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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3D微創尖端醫療科技，讓頭頸部腫瘤

患者多了一項手術治療選擇。

位於舌根、扁桃腺、軟顎的口咽、下咽及喉

等處的惡性腫瘤就是俗稱的咽喉癌，其傳統開放

式手術多需要從下唇切開下巴或頸部切開，鋸開

下頷骨和切開周圍組織深入咽喉部切除腫瘤，除

造成較大的傷口、破壞許多正常組織及提高出血

與感染外，術後也可能有顏面損傷、骨頭癒合不

良、咬合功能不良、吞嚥困難或傷口持續麻痺等

問題。

對於局部早期的咽喉癌，達文西3D經口微創

手術 (Transoral robotic surgery, TORS)可縮小傷口，

精準切除腫瘤，止血功能佳，下巴不用切開，免

除鋸開下頷骨。

莊俊義 醫師
現任│

• 耳鼻喉頭頸外科主治醫師

• 綜合科病房主任

專長│

• 口腔癌 咽喉癌 頭頸腫瘤微創手術

• 達文西3D微創手術

• 鼻炎 鼻竇炎3D立體定位導航微創手術

•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症3D微創手術

• 經口甲狀腺微創手術

• 喉聲帶微創手術

• 小兒耳鼻喉微創手術

• 中耳炎微創手術

達文西3D

咽喉癌微創手術
文/耳鼻喉頭頸外科 莊俊義 副教授、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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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早期咽喉癌接受達文西3D微創手術後，如果病理報告沒有任何危險因子，病人可能僅接

受手術就足夠，不需要術後再接受化放療；對於術後需要輔助化放療的病人，其接受放射線的劑

量是低於沒有手術的化放療病人，因此也降低了吞嚥功能障礙。

案例一、81歲盧先生舌根癌第一期(T1N0M0)，因不想接受放射治療而尋求達文西微創手術，

TORS手術後病理報告無任何危險因子，術後一年追蹤至今腫瘤無復發，吞嚥功能正常。

                                      術前內視鏡、MRI可見舌根腫瘤  

           

       達文西3D經口微創手術，精準切除舌根腫瘤 (☆)手術後1年，咽部黏膜正常，腫瘤無復發。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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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61歲江先生，下咽癌第三期(T2N1M0)，主訴左側頸部腫塊兩個月，檢查發現左側下

咽腫瘤及左側頸部淋巴轉移，因有淋巴結轉移等危險因子，術後接受輔助化放療，治療後1年追蹤

無復發。

               術前內視鏡可見左側下咽腫瘤                  治療後1年追蹤無復發

咽喉癌手術方式比較表 

傳統開放式手術 達文西3D經口微創手術

傷口 較大 較小

周圍組織破壞 較多 較少

顏面損傷 較多 不需切開下巴或鋸開下頷骨

出血與感染 較高 較低

保留咽喉的功能 較不佳 較佳

併發症 較多 較少

住院天數 較多 較少

恢復說話及吞嚥功能 較晚 較早

費用 健保 自費

對於適合執行哪一種手術治療方式，請與您的主治醫師諮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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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承楨 醫師
現任│

• 耳鼻喉頭頸外科主治醫師 

專長│

• 鼻竇炎3D立體定位導航(Navigation)

     微創手術

• 過敏性鼻炎、鼻中膈彎曲、下鼻甲肥

     大內視鏡微創手術

• 打鼾，睡眠呼吸中止電漿刀、3D立體

     微創手術

• 無傷口中耳炎內視鏡微創手術

• 小兒腺樣體肥大，扁桃腺肥大電漿刀

     微創手術

• 頭頸部腫瘤、甲狀腺腫瘤及口腔癌手術

• 聲帶息肉、麻痺、喉部腫瘤顯微鏡手術

『醫師，我鼻子好塞，吸不到氣，很不好

睡』是最常在耳鼻喉科門診的對話。過敏性鼻炎

盛行率高達3成，三大症狀包含鼻塞、流鼻水、

及打噴嚏。其中鼻塞為最常見的主訴，其餘伴隨

症狀包含睡眠品質不良、頭痛、張口呼吸等，嚴

重影響生活品質。 

第一線治療為口服抗組織胺或鼻噴類固醇。

然而，部分患者用藥後，症狀始終無法改善。鼻

塞的原因主要歸因於肥厚的下鼻甲組織，又稱肥

厚性鼻炎或下鼻甲肥大。在過去，針對下鼻甲

肥大的處理方法包含傳統下鼻甲切除，射頻手術

等等。傳統下鼻甲切除傷口大、出血量多，術後

必須在鼻腔用紗布塞好塞滿，還必須住院數天觀

察。而射頻手術雖然手術時間較快，但術後容易

復發，而且傷口結痂問題嚴重，常伴有鼻腔異

味，常需數週時間來處理結痂問題。 

目前最新處理肥厚性鼻炎的手術方法為微創

旋轉刀內視鏡手術。原理是在內視鏡系統下，利

文/耳鼻喉頭頸外科 黃承楨 主治醫師 

治療頑固型鼻塞

(下鼻甲肥大、鼻中膈彎曲) 

