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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眼科 許閔彥 主任

「黃斑部」是人類視網膜中央的感光

區，佈滿人體最精密的錐狀感光細胞，負責

將看到的訊息傳遞至腦部，人的眼睛就像即

時轉播相機，黃斑部如相機的底片，而老年

性黃斑部病變是一種因黃斑部產生病灶導致

中心視力衰退的疾病。好發50歲以上的族

群，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退化，是導致老

年族群失明的主因。此外眼睛有兩個，常常

很多人一個眼睛有問題，便改用好的眼睛看

而忽略了問題的眼睛，導致延誤就醫。

濕性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會出現滲水、出

血甚至長出新生血管的徵狀，造成視網膜水

腫，甚至發生局部剝離狀況，其病程變化快

速，症狀惡化時會產生塊狀黑點遮住中心視

線，即中心盲點，最後由小黑點變成大黑影

而喪失中心視力，會在短時間內造成中心視

力嚴重受損，應立即接受治療。

黃斑部病變的最新治療方法是使用「眼

內注射抗血管新生藥物」，直接作用於不正

常的新生血管，可使脈絡膜新生血管萎縮，

且結疤較小，病人的視力進步機會較大，是

目前治療黃斑部病變的首選。患者如果發現

有單眼視物扭曲變形、視野出現中央暗影甚

至中央視力模糊等現象，便是嚴重黃斑部病

變的前兆，應立即求助眼科醫師且接受積極

治療。

根據2016年美國眼科醫學會期刊的

論文研究指出，統計2000年美國整年僅有

2922次玻璃體內注射藥物治療，但在2014

年竟然暴增到261萬多次玻璃體內注射藥物

治療，接受藥物治療的次數竟增加成為895

倍！可見治療此病症的患者與日劇增。

如果是更深層的脈絡膜出現多足性脈絡

膜血管病變(PCV)，還要搭配光動力治療，利

用光感藥物在雷射光激化後產生的效應將不

好的血管阻塞來達到抑制血管新生的作用。

認識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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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與答：

1.請問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應如何診斷？民眾

自行診斷的方式是甚麼？

　還是要找專業眼科醫師檢查後診斷，需

要做黃斑部的光學掃描(OCT)，血管攝影

(FAG及ICG) 最簡單的居家自我檢測方式

為Amsler Grid(方格紙測試)，正常的人看

線條不會有歪曲，但是老年性黃斑部患者

會發現某線條或某個區域是歪曲或上浮下

沈的，代表感光細胞有位移造成的，建議

在第一時間找眼科醫師詳細檢查，建議要

兩個眼睛分開自我檢測，一個一個眼睛分

開看東西。

2.	請問乾性和濕性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有甚麼

差異？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一般分為乾性(dry type)

及濕性(wet type)二種。乾性的老年性黃

斑部病變常在黃斑部出現疣性小斑（廢物

堆積）以及色素層病變，病程推展是病灶

擴大或更嚴重，使患者視力隨著降低。醫

生只能建議病人少抽菸，出門配戴太陽眼

鏡以減少光傷害或平常服用葉黃素等健

康食品。就石牌流行病學研究65歲以上老

人，有9.2%是早期老年性黃斑部病變。

　另一種是濕性的老年性黃斑部病變，疣性

小斑會擴大，而造成病患的黃斑部出現

新生血管增生，此新生血管脆弱易造成出

血，滲出物及積水之增加而使視力惡化。

濕性老年性黃斑部病變其病情變化常常來

勢兇兇，要積極治療才能保全其視力，就

石牌流行病學研究65歲以上有1.9%是晚期

的黃斑部病變，而歲數越高得到晚期病變

的比例越高。

3.	為什麼患者會有眼前出現黑影的現象？當

眼前出現黑影時，疾病的進程是否已經很

嚴重了？

　當感光細胞因病變造成缺乏供氧時，就會

造成有黑影的現象，黑影跟疾病進程嚴重

度都是要做近一步詳細檢查才知道。

4.	請問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患者均適合使用最

新療法嗎?治療後應如何持續監測或照護?

