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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療部 張儷祈   攝影‧賴學聖

胸腔內科│成人第一加護病房主任│王耀東 主任

中山好醫師專訪

認識王耀東醫師已有超

過五年的時間，從在醫院工

作的點頭之交，到歷經自己

高齡96歲祖母罹患肺腺癌尋

求醫療的這一路，不管在工

作業務或是私人事務上，他

總是給我很親切又專業的態

度，猶如自己家中大哥的那

份安全感。

在本院中山醫訊106年11月號(第52卷第11期)裡讀到一位患者的母親，親手寫來的感

謝信函，雖然用著簡單的信紙、生疏的筆跡，描寫著對王耀東醫師真摯的感恩；那短短的

幾個字，深刻又令人感動……這是我認識的王耀東醫師，今天將他介紹給大家。

醫病關係如朋友 加護病房的支柱

王耀東認真、嚴謹又親切的態度，擁有不少看診多年的老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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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行醫夢想，

胸腔內科及重症加護領域

王耀東，胸腔內科專科醫師，目前也擔任本院成人第一加護病房專責醫師、加護病房主

任，自幼懷抱著行醫的夢想而努力，20年前從中國醫藥學院畢業。在實習醫師期間，有感

於內科醫師的職業生涯較外科長遠，內科醫療的範圍可以醫治更多疾病，符合自己的從醫理

想。

更有鑑於當時的胸腔內科醫療，除了超音波、內視鏡檢查、肺癌發生率逐年提高，癌症

治療的發展、還有胸腔重症加護醫療體系，也受到當時的老師及學長的啟蒙，令初生之犢的

他毅然踏入胸腔內科領域。

從住院醫師期間，就對胸腔重症醫療特別感興趣，喜歡去研究使用呼吸器病人的治療特

點，尤其民國89年當時行政院衛生署執行「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試辦計畫，

為有效利用加護病房資源，發展亞急性呼吸照護病房，王耀東身為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

會一員，樂見此發展，至此投身亞急性呼吸照護醫療團隊之中。

而今，王耀東接下院方賦予任務，帶領著重症專科醫師們及醫護團隊，在加護病房中悉

心照顧重症病患，他們肩上扛著的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承受之重擔。

首重醫病溝通，

不僅是醫師更是朋友

加護病房是個封閉式的醫療單位，僅在每日上

午、晚上各半小時訪客時間開放家屬探訪，如何在

短時間之內，安撫帶著焦急心情的家屬，且做好醫

病溝通？

王耀東淡然的表示，打從行醫以來，在心中

除了病人安全之外，更把醫病溝通視為最重要的一

環。不論門診或加護病房，執行侵入性治療前，例

如胸腔內科最常碰到的支氣管鏡檢查，一定會向病

人及家屬詳細解說適應症、併發症。

面對加護病房裡徬徨的家屬，不僅是扮演醫

師的角色，以自己醫療專業的觀點、積極治療，更

像是朋友，將心比心了解他們的想法。遇到重大決

定，說明清楚細節、檢查或後續治療的優缺點，希

望病人及家屬在做了這些決定之後不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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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治療或安寧療護

以病人為中心

王 耀 東 現 在 身 為 加 護 病 房 主

任，最常面對的莫過於病人已走到生

命末期，但又接收到家屬無法放手的

兩難情形。怎麼做對病人最好？怎麼

做讓家屬無憾？王耀東說不單純只是

說服，應該讓家屬知道更多不同層面

的醫療。

醫師的立場不該是與家屬對立

的，而是站在同一陣線的隊友。在加

護病房內，醫師主動提出治療方針，

讓家屬了解每日的治療內容、病人病情的轉折、還可以有的治療方向…詳細的與家屬說明討

論；在積極侵入性的治療背後，更以病人為中心的思考到存活後的生活品質。

對於積極治療無效的病人，我們不是放手不管，而是讓家屬知道安寧療護的宗旨及內

容，然後轉介病人，使其人生的最後，減少無效醫療的折磨，以舒適的、有品質的、沒有遺

憾的和家人一起度過。

 

無愧於心

視病猶親

接任第一加護病房主任兩年來，每日捫心自問的就是無愧於心。因為面對生命末期、癌

症末期、高齡病人、或心跳停止急救後，依賴呼吸器、無法甦醒的病人，我們首推安寧緩和

療護，面對生命抉擇時，去思考到底什麼對病人最好？

甚至在面臨意識清楚，但要插管治療的病人，清楚表達不要痛苦的治療、不要仰賴儀器

延長生命時，醫師面對醫療專業與生命尊嚴的一線間，真是糾結。

會這麼努力精進自己的醫術，是自幼當醫師救人的夢想。會這麼和病人、家屬沒有隔

閡，是把病人當作自己的家人。

王耀東哽咽的憶起前年，自己的外婆94歲高齡，面臨疾病帶來的腎臟末期須洗腎治療，

身為醫師很清楚醫療的極限、身為家人更明白甚麼樣的醫療對外婆最好。也許最終的分離是

萬般不捨，但看著外婆不再受疾病或無效醫療的折磨，全家人陪伴外婆走完最後的路，不捨

轉為無憾，那才是醫療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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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四位成年人，就有一位有非酒精

