minirin控制尿量。在用藥討論時，病人選用

Minirin治療尿崩癥，治療有效。ICU醫生咨詢同是加壓素

的另一種藥物，藥物 Glypressin(Terlipressin) 是否可以

用於尿崩癥的治療。查閱相關資料，Glypressin的適應癥

主要是：1.胃腸道出血；2.泌尿生殖系統出血；3.婦科手

術局部給藥，使平滑肌收縮；4.手術後出血等。目前，主

要用於肝腎綜合征 (HRS) 的治療，聯合使用Glypressin與

白蛋白輸注可作為1型HRS的一線治療[7,8]。因此Glypressin

並不適用與尿崩癥的治療，及時將信息反饋給醫生。

4.藥師主動溝通，積極學習

藥師進入臨床首先要抱着學習的態度，把自己定位

在“學習與服務”上，向醫護人員學習，通過不斷學習與

實踐，逐漸進入臨床藥師的角色。

例4，患者男，78歲，因“右側肢乏力1天餘”入院。

腦部CT顯示“左側基底節區腦出血，右側顳頂葉及左側枕

葉處 SAH”，行“左側腦室外引流術”。藥師查房時對病

人的用藥記錄中用了 Actilyse 5mg 有疑問，因 Actilyse

是抗凝針劑，而病人是腦出血，不清楚醫生的用藥意圖，

故請教醫生。得到醫生答復，該患者雙側側腦室後角積

血較稍前增多，中線結構居中，腦室外引流注射小劑量

Actilyse 對於加速腦室內的血凝塊的溶解和吸收，降低顱

內壓促進神經功能的恢復及降低病死率均有顯著療效，盡

早使用療效更好[9,10]。通過具體臨床病例討論，藥師加深

了對藥物臨床特殊用法的認識。

結 果

藥師通過臨床藥學工作，可促進合理用藥，監測和

糾正臨床用藥的不合理性，對安全、有效、合理用藥起到

有益的促進作用。盡管本院，藥師進入臨床還存在諸多困

難，但只要對自身有準確的定位，有謙虛的態度，高的專

業素養，並抱着誠懇為患者服務的信念，應當能夠被醫

師、護士和患者所接受，並且可以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

討 論

由於本院臨床藥學工作開展時間不長，也沒有具

體的模式可以借鑒，目前藥師參與ICU查房工作還處於

探索階段。本院藥師工作期間，得到了醫院領導和相關

科室醫護人員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藥師參與ICU查房，

一方面，使許多用藥小問題得到了及時的回饋和解決；

另一方面，利用每次查房，醫生與藥師一起就複雜患者

的用藥情況進行集中、具體的討論，真正實現以病人為

中心的全方位藥學服務，為臨床藥學工作進一步展開打

下堅實的基礎。但是，目前本院尚未有臨床藥師，現有

的藥師也沒有經過臨床藥師的專科培訓，主要靠自學相

關知識，及臨床醫生互動，希望這些缺陷日後能通過人

才招聘和外出培訓來解決。隨着臨床藥學的開展，本院

藥師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有條件

時積極接受專科培訓。在工作過程中，更要注重對臨床

用藥信息的分析收集，為醫生提供專業數據支持，並不

斷在臨床實踐中培養自己的臨床思維。

心科主治醫生吳寶群自2013年起每週帶藥師上ICU或心

科病區查房，使此項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謝。

蔣學華. 臨床藥學導論第一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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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惡性黑色瘤的臨床特點，病理學特點，診斷及鑒別診斷。  方法 

對本院2008年以收治的11例惡性黑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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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例惡性黑色素瘤患者中，男3例，女8例，男：女為1:2.67；

發病年齡9歲~83歲，平均44.5歲；位於足部3例，位於背部2例，手臂1例，腰部1例，臀部1

例，小腿1例，1例，唇黏膜1例；免疫組化顯示所有病例HMB45，Melan-A陽性，10例S-100陽

性， Ki-67增生指數約10%~40%。  結論 惡性黑色素瘤惡性程度高，轉移性強，發展迅速，

預後差，診斷惡性黑色素瘤依靠臨床症狀及病理特點，惡性黑色素瘤以手術為主，手術切除

範圍及輔助治療方案應根據臨床分期。

【關鍵詞】惡性黑色素瘤；臨床發病特點；病理學特點 

Study on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11 malignant melanoma 

KU Kit Meng, WAI Kit Cheng, CHAN Sut Kei, WEN Jian Mi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athological features,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melanoma and latest development in clinical treatment.  Methods    From 2008 
to 2015, 11 cases of melanom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with HE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Of the 11 cases of melanoma, 3 were males and 8 were females, with 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1:2.67. The age of onset was between 9 to 83 years old, and the mean age was 44.5 years old. Three cases 
were located on the foot, 2 on the back, 1 on the arm, 1 on the waist, 1 on the hip, 1 on the leg, and 1 
on the lip mucosa.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y showed positive staining for HMB45. and Melan-A. 10 
cases express S-100. The Ki-67 was between 10%-40%.  Conclusion  Melanoma is highly aggressive, and 
progress rapidly. It can easily develop metastasis and has poor prognosis. Melanoma can be diagnosed by 
clinical symptoms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Surgery is the primary treatment. The surgical excision area 
of melanoma and the used adjunctive therapy are dependent on clinical stage.

[Key Words]  Melanoma;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athological features 

惡性黑色素瘤11例臨床病理分析

古杰鳴 韋潔貞 陳雪琪 文劍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病理科

*通訊作者  E-mail:wenjm@mail.sysu.edu.cn

惡性黑色素瘤(malignant melanoma)是起源於皮

膚黑色素細胞的高度惡性腫瘤，多發於皮膚，佔皮膚惡

性腫瘤的7%~20%，國外統計其發病率佔全部惡性腫瘤的

1%~3%[1]。惡性黑色素瘤惡性程度高，發病時間長，轉

移性強，發展迅速，預後差，死亡率高，早期症狀不典

型，其病因尚未明確，一般認為與黑色素細胞痣惡變，

種族遺傳，內分泌，日光照射，創傷等因素有關，惡性

黑色素瘤好發於白色人種，而我國惡性黑色瘤發病率約

0.8/10萬[2]。本研究對澳門鏡湖醫院2008~2015年經手

術切除，病理確診的11例惡性黑色素瘤的病理病例按照

性別，年齡，主要症狀，發生部位，腫瘤大小，組化特

點，診斷及鑒別診斷進行回顧性分析。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收集本院2008年以來手術切除11例惡性

黑色素瘤，資料完整。手術標本常規10%中性福爾馬林固

定，石蠟包埋，3~4um厚切片，HE染色，光鏡觀察。

二、免疫組化染色  取石蠟切片，3~4um厚，貼附

於APES處理過的載玻片上備用。免疫組化採用SP法，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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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體包括HMB45、Melan-A、S-100、CK為DAKO公司產

品。每例按2011年WHO皮膚腫瘤新分類制定的病理診斷

標診斷確診。

結 果

一、臨床資料

11例惡性黑色素瘤患者，男3例，女8例，男：女

為1:2.67，發病年齡9歲~83歲，平均44.5歲，9歲~30歲

3例，31歲~50歲5例，51歲~70歲2例，71歲~90歲1例；

位於足部3例，位於背部2例，手臂1例，腰部1例，臀部

1例，小腿1例，1例，唇黏膜1例；發現時間由數天至20

年不等，其中1例病變部位有外傷史，其餘皆為發現腫

物，長期未退而就診；查閱病歷發現，腹股溝淋巴結轉

移1例，3年後兩肺轉移1例。

二、病理特徵

肉眼觀察：送檢組織多為帶皮膚或黏膜組織，表面

可見斑塊或結節，大部份呈灰黑色，邊界不規則，質中，

其中2例表面可見潰瘍，大小由0.4×0.3~2×2cm。鏡檢：送

檢組織被覆鱗狀上皮，表皮及真皮淺層可見腫瘤細胞浸

潤，由卵圓形或梭形的腫瘤細胞組成，呈巢狀分佈，富含

棕褐色色素，腫瘤細胞核漿比例高，染色質粗伴明顯核

仁，核分裂易見，其中1例可見壞死（圖1 見封3）。

三、免疫組化結果

所有病例HMB45，Melan-A陽性（圖2、圖3 見封

3），10例S-100陽性，Ki-67增生指數約10%~40%；CK及

EMA均表達陰性。

四、病理分級及分期

Cl a r k分級：Ⅱ期6例，Ⅲ期4例，Ⅳ期1例；按

AJCC第七版分期：ⅠA期2例，ⅠB期1例，ⅡA期5例，

ⅡB期1例，ⅣB期1例。

五、治療

11例，其中7例做原發灶手術擴大切除，1例切除

後加放療，3例只做活檢後轉往他院治療，未能跟蹤。

討 論

近年來世界範圍內惡性黑色素瘤的發生率正以

3%~7%的速度遞增[3]，且發病年齡也愈來愈早，相應的

死亡率也隨之增加[4]，惡性黑色素瘤多見於中年人及老

年人，主要發生在肢端皮膚，如足底，足跟部等，亦可

發生於黏膜及淋巴結，本組資料基本與之相符。

惡性黑色素瘤的確診主要依據為病理，鏡下惡性

黑色素瘤的形態多樣，其細胞可呈上皮樣，腺樣，梭

形，痣細胞樣，漿細胞樣，氣球樣及單核與多核巨細

胞樣等形態特徵，免疫組化也是診斷惡性黑色素瘤可

效的手段，惡性黑色瘤表達HMB45, S-100, Melan-A, 

Vimentin，其中Vimentin陽性率最高，但診斷意義較

小，S-100, HMB45均為診斷惡性黑色素瘤的重要免疫

組化指標，S-100陽性在惡性黑色素瘤表達陽性率達

90%以上，但其沒有特異性，因為很多非惡性黑色素瘤

S-100也陽性表達，比較特異性的抗體為HMB45，用以

檢測黑色素細胞內黑色素小體的特殊蛋白，只要腫瘤

細胞內有黑色素小體，即使未形成黑色素也呈陽性，

因此比S-100更特異，Melan-A陽性率為80%，亦是惡性

黑色素瘤的廣泛應用標記物，本組11例患者Vimentin，

S-100，HMB45，Melan-A均表達陽性，四種標記的聯合

應用，對惡性黑色素瘤的診斷及鑒別診斷有實用價值。

惡性黑色素瘤需組織病理上應注意區別增生活躍

的交界痣，當梭形細胞為主要表現形態的皮損在病理上

與梭形細胞來源的其他結締組織腫瘤相鑒別，必要時結

合免疫組化結果加以判斷。

惡性黑色素瘤的預後因素研究較多。Leiter[5]等對

多個預計的預後因素進行Cox回歸模型分析認為，發病

年齡，腫瘤浸潤深度，原發灶是否潰瘍，Clark分級，

有絲分裂率，淋巴結轉移個數，AJCC臨床分期，手術範

圍是影響患者的獨立預後因素。此外，COX回歸分析證

明前哨淋巴結的狀態，受累淋巴結數量及區域淋巴結的

微轉移也是影響預後的重要因素。

惡性黑色素瘤病例早期症狀不明顯，診斷惡性黑

色素瘤依靠臨床症狀及病理特點，部份診斷較困難，需

借助免疫組化協助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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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胃黏膜相關淋巴組織(MALT)淋巴瘤的臨床病理特征。  方法 回顧

性分析鏡湖醫院2010年~2015年胃MALT淋巴瘤病例8例，採用常規HE染色、免疫組織化學染

色，GIEMSA染色，分析其臨床病史及病理學特點。  結果 胃MALT 淋巴瘤臨床胃鏡檢查均呈

慢性胃炎，好發於老年人，平均年齡65歲，8例中有3例合併感染幽門螺桿菌。常規HE染色均

見大量腫瘤性淋巴細胞浸潤伴淋巴上皮病變，其中4例伴不同程度漿細胞樣分化，免疫組織

化學染色顯示腫瘤細胞CD20陽性、CD3陰性。有漿細胞樣分化的病例Kappa/lambda存在克隆

性免疫球蛋白輕鏈限制。  結論 胃MALT淋巴瘤病人早期臨床症狀、胃鏡檢查及病理檢查與

慢性胃炎相似，對可疑病例須行免疫組織化學檢測確定診斷。

【關鍵詞】胃；黏膜相關淋巴組織淋巴瘤；漿細胞樣分化；幽門螺桿菌 

Clinicopathologic study of 8 case of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lymphoma of stomach 

WAI Kit Cheng, SIN Lai Fang,  WEN Jian Ming*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 lymphoma of stomach.  Methods   Eight cases of gastric MALT lymphoma were collected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2010 to 2015, an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by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e,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Helicobacter pylori test.   Results   MALT lymphomas mimic 
gastritis at clinical and gastroscopy findings. The patients were older adults with average age of 65 years. 
Three out of 8 cases were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Helicobacter infection. All 8 cases showed large amount 
of neoplastic lymphoid cells infiltration with lymphoepithelial lesion and plasmacytic differentiation. 
Immunophenotyping showed that the tumor cells were positive for B-cell markers (CD20), but negative 
for CD3. Kappa or Lambda immunostain showed immunoglobulin light chain restriction.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MALT lymphoma often present with a long history of nonspecific symptoms. Diagnosis 
of MALT lymphoma on the basis of endoscopy small biopsy specimens may be sometimes difficult.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s can improve the diagnosis in some suspicious cases.

[Key Words]  Stomach; MALT lymphoma; Plasmacytic differentiation; Helicobacter pylori 

胃黏膜相關淋巴組織淋巴瘤8例臨床病理分析

韋潔貞 冼麗芳 文劍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病理科

*通訊作者  E-mail:wenjm@mail.sysu.edu.cn

黏膜相關淋巴組織(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淋巴瘤，是一種結外邊緣帶B細胞淋巴瘤，

由形態多樣的小B細胞組成，MALT淋巴瘤佔所有B細胞淋巴

瘤的7%~8%，佔原發性胃淋巴瘤的50%。患者多為成人，中

位年齡61歲，女性稍多於男性(1.2:1)。大多數MALT淋巴

瘤病例有慢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史，例如幽門螺桿

菌相關性胃炎、Sjogren乾燥綜合症、橋本甲狀腺炎，導

致結外淋巴組織增生。胃腸道是MALT淋巴瘤好發部位，

其中胃是最常受累的部位，與慢性炎症相關[1]，而小腸和

結腸則與免疫增殖性小腸病(IPSID)相關。其他常見部位

還包括肺、眼附屬器、皮膚、甲狀腺和乳腺。

胃MALT淋巴瘤可侵及黏膜層、肌層甚至漿膜層，

以多灶性、多形性及彌漫性病變為特征。

因胃MALT淋巴瘤在組織學上常有淋巴濾泡和漿細

胞出現，與慢性胃炎、反應性淋巴細胞增生的組織學相

類似較易引起誤診，現結合本院的病例做出以下分析。

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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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病例收集  收集本院2010年~2015年的資料完

整的胃黏膜活檢病理診斷為MALT淋巴瘤病例8例，年齡48

歲~81歲，平均年齡65歲。男6例、女2例。

二、蘇木素-伊紅染色  所有病例標本均經10%中

性福爾馬林固定，常規脫水、包埋、切片和HE染色。胃

幽門螺桿菌採用GIEMSA染色。

三、免疫組化染色  免疫組化全程在全自動組化

切片染色機(BenchMark XT, Ventana)進行。一抗包括

CD20、CD3、Ki67、CD21、Bcl-2、Kappa、Lambda、CK。

結 果

一、臨床資料  8例胃黏膜活檢標本臨床印象及胃

鏡檢查均呈慢性胃炎改變，1例無特殊不適而體檢發現，

1例表現為腹脹，3例表現為上腹痛，2例表現為消化道出

血，1例表現為返酸。胃鏡檢查4例見局部胃黏膜粗糙，

1例見散在白色點狀斑，2例見局部黏膜隆起，1例見潰

瘍。發病位置胃竇及胃體1例、胃體小彎側1例，體後壁1

例、胃體大彎及小彎側1例、胃底1例、胃竇前壁近幽門1

例，胃竇近端大彎壁1例，胃竇幽門前區1例。8例患者中

3例為外院送檢標本，5例隨訪至今無死亡個案，隨訪時

間由1週至5年不等，3例在外院腫瘤科跟進，1例本院腫

瘤科接受放療，1例為近期新發病例、未作進一步治療。

二、幽門螺桿菌感染情况  8例中有3例合併感染

幽門螺桿菌，其中1例經去除幽門螺旋菌治療，複查活

檢未見幽門螺旋菌，但MALT淋巴瘤仍存在。5例未查出

有幽門螺桿菌感染。

三、病理改變  形態學上，8例胃黏膜背景均呈慢

性胃炎改變，MALT淋巴瘤的組織學表現為：1.黏膜內成

片的腫瘤細胞浸潤，腫瘤細胞包括邊緣帶細胞（中心細

胞樣細胞）、單核樣細胞、小淋巴細胞，也可見散在的

免疫母細胞和中心母細胞樣細胞，主要分佈於黏膜層，

或在淋巴濾泡的邊緣區彌漫增殖；2.腫瘤細胞可侵入腺

體上皮之間，破壞腺體，形成淋巴上皮病變；3.背景淋

巴細胞有漿細胞分化，尤其在黏膜淺層上皮下區；4.可

有反應性濾泡殘存，瘤細胞“植入”反應性濾泡的生

發中心，破壞濾泡中心的濾泡樹突網狀結構。值得注

意的是，8例腫瘤中，4例僅見淋巴細胞腫瘤性增生（圖

1A 見封3）。3例黏膜上皮下淺層瘤細胞呈漿細胞樣分

化，並呈層狀分佈，與其下的淋巴樣瘤細胞層似有分

界（圖1B 見封3）。餘下1例幾乎全部瘤細胞呈漿細胞

樣分化，淋巴樣細胞散在其中（圖1C 見封3）。免疫組

織化學染色顯示淋巴樣腫瘤細胞CD20陽性，CD3陰性。

CD21顯示殘留的濾泡中心樹突網狀結構被破壞，CK明顯

標示淋巴上皮病變。Kappa/lambda清楚顯示瘤細胞的漿

樣分化（圖1D 見封3），並存在克隆性免疫球蛋白輕鏈

限制。

討 論

胃M A L T淋巴瘤是淋巴結外淋巴瘤中最常見的類

型，原發於胃腸道黏膜下淋巴組織[2]。胃MALT淋巴瘤病

變早期症狀不明顯，胃鏡檢查未見明顯腫物，因而診斷

上存在困難。在可疑病例，胃鏡活檢時應注意深取組

織，結合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可提高早期診斷的陽性率。

本文觀察到胃MAL T淋巴瘤形態上有3種表現：其

一，腫瘤由邊緣區腫瘤性淋巴細胞組成，細胞體積小至

中等大，胞漿透明，呈單核細胞樣；其二，黏膜淺層為

漿細胞樣分化的瘤細胞，外觀似成熟的漿細胞，可見盧

梭小體分泌，Kappa/lambda免疫組化顯示漿樣分化的瘤

細胞存在單克隆免疫球蛋白輕鏈限制，黏膜深層為腫瘤

性淋巴細胞，兩種細胞似有分界；其三，腫瘤全部由漿

細胞樣分化的瘤細胞組成，同樣存在單克隆免疫球蛋白

輕鏈限制。在胃黏膜活檢，觀察到這些形態學和免疫組

化改變，有助於MALT淋巴瘤的診斷。

胃MALT淋巴瘤，病理改變需與慢性胃炎、漿細胞瘤、

胃未分化癌及其它低級別淋巴瘤等鑒別。胃MALT淋巴瘤

仔細觀察可見特徵性單核樣細胞、淋巴上皮病變，懷疑

病例可加做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協助診斷。免疫組織化學

染色示反應性增生表現為多克隆，而惡性淋巴瘤則可有

單克隆免疫球蛋白出現，結合形態學和免疫組化結果可

明顯提高診斷率。對於全部淋巴瘤細胞呈現漿細胞樣分

化的胃MALT淋巴瘤，則需與漿細胞瘤鑒別，但後者罕見

發生於胃，漿細胞瘤的瘤細胞呈明顯異型性，有雙核瘤

細胞或核分裂，而MALT淋巴瘤瘤細胞分化好，僅因單克

隆免疫球蛋白輕鏈限制而確定診斷。此外，胃未分化癌

呈現成片的腫瘤細胞浸潤伴腺體破壞，鏡下可與淋巴瘤

相似，淋巴瘤來源於淋巴組織，以瀰漫性方式生長，常

浸潤至黏膜下層，免疫組化LCA陽性。至於與未分化癌的

鑒別，癌來源於上皮組織，成巢、成束生長，局灶可形

成不規則腺體，免疫組化為CK陽性，可助於鑒別診斷。

文獻報導90%以上的胃MAL T淋巴瘤發生在慢性幽

門螺桿菌相關性胃炎的基礎上[3,4]。流行病學研究提

（下轉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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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CO2激光經口支撐喉鏡下治療聲門區病變手術的臨床應用。  方法 

收集2015年1月~2015年8月本院收治的聲門區病變患者共27例，其中，良性病變26例，包括

聲帶息肉21例、聲帶囊腫2例、雙側聲帶白斑1例、雙側聲帶任克氏間隙水腫1例、多發性喉

乳頭狀瘤1例；惡性病變1例，為聲門型喉癌。全部病例均應用CO2激光經口支撐喉鏡下顯微

鏡下切除病變組織。  結果 所有病變均完整切除。術後隨訪，術腔上皮化良好，未見併發

症及復發。  結論 經口支撐喉鏡下聲門區病變CO2激光切除效果好，尤其對於聲門型喉癌患

者治療創傷性小，療效佳，有利於喉完整性保留及嗓音恢復。

【關鍵詞】喉腫瘤；支撐喉鏡手術；CO2激光 

Clinical experience of 27 glottic diseases resected by transoral carbon dioxide laser 

LIU Shui Ming*, CHAN Mei Hang, LEI Ka Weng
Department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transoral carbon dioxide laser 

resection for glottic diseases.  Methods   27 cases receiving transoral CO2 laser glottic neoplasms resection 
in Kiang Wu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August 2015 were reviewed, including 26 benign diseases (21 vocal 
cord polyp, 2 vocal cord cyst, 1 bilateral vocal cord leukoplakia, 1 bilateral Reinke edema, 1 multiple 
papilloma) and 1 malignant tumor.   Results  All lesions were completely resected by CO2 laser. Surgical 
area was well epithelialized without obvious complication or relapse.  Conclusion   Transoral CO2 laser 
res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good treatment outcome, especially for glottic carcinoma. The treatment side 
effect is minimal, with better laryngeal function reserve and voice recovery.

