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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感染科 李靜游 個案管理師

人 類 免 疫 缺 乏 病 毒 （ H u m a 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在過去的

二十世紀被稱為黑死病；直到二十一世紀的

今日，預防愛滋病毒的傳播依然是公共衛生

相當重視的議題。

根據聯合國愛滋病組織（UNAIDS）的

統計，截至2016年全球已有大約3670萬的

感染者，死於AIDS相關疾病高達1百萬人。

在臺灣，本國籍愛滋病毒感染者累積至2018

年4月底共計36,561名，因AIDS伺機性感染

死亡共計17,165名。

初期的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療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俗稱

雞尾酒療法，因顆粒數多、顆粒大及無法忍

受藥物副作用，讓感染者對於服藥心生恐

懼。

隨著醫藥技術的演進，雞尾酒療法的

發展趨勢目前是以服用三合一複方藥物為治

療主流，藥物僅需『一天吃一次、一次一

顆』。三合一藥物治療不僅增加感染者服藥

便利性外，亦大幅改善過去藥物副作用所帶

來的不適，更重要的是能提升感染者之服藥

順從性。

為了終止愛滋疫情，世界衛生組織

(WHO)提出了90-90-90的目標；希望於2020

愛滋病治療新趨勢

年有90%感染者被診斷出來且瞭解自己是感

染者，90%的感染者能夠接受抗病毒藥物的

治療，90%的感染者能夠持續維持病毒量檢

測不到。過去愛滋感染者的治療指標為感染

者之淋巴球數值（CD4）<500，建議開始治

療。

WHO及美國疾病管制署於2015年更新

愛滋病治療指引，並「以治療作為預防」的

新概念調整感染者治療時機：『診斷即刻服

藥』，無論CD4淋巴球數量多寡，建議立即

開始進行抗病毒用藥治療，減少病毒對身

體免疫系統的破壞；在臺灣，疾病管制署

（CDC）也於2016年5月跟隨歐美等先進國

家的治療建議不再以CD4數值作為開始治療

的評估標準，以降低愛滋相關的伺機性感染

率及死亡率。

 綜 合 上 述 ， 治 療 即 是 最 好 的 預 防

（treatment as prevention），感染者診斷後

立即服藥，透過藥物治療使其降低血液中病

毒數量已達到檢測不到的狀態，亦可維持如

同正常人般的免疫系統，平均餘命也幾乎與

非感染者相同，更重要的是可大幅減少傳染

他人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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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分泌科 羅仕昌 主治醫師