性脂肪肝(非過量飲酒導致)，台語的形容非常

貼切「肝包油」。過多的脂肪(以三酸甘油脂

為主)充斥在肝臟中，症狀通常不明顯，多因

健康檢查發現。一旦有症狀出現，肝臟早已受

到傷害，出現肝纖維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接

踵而至。

除了肝臟病症以外，也可能合併糖尿

病、高血脂及心血管等代謝相關病症。以往的

概念肥胖的人才會脂肪肝，雖然偏高的身體質

量指數(BMI)和脂肪肝的發生率有相關性。

但一項大規模調查發現，高達8-19%正常

身體質量指數(BMI＜25kg/m2)的成年人有脂肪

肝，換言之瘦子也會得脂肪肝，尤其亞洲人有

更高的機率。但在肥胖者肝切片檢查下發現，

發炎反應較為嚴重；另一方面，追蹤性研究指

出，新診斷體重正常的脂肪肝患者，可預測將

來發生肥胖與代謝疾病的機率大幅增加。

脂肪肝的危險因子

除了肥胖、胰島素阻抗、糖尿病、血脂

異常、代謝症候群、多囊性卵巢症等已知相關

疾病為確定之危險因子，還有以下相關因子：

●久坐的生活型態

現代人長時間使用電腦或在電視前追劇，經

研究發現是脂肪肝的危險因子。

●肌少症

年紀增長和運動量減少導致身體肌肉量降

低，骨骼肌是處理醣類代謝重要的構造，當

骨骼肌量減少時醣類代謝也會減少，此時就

文/肝膽腸胃內科 楊子緯 主治醫師

你/妳的肝，包油嗎？
 剖析非酒精性脂肪肝

和肥胖、脂肪肝和胰島素阻抗有相關。

●飲食因素

飲食西化，尤其年輕人，食物中充滿肉類、

油脂及含有精緻糖類飲料都是危險因子。

●基因影響

PNPLA3 (Patatin-like phospholipase domain-

containing protein 3)是目前發現和脂肪肝相

關的基因，亞洲人中約13-19%的人帶此基因

異常。

●其他因素

年紀大、男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和維他命

Ｄ缺乏、甲狀腺低下都是危險因子。

脂肪肝的症狀

大部分的患者是沒有症狀的，少部分可

能出現一些非特異性的症狀，包括：疲倦、

食慾不振、噁心、腹脹及右上腹部不適等症

狀。常在健康檢查時才得知肝功能異常，經

由詳細檢查而發現。

(圖一) 藉由超音波可見脂肪肝：1.肝臟與腎臟皮質相比

有廣泛性的高回音; 2.血管較模糊不清; 3.超音波的信號

深部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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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的檢查與嚴重程度判別

除了肝指數（AST及ALT）的異常，目前

脂肪肝診斷工具包括：

●超音波（圖一）

最廣泛使用的診斷儀器，快速、方便，可初

步了解脂肪肝程度，但肝臟纖維化程度不易

判別。

 ●電腦斷層

有效的診斷工具，但缺點是放射線的暴露。

●核磁共振

準確、非侵入性，可同時判別纖維化嚴重程

度與影響範圍，但價格昂貴，而且健保尚未

專長

胃鏡、大腸鏡檢查

治療性內視鏡 
    胃、十二指腸潰瘍出血、食道靜脈瘤出血、大腸息肉切除

肝膽胰疾病篩檢治療
    B型肝炎、C型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胰臟炎、膽囊炎

胃腸疾病篩檢治療
    胃潰瘍、胃食道逆流、胃癌、大腸癌

腹部超音波檢查

學歷/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博士班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住院醫師

                  內科總醫師

                  肝膽腸胃科研究醫師

                  肝膽腸胃內科專科醫師

台灣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專科醫師

肝膽腸胃內科 楊子緯 醫師

給付在脂肪肝上的檢查。

●非侵入肝纖維化掃描

包括肝纖維化掃描器（Fibroscan）及肝纖維

化超音波（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 

ARFI），為最新非侵入性檢查，診斷肝纖維

化的嚴重程度準確有效，目前本院配有肝纖

維化超音波檢查。

●肝臟切片

為診斷脂肪肝與嚴重程度的黃金標準，為侵

入性檢查，約＜1%併發症之風險，在懷疑肝

纖維化及高風險族群、或病因尚未確定時，

仍建議安排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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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要不要緊？

