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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骨科部 羅逸然 主治醫師

            黃莛予 專科護理師

前十字韌帶斷裂怎麼辦？

近年來，運動的人越來越多，因不當運

動所造成的膝關節傷害也愈來愈常見，而前

十字韌帶受傷是膝關節最嚴重的傷害之一。

十字韌帶最主要的功能是維持膝關節前、後

方向的安定性，在彎曲或伸直的時候，像繩

子一樣把膝關節緊緊地拉在正常的位置，這

種穩定性對正常的膝關節運動是很重要且是

必需的。

前十字韌帶斷裂常合併其他韌帶或膝關節

內部其他構造的傷害，如內、外側的側副韌帶

或半月板的損傷。許多患者在前十字韌帶斷裂

發生時會聽到「啪」一聲，然後就無法再繼續

活動，隨之有膝部疼痛、腫脹、膝關節無法活

動、膝部不穩等症狀；急性期過後自覺症狀改

善，並能走路，患者常以為已經恢復，但日後

膝部卻會反覆發生傷害、疼痛、關節常會有卡

卡的感覺。而研究報告也指出，曾經有過膝關

節傷害病史的人，有高於5倍的機會，未來可

能發展成退化性關節炎。

前十字韌帶斷裂不會造成膝關節功能

的過度限制，不過一旦斷裂就很容易反覆受

傷，引起膝關節的傷害(如:退化性關節炎、發

炎、腫脹等)。處理方法可分為手術治療和保

守治療；越年輕，運動需求越高，有膝關節

不穩定症狀者(或保守治療失敗)，則建議手術

治療；年紀較大，膝蓋不穩定症狀不明顯，

或日常生活膝關節使用需求度不高者，可以

考慮保守治療，但不論手術或保守療法，都

需要復健治療。

膝部磁振造影：前十字韌帶斷裂

 關節鏡視下：前十字韌帶斷裂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醫病共享決策



保守治療

當膝部尚稱穩定，且病患年紀大於40歲

或非運動員，可建議採保守治療。採取保守

復健治療約有9%的病患可以完全恢復運動功

能。根據諾愛斯(Noyes)三分則；有三分之一

的病患復健後可改善，而有三分之一病患病

情惡化，另外三分之一病患病情無變化。保

守療法以持之以恆的復健運動計劃為主，以

復健治療來增強肌肉的力量，尤其是股四頭

肌，目的是藉由強化大腿肌力，來增加膝關

節穩定度，以取代原來前十字韌帶的功能，

也建議可採用護膝或改變日常活動方式，以

避免膝蓋不穩定。而其復健成效及時間長

短，因人而異。

在臨床上，很多人以為手術是萬靈丹，

只要開刀以後就會好；也有不少人覺得復健

辛苦又耗時，開刀比較快，這些都是錯誤的

觀念。事實上，不管開不開刀，都要做復

健，而且復健的時間最少需要一年。

手術治療

一般考慮手術治療的病患會有以下的

特點:1.膝關節不穩定或半月軟骨破裂需修補

或部分切除者；2.想繼續從事體育活動者；

3.不願改變生活生式以適應膝關節不穩定

者。目前手術的方式是以韌帶移植重建治療

為主，而前十字韌帶斷裂常合併半月軟骨等

其他關節內軟組織受損，在進行關節鏡韌帶

重建手術的同時，可進行半月軟骨或其他關

節內軟組織修補，儘可能縫合保存完整性，

降低日後關節炎之產生。

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可使用膝關節鏡執

行，手術視野清楚，不需打開關節囊，傷口

小，減少術後的疼痛，住院期短、恢復快。

移植體可分三類：自體韌帶移植、異體韌帶

移植、人工韌帶移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後

即可開始進行股四頭肌強化復健運動，六週

可恢復正常活動，三個月內正常工作，三到

六個月可以開始慢跑強化肌肉，九到十二個

月重回運動場。

關節鏡視下:前十字韌帶破裂鬆脫 關節鏡視下:前十字韌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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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字韌帶斷裂治療方式比較 