　老年性黃斑部病變需長期且密集的治療，

治療效果因人而異，建議耐心多次追蹤，

才能跟醫師設定好治療策略，並就治療反

應來擬定策略是否調整。根據美國跨國分

析研究指出，病情需要追蹤兩年以上，建

議平均一年施打7到13針抗血管新生因子

抗體才能有效減緩視力惡化。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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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 許閔彥  主治醫師 
專長

˙微切口(2.2mm)白內障手術，飛秒 雷 

   射白內障手術

˙視網膜疾病診斷，藥物治療及研究、

   手術

˙生物醫學工程

˙眼表面疾病及生物標識及藥物研究

˙眼角膜移植

學歷/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眼科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眼科學科科主任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臺中榮總眼科部住院醫師

˙臺中榮總眼科部總醫師研究醫師

˙臺中榮總眼科部主治醫師

˙臺中榮總優良教學住院醫師主治醫師

˙臺灣視網膜醫學會會員

˙2014年國家新創獎：

  「傑出學研技術組獎」

5.	請問患者應如何預防或減緩老年性黃斑部病變惡化速度?

　目前醫學上有顯著差異的僅有大規模的研究（簡稱AREDS）中發現，在中度程度的老年性

黃斑部病變患者攝取抗氧化物維生素C和E、鋅及胡蘿蔔素，可以減緩病程進入嚴重程度， 

而服用抗氧化物後若再加上攝取葉黃素的組群則略有改善，但統計上還不夠強烈。此外攝

取胡蘿蔔素者要戒菸及減少暴露煙害，因攝取者肺癌發生率會較高。

　其他建議，多攝取葉黃素含量多的深綠色蔬菜，減少紫外線傷害，還有減少20公分內大量

使用藍光發射源(如LED手機、平板)造成的傷害。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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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眼疾，又稱作葛列夫氏眼病變

(Graves' ophthalmopathy)，是非常複雜的眼窩

發炎性疾患，除可能造成視力嚴重的危害，

亦有可能破壞病人的面貌，最常見的就是甲

狀腺疾患所造成的凸眼。

當視神經受到壓迫，或凸眼導致眼瞼閉

合不全所造成的角結膜病變，往往是此疾病

惡化的眼科急症。大多數甲狀腺眼疾的病人

都可發現伴有甲狀腺機能亢進的問題，最常

見的就是自體免疫引起的甲狀腺亢進，又稱

作葛列夫氏病(Graves' disease)。

體內的自體免疫抗體攻擊甲狀腺，

進而造成甲狀腺增生腫大，並刺激甲狀腺

異常分泌大量的甲狀腺素。然而，即便是

甲狀腺低下的病人，例如橋本氏甲狀腺炎

(Hashimoto's thyroiditis)，或甲狀腺功能檢查

正常(euthyroidism)的患者仍有可能出現甲狀

腺眼疾。因此，甲狀腺眼疾跟甲狀腺疾病的

進程，並沒有明顯的前後因果關係。舉例來

說，已出現甲狀腺眼疾病人，大概只有40%伴

隨有甲狀腺相關身體症狀的發生。患有甲狀

腺亢進的病人中，也大概只有60%的病人最終

會發展出甲狀腺眼疾。

甲狀腺眼疾的發生率在女性約每10萬

人有16人，男性則為每10萬人有2.9人。危

險因子包括女性、中年及抽菸。女性發生率

較高的原因有可能與甲狀腺亢進發生率較高

文/眼科 黃晉德 主治醫師

甲狀腺眼疾

有關。尤其抽菸更是大幅增加甲狀腺眼疾的

風險約7至8倍，也明顯影響治療的效果。然

而，在嚴重的甲狀腺眼疾病患中，男性所佔

的比例卻高於女性4倍。

至於造成甲狀腺眼疾的病因，目前認

為是因為自體抗體錯誤攻擊了眼窩的纖維母

細胞，誘發其大量分泌細胞外基質及促進發

炎的細胞因子，進而吸引許多發炎細胞的浸

潤。另外，眼外肌的發炎肥大也會造成眼球

運動的限制及凸眼。由於眼眶骨的限制，眼

窩空間裡造成視神經的壓迫，嚴重者導致永

久性的失明。

甲狀腺眼疾跟其他自體免疫疾病不一樣

的地方在於具有自限性。病程的開始往往是

疾病活躍期，伴隨眼部症狀的快速惡化。當

嚴重到一定程度時，卻又回歸到症狀較平穩

的疾病穩定期，病程一旦來到甲狀腺眼疾，

就不太有機會能恢復到先前完全沒有症狀的

時候。這種特殊的表現，可以隨著病程的進

展，依其嚴重度變化，畫出著名的朗德爾曲

線(Rundle’s curve)（圖一）。

圖一：朗德爾曲線(Rundle’s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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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眼疾可能會出現的症狀包括了乾