[Key Words]  Laryngeal neoplasms; Mircrolaryngoscope; CO2 laser

經口支撐喉鏡下聲門區病變CO2激光切除27例體會

陳美恆 劉水明* 李加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1E@kwh.org.mo

經口CO2激光支撐喉鏡顯微手術目前已廣泛應用於

臨床治療喉部多種疾病，如聲帶息肉、聲帶白斑等[1]。

本科收集2015年1月~2015年8月對聲門區病變27例在經

口CO2激光支撐喉鏡下顯微手術治療，取得良好治療效

果，報告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收集2015年1月~2015年8月本院收

治的聲門區病變患者共27例，聲帶息肉21例，聲帶囊

腫2例，聲帶白斑1例，聲帶任克氏間隙水腫1例，多發

性喉乳頭狀瘤1例，聲門型喉癌1例，為喉鱗狀細胞癌

(T1N0M0)，其中男性9例，女性18例；年齡25歲~69歲；

其中多發性喉乳頭狀瘤病變累及喉前庭、雙側襞裂、喉

室、雙側室帶、雙側聲帶、前聯合及聲門下。

二、手術方法  全身麻醉下氣管內插管，病人墊

肩仰臥位，頭向後伸，經口用中號支撐喉鏡，在德國

Leica M525 OH4雙目顯微鏡下放大看清，並裝置好意大

利DAKA CO2激光治療系統，聲門型喉癌：調整CO2激光功

率，安全切緣2mm，切除層面至聲帶肌層，完整切除右

側聲帶自前聯合至外側聲帶肌層，後至右側杓狀軟骨聲

帶突，下至聲門下，整體切除腫瘤組織後，並行三塊切

緣組織（前聯合處，中段，後下段進聲帶突）送術中冰

凍，冰凍病理示未見癌，多發性喉乳頭狀瘤：距病變邊

緣1mm以CO2激光切割法剝脫及切除病變，深至聲韌帶，

腫物邊緣及周圍黏膜予CO2激光以氣化法碳化及止血。

術中行氣管切開。術後4天行氣管造瘘口封閉術，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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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出現嗆咳、誤吸等。

聲帶息肉、聲帶囊腫、聲帶任克氏間隙水腫、聲帶

白斑：CO2激光沿病變邊緣作切除，注意保護聲帶黏膜

下層及韌帶，在術中適當根據病變的範圍靈活地調節激

光的光斑、直徑、形狀、大小及方向從而達到完整切除

病變而不傷害聲帶發音層。

結 果

27例均1次經口支撐喉鏡下CO2激光切除病變，未發

現殘留，無活動性血，術中出血量0~3ml，各病變術後

14~26天創面基本上皮化，術後1月創面偽膜脫落理想，

聲帶腫脹消退理想，無併發症發生，如聲帶黏連，術後

1~6月未見復發。

討 論

侵犯聲門區組織結構的病變許多，包括聲帶息肉、

喉乳頭狀瘤、聲帶白斑、聲帶囊腫、聲門型喉癌等，其

中在良性病變中以聲帶息肉居多，在惡性病變中以聲門

型喉癌多見[2]；手術是治療聲門區病變的主要治療方法

及手段。隨着社會高速發展，人們除了在期望疾病治癒

的同時也對術後生存質量的要求更高，而喉顯微技術的

發展，經口CO2激光支撐喉鏡顯微手術術野清晰，精確

度高，對手術操作過程中既可徹底清除病變的同時，又

能減少及避免損傷正常組織的目的，而被許多臨床臨床

醫生所推薦及應用[3]。

CO2激光基本原理是通過激光的熱效應，對病變組織

進行氣化、切割、電凝，組織穿透大小約為0.1mm。在治

療喉良性病變方面，陳宏等[4]人認為顯微鏡下CO2激光切除

聲帶息肉出血少，手術時間短，超脈沖激光通過光亮及強

度調控，對周圍組織的熱損傷程度可大大降低以消除其熱

損傷所造成的延期癒合。聲帶息肉及聲帶白斑遠期療效，

激光組復發率為6.67%明顯低於常規組(20%)[5]。本文中26

例聲門區良性病變隨訪1~6月均未見復發。

對於喉部惡性病變，CO2激光治療聲門型喉癌的優

勢被國內外學者所認同，尤其聲門型喉癌T1、T2期患

者，喉器官保留率可達97%及以上，5年生存率90%以

上[6-9]，歐洲喉科學會於2000年度所制定支撐喉鏡下CO2

激光聲帶切除術分類指南中將聲帶激光手術分為V型，

其中Vd型可選擇性應用於T2期病變，使得支撐喉鏡下聲

帶切除術應用範圍從局限於聲帶上皮層的病損至T2期聲

門型喉癌[10]。本文中聲門型喉癌T1N0M0未累及前聯合，

術中冰凍病理前聯合處組織未見癌細胞，由於前聯合直

接聯於甲狀軟骨板的內面，對聲帶前端癌向甲狀軟骨侵

犯起到屏障作用，該病例術後患者隨訪6月未見復發、

聲帶黏連。

手術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點：1.術者應具有熟練顯

微鏡下手術的技術，對於聲帶的顯微結構應有足夠的認

識；2.根據病變的性質、大小調整光束大小、形狀、長

度、切割的角度、方向及激光功率；3.對於術後嗓音質量

要求較高聲帶息肉患者，切除病變時應掌握寧少勿多，聲

帶各層組織需逐層切開，切除深度控制在黏膜以內，術後

護理、嗓音訓練及霧化等對症治療可減少復發機率；4.對

於惡性病變的切除，完整切整病變，確保安全邊界，減少

復發，盡可能保留患者喉功能及改善其術後生存質量；

5.對於病變範圍廣泛的良性病變，可使用激光剝離法及氣

化法減少病變殘留。此外手術過程中還應注意以下兩方

面：一是激光擊穿麻醉插管或氣囊引起呼吸道的爆燃性燒

傷，二氣道黏膜灼傷，術中需用鹽水紗布仔細覆蓋麻醉插

管、氣囊及病變周圍正常組織，必要時使用激光專用麻醉

插管，降低麻醉通氣含氧量接近大氣空氣。綜上所述，經

口CO2激光支撐喉鏡下治療聲門區良性病變、聲門型喉癌

有效，但本文中只有1例聲門型喉癌，隨訪時間只有6月，

應繼續隨訪，並需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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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探討通過產前保健中心與糖尿病中心緊密合作，優化、規範血糖管理

流程，觀察對妊娠期糖尿病孕婦妊娠結局的影響。  方法 選擇2013年及2014年529例於澳門

鏡湖醫院產檢，診斷為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孕婦，轉到糖尿病中心接受宣教、指導飲食、

運動、血糖監測等一系列管理措施，2013年有204例，2014年有325例，比較這2年在不同血

糖管理流程下，到糖尿病中心監測血糖人數、血糖控制滿意率及不良妊娠結局等三方面的

差異。  結果 2014年GDM孕婦到糖尿病中心監測血糖的監測率比2013年明顯上升(P<0.05)。

2014年血糖控制滿意率比2013年明顯升高(P<0.05)。GDM孕婦發生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羊水

過多明顯降低(P<0.05)，而巨大兒、早產、新生兒窒息、剖宮產等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  結論 經過產前保健中心與糖尿病中心緊密合作，對相關流程進行優化，增加

GDM孕婦監測血糖的依從性和血糖監控的滿意率，從而降低GDM孕婦不良妊娠結局。

【關鍵詞】妊娠期糖尿病；優化流程；血糖監測；不良妊娠結局 

Influence on outcom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regnant women after optimizing the 
blood sugar management

DENG Yue Ai , WU Yan Yi,  LI Peng Bin*
Department of Medical Affai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co-operation between Prenatal Care Center and Diabetes Center,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n outcome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regnant women after optimizing the blood 
sugar management.  Methods   Five hundred and twenty nine pregnant women diagnosed with GDM in 
Kiang Wu Hospital were enrolled for study, of which 204 cases in 2013 and 325 cases in 2014. These pregnant 
women were referred to the Diabetes Center of the hospital in order to achieve a series of management measures 
such as dietary control, exercise and blood sugar monitoring.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in 2014 and 2013 were 
compared: the numbers of GDM pregnant women attending  the Diabetes Center of the hospital for monitoring 
blood sugar level, blood sugar control satisfaction rate and the undesirable pregnancy outcome.   Results   
Compared with 2013, the number of blood sugar monitoring rate in 2014 for the GDM pregnant women at 
the Diabetes Center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Satisfaction rate of blood sugar control in 201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2013 (P<0.05). The incidences of the hypertensive disorders and polyhydramnios 
in the GDM pregnant women in 2014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en compared with 2013 (P<0.05), while 
the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macrosomia, preterm birth, neonatal asphyxia, cesarean section between two 
year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fter optimizing the processes and enhancing 
the compliance of the GDM pregnant women to monitor blood sugar via cooperation between Prenatal Care 
Center and Diabetes Center,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control blood glucose,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undesirable 
pregnancy outcomes have been achieved in our hospital.

[Key Words]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Optimize the process; Blood glucose monitoring;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

優化血糖監測流程對妊娠期糖尿病孕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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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是指妊娠期發生的糖代謝異常，是妊娠期最常見的併發

症之一。糖尿病孕婦中80%以上為GDM。世界各國報導

GDM發生率1%~14%，我國是1%~5%，而近年有明顯增高的

趨勢[1]。如何做好妊娠期血糖的管理，減低合併癥的發

生，對母親和子代的影響有着深遠的意義。因此，本文

通過改進GDM孕婦孕期血糖管理流程，從而增加孕婦監

測血糖的依從性，有效監控血糖，達到降低GDM孕婦不

良妊娠結局。

資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收集在澳門鏡湖醫院分娩的例數，

2013年共有3124例，確診為GDM孕婦422例，轉到糖尿病

中心接受宣教、指導飲食、運動、血糖監測等一系列管

理措施204例。2014年共有3777例，確診為GDM孕婦487

例，轉到糖尿病中心接受宣教、指導飲食、運動、血

糖監測等一系列管理措施325例。全部孕婦年齡21歲~44

歲，平均年齡32.8±4.9歲，孕週27週~41+1週。

二、研究方法

1.GDM診斷標準：採用2011年開始推薦使用的國際

糖尿病與妊娠研究組(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abetes and Pregnancy Study Groups, IADPSG)標準

作為GDM的診斷標準[2]：空腹、服糖後1h和2h血糖中的

任何一項異常者，即空腹血糖≥5.1mmol/L，服糖後1h

血糖≥10.0mmol/L，服糖後2h血糖≥8.5mmol/L，可診斷

為GDM。本院在孕12週開始為孕婦作首診，檢查空腹血

糖。對於空腹血糖正常的孕婦，則在孕24~28週時行常

規75g OGTT檢查。發現空腹血糖或服糖後血糖異常的妊

娠期糖尿病的孕婦，轉入糖尿病中心跟進。

2.2013年GDM孕婦孕期血糖管理流程：

(1)產前保健中心醫生：一旦孕婦診斷為GDM後，向

孕婦告知GDM對母嬰影響，叮囑孕婦到糖尿病中心跟進。

(2)糖尿病中心專科指導與管理：孕婦分別約見專科

醫生、專科護士、營養師，接受糖尿病知識教育、飲食及

運動指導並學會使用血糖機自我監測血糖等。學習材料

有妊娠期糖尿病保健手冊，包括妊娠期食譜與食物熱量交

換量表；GDM孕婦家居自我管理小貼士，包括血糖監測方

法、血糖控制標準、運動要求、個人衛生與護理等。

(3)終止妊娠指徵：對不需用in s u l i n，無併發

症，孕期通過合理飲食和運動已達到血糖控制孕婦，孕

40週時終止妊娠。對用insulin控制好，無併發症的孕

婦，孕38~39週終止妊娠。對有併發症，確定胎兒成熟

的孕婦，及時終止妊娠。GDM孕婦要求提前2天入院，監

測血糖正常後終止妊娠。

3.2014年GDM孕婦孕期血糖管理優化流程：

(1)產前保健中心：孕婦首次診斷為GDM後，開始

宣教，每次複診登記血糖監測情况，血糖控制不理想者

加予督促，提高認知，並轉介糖尿病中心跟進。

(2)產前保健中心與糖尿病中心加強聯系溝通，製

作轉診紙，讓孕婦清楚轉診過程，做好孕婦與糖尿病中

心之間的橋樑。

(3)科室將流程文本化，統一規範流程，減少漏診

的機率。

(4)糖尿病中心流程簡化：孕婦到糖尿病中心首診

時即約見專科醫生、專科護士、營養師，一步到位。

(5)心理護理，減輕孕婦對使用血糖機監測血糖的

恐懼。

4.孕期高血糖理想控制目標：空腹4.0-5.5mmol/L，

餐後2h血糖5.0-6.7mmol/L。

5.資料收集：每位GDM孕婦分娩後，即收集孕婦的

一般資料，如體重、血糖變化等情况，並記錄分娩情

况、嬰兒出生情况及母嬰合併症等。

6.評價指標：(1)GDM孕婦到糖尿病中心監測血糖

的例數。(2)G D M孕婦血糖監控滿意例數。(3)妊娠結

局：妊娠期高血壓、羊水過多、巨大兒、早產、新生兒

窒息、分娩方式，被列為健康教育效果評價指標。

三、統計學分析

統計學分析使用SPSS16.0統計分析軟件對數據進

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採用卡方檢驗，以P<0.05為差

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一般情况

兩組研究物件年齡在21歲~4 4歲，平均年齡

(32.77±4.91)歲。孕週27週~41＋1週，年齡、孕週、病史

等一般情况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GDM診斷標準相

同，GDM發生率相近，具有可比性（表1）。

2.GDM孕婦到糖尿病中心進行血糖監測情况

2013年GDM孕婦到糖尿病中心監測血糖共有204例，2014

年監測血糖共有325例。2014年與2013年比較，2014年GDM孕

婦到糖尿病中心監測血糖率明顯高於2013年，差異有統計

學意義(P<0.05)。血糖控制滿意率比較，2014年明顯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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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3.GDM孕婦不良妊娠結局的比較

2014年GDM孕婦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羊水過多明顯

低於2013年，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巨大兒、

早產、新生兒窒息、剖宮產的發生率與2013年比較，差

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2014年巨大兒、早產等的

發生率比2013年有降低的趨勢（表3）。

討 論

美國糖尿病學會(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自

2011年開始推薦使用IADPSG標準作為GDM診斷標準[2]後，

GDM患者大大增加，一部份之前血糖水平正常的孕婦診斷

為GDM。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研究顯示，GDM發生率達到

14.7%[3]。香港14.4%[4]，而本院自2012年10月採用IADPSG

標準後，GDM發生率由之前的5.49%~7.02%上升到2013年的

13.51%和2014年的12.89%，發生率與臨近地區相近。

GD M可致孕婦出現流產、妊娠期高血壓、羊水過

多、感染、剖宮產發生率的增加。對圍產兒的影響則有

巨大兒、胎兒生長受限、早產及死胎、新生兒窘迫、

新生兒低血糖等[1]。GDM不僅對圍產期的母兒有不良影

響，對遠期併發症的影響也較大。有研究顯示，GDM孕

婦遠期糖尿病的發生率為16.53%，糖代謝異常的累計發

生率為31.5%[5]；國外報導指出，GDM患者產後2型糖尿

病發病的風險較普通人群高7倍以上[6]。GDM孕婦的子代

發生肥胖、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2型糖尿病等代

謝綜合症以及神經系統症狀的風險增加[7]。有國外研究

指出，GDM可導致子代發生多種心臟發育缺陷[8]。

大量研究指出，GDM對孕婦和胎兒、新生兒造成的影響

可通過妊娠期血糖的管理和控制得到明顯緩解或改善[9,10]。

儲晨等[11]研究發現，母體高血糖可使胎兒心室壁增厚和心

功能改變，而孕晚期血糖控制良好的GDM母親分娩的嬰兒，

出生後心臟各項解剖和功能指標均已較胎兒期好轉。

醫院流程管理是醫療質量管理工作實用的管理模

式。無論業務流程和服務流程，都有助於醫療質量的提

高。何媛等分析和總結了2001~2011年內地的醫院管理

領域流程重組的現狀，指出流程重組可以縮短患者的等

待時間、提高患者滿意度、提高效率、改進質量、降低

成本、提高資源利用等[12]。

在2014年流程優化後，GDM孕婦到糖尿病中心監測

血糖的人數顯著增加。同時，血糖監控滿意率也明顯增

加，考慮與以下因素有關：1.經過反覆強調宣教，提高

了孕婦對GDM母嬰不良影響的認知；2.加強產前保健中

心與糖尿病中心溝通，製作轉診紙，讓孕婦清楚轉診過

程；3.流程規範化、文本化，醫護人員處理方案一致，

減少漏診；4.簡化了流程，更方便；5.每次產前檢查均

登記血糖監測情况，加予督促，減少孕婦監測血糖的惰

性；6.以病人為本，做好心理護理，減輕孕婦對使用血

糖機監測血糖的恐懼。通過流程的優化，增加了GDM孕

婦監測血糖的依從性。同時，經過反覆強調宣教，提高

孕婦的認知及自動性，配合糖尿病中心血糖監測管理措

施有效執行，GDM孕婦血糖理想控制率也明顯提高。

本院於2013年~2014年期間，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發

生率為1.46%~3.10%，巨大兒發生率為1.89%~1.93%，新

生兒窒息發生率2.69%~2.86%，

文獻報導[1]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發

生率為5%~12%，新生兒窒息發生

率文獻為6.8%~15.7%，與文獻相

比，本院發生率明顯低。考慮

原因是澳門政府的優惠政策。

在澳門，產前檢查與分娩是免

費的，檢查率接近100%，是妊

娠合併症減少的主要原因。同

樣，在此期間，早產發生率為

表1.GDM發生率

時間 總分娩例數 GDM產婦例數 發生率

2013年 3124 422 13.51%

2014年 3777 487 12.89%

表2.GDM孕婦到糖尿病中心血糖監測情况

時間 GDM產婦例數 監測血糖例數 比率 血糖控制理想例數 比率

2013年 422 204 48.34%* 171 83.82%**

2014年 487 325 66.73% 294 90.46%

*和**的P值<0.05

表3.2013和2014GDM孕婦不良妊娠結局比較

組別 妊娠期高血壓 羊水過多 巨大兒 早產 新生兒窒息 剖宮產

2013年組

總發生率 97(3.1%) 78(2.5%) 59(1.9%) 174(5.6%) 84(2.7%) 1318(42.2%)