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甲狀腺亢進治療

甲狀腺亢進是相當常見的內分泌異常，

根據台灣健保署的就醫資料統計，甲狀腺亢

進的發生率約每1000人就有1人發病，其中

以女性為主，女性與男性的比率約為3:1。

甲狀腺亢進在任何年齡都有可能發

生，但以30-50歲為好發年紀。甲狀腺亢

進的致病原因相當多，臨床表現也不盡相

同，其中以自體免疫所造成的葛瑞夫茲氏病

（Graves’ disease）為最常見的原因。

甲狀腺賀爾蒙的作用遍及全身所有組

織，功能亢進時會增加組織的產熱和基礎代

謝率，所以常出現體重減輕、怕熱、心悸、

手抖等症狀，甚至容易產生焦慮和緊張等情

緒波動。

甲狀腺亢進的症狀與血液中甲狀腺素的

濃度沒有很強的相關性，而與年齡呈負相關

（年輕患者的症狀較為明顯）。老年患者常

常沒有明顯症狀，反而以虛弱、心房顫動表

現，因而容易有延遲診斷的問題。除了上述

的臨床表現，葛瑞夫茲氏病常合併有雙側的

甲狀腺腫和凸眼的眼病變，偶爾會發現脛前

黏液水腫或杵狀指等表現。

診斷

甲狀腺功能的評估可透過血液檢查

TSH、Free T4濃度而確認。Free T4為血液

中游離的甲狀腺素；而TSH為腦下垂體分泌

的賀爾蒙，負責調控甲狀腺的分泌。在甲狀

腺亢進的情況下，這兩者為負相關(意即Free 

T4上升，但TSH受到抑制)。TSH的變化較

Free T4來得敏感，只要Free T4稍微增加

時，TSH就會被壓抑，典型的甲狀腺亢進可

發現相當低的TSH數值(< 0.01 mU/L或測不

到的程度)。

葛瑞夫茲氏病佔所有甲狀腺亢進患者的

75%，由於是因自體免疫抗體所造成，因此

可透過檢查血中抗體指數確定，其診斷的敏

感度和特異性高達99%。其餘較少見的致病

原因，則需配合放射性甲狀腺掃描來進行鑑

別診斷。

治療

目前甲狀腺亢進的治療方式主要有三

種：藥物治療、放射碘治療、以及手術切除

甲狀腺。三種方式各有優缺點，可與醫師討

論後，選擇對患者最合適的治療。

一、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為國人最常用的治療方式，藥

物主要的作用為抑制甲狀腺素的製造，且可

能有降低自體免疫抗體的效果，甲狀腺功能

恢復正常大約需要4-8周；治療12-18個月後

停藥，50%的患者可達到疾病緩解而不需長

期用藥。

服用抗甲狀腺藥物約有5%患者會出現

輕微過敏反應，通常搭配抗組織胺藥物即可

改善；少見的嚴重副作用為白血球降低，造

成嚴重免疫力低下的情況；其他嚴重副作

用，包括猛爆性肝炎，膽汁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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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射碘治療：

碘為甲狀腺素製造的原料，透過帶有

放射性的碘131，可迅速被甲狀腺吸收並濃

縮，破壞DNA使甲狀腺細胞死亡，其釋放出

來的貝他射線活性半徑約2mm，因此不會

造成其他組織的輻射危害。

經過治療後1-6個月，大部分患者的甲

狀腺功能會逐漸降低，僅15-20%的患者約

兩年後，甚至變為甲狀腺功能低下，而需

要甲狀腺素的補充。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內科住院醫師
         內科總醫師
         內分泌科研究醫師
         內分泌科主治醫師
專長

糖尿病

甲狀腺疾病

腦下垂體及腎上腺疾患

內分泌科

羅仕昌 主治醫師

門診表(大慶院區)
一 二 三 四 五

早上 ● ●
下午 ●

門診表(中興院區)
一 二 三 四 五

早上 ●

三、手術切除：

手術切除是治療甲狀腺亢進快速見效的

方式，適合針對藥物嚴重過敏、藥物治療反

應不佳、或因甲狀腺腫影響美觀的患者。但

甲狀腺亢進患者在麻醉及手術治療時，有可

能誘發甲狀腺風暴，因此在手術前需以藥物

先控制甲狀腺功能。

甲狀腺手術可能產生的併發症，包括副

甲狀腺功能低下（通常為暫時性）、喉返神

經麻痺所造成聲音沙啞、出血。一般手術順

利良好之下，造成併發症的風險低於1%。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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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結節為常見甲狀腺問題，大部

份為良性結節。在沒有引起臨床症狀下，可

利用超音波定期追蹤。對於伴隨明顯脖子腫

塊或引起吞嚥困難之良性結節，過去僅能接

受外科手術完全切除。本院之醫學影像部

提供甲狀腺結節射頻消融手術微創治療方式

（Thyroid RFA）。以下簡介手術及護理衛教

內容：

一、甲狀腺結節射頻消融手術原理

射頻腫瘤消融手術在超音波導引下將電

極針放置在結節內，利用交流電誘導電極針

週邊組織分子互相摩擦產生熱量，藉此熱量

造成局部組織凝固性壞死，進而使甲狀腺結

節縮小。適用於有臨床症狀良性結節與復發

的甲狀腺癌。

二、射頻消融手術特色

治療方式 射頻消融手術（RFA）

傷口外觀 不留疤痕

手術時間 約30-60分鐘

麻醉程度 局部麻醉

術後照護 術後觀察30分鐘，即可回家

文/醫影部 鄭凱倫醫師、楊芳純護理師、王慕雲護理師

甲狀腺結節微創治療

甲狀腺結節射頻消融治療及護理

三、射頻消融手術之術前衛教

1.手術皆為門診進行，不必住院。

2.手術當天可正常進食，請勿喝會利尿之

   飲料（茶、咖啡）。

3.手術前醫師會解釋手術治療相關併發症

   及手術治療範圍。

4.手術前填妥同意書，更換手術衣，準備

  手術。

術後傷口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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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傷口 術前 術後一個月追蹤