微創旋轉刀合併
內視鏡下鼻甲偏折手術 

微創系統旋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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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mm大小的旋轉刀片及鑽頭將下鼻甲肥厚組

織吸除，能精準移除肥厚組織，完整保留鼻甲

黏膜。除了效果好，傷口小，出血量少，也大

幅減少術後結痂的問題。 

然而，部分肥厚性鼻炎患者除了鼻黏膜軟

組織肥厚外，骨頭硬組織也會出現肥厚增生現

象。由於旋轉刀無法移除骨頭組織，單純使用

旋轉刀並無法有效緩解鼻塞症狀，此時必需在

內視鏡下將肥厚的鼻甲向外偏折。文獻指出，

微創旋轉刀合併內視鏡鼻甲偏折，能有效擴大

鼻閥(Nasal valve，由外側鼻翼、鼻中膈、下鼻

甲3樣組織構成，佔上呼吸道三分之二阻力，

對鼻塞影響最為重要，一般角度小於10-15度

就會鼻塞)。 

參考文獻
1. Moss et al. Plast Reconstr Surg 2015 Nov;136(5):710e-1e.
2. Aksoy et al.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10;143:579–584. 
3. Passàli et al. Ann Otol Rhinol Laryngol. 2003;112:683–688. 
4. Marquez et al. Am J Rhinol. 1996;10:387–391. 

研究指出，無論在病患主觀的鼻塞問卷

調查上，或是客觀鼻腔鼻阻力及截面積的測

量，追蹤數年後，都能獲得更長久及更優良的

效果。手術時間約30分鐘，手術部分為健保給

付，旋轉刀醫療耗材則需自費。術後飲食活動

皆正常，一週內避免跑步、拿重物等激烈活動

即可。 

下鼻甲肥大患者，合併有鼻中膈彎曲問

題，可同時在內視鏡下矯正。原理是將鼻中膈

黏膜做一小切口，僅移除彎曲的部分，剩下鼻

中膈骨頭不動，因此不影響外觀及鼻子結構。

此外，若有鼻息肉的患者，可利用導航定位系

統一併將息肉切除。若對手術內容想詳加了解

者，可至門診諮詢或在筆者臉書上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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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癌已位居十大癌症之一，女性發生率約為男性的

3倍，其中又以20-40歲女性為多數。9成的甲狀腺癌為分化

良好的甲狀腺乳突癌或濾泡細胞癌，手術摘除病灶後，再針

對有癌細胞殘餘或轉移的患者，給予碘-131的同位素治療及

追蹤，平均5年存活率可達98%。

目前需要同位素治療的大宗案例為甲狀腺癌患者接受

碘-131治療；甲狀腺癌治療以手術切除為主要治療方式，後

續再依風險評估決定要不要進行碘-131治療，治療劑量落在

30-200mCi(毫居禮)之間；依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的安全規

定，「碘131治療」劑量大於30毫居禮以上的病患必須入住

「輻射治療隔離病房」以達成輻射安全。

文/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楊宜瑱 主任

甲狀腺癌的碘-131

同位素治療如何隔離？

要注意什麼？
楊宜瑱 醫師

現任│

•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主任

專長│

• 糖尿病

• 高脂血症

• 肥胖症

• 甲狀腺疾病

• 副甲狀腺疾病

• 腦下垂體疾病

• 腎上腺疾病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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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於2019年設立『同位素治療中