血糖正常孕婦 78(2.9%) 60(2.2%) 46(1.7%) 144(5.3%) 79(2.9%) 1111(41.1%)

GDM孕婦(對照組) 19(4.5%) 18(4.3%) 13(3.1%) 30(7.1%) 5(1.2%) 207(49.1%)

2014年組

總發生率 55(1.5%) 37(1.0%) 73(1.9%) 157(4.2%) 108(2.9%) 1610(42.6%)

血糖正常孕婦 45(1.4%) 30(0.9%) 61(1.9%) 134(4.1%) 103(3.1%) 1367(41.6%)

GDM孕婦(研究組) 10(2.1%) 7(1.4%) 12(2.5%) 23(4.7%) 5(1.0%) 243(49.9%)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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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交流‧

【摘要】  目的 回顧分析患妊娠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的孕婦

進行醫學營養治療後(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MNT)體重增加情况與胎兒出生體重之間

的關係，評估GDM患者最合適的體重增加範圍。  方法 營養師給予GDM患者個人化的飲食治

療並記錄相關數據。孕期體重增加與美國醫學研究中心的指引對比，胎兒平均體重與相同

胎齡的第50個百份位對比。  結果 孕婦體重增加達標率為42.5%。低和高BMI組體重增加欠

理想。低BMI組胎兒平均出生體重為3.10±0.10kg，明顯低於指標3.4kg(P=0.01)。未見巨大

兒。分娩孕週平均為38.8±0.72週，沒有早產兒。  結論 MNT可保障胎兒為正常體重兒，減

少巨大兒發生。BMI<18.5kg/m2的GDM孕婦在飲食控制上更具挑戰性。GDM孕期體重增加指標

仍有待研究。

【關鍵詞】妊娠糖尿病；醫學營養治療；孕期體重；胎兒體重 

Effect of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on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patients and infant birth 
weight

CHAU Vai Pek*,  SIN Veng Sun
Department of Catering and Dietetics,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appropriate weight gain range amongst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patients who received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M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weight gain of GDM patients and their infants’ birth weight.  Methods   Dietitians provided 
individualized nutrition counseling for GDM patients, followed by the collection of relevant data. Patients’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data and their infants’ birth weight data were compared with the guideline of the 
Institute of Medicine and with the 50th percentile of the standard weight for the same gestational age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target range of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has reached the level of 42.5%.  The low 
and high BMI groups have unexpected weigh gain. Low BMI group has the lowest average infant birth 
weight of 3.10±0.10kg,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indicator of 3.4kg (P=0.01), and no fetal 
macrosomia was found. The average week of confinement is 38.8±0.72 weeks, and no preterm infant was 
found.  Conclusion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ensures infant to be born at a normal birth weight and 
reduces the occurrence of fetal macrosomia. Diet control is more challenging in GDM patients with BMI 
<18.5 kg/m2.  Further studies are suggested to establish GDM weight gain indicator.

[Key Words]  Gestational weight gain;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Maternal weight; Infant birth weight

醫學營養治療對妊娠糖尿病患者和胎兒體重的影響

周惠碧* 冼詠萱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膳食及營養科

*通訊作者  E-mail:rosecachau@yahoo.com.hk

隨着人們生活和飲食模式改變，GDM的發病率在中

國持續上升[1]。2008年美國糖尿病學會更新了糖尿病循

證營養治療指引，推薦使用MNT。其主要目的是讓GDM患

者透過飲食治療來控制血糖，滿足母兒的營養需求並改

善妊娠結局。實施MNT時關注孕婦體重變化，有研究指

出，GDM患者生產巨大兒的機率比非GDM患者高，而孕期

體重增加(gestational weight gain, GWG)與大胎齡兒明

顯相關[2]。為此本文分析本院糖尿病防治中心門診接受

MNT的GDM患者資料，比對美國醫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的標準，了解MNT對孕婦及胎兒的體

重影響和妊娠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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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和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15年4月~5月期間首次來鏡湖醫院糖尿病防治中心

接受MNT的GDM孕婦，單胎妊娠，並在本院分娩共40例。

二、診斷標準

所有患者經過本院、衛生中心或內地口服葡萄糖

糖耐量測試(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符

合美國糖尿病協會標準[3]。

三、治療方法和數據收集

營養師根據2008美國ADA妊娠糖尿病循證營養治療

指引[3]進行營養治療。由護士指導血糖測量。患者自行

作飲食及血糖記錄。孕前體重由患者提供，在糖尿病防

治中心測量身高，首診及複診均測量體重，分娩前1週

內體重為孕終體重。

四、觀察指標分組方法

按孕前體重BMI分為3組，低BMI組<18.5k g/m2，

正常BMI組18.5k g/m2~24.9k g/m2，高BMI組25.0k g/

m2~29.9kg/m2。觀察GDM孕期體重是否能達到2009美國

IOM的指引[4]。胎兒出生體重與Obstet Gynecol 1996美

國胎兒生長圖表[5]相同胎齡的第50個百份位相比較。

五、統計學處理

用Graph Pad Software處理，P<0.05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GDM孕婦體重達標情况

40例孕婦中42.5%體重增加達IOM建議。正常BMI組

的GWG達標率為53%，GWG為(12.3±0.83)kg；低BMI組為

26.6%，GWG為(11.37±0.79)kg；過重BMI組為0%，GWG為

(9.98±4.02)kg。

二、GDM孕婦每週體重增長情况

MNT開始後，低BMI組每週體重增加0.31±0.08kg，明

顯低於IOM標準0.51kg(P=0.02)。正常BMI組為(0.38±0.07)

k g，與標準0.42k g無明顯差異(P=0.31)。過重BMI組

為0.32±0.16kg，與標準0.28kg無明顯差異(P=0.31)。

三、胎兒出生體重情况

1.正常和高B M I組出生體重與相同胎齡之第

50個百份位的體重比較無明顯差異，結果分別是

3.28±0.07kg, P=0.21和3.24±0.28kg, P=0.44。但低BMI

組的胎兒出生體重3.10±0.10kg明顯低於第50個百份位

3.40kg(P=0.01)。位於第20個百份位。

2.分娩孕週是38.8±0.72週，未見早產兒。

3.97.5%胎兒出生體重在2.5k g~4.0k g正常範圍

內。未見巨大兒。

討 論

本次研究中G W G達I O M建議有42.5%，雖與標準

有差距但相比其他研究只有28%和37%的達標率[6]是

比較高的。按B M I分級，G W G以正常B M I組最理想，

達標率為53%。胎兒出生體重也以正常B M I組最理想

3.28±0.07kg，與標準3.33kg無明顯差異(P=0.21)。所

以產前BMI影響着GDM患者的妊娠結局[7,8]。

雖然GWG達標率只有42.5%，但97.5%胎兒出生體重

介於正常範圍2500克~4000克，其中1例低體重兒因GWG

理想，考慮與非飲食因素相關，本次未見巨大兒。完善

的營養治療同時自我血糖監測，對發生巨大兒有好的預

防作用[3]。

與其他研究一致，較低GWG的GDM孕婦，不一定產

低胎齡兒[6]。因此適用於一般孕婦的GWG標準可能不切

合GDM孕婦的需要[7,8]。考慮與人種、體格和GDM有關，

建議加大樣本數量進一步研究。

進行 M N T後，低 B M I組明顯低於 I O M標準

0.51kg(P=0.02)，其胎兒平均出生體重位於第20個百份

位，屬正常範圍的低標。低BMI的GDM，在控制血糖下較

易出現攝取熱量不足情况[6]。因此，為低BMI的GDM進行

MNT顯得更具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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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射頻消融(RFCA)治療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PSVT)的臨床效果。  

方法 回顧性分析本院53例PSVT患者臨床資料，均行心內電生理檢查和射頻消融治療。  結果 

房室折返性心動過速18例，房室結折返性心動過速32例，房性心動過速3例。RFCA治療成功率

為98.11%。無併發症出現。  結論 採用RFCA治療PSVT安全、有效、成功率高、併發症少。

【關鍵詞】室上性心動過速；射頻消融術 

Clinical Analysis of 53 cases with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treated by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LIU Hong*, YI Min Ci, WONG Ka Man, TAN Jian Qiao, LIU Shu Lei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RFCA) 

on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PSVT).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clinical data 
of PSVT cases treated by RFCA was conducted.   Results   Total 53 cases were included, with 18 cases 
atrioventricular reentrant tachycardia, 32 cases atrioventricular node reentrant tachycardia, and 3 cases atrial 
tachycardia. The successful ablation rate was 98.11%, and no majo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Conclusion  
It is safe and effective to treat PSVT with RFCA, with high successful rate and no major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Paroxysmal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射頻消融治療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臨床分析

劉紅* 易敏慈 黃嘉文 譚健鍬 劉書雷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心內科

*通訊作者  E-mail:1564336759@qq.com

陣發性室上性心動過速(paroxysmal superventricular 

tachycardia, PSVT)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心律失常之

一，採用藥物治療常難以控制且不能根治。近20年

來隨着導管的改進及操作經驗的累積，射頻消融術

(radiofrequency catheter ablation, RFCA)逐漸發展成

熟，已成為根治PSVT的主要手段。本院2008年底~2014

年，採用RFCA治療PSVT 53例，取得了良好療效，現報導

如下。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2008年12月~2014年12月在本院接受RFCA治療的

PSVT患者53例，其中男17例，女36例；年齡14~81歲，

平均61歲；患者術前均有反覆發作的PSVT病史3月~30

年。其中併原發性高血壓4例，冠心病2例，糖尿病1

例。所有病例術前行三大常規，血生化，胸片，體表心

電圖和經胸心臟超聲檢查。術前均簽手術同意書。停用

抗心律失常藥物5個半衰期。

二、方法

1.心腔內電生理檢查  常規消毒鋪巾，以1%利多

卡因局麻，穿刺左鎖骨下靜脈和右股靜脈，分別送入10

極標測電極到冠狀竇和4極標測電極到高位右房，希氏

束和右室心尖部，分別進行右室和心房的分級遞增刺激

(S1S1)及程序期前刺激(S1S2)，必要時加用S1S2S3並靜

脈應用異丙腎上腺素或阿托品後再進行程序刺激誘發心

動過速，明確PSVT類型。少數有明確PSVT心電圖且確定

為房室結折返性心動過速(AVNRT)者，術中未能誘發心

動過速，行房室結慢徑消融術。

2.消融方法  所有患者標測方法及消融成功標準

均符合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心臟起搏與電生理分會，

中華醫學會心臟起搏與電生理分會關於《室上性快速心

律失常治療指南》[1]。

3.消融成功標準：顯性旁道以δ波消失，心室起

摶VA分離或心房激動順序正常，不能誘發心動過速；隱

匿旁道以心室起搏VA分離或心房激動順序正常，不能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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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動過速；房室結雙徑路為房室結前傳跳躍現象消失，不

能誘發出心動過速，或房室結前傳跳躍現象未消失，殘留

慢徑傳導或保留1~3個回波，但不能誘發心動過速（包括

靜脈應用異丙腎上腺素後仍不能誘發）。

結 果

一電生理結果

1.53例PSVT患者中，AVNRT 32例(60.4%)，其中慢

快型29例(90.6%)，慢慢型1例(3%)。2例未能誘發心動

過速，但有跳躍及心房回波，發作心電圖確定AVNRT。

2.房室折返性心動過速(AVRT)18例(34%)，其中左

側顯性旁道4例(22%)，左側隱匿性旁道11例(61%)，右

側顯性旁道2例(11%)，右側隱匿性旁道1例(6%)。其中1

例為無休止性交界區反覆性心動過速(PJRT)。未發現有

多旁道患者。

3.房性心動過速3例中，1例為右心房界嵴起源，2

例為Koch三角房性心動過速。

二、射頻消融結果

術中即刻成功52例，成功率為98.1%，因有1例左

側旁道患者消融成功，予異丙腎靜滴後行EPS，出現慢

房速，標測為無冠竇起源，反覆消融，發作次數減少，

因靶點與房室結接近，未再繼續消融，但此後隨診無

PSVT再發。

三、手術併發症

1例在房室結雙徑路消融中出現I°房室傳導阻滯，

術中及術後予地塞米松，1天後房室傳導阻滯消失，無

氣胸，無Ⅲ°房室傳導阻滯，無動靜脈瘻，無肺栓塞，

無瓣膜損傷及心包填塞和死亡等嚴重併發症。

四、隨訪

所有患者隨訪，無心動過速再發。

討 論

PSVT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快速心律失常，RFCA已經達

到臨床治癒目的。本組53例PSVT患者均消融成功，其中1

例旁道患者消融後行EPS誘發房速出現，經消融後觀察亦

無再發。術後均無復發病例，取得了良好的臨床療效。

蔣文平等[2]指出，RFCA的成功主要與心律失常的電

生理診斷是否正確、消融靶點定位是否準確、消融導管

貼靠情况和放電時靶點組織的有效溫度相關。本組病例

中51例在術中誘發心動過速，經仔細標測明確診斷後，

予精確靶點消融，保證了手術成功率。有2例未能誘發

PSVT，但有跳躍和回波現象，結合發作心電圖，診斷為

AVNRT，予慢徑改良消融，術後無PSVT復發。對於此類

病例，2003年ACC/AHA及2005年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

會指出，有PSVT的症狀和心電圖表現，而電生理檢查有

房室結双徑路(DAVNP)或心房回波，但不能誘發AVNRT，

可酌情採用RFCA慢徑治療。瑞娟等[3]報導35例此類患者

進行慢徑治療，其復發率與程控刺激可誘發PSVT的患者

比較無差異。旁道消融治療中，精確的定位和導管貼靠

固定是消融成功的關鍵。在左側旁道細標中，如果在瓣

環心室側未能找到較好的靶點，可操縱消融導管跨過二

尖瓣環進入左心房記錄較大的房波，便於測量和比較AV

或VA間距，確定靶點後再後撤導管至瓣環上消融，以增

加手術的成功率。或採用穿刺房間隔途徑，在二尖瓣心

房側標測和消融。右側旁道消融時導管貼靠右房室瓣環

有時較困難，穩定性差，阻礙了射頻電流產生的熱效應

向心肌深層侵襲，不能有效阻斷旁道。故術中應盡量選

用SWARTS長鞘管及加硬消融導管以加強貼靠，且酌情延

長放電時間，加大放電能量，必要時可使用冷鹽水灌注

導管以提高成功率。

RFCA雖然具有安全、微創的特點，但仍有一定比例

的併發症發生。本報導中無1例血管併發症出現。在AVNRT

和間隔部AVRT消融時最常見的併發症是房室傳導阻滯，

在術中靶點選擇時務必確認無希氏束電位，放電中如出

現房室分離，過快的交界性心律，交界性心律逆傳時出

現阻滯，立即停止消融並移開消融導管，同時不要過

分追求消除雙徑路現象，術後應嚴密心電監護觀察PR間

期，必要時予激素應用以減輕局部水腫，本報導中1例患

者術中術後應用地塞米松，I°-AVB消失。

總之，RFCA是治療PSVT的安全有效方法，成功率高。

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 中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心脏起搏與心電

生理分會,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编辑委員會, 等. 室上性快速心律失常

治療指南.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 2005; 33(1):2-15.

蒋文平, 吴宇. 室上性快速心律失常治療指南. 中華心血管病雜誌, 

2005; 3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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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近）足月新生兒缺血缺氧性腦病(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HIE) MRI表現。  方法 回顧分析鏡湖醫院2012年10月~2015年5月期間15例（近）足月兒

HIE患兒的MRI資料。  結果 15例患兒中，根據MRI表現分為：輕度3例(20.00%)，中度8例

(53.33%)，重度4例(26.67%)。  結論 MRI能夠準確判斷HIE患兒的病灶損傷範圍以及損傷程

度。

【關鍵詞】新生兒缺血缺氧性腦病；磁共振成像；（近）足月新生兒 

MRI findings in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of near term and term neonates

MA Chun Lin, CHIANG Wai Kei, XIEXue Bin*

Department of Diagnostic Imaging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RI findings in near term and term neonates with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HIE).  Methods    The MRI of 15 near term and term neonates with HIE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2012 to May 2015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post-discharge progress.   Results   MRI grading: 3 mild cases(20.00%), 8 moderate cases(53.33%), 4 severe cases 
(26.67%).  Conclusion  MRI is helpful in accurately judging the extent and injury degree of the HIE lesions.