眼、眼睛紅、複視疊影、眼球運動疼痛、及外

觀上的變化。而其臨床上可觀察到的症候，則

包含了最常見的眼瞼退縮(90%)、次常見的凸

眼(60%)（圖二），及第三常見的因眼外肌肥

大所致的眼球運動受限(40%)（圖三）；其他

還有雙眼向下注視時，上眼瞼隨之向下的時間

延遲、結膜充血、眼窩脂肪脫垂、角膜病變、

眼眶周圍組織水腫、及視神經病變。臨床上最

常見的眼瞼退縮及凸眼，往往造成病患外觀上

給人怒目圓睜的印象，也影響其人際交往。而

最嚴重會導致失明的眼科急症，則是壓迫性視

神經病變及暴露性角膜炎引起，若病患出現視

力下降，應立刻尋求專業眼科醫師的診療。

圖二：甲狀腺眼疾特徵

甲狀腺眼疾的治療需要各相關科別的醫

師合作。其治療的首要目標是嚴格監控甲狀腺

功能，因為甲狀腺功能的良好控制，有機會降

低甲狀腺眼疾的嚴重程度。其他一般的治療準

則，是視病患臨床表現介入，例如：眼睛乾

澀，就給予人工淚液或凝膠加強保濕；眼瞼閉

合功能不良，則可建議睡覺時枕頭墊高或考慮

貼透氣膠帶協助眼瞼閉合。

在疾病的活動期，類固醇治療仍是不可

或缺且有效的一環，也有助於降低未來的發病

率。其他還有許多免疫抑制劑可單獨使用或合

併治療。至於硒(selenium)的補充，目前認為

有機會顯著改善生活品質、降低眼疾的嚴重程

度、及減緩輕度甲狀腺眼疾病患的疾病進程。

至於放射線治療則扮演輔助治療的角色，可在

疾病活動期改善眼球運動。而當病患已出現視

神經病變或暴露性角膜病變時，手術治療就必

須及時介入，避免永久性的視力傷害。

然而，需注意的是，除非遇到上述需緊

急手術的情況，否則手術治療仍應保留至疾病

進入穩定期後，才較為恰當。而且甲狀腺眼疾

的手術治療有其順序性：首先，應先施行眼窩

減壓術，不論是透過移除眼窩脂肪或是藉由敲

掉部分眼窩骨以增加眼窩的空間，或多或少都

可改善凸眼及眼瞼退縮的問題；其次，考慮進

行眼外肌的調整，以改善眼球運動及複視的問

題；最後，才會進行到眼皮位置的調整手術。

圖三：甲狀腺眼疾核磁共振影像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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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科 黃晉德主治醫師 
專長

˙一般眼疾、角結膜暨外眼疾患、

   乾眼症、角膜移植

˙微切口白內障超音波手術、飛秒

   雷射白內障手術

˙眼整形、眼瞼下垂、鼻淚管阻塞、

   甲狀腺眼疾及凸眼症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黃斑部水腫、

   視網膜疾病手術及雷射治療

˙兒童視力保健、近視控制

   及角膜塑型片驗配

學歷/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雙主修法律系畢業

˙慈濟大學醫學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眼科部 兼任主治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眼科 主治醫師

˙慈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臨床教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眼科部 臨床研究醫師（角膜科、眼整形科、視網膜手術）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眼科部 總住院醫師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眼科   住院醫師

˙中華民國眼科醫學會 會員

˙中華民國視網膜醫學會 會員

˙台灣眼整形美容重建手術醫學會 會員

˙亞洲眼角膜醫學會(Asia Cornea Society) 會員

˙美國眼暨視覺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Vision and Ophthalmology) 會員

再次強調，甲狀腺眼疾的治療，是一條漫漫長路，也是臨床上極為難纏的病症，除了需要跨

專科醫師的合作，也需要病患耐心的配合，才有機會為病人尋求出最佳的照護方案。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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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耳鼻喉科 溫惟昇 主治醫師

