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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療部 張儷祈

乳房外科 │內分泌外科主任│姚忠瑾 主任

中山好醫師專訪

在參加乳癌癌友會時，幾位中年

婦人，神態自若、面帶微笑穿梭在活動

會場內，讓人誤以為是志工的她們，卻

是曾經罹患乳癌的患者。談起他們心目

中的姚忠瑾醫師，滿口的肯定與讚美：

「姚醫師為人很好」、「非常關心我

們」、「我這一路抗癌之路如果沒有

他，就沒有重生的我」。

身高181公分，體格高拔、談起乳

癌治療時，神色自若、充滿熱情，說話

聲調厚實、又帶著溫暖的他，是中山附

醫乳房外科姚忠瑾醫師。

儘管乳癌病患人數日以遽增，手

術、化療、重建、癌友會…臨床的工作

樣樣親力親為，如此繁重的醫療業務，

但每次見到姚忠瑾時，始終感受到他的

活力與微笑。

眼見癌症發展，

踏足乳房外科之路

當年醫學系畢業後，在台北榮總接受一般外科住院醫師訓練時，甚麼都要學，兩天

就得值一天班。當時的腸胃科的刀非常的多，也有乳癌的、甲狀腺的手術，對外科醫師來

說，就是整天泡在開刀房內，吃苦當作吃補，精進自己的技術。

在當年癌症治療還不明朗的年代，被診斷癌症就如同判死刑；眼見癌症醫療有寬廣的

發展性，讓姚忠瑾決定走進乳房外科之路，精進乳癌醫療，希望醫治更多乳癌患者。

將心比心 抗癌之路有他不用怕

姚忠瑾醫師陪伴癌友勇敢抗癌，婦人成功抗癌出席召開記者會鼓勵其
他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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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病患將心比心、支持與鼓勵，且隨著醫療精益求精，乳癌病患存活率提升、乳房重建

越趨美觀，姚忠瑾總是安慰病患「不用沮喪，我們一起面對度過」。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全人、全家、全隊

很多民眾總是害怕的詢問姚忠瑾，怎麼防範癌症？姚忠瑾語重心長提醒民眾，國健署強

力推行的四癌篩檢(大腸癌、口腔癌、乳癌、子宮頸癌)真的很重要，因為現在的癌症治療發展

對於早期發現的癌症，例如本院乳癌第一期，術後五年的存活率已高達97%。

在中山附醫成立癌症中心時，姚忠瑾便是乳癌醫療團隊一員，乳癌治療層面深廣，雖

然親力親為在每個治療過程，但仍需仰賴團隊合作，醫影部、放腫科、心理師、以及參與手

術、化療的每位醫護人員。

姚忠瑾面對罹癌病患，總會詳細解說治療內容、預後效果，他也常鼓勵病患，給予心理

的支持，更鼓勵病患多多參與自己的治療計畫，漫長的抗癌之路，家人的陪伴與支持，對癌

症病患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支柱。

 

姚忠瑾(左)與本院血液腫瘤科黃偉修醫師(右)，跨團隊癌症治療，91歲婦人回復情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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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檢測

提早防癌

2015年美國好萊塢知名女星安潔莉娜裘莉，因為母親及家族性的癌症遺傳，進行基因檢

測、切除了卵巢及乳房，引發全球對於基因檢測的高度討論。

姚忠瑾目前在院內推行基因檢測的醫病共享決策，由於基因檢測仍屬自費醫療，如果家

族成員罹癌者多，建議可以選擇檢測；對於檢測結果為高度陽性者，可以與醫師討論後續醫

療或長期追蹤，讓自己更加謹慎注意健康問題。

都會女性好發率高

12字箴言常保健康

隨著乳癌發生率逐年提高，也好發在都會區女性身上，但不要過度緊張，姚忠瑾鼓勵民

眾「新鮮蔬果、五穀雜糧、規律運動」，不要覺得某種食物好就只吃它，均衡飲食(彩虹飲食)

才是最健康的方式；規律的運動也有研究報

告指出，能有效提升免疫系統，更別忘了常

保持心情愉快喔！

談到病患的感謝，以及本次榮獲2016

年中山好醫師票選第三名之榮譽，姚忠瑾

表示醫療上的成就，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功

勞。要感謝醫療團隊的努力，中山好醫師的

榮耀會砥礪他持續向上、醫治更多需要他的

病患。

姚忠瑾醫師獲得106年度本院舉辦之中山好醫師票選活動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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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公衛學院分析國人死因統計以及多