[Key Words]  Neonatal 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Near term 
and term neonates

(近)足月新生兒缺血缺氧性腦病MRI表現分析

馬春林 鄭偉基 謝學斌*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xiexuebin64@163.com

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h y p o x i c  i s c h e m i c 

encephalopathy, HIE)是指圍產期窒息導致新生兒腦的

缺氧缺血性損害，臨床出現一系列中樞神經系統異常的

表現。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可繼發腦癱、智力低下、癲

癇等神經系統症狀，甚至死亡。早期診斷、及時治療，

能有效降低新生兒HIE的死亡率及神經損害的發生。MRI

對HIE的診斷、腦實質的損傷程度及預後判斷提供有效

幫助。

資料和方法

一、一般資料  本院2012年10月~2015年5月期間，

臨床診斷及MRI表現均符合HIE的（近）足月兒15例，其

中男性8例，女性7例，出生胎齡36週＋1天~40週＋3天，平

均38週＋4天。在生後24小時至30天內行MRI檢查。

二、MRI檢查方法  採用Phi l i p s 3.0T核磁共

振成像儀，標準16通道頭線圈，成像序列包括：軸

位：T1WI自旋回波序列(SE)，T2WI快速自旋回波序列

(FSE)，T2FLAIR液體反转回覆序列，DWI梯度回波序列

(GRE，b值＝0及1000s/mm2)；層厚6mm，層距0mm，矩

陣512×512。矢狀位T2WI(FSE)序列，冠狀位T2FLAIR序

列，層厚6mm，層距0mm；另矢狀位薄層T2FLAIR，層厚

0.56mm，層距0mm，矩陣240×240。

躁動患兒檢查前給予水合氯醛50~100mg/kg灌腸使

其入睡，再進行MRI檢查。

三、圖像分析  2名M R I高級職稱醫師共同對各

個序列圖像進行分析，觀察所有HIE 患兒顱腦T1WI、

T2WI、T2FLAIR及DWI的圖像形態及信號改變。

結 果

根據MRI影像表現及臨床症狀，結合病兒隨訪結果，

將HIE的MRI表現分為輕、中，重度三個等級[1,2]。1.輕

度：T1WI皮層及皮層下沿腦回走行、迂曲的條狀、點狀

高信號，伴或不伴有幕上、幕下蛛網膜下腔少量出血；

2.中度：除輕度表現外，尚有T1WI兩側額葉深部白質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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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性點狀高信號或沿側室壁條帶狀高信號，可伴限局性

腦水腫；3.重度：除上述輕、中度表現外，有下列任一項

者：T1WI基底節區、丘腦高信號伴內囊後肢高信號消失，

腦室內出血伴病側腦室擴大，皮層下囊狀低信號的壞死

區，彌漫性腦水腫使腦深部白質呈普遍低信號。

15例患兒中根據MRI表現分級為：輕度3例，皮層

及皮層下點狀異常信號，T1WI呈高信號（圖1B），T2WI

呈現高信號或等信號（圖1A），可見輕度腦回腫脹（圖

1C）。中度8例，雙側額頂葉深部白質內見大片狀長T1

（圖2B）長T2（圖2A）信號影，可累及枕葉，其中4例見

點狀、小片狀滲血，2例伴發少量蛛網膜下腔出現；腦水

腫明顯，腦回肥厚，腦溝變窄，腦室系統受壓不明顯（圖

2C）。重度4例，以深部灰質(殼核、丘腦腹外側核、海

馬、腦幹背側、外側膝狀體等)和中央前回皮層為主，皮

層亦可廣泛損傷，呈稍長T1（圖3B）長T2（圖3A）信號，

腦水腫明顯，其中3例可見點狀及片狀滲血（圖3B），1例

6天後複查左側基底節區見血腫伴蛛網膜下腔出血，1例16

天後複查雙側側腦室旁白質軟化灶（圖3C）。

討 論

新生兒缺氧缺血性腦病一直是新生兒期死亡和致

殘的最主要原因[3]。其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各種

因素引起的圍產期新生兒缺氧與缺血均可能是HIE的病

因，會遺留永久性的功能缺陷，如癲癇、視聽障礙、腦

癱、智力障礙及行為異常等，是導致新生兒早期死亡、

智力發育缺陷或者是神經系統永久性受損的主要原因之

一，也是臨床最常見的圍生期足月兒腦損傷病因之一；

目前仍缺乏明確有效的治療方法。

缺氧是HIE發病的核心。腦血流動力學紊亂，腦血

流量及氧供應減少，引發有害的級聯生化反應。缺氧時

糖酵解增加，高能磷酸鹽儲備減少，乳酸鹽堆積，K-NA

泵失調引起Ca2+離子超載，突觸前膜去極化，細胞內大

量Ca2+離子蓄積，引起細胞毒性腦水腫，大腦能量的極

度缺乏，最終造成腦細胞凋亡、壞死。同時興奮性神經

遞質、大量氧自由基產物及過氧化物產生，損傷線粒體

呼吸功能。腫脹的細胞壓迫毛細血管，進一步減少腦灌

注。腦灌注壓不足、腦組織氧代謝障礙、腦內過度炎性

反應、受損腦組織對繼發性損傷的敏感性增強、腦損傷

後致傷因子的釋放增加等，增高血管通透性，導致血管

源性腦水腫，甚至血管破裂出血，最常見的是蛛網膜下

腔出血。

新生兒神經系統具有特殊性，在快速發育的過程

中，早產兒、足月兒之間有差別，與成人也具有明顯

差別。HIE的損傷與腦血管的分佈以及神經系統對缺血

缺氧的耐受程度有關。早產兒（主要為<36孕週）與足

月新生兒腦血管分佈及其模式的不同，早產兒側腦室

周圍白質血流量僅為灰質的1/4，因此輕中度HIE時，

室周腦白質最易受損，常常引起腦室周圍白質軟化症 

(periventricular leukomalacia, PVL)；早產兒生發基

質毛細血管單層內皮發育不成熟，室周生發基質極易

出血，常常引起側腦室出血；而其內豐富的線粒體含

量，對缺氧極為敏感，導致缺氧缺血及再灌注時更易

受到損傷[4]。足月兒由於分水嶺區位於兩條大動脈供血

區之間的交界區，缺乏足夠的代償供血，因此輕中度

HIE時最易受累。神經系統發育過程中，髓鞘形成順序

為通過腦幹經內囊後肢到雙側大腦半球白質，從中央

溝向周圍擴展，從後向前，從中央到週邊，當重度HIE

時，腦損傷發生在大腦代謝最為旺盛、突觸結構最為複

雜的區域，足月兒以深部灰質(殼核、丘腦腹外側核、

海馬、腦幹背側、外側膝狀體等)和中央前回皮層(the 

perirolandic cortex)為主，若損傷持續時間較長，皮

層亦可廣泛損傷。早產兒由於丘腦、蒼白球髓鞘化早於

圖中A、B、C分別為T2WI、T1WI、T2Flair序列。圖1A、1B、1C為輕度

HIE患兒，顯示雙側大腦前、後回皮層下條狀異常信號，圖1A 所見

T2WI呈高信號，圖1B 所見T1WI呈高信號，雙側額葉見少許長T1長T2

水腫影；圖2A、2B、2C為中度HIE患兒，圖2B所見 T1WI高信號較輕度

HIE患兒範圍明顯擴大，累及雙側側腦室旁白質；圖3A、3B、3C為重

度HIE患兒，受損部份包括雙側基底節區、丘腦、顳葉、島葉枕葉，

雙側基底節區見小片狀軟化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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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狀體與中央前回，所以早產兒丘腦、前蚓部以及腦幹

背側更常受累。本研究中為了排除腦發育程度的影響，

全部選用（近）足月兒。

多種影像學檢查包括超聲、CT及MRI均用於HIE的

診斷，MRI檢查更有優勢，能更早期、更全面的發現病

灶[5]。HIE的MRI影像在TlWI序列比T2WI表現更明顯，許

多研究均將T1WI序列作為MRI分度的標準，T1WI序列能

很好觀察髓鞘化的進程、腦回腫脹情况，發現早期蛛網

膜下腔出血；T2WI及T2FLAIR對於檢測深部白質損傷最

好；DWI對胼胝體及內囊後肢損傷的檢測最有優勢[6]。

輕度HIE時，T1WI皮層及皮層下沿腦回走行、迂曲的條

狀、點狀高信號，這是由於HI E多為不完全性血管阻

塞，當毛細血管灌注恢復，就會有反應性充血，新生的

毛細血管管壁通透性高，紅細胞及血漿蛋白滲出，造

成點狀及條狀高信號。這些滲出紅細胞中血紅蛋白隨時

間的變化，從氧合血紅蛋白到去氧血紅蛋白、正鐵血

紅蛋白，在T2WI上分別表現為從等信號到低信號，因此

特別是輕度HIE早期，滲出的紅細胞及血漿蛋白T2WI及

T2FLAIR表現為等信號，難以發現。但T2WI及T2FLAIR及

對血管源性腦水腫敏感[7]，表現為高信號，可以發現皮

層下白質內片狀的T1WI低信號，T2WI高信號水腫區[8]，

同時可以觀察到腦腫脹情况，包括腦外間隙消失、腦溝

變淺、腦回扁平，灰白質對比度下降，分界不清。這個

時候主要為細胞有氧呼吸不足，能量代謝障礙引起的

細胞毒性腦水腫，結合水增多，細胞體積增大，細胞

外間隙縮小，自由水比例減少，彌散受限，DWI呈高信

號，ADC圖呈低信號。如果有蛛網膜下腔出血，則表現

為腦溝內條狀、點狀T1WI高信號、T2WI等信號病灶，少

量的出血常規MRI檢查難易發現，SWI更敏感[9]，並且能

預測HIE損傷後神經發育結果[10]。隨着程度的加重，病

變範圍擴大，中度HIE兩側深部白質內對稱性點狀T1WI

高信號或沿側室壁條帶狀高信號，可伴限局性腦水腫，

同時腦水腫範圍擴大，通常主要發生在雙側額頂葉，

可見大片狀T1WI高信號、T2WI等信號病灶，邊界不清，

可累及枕葉、顳葉，可見到腦室系統受壓，以雙側側腦

室明顯。兩側腦葉深部生發層、室管膜下出血或大腦

深部斑片狀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幾率增大。重度HIE

時病灶範圍進一步擴大，或者是以深部灰質為主[11]，

T1WI表現為基底節區、丘腦呈高信號，內囊後肢高信號

消失；彌漫性腦水腫表現為灰白質對比度進一步下降，

腦回增厚，腦溝及腦池明顯變窄，腦室系統受壓，嚴重

時可引起腦疝。由於能量的極度缺乏，最終造成腦細胞

壞死，形成軟化灶，表現為T1WI低信號，T2WI高信號，

T2FLAIR低信號，周圍見片狀高信號膠質增生。

MRI常規檢查能比較準確反映HIE損傷的部位、範

圍[12]，包括腦水腫、腦出血及蛛網膜下腔出血，反映

腦腫脹的程度，及時發現腦疝，這也與HI E的發病機

制是相關聯的。而隨着更多研究的展開，特別是多種

腦功能成像fMRI如彌散加權成像(DWI)、彌散張量成像

(DTI)、腦灌注成像(PWI)、磁共振波譜(MRS)[13]等，

能提供半定量-定量指標，更準確量化性監測腦損傷程

度，更早期、更全面的發現病灶，提供預後判斷，檢測

治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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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hing syndrome complicating pregnancy: A case report

IP Kar Hung*, NG Hou, TAM Kuok Wa

A 28 year old pregnant woman of gestational history G1P0 was referred 
to medical out-patient-department on 5 Aug 2015 at her gestational age of 
15 weeks due to sensation of generalizeddistention over face, neck, hands 
and both lower limbs since Nov 2014, by which time blood analysis showed 
mildly increased morning cortisol level at 21.7 ug/dL (6.19-19.43 ug/dl in 
nonpregnant women) during medical work up. To repeat blood analysis 
showed the previously increased cortisol level remained at 20.04 ug/dl.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during her consultation showed no appreciable 
Cushingoid appearance and her blood pressure was normal.

Since pregnancy can normally cause hypercortisolism and Cushing 
syndrome/disease associated pregnancy is extremely rare, morning and 
afternoon  serum cortisol were tested in an attempt to rule out pathological 
condition. Beyond expect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loss of circadian variation. 
Two times of low dose (1mg)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were 
performed showing no suppression of serum cortisol. ACTH independent 
Cushing syndrome was considered when an elevated serum cortisol was 
correspond to a suppressed ACTH level.

Due to the lack of normal reference range of cortisol level so as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Cushing syndrome in pregnant women, 
the unavailability of urine free cortisol measurement, the rarity of the 
condition and the pregnant state of the patient, she was referred to the 
Hong Kong Queen Mary Hospital on 6 Oct 2015 for further work 
up and management. 

At Queen Mary Hospital, the diagnosis of ACTH independent 
Cushing's syndrome was made base on a suppressed plasma ACTH 
together with non-suppression on low dose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Subsequent non-contrast MRI showed a3.5cm L. side adrenal tumor. 
Removal of the tumor by laparoscopic surgery was performed on 14 Oct 
2015, pathology of which suggested adrenal cortical adenoma.

After resection of adenoma, the patient recovered well, given 
replacement of hydrocortisone 20mg am and 10mg pm. A baby boy 
weight 2.86 kg was given birth by vaginaldelivery on 1st Jan 2016 at 
GW 36w6d with full Apgar score in Macau.

Discussion
Cushing syndrome occurs only rarely in pregnant women because 

hypercortisolism results in ovulatory disturbances and relative infertility. 
So far, withfewer than 150 cases of Cushing syndrome in pregnancy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When Cushing syndrome occurs during 
pregnancy, it may be difficult to detect clinically because of the central weight 

gain, abdominal striae, increased blood pressure, and glucose intolerance 
associated with normal pregnancy[1,2].

Pregnancy dramatically affects the hypothalomo–pituitary–
adrenal (HPA) axis and the endogenous secretion of cortisol, causing 
higher than normal total and free serum cortisol concentrations. The 
placenta produces cortic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 (CRH) and 
ACTH, ACTH values cannot be relied upon to distinguish ACTH-
independent from ACTH-dependent forms of CS in pregnancy. Both 
low- and high-dose overnight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s do not 
yield accurate results because dexamethasone may increase placental 
CRH and placental ACTH activity[1,2]. 

Laboratory confirmation of the diagnosis in pregnancy is not well 
established due to  the lack of reference ranges for women who are pregnant. 
However, the normal circadian rhythm of plasma cortisol is preserved in 
a healthy pregnant person, and, because this is often lost in patients with 
Cushing syndrome, it could be used as a useful preliminary test[1,2]. 

Approximately 60% of hypercortisolemia in pregnancy is caused 
primarily by adrenal adenomas, with pituitary adenoma accounting for 
15% and adrenal carcinoma for 9%[1,3]. Cushing's syndrome in pregnanc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aternal morbidity, including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hypertension, pre-eclampsiaand maternal death[3].

Medical treatment with metyrapone , ketoconazole and 
cyproheptadine was reported to be successful in a few cases. In many 
others, it has been shown to be ineffective and potentially hazardous. 
Surgery, on the other hand, has been more uniformly reported to be 
successful and was recommended by many authors as a first choice[1-3]. 
The optimal time for surgical intervention during pregnancy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second trimester since the risk for spontaneous 
miscarriage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trimester, 
yet the uterus is not large enough to impede intra-abdominal 
procedures. However, a policy of postponing surgical procedures until 
31-32 weeks, when fetal lung maturity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preterm delivery is less critical, seems reasonable as well[2].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 at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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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lers-Danlos 綜合癥口腔表現1例 

黃玉輝 汪淼 劉琴*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口腔中心

*通訊作者  E-mail:liuqin910910@163.com

Ehlers-Danlos 綜合癥 (Ehlers-Danlos syndrome, EDS)

是一類罕見的遺傳性疾病，世界範圍內發生率約為

1/5000[1]，我國尚未有相關統計資料。本文對2010年於

本院就診且隨訪觀察的1例 Ehlers-Danlos 綜合癥病例

進行報導。

患兒 女，初診年齡為9歲，因牙齒不齊就診。患

兒一歲多因發育遲緩於仁伯爵綜合醫院就診，最終診斷

為Ehlers-Danlos 綜合癥。患有主動脈弓擴張、關節活

動過度、脊柱側凸、斜視，已行脊柱矯正手術、斜視矯

正手術。口腔頜面部檢查：患兒頜面部發育不良，眼距

較寬，眼球突出，前額疤痕，下頜後縮，顳下頜關節未

發現異常。口內檢查：上下牙弓狹窄，上頜齶蓋高拱，

#16#26#36#46、#12—#22，#32—#42已經替換，#12#22

齶側錯位，下前牙擁擠，雙側磨牙完全遠中關係（圖

1、圖2 見封3）。全景片顯示：#23橫向水平阻生，下

頜升支中心處密度低於周緣（圖3）。

Steinmann B, Royce P, Superti-Furga A. The Ehlers-Danlos Syndrome. In 

Connective tissue and its heritable disorders. P. Royce and B.Steinmann, 

editors. Wiley-Liss. New York, USA. 1993:351-407.

Pourshahidi S, Ebrahimi H, Taghavi Zenouz A, et al. Oral Manifestations 

of  Ehlers-Danlos Syndrome and Presentation of a Case. Iran Red Crescent 

Med J. 2009; 11(2):206-209.

Abel MD, Carrasco LR. Ehler-Danlos syndrome: classifications, oral 

[1]

[2]

[3]

參 考 文 獻

孕產史：第2胎，孕期孕檢未發現異常，足月順產。

家族史：3代內無此病，患者有一姐姐，姐姐與父

母頜面部發育、牙齒數目、形態等均無異常。

討 論

Ehlers-Danlos 綜合癥的口腔表現主要分為頜面部

與口內特徵兩部份。頜面部主要表現為前額及頦部可見

疤痕，內眦贅肉、斜視、鼻窄而彎曲，頭髮稀疏，面部

皮膚彈性過度[2]。顳下頜關節紊亂綜合癥也是EDS的重

要臨床表現，與患者全身關節受累有一定的相關性。由

圖3.口腔曲面斷層片見#23位於#22根尖，骨內橫向埋伏阻生

於關節盤移位或韌帶鬆弛引起顳下頜關節習慣性脫位

為主要特徵，並可伴有關節彈響、疼痛、捻發音、牙關

緊閉等症狀[3]。口內特徵包括黏膜脆弱、牙周病、頜骨

發育障礙、牙齒發育異常等。口腔黏膜脆性較大，易破

損、撕裂，縫線難以穩定[4]，黏膜易淤青。由於EDS患

者組織修復能力差，在牙周手術、拔牙後往往會發現

患者黏膜損傷且癒合欠佳，且在手術過程中出血明顯，

難以止血。早期的牙周損傷是本病的主要口內臨床特

徵之一，嚴重者引起乳牙、恒牙的早期脫落[5]。有學者

發現唇系帶及舌系帶的缺失也為EDS患者的口腔表現之

一[6]。有的患者舌頭比較靈活，50%患者可用舌頭舔到

鼻尖，而此現象在普通人群中的比率約為8%~10%。EDS

的口腔特徵也表現在頜骨及牙齒的發育異常方面，如齶

蓋深而高拱[4]，牙齒的形態、發育異常。釉質發育不全

為EDS患者常見的臨床表現[7]，釉質發育的缺陷易引起

牙冠磨損，增加患齲的風險。磨牙與前磨牙偶爾可發現

深的窩溝，高聳的牙尖。牙齒脆性高，有時可見小牙畸

形。X光片往往可發現牙根形態異常，如牙根較短、彎

曲牙根，另可見牙髓鈣化、髓腔形態異常等。

本病例除頜面部發育不良，前額瘢痕，眼距寬、

齶蓋高拱、牙列擁擠外，未發現口腔頜面部及口內其他

異常表現。EDS患者可能存在多種全身疾患，對於接診

此類患者口腔醫生應引起高度重視，不僅要關注到患者

的口腔問題，同時對患者的全身情况要有全局的把握，

在掌握患者全身情况的前提下實施口腔診療，同時，

由於EDS臨床表現多樣性，則需要多學科領域的合作，

解決患者的臨床問題，減輕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品

質，同時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的共同支持，為此類患

者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生長環境。

（下轉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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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量陰莖異常勃起介入治療1例 

李文峰1 鄭巍2*  譚文斌1 梁樹民1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1.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2.外科