5.雙側大腿需貼上導電貼片，若腿毛較

   長的男性病人，術前會刮除，以免影

   響傳導效率。

6.手術時間全長約2個小時，包含術前準

   備及手術，手術完成後即可離開。

7.手術中會詢問聲音是否有異常，以確

   保手術安全。若發生聲音改變，會立

   即終止手術，聲音會在3到6個月內恢

   復正常。

8.手術中請勿亂動，若感到疼痛請直接

   開口告訴醫師，不須忍耐。

9.對於較大結節，無法排除內部微小惡

  性細胞之可能，在手術後需依照指示

  定期回診。

四、射頻消融手術之術後衛教

1.手術後休息三十分鐘後，即可回家休

   息，正常進食。隔天即可正常上班。

2.術後傷口覆蓋紗布，當日避免碰水。

  24小時後即可移除紗布或以OK繃覆

  蓋。依個人體質不同，傷口大約一週

  內會完全消失。

3.術後一週內脖子會有腫脹感，甚至覺

   得稍微變大，此為正常現象，請勿擔

   心。

4.術後一週內，吞嚥口水或轉動脖子

   時，依個人感受不同，會感到不舒服

   甚至疼痛感，約在一週內漸漸消失。

   若有需要，可服用止痛藥緩解症狀。

5.回診時間：術後一個月、三個月、六 

  個月、一年。之後每年至少回診一次。

6.燒灼手術非傳統切除手術，需等待時

  間讓結節吸收，通常一到三個月後會感

  受結節變小。

7.定期追蹤，醫師會根據治療反應，與

   您討論是否需再一次進行手術。

以上資訊介紹了解有關甲狀腺結節射頻

消融治療與護理，若有其他疑問可透過門診

諮詢，由醫師評估是否合適採用此項治療。

更多甲狀腺腫瘤治療訊息可至鄭凱倫醫師部落格參閱

https://kailuncheng.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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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有聽聞過，發生骨折時，在手術開刀前，考慮需不需要自費幾萬元不等的自費骨

材？難道健保沒有給付這些骨材嗎？到底健保鋼板與自費互鎖式鋼板怎麼選擇，其差異性有哪

些呢？

傳統鋼板治療是靠鋼板提供復位，然後經由螺絲將鋼板固定於骨頭上。如為年輕的骨折患

者，在骨質良好且骨折又單純的情況下，的確可以達到不錯的治療效果。但若為老年的骨折患

者或有骨質疏鬆的患者，螺絲可能無法牢釘於骨折處而產生鋼板鬆脫或骨折位移的情況。甚至

遇到粉碎或複雜型的骨折，傳統鋼板在固定上就不盡理想。

現今醫療進步與醫療材質日新月異，發展出材質更佳、固定性更穩定、更適合人體的骨

材，以提供骨折病患最適合的尺寸，來確保植入物有最佳的固定效果。雖然健保受成本的考

量，無法提供這些先進鋼板作為使用，但患者可以選擇自費的方式，在與醫師討論後，多些治

療的選擇。

以下整理健保鋼板和互鎖式鋼板之比較，提供大家參考：

健保(傳統)鋼板 互鎖式鋼板

材質 不銹鋼材質
鈦合金材質
(較高的生物相容性，避免植入物的排斥)

螺絲 螺絲粗，螺紋寬 螺絲細，螺紋窄，咬合力佳

固定方式
固定於骨頭上
(較不適合粉碎性/骨質疏鬆骨 折)

除了固定於骨頭上，並與鋼板互鎖，增
加更大的穩定度
(適合粉碎性/骨質疏鬆骨折使用)

骨折固定穩定度 較弱(尤其是骨質疏鬆病患) 強(四倍以上固定力)

異物感 較易有異物感
較不易感到異物感，因採取生理解剖性
設計，較服貼於骨頭，鋼板比較薄

對骨膜的影響
壓迫骨膜，影響血流的供應，
進而影響骨頭癒合的速度

鋼板和骨頭間有很小的間隙，避免壓迫
影響血液的供應

骨折癒合時間 較長 較短

傷口大小 傳統手術，對軟組織破壞較大
視骨折狀況，可採用微創手術方式，減
少對軟組織的破壞

植入物是否移除 建議拔除 可不必拔除

費用 健保支付 自費

文/骨科部 高世文 主治醫師

骨折治療
健保鋼板與互鎖式鋼板的選擇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本院案例一：45歲女性，因車禍意外，