項本土健康資料庫中危險因子，首次公布臺灣

慢性病危險因子排名：「高血糖」居國人死亡

危險因子第一名；國健署每年公布國人的十大

死因，糖尿病居台灣民眾十大死因第5位，平

均每11人就有1人罹病，每小時就有1人因糖

尿病而死亡。

6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最常死於心血管疾

病，心血管疾病也是全世界糖尿病患者最重要

的併發症及主要死因，相較於正常族群會增加

2到4倍的心血管疾病風險。

文/心臟內科 翁國昌 副院長

談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風險

研究發現罹患糖尿病，就相當於得過一

次心肌梗塞，有糖尿病但過去沒有心肌梗塞

或冠狀動脈心臟病病史的病人，未來死於冠

狀動脈心臟病的風險，並不低於先前有心肌

梗塞或冠狀動脈心臟病病史但沒有糖尿病的

病人。

糖尿病患者一旦罹患冠狀動脈疾病，即

使接受心導管支架手術或心臟繞道手術，長

期結果都比非糖尿病患者預後來的差。第二

型糖尿病在10年內發生冠狀動脈疾病的風險

是一般人2～4倍、引發心臟疾病死亡風險是

一般人的3.4倍，同時更比一般人增加3倍中

風機率。

仔細檢視國人十大死因的癌症、心血管

疾病、腦血管疾病、腎病變，其實間接都與

高血糖相關，糖尿病具有慢性殺手的特色。

糖尿病患者的死因並非與血糖直接相關，糖

尿病的各種慢性併發症其實才是糖尿病患者

死亡的主要原因。

糖尿病患者一旦引發心血管併發症，恐

怕縮短預期壽命12年之多，糖尿病及其所引

發的併發症影響國人健康不容小覷，糖尿病

可謂國人致殘和死亡的主要"藏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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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糖、控糖重不重要？

重要!! 糖尿病的慢性併發症，牽涉到小血

管病變(眼底視網膜病變、腎病變、神經病變

)，以及大血管病變(冠心病、腦中風以及周邊

血管疾病)。

許多研究皆已證實，積極控制血糖能降

低小血管病變發生的機會，讓病人免於眼底病

變、甚至失明及未來洗腎的風險。流行病學研

究顯示糖化血色素(HbA1c)每增加1%，心血管

疾病的相對風險將增加18%。

積極降糖治療能否減少大血管併發症？

良好的血糖控制能顯著減少糖尿病小血管併發

症，卻未能顯著降低大血管併發症(心腦血管

事件)的危險性。但在UKPDS此大型糖尿病研究

指出，若能在罹患糖尿病早期積極控制血糖，

經過十年，在降低小血管病變方面仍有持續的

好處，而在心血管疾病的好處也會開始出現。

因此對糖尿病患者來說，基本上將血糖值控制

在糖化血色素小於7.0%，對於心血管疾病是有

幫忙。

根據醫學研究，在糖尿病患和心血管疾病

之間，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結論：1.基本上大部

分的患者，至少要將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0%以

下，可以降低心血管風險。2.針對新診斷的糖

尿病患者，積極將糖化血色素控制在6.5%，

在十幾年後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另外，

高血糖也可能造成所謂糖尿病心肌病變

(diabetic cardiomyopathy)－”甜心症候群”，

積極控制血糖能降低心臟衰竭發生的風險。

★為降低心血管病風險，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控制應該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值？

糖尿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或是心血管疾

病風險，進行積極的血糖控制，將血糖控制

在6.5%以下或更低，反而可能會增加患者的

死亡率。最近一些大型的臨床試驗，針對病

史較久的糖尿病患者，降到更低的6.5%以下

發現積極的血糖控制對於心血管疾病，可能

沒有好處，甚至是有害的。

近年國際各大糖尿病治療指引皆建議個

人化血糖控制的目標應個別考量，糖化血色

素的目標需”因人而異”，以防止發生低血

糖，嚴重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大血管事件、

不良臨床事件和死亡的預測因子。罹病時間

短，生活品質好，共病症少的糖尿病患者，

適合積極將糖化血色素控制到6.5%；但是罹

病時間長，生活品質差，共病症多的糖尿病

患者，目標可以放得較寬鬆，糖化血色素的

目標小於7.5 %，甚至8.0%都是可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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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已經在

