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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單位 讚美內容

＊吳珮如醫師
婦產科

病人邱小姐讚美吳珮如醫師、劉崇賢醫師、廖培汾醫

師的照護，讓病人順利生產＊劉崇賢醫師

＊廖培汾醫師 小兒科

＊王威傑醫師 內科
病人姚先生讚美王威傑醫師細心解說疾病用藥及併發

症

＊婦產科全體護理同仁

汝川九樓

病人邱小姐讚美婦產科全體護理同仁及嬰兒室全體醫

護同仁的照護，讓病人順利生產＊嬰兒室全體醫護同仁

＊陳香吟護理師
病人邱小姐讚美陳香吟護理師的照護，讓病人順利生

產

＊黃心怡護理師 核醫十三樓 病人家屬黃先生讚美黃心怡護理師的細心照護

＊楊蕙芳護理師 放射腫瘤科
病人陳小姐讚美核醫十七樓楊蕙芳護理師態度和藹、

親切

＊謝蕙如護理師

第一加護病房

病人陳蔡女士讚美謝蕙如護理師耐心照護、視病如

親；病人家屬陳先生讚美關培嘉護理師仁心仁術、視

病如親
＊關培嘉護理師

＊王寶珍護理師 第三加護病房 病人張小姐讚美第三加護病房王寶珍護理師視病如親

＊程宛如護理師 核醫十六樓 病人姚先生讚美讚美程宛如護理師的貼心照護

＊汝川十一樓全體護理同仁

汝川十一樓

病人(廖男童)家屬讚美汝川十一樓全體護理同仁的愛

心、耐心和專業照護；病人家屬吳小姐讚美汝川十一

樓全體醫護同仁的專業、細心照護

＊吳怡萱護理師 病人(廖男童)家屬讚美吳怡萱護理師、簡妤如護理師、

林靜仙護理師、蔡伊萍護理師、高琳雅護理師、林雅

嬋護理師的愛心、耐心和專業照護
＊簡妤如護理師

＊林靜仙護理師

＊蔡伊萍護理師

＊高琳雅護理師

＊林雅嬋護理師

＊陳淑玲護理師

核醫十二樓

病人林先生讚美陳淑玲護理師、方鈴鈞護理師、游小

彤護理師、何潔盈護理師、王蕙櫻護理師、劉采伊護

理師及莊純樺護理師有愛心、耐心且態度親和
＊方鈴鈞護理師

＊游小彤護理師

＊何潔盈護理師

＊王蕙櫻護理師

＊莊純樺護理師

＊林佩瑜護理師

內科五樓

病人陳先生讚美安寧緩和病房林佩瑜護理師條理分

明、態度明確令人信任；讚美謝淯唐護理師態度親

切、語氣家；讚美林家瑜護理師態度和善、有禮貌
＊謝淯唐護理師

＊林家瑜護理師

＊蕭惠文專科護理師 內分泌科
病人姚先生讚美蕭惠文專科護理師細心解說疾病用藥

及併發症

＊張春枝女士
台中市照顧服

務勞動合作社

病人張先生讚美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看護張春

枝女士服務細心、專業、有熱忱；病人陳先生讚美安

台中市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看護張春枝女士親切耐

心，易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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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來，紅斑狼瘡(SLE)研究的進