脂肪肝對人體的影響

●肝臟相關併發症

和慢性病毒性肝炎一樣，會經歷所謂的肝病

三部曲：肝炎、肝硬化、肝癌。雖然比例較

B、C肝炎為低，但每年約1-4%機會由脂肪肝

進展到肝癌（圖二）。

●肝外併發症

潛在的代謝症候群及心血管疾病，應更加注

意。

脂肪肝的治療與最新進展

●生活型態改變

1.減重與運動：運動及減重10%可有效改善

   脂肪肝及肝發炎。

2.飲食改變：飲食中富含多元不飽和脂肪

  酸、魚油、穀類、蔬菜類、豆類、水果、

  和維他命K，能降低罹患風險。

3.減少酒精攝取：酒精會加劇脂肪肝。

●藥物治療發展

1.維他命E：可有效降低肝發炎，但對於纖維

   化及長期使用尚未定論。

2.降血糖藥（Pioglitazone）：降低肝發炎，

   但可能造成體重增加副作用，心臟病患者

   需小心使用。 

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n-3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可降低肝臟脂肪含量，但對

   肝發炎及纖維化改善效果尚未定論。

4.奧貝膽酸（Obeticholic acid）：美國食藥局

  核准於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應用在脂肪

  肝上初期臨床試驗療效不錯，目前正進行

  第三期臨床試驗中，尚未正式在臨床使用。

●減重手術

可改善肥胖合併脂肪肝問題，但需專業醫師

評估。

脂肪肝為長期被忽略的疾病，除肝臟本

身，通常會伴隨血糖、血脂、心血管疾病等肝

外併發症，定期追蹤與改變生活及飲食習慣為

重要的照護方向。

(圖二) 脂肪肝造成慢性肝臟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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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泌尿科 王紹全 主治醫師

國際醫療中心主任 

小型腎臟惡性腫瘤
內視鏡微創冷凍療法

腎細胞癌為腎臟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在

美國每年有超過35,000例發生，而台灣每年

約700例發生。較易發生於吸菸者、肥胖、

高血壓或慢性腎病患。症狀常為血尿、腹部

腫瘤及腰痛，除非體檢意外發現，否則疾病

早期通常沒什麼症狀。

約有三成診斷時已晚期，化療及放射治

療效果不佳，只能採用標靶藥物。在非轉移

性腎細胞癌(1~3期)之標準治療方式仍以手術

部分切除(partial nephrectomy)或全部腎臟切

除(radical nephrectomy)為主。

目前對於腫瘤較小(3~5 cm 以下)或手術

風險較高的病患，有更好的選擇：案例為82

歲黃先生，因肝臟腫瘤開刀後，規則於本院

門診追蹤。某次腹部電腦斷層意外發現右側

腎臟有約1.5公分腫瘤，強烈懷疑是惡性病

灶（如下圖箭頭處）。

經會診泌尿科，筆者詳細諮詢討論後，

考量病患年紀大且腎臟功能不佳、腹部開過

刀（較易臟器沾黏），以及頸動脈做過支架

等多重危險因子。而此腎臟腫瘤體積小、位

置較淺，家中經濟也許可，故安排內視鏡微

創冷凍療法治療(Cryoablation)。

全身麻醉後，由腹壁開三個1至1.5公

分小傷口，以腹腔鏡操作將冷凍探針插入腫

瘤，利用反覆性零下20-40度低溫冰球結晶

將癌細胞破壞（下圖），術後3天順利出院。

2015年Uropean Urology雜誌發表一項

研究，比較腎臟細胞癌病患接受部分腎臟切

除術與消融治療【包括冷凍治療與射頻燒灼

治療(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之結

果，發現三項治療在3年無局部復發存活率

及3年無轉移存活率，統計學上無差異。但

射頻燒灼治療的表現較差，而一般存活率則

以部分腎臟切除較佳。結論認為腎細胞癌經

冷凍治療之預後與傳統部分腎臟切除相當，

且優於射頻燒灼治療。

目前對於內視鏡微創腎細胞癌冷凍治療

與其他微創手術方式(腹腔鏡腎臟部分切除

laparoscopic partial nephrectomy、射頻燒灼

治療) 比較在腫瘤特異存活、術後併發症、

住院日數及生活品質上並無明顯差異。針對

較小腫瘤體積(4 cm以下)、手術風險高、單

一腎臟或雙側腎臟功能不佳等情形，提供病

患另一種選擇。

冷凍治療的優點有安全性高、術後恢復

快，並可保留大部分腎臟功能，缺點則因目

前健保尚未給付，故治療費用較高。病患及

家屬在門診時可向醫師詳細諮詢，了解治療

方式的合適性。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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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五歲張小妹一星期前開始有上呼吸道感