導致身體多處的擦傷、挫傷和左手肘腫脹疼

痛，經影像學檢查，發現遠端肱骨粉碎性骨

折(圖一)，建議手術治療。又因患者洗腎多

年骨質較疏鬆，與病患及家屬討論同意使用

互鎖式鋼板來固定骨折處，術後拍攝X光片

(圖二)，有良好的復位和骨折固定，持續復

健中且可回復到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動。

圖一、遠端肱骨粉碎性骨折術前X光片與電腦斷層3D影像

圖三、術前:右側鎖骨粉碎性骨折

圖四、術後:解剖型互鎖式鋼板固定

圖二、術後X光

案例二，年輕女性，因摩托車車禍意

外，造成多處擦傷及右側鎖骨粉碎性骨折(

圖三)，經醫師手術風險及開刀處理方式的

說明後，患者選擇使用解剖型互鎖式鋼板

固定，術後X光片如圖四，開刀處癒合良

好，無疼痛或異物感，右上肢有很好的活

動性，已恢復原來日常生活的功能。

關於骨折後利用鋼板螺絲固定，何時

可以拔除植入物？需要再開刀拔除植入物

嗎？都是病患及家屬常常詢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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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鋼板打進去復位完成，讓骨頭長

起來才是最重要的。在國外，骨折癒合後，

鋼板螺絲的拔除通常都不是常規。然而，

在台灣，依據民情就有不同的思考邏輯。不

同部位的骨折，正常來說會有不同骨折癒合

時間；一般來說，上肢、脛骨骨折需一年以

上，大腿骨折需一年半以上。

基本上，所有骨折的植入物並不會生

鏽，因此永久放置不會有問題，所以絕大多

數都是安全的，產生金屬成分的過敏是相當

罕見的。因此要不要移除骨內固定器，得視

自身的情況，與醫師妥善討論，絕不能一概

而論。

大致來說，骨內固定器移除與否，有幾

點考量：

一、糖尿病、洗腎患者、肝臟疾病開刀的病

患，雖然開刀風險比一般人高，但因有

外來植入物，發生感染的風險或其他風

險，會比一般人來的高，因此建議移

除。

二、如果植入的部位在骨頭表面或接近關節

的地方，可能會形成局部軟組織的擠壓

刺激，易產生不適感，有時甚至會卡到

關節附近的肌腱韌帶，造成關節活動障

礙，因此拿掉會比較舒適。

三、以年紀來區分，年紀>60歲骨頭癒合

後，可以考慮不拔除植入物，因年紀越

大開刀風險也越大。若年紀<60歲骨頭

癒合後則可考慮拔除植入物，因為應力

遮蔽的效應，會使鋼板及螺絲固定處骨

質漸漸流失，骨頭便相對脆弱，尤其下

肢遮蔽效應大，一般偏向拿掉。再加上

萬一同處因意外造成骨折，骨折的型態

會使手術困難度增加許多。

健保鋼板與互鎖式鋼板並非有哪種絕對

好、哪種絕對不好的區別。透過專業骨科醫

師的評估，單純的骨折且骨質又不錯，使用

健保鋼板/鋼釘也能達到最高療效。但若遇上

複雜型或粉碎性骨折，或骨質狀況不佳，使

用健保骨材可能有較高失敗率的風險，這時

醫師可能就會建議使用自費骨材，來幫病人

達到最好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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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中國醫藥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經歷

台中榮民總醫院

      實習醫師及一般醫學訓練醫師

中山附醫骨科部 

      住院醫師、住院總醫師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骨科部 

      研究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專長

一般骨科

創傷骨科

運動傷害

手外科

骨質疏鬆治療

門診表(大慶院區)
一 二 三 四 五

早上
下午 ●
夜間 ●

門診表(中興院區)
一 二 三 四 五

早上
下午 ● ●
夜間

骨科部

高世文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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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孕症原因，區分六方面來探討：(1)

外陰的異常(2)陰道及子宮頸管的異常(3)子宮

的異常(4)輸卵管的異常(5)卵巢的異常(6)間腦

-腦下垂體的異常；延續上一篇，本篇就後面

的原因繼續說明：

輸卵管的異常

自然的懷孕是由具有正常生殖器官的男

女「性交」而成立的，性交時丈夫射精排出

「精蟲」，與妻子排出的「卵子」兩者結合

而「受精」。所以在這場懷孕戲碼的主角為

「精蟲」與「卵子」，而提供兩位主角表演

的舞台便是「輸卵管」，如果輸卵管不能提

供合適的約會地方，那麼這對男女主角就永

遠無法碰頭了。

輸卵管是接收由卵巢表面排出來的卵

子，而不是排出卵子的通道，有些婦女有排

卵，但輸卵管阻塞不通(如結紮)，或有些婦女

輸卵管暢通無阻，但就是不排卵(多囊性卵

巢)，由此可見兩者的功能是不同的。

而輸卵管的任務是(1)在排卵時捕抓卵

子，吸入管腔內。(2)提供由子宮腔游進來的

精蟲的通道，使其與卵子碰面。(3)將受精卵

搬運到子宮腔內以便「著床」。因此輸卵管

不僅兩端開口不能阻塞，管道也不能稍有狹

窄，而且要具有充分的運動性（蠕動功能）

為什麼我一直不會懷孕

探討女人不孕的原因(中)