展，有許多治療藥物的臨床研究發表，謹

整理如下：

1.生活型態的調整：病友需生活規律避免

曬太陽、避免壓力、健康飲食、適度運

動、絕對戒煙等。預防性的補充鈣質、

維他命D、維他命B群，積極的控制血

壓、血脂、血糖及體重，以減輕無可避

免的動脈硬化及骨質疏鬆。必要時應提

早使用阿斯匹靈預防血管阻塞，Statin藥

物降血脂及雙磷酸鹽預防骨鬆。

2.免疫調節劑：紅斑狼瘡的治療仍以免

疫調節為主。免疫調節劑中，奎寧（必

賴克瘻）近年再度受到重視。足夠劑量

（一般每天400毫克）的奎寧是治療SLE

最基本的藥。奎寧的優點是有效、便

宜，且在所有SLE治療中最沒有副作用，

所以患者即便病情穩定也應終身服用奎

寧。值得一提的是奎寧還有降血脂、抗

血栓、增加骨質、降血糖等附帶好處。

3.傳統免疫抑制劑：主要是類固醇及細胞

毒殺藥物，例如Azathioprine (Imuran)， 

Cyclophasphomide（台灣稱Endoxan愛德

星）。類固醇加上細胞毒殺藥物脈衝療

文/過敏免疫風濕科 魏正宗 主任

法是治療急性紅斑狼瘡的救急保命藥物，

特別是狼瘡腦病變及狼瘡腎炎。

4.MMF：口服免疫抑制新藥MMF效果不輸

Endoxan，而且沒有副作用，口服也較方

便。此藥台灣已有，可惜健保並不給付，

每月藥費約六千元。

5.抗B細胞免疫療法：是目前最熱門的臨床研

究領域。目前美國及台灣都已核准CD20單

株抗體（Ritutimab）上市，但台灣健保只

給付於類風濕性關節炎。針對B細胞活化因

子（BAFF，亦稱BlyS）已有新藥Belimumab

上市。

6.IL12/23抑制劑：機轉是阻斷細胞激素

IL23，目前正在全球進行SLE的臨床試驗

中。其中Stelara(喜達諾)目前已上市，用於

治療類皮膚乾癬。

7.干擾素(interferon)抑制劑：紅斑狼瘡病人

體內有過多的干擾素，因此這個新藥是透

過疫苗或抗體的方式來減少病人的干擾素

並改善免疫功能。

8.口服免疫標靶療法：JAK抑制劑是未來的

趨勢，有些藥物已經上市，目前健保未給

付，病友們可以注意有無臨床試驗的機

會，或是爭取實支實付型住院醫療險給

付。

紅斑狼瘡治療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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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上市或即將上市的新藥有：