染，發燒，咳嗽，流鼻水等感冒症狀，曾至

診所求診，燒退且感冒症狀改善。住院前一

天，是週末與家人到羅東旅遊，病童開始主

訴胸痛及喉嚨痛，並又出現發燒症狀，送往

羅東博愛醫院診察，抽血檢驗顯示心肌酵素

(CKMB和troponin-I)皆有上升現象，疑似急

性心肌炎，被轉診至本院。

到院理學檢查心跳過快(124次/分)，輕

微呼吸喘(21次/分)，心電圖顯示有ST-T段

上升、血壓正常：116/85mmHg，無明顯急

性病容、無活力差、無倦怠感，無盜汗、無

臉色蒼白等心臟衰竭症狀，安排住進加護病

房觀察。

於晚間，心電圖監測到ST-T段上升合

併T波倒置，再次十二導程心電圖也相同顯

示。所幸心臟超音波顯示左心室收縮良好，

無心臟擴大。與家屬溝通解釋後，決定及時

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療。而於治療24小時

後心電圖逐漸改善，並於48小時後完全恢復

正常。病毒鑑定中喉嚨拭子的腺病毒呈陽性

反應。後續的斷層掃描顯示左右冠狀動脈正

常，核醫心肌灌流造影也呈現無心肌梗塞現

象。

感冒中的不定時炸燀
症狀難以捉摸的急性心肌炎

文/兒童部 小兒心臟科 郭業文 主任

認識心肌炎

心臟主要分內、中、外三種構造，外圍

包覆著一層心包膜，內裡一層心內膜，而中

間的主結構由肌肉組成。急性心肌炎就是心

臟的肌肉層發炎，導致心肌細胞損壞，造成

心肌收縮不良，甚而侵犯心臟的傳導系統造

成心律不整而使心輸出量減少，嚴重猛暴型

心肌炎甚至會心臟衰竭，休克而死亡。心肌

炎有時會合併心內膜炎，而產生瓣膜閉鎖不

全，中、重度的瓣膜閉鎖不全會加重心臟負

擔；有時又會合併心包膜炎，引起心包膜積

水而壓迫心臟，進一步的降低心輸出量。

罹患急性心肌炎的女童，經郭主任醫治，目前身體狀況恢

復良好。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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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原因

絕大多數由病毒引起，如腸病毒，其中

克沙奇B病毒(coxsackievirus B)和伊科病毒

(echovirus)較常見，另外流感病毒、腺病毒

(adenovirus)也常見。除了病毒感染外，其他

病因如細菌、黴菌或寄生蟲感染、發炎性疾

病(風溼熱或川崎病)、自體免疫性疾病或某

些毒物、藥物亦有可能造成心肌炎。

發病族群

可發生在各年齡層，包括新生兒。在嬰

幼兒時期，心肌炎多為急性發作，可能快速

進展到猛暴型而造成休克死亡；較大孩童或

青少年則發病較緩慢，但也可能演變成充血

性心臟衰竭或擴張性心肌症。

根據國外文獻統計，40歲以下成年人不

明原因死亡中，約有20%的致病因是急性心

肌炎。值得一提的是，民國87年造成大流行

的腸病毒，就不少病童是死於急性心肌炎引

起的心臟衰竭。

臨床表現

急性心肌炎的臨床表現千變萬化而無

明顯特異性，一開始看似輕微的感冒或腸胃

炎，最終可能演變成致命性休克的心肌炎，

病程進展迅速突然，措手不及。病情輕者無

明顯症狀，而病情重者卻可在數小時或數日

內死亡。

心肌炎的症狀容易被病毒感染引起的

全身性症狀「轉移焦點」而忽略。急性心

肌炎在發病前常是一般非特異性的上呼吸

道感染或腸胃炎的症狀，如發燒、咳嗽、

喉嚨痛、嘔吐、腹瀉、肌肉酸痛、疲倦無

力、蒼白及心悸、胸悶痛、異常心音或心

雜音、心搏過速或過緩、心律不整等，造

成診斷上的困難。

病程進展

疾病的進程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

感冒期，病童有上呼吸道感染，發燒、咳

嗽、流鼻水、喉嚨痛等感冒症狀或腸胃道

症狀如拉肚子，噁心，嘔吐等；病情在進

展到第二階段時，為心肌炎期，症狀會有

胸痛、呼吸喘、心跳過快、倦怠、無力、

頭暈、咳血等，此時要立即就醫作進一步

檢查，包括血液、生化、心電圖、心臟超

音波、胸部Ｘ光等，以免錯過黃金治療時

期；第三階段，為心衰竭或休克期，症狀

如臉色蒼白，盜汗、缺氧、發紺、昏厥、

低血壓、四肢冰泠、呼吸困難等，此時期

要進加護病房治療，必要時使用葉克膜或

心室輔助器等體外循環治療，死亡率及不

良後遺症在此期會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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