增加

若您的血糖高於正常值，但未達糖尿病

的診斷標準，空腹血糖100–125mg/dl， 飯後

兩小時血糖140–199 mg/dl或糖化血色素介於

5.7至6.4%，稱作「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前

期除了血糖稍高之外，常合併血脂異常、高

血壓及肥胖等，這些人為數眾多，約糖尿病

人數的兩倍，而且每年約有3-1%會轉變成為

糖尿病，將來發生心血管疾病的相對風險約

兩倍。

因此，若您有血糖過高現象，記得要檢

查血壓、血脂，更要檢討自己的體重，測量

自己的腰圍，男性腰圍超過90公分、女性腰

圍超過80公分，判讀是否符合代謝症候群的

診斷標準。

依據國健署的標準，「代謝症候群」之

診斷，只要包含3項或以上的危險因子即可判

定：(1)腹部肥胖：(腰圍:男性≧90公分或女性

≧80公分)。(2)高血壓：收縮壓≧130mmHg或

舒張壓≧85mmHg。(3)空腹血糖值≧100mg/

dl。(4)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男性

<40mg/dl或女性<50mg/dl。(5)高三酸甘油酯

≧150mg/dl。「護心聖戰」應著重加強防治代

謝症候群之發生，需將降低心血管風險發生率

擺在糖尿病前期的治療之中。

★糖尿病不只是血糖高

雖然控制血糖很重要，但即使血糖管控

良好，仍不幸併發心血管問題之情況，在臨床

上也不少見，為什麼？很重要需加強宣導的重

要概念：血糖管控不等於糖尿病管控！

糖尿病不只是血糖的問題，是一種與心

臟病密切相關且十分複雜的代謝性異常。糖尿

病在心臟血管系統的傷害，主要來自大血管病

變，主要的致病機轉導因於慢性動脈粥狀硬

化，相關危險因子除了高血糖外，還包括：血

脂異常、高血壓、吸菸等。大部分糖尿病患者

也會有高血壓或高膽固醇，若您有高膽固醇和

高血壓，那麼這些問題也與高血糖一樣需要接

受嚴格的治療。

對於沒有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治

療目標為LDL-C <100 mg/dl；對於合併有心血

管疾病者，治療目標為LDL-C <70 mg/dl，第二

型糖尿病合併急性冠心症候群患者，甚至考

慮更嚴格將LDL-C控制到55mg/dl以下。糖尿病

患者血壓控制的目標值要比沒有糖尿病者來

得低，目標為將血壓維持140/90甚至<130/80 

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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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戒