1.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NSAID）：為最

基本的藥物治療，不僅能減少發炎反應，

減輕疾病所帶來的疼痛，甚至有研究顯示

每日規律服用此類藥物可減少脊椎的鈣化

及黏合。

2.免疫調節劑(DMARD) :另外週邊型患者可

搭配免疫調節劑(sulfasalazine)的使用，以

調節免疫功能。免疫調節劑可以改善僵直

性脊椎炎的週邊關節炎，但對中軸關節的

症狀並沒有太大的改善。

3.抗腫瘤壞死因子生物製劑（TNF-α抑制

劑）：為目前治療僵直性脊椎炎的主流，

此類藥物是以基因工程方式製造出融合

蛋白或單株抗體，精準的瞄準這些異常的

免疫分子，以抑制發炎反應，近幾年國內

針對僵直性脊椎炎已陸續上市了多種此類

藥物，包括Etanercept（Enbrel,恩博）、

Adalimumab（Humira,復邁）、Golimumab

（Simponi,辛普尼），此類藥物因分子量

大，須以皮下注射方式治療。

4.IL-23抑制劑：Ustekinumab (Stelara,喜達

諾)由楊森藥廠研發，已通過台灣健保，用

於乾癬及乾癬關節炎病人，療效極佳，為

目前治療乾癬最有效的藥物。另外百齡佳

藥廠的IL-23抑制劑在初步的研究顯示對乾

癬病人也有很好的療效，治療三個月平均

可以降低皮膚乾癬的嚴重指標（PASI）達

75%。

文/過敏免疫風濕科 魏正宗 主任

5.IL-17抑制劑：諾華藥廠的Secukinumab 

(Cosentyx,可善挺)已於2015年底在台灣上

市，在歐洲及美國都已核准用於僵直性脊

椎炎，乾癬及乾癬關節炎。目前中山醫學

大學正參與此藥的全球臨床試驗，此藥對

僵直性脊椎炎效果不錯，安全性更好。未

來IL-17及IL-23相關生物制劑可說是治療僵

直性脊椎炎、乾癬及乾癬關節炎的最熱門

之藥物。

6.口服型小分子標靶藥物：相對於皮下注射

型的TNF-α，口服型小分子標靶藥物是未

來備受矚目的新藥趨勢，目前由輝瑞藥廠

所研發的Tofacitinib已經通過美國FDA審核

並可使用於類風濕性關節炎，此藥物作用

機制是藉由阻斷人體內激活免疫和發炎反

應的訊號JAK通過，進而減少相關的發炎

細胞激素的產生，而達到治療關節炎的目

的。目前有多項臨床試驗針對類風濕性關

節炎患者有明顯的療效，相較於傳統口服

藥，Tofacitinib更能減輕類風濕性關節炎

的症狀及表徵、預防關節的結構性損害和

改善患者的生理功能。副作用以感染較常

見，但機率不高，仍屬可預防及處理。因

此國內正積極進行此藥物對於類風濕性關

節炎、僵直性脊椎炎及乾癬性關節炎的臨

床試驗，期待未來某一天此藥物也能在國

內被廣泛使用，讓更多的風濕免疫患者受

益。

僵直性脊椎炎最新藥物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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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腸直腸癌的手術治療

傳統開腹手術

因為手術視野需求，需要一個約15-20公

分的傷口。內容包括完整的切除腫瘤及足夠

的安全距離，足夠的淋巴廓清，最後進行腸

吻合重建腸道。目前開腹手術仍為結腸直腸

癌的標準治療方式，但僅在特定狀況需要，

例如腫瘤過大造成阻塞或者破裂形成腹膜炎

等。

腹腔鏡手術

在腹腔鏡系統輔助下，需要4-5個0.5-

1.2公分的傷口即可完成與開腹手術的相同內

容，還需要一個約3-5公分的傷口將切除後病

灶取出。由於傷口小，患者術後疼痛減少，

手術後恢復快，乃目前主流的手術方式。但

在腫瘤太大或破裂形成腹膜炎等特殊狀況

下，腹腔鏡手術仍然有其困難。

單孔腹腔鏡手術

只需要一個3-5公分的傷口，便可完成腹

腔鏡手術相同內容，病灶也由同一個傷口取

出，可將傷口隱藏於肚臍附近，外觀上的滿

意度高。

近來，國內綜藝天王豬哥亮因大腸癌

病逝，引起了各界的眾多討論。除了惋惜

巨星殞落外，也反省了當初為何不接受正

規的積極治療。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於2016年公

布了2014年的癌症統計報告，結腸直腸癌

為發生案例數第一名及死亡率第三名的癌

症。

結腸直腸癌目前最佳的治療方式依

舊為手術治療。傳統手術因為手術視野需

求，需要較大的傷口，患者復原時間也

相對較久。從1990年開始發展腹腔鏡手

術，僅需數個小傷口，即可完成相同內容

的手術。術後患者傷口疼痛少，手術後恢

復快，已是目前整個直腸外科手術的大趨

勢。

隨著醫療科學的發展，逐步應用在改

善手術器械及手術影像系統，發展出自動

吻合器、自動凝集儀、超音波刀等止血器

械；高解析度內視鏡系統，3D腹腔鏡系統

及機器手臂手術系統等，讓外科醫師有更

多的武器進行更新、更安全的手術方式。

文/直腸外科 許倍豪 醫師

結腸直腸癌手術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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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民106年5月24日)。

  取自https://www.torsc.org.tw/index.jsp

2.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民106年5月24日)。

   死後器官捐贈者基準，取自

   https://www.torsc.org.tw/transplant/transplant_05c.jsp

3.聯合影音新聞網(民105年9月21日)。

  中市這一家人 大體器捐全簽了！

  https://video.udn.com/news/563379

自然孔手術標本取出手術

與傳統腹腔鏡手術方式相同，但病理檢

體由自然孔(人體原本所擁有的孔洞)取出，

腹部不需要一個3-5公分的傷口。傷口較美

觀且不痛，但僅適合早期腫瘤較小的手術。

經肛門內視鏡手術

經由肛門，利用內視鏡的幫忙進行局部

腫瘤切除手術（TaMIS），適用於低位置直

腸早期腫瘤或良性息肉。近年來更發展出經

肛門直腸系膜全切除手術（TaTME），合併

腹腔鏡手術及經肛門手術，使大部分直腸癌

的病人可以保留肛門。

3D腹腔鏡手術

影像系統的發展使得內視鏡手術更佳

優化，一部份是因為解析度大幅上升，於腹

腔鏡手術時淋巴廓清及神經保留有極大的好

處；另一部份，3D腹腔鏡提供了3D視覺，

使手術醫師眼睛更舒服，手術更加精準快

速。

 