從「微創、小傷口」到「無傷口」
耳內視鏡手術治療中耳炎、膽脂瘤
不再需要住院、剃髮、割耳與縫合

「我曾經去過好幾家大醫院，醫師說手

術要剃掉耳後的頭髮，還要從耳後切開長長

的傷口。」劉小姐因耳膜穿孔導致聽力受損

與反覆流膿，雖然相當困擾，卻因害怕手術

留下疤痕而猶豫不決。

三歲的程程罹患先天性膽脂瘤，原先

建議須鑿開頭骨來進行病灶的清除，父母擔

憂手術風險過大與傷口照護問題，遲遲沒有

接受治療。經過顳骨高解析度電腦斷層檢查

與詳細評估後，決定採用「耳內視鏡微創手

術」治療，除順利治癒外，還免去了割耳、

縫合與拆線之苦。

什麼是慢性中耳炎？膽脂瘤是腫瘤嗎？

慢性化膿性中耳炎為中耳發炎後，耳膜

破洞無法自行癒合(耳膜穿孔)，除了平時耳

悶、耳痛及聽力受損外，往往最困擾患者的

是反覆流膿，還常因合併黴菌感染而奇癢無

比。

膽脂瘤則是不正常的上皮侵入中耳，

會像皮膚般的分泌角質，堆積在耳內時，外

觀看起來白白亮亮的，故俗稱「珍珠瘤」。

雖非真正的腫瘤，但會如同腫瘤般擴散並侵

蝕周圍的顱骨、聽小骨等構造，除了耳膜破

洞、流膿外，對於聽力的破壞更加嚴重。

為什麼慢性中耳炎和膽脂瘤要積極治療？

中耳炎與膽脂瘤均會導致耳膜破洞，因

此外在環境的細菌隨時可能侵入。在這樣的

情況下，藥物僅能暫時控制細菌感染，停藥

一段時間後會再度感染、發炎。因此，除了

急性期於門診給予藥物，及仔細的局部治療(

清理膿液)外，應積極地以手術清除發炎病灶

並修補耳膜，以免聽力持續惡化，甚至引起

內耳感染，併發眩暈、神經性聽障，或顏面

神經麻痺、腦膜炎以及腦膿瘍等危及生命的

嚴重併發症。而膽脂瘤因其蝕骨的特性，疾

病進展與引起併發症的機會均高於一般慢性

中耳炎，更需要積極手術治療。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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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中耳炎/膽脂瘤手術如何進行？

為了足夠的視野與操作空間，傳統手術必須將耳朵後面的頭髮剃除一部分，由耳後切開約

5～6公分的傷口，取下筋膜後，還必須切開外耳道的皮膚以便進入中耳腔，手術後必須用繃帶

纏繞整個頭部來防止出血，往往需住院三至四天。

若為中耳炎合併膽脂瘤，則須另外鑿開膽脂瘤周圍的硬骨，範圍較大者為求徹底清除乾淨，

需移除外耳道後壁，因此術後耳道會擴大好幾倍，形成開放腔，除聽力較差外，因累積的角質、

皮屑不易自行排出，須定期回診清理造成不便。

耳內視鏡微創手術，免去住院、剃髮、割耳與縫合

拜科技進步與新一代手術技術所賜，耳內視

鏡可直接由耳道進入，廣角、高解析度與近距離觀

察的特性，可精準移除病灶，同時兼顧安全性並降

低風險。此外，免去了耳後長長的傷口，術後麻

木、出血與疼痛的情形也大幅減輕，縮短了復原的

時間。由於改採藏在耳屏內微小的開口(約一公分)

取下筋膜進行修補，外觀上看不出傷口，也不必縫

合、拆線，故不留疤痕。

手術後因出血量極少，不須纏繞繃帶，因此患者照護上相當方便，手術後可直接返家，免

去住院的麻煩。許多年長者或高風險族群因不適合全身麻醉而未接受手術治療，除聽力快速惡化

外，長年為耳朵流膿所苦。由於耳內視鏡手術傷口小而疼痛輕微，可採局部麻醉，故能造福麻醉

風險較高的族群。最重要的是，手術的成功率並不亞於傳統顯微手術，可達九成以上。目前此手

術於本院屬健保給付，無須自費。

中耳炎合併膽脂瘤的個案，若範圍侷

限在中耳，即便須鑿開硬骨也多半能經由

耳道於內視鏡輔助下清除，避免額外的傷

口。耳內視鏡手術的用途相當廣泛，用於

聽小骨重建手術與耳硬化症手術時，同樣

可發揮其微創、精準與安全之優勢。
經由耳內視鏡微創手術治療慢性中耳炎並修補耳膜，術後三週已完全癒合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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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視鏡微創手術與傳統顯微手術之比較

內視鏡微創手術 傳統顯微手術

術前準備 不需剃髮 需剃耳後頭髮

傷口大小 1公分，藏於耳內看不見 6公分，耳後可見

手術時間 一小時以內 一至兩小時以上

麻醉方式 局部或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是否住院 門診手術，不須住院 住院三天以上

傷口照護 不須包紮、換藥 需換藥、繃帶纏繞頭部

術後照護 免縫線、拆線 需縫合、拆線

出血及疼痛 少；極輕微 多；較疼痛

手術成功率 約九成 約九成

(以第一型鼓室成形術治療慢性化膿性中耳炎為例)