菸、多運動等都是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穩定

的重要生活守則。因此現今的糖尿病治療不應

只是達到降血糖目標，更應積極設法減少心血

管疾病。治療糖尿病不能只是控制血糖而已，

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子也須加以控制，才能真

正算是治療糖尿病。

2003年發布的STENO-2研究發現，在控制

血糖的同時進行多危險因素干預(生活方式、

飲食、血壓及血脂)可顯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

心血管事件風險。糖尿病不只是血糖高，糖尿

病需要全身性的照護「糖尿病患者控糖應從

『心』開始」！

★所有糖尿病患者都應該使用阿斯匹靈預防心

血管疾病嗎？

那可不一定！對糖尿病患合併有心血管

疾病者，建議使用低劑量阿斯匹靈aspirin(75-

100mg/day)，以避免未來再發生心血管疾病(

次級預防)。但相較次級預防的療效仍有其爭

議性以及發生副作用之潛在風險。亞洲人心臟

病機率低於歐美，出血性中風機率卻高於西

方，所以使用阿斯匹靈更應小心。

最近日本及香港華人糖尿病患者的初級

預防研究中，發現阿斯匹靈並不能顯著降低

發生重大心血管事件機率以及所有原因死亡

率，卻明顯增加腸胃道出血之風險。換算

起來，使用阿斯匹靈作為這些病患的初級預

防，當病患心血管事件率較低時，與副作用

代價比起來，是划不來的。

2014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已針對未罹

患心血管疾病(未有急性冠心症或缺血性中風

)患者應避免常規使用阿斯匹靈，提醒沒有足

夠的實證支持阿斯匹靈效果，卻明顯有意義

的增加出血風險。

事實上，2017年美國糖尿病醫學會已

經修改了建議，看起來比之前的都還要保守

了很多。建議大於50歲，且有一項以上重大

心血管危險因子的糖尿病患者才考慮使用阿

斯匹靈做為初級預防；也清楚地寫出，50歲

以下且沒有重大危險因子的糖尿病患者，使

用阿斯匹靈是不被建議的。如果您已經每天

在服用阿斯匹靈，而有疑慮，在做任何更改

前，應先諮詢您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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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曲張是個常見但容易被忽略的疾

病，在台灣有許多人都有靜脈曲張，尤其中

老年婦女，會感覺腿部痠麻僵硬、抽痛、腫

脹，尤其是在下午過後症狀更明顯，雙腿感

覺沉重、易疲倦，腿部會出現青藍色腫大的

血管或紅色的血管絲，甚至造成行走困難。

雖然有人認為靜脈曲張是美觀問題，其

實嚴重者，會影響活動能力。引發的主因是

由於工作久站的關係(櫃姐久站、工作需長

時間站立)，或女性患者在懷孕末期造成的

雙下肢血液循環不良、或體質遺傳的因素，

造成靜脈瓣膜缺損、血液循環不良，都是造

成靜脈曲張的原因之一。

從外觀上，早期下肢明顯的青筋浮現，

晚期嚴重時則是蚯蚓狀腳筋浮腫。症狀方

面，輕微者有下肢腫脹痠疼、不耐久站、反

覆濕疹，或晚上易腳抽筋；嚴重者會有傷口

癒合不良、發炎紅腫、皮膚硬化、或蜂窩性

組織炎等。

下肢靜脈曲張 免開刀

微創雷射治療及泡沫式硬化劑注射療法

過去傳統的大隱靜脈抽除手術治療靜脈

曲張的方法，需由經驗豐富的醫師將曲張的

靜脈剝離、抽除、縫合。因為需要住院、空

腹、麻醉、進手術房，還要縫合傷口及拆線

等，術後比較會有疼痛期，令很多病人不敢

接受治療，因此由起初症狀輕微拖延到很嚴

重才就醫。

血管內雷射治療手術

另一個治療方式是使用血管內雷射燒灼

術，利用雷射的能量將血管燒灼閉鎖。雷射

治療不像傳統開刀方式需要住院、不用全身

麻醉，傷口和疤痕也較傳統方式小，術後較

不易疼痛，因此較為患者所接受。本院血管

內雷射燒灼採用局部麻醉方式，使用雷射光

織管將曲張的靜脈燒灼掉，可以免除全身麻

醉的恐懼感，也不會有傳統大隱靜脈抽除手

術的副作用及疼痛不適，效果和傳統開刀方

式一樣，建議可以先諮詢醫療團隊，透過專

業判斷決定使用哪一種治療方式。

泡沫式硬化劑注射治療

新式的泡沫注射治療是利用打針的方

式，造成曲張的血管萎縮，俗稱「泡沫」是

因為在注射之前，醫師會先將藥物打成泡

沫，利用泡沫注射效果較非泡沫方式更好，

因此得此名稱。

文/皮膚科暨靜脈曲張治療門診 林子鈞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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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式硬化劑注射治療靜脈曲張，可在

超音波的輔助下將藥物注入血管中。治療在

早期的時候有效改善靜脈曲張而減緩相關的

症狀，如痠、腫、痛、抽筋等，治療後配合

彈性襪加強及保養，效果和傳統開刀一樣，

也免去傳統式的麻醉風險，治療時間只需十

至二十分鐘，越來越多人願意在靜脈曲張早

期即接受新式的注射治療。

注射後一至二週即可造成曲張的血管閉

鎖，治療後再配合醫師囑咐如綁繃帶、穿彈

性襪、運動走路，可加強治療效果，達到令

您滿意的狀況。此方法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

困擾，甚至因靜脈曲張造成的雙下肢痠痛腫

脹、傷口潰瘍不易癒合等問題都能解決，一

般生活作息完全不受影響，非常方便。

現今治療靜脈曲張的方式日新月異，

血管內雷射手術或泡沫式硬化劑注射治

療，皆可有效改善靜脈曲張的症狀，治療

過程不用全身麻醉也不會疼痛，嚴重的靜

脈曲張如果沒有早期尋求醫師治療，容易

惡化成靜脈潰瘍、蜂窩性組織炎或流血不

止，因此建議與專業醫師共同討論合適自

己的治療方式，即早接受靜脈曲張的治

療，即早改善您的症狀。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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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進步，在「電腦也能挑土豆」的