韌帶重建手術治療 保守治療

治

療

方

式

手術方式：前十字韌帶重建。

麻醉方式：全身、半身麻醉皆可。

材質選擇：自體韌帶、異體韌帶、人工韌帶及

                 自費特殊固定器。

復健治療：需配合術後復健治療，可尋求復健       

                科醫師協助。

1. 冰敷、熱敷。

2. 藥物治療。

3. 輔具固定。

4. 復健運動。

優

點

2018年美國發表的研究，40位接受前十字韌帶

重建手術運動員，約十個月後重返運動場，一

年後95%的人恢復運動，78%的人恢復過去運動

的水平，二年後，所有運動員恢復運動，95%達

到了受傷前水平，只有一名運動員再次受到前

十韌帶斷裂的損傷。  

 (一年後，31人恢復過去運動水準)。

(二年後，38人可恢復過去運動水準)。

1. 持之以恆的復健，能強化大腿肌力，增

加膝關節穩定度。

2. 避免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可能產生的風

險及併發症。

缺

點

1. 可能需要再次手術：有些人可能因再次前十

字韌帶斷裂，需再次接受前十字韌帶重建手

術。

2. 韌帶重建手術可選擇自費品項以增加成功

率。

復健的時間及成效因人而異，可能因關節

不穩定，無法再從事激烈運動。

風

險 

1.手術風險：手術傷口感染、傷口不癒合、韌帶

  鬆脫、血栓產生或是神經血管受損。

2.麻醉風險：所有麻醉都是有風險的，但其麻醉       

  發生的併發症並不常見。

復健若失敗，導致長期膝關節不穩定，肌

肉萎縮，加速關節磨損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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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病了，不要在我身上放滿管子，延

長受苦也沒意思！」

「哪一天吞不太好了，我也不想被放鼻胃

管！」

「不要每天躺在床上任人擺布的生活！沒有

品質！」

「我希望有尊嚴的過日子！」

隨著時代的演進，老、病、死的議題

似乎不再是那麼禁忌的話題，在服務病人的

過程中，甚至常聽到病人、家屬主動提出：

「不要插管、急救、CPR！」的想法。有這

樣的念頭固然美好，但如此性命攸關的醫療

決策，只有口頭表達、臉書公開PO文就算數

嗎？

在臨床醫療的情境中，任何重大醫療決

策都要有書面文件為憑，「預立安寧緩和暨

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即為表達上述意願的

一份正式文件，只要您年滿20歲，意思表達

能力具法律效益，即可在任何時間、地點預

先簽署。此文件主要保障在「末期病人」的

狀態下，有選擇 (1)接受安寧緩和醫療的照護 

、(2)拒絕心肺復甦術(俗稱放棄急救)、 (3)拒

絕維生醫療(不給予任何延長瀕死時間的治療)

的權利。

文/緩和醫療病房 范淑詒 護理師、王銘雄 個管師、周希諴 主任

我國今年1月6號正式施行的《病人自主

權利法》(以下簡稱病主法)，又和「預立安寧

緩和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有何不同呢？

病主法不僅適用於「末期病人」，更

進一步將「不可逆轉之昏迷、永久植物人、

極重度失智、其他經政府公告之疾病」等臨

床條件囊括在內，讓民眾自行決定「維持生

命治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使用。

但由於上述臨床條件下的抉擇事關重大，病

主法特別設計「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由醫

療團隊向您與家人清楚說明個別選項所面臨

的結果、存活期預估、後續照護責任、緩和

醫療團隊如何介入，並協助釐清您與家人的

想法、疑慮、擔憂，確保您充分知情，即可

按照自己的醫療期待完成「預立醫療決定

書」，透過2位見證人在場見證或經公證人公

證後，醫療機構核章並將您的文件上傳至衛

福部資料庫、註記於健保IC卡生效，以確保將

來到任何一間醫療院所就醫，都能查詢到您

的意願。

台灣的病主法是亞洲第一的，賦予每

個人描繪善終輪廓的權益，尊重並成就個人

善終的理想。所以「面對人生的期末考，

您準備了嗎？」若想進一步了解相關訊息，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專線」歡迎來電：04-