才行。

卵巢與輸卵管會調整原來的位置而互相

靠近，以便容易接收卵子到輸卵管內，其關

係猶如投手與捕手，投手雖可以調整位置，

但有所限制，而捕手就比較容易移位來接

球。

事實上，排卵時，輸卵管的開口部位

（繖部）幾乎罩住卵巢表面，這樣才不會讓

排出的卵子掉到腹腔，但仍要靠輸卵管移位

來接住卵子，所以其蠕動性也非常重要。否

則一條水泥管，雖然開口很大，但呆呆站在

文/婦產科 劉崇賢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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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想投進去一球可沒那麼容易，因此一

條沒有彈性缺乏運動性，不能移位的輸卵管

是很難達成受精任務的。

輸卵管若因先天性發育不全，或發炎

而引起阻塞或粘連，或因腫瘤引起延長、壓

迫、閉鎖或痙攣等現象，都可能造成輸卵管

因開口阻塞、管徑狹窄、缺乏適度的彈性及

運動性，而無法順利提供讓「精蟲」與「卵

子」碰面場所。

卵巢的異常

卵巢是卵子的倉庫，青春期卵巢內存放

了30~40萬顆初級卵子，這些卵子分批接受荷

爾蒙的指揮成熟而排出，一顆卵子排出前大

約需要85天的成長發育，但是這期間卻有無

數的初級卵子因成長不夠而遭淘汰，卵子的

成熟是生殖內分泌非常神奇的一個環節。

因為卵子是躲在濾泡（卵泡）內成長

的，而濾泡長大的速度也與卵子的「健康」

與否息息相關，若無法互相配合，則馬上被

淘汰出局。

濾泡大小分為8個等級，從第1級到第5

級大約需要70天（1級到2級，25天；2級到3

級，20天；3級到4級，15天；4級到5級，10

天）。而第5級的濾泡最大的只有0.5公分而

已，且此時的卵子稱為胚胞（GV），其染色

體狀態尚停留在第一次減數分裂前期的最後

階段，稍有夠力的指揮一聲令下便會使它恢

復減數分裂的工作。

而指揮官便是性腺刺激素，這時期正

是排卵前一週期的黃體期後半部，我們稱為

「徵召」期；也就是說，現在開始招募強兵

壯丁，而不健康的卵子都已全部被淘汰且

萎縮死亡了，可被徵召的大概剩20~30顆卵

子。

再來第5級到第6級進入「候選」期，

第6級的濾泡大約在0.5~1.0公分左右，期間

便是要選出「主要」的濾泡，候選期是屬於

早期的子宮內膜增殖期，在月經週期的前5

天，此時卵子（胚胞）正在進行第一次減數

分裂。

而被選出的「主要」濾泡由第6級到第7

級，濾泡大小1.0~1.5公分之間，其成長受到

性腺刺激素的控制，大概有一半無法順利成

長進入第8級的濾泡。主要濾泡再長大，大

到足夠可以排卵時，便排出成熟的卵子，這

時卵子已進行到第二次減數分裂的中期且暫

時停止分裂。

因此，任何卵巢機能不全的狀況，如無

月經、無排卵、黃體功能不全、排卵性週期

不整…等，都可能造成卵子無法排出或無法

成熟，當然就無法順利受孕。

探討女人不孕的原因(6)間腦-腦下垂體

的異常，將刊載於7月號，敬請期待。

探討女人不孕的原因(上)，可掃描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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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疝氣 手術方式介紹
文/小兒外科 謝明諭 主任