心』，新設的輻射隔離病房為兩間獨立單人

病房，其四週及樓板皆有完善地輻射屏蔽，

可隔離治療最高劑量為300毫居禮，提供接受

同位素治療的患者使用，也接受其他醫院轉

診有需要的病人前來治療。

近期一位從南部轉介到本院的病患，於

南部醫院診斷甲狀腺癌接受甲狀腺全切除手

術後，須於術後4-6周內給予碘-131的治療。

然而因輻射隔離病房不足，平均得等待1-2個

月以上，藉由內分泌學會平台可得知全台設

有輻射隔離病房之醫院，醫師可依據病患照

顧方便及時轉介至適合之醫院接受碘-131的

治療。

環境介紹：

每間輻射隔離病房皆為單人病房，配有

獨立衛浴，無線網路、電視等設備，讓患者於

入住期間能更加舒適；由於此病房為一隔離空

間，故配有24小時攝影監控系統以及遠端生

命徵象監控，讓照顧的醫護人員可以隨時掌握

患者情況；此外，相關的輻射屏蔽，監測系統

也都符合原子能委員會相關規定。

出院注意事項：

患者入住約2-3天，身上輻射殘餘劑量經

偵測符合標準，即可出院，後續再回門診追

蹤。由於身上仍有殘餘輻射，出院後建議按照

衛教單張上指示，進行個人輻防管理，以降低

周遭人不必要的曝露；甲狀腺素的補充及飲食

也都在出院後隔天即可恢復正常。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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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治療俗稱『電療』，是指使用產生放射性的儀器

（如直線加速器）或利用本身具有放射性的物質來治療病人。

運用較高能量的放射線來破壞癌細胞，抑制癌細胞的生長與分

裂，達到治療的效果，或者減輕腫瘤壓迫所導致的疼痛，及受

腫瘤侵犯導致的出血問題。

放射線治療屬於局部性治療，只有照射到的地方才會產

生副作用。接受放射線治療時，如胸部X光檢查一樣是看不

到、聽不到、也感覺不到的，其治療的療效與反應，由每日的

治療累積而產生；放射線治療必須等到幾乎所有的劑量都給了

之後，才能期望達到預期的效果。治療期間，您不需擔心與他

人接觸，因為身體不會殘留輻射。

放射線治療的常見方式有三種：體外遠隔放射線治療、

體內近接放射線治療與術中放射線治療。

• 體外遠隔放射線治療

治療之前，針對治療部位進行相關的影像檢查及癌症病情

分析，製作個人化的固定身體模具或面具。藉由3D電腦斷層模

擬攝影定位，取得腫瘤相對位置，治療一般約需要30分至1小

時不等。利用電腦計劃系統，針對每位患者不同的情形，以模

擬攝影定位所取得的個人化影像為基礎進行精密運算，一般

約需要5-10個工作天。每日固定時間治療及治療中每週定期門

診，評估病情的變化、治療的反應及預防副作用的發生。本院

直線加速器設備介紹(圖：中山附醫大傳中心製作) 。

• 體內近接放射線治療

將高能量的放射線射源放入離腫瘤最近的地方，在短時

間內給予高劑量的放射線來摧毀腫瘤，且降低放射線傷害到正

常組織，常治療的癌症包括子宮頸癌、子宮內膜癌、肺癌、鼻

咽癌及食道癌等。治療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不舒服主要來自置

入身體的器械所造成，通常醫師會給予一些藥物，如止痛劑

文/放射腫瘤科 李岳駿 主治醫師

楊蕙芳 護 理 師 

您知道什麼是放射線治療嗎 ?

李岳駿 醫師

現任│

• 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

專長│

• 泌尿道癌放射線治療

• 術中放射治療

• 肺癌放射治療

• 乳癌放射治療

• 婦癌放射治療

• 腦瘤立體放射手術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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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減緩不適與協助放鬆身體得順利完成

治療。治療一般約需要30分至2小時不等。

• 術中放射線治療

常用於早期乳癌治療，經醫師評估若復

發風險較低，可考慮只照射原先腫瘤生長的

周邊位置(部分乳房照射)。乳癌手術中放射治

療為部分乳房照射的一種選項。優點為：

•一次性的治療，且於手術過程中同時完

成，可以減少病患舟車勞頓。

• 皮膚相關副作用較少。

•減少對非乳房組織的不必要照射術劑量。

適合選擇術中放射線治療的族群：

•大於等於45歲的乳腺癌病患、腫瘤小於等

於3公分、雌激素受體(ER)陽性者為佳。

術中的冰凍切片必須沒有淋巴結轉移的證

據。

•其他不符合上述條件者，若仍強烈希望接

受手術中放射治療，可於術前與放射腫瘤

專科醫師詳細討論後決定。

 •隨著腫瘤醫學的日新月異，追求癒後良好

生活品質的治療方式紛紛順勢而生，治療

設備也有多種選擇。整體而言，現今的放

射治療技術有長足的進步，醫療機器能夠

符合高精確的治療需求。但放射治療並不

能僅依賴精良的設備，最重要的是專業的

治療團隊，包括放射腫瘤科專科醫師、護

理師與跨科團隊在診療上的整合，以及醫

學物理師、醫事放射師、維護工程師，在

治療計畫與設備的品質管控及保養作業，

才能確保治療執行的品質。對於是否適合

執行放射線治療或該選擇哪一種治療方

式，可向放射腫瘤科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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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子造影的臨床角色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與醫療服務普及