*通訊作者  E-mail:1093931759@qq.com

患者 男，27歲。被金屬撞擊會陰部後，排肉眼血

尿，伴尿道口滴血、下腹痛就醫。查體：會陰部未見

瘀腫，陰囊無瘀腫，未見裂口，左側陰囊稍腫，未見瘀

斑，左側睪丸體積大伴壓痛，邊界尚清。尿道外口有鮮

血流出，陰莖無瘀腫。一週後逐漸出現陰莖腫脹，增

粗，硬，排尿正常。發病兩週超聲檢查：雙側陰莖海綿

體明顯腫脹，內部可見彌漫性蜂窩狀腔隙海綿體竇擴張

回聲，尿導海綿體未見腫脹，海綿體白膜光整。CDFI可

見雙側海綿體動脈血流信號呈高阻型頻譜。可見陰莖背

靜脈血流信號。雙側海綿體內小靜脈信號呈搏動性血流

信號。提示高流量陰莖異常勃起。

介入治療：經保守治療無效，遂行介入栓塞治療。

首先超選擇插管，行左側陰莖動脈造影檢查，見造影劑

外滲入左側陰莖海綿體根部。利用低壓流控技術灌注少

量明膠海綿顆粒栓塞，再次造影顯示左側陰莖動脈及其

遠段不顯影，無對比劑外溢。然後，再超選擇插管致右

側陰部內動脈遠端造影，見造影劑外滲入右側陰莖海綿

體根部，經導管灌註明膠海綿顆粒栓塞，再次行陰部內

動脈造影，右側陰莖動脈未見顯影，無對比劑外溢。

術後第3天超聲檢查雙側陰莖海綿體腫脹較前明顯

改善。雙側海綿體內可見彌散分佈靜脈信號。陰莖背深

靜脈血流通暢。陰莖背動脈血流信號可顯示，流動通

暢。術後1個半月門診複查陰莖恢復正常大小及硬度，

可正常性刺激下勃起，體外射精後能恢復疲軟狀態。

討 論

阴茎異常勃起(priapism)是一種病理性勃起狀態，與

性刺激或性欲無關，伴或不伴有疼痛，持續時間超過4小

時以上，即使是性高潮後也不能转入疲软狀態。根據病理

生理可分為低流量（缺血性）和高流量（動脈性）陰莖異

常勃起。此分類與隨後的治療選擇及預後有關。

高流量陰莖異常勃起也稱為非缺血性異常勃起，

較罕見。最常見的病因是外傷性的動脈破裂，主要是騎

跨傷或會陰、盆腔部鈍性損傷，動脈血從裂口直接流入

海綿體竇間隙，但仍然維持充分的靜脈回流，避免了血

液淤積。高流量陰莖異常勃起患者表現為陰莖持續性部

份性勃起，無疼痛或疼痛很輕。

高流量陰莖異常勃起的診斷需結合臨床、血氣分

析和超聲檢查。在定位動脈-海綿體竇間隙瘘方面，彩

色多普勒超聲檢查的敏感性接近100%，但不能準確顯示

動脈-海綿體竇間隙瘘同側和對側供血動脈的數量。本

例患者具有典型的會陰部鈍性損傷病史及超聲特征。由

於保持血流及血氧灌注正常，陰莖組織不會出現缺血壞

死。因此，該病先行保守治療，不必緊急處理。治療包

括會陰部冰敷、局部壓迫、陰莖海綿體內藥物療法等。

常規療法還包括陰莖海綿體分流術和陰莖動脈結紮。若

保守治療不成功，則需要行超選擇栓塞術。現在已極少

應用外科治療，除非出現假性動脈瘤，或有選擇性栓塞

治療禁忌癥，或栓塞治療失敗。

栓塞材料可應用自體血凝塊和明膠海綿等可吸收

材料，或永久栓塞材料如：羅圈或聚乙烯醇。應用可吸

收材料的好處是封閉瘘口，當栓塞材料吸收後，閉塞的

陰莖動脈可短時間內復通，不影響陰莖勃起，但易復

發。採用永久栓塞材料不復發，但可能阻礙勃起功能的

恢復。單次栓塞治療復發率7%~27%。

陰莖主要由雙側陰部內動脈發出陰莖動脈供血，其

分支陰莖背動脈與陰莖深動脈的終末支吻合。左右陰莖

動脈之間也通過根部橫交通在恥骨區有大量的吻合。對

於雙側陰莖動脈破裂的患者，應避免雙側動脈栓塞導致

陰莖缺血性壞死，宜先栓塞一側的動脈。本例病人先超

選擇插管至左側陰莖動脈遠端近裂口處進行栓塞，造影

顯示孔口閉塞，左側陰囊動脈及陰莖根部橫交通動脈部份

通暢。再行右側陰部內動脈遠端栓塞，因保留橫交通動脈

兩側供血，僅減少右側陰莖動脈血供，起到減低動脈壓

力作用，而不會因血供不足導致陰莖海綿體缺血壞死。

本例高流量陰莖異常勃起栓塞治療，近期效果良

好，遠期效果尚待進一步觀察。

（本文编辑：文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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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內脫髓鞘假瘤的臨床和MRI表現(附1例報告) 

余國威 謝學斌* 鄧小雯 郭詠楠 鄭偉基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影像科

*通訊作者  E-mail:xiexuebin64@163.com 

患者 男，14歲，反覆頭痛半年，加重5天，肢

體抽搐1次於2014年6月入院。半年前開始出現頭痛，

予腦部MR平掃未見陽性發現。家族有癲癇病史。心肺

腹、神經系統檢查無特殊。血常規、尿常規、生化檢

查、腫瘤指標系列未見異常。巨細胞病毒抗體及單純

疱疹病毒抗體(-)；腦脊液生化及腦脊液培養均正常。

腦部M R平掃、增強掃描及波譜檢查(M R S)，採

用Philps 3.0T MR掃描儀，頭線圈，掃描序列包括SE 

T1WI、T2WI、T2 FLAIR、DWI及T1WI增強檢查。1H-MRS

根據病灶特點選擇感興趣區進行後處理。

影像學表現  左側額顳頂葉交界區一片團狀異常信

號病灶，該病灶於治療前MRI、MRS表現（圖1~圖3）。考

慮脫髓鞘病變，脫髓鞘假瘤可能大。

臨床給予口服激素(PREDNISOLONE, 10mg qd)及抗癲

癇藥物(EPILIM, 200mg tid)治療。治療後2週及3月複查

的影像學表現（圖4、圖5）。隨後臨床隨訪1年，患者

無訴頭痛不適、癲癇等癥狀。

討 論

腦內脫髓鞘假瘤(demyelinating pseudotumor, DPT)

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的脫髓鞘性病變，臨床較為少見。

DPT 在影像學上多表現為腦內單發腫塊，周圍有廣泛水

腫，可合併壞死、囊變或出血,酷似腦內原發腫瘤或轉

移瘤，有時鑒別非常困難，常被誤診為腦內腫瘤而行手

術切除。然而DPT 影像學上也有其相對特異的表現：①

常規MRI：病灶多位於腦白質內，部份可累及腦皮質，

多表現為T1WI低信號，T2WI高信號，合併出血時T1WI表

現為高、低混雜信號，其邊界尚清，佔位效應明顯，周

圍常伴有不同程度水腫。②增強掃描：多為環狀或開

環狀強化，出現“開環征”或“非閉合性強化”以及

垂直於側腦室分佈的火焰狀強化為其特徵性的特點[1]。

③1H-MRS 檢查：文獻[2,3]報導使用單體素短回波MRS 分

析脫髓鞘性假瘤在病灶的中心位置NAA/Cr 比率降低，而

Cho/Cr 在病灶的所有區域與對側病灶相應部位的腦組織

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另外對急性病灶中心的Lac 峰、Lip 

峰的隨訪也具有一定的診斷價值。本例在MRS技術分析病

灶時得到了相似的代謝特點，其中NAA 峰下降說明有神

經元細胞的破壞；明顯的Lac 峰提示急性炎症中巨噬細

胞的活動；Lip 峰提示急性脫髓鞘病變，由於髓鞘和細

胞膜破壞，脂質釋放到周圍組織中引起游離脂肪升高。

需要與以下疾病鑒別：①Ⅱ級星形細胞瘤強化不明

顯，而脫髓鞘性假瘤通常有明顯強化，可根據強化程度進

圖1、圖2 本例14歲男性脫髓鞘假瘤患者治療前MRI表現：左側額顳頂葉交界區

一異常信號佔位病變(箭頭所示)，累及灰白質，周圍可見腦水腫；病變以T1WI

低信號為主(1a)，T2WI及T2FLAIR(1b及1c)以高信號為主，其內見小斑片狀短

T1、短T2低信號（少許出血）；增強掃描軸位 (1d、2a及2b)及矢狀面(2c及

2d)不同層面示病灶呈團片狀不均勻異常強化，部份呈類環狀強化，環壁不完

整，另病灶內旁見血管信號稍增多(2b，小白箭頭)

圖3 該脫髓鞘假瘤患者治療前MRS表現：其中圖3a 示病灶中心較對側正常腦組織

N-乙酰天冬氨酸(NAA)峰降低，但仍高於膽鹼(Cho)及肌酸(Cr)峰，病變區NAA/Cho

＋Cr比值下降，並出現明顯升高乳酸(Lac)峰及輕度升高脂質(Lip)峰。圖3b示對

側大腦半球感興趣區見高聳NAA峰，明顯高於Cho及Cr峰，屬正常波譜，Lip、Lac

等異常波峰未見顯示。

圖4 該患者給予激素治療2週後複查 腦MRI示同層面病灶強化區域(4b)較治療前

稍有縮小，周圍腦水腫情况減輕(4a)。

圖5 激素治療3月複查 腦MRI示病灶強化區明顯縮小(5b)及周圍腦水腫帶基本吸

收(5a)，提示激素治療有效、病灶好轉吸收。

‧病例報導‧

（下轉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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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原始玻璃體增生症繼發閉角型青光眼1例 

鄧麗賢 賴一凡*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眼科

*通訊作者  E-mail:frankmacao@hotmail.com

患者 男性，29嵗，因右眼紅、痛、視朦伴頭痛1

天，於2014年4月26日來本院就診。視力：右眼無光感，

左眼1.0。眼壓：右眼48mmHg，左眼22mmHg。雙眼位正，

右眼固視時水平震顫，右眼結膜混合充血明顯，角膜彌

漫霧樣水腫混濁，周邊前房清失，前房軸深1.5CT，瞳孔

圓，直徑3.5mm，對光反射消失，晶狀體皮質膨脹混濁。

晶狀體後上方見一團白色機化膜，眼底看不入，左眼球

未見異常。眼軸長度：右眼20.00mm，左眼23.83mm。右

眼B超顯示晶狀體後部至玻璃體之間條索狀回聲（圖1 見

封3）。右眼自幼診斷“先天性白內障”，未行手術，多

次行右眼斜視矯正手術。治療：予20%mannitol 300ml靜

脈滴注，口服藥物及局部眼藥水降眼壓。患者於2014年

4月29日表麻下行右眼Phaco＋IOL＋部份後囊機化膜剪除

術。術後予抗生素及類固醇激素眼藥水局部滴眼，仍口

服藥物及滴眼水降眼壓，觀察其眼壓情况逐漸減量至停

藥。至術後1月複診，右眼視力改善至眼前指數，右眼

眼壓恢復正常(14mmHg)，右眼角膜透明，前房深，瞳孔

圓，直徑3mm，人工晶狀體在位，部份後囊缺失，顳側後

囊可見部份白色機化膜，眼底：視盤顏色淡，邊界清，

可見連接視乳頭條索狀視網膜皺襞，視網膜平伏，顏色

較淡，上方視網膜見色素沉積，黃斑結構模糊，視網膜

血管細窄（圖2 見封3）。

討 論

永存原始玻璃體增生症(persistent hyperplastic 

primary vitreous, PHPV)，是由於原始玻璃體及玻璃體血管

沒有消退，繼續增殖導致玻璃體先天異常[1]。臨床少見，

臨床表現多樣，如小眼球、淺前房、白內障、視網膜皺襞

及視網膜脫離等。原始玻璃體由原始視泡和晶狀體泡間的

細胞間質形成，在胚胎6週時發育完成，6~12週血管開始

萎縮，胎兒8月時原始玻璃體基本萎縮，如出生後仍未消

退並繼續增殖，則形成PHPV。該症在1955年由Reese首次命

名[2]，1997年Goldberg將其重新命名為持續性胎兒血管化

(persistent fetal vasculature, PFV)[1]。PHPV無明確病因，

多發生在男性足月兒，90%單眼發病，除眼部先天發育異

‧病例報導‧

常外，還可包括其他系統發育異常，包括唇裂、胯裂、

多指（趾）、小頭畸形，可能與常染色體異常有關[3]。

根據眼部結構受累範圍分為三種類型[4]：1.單純前

部PHPV：佔25%，包括晶狀體後纖維血管膜持續增生症及

胎兒晶狀體後纖維膜鞘持續增生。2.單純後部PHPV：佔

12%，包括視網膜鐮刀狀皺襞，Pollard[5]認為皺褶可能

由少量纖維增殖沿 Cloquet氏管向後發展與視網膜相連形

成，皺褶可牽拉視網膜導致先天性視網膜蒂狀脫離，同時

可伴有玻璃體蒂、黃斑及視盤發育異常等。3.混合型：包

括前部及後部PHPV特徵，是最常見類型，佔63%。本病需

主要與白瞳症鑒別，包括視網膜母細胞瘤(RB)等。Howard

等[6]報導500例白瞳症患者中，PHPV有51例，佔10%。

本例患者屬混合型，患者術前右眼B超顯示晶狀體後

部至玻璃體之間典型的蘑菇狀回聲，蘑菇的傘部緊貼在晶

狀體後囊位置，蘑菇柄貫通玻璃體腔與視乳頭相連。

PHPV主要治療方法是早期白內障摘除聯合玻璃體切

除手術，術後的視力預後與病變位置及程度有關，手術

年齡也是影響視力預後的一個重要因素。手術時間應在

出生後3月內[7]，有報導手術最早年齡為出生後2月。術

後再配合弱視訓練盡量提高患者有用視力。Mittra 等[8]

對14例前部及後部PHPV患者進行玻璃體切除手術聯合無

晶狀體眼屈光矯正及弱視訓練，有71%患者可得到0.06以

上視力，其中57%患者的視力達0.2以上。由於本例患者

已成年，已超過弱視治療的最佳時期及患者無自發性眼

底出血情况，因此主要為其解決晶狀體膨脹繼發之青光

眼，緩解疼痛，未有行玻璃體切除手術。術後1月患者角

膜透明，前房深，未用降眼壓藥情况下眼壓正常，但由

於患者年幼時錯失手術時機，視力預後不佳。

Goldberg MF. Persistent fetal vasculature (PFV): an integrated 

interpretation of signs and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t 

hyperplastic primary vitreous (PHPV). LIV Edward Jackson Memorial 

Lecture. Am J Ophthalmol. 1997; 124(5):587-626.

Duke-Elder S. System of ophthalmology. St. Louis: The C. V. Mosby 

Company, 1963:624.

Reese AB. Persistent hyperplastic primary vitreous. Trans Am Acad 

Ophthalmol Otolaryngol. 1955; 59(3):271-295.

Haddad R, Font RL, Reeser F. Persistent hyperplastic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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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腔鏡術後急性肺水腫1例  

高永儉* 張靜嫻 鄺炳宏 潘慧 吳朝興 劉京平 廖自偉 曹麗勤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麻醉科

*通訊作者  E-mail: happy909@hotmail.com

患者 女性，55歲，診斷“黏膜下子宮肌瘤”於靜

脈麻醉下行“宮腔鏡下子宮肌瘤電切術”。術前心肺檢

查及實驗室檢查正常，心功能Ⅱ級、ASAⅡ級。

患者入手術室後予開放靜脈通路，心電監護：SpO2 

98%、RR 20次/分、P 86次/分、BP 134/86mmHg。患者取

截石位，常規消毒鋪巾，予鼻氧管吸氧氣，予fentanyl 

50μg及propofol100mg靜脈誘導患者入睡後行手術，先

在子宮加壓器予100mmHg壓力下，注入生理鹽水擴張子

宮腔，行宮腔鏡檢查，術中發現子宮腔肌瘤予行電切，

遂加大加壓器壓力至150mmhg，約10分鐘後患者出現血

氧飽和度下降，心率加快，血壓稍低，檢查患者呼吸深

快，雙眼球結膜水腫，聽診雙肺佈滿濕囉音，降低宮腔

壓力後盡快結束手術，同時插入喉罩輔助通氣置入尿

管，術中共注入NS10000ml，流出3000ml，予利尿、強

心、對癥處理，CXR示：雙側肺水腫，予激素、利尿、

平喘，回病房繼續觀察生命征。

討 論

宮腔鏡是纖維內鏡，將窺鏡放入宮腔內，可直視

觀察子宮腔內部結構和病變。宮腔鏡不僅能及時、準確

地診斷，同時還可以行手術治療。子宮肌瘤是婦科常見

腫瘤，臨床症狀一般有月經過多、子宮出血、痛經、下

腹疼痛、早產等。宮腔鏡子宮肌瘤電切術治療子宮肌瘤

操作簡單、手術時間短、出血少、併發症少並恢復快，

是治療子宮黏膜下肌瘤的首選方法[1]。

宮腔鏡手術的麻醉方案一般根據手術時間長短和

手術難度以及患者的健康狀况來選擇最佳麻醉方案、麻

醉藥物和監測內容。

宮腔鏡用於臨床診療的關鍵是宮腔的充分膨脹

和視野的清澈無血，所以無論是用於診斷還是手術，

宮腔鏡都需要適宜的膨脹介質。用於膨宮的介質有三

種：1.氣體(C O2)；2.低黏滯度電解質溶液（平衡液

0.9% NS）；3.高黏滯度液體(glycine)[2]。

現在一般都用液體作為介質，宮腔鏡電切手術需

要持續灌流狀態以顯示良好視野，膨宮液過度吸收是膨

宮時常見的併發症，多發生於宮腔鏡手術，與膨宮壓力

過高、子宮內膜損傷面積較大有關。手術時間過長，容

易導致過度吸收，導致血容量過多及低鈉血症，引起

全身一系列症狀。另外，子宮壁具有非常豐富的血液

供給，持續加壓下使用低黏滯度液體膨宮介質可使大量

灌流液通過子宮血管床吸收入血，引起患者心動過緩、

高血壓，隨之出現低血壓、噁心、嘔吐、頭痛、視力障

礙、興奮、精神紊亂等類似於泌尿科經尿道前列腺電

切術(trans urethral resection prostate, TURP)綜合

癥[3-5]。這些均起因於稀釋性低鈉血症和血漿滲透壓的

降低。

選擇合適的膨宮壓力十分重要。原則上應該採用

有效低壓灌注，盡量控制手術時間，同時在整個手術當

中進行一系列麻醉監測，密切觀察患者的各項生命體

征，及時鑒別水中毒的發生[5]。

雖然宮腔鏡手術是微創手術，但潛在的危險性依

然存在，對於麻醉來說，除了選擇合適的麻醉方式，為

手術提供良好的鎮靜和肌松條件外，還要進行一系列麻

醉監測，密切觀察患者的各項生命體征，適當地使用呋

塞米可有效預防水中毒。

Musambi MC, Williamson K. Anaesthesia considerations for hysteroscopic 

surgery. Best Pract Res Cl Anaesthesiol, 2002; 16(1):35-52.

Giorda G, Scarabelli C, Franceschi S, et al. Feasibility and 

pain control in outpatient hystemscopy in post menopausal women:a 

randomized trial.Acta Obstet Gynecol scand, 2000; 79(7):593-597.

Loffer FD. Complications of hysteroscopy-their cause prevention and 

correction. J Am Assoc Gynecol Laparosc, 1995; 2:11-26.

Lau WC, Lo WK, Tam WH, et al. Paracer Ovical anaesthesia in oupatient 

hystereoscopy: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trolled trial.

Br J Obstet Gynecol, 1999; 106(4):356-359.