3Ｄ影像系統及手術團隊

達文西機器手臂輔助腹腔鏡手術

達文西機器手臂系統為劃時代的科

技，它包含了3D高解析度腹腔鏡、精密

且多角度的器械及先進的電腦輔助，讓主

刀醫師更輕鬆完成手術。因為其獨特的設

計，患者傷口疼痛感比一般腹腔鏡手術更

小。多角度的器械對某些困難的案例提供

更精細的手術及有效減少術後泌尿道的合

併症。

本院積極推動先進的醫療發展，於近

年添購了3D高解析度腹腔鏡系統，經肛門

內視鏡系統及全世界最新第四代的達文西

機器手臂系統（Xi）如上圖，提供患者更

多的治療選擇。

癌症總是令人畏懼，醫療團隊的工作

就是秉持專業，陪伴患者一起面對癌症，

控制癌症甚至治癒癌症。每個患者的情形

都不同，需要與醫療團隊詳細討論，找到

個人最適合的手術治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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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手術是一般外科主治項目中，

最常執行的項目之一，而須接受甲狀腺手

術的適應症不外乎是甲狀腺亢進症、甲狀

腺結節以及甲狀腺癌等三種。

傳統的甲狀腺切除手術是在頸部製造

一個切口，依腫瘤大小及病患體型決定刀

口長度，一般來說約需5到6公分以上，由

於以前結紮血管皆需用手綁線，因此即便

是甲狀腺小腫瘤，傷口也小不下來，直到

近代各種組織自動凝集切割器的發明，傳

統手術的傷口才能稍微再減小些。

由於病患對於頸部的傷口及之後的

疤痕形成始終是手術前的顧慮，因此在

2001年義大利比薩大學外科教授 Paolo 

Miccoli團隊發表了內視鏡輔助甲狀腺切

除手術 (minimally invasive video-assisted 

thyroidectomy, MIVAT)，在條件適合的病

患身上以1.5至2公分的頸部傷口執行甲狀

腺切除手術。這項手術在往後的幾年，以

傷口小及技巧、設備簡單，很快地獲得全

球外科醫師的認同。

文/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暨一般外科 陳維信醫師

甲狀腺手術可以沒有傷口疤痕嗎？

談甲狀腺微創手術

可是，對於有蟹足腫體質的病患，雖

然頸部傷口小但仍是一個不美觀的後遺症。

因此，全球外科醫師無不絞盡腦汁試圖解決

避開頸部傷口疤痕的問題，同時又具備了先

前內視鏡手術的基礎，隨後接連發展出經上

胸壁、經單側腋下、經雙側腋下和乳暈，

以及經由耳後髮際線等路徑的遠距內視鏡

甲狀腺切除手術 (remote access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而這些不同路徑的甲狀腺

切除手術，因為傷口隱藏在體表自然皺褶或

衣物可遮蔽之處，所以也稱為美容性傷口的

甲狀腺切除手術 (aesthetic thyroidectomy)。

然而，近幾年來針對MIVAT及各式不

同路徑內視鏡手術所造成身體傷害的程度比

較，有的學者認為傷口小且手術影響的部位

小才稱得上真正的微創手術，有的學者則認

為只要傷口平時看不見也可稱之為精神上的

微創手術。

為了平衡以上的爭論，接下來又發展

出了經由自然孔道來進行甲狀腺切除的手

術方式，而最接近甲狀腺的人體自然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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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嘴巴了。這種經口甲狀腺切除手術在近