24739595轉38505。

把握自主善終權益，一起來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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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附醫成果

本院為衛生福利部核定之器官移植醫

院，持續推動並發展移植醫學相關業務，目

前已可進行心、肺、肝、腎、眼角膜等大愛

器官移植及親屬間捐贈腎臟之活體移植。

值得一提的是107年05月31日肺臟移植

團隊完成罕見的卡司特曼病，合併阻塞性細

支氣管炎之雙肺移植。讓一位臥床2年多的14

歲少女可以踏出醫院重見陽光、呼吸新鮮空

氣。同年09月31日心臟移植團隊完成一位48

位男性因嚴重心衰竭置放左心室輔助器且幸

運等待25天即獲得大愛捐贈的心臟移植。

而本院之人體器官保存庫於106年04月

12日通過後，提供給需要修補骨骼、肌腱、

韌帶等組織之病患一個無償受贈機會。而今

後更會以眼角膜、皮膚、血管、瓣膜為陸續

推展目標，讓器官捐贈者得以用不同方式來

造福人群，延續大愛於人世間。

器官捐贈移植知識學堂

Q：什麼是大愛器官捐贈？

A：指一個人完成個人意願的簽署或家屬的同

意，將其可用的器官或組織，無償捐贈給需

要的病人，以幫助其恢復健康，改善生活品

質。

Q：如果表達了器官捐贈的意願，當被送到醫

院時，是否會影響到照顧的醫療品質？

文/器官移植中心 夏君毅 主任

A：基本上，器官捐贈是要等到所有救命措施

都失敗，醫療人員與病患家屬開始討論死亡

時，才會被提出的問題。所以表達了器官捐

贈的意願，並不會影響到應有的醫療照顧品

質。而移植小組要一直等到家屬同意並簽署

器官捐贈同意書後才會被通知。救人是所有

醫護人員的責任，他們會竭盡所能來挽救病

患的生命，不會因病人或家屬作器官捐贈的

決定而有所疏忽。

Q：器官捐贈後，遺體外觀是否會受影響，喪

葬事宜能否如常進行？

A：器官摘取時是採用嚴謹的外科手術標準，

如同你在醫院接受任何的外科手術，手術後

醫師會仔細縫合並且維護外觀。因此，喪葬

事宜必定能如常進行。

Q：如果不想捐出所有器官，可以只捐一個器

官嗎？

A：當然可以指定自己想捐出的器官種類，醫

院會尊重每一個人的意願。

Q：受贈者如何向器官捐贈者家屬表達感謝或

取得聯繫？

A：可以用不具名的方式，以感謝卡或慰問

信，透過移植醫院的社工師轉交給捐贈者

家屬。在台灣甚至歐美國家，為保障個人隱

私，免除不必要的困擾之故，捐贈者家屬及

受贈者是不得相見的。

知識學堂 器官捐贈移植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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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是否可以指定捐贈給某位特定人士？