耳內視鏡手術搭配組織修復膜，無創、無傷口時代來臨

以往採取自體組織(如耳後、耳屏的筋膜

或軟骨)來作為修補耳膜的方式，目前有了重

大的突破。透過合成的組織修復膜作為移植

物，其細胞外基質可取代作為上皮細胞生長

的橋樑，主要成分為膠原蛋白、蛋白聚醣與

醣胺聚醣等，並內含生長因子可促進組織修

復。國內外已有充足的文獻支持，用於耳膜

修補的成功率高於九成。使用組織修復膜的

優勢在於不須取下自體筋膜，除了縮短手術

時間外，可完全免除切口，將耳內視鏡手術

「微創、小傷口」的優勢完全發揮，更進一

步提升為「無創、無傷口」。
組織修復膜可取代自體筋膜作為耳膜修補，免去額外傷口

9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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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覆覆的鼻塞是耳鼻喉科門診最常見

的症狀。常見原因，包含鼻中膈(隔)彎曲、下

鼻甲肥大(厚)、鼻竇炎、鼻瘜肉、腺樣體肥

大，鼻腔或鼻咽腫瘤。合併症狀有打呼(鼾)、

睡眠呼吸中止、張口呼吸或嗅覺變差。鼻塞

的原因不同，治療方式當然必須量身訂做。

鼻中膈彎曲或下鼻甲肥大患者，治療方

式為內視鏡鼻中膈矯正及下鼻甲微創手術(螺

旋刀手術- Microdebrider)。原理是利用微創

刀將下鼻甲肥大組織抽吸縮小，保留正常鼻

黏膜，接著在內視鏡系統下移除彎曲的鼻中

膈，術後外觀無傷口，幾乎100%解決鼻塞問

題，且復發機率低。手術時間約30分鐘至1小

時，門診手術或住院休養一晚。

文/耳鼻喉科 黃承楨 主治醫師

復發性鼻塞、鼻竇炎、鼻瘜肉

3D立體定位導航(Navigation)內視鏡微創手術

腺樣體肥大患者，治療方式為內視鏡微

創切除手術。原理是利用微創刀將腺樣體多

餘組織吸除，保留正常腺樣體組織，外觀無

傷口，也不會復發。手術時間約20分鐘，門

診手術，不需住院，術後當天飲食皆正常。

慢性鼻竇炎、鼻瘜肉患者，治療方式

則為功能性內視鏡鼻竇手術（Functional 

Endoscopic Sinus Surgery-簡稱FESS），一般可

以治癒8-9成患者。原理是利用內視鏡搭配微

下鼻甲肥大

鼻中膈彎曲

腺樣體肥大 腺樣體縮小

微創吸除

內視鏡矯正

1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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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旋轉刀，將病變的組織如鼻瘜肉，肥大骨頭移除。打開阻塞的鼻竇開口，恢復鼻竇纖毛功能。

但對於1-2成復發性鼻竇炎或鼻瘜肉患者，傳統內視鏡手術因為是2D平面視野，手術清除範圍就

相對來的保守，特別是在靠近眼睛或顱底的位置，造成治療效果大打折扣。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3D立體定位導航(Navigation)系統，已成為臨床內視鏡微創手術最重要的

幫手。原理是將病患術前電腦斷層影像上傳至導航系統，術中利用光學定位，建立個人即時(real-

time)3D立體影像。能將鼻瘜肉及發炎組織清楚定位(誤差範圍僅1~2mm)，進而區別眼睛、顱底等

正常重要組織，可精確定位並移除病灶組織，大大增加治癒率，降低併發症及增加病患手術安

全。目前立體定位導航系統，已納入健保給付範圍，患者不需要額外自費。

趙先生、75歲，曾於2011年接受鼻竇炎手術，當時住院4天，術後在移除鼻填塞物相當痛

苦。近幾年感覺到鼻塞反覆、黃鼻涕、嗅覺降低、睡眠品質不良，診斷為復發性鼻竇炎合併鼻瘜

肉增生。於2018年接受3D立體定位導航內視鏡微創手術治療，術後住院1晚，術後移除鼻填塞物

無明顯疼痛感。目前病患術後追蹤恢復良好，無鼻塞及黃鼻涕症狀，生活及睡眠品質大為改善。

個人化3D立體定位影像 導航系統搭配內視鏡微創刀

術前鼻息肉復發 術中3D立體定位切除 術後追蹤正常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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