幾年裡技巧越趨成熟，目前全球執行最多病

例數的醫師是在泰國曼谷警察醫院 Angkoon 

Anuwong 醫師，他本人也曾於2016年 10 

月至本院進行手術指導交流，此術式由於傷

口小且皆在口腔下嘴唇與牙齒之間，因此體

表完全無傷口及疤痕，而口腔到達甲狀腺的

路徑也比上述其他遠距內視鏡甲狀腺切除手

術來的近一些。因此最近幾年已成為全球愛

美且須接受甲狀腺手術病患可考慮的術式之

一，本院也已經與國際同步採用。

附帶一提，以上所述的各式遠距甲狀

腺切除手術及經口手術都是以一般內視鏡的

設備來進行的。而隨著科技進步，手術機器

人也已發展成熟而且可以取代內視鏡手術設

備，達文西手術機器人即為一例，它目前是

全球市佔率最高的手術輔助機器人，甲狀腺

手術為其中可運用的項目之一，其3D影像顯

示的手術視野及靈巧的仿人手機器手腕，將

手術的境界又向前推進一步。在某些傳統內

視鏡手術器械難以執行的步驟上，達文西機

械手臂可以靈巧達成，而 3D 影像顯示的手

術視野讓外科醫師看得更清楚立體，手術更

為安全。

最後提醒大家，各種形式的甲狀腺微創

手術都有其優點及缺點，也有建議的手術條

件，民眾在就診時、手術前需與外科醫師依

據本身病情狀況、自身保險及經濟程度，還

有對手術的觀感及傷口期待，共同討論確認

後再決定要選擇哪一種手術方式，才能達到

最好的預後。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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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耳垢濕的困擾。腋下汗腺分泌臨床上可大

致分為三種情況：

1.只有腋下多汗

2.合併腋下多汗與狐臭

3.只有狐臭而腋下出汗並不多

早期患者常使用含鋁鹽的止汗劑或體香

劑，其形成膠狀物質容易將汗管塞住，使汗

水流不出來，就不會有汗臭味，正確使用方

法是剛開始3到5天，每天洗澡後，睡前塗

抹一次，成分會停留在腋下慢慢產生效果；

之後視個人情況，每隔三天使用一次就有效

果。但嚴重的多汗或狐臭患者使用效果不

佳，對鋁鹽過敏者也不建議使用，需要尋求

醫師治療。另外可以採用施打肉毒桿菌抑制

頂漿腺分泌的方式來治療，以短暫控制腋下

狐臭的問題，但治療效果不佳，一般只能維

持約3-6個月，費用也昂貴。

傳統的頂漿腺刮除手術

手術時除去皮下組織的頂漿腺，在腋窩

區會有5-6公分的傷口，會留下較為明顯的

疤痕。若沒刮乾淨的話，味道仍會存在，但

有時候刮太乾淨又會造成皮膚的傷害。採門

診手術，術後即可返家，要注意傷口不能碰

到水，術後二週內雙側腋下可以前後輕微的

擺動，但不能上舉，免得傷口裂開或血腫。

每逢炎熱夏天，狐臭及腋下多汗的求

診患者也會增加，或常有父母親帶著剛上

國、高中的青少年前來求診。因為炎熱氣

候，是造成很多狐臭患者的困擾，也易造

成人際關係的尷尬，甚至有些人的狐臭味

道強到幾公尺外都可以聞到。

狐臭味道的產生來自於雙側腋下頂漿

腺的分泌物，加上汗液中的細菌分解而形

成的，是一種特殊的刺鼻性味道。狐臭跟

遺傳有高度相關，基本上父母有一人有，

遺傳的機率約五成，如果父母雙方都有，

那遺傳的機率是八成；所以父母親或兄弟

姐妹也往往同時會有。

人類的汗腺可分為小汗腺跟大汗腺

（又稱頂漿腺）兩種，小汗腺基本上在全

身的皮膚幾乎都有遍佈，在較淺的真皮

層，分泌的汗液以水和鹽份為主，本身並

沒有氣味；但若小汗腺分泌汗液後沒有及

時清潔，被體表的細菌分解就會逐漸產生

異味。頂漿腺分佈的位置則包括腋下、恥

毛處、乳頭、耳朵等，所以病患也常常會

文/皮膚科暨狐臭治療門診 林子鈞醫師

腋下狐臭及汗臭

微創治療及新式療法

治療方式 狐臭微創手術 微波止汗

適應症 汗臭狐臭 汗臭狐臭

傷口 微小傷口 沒有疤痕

麻醉 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

治療時間 4小時 2小時

恢復期 2周 3-5天

疼痛 術後稍疼 術後稍疼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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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手術，在於醫師的技術跟經驗很