A：器官捐贈是大愛的延續，每一個生命都是

可貴的。捐贈是需要有諸多的考量，如組織

抗原基因(HLA)的資料及保有血清，以便進行

與捐贈者配對的檢查...等。且器官來源取得

不易，誰最適合，交由專業的醫護人員來處

理，將會有最好的安排。

Q：植物人可以捐贈器官嗎？

A：不可以。植物人是因腦部病變或其他系

統的疾病合併腦病變，導致大腦功能喪失。

此類病人沒有思考、記憶、認知、行為或語

言能力，但可以有臉部動作，且腦幹功能正

常，可維持自發性呼吸、心跳，所以不能捐

贈器官。

Q：器官捐贈與大體捐贈有何不同？

A：器官捐贈－僅將功能完整器官摘取，移植

給血型及組織配對相符之器官衰竭病患。

大體捐贈－是提供遺體給醫學院、醫學大學

之學生解剖教學，或病理解剖研究之用；但

器官捐贈後，仍可提供遺體病理解剖研究之

用。

Q：為什麼和家人討論是重要的事？

A：根據現行法律，除了腦死患者本身有捐贈

意願外，還要取得捐贈者家屬書面同意，始

能進行器官摘取。能夠進行器官捐贈的條件

限於腦死的情況下，而腦死大多是由突發之

重大意外事故或疾病造成的緊急情況，家屬

當下處於極大的震驚及悲傷情緒中，對於要

接受或決定相關訊息往往措手不及；因此，在

簽署器捐卡後與家人直接溝通，可以幫助家人

已經理解且做出同意捐贈之決定，並完成您大

愛助人心願。

Q：我如何表達要成為一個器官捐贈者的意

願？

A：認同器官捐贈大愛助人的理念，您可以簽

署「器官捐贈同意書」，並申請註記器官捐贈

意願於健保IC卡。

簽署管道如下：

1.透過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器官捐贈移植

登錄中心等網站線上簽署，並列印同意書，親

筆簽名後郵寄。

2.到全國各醫院、衛生所、健保署等服務窗口

索取同意書填寫郵寄。

3.免費諮詢電話：

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0800-091-066

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0800-888-067

※無論是選擇以健保IC卡註記器官捐贈意願或

是索取器官捐贈同意卡，衷心希望您也能與家

人、朋友討論、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分享您對

器官捐贈的看法與決定。

※並不是每位簽署人都有機會捐贈器官，「器

官捐贈」係遭意外造成腦死狀態（占所有死亡

人數1%），醫院仍會徵求兩位近親家屬之書

面同意書，且須經兩次腦死判定，方能完成捐

贈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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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捐贈流程圖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未來展望

本院致力於器官勸募觀念推廣、配合

衛生福利部策略，讓民眾能接受器官捐贈觀

念，使這觀念是隨時可談論且不再是避諱之

話題，以增加註記意願並提升器官捐贈者的

風氣。而造福人群延續大愛為捐贈者和受贈

者盡一份心力，為本院不變之使命。

指定器官捐贈

①如果器官捐贈者和待移植者是配偶、

五親等內血親、姻親的關係，同意捐贈的器官

若超過二個器官，其中一個器官可以指定捐贈

給自己的親屬。②完成器官捐贈後，日後捐贈

者的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若有器官移植之需

要，就有優先獲得大愛捐贈器官的機會。

親等推算表

圖片來源：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要讓器捐意願徹底被落實，除了填寫器

捐卡並在健保IC卡加註之外，讓周遭的親友了

解您對器官捐贈的想法、建立器官捐贈與移植

的正確觀念，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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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盛行率

肝癌在當前台澎金馬地區惡性腫瘤中，

無論男性女性，死亡率皆為第二名。台灣每

年有超過1萬1千人診斷出肝癌，而民國105年

就有高達8,353人死於肝癌。顯見肝癌的診斷

及治療，一直都是國人極重要的健康議題。

肝癌成因

慢性病毒性肝炎感染 (B型/C型肝炎)

目前肝癌中大部分是肝細胞癌，在台

灣，肝細胞癌八成五以上是和慢性病毒性肝

炎感染有關(B型肝炎、C型肝炎)。因為慢性病

毒性肝炎會造成肝硬化，進而產生肝癌。

非病毒性肝癌

研究發現代謝性疾病風險因子與非病毒

性肝癌有顯著相關。其中最重要的三個風險

因子分別為: 