化，大眾對於醫療的品質的需求也水漲船

高。精確的診斷與有效的治療是現代醫療所

極力追求的。相比於傳統影像檢查，正子掃

描優越的診斷特性有別於一般的放射線診斷

的解剖影像，核醫檢查能反映生理功能變化

的特色。而正子造影更因此特色脫穎而出，

藉了解病灶處的功能代謝變化，使醫師準確

的掌控腫瘤的分期、治療前的預後預測、治

療的效果評估，以及追蹤時若發現腫瘤復發

時的再分期，治療計畫的再擬定等。近年來

癌症存活期延長不僅是治療技術的突飛猛進

外，精確的診斷檢查，尤其是正子造影更是

功不可沒。對於腫瘤病患的診治而言，是一

項十分重要的檢查。 

 
◆正子造影的原理 

放射性核種衰變時會發出輻射線。某

些人造核種衰變時因為物理特性會釋放出正

電子。吾人將此等核種與能反映人體病理變

化的藥物化學結合成正子藥物，投與人體可

用以產生影像，所以稱為正子造影。正子藥

物會釋放出正電子，在人體中正子會立刻與

組織中的負電子產生互毀作用，產生兩道方

文/ 核子醫學科 翁瑞鴻 主治醫師 

許琮翔 放 射 師  

向相反的加馬射線，由正子造影儀器接收，

經電腦的處理分析出核種所在的立體空間位

置，重組出全身藥物分布的立體影像。藉由

不同藥物的定位機轉反映不同器官病變的存

在、範圍大小與嚴重程度等。 

 
◆正子藥物的代表：FDG 

現今全世界正子藥物有不下數十種，但

最廣為使用的為FDG。其將正子核種F-18標誌

在葡萄糖上。葡萄糖是人體組織器官與腫瘤

的能量來源。腫瘤因為不正常增生的特性，

與正常組織相比，對葡萄糖的需求更高。在

正子影像上腫瘤會有異常的高攝取FDG，故其

大小、分期、惡性度，有無淋巴或遠端轉移

等均能在全身影像上一覽無遺。故能用於腫

瘤的分期、治療計畫的擬定、預後預測、療

效評估、偵測復發，復發時的再分期等。 

  
◆正子造影的腫瘤適應症 

健保適應症包含肺癌、乳癌、頭頸癌、

大腸直腸癌、食道癌、子宮頸癌、甲狀腺

癌、淋巴癌、黑色素癌等癌症的分期、治療

計畫的擬定、療效評估、偵測復發，復發時

的再分期等。 

正子造影知多少？ 
淺談正子造影原理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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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G正子造影檢查注意事項 

本檢查都是預先排程，受檢者前一日均

會接到本科同仁的電話，確認翌日能準時到

檢。因藥物有時效性，若臨時取消檢查將導

致藥費損失與健保資源浪費。檢查前受檢者

需至少禁食6小時，有糖尿病的患者則同時免

服降血糖的藥物。當天受檢者的血糖值若最

多經三次檢驗仍無法低於180mg/dL者恕須擇

日再做。檢查全程需2至3.5小時，請預留足

夠時間。當天穿著不含金屬拉鍊之輕便衣物

到檢。檢查結束請多喝水，加速體內藥物的

排除。當天受檢者除單獨睡外，也請盡量避

免與家人，特別是孩童與孕婦有近距離、長

時間的接觸。 

 
◆正子造影的輻射考量 

台灣地區居民一年平均接受到的天然背

景輻射約為1.6毫西弗(mSV)，而接受一次正

子造影(含低劑量全身電腦斷層掃描)的輻射劑

量大約在10~14毫西弗(mSV)。根據國際對日

本原爆的回溯性研究的共識，低於250毫西

弗的單次輻射暴露對人體並無造成立即傷害

之虞。對病患而言，即使所有醫療輻射暴露

可能會增加癌症發生的風險少許，但與眼前

所面對的癌症威脅相較，經過醫師審慎評估

病情需要而接受的正子造影檢查是利大於弊

的。受健保所賜，即使正子造影所費不貲，

每年仍有上萬的癌症患者受惠於這項檢查。 

 
本院今年新購置最先進之數位化正子電

腦斷層複合造影儀2部，服務逐年成長的臨床

需求。若有相關疑問竭誠歡迎至核子醫學科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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