重要，加上傷口較大，因此發展出微創旋轉

刀頂漿腺刮除手術及非侵入式的微波止汗治

療。

微創旋轉刀結合組織膠

微創旋轉刀結合新式組織膠，可縮小傷

口及縮短術後休息時間，更可以完整的清除

腋下汗腺，適合嚴重的患者。微創旋轉刀約

有十年歷史，但配合組織膠是近年的新式手

術方式，讓醫師更放心的徹底清除頂漿腺。

微創手術前，會先幫患者刮除腋毛及清

潔，全程病患清醒不會痛，手術過程醫療團

隊會與病患解釋每一步驟，恢復期比傳統手

術短且不易有副作用。在還未與組織膠合併

使用時，患者傷口必需包紮數個彈繃及暫時

放入引流管，避免血腫發生。搭配組織膠使

用後，術後彈繃可以不綁或綁得更輕鬆，效

果比較好，也可以即早拆除彈繃，唯一缺點

是需要自費，健保不給付。術後兩週一樣需

限制雙側上肢活動，不可上舉超過九十度以

避免傷口裂開。

非侵入式的微波止汗治療

有明顯腋下多汗併發狐臭的患者，可

選擇以非侵入式的微波熱能破壞雙側腋下汗

腺，無須開刀就能輕鬆告別腋下多汗，解決

雙側腋下多汗及狐臭的問題，治療時間需要

2小時。

微波止汗是近三年來引進台灣的新式治

療方式，全程病患清醒且舒服，適合不敢接

受手術且有多汗的患者，免去傳統手術的治

療方式，微波熱能除汗術的治療只有破壞汗

腺，沒有破壞到神經，所以理論上不會出現

代償性出汗的問題。術後無需綁彈繃也不太

限制活動，雙手短暫微腫痛是正常，缺點是

效果不若旋轉刀好，適合輕症或希望恢復期

短之患者。如果病患有植入電子設備(如心臟

起搏器)是不能做微波止汗的。

炎炎夏日，很多病患因為狐臭及腋下多

汗及異味而至門診求診，狐臭的治療有幾種

選擇的方式，依個人的症狀及需求而定，耐

心聽完醫師的解說、提供完整的治療說明及

照顧需知，選擇適合的治療方式，只要去除

造成狐臭的原因，才不用再被狐臭及腋下多

汗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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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臨床上評估腎上腺髓質腫瘤方法包括下