(一)脂肪肝(由超音波檢測)，

(二)糖尿病史，

(三)三酸甘油脂過高 (Triglyceride >160 mg/

dL)。

此研究已於去年4月發表於著名之美國肝

病研究學會(AASLD)官方出版期刊Hepatology 

Communication。

肝癌檢查

門診就可以做抽血及腹部超音波檢查。

如有發現疑似腫瘤時，可進一步做電腦斷

層、血管攝影、核磁共振檢查輔助診斷。

文/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彭仲毅 主治醫師

治療選項

目前肝癌的治療選項有：酒精注射，腫

瘤射頻消融術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RFA)，

及一般手術治療。

不可否認的是，對於腫瘤治療來說統計

顯示，手術都較非手術治療的預後有更高機

率。但病患選擇手術或非手術治療時，卻往

往因年紀而有所顧慮。青壯年因身體各方面

較為強健，大部分病患較會願意選擇開刀的

方式，然而遇到年紀較大的病患時，擔心手

術對身體的負荷，有很高比例較不敢選擇手

術治療。可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根據日本今年發表在最新一期外科學年

鑑（Annals of Surgery）的一項大型肝癌治療

研究顯示(研究共收納6,490病人，發表於Ann 

Surg 2019 Jul;270(1):121-130.)。當罹患肝

癌時，選擇開刀的病患預後及復發率都明顯

比非手術性治療的病患預後好的比例更多。

更值得一提的是，該項研究收納的病患年紀

皆大於75歲以上。因此即使是老年人罹患

肝癌，手術治療也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選

項。

最後，預防勝於治療，隨著社會形態

逐漸高齡化的情況下，可預見老年人口將越

來越多，請記得給長輩安排定期健康檢查，

同時有代謝症候群的病患務必留意飲食的控

制，同時規律服藥好好控制各項指數。此外

若有長輩罹患肝癌時，手術也會是一個值得

評估的選項。

面對肝癌，我們能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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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是台灣的國病，肝炎、肝硬化、肝

癌三部曲，病患最終往往在等待換肝中，尋

求生命的延續。因此，台灣的肝臟移植也在

各種器官移植案例數中佔多數，而催化台灣

肝臟移植手術的發展。

1984年，陳肇隆教授完成了台灣首例、

也是亞洲第一例的肝臟移植手術，1997年完

成同樣是亞洲第一例的分割肝臟移植手術．

肝臟移植適用於不可逆的進行性肝病，且無

其他方法可以有效治療。

由於手術侵襲性高，肝癌復發率亦高，

移植在最初並非肝癌的標準治療。過去，若

病患無法接受手術切除或射頻燒融等治療的

話，往往就是墜入絕望深淵。然而，隨著移

植醫學的進步，肝臟移植成為肝癌的標準治

療之一。

至於肝癌患者要移植，必須是癌腫瘤

尚小、數量少，未侵犯血管也未發生遠端轉

移，且不適合其他治療方式者，才適用。能

符合條件的，肝臟移植效果也最好。因為肝

臟移植只能去除肝臟內的癌細胞，如果癌症

文/消化外科 林毓冰 住院醫師

肝膽腸胃消化外科 李祥麟 主任

已經有了肝臟外的轉移，或是又罹患了其他

癌症、且無法確定是否已經根除，即便換了

一個乾淨、沒有症細胞的肝臟，因為癌細胞

已經跑到肝臟以外的地方，復發機會仍然很

高，換肝也無法一勞永逸。

另外，酒精成癮的肝硬化患者，若本

身的成癮問題無法戒除，即使接受移植，仍

無法消除造成肝臟問題的病因，做了移植手

術，還是無法「保肝」。心肺疾病、腎功能

不佳、感染症的患者，不僅做肝臟移植手術

風險高，也可能因為其他疾病的因素，造成

肝臟移植的效果不佳，都是不合適以器官移

植治療肝病的族群。

肝臟移植之所以需要嚴格評估，除了讓

患者能在較安全的條件下接受治療，把可能

承擔的風險降至最低外；由於器官來源不充

足，在病人權益及資源分配下陷入取捨和平

衡的兩難。

目前肝癌病患，接受肝臟移植的5年存

活率均達70%以上，不遜於良性疾病而接受

移植的成績。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可能

肝臟移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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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成效：(1)在影像學上，不能有血管侵