Kremer C, Barik S, Duffy S. Flexible outpatient hysteroscopy without 

anaesthesia:a safe, successful and well tolerated procedure.Br Obstet 

Gynecol, 1998; 105(6):67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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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先天性心臟病併難治性室上性心動過速1例 

葉一蓮* 楊咏山 簡佩君 潘寶全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通訊作者  E-mail:yeyilian@yahoo.com.hk

患兒 男，2014年12月8日出生，胎齡40＋6週，體

重4.45kg，剖腹產，羊水清，無胎膜早破，Apgar評分7

分，10分。患兒生後一般情况好，生後7天至門診複診發

現氣促及心動過速，即收入NICU治療。母親孕期體健，

產前檢查未見異常，產後曾發熱，檢查示雙側少量胸積

液，左下肺不張，予抗炎治療後好轉出院。患兒入院時

T36.6℃，煩躁，HR226次/分，律齊，心前區SM1/6，RR70

次/分，SPO2 90%，BP75/46mmHg，肝肋下2cm，CRT<2秒，予

監護吸氧，ECG示室上性心動過速(SVT)，UCG示動脈導管

未閉(PDA)，房間隔缺損(ASD)，中至重度肺動脈高壓，血

氣PH7.25 PCO2 62.9mmHg，CBC，心肌酶，電解質及感染指

標未見異常，CXR示肺炎，予抗炎，快速靜注ATP由0.5mg

開始漸加量至2mg始恢復竇性心律，3hr後再度出現SVT，

ATP重複靜注加量至3mg未起效，改用propafenon靜滴後

一度復律，仍反覆出現SVT，伴肝增大及氣促，予CPAP通

氣，加用lasix, digoxin, dopamin, 次日SVT仍反覆出現，

改予amiodarone靜滴後復律並保持穩定竇性心律，後予

amiodarone口服維持，患兒可維持竇性心率，但心衰仍進

展，患兒氣促明顯伴吸凹，肝增大至右肋下4~5cm，全身

浮腫、發熱、排血便，測BP40/20mmHg，Hb92g/L, PT25.5

秒，APTT 123秒，D-dimer 3.03μg/ml, FIB 1.28g/L, CXR示

心影增大，予SIMV輔助通氣，milrinone, adrenaline 強

心，輸血，血漿及冷沉淀糾正DIC，擴容升壓等搶救，病

情無改善，患兒出現少尿，腹腔積液，考慮與PDA大量左

向右分流有關，入院第4天行PDA結紮術，術後病情好轉，

尿量增多，血壓轉穩定，心功能恢復，血管活性藥漸減量

停用，發熱退，DIC指標改善，3天後停用呼吸機，繼續口

服amiodarone維持量，住院23天後順利出院，現專科門診

跟進中，無心律失常。

討 論

室上性心動過速是兒童最常見的心率紊亂，感染性疾

病如上呼吸道感染，肺炎，腹瀉等多為發病的誘因[1]。該

患兒生後7天始起病，考慮與窒息缺氧相關性不大，而與

ASD，PDA有關，另患兒母親產後發熱，有肺不張及胸積液，

‧病例報導‧

患兒CXR檢見肺炎，考慮產後感染為心律失常的誘因。

SVT的治療原則是去除誘因，積極治療原發病，控

制心動過速的發生。使用最多的藥物有propranolol, 

digoxin, amiodarone, flecainide, sotolol[3]。

Digoxin是治療不含預激的SVT的傳統首選藥物，但對房

性異位性心動過速效果欠佳，早產兒需減量。近來ATP

成為常用藥物之一。本藥通過與房室結細胞膜上的腺

苷受體結合而延緩或阻滯房室結的前向傳導，終止折

返通路，作用迅速，可在30秒內終止SVT[4]，但其用量

尚無統一認識。英國皇家兒科學會最新建議起始量為

50μg/kg，可每次加量50μg/kg，至嬰兒最大量300μg/

kg，兒童最大量500μg/kg[5]。兒童高級生命支持指引推

薦用量依次為50μg/kg，100μg/kg和250μg/kg[6]。一項

回顧性分析指出，嬰兒ATP用量應>150~200μg/kg，兒

童>100μg/kg方取得較明顯效果[7]。而該患兒ATP用量由

112μg/kg，反覆加量至450μg/kg始起效，說明有一定個

體差異。Propafenon治療SVT起效快，轉復律高，但有

明顯心功能不全或傳導阻滯者禁用。Amiodarone是治療

難治性SVT的另一選擇，能使異常通道的有效不應期延

長，可治療伴發預激的各種類型快速心律失常，但由於

該藥化學結構上與甲狀腺素相似，可影響甲狀腺功能，

故使用時需及時調整劑量和密切監測甲狀腺功能。該患

兒有ASD，PDA先心病基礎伴感染，在抗感染同時雖積極

予多種藥物抗SVT效果仍欠佳，直至轉用amiodarone才

成功控制，證實了amiodarone對難治性SVT的有效性。

關閉和縮小PDA是根治心衰的關鍵[8]。內科治療無

效，心衰無法控制時，應行結紮手術[9]。

邵肖梅, 葉鴻瑁, 丘小汕. 實用新生兒學. 第4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

版社. 2013:558.

Seslar SP, Garrison MM, Larison C, et al. A Multi-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inpatient treatment for 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 in 

newborns and infants. Pediatr Cardiol, 2013; 34(2):408-414.

王永清,  曹曉軍. 腺苷是安全有效兒科抗心律失常藥物. 國外醫學兒

科學分冊, 1998; 25(6):317.

RCPCH. Medicines for children, 2nd edn. London: RCPCH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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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子宮扭轉1例 

古少君* 蔡嘉慧

‧病例報導‧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婦產科

*通訊作者  E-mail:53792325@qq.com

患者 41歲，G5P3A1孕37＋2週宫內單胎橫位，因急

性持續性下腹痛1.5小時入院。順產3胎，孕檢發現胎位

橫位及前置胎盤。BP83/37mmHg，89次/分，面色蒼白，

四肢冰冷，痛苦面容，子宮張力大，明顯壓痛反跳痛，

胎心100次/分，診斷為隱性胎盤早剝，胎兒窘迫，急行

手術。手術時見子宮呈紫藍色，血管豐富，縱行切開子

宫即見大量血塊血液及胎盤組織湧出，胎兒娩出後搶救

失敗，檢查子宮切口時發現子宮體向左側扭轉180°，則

切口位於子宮右後壁。經復位後子宮血運恢復，收縮

差，呈布袋樣，經積極熱敷按摩子宮及藥物處理後宮縮

好轉，共出血2800ml。術後轉入ICU繼續治療，病情穩

定，無其他併發症，如常出院。

討 論

妊娠子宮，尤其在妊娠晚期，都伴有不同程度的

右旋，但當子宮原縱軸旋轉超過45°時稱為妊娠子宮扭

轉，其中2/3向右側，1/3向左側[1]。

Nesbitt等[2]曾報導妊娠子宮扭轉107例，發現盆腔

的病理改變主要為子宮肌瘤、雙角子宮和橫位，約佔所

有病例的60%以上，這三者的共同特點是使妊娠子宮左

右兩側的重量不均易致扭轉；其餘為卵巢腫瘤、盆腔黏

連、脊柱畸形及其他類型的胎位不正等；約21%病例，

盆腔並無病理性改變。突然的體位改變、不良的姿勢、

胎動以及經產婦，尤其是多產婦，由於子宮的支持韌帶

異常鬆弛及組織鬆軟，是妊娠子宮扭轉的直接誘因。本

個案就屬多產婦和胎位橫位因素。

臨床症狀主要為腹痛，佔95%病例，腹痛的程度與扭

轉後所造成的子宮缺血成正比，扭轉的程度越大、時間

越久、則子宮缺血越嚴重，腹痛也就越劇烈。約有66.6%

病例有休克症狀[3]。這時孕產婦死亡率可高達50%，胎嬰

兒死亡率高達75%[2,4,5]。此外18.7%病例可有胃腸道症狀；

10.3%病例伴有泌尿道症狀；有時也伴有陰道流血。

腹部檢查時腹壁常有壓痛、反跳痛，子宮常有壓

痛，有時可於其前方觸及一垂直走向、伴有觸痛的圓韌

帶，伴有腫瘤者則可觸及突起的腫塊。盆腔檢查時陰道可

因扭轉而使頂部成一盲端，或呈螺紋狀，宮頸上縮至恥骨

聯合上方，經前穹可觸及具有搏動的子宮動脈。除上述體

徵外，子宮體可有急性膨大；臨產者，可有宮縮強，產程

停滯，胎兒宮內窘迫，甚至胎盤早剝，胎兒死亡。

由於該症特異性較差，與異位妊娠、盆腔腫塊扭

轉、胎盤早剝、子宮破裂等急腹症不易鑒別，常在剖腹

探查時才能確診。子宮扭轉者行常規切口開腹後，正中

處可見充盈曲張的子宮血管或輸卵管；若扭轉180°者則

子宮後壁翻轉至前面而被顯露，有時即於此切開子宮，

術後方發現切開者為子宮後壁。有作者表示術前超聲波

掃描或骨盆磁共振成像(MRI)對高度懷疑本症的患者有

一定價值。超聲波掃描時可顯示胎盤或子宮肌瘤位置突

然改變。MRI則顯示陰道上段呈一個X-型的改變[6]，可

是臨床上大多數病例都有胎兒宮內窘迫表現，故未有充

裕時間行MRI協診[7]。本案例漏診主要原因除上述外，

還有患者因產前一直發現前置胎盤，未有及時行陰道檢

查，當出現腹痛、休克以及胎窘表現首先考慮胎盤早

剝，行超聲波掃描時也未有與產前的胎盤位置行對比。

最終只能在術中診斷。

本病處理原則與卵巢囊腫扭轉相同，一經診斷，

均有剖腹探查指征。及時手術可將子宮復位，保留子宮

及附件，患者生育能力也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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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兒右心室雙出口合併主動脈弓縮窄成功搶救1例 

簡佩君* 葉一蓮 楊咏山 潘寶全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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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兒 生後1月，G3P2，孕36＋5週，剖腹產，無窒息。

生後簡易胎齡評估約34週，出生體重2.16KG。生後即出

現呼吸困難及發紺，100%鼻導管吸氧下，SPO2 88%~94%，

予氣管插管呼吸機通氣，血氣分析存在2型呼吸衰竭，

血壓低，予擴容及強心升壓處理，生命征穩定，血氧改

善，維持SPO2 90%~98%，初期考慮為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

症(NRDS)，經上述處理約1小時餘出現過渡通氣，但血氣

分析提示PO2低下，SPO2下降，CXR肺部雖符合NRDS 1期表

現，心影為中位心。經心臟超聲檢查確診右心室雙出口，

室間隔缺損，Taussig-Bing symdrome，房間隔缺損主動脈

弓縮窄（最窄處2.4mm）壓力階差約30mmHg，動脈導管未

閉，肺動脈高壓，左上腔靜脈。

患兒生後數天內心衰加重，予嚴格限制入量、強心、

利尿，術前以Prostaglandin維持動脈導管開放。於生後

第8天行主動脈弓縮窄糾治術，在切除主動脈生理性狹窄

處後，即縫合降主動脈及發育不良的主動脈弓部，術中

測降主動脈壓力與右上肢動脈壓力平均壓差約10mmHg，另

行肺動脈環束術及動脈導管結紮術，術後當天臨床觀察

心功能好轉。術後當天上下肢血氧無明顯差異，上下肢

收縮壓差約15~20mmHg。術後超聲提示主動脈弓降部連接

處通暢，升主動脈術前最窄處約3mm，壓差30mmHg，肺動

脈環束處大小約3.5mm，壓差48mmHg。患兒因支氣管肺發

育不良，肺部感染及心功能不全等情况，術後呼吸機支

持19天，漸停用升壓藥物處理，目前上下肢收縮壓差少於

10mmHg，因主、肺動脈解剖部位及肺動脈環束術影響，患

兒術後予35% 1L/min雙鼻導管吸氧下，SPO2 82%~92%，間有

氣促及哭鬧時血氧下降情况。目前患兒已基本解決生後引

起嚴重心力衰竭及肺動脈高壓之危急情况，但仍有複雜解

剖異常待患兒體重及月齡增長，再決定下一步治療方案。

討 論

右心室雙出口(D O R V)佔所有先天性心臟病不到

1%，DORV在內臟異位患者很常見，常併發其他複雜的心

臟病變[1]。主動脈和肺動脈均發自於右心室，左心室的

唯一出口是VSD。DORV畸形血流動力學複雜，患兒常見

‧病例報導‧

症狀有生長遲緩、嚴重發紺、心力衰竭等。室間隔缺損

(VSD)的位置及是否存在肺動脈狹窄(PS)或右室流出道

梗阻(RVOTO)是影響血流動力學改變的重要因素。

患兒診斷為DORV Taussig-Bing syndrome，血流動

力學特點為高氧濃度的左心室血液流向肺動脈(PA)，而

來自體靜脈含氧量低的血液流向主動脈。這種情况導致

嚴重發紺。患兒無肺動脈狹窄，其肺血流不受限制可表

現出肺動脈高壓、充血性心力衰竭表現；患兒合併主動

脈弓縮窄(COA)，使主動脈阻力升高，進一步促使更多

血液流向阻力相對較小的肺動脈，加重肺動脈高壓。重

度的肺動脈高壓使心臟負荷超載，出現心力衰竭。COA

存在是心衰的主要因素。

患兒有NRDS，臨床提示先天性心臟病的證據有：足

夠通氣情况下，PO2及SaO2均低下；肺部X-RAY提示中位

心，引起臨床注意排除複雜先天心臟病。

生後第8天行COA糾治術、肺動脈環束術、動脈導管

結紮術。當時心衰嚴重。手術中見主動脈發育不良，綜合

考慮狹窄部位較長及左鎖骨下動脈大小情况，在術後仍會

有較明顯狹窄，手術當時患兒心衰及全身狀態下，未選擇

行傳統主動脈弓矯治術，而是在切除主動脈生理性狹窄處

後，即縫合降主動脈及發育不良的主動脈弓部，以防結紮

動脈導管後生理狹窄處進一步收窄。結紮動脈導管及環束

肺動脈後結束手術。待手術後患兒肺動脈阻力升高，流經

主動脈血流增加刺激主動脈弓發育，待全身及心功能狀况

好轉再考慮進行主動脈弓矯治。肺動脈環束減少肺血流，

減低梗阻性肺動脈高壓發生可能。術後心功能好轉。心

臟超聲亦證實術後主動脈弓狹窄部位由術前2.4mm增寬至

3.2mm，壓力階差25~30mmHg。患兒心臟術後心衰反覆，考

慮為肺動脈環束術後出現右心室負擔增加，術後10天右心

室有足夠鍛煉後心才有進一步好轉。

下一步治療方案，應密切注意COA問題，包括吻合

口狹窄及原有未解決的弓部狹窄問題，此外，應行心導

管評估VSD大小、數目和大血管的關係；大動脈關係；

心室大小；房室連接關係及肺動脈壓力。

徐志偉. 小兒心臟手術學.  北京: 人民軍醫出版社. 2006: 50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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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職業門檻有多高？—醫生的職業化培訓（1）

李衛平

‧醫學人文‧

作者單位︰澳門鏡湖醫院骨科

*通訊作者  E-mail:lwp9554@gmail.com

在理性的社會，醫生受人尊敬，是不少人嚮往的

職業。關乎人的健康和生命，全社會對醫生的期望很

高，要成為醫生並不容易。成長為合格的醫生，要經歷

一系列的職業化培訓。醫生的職業化培訓貫穿整個醫生

職業生涯，是維護公衆對醫學職業信任的核心要素[1]，

包括嚴格的醫學生入學選拔、嚴格的醫學生培養過程和

畢業後培訓及伴隨職業生涯的終生學習。醫生的職業化

培訓中的各個環節，不可缺失。如果缺失或不到位，醫

生的質量得不到保證，無法換來社會對醫生及醫生職業

的信任和尊重。沒有職業化醫學教育和培訓的社會，只

能是出產庸醫的社會。

醫生職業化培訓的每個環節都有投入與產出的關

係。如果市場供求造成醫生入門門檻降低，魚龍混雜，生

源的綜合素質差，畢業後也是素質不高的醫務工作者，醫

學院校不具有讓他們脫胎換骨的功能，別指望是一群社會

精英。如果畢業後的職業培訓不系統、不規範，缺乏淘汰

機制，混日子捱時間，精力空耗在非醫療的人際關係上，

難以成為有醫學人文精神的稱職醫生。不稱職的醫生，沒

有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辜負了社會的信任和期待，不會

得到社會的尊重，影響了醫生職業的社會地位，最終是一

個雙輸的結局。要改變醫生的職業地位，要從源頭開始，

鼓勵社會的精英加入醫生行列。

青年人從學校接受教育到社會就業謀生，要跨過

兩道門檻，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和職業教育到就業，成

為醫生的道路最為艱辛和漫長，門檻特別高。在大多數

國家和地區，醫生一直都是熱門的職業，吸引着各地優

秀的學子入行，競爭相當激烈。在英國的大學院校的

招生中，生源最好的是醫學院且每年有限額，其次才

是法學。報考醫學院要求較高，一般要求4個A，而且錄

取比例較低，為6:1[2]。即使在印度這個擁有世界上最

多醫學院校的國家，報讀醫學院依然是首選之一，考

生甚至鋌而走險不惜作弊。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挑選醫

學人才時，要求在完成普通高等教育後，成績優秀者

才能進入醫學高等教育。報讀美國知名醫學院的申請

者每年僅10%有機會面試，而在面試者中也只有10%~15%

被錄取[1]，選拔嚴苛非其他行業可比，學習年期為

“4+4”，這樣的雙向選擇方式不僅僅單從學業成績上

挑選學生，重要的是能從綜合素質上尋找既有志於醫學

事業又適合做醫生的人。日本的醫學院校入學考試不再

只要求單純的理科科目成績優良，還需要考生有極高的

適應性和資質。另外，考生本人有學習醫學的意志也非

常必要[3]。最近，由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公佈的關於頂尖

美國本科最新錄取標準的報告—《扭轉美國一流本科

錄取潮流》，是改革美國一流大學申請大方向的指導性

報告，主題是“讓關愛他人之心在年輕人心中普及”，

更重視“人品”等軟指標，領導力和學習能力已不再

成為主要的錄取條件。美國教育界的領導者已深刻意識

到由於高等教育方向不當所導致的各種社會弊端，期待

培育出的未來精英們是充滿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4]。

而培养我们的國內醫學院校錄取新生的方式依然是只看

高考分數，偏重筆試，選拔方式和內容非常單一，不能

準確判斷學生相關能力。這種考試制度亟需改革，引入

新的評價方式與內容，在維持公平性的同時，使人才的

培養更有針對性和客觀性。接受醫學教育的另一條途徑

是直接進入5年到8年的醫學本科/本碩教育，學習年期

比其它文理科專業長，學科多而學業繁重，要接受的知

識量比別的學科多，時間和精神投入相當高。在一些地

區的勞動力市場上，單憑醫學本科畢業文憑的醫學生可

能還跨不過就業門檻，只能轉行或繼續求學，如果本

科畢業後再攻讀碩士和博士，至少在成為醫生之前的前

期時間成本為11年，投入的教育成本相當大。在國外，

學醫不僅需要高精力投入，更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據

統計，美國2010年~2011年醫學生平均年負債為16萬美

元[5]。可見醫學生所支付的學費是多麽昂貴，中產以上

的家庭才能負擔得起，而這些家庭的整體受教育情况較

好，在一個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成長，道德素質便會

相對較高，由於在國外讀醫對學生經濟基礎要求較高，

從而也間接把醫學生的整體道德素質的要求提高，使得

國外的醫生的社會地位較好[6]。

學生的從醫意願影響着生源的質量，也影響着未

來整體醫生的質量。如果，從醫環境的惡化和醫生地位

的變遷，使報考醫學院校的熱度降溫，導致招攬不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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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精英，醫學院校只能降低招考分數綫或擴招或補

錄，生源水平整體降低，醫學生的職業認同感及從醫的

興趣會大打折扣。降低錄取標準，有時是為了滿足社

會對醫生數量的實際需求，有時是教育產業化的逐利追

求。在當今時代，醫療行業人力資源匱乏的同時，醫學

院校又招生不足，是很不正常的社會現象。在這樣的質

與量背景下，有限的資源只能實施大衆教育模式，整體

教學質量拉大了與精英教育模式的距離。

醫學教育模式有精英教育模式和大衆教育模式。精

英教育模式最適合嚴格的醫生職業化培訓方向—培養高水

平的醫學人才，當年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是最為典型的精英

教育模式。首先是其辦學宗旨，協和明確提出培植醫學教

員，這與一般培養醫師的實用目的有較大差異；其次是學

制，協和實際的學制較長，從中學畢業後需要八年的時

間；第三是師生比，協和的師生比達到1:1.4；第四是經

費，協和每年的經費高達350萬元；當然從學費上來看，

協和也是較貴的，每年學費100元，一般家境的同學當年

即使半工半讀也是很難支付這筆費用的[7]。可見，精英教

育模式要佔用大量的社會資源，目標明確，經費和師資充

沛，學生家庭條件富裕。但精英化的醫學教育培養出的人

才遠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再加上精英化的醫學教育花費

巨大，僅僅想依賴精英化的教育一下子改變中國的醫療現

狀在時間上與經濟上均不現實。以培養不同層次的臨床實

用型醫學人才的大衆教育模式符合很多醫療條件不足的國

家和地區，設備、資金和師資不如精英教育模式，入學門

檻降低了，培養不同級別醫生的數量大大增加，學制多

樣，有本科、專科和中等專業學校，學期長短不一，資源

的擁有程度决定了各地院校之間水平參差並導致醫學畢業

生良莠不齊。但大衆教育模式培養了大批臨床第一綫的醫

務工作者，緩解了醫療人員短缺的緊張局面。據統計[8]，

2012年全國有執業醫生213萬，執業助理醫生48萬，鄉村

醫生和衛生員109萬。可見，擁有醫學本科及本科以上學

歷的醫生不足58%，醫生總體數量增加的同時，如何提高

和保證質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各地和各級醫生的同質化

不是簡單的“規範化培訓”可以完成的。“十年樹木，百

年樹人”，時間的積澱固然重要，但非良種難以成優材，

醫生入學無嚴格篩選，即使假以時日也難擔大任。人命關

天，醫生的責任太重大了。醫生應該有神聖觀念，都是最

優秀的一群人，不管在哪個層面，即使村醫也是當地最優

秀的人。醫生在當地不僅是醫生，他是領袖，一個好醫生

不僅是技術而且他的人品也要得到大家的認可[9]。

醫學專業，博大精深，玄奧難窺，是高門檻的職

業。如果入門門檻低，你僥幸跨得過去這一關，後面的重

重高門檻也是過不去的。醫生的職業門檻除了學業分數的

硬指標外，還有內在價值觀的軟指標，前人多有闡述。

“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

也；非廉潔純良，不可信也”。“無恒德者，不可以作

醫”。“德不近佛者不以為醫，才不近仙者不以為醫”。

清代名醫葉天士臨終前警戒他的兒子們說：“醫可為而不

可為，必天資敏悟，讀萬卷書，而後可藉術濟世。不然，

鮮有不殺人者，是以藥餌為刀刃也。吾死，子孫慎勿輕言

醫”。唐代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表述的“精誠”理

念對醫生職業的門槛做了最好的詮釋，第一是精，亦即要

求醫者要有精湛的醫術，認為醫道是“至精至微之事”，

習醫之人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誠，亦即

要求醫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養， 以“見彼苦惱，若己有

之”感同身受的心，策發“大慈惻隱之心”，進而發願立

誓“普救含靈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譽”、

“恃己所長，經略財物”。 精與誠缺一不可，一些看來

是有益的事情，如果不滿足某種条件，很可能沒有益处。

正如林則徐在“十無益”中描述的：“行为不端，讀書無

益；做事乖張，聰明無益；心高气傲，博學無益；为富不

仁，積蓄無益”。醫生有了滿身功夫可以幹兩件事情，一

是見義勇為，二是攔路搶劫。幹好幹壞，人內心的文化决

定你最終會做出什麽樣的選擇[9]。可見，醫生的職業門槛

不能不高，醫生的職業特徵，如社會責任感、良心、有效

的溝通、尊重他人和利他主義精神在早期就要被充分考慮

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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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死教育到DNR病人的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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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對於死亡是盡量避諱的，鮮有針對死亡