小華是一個五歲的小女生，前兩天洗

澡的時候，小華的媽媽發現他在左邊腹股溝

的地方有點怪怪的，看起來有點腫。問小

華會不會覺得不舒服，他又覺得沒什麼感

覺。晚上要睡覺之前，躺在床上的小華又發

現那個腫起來的東西消失了。隔天媽媽帶她

到診所看，結果發現是腹股溝疝氣需要手術

治療。媽媽問醫師：「奇怪？疝氣不是只

有男生才會發生嗎？」、「小華的爸爸之前

也有疝氣，會不會是遺傳的？」、「小華爸

爸使用的腹腔鏡手術，小華也可以用腹腔鏡

手術嗎？好像傷口會比較小、恢復比較快對

吧？」

小兒疝氣簡介

男嬰於母體懷孕約32-34週時，睪丸會

從腹腔內，經過腹股溝的開口，移至陰囊。

而連接腹腔內、外的門戶（鞘突）在睪丸通

過之後就會關閉。若沒有關閉完全，當腹部

用力的時候，腹腔內的器官就會通過該門戶

掉落至腹股溝甚至陰囊，形成所謂的「脫

腸」。

女嬰雖然沒有睪丸下降的這個過程，但

在身體結構上也保留相同的開口，若關閉不

妥也會造成疝氣。也因為沒有睪丸通過的過

程，所以女生發生疝氣的機會大約只有男生

的七分之一左右。

當兒童平躺時，疝氣內的器官大多會

自然回到腹腔，疝氣會消失。但如果站起來

或腹部用力的時候，疝氣又會跑出來，這是

很典型的症狀。小朋友大多沒什麼特別的

感覺，有些會出現輕微疼痛、不適感。當運

動、哭泣、咳嗽、用力解便或是生氣造成腹

部壓力增加，疝氣腫脹會更明顯。

如果出現劇烈疼痛，疝氣腫塊無法因

為平躺放鬆而自然回到腹腔內時，就有可能

發生所謂的「箝頓型疝氣」。簡單的說就是

腹腔內的器官滑出體外之後，卡在外面回不

去，嚴重的話甚至造成器官缺血、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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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臨床研究，目前並沒有明確的證據

證明腹股溝疝氣跟遺傳有關，但的確在臨床

上會觀察到疝氣有家族傾向。如果是大人發

生疝氣，其原因大多是因為腹部肌肉退化造

成的結果，與上述的兒童疝氣發生原因不一

樣，手術治療的概念也不相同。

疝氣的治療

疝氣不會自行痊癒，減少活動或腹部用

力的情況（運動、哭泣、咳嗽、用力解便或

是生氣）可以暫時舒緩症狀，但唯一能痊癒

的治療方式只有用手術的方式，將這個「門

戶」修補妥當。

目前疝氣的治療方式有二，傳統手術治

療及單孔腹腔鏡手術治療。

傳統的手術方式

傳統手術會在疝氣患處的鼠蹊部，劃開

一個約1~2公分的傷口，傷口本身會藏在皮

膚皺摺，恢復之後不會很明顯。經由這個傷

口，將突出的組織推回腹腔，切除疝氣囊後

修補缺口（鞘突）。手術時間大約10分鐘左

右（不包含麻醉準備及恢復時間），原則上

不用住院。根據我們治療的經驗，十歲以下

的孩子手術後就能自由活動，無特別不適。

手術後一星期左右門診追蹤傷口狀況，將來

不需要特別回診追蹤。

單孔腹腔鏡手術

腹腔鏡手術是在內視鏡的輔助下，經由

肚臍切開約0.5公分的傷口，以及在疝氣患

部開一個針孔大的傷口（約0.2公分），利

用器械將疝氣囊縫合。此種手術方法主要的

優點在於可同時觀察到對側是否出現疝氣缺

口，如果發現也有疝氣，可以同一次手術處

理。此外，還能避免術後陰囊血腫的發生。

傷口雖然更小，但對於十歲以下孩子手術後

的疼痛並沒有明顯差異。手術後的恢復過程

及傷口追蹤狀況，與上列傳統手術差不多。

結論

腹股溝疝氣一但發生，一定要用手術

的方式才能痊癒。雖然男生疝氣的機會比較

多，但女生一樣也有可能會發生疝氣。目前

雖然沒有明確的基因證據證明疝氣會遺傳，

但我們的確看到有某種程度的家族發生傾

向。十歲以下的孩子接受手術的恢復相當

快，幾乎手術之後就能自由活動，不需要特

別限制。至於使用傳統手術或腹腔鏡手術其

實都可以，雖然腹腔鏡手術的傷口更小，但

腹腔鏡手術在小兒疝氣的真正優點在於可同

時檢查對側是否有疝氣，若有則可一併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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