犯。(2)接受腦死捐肝者，若只有單顆肝癌，

須小於5公分；若為多發性肝癌，則不可多於

三顆，其中最大顆之直徑不大於3公分(Milan 

Criteria)。(3)接受親屬活體捐肝者，若只有單

顆肝癌，須小於6.5公分；若為多發性肝癌，

則不可多於三顆，其中最大顆之直徑不大於

4.5公分且三顆肝癌直徑總合不可大於8公分

(UCSF criteria，美國舊金山大學準則)，也是

我國健保署所採用的審核標準。因此，許多

肝癌患者受惠於肝臟移植。

另外，針對肝癌降期治療是指腫瘤超過

移植的標準，先以肝動脈栓塞、射頻燒融，

甚至切除術來進行肝癌治療，設法先降低肝

癌期別。經治療一段時間後再評估腫瘤分

期，如符合標準，仍可進行移植手術。

　

肝移植的適應症:

在台灣最常見的適應症，成人是B型肝炎引起

的肝硬化；兒童則是膽道閉鎖症。

一、極期慢性肝病:

甲、肝實質肝病

1. 壞死後肝硬化(病毒性、藥物引起)

2. 酒精性肝硬化

3. 自體免疫肝病

4. 隱因性肝硬化

5. 新生兒肝炎及其他肝病(先天性肝纖維

    化等)

乙、膽汁鬱滯性肝病

1. 膽道閉瑣症及其他肝病(Alagille氏症候

   群、Byler氏病等)

2. 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

3. 硬化性膽管炎

丙、肝血管疾病

1. Budd-Chiari 症候群

 2. 靜脈阻塞疾病(veno-occlusive disease)

二、猛暴性肝衰竭

1. 病毒肝炎

2. 藥物引起(如halothane, sulphonamides等)

3. 代謝性肝病(如Wilson氏病，Reyes氏症

    候群等)

三、遺傳性代謝肝病

1. 肝醣貯積症

2. α1-抗胰蛋白脢缺乏症

3. Wilson氏病

4. 其他(tyrosinemia等)

四、 肝臟惡性腫瘤

1. 肝癌(肝硬化並不等於肝癌)

2. 膽管癌

3. 肝肉瘤

五、再移植

六、其他

1. 肝內結石

2. 多囊性肝病、Caroli氏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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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接受肝臟移植的病患：

AIDS、肝門靜脈阻塞、肝外轉移、其他癌

症、無法控制的感染、酒精或藥物成癮、嚴重

心肺疾病或糖尿病、無法服用免疫抑制劑。

肝臟移植前的評估及檢查：

1. 血液檢驗：包括一般血液、生化、血清

檢驗、肝炎及病毒篩檢、組織基因配對

(HLA)。

2. 心電圖、X光、心臟及腹部超音波、腹部斷

層掃描或核磁共振檢查、肝臟血管攝影評

估。

3. 身體評估：基本生理檢查、疾病史。

4. 社會心理評估：精神狀態、家庭支持系統。

肝臟移植術後的併發症：

1. 排斥：發生在術後任何時間，尤其是術後第

一年，但可以治療，不一定會失去新的肝

臟。

2. 感染：因為服用抗排斥藥物會抑制免疫功

能，相對也增加感染的機會。

3. 癌症：因為服用抗排斥藥物會抑制免疫功

能，引起癌症之機率也比正常人高。

4. 早期移植肝無功能：大部份因為手術過程

造成的肝臟損傷所導致，嚴重者會引起肝

臟衰竭，必須再緊急接受第二次移植。

5. 情緒不穩定、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

骨質 疏鬆、體型外觀改變：如肥胖、毛

髮增生等；大多是藥物的副作用引起的，

可因藥物的調整 而減少這些副作用。

6. 其他合併症：如出血、血管狹窄、膽管阻

塞等。

7. 任何嚴重合併症都有可能導致死亡。

肝臟移植醫療團隊：

對肝移植病患而言，出院並非代表結

束，而是另一個新生活的開始，本院除了在

移植術後提供急性期的醫療照護，更在出院

的日常照護上，轉介相關醫療團隊，如：各

次專科醫師、協調護理師。有任何疑問皆歡

迎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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