的相關教育。即使身處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將以成人

身份面對世界，仍對“認識死亡、如何安慰臨終親屬以

及面對哀慟”等人生課題一籌莫展。現今科技及醫藥發

達，人均壽命較昔日長，意味人們面臨死亡事件所帶來

的衝擊大增，死亡的相關教育愈趨重要與迫切。

台灣已故生死學專家傅偉勳教授在1993年著作《死亡

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書中所言：“隨着科學技術急速發

展，醫學知識提高與普及，經濟逐步改善，生活品質需求

不斷提高，電視媒體普及化、社會高齡化，乃至涉及死亡

的種種法律與道德問題複雜化（如安樂死），現代人對死

亡的負面心理與伴隨的精神狀態，實有別於以前，值得我

們注目與反思”；而擅長生死哲學研究的國內已故鄭曉江

教授亦指出：“現代人的人生狀態遠高於傳統人，但特別

關注“生”，無暇思考“死”，在死亡問題上產生極大困

惑，使生活品質難以真正提高，不僅需要建構科學的人生

觀，還必須擁有正確的死亡觀，從而提升生命的質量，消

解死亡的心理恐懼、平抑引發的悲痛與創傷，為人生充上

永不枯竭的動力，最終超越死亡”[1]。

一、生死教育的發展

生死教育起源於西方，近年在亞洲漸趨普及。當

中如何安身立命，反思自身人生觀，幫助身邊人面對死

亡，過渡死亡的悲傷，是生死教育的焦點，其着眼點是

生命本身，而不是死後世界。在西方社會，探討死亡

相關主題的教育，統稱“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 

education about death, dying and bereavement)，發展近

四十年，現已有各種的專業組織如美國的“死亡教育與輔

導學會”(Association for Death Education & Counseling, 

ADEC)、期刊雜誌、社區團體視聽教材等，近年甚至有專

門探討預備死亡的電視節目《On Our Own Terms》[1]。

台灣的生死教育專家張淑美認為，生死教育的理念

與涵義在於：“探討死亡的本質以及各種瀕死、喪慟現

象，促使深切省思自己與他人、社會、自然，乃至宇宙的

關係，從而察覺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面對死亡、克服

對死亡的恐懼與焦慮、超越死亡、省思生命，使我們體會

真愛與珍惜，展現人性光輝，活出生命意義的教育”[1]。

台灣從1990年引進安寧緩和醫療，先後成立“安寧照顧基

金會”、“佛教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台灣生命教育學會”等組織，推展善終照顧、

悲傷輔導及死亡教育。而傅偉勳1997年更率先在台灣南華

大學成立“生死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life and death 

studies)，翻譯外國著作並開辦以社區為對象的生死學課

程與研討會等，至2003年創辦《生死學研究》期刊，令生

死教育被教育界和廣大社會所接受。現時台灣教育部設有

“生命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生死教育並納入小學至大

學的正式課程，令其相關教育位處亞洲前列。

香港在80年代已由社區善終服務機構如“贐明會”、

“善寧會”等開展生死教育，內容包括舉辦講座、研討會

和體驗計劃等，亦有個別提供善終服務的醫院與社區團體

合作，使社區人士有機會服務末期病人同時接受生死教

育[1]。近年香港中文大學及嶺南大學均有開辦生死教育通識

課程，更推廣至校外社區，此類課程較重視體驗式活動，

例如參觀火葬場、設計墳墓、寫墓誌銘、安排喪禮、撰寫

遺囑等，更會探訪臨終病人，目的並非只是灌輸死亡哲學

的概念及知識，而是從體驗中建立自己的生死觀念。

二、生死教育對護理專業的意義

隨着社會發展和醫療技術進步，引起人類死亡的主

要疾病由急性傳染病轉為慢性疾病，治療往往持續直至病

人死亡，使護理人員接觸瀕死病人的機會增加，如果護士

無法接受死亡，會產生個人及專業的角色衝突，內心焦慮

進而影響工作質量[2]。而生死教育能引導護理人員積極、

慎重對待生死問題，能賦予人文關懷的意願和能力，令護

士能夠減輕病人生理痛苦、尊重病人文化、對死亡告知作

出恰當選擇、處理病人及家屬心理反應、協助家屬渡過難

關，最終能提升護理品質。王艷認為護理專業的生死教育

課程應包括：①生命起源（新生命降臨、墮胎）；②生命

歷程（護理關愛、悲傷處理）；③死亡含義（應對死亡、

安樂死）；④生命重生（器官捐贈、複製人）[3]。

台灣很重視護理專業的生死教育並列為必修課

程，例如台北護理學院設立“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

所”，強化理論與實際結合，幫助護理人員面對病人時

能跨越護理技術、知識訓練的局限；香港的護理生死教



88 Medical Journal of Kiang Wu, Jun 2016, Vol 16. No.1鏡湖醫學201 6年6月第16卷第1期

育亦取得良好的效果，護理人員普遍對死亡持積極態

度，擁有相關護理知識和心理社會技能；澳門的護理教

育院校近年已開設生死學的選修課程，讓學生對相關問

題有初步認識；而國內大多數護理院校未有開設相關

課程，在職繼續教育也缺乏相關培訓。趙可式教授認

為：醫護人員應著重領悟醫學極限，認識如何照顧臨終

病人與家屬，面對遺體時應有尊重生命的態度[4]。

三、護理專業在DNR過程中的角色

台灣在2000年立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

予人民可在臨終時，拒絕痛苦的無效醫療，選擇“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以求安詳往生的權利。“不施行心肺

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 DNR)，是指當病人臨終、

瀕死或無生命跡象時，不施行包括人工呼吸、體外心臟

按壓、氣管內插管、心臟電擊，還包括其他救治措施如

呼吸機支持、急救藥物注射、侵入性監測等，以及撤除

維生醫療措施。有調查指出，雖然護士是接觸病人與家

屬的第一線人員，但對於與病人討論有關DNR的能力方面

自信心較低，在臨床上往往未被納入DNR決策團隊中[5]。

趙可式認為：當病人面臨生命末期，疾病已無法

治癒時，DN R的處置才能讓病人有尊嚴地走向生命終

點，只有好的生活品質，生命才有意義。黃勝堅醫師提

出：醫“生”與顧“死”並無衝突，前者以搶救病人生

命為要務，後者以考量生活品質為優先，其實兩者是一

體兩面，只是照顧重點不同。林芳如強調：高品質的生

命末期照顧，必須以“以病人為中心”的決策模式為

基礎，才能有效提升病人的生存及死亡品質，同時提升

家屬的生活品質。有研究發現：在面對末期病人病情變

化時，醫生經常關注檢查結果及數據變化，並作積極處

理；護士則能站在病人角度，感受到病人逐漸衰弱並走

向生命終點，卻無法為病人做出醫療決策[6]。

生命自決是人性尊嚴的核心，應在意識清楚時為自身

規劃，表達個人期望及意願，並完成口頭或書面陳述。西

方國家在病人罹患無法治癒的疾病時，醫生會主動告知病

人病情；但在東方文化中，大部份醫護人員則認為應由家

屬決定是否告知病人病情。“不予”與“撤除”的掙紮、

認知與執行上的不一致等，使醫護人員更難與病人及家屬

討論預立醫療計劃，無法充分尊重病人的生命自主權[7]。

台灣有研究顯示，DNR同意書多由家屬簽署、過程

倉促，並有附帶條件（除急救藥物外）。外國亦有文獻

指出，醫生傾向報喜不報憂，往往待病人病情很差時才

提出DNR，卻錯過了告知病人的時機。適時揭露病情才

能確定病人意願，但家屬能否在病人尚有意識但未近臨

終時談論DNR，醫護人員如何維護病人生命自主權，卻

產生倫理困境。研究認為，末期病人DNR同意書簽署率

低，主要原因為：①缺乏DNR適當時機評估工具；②護

士角色不明確；③醫生說明技巧不足；④病人被隱瞞病

情。研究發現82.1%的DNR是由家屬決定，往往造成家屬

心靈創傷，引致失眠及憂鬱情緒，但作適當干預後，能

減輕家屬壓力，使醫護人員對DNR適當時機有所共識，

落實護士角色與功能，並提升照護品質[8]。

陳昭妤在2009年以質性研究方法於台灣某醫學中心內

科病房對簽署DNR病人的家屬進行深度訪談，分析家屬在

簽署過程中的考量與感受。研究發現家屬在整個末期照顧

中最重要的需求與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相似，包括：①被

告知病人的病情變化；②被告知病人的當前處置；③能保

證病人的舒適；④能被支持及安慰；⑤能適時抒發情緒；

⑥能陪在病人身邊；⑦能肯定自己對病人的幫助；⑧能確

定所做的決定正確；⑨能尋求親人死亡的意義；⑩能滿足

病人的基本需要。研究同時歸納出家屬提到的醫護人員貼

心照顧要點為：①主動告知及處理問題；②溫柔對待並表

現關懷；③事先給予指引；④保持積極用心的態度；⑤同

理喪親情緒及死亡焦慮；⑥視病猶親，營造與家屬共同照

顧病人的氣氛。家屬對DNR決策猶豫不定時，醫護人員及

時安排召開家庭會議，令醫、護、病、屬持續無障礙溝通

是必要的。研究更指出醫護人員貼心關懷加強互信，能撫

平家屬無法延長病人生命及減輕病人痛苦的遺憾，即使對

於難以盡善盡美之處，家屬亦能多一份包容與釋懷[9]。

大多數人在醫護人員陪伴下走完生命的最後歷

程，如何保留尊嚴、提高死亡質量是重要的護理工作。

研究表明護士的生死教育需要加強，重點應從理論教育

轉移至培養死亡的照顧意向[10]。

末期病人的生命自主權應受到尊重與保障，醫護人

員需要提供正確且足夠的訊息，給予情感支持、正向態

度及經驗分享，減少病人及家屬的不安與焦慮。末期照

護中DNR同意書的簽署是複雜的抉擇過程，簽署後並不代

表醫護人員無所作為，當中護士應從單純“促成簽署”

昇華至“善為人想”，家屬在照顧病人過程中感受到醫

療極限，護士要通過傾聽以瞭解家屬的感受及心意，促

成倫理實踐，落實同理關懷。透過生死教育有助縮小醫

護人員對DNR的分歧、推展早期簽署DNR同意書，幫助病

人及家屬達到生死兩相安，展現全人全程的生命照顧。

（下轉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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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絕經期是女性從性成熟過度到老年期的特殊時

期，是從臨床特徵，內分泌學及生物學開始出現絕經

趨勢迹象（40歲左右），一直持續到最後1次月經後的

1年，易出現一系列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及精神症狀。有

資料表明[1-3]，即使是既往無抑鬱病史的女性在進入圍

絕經期後，發生情緒障礙的風險也增加，而這種情緒

障礙多以抑鬱為主，嚴重者有自殺傾向，影響生活質

量，同時也成為家庭和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女性圍絕

經期及絕經後早期是抑鬱症狀高發時期[4]。但是也有資

料顯示，女性發生抑鬱的風險在圍絕經期升高[2,5]，而

在絕經後早期開始下降[6]，近年來國外報導圍絕經期女

性抑鬱症狀發生率均在20%以上[7-10]，但存在較大差異

(24%~35.4%)。世界範圍內女性抑鬱症的發生率是高於

男性的，女性抑鬱症好發於青春期、分娩後以及圍絕經

期等激素變化明顯的時期，提示可能與女性激素的異常

有關[5,11]。

一、生物學因素

1.神經內分泌因素

近年來有研究發現圍絕經期抑鬱患者體內的雌激

素水平顯著低於健康圍絕經期女性，提示圍絕經期抑鬱

症狀的發生與E2的減少有相關性[3,12-14]。Freeman等[7,15]

探討激素變化與圍絕經期抑鬱關係的研究結果顯示，雌

激素水平增高時（通常在圍絕經期的早期階段）抑鬱的

發病率較高，而絕經後早期雌激素水平減低時發病風險

亦下降。圍絕經期雌激素水平隨月經週期和個體的不同

而波動，不是單純地表現為減少。故而目前尚不能證實

雌激素水平的改變與圍絕經期抑鬱的發生有特異性的關

係，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關注抑鬱發生與激素波動的時

相性關係，以揭示兩者之間的關係。

其他性腺激素亦可能與圍絕經期婦女情緒障礙的發

生相關。大多數研究認為孕激素可抑制中樞神經系統的

活動，對情緒有負性作用，還可能逆轉雌激素的作用[6]。

孕激素導致的負面情緒，可能是通過GABA受體活性代謝物

質。孕激素與負面情緒存在U型關係，過高或過低的孕激

素不能引起負面情緒。在人類，可以引起負面情緒的最大

有效濃度為黃體期的孕激素濃度。由於圍絕經期卵巢功能

的衰退，其孕激素的總體水平是呈逐漸下降趨勢，但就圍

絕經期女性這一總體來說，無論其有無情緒障礙，其孕激

素總體水平之間沒有差異，孕激素在圍絕經期情緒障礙形

成過程中可能僅發揮着輕微作用[16]。

有研究表明在涉及到情感的腦區存在着睾酮的受

體，婦女在絕經前後睾酮水平的變化可能是影響情緒變

化的一種因素。多項研究提示處於圍絕經期的抑鬱改變

與體內睾酮升高或降低有關[17,18]，因此有學者提出，

血漿游離睾酮水平與抑鬱發生率呈抛物綫關係[19]，過

多或過少的睾酮均可以引起抑鬱症狀，過低與抑鬱、骨

質疏鬆、性欲下降有關，過高易導致激越狀態，可能導

致侵犯行為及反社會行為，並由此導致抑鬱。目前睾酮

與抑鬱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明確。另一方面，

脫氫表雄酮(DHEA)與抑鬱的關係也倍受關注。有研究發

現圍絕經期抑鬱婦女體內DHEA水平比健康對照婦女的

低[20]，某些圍絕經期婦女E2水平的變化和體內低水平

的DHEA相互影響，容易增加患抑鬱的風險，動物實驗表

明雌激素對垂體-腎上腺軸有正反饋的作用，而且在應

用了17β-E2後，血漿DHEA-S的水平上升[21]。這些說明

DHEA與雌激素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DHEA的改變可能也

是引起圍絕經期抑鬱的一個因素。

情緒的控制還涉及許多不同的神經遞質和調質系

統[22-24]，單胺類遞質系統（主要包括5-羥色胺系統、

去甲腎上腺素系統和多巴胺系統），而炎症因子，谷氨

酸、γ-氨基丁酸，以及甲硫氨酸腦啡肽等衆多的神經

肽等對圍絕經期情緒障礙的發病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

都有待進一步揭示。

2.易感因素

多項研究已經證實了認為抑鬱症的既往病史對圍

絕經期出現抑鬱有預測價值[11,25,26]。然而，圍絕經期婦

女同時受到軀體健康狀態、社會支持、多方面壓力等諸

多因素的影響，亦可能對抑鬱症狀的發展起到推動的作

用。因此，尚不能確定圍絕經期是有抑鬱症過去史婦女

的高發風險的特殊時期。

經前期綜合症(PMS)相關情緒症狀可能源於大腦對

經前期正常激素變化的敏感性，這與圍絕經期情緒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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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發生的內分泌環境類似，提示兩者可能均反映了中

樞神經系統神經調節作用對激素變化的敏感並受其影

響，推測PMS可作為預測發生圍絕經期情緒障礙的一個指

標[27]。然而，最新的一項研究表明圍絕經期抑鬱症狀的

發生並不一定伴隨有週期性的PMS等月經相關症狀[28]。

文化水平較低的女性中，絕經較早者易出現抑鬱症狀，

而長期口服避孕藥對抑鬱症有一級預防作用[29]。

3.軀體症狀

婦女進入圍絕經期後容易發生皮膚潮紅、夜間盜

汗、睡眠障礙等，從而導致情緒障礙，此即多米諾理

論，該理論得到了大量臨床資料的支持，潮熱、盜汗等

血管舒縮症狀與抑鬱是有相關性的，有血管舒縮症狀的

婦女發生抑鬱的風險較高[28,30,31]。夜間潮熱發作可使患

者從睡眠中反覆醒來，導致睡眠障礙，引發負面情緒，

因此有學者認為圍絕經期抑鬱是繼發於潮熱所致的睡眠

障礙[32]。然而最近有研究發現睡眠障礙、抑鬱症狀及

其嚴重程度與潮熱之間並無明顯相關性，夜間潮熱發作

頻率與睡眠及情緒障礙無關[33,34]。

二、社會心理因素

生物因素只是圍絕經期抑鬱症狀發生的生理基

礎，而個性心理因素和社會家庭環境因素，既是圍絕經

期抑鬱症狀的誘發因素，同時又是直接的致病因素。

負性生活事件是引起圍絕經期情緒障礙的重要因素

之一[11,33]，而諸如一些應激事件、社會階層、經濟收入，

工作等社會因素亦與其密切相關[35]。處於這一特殊時期

的婦女將失去一些主導角色，其中許多人對與“空巢綜合

癥”相關的一些事件，如離開工作崗位、子女升學就業或

成家而離開家庭等比較敏感，易產生負性情緒[36]。

心理因素也是圍絕經期情緒障礙的重要影響因素，

個體固有的人格特徵、性格特點及其對絕經的認識與態度

均可能與其圍絕經期抑鬱的發生相關。因此，嚴重的圍絕

經期情感障礙也有可能是患者固有人格特徵的表現[37-39]。

圍絕經期症狀的發生往往與她們對圍絕經期消極的認知評

價有關。通常具有某些性格特徵者容易患上抑鬱症，如神

經質較強、遇事悲觀有負罪感、患有神經症、性格內向的

女性與圍絕經期抑鬱症狀的發生有關[40]。

綜上所述，圍絕經期抑鬱的發病逐年上升，其發

生與生物、心理、社會等多種因素相關，不僅包括體內

性激素的變化，還有相應的神經遞質的變化及各種社會

心理因素等的影響，已成為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

式的一個典型代表。因此，相應的干預措施也應從這些

方面加以全面考慮，除了藥物治療外，對圍絕經期婦女

的心理、社會功能的干預也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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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極部角膜營養不良是一種非感染性的雙側角膜疾