列：(1)生化檢驗、(2)尿液檢查、(3)切片病

理、(4)醫學影像檢查。在核子醫學上，利用

氟化去氧葡萄糖正子造影偵測分化不良的神

經內分泌腫瘤是項靈敏度高的影像學工具，

但對於分化良好的神經內分泌腫瘤則可藉由

另一項靈敏度高的腎上腺髓質掃描(Adrenal 

Medullary Scan)來偵測。此項檢查可以使用

Indium-111(銦-111) pentetreotide放射性藥物

來幫助病患找尋病灶，此檢查目前是鮮少為

病患和醫師所知的，因此簡介此項檢查是本

篇文章撰寫之目的。

Indium-111(銦-111)pentetreotide(商品

名OctreoScan，可與腫瘤表現的體制素受體

結合)是一種octreotide和Indium-111 DTPA

組成的放射性藥物。一般成人的使用藥物

活度為6毫居里(mCi)，而小孩為每公斤0.14

毫居里(最低不小於1 mCi)。Indium-111 

pentetreotide能快速從腎臟清除(注射4小時

後，10%的劑量停留在循環中，在20小時後

小於1%在循環中)。藥物多是經由腎臟排出

(6小時後50%的注射劑量排泄到尿液，24小

時後85%的注射劑量排泄到尿液)。而從肝膽

排泄的只佔總劑量的2%。藥物的快速清除率

可以增強腫瘤的偵測，而且減少病人所接受

到的輻射劑量(表一)。

蘋果電腦創辦人-賈伯斯，罹患胰臟

神經內分泌腫瘤，在2011年離世時得年

才56歲，令人不勝唏噓。何謂神經內分泌

腫瘤？它是一種分泌荷爾蒙的惡性腫瘤，

罹病初期產生的神經內分泌相關症狀，疾

病成因不明確。神經內分泌腫瘤依據荷爾

蒙分泌量的多寡，可分成非功能性及功能

性兩種，罹病初期症狀輕微，甚至沒有症

狀，常有的表現像感冒症狀，如咳嗽、腹

瀉、腹痛、盜汗等，而遭到誤診或忽略。

神經內分泌腫瘤病因有可能與體內基

因突變相關。以文獻推估，台灣每年新增

的神經內分泌腫瘤約千人，發生以胰臟及

腸胃道為主、其次為肺部。其中以功能性

的神經內分泌腫瘤較為容易診斷，如腎上

腺髓質腫瘤的嗜鉻細胞瘤會引起髓質功能

亢進；然而非功能性的神經內分泌腫瘤往

往要長到很大才會發現，甚至到臨床確診

時已轉移，所以正確又即時的診斷是相當

重要的。

腎 上 腺 髓 質 腫 瘤 可 以 是 嗜 鉻 細

胞瘤(pheo ch r omocy t oma )、神經母細

胞 瘤 ( n e u r o b l a s t o m a ) 或 副 神 經 節 瘤

(paraganglioma)。其中嗜鉻細胞瘤會釋放出

腎上腺素、正腎上腺素，症狀可能會有高

血壓、頭痛、心悸、流汗、蒼白等表現。

文/核子醫學科 羅浚哲 放射師

核醫檢查於神經內分泌腫瘤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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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使用Indium-111 pentetreotide對成人
患者產生之輻射劑量

使用劑量

MBq (mCi)

接受最大輻射

劑量器官

mGy/MBq

(rad/mCi)

有效劑量

mSv/MBq

(rem/mCi)

222(6) 脾臟0.665(2.46) 0.117(0.433)

在檢查執行前，患者必須停止使用

含有octreotide的藥物，注射Indium-111 

pentetreotide 24小時後進行造影，此時影像

有最佳的診斷率。而若是有需要，可以進一

步在48小時後加做造影(圖一)。除了平面造

影之外，核醫科醫師會幫病人做影像評估，

視病人檢查結果，再替患者加做單光子電腦

斷層(SPECT/CT)檢查，因此可以增加診斷的

特異性及增加靈敏度；使用單光子電腦斷層

造影也可以準確地定位和診斷病灶。

利用In-111 pentetreotide藥物檢查時，

若病人的影像呈現在非正常藥物該吸收的部

位(如腎臟、膀胱、肝、脾、結腸、甲狀腺

和膽囊)，將視為異常的表現。但有些情況

並非神經內分泌腫瘤也會造成在影像上呈現

異常，例如肉芽腫疾病、發炎性腸道疾病、

放射治療的部位和近期手術的部位。

整體而言，Indium-111 pentetreotide對

於診斷腎上腺髓質腫瘤，如嗜鉻細胞瘤、神

經母細胞瘤以及副神經節瘤的靈敏度可達

85%以上。

雖然目前Indium-111 pentetreotide藥物

必須透過特殊手續專案許可引進。但本院秉

持「醫人、醫病、醫心」宗旨，提供診斷腎

上腺髓質腫瘤的利器給臨床診斷的醫師，以

及需要的病患。本篇文章簡介核子醫學在腎

上腺髓質腫瘤患者的應用，希冀能給予患者

更多更正確的診斷工具。

 

圖 一 、 一 位 年 約 五 十 歲 的 女 性 患 者 。 在

Indium-111 pentetreotide藥物注射後24小時進行

全身造影(左圖)，評估懷疑部位或是否有轉移之

情形。另外在注射後48小時對懷疑部位再進行

局部造影(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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