年代，電腦不僅是能挑選花生的品質，更能

提升醫師在醫學影像上解讀的準確性和便利

性。隨著國內老化人口越來越多，更多的神

經退化性疾病被診斷出來，相對的醫療資源

也在增加，其中以失智症、帕金森氏症都是

常見的神經退化性疾病。

若病患有腦部方面的疾病，如失智症、

癲癇，腦部血流灌注量會改變，神經內科醫

師可以藉由安排核子醫學科的腦部斷層灌注

掃描，利用腦部血流灌注量異常(增加或減少

)及區域不同，進一步鑑別診斷出不同的疾

病。

臨床上，為了有效提升腦部的血流改變

情形進行診斷，而發展出數種不同的工具，

例如：醫學影像科的功能性磁振造影、核子

醫學科的腦部單光子電腦斷層灌注掃描等，

而腦部單光子電腦斷層灌注掃描的檢查更是

常被神經內科醫師所使用。

由於人體腦部有特殊的血腦障壁，使

從核子醫學角度
解讀腦血流灌注影像

得藥物不容易通過來評估腦部血流的改變。

所幸核子醫學科目前有一種放射性藥物稱作

「鎝-99m ECD」，經由靜脈注射後能順利進

入大腦區域，藉由放射性藥物來做腦部的顯

影，可使臨床醫師能夠評估不同疾病之大腦

血流的改變。

然而，以往醫師以主觀肉眼判斷影像，

會有不確定性的存在。為了解決這等窘境，

十大醫藥先進國的日本核醫學會，開發了電

腦軟體影像系統(easy Z-score imaging system, 

eZIS software)，藉由聰明的電腦幫忙，可以做

到肉眼做不到的事。

利用電腦軟體影像系統(easy Z-score 

imaging system, eZIS software)分析病患的腦

部影像時，能夠和同年齡正常人的腦部影像

做比較，從中得知腦部血流是否異常的增加

或減少，電腦軟體影像系統在影像呈現上是

利用不同的顏色代表血流降低的不同嚴重程

度，藉由軟體客觀地分析影像以供醫師參

考。

文/核子醫學科 羅浚哲 放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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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利用電腦軟體影像系統(easy Z-score imaging system, 

eZIS software)分析圖一病患的腦部影像，透過軟體的分析能

夠與同年齡正常人的腦部影像進行比較，從而得知腦部血流

異常減少的區域。圖中可依血流降低的程度，從較輕微的藍

色、綠色、黃色至最嚴重的紅色，代表血流降低的區域，藉

由軟體客觀地分析影像以供醫師參考

近年國內核子醫學科學會，積極和日

本醫師合作，目前經由多位國內核子醫學科

與神經內科醫師們的交流與學術研討會的推

廣，更彰顯出電腦軟體影像系統在腦部血流

灌注檢查的重要性。

近年來重視到神經退化性疾病的嚴重

度，國內多位核子醫學科和神經內科醫師，

開始採用這項有力的工具觀察病患的腦部血

流變化。希望藉由電腦軟體影像的幫忙，提

供更多的腦部資訊給臨床醫師參考，也希望

核子醫學科的醫師能對於醫學報告更有一致

性，此電腦軟體影像系統的開發，對醫師與

病患們來說真是一大福音。

自106年8月起，本院榮獲衛福部甄選

為中部第一家「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打造

「失智不失志」的友善醫療支援中心。核子

醫學科的影像便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若

要推廣新穎醫療技術，固然是當仁不讓的精

神。希冀能不斷地提升本院的醫療品質，來

提供病患更正確的診斷結果。

圖一為一名17歲女性腦部斷層灌注掃描的橫切面影像，從小

腦的高度(第一排)往腦部頂部(第二排至第四排)的傳統橫切

面腦部影像上並無明顯血流異常增加或是減少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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