病，可分為四類型。此病可使角膜上出現不同形態的混浊

從而影響視力，且大部份不伴有其他系統性疾病。後極部

角膜營養不良具有遺傳性，常見的遺傳方式包括常染色體

顯性遺傳，常染色體隱性遺傳和X-性連鎖隱性遺傳等。不

同類型的後極部角膜營養不良其基因突變位點不同，且眼

部表型亦不相同。

一、後極部角膜營養不良分類

後極部角膜營養不良分4大類：a.Fushs角膜營養不良；

b.後部多型性角膜營養不良；c.先天性遺傳性角膜內皮營

養不良；d.X-性連鎖角膜營養不良。後極部角膜營養不良

主要累及角膜後彈力層和內皮層；病變可使角膜內皮轉運

房水功能障礙，導致角膜基質水腫從而引起角膜不同程度

的混濁並影響視力[1]。後極部角膜營養不良與分子遺傳學

存在着一定的關聯，具有表型異質性和同位基因異質性，

故較多學者研究此病的分子遺傳學基礎和表型相關性[1]。

1.Fushs角膜內皮營養不良

Fushs角膜內皮營養不良(Fuchs endothelial 

corneal dystrophy, 簡稱FECD)是一種隨着年齡增長呈雙

側緩慢進展的角膜病變[2,3]，普遍在50歲~60歲發病，少

數人會在更早的年齡發病，女性患者多於男性。FECD是

一種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3種基因突變與此病有關，

包括(SLC4A11, COL8A2和TCF8)[4-6]，其特徵性表現為贅生

物沉積於角膜後彈力層從而使後彈力層增厚（稱為角膜

小滴），常引起角膜水腫和視力減退。FECD在早期是無

症狀的；但隨着病程進展，角膜小滴在角膜中央遂漸形

成，且小滴周圍會被塵狀色素點包圍；隨着沉積物的增

多，角膜後彈力層功能將受到影響，房水轉運功能出現

障礙，使角膜內的含水量不平衡引起基質水腫，從而導

致視力下降[1,7]。在裂隙燈下，角膜小滴呈金啡色，採用

後照法可看到水滴樣結構。長時間角膜水腫最終會累及

角膜上皮和角膜上皮下細胞，導致復發性角膜上皮糜爛

發生，引起視力下降和疼痛，繼而發生角膜大泡，最終

導致失明[7]。值得注意的是，角膜小滴並不是FECD特有

的表現，小滴亦可見於老年人角膜上，且不會引起角膜

水腫和視力下降[2,8]、亦可繼發於外傷[9]、角膜感染[10]和

中毒性角膜病變[11]等。另外，有報導顯示FECD患者較易

患有白內障、圓錐角膜、年齡相關性黃斑變性和心血管

疾病等[7]。FECD的進展普遍分為4個階段[7,9]。

第1階段：裂隙燈上能觀察到角膜小滴（贅生物）聚

積在角膜後彈力層，小滴最初出現在角膜中央且不會融

合；在這階段角膜小滴是FECD的特徵性表現，病人是無症

狀的。第2階段：小滴開始融合併向角膜周邊發展，角膜

小滴會沿着後彈力層形成並使角膜內皮細胞的變薄、擴

張，失去其六細邊形結構。隨着小滴增加，角膜內皮細胞

成比例地減少。此階段由於角膜基質層水腫加重，患者開

始出現無痛性視力下降和眩光症狀。第3階段：基質水腫

向上累及角膜上皮層，導致角膜上皮和上皮下大泡形成。

大泡破裂會引起病人眼部疼痛發作，此階段最易發生角膜

感染。第4階段：角膜越來越混濁和血管化，纖維組織在

角膜水腫處沉積。此階段視力嚴重下降，隨着纖維組織沉

積的增加，水腫遂漸消退，患者疼痛會因此而減輕。

2.後部多形性角膜營養不良

後部多形性角膜營養不良(posterior polymorphous 

dystrophy, PPCD)是一種罕見，大部份為雙側緩慢進展性

的眼部疾病，少數為單眼發病，和FECD一樣，女性患者多

於男性，是一種不常見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12]，3個基

因突變與PPCD有關，包括(VSX1, COL8A2和TCF8)[1,13,14]，常

染色體隱性遺傳也曾被報導過[15]。即使在同一家系裏，同

一基因突變，患者們的癥狀和臨床表現都存在着差異[16]。

PPCD特點是角膜後彈力層和內皮細胞呈現多種不同形態的

異常，其形態可為線形、帶狀、小泡和彌散型等，病變

邊緣常不規則呈扇貝樣，病灶不對稱，在裂隙燈下用後

照法較易發現病變所在[17,18]。小泡樣病變其直徑通常為

0.2~1.0mm，其邊緣呈灰色，約發生在42%患者角膜上；線

形、帶狀病變呈水平樣帶狀混濁，其位置多位於下方且平

衡於角膜緣，發生率為48%；彌散型病變發生率為10%；線

形、帶狀和小泡樣病變不累及角膜上皮和基質層，大部份

患者無症狀且無角膜水腫，能維持良好的視力，原因是大

部份患者其角膜內皮細胞層仍能維持正常的角膜脫水狀

態。彌散型較易發生角膜水腫和視力下降[16,19]，少數患者

在出生後不久就出現角膜上皮和基質水腫，部份患者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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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膜出現瘢痕化或發展為角膜帶狀變性。40%患眼中有青

光眼，可伴有虹膜角膜黏連，瞳孔異位等，或伴有Alport

綜合症（遺傳性腎炎和感覺神經性耳聾）[16,17]。

3.先天性遺傳性角膜內皮營養不良

先天性遺傳性角膜內皮營養不良(c o n g e n i t a l 

hereditary endothelial corneal dystrophy, 簡稱

CHED1)，是一種極少見的疾病，有常染色顯性和隱性遺

傳兩種遺傳方式，可分為CHED1和CHED2兩型[20,21]。部

份患者可伴有先天性青光眼[22]，患兒出生時或出生後

不久即出現角膜水腫。病變發生主要與內皮細胞功能

不足，後彈力層變薄和基質水腫有關。CHED1屬常染色

體顯性遺傳，突變基因仍未被證實[1]，出生時或出生後

1~2年內發病，雙眼呈進行性發展，常有視物模糊、流

淚、疼痛和畏光等癥狀，上述癥狀早上醒來時明顯；

而角膜內皮細胞功能失代償導致的角膜水腫和雲霧狀

混濁常出現在發病後5~10年；與CHED2比較，此型不會

發生眼球震顫[1]。CHED2是常染色體隱性遺傳型疾病，

突變基因為SLC4A11[22]，較CHED1常見，其嚴重程度亦

較CHED1高，出生時即可發生角膜水腫，病程穩定不進

展，常有眼球震顫和視力下降；無疼痛、畏光和流淚癥

狀，少數患者可伴有上皮下角膜帶狀變性和眼壓升高。

在裂隙燈上可看到雙眼角膜基質水腫，呈彌漫性藍色毛

玻璃樣外觀，一般在角膜上還可觀察到灰白色點狀物，

角膜明顯增厚至正常厚度的2~3倍，角膜直徑不增大；

角膜增厚的原因是基質水腫和基質層內的膠原纖維擴張

所致[23]。CHED2型患者常伴有進行性感覺神經性耳聾，

故需眼科醫生密切監測其聽力；無論是CHED1或CHED2型

患者，約伴有此癥狀，稱為Harboyan綜合症[22,24]。

4.X-性連鎖角膜營養不良

X-性連鎖角膜營養不良(X-linked endothelial 

corneal dystrophy, 簡稱XECD)是一種極稀有的先天

性雙眼角膜病變，角膜呈毛玻璃樣混濁或彌散性雲

霧樣角膜混濁。其突變的位點位於X-染色體的長臂

(Xq25)[25]。病變發生主要是因角膜內皮細胞呈退行性

改變和後彈力層不規則變薄所致。到目前為止，只有

一個家族被報導患有此病[23]。XECD發病後呈緩慢進展

型，直至成年後男性患者才會出現視物模糊。病變後期

部份患者角膜上皮下會出現帶狀病變，常始於角膜周邊

部。男性患者若得此病，病變程度會較女性嚴重，常發

生嚴重的角膜混濁和眼球震顫，檢查發現此類角膜營養

不良其角膜內皮細胞形態存在異常結構-呈月球表面火

山口樣改變。女性患者常無症狀，但其內皮細胞異常亦

呈火山口樣改變。由於其遺傳方式是x-性連鎖遺傳，男

性患者會將此病遺傳給女兒，而不會遺傳給兒子[25]。

二、後極部角膜營養不良的治療策略

大部份患者是無需治療的，若角膜出現水腫可用

高滲性鹽水滴眼，以減輕水腫；角膜上皮發生糜爛和大

泡可予抗生素和修復角膜上皮的眼水滴眼或塗眼，還可

配戴治療性角膜接觸鏡。手術治療主要用於治療重度角

膜病變患者，若基質無瘢痕樣改變可選擇行角膜內皮移

植術，或後彈力層合併角膜內皮移植術；若基質已發生

瘢痕化，可選擇穿透性角膜移植術[1]。較重的XECD治療

主要以穿透性角膜移植為主，由於其手術病例數稀少，

故其治療方案的選擇仍不確定[25]。近年來較熱門的研

究包括角膜膠原交聯方法，現時，此方法對於治療角膜

內皮營養不良引起的角膜水腫效果並不理想，部份研究

顯示它能短暫地減輕水腫或提高視力；但遠期效果不理

想。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證實角膜膠原交聯方法的有效

性，其技術和脫水的方法有待進一步研究[26]。另外，

近年有學者研究角膜內皮細胞再生治療方法，包括角膜

內皮幹細胞移植，或從捐獻者角膜上提取角膜內皮細胞

進行移植等，但這些方法在實踐中仍存在很大的挑戰，

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實其可行性[27]。

綜上所述，不同類型的角膜內皮營養不良，其角

膜臨床表現特點不同；即使同一類角膜內皮營食不良，

其角膜臨床表現亦存在表型異質性。故遇到此病時應根

據其臨床特點和基因分析作出準確的診斷。角膜內皮營

養不良是一種進展性疾病，是不可逆的，藥物治療作用

不大，輕至中度患者可不治療或保守性藥物輔助治療，

重度患者可予手術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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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RAs在診斷潛伏性結核感染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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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感染是由感染結核分枝桿菌所引起的傳染

病，最常見的是感染肺部後而引致的肺結核病。由於病

原體是透過空氣飛沫傳播而感染宿主，當中包括人類和

各類常見哺乳類動物。感染結核分枝桿菌以後，並不一

定會進展成為結核病，這與宿主本身的免疫狀况有重要

關係。這種未發展為結核病的感染稱為潛伏性結核感染

(LTBI)。目前，全球佔有三分之一人口帶有LTBI，其一

生中會有10%的發病風險[1]。

一、IGRAs的工作原理

在2001年以前，結核菌素皮膚試驗(TST)仍然是唯一

實際用於免疫測定結核感染的方法[2]。2001年開始，美

國食物及藥物安全管理局(FDA)批準了第一種可用於輔助

診斷結核感染的γ干擾素釋放試驗(IGRA) QuantiFERON-TB 

(QFT)[3]，之後的幾年間亦陸續出現了3種不同的IGRAs。

IGRAs的目標是測定受檢者血液中是否存在對結核菌特定

抗原產生效應T細胞反應而釋放出一定數量的IFN-γ，從

而協助診斷為LTBI或活動性結核病。IGRAs的測定原理部

份是從TST的基礎上演化出來的，市場產品主要由兩間公

司供應，2007年10月通過美國FDA批準為體外診斷應用的

澳洲Cellestis公司的QuantiFERON-TB Gold In-Tube(QFT-

GIT)[4]，現在已由德國QIAGEN公司收購，和2008年通過FDA

的英國牛津IMMUNOTEC公司的T-Spot.TB[5]。兩者工作原理

部份相同，而檢測結果部份不同。兩者的基本原理是抽取

被檢者全血，把血液內的效應T淋巴細胞與包被有結核分

枝桿菌上具特異性的蛋白肽ESAT-6，CFT-10及或TB7.7(P4)

類似物的試管，或相同條件的微孔板內孵育於37℃內

16~24小時，如為結核感染者，標本內T細胞能被這些特異

性蛋白肽(抗原)刺激產生IFN-γ反應。透過採用酶聯免疫

吸附試驗(ELISA)或是酶聯免疫斑點試驗(ELISpot)的方法

學量度IFN-γ含量，經特定算式計算讀數或目測計算顯色

斑點數量(T-SPOT)後得出陽性或陰性結果。

二、IGRAs的特異性和敏感度

IGRAs結果對評價LTBI方面相對於結核菌素皮膚

測試(T S T)而言有了很大改善。國內外的多項研究指

出，IGRAs結果不受大自然環境中大部份的非結核分枝

桿菌及卡介苗菌株干擾。對曾經接種過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erin(BCG)的人群中不會產生假陽性結果，

原因是結核菌素PPD含有很多非結核分枝桿菌蛋白，容

易造成非特異性反應[6]。在3篇已發表的研究報告[7-9]中

指出，TST，T-Spot及QFT-GIT的敏感度分別是95%、91%

及84%。而新加坡的一項最大型同類研究，涉及逾270名

經培養證實為活動性結核病人標本，測定IGRAs敏感度

亦得出類似結果[8]：TST（10mm臨界點）為94%、T-Spot

為95%及QFT-GIT為83%。

特異性方面，多份報告以測定極低結核風險人群中

得出QFT-GIT為99%，TST為85%及T-Sot為88%[7,10]。而對於一

些免疫低下病人，例如HIV感染、腫瘤患者和器官移植病

人，IGRAs的敏感度會受到明顯減低，原因是CD4細胞數量

的降低影響了IGRAs結果。A.Bua等[11]研究指出在QFT-GIT試

驗內，HIV陰性但CD4細胞數<200/uL者產生未確定結果的

比例明顯增高。而T-Spot受影響較少，原因是T-Spot是先

分離出單核型細胞後才分別加入足夠數量的細胞作孵育反

應，故不受外週血淋巴細胞數減少影響。

三、臨床應用指引

越來越多的國家及地區使用IGRAs作為測定LTBI或

感染結核病的工具，主要來自低度或中度發病率的地

方。它們亦各自定義使用IGRAs指引，到目前為止總數

超過了25個。當中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制訂的

使用指引最具有導向價值。CDC在2010年提出了關於使用

IGRAs指南[12]，文件中指IGRAs可以在CDC推薦所有適用

於（非附加）TST情况之下使用，包括一些接觸篩查，妊

娠檢測，醫務工作者篩查和其他一些感染者。指引中同

時建議：IGRAs對比TST更適合用於曾接受過BCG(包括疫

苗或癌症治療)的個體，和一些在判讀TST結果時隨訪紀

錄不完整的人群。但對於5歲以下的小童，TST比IGRAs更

為合適，這類人群組別中，使用TST及IGRAs都可以被接

受。但常規性地使用TST及IGRAs則不被推薦。只有以下

情况，來自兩種試驗的結果可具有臨床價值：

1.當最初的試驗(是TST或IGRAs)結果陰性，以下

情形需同時檢測TST和IGRAs：a.有感染風險，病情惡

化，預後差（HIV感染或曾暴露於TB感染5歲以下小童

等）；b.臨床懷疑活動性結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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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最初試驗TST陽性：a.增加測試IG R A s陽性

時，額外的診斷証據對增加治療LTBI依從性有幫助（例

如：海外出生的醫務工作者自認為其TST陽性結果是由

BCG所致）；b.健康人群中低感染風險者，病程進展到

結核病可能性低者，兩種測試所得的陽性結果增加感染

結核的證據。當然，對這部份僅TST陽性人群也可選擇

不作額外測試，而假定最初的結果是假陽性或疾病風險

低，不進行額外評估和治療。

當最初的IGRAs結果為不確定時，重複檢測IGRAs

或進行TST測定可能會有幫助。從這些試驗中得出多次

陰性結果，並不可排除結核感染，應該根據於測定原

因，測定情况，試驗有效性和成本等來選擇出最合適的

試驗組合檢測結核感染。

此外，2011年3月出版的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ECDC)指引[13]內指出，IGRAs用於結核病高發的國家和

地區，對LTBI的診斷沒有附加價值，因為防控重點在於

識別和治療活動性病例。而無論是TST或IGRAs都不能作

為辨別活動性結核病的工具。

一些使用腫瘤壞死因子α抑制物作為治療類風濕

病患者，在採取治療前都會建議先排除LTBI的可能，國

際上已經制定很多這類檢測指南。

四、IGRAs的局限性

由於IGRAs採用的蛋白抗原ESAT-6, CFP-10及TB7.7

亦同時出現於海洋分枝桿菌(M.Marinum)；肯薩斯分枝

桿菌(M.Kansasii)及蘇爾蓋分枝桿菌(M.Szulgai)，所

以IGRAs陽性結果並不能排除感染上述非結核分枝桿菌

後所產生的IFN-γ反應而出現的假陽性。基於LTBI的

評價尚未有明確準則，解釋IGRAs結果必須要結合接觸

史，臨床症狀，影像學，細菌學和免疫狀况等各方面信

息，才能找出較接近真實的証據。

採用IGRAs在兒童進行評估準確性會較成人困難，

一方面是採血問題，會令受檢的兒童受到制肘，尤其是

5歲以下小童，更難收集標本進行鑒定確認。相對5歲以

上的兒童，5歲以下的小童或嬰幼兒從LTBI進展為活動

性結核病，还有一些嚴重的併發症，如腦膜炎、彌散性

疾病，甚至死亡的風險都較高。而且，這年齡組別的小

童對結核菌抗原和陽性對照的有絲分裂原的免疫反應存

在差異性，令解釋QFT-GIT結果時存在困難，需要特別

小心[14]。除此之外，IGRAs在診斷嬰幼兒及兒童結核病

時，因其免疫發育不完全，造成假性結果的情况偏多，

故還不能取代TST[15]。

因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IGRAs試劑成本高昂，採

集標本需用新鮮血液，放置時間控制嚴格及判讀結果時

可能出現未明確的灰色地帶等，都令到此類試驗在實際

使用上有一定限制。除此之外，它的優點是特異性較

TST高，尤其是在曾接種BCG的人群和不需回訪的人群，

可半定量測定結果等。

五、實用價值

毫無疑問，IG R A s現今可全面作為TS T的替代試

驗，無論是在BCG免疫人群或是非BCG免疫人群，IGRAs

對診斷LTBI在敏感度和特異性都較TST為佳。尤其是在

BCG免疫人群中，其較高的特異性更能突出假陽性率低

的優點，能輕易排除來自BCG干擾引起的因素。另外，

對免疫抑制人群或兒童者，雖然QFT在此類人群中的敏

感度偏低，約44%，但T-SPOT的總敏感度仍有82%[16]，

不失為一項有價值的輔助診斷試驗。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許多對IGRAs特異性和敏感度

的測試研究中，大多是以廠家提供的臨界值為依據下進

行的。由於最初所訂定的臨界值標準是基於某一地區或

人口所調查得來的，以此準則對照不同國家地區或人口

時，難免會出現差異性，令結果判斷產生與事實不相

符。所以，對IGRAs臨界值的合理制定，依賴學術界的

繼續努力，尋找出適合大多數人群的最佳臨界點，把

IGRAs的實用價值推向更全面。

六、展望

IGRAs從首次採用到目前已經過了10年時間，有關

它的特性和應用價值已被廣泛研究，尤其是集中於免疫

抑制的人群和兒童身上，相信仍未必完全滿足臨床診斷

上的期望。有賴於臨床學家和其他專家們的努力，將診

斷LTBI的工作推向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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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ALK免疫組化。NSCLC癌细胞ALK陽性反應，

反應部位在胞膜和胞漿，呈细颗粒状棕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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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惡性黑色素瘤光鏡形態 2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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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下頜牙弓狹窄，下前牙擁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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