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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開腸剖腹不須開腸剖腹

影像導引微創治療的新世代影像導引微創治療的新世代

序序

文/醫教部 田雨生 副院長

醫學影像部 主治醫師
在傳統手術過程裡，病人多半在惶恐

不安中接受麻醉推入手術室，醒來後發覺全

身布滿了管線，復原後又為身上的傷口而困

擾。手術愈大，產生併發症的可能性愈高。

也因此，傳統手術逐漸走向了微創療

法，目的不僅是為了讓傷口變小，更積極的

意義在於減少手術過程中所受到的傷害。所

謂影像導引的微創治療，或稱放射線介入性

治療（interventional radiology），簡單的說

就是在影像導引下，以極小的傷口將導管等

醫材或藥物送入人體進行疾病的治療，就是

一種典型的微創手術。

實務上影像來源包括超音波、X光透

視、電腦斷層、磁振造影、血管攝影等，並

非所有影像都有放射線，因此使用「影像

導引微創治療」（image-guided minimally 

invasive interventional therapy）應該是較合

適的描述。

影像導引微創治療在臨床上使用最多

的，就是微小傷口下對體內不正常液體的引

流，例如：急性膽囊炎時的膽汁引流、腹內

各處膿瘍的膿液引流（本期陳智維醫師的文

章）、阻塞性腎水腫時的腎臟引流、肺積水

時的肋膜腔引流等，這些手術僅需要局部麻

醉，在病人清醒的狀態下短時間內完成。

藉由微創手術過程，醫師進行體內腫瘤

的切片以確定腫瘤的型態，更可以藉由藥物

的注射或是無線射頻電燒、微波消融等，以

達到腫瘤治療的目的（本期鄭凱倫醫師對甲

狀腺結節的微創治療介紹）。

對醫學影像部的醫師來講，人體內的血

管就是一條建置在身體內的高速公路，醫師

以細細的導管，進到身體各器官去進行診斷

和治療的工作。最傳統也最為人知的就是國

人盛行率甚高的肝癌栓塞。

除此之外，在嚴重外傷造成的腹腔內出

血或急性腸胃道出血時的緊急止血工作，都

可藉由導管進入出血的部位來執行，本期也

會介紹經由血管施行的微創性治療方式：吳

明基醫師的血管瘤治療、及黃馨慧醫師的攝

護腺肥大微創治療、梁耕維醫師對退化性關

節炎的栓塞治療等。

將阻塞或狹窄的血管進行疏通也是微創

治療中重要的工作，如將造成阻塞的血栓溶

解或清除掉、將狹窄的血管擴張成型或放置

支架等，本期沈昭諭主任介紹經由顱內血管

施行的腦中風治療術即屬之。

總之，影像導引的微創治療，是在影像

導引下，以極小的傷口來進行血管性或非血

管性疾病治療的方式，是現代醫學發展的趨

勢，也在影像醫學的進步下日新月異的開展

更多元的治療選擇。希望藉由本期的中山醫

訊，讓大家對於影像導引的微創治療工作有

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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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世界中風日」嗎？

自2006年開始，世界中風組織訂定每

年的10月29日為「世界中風日」，其目的

是為了宣導社會大眾關心中風相關議題，

並提高對疾病的預防與治療認知。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於2020年6月16日

公佈最新的 2019年國人死因統計顯示，腦

血管疾病高居並蟬聯國人十大死因第4位，

死亡人數達12176人（前三大死因依序為惡

性腫瘤、心臟疾病與肺炎）。

每當季節更換之際，早晚溫差過大，

正是腦中風發作的高危險期。一般來說，

中風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因為腦內血管阻

塞導致腦細胞缺血缺氧，稱之為缺血型中

風（腦梗塞），約佔所有中風的80%；另一

種是因為腦內血管破裂導致出血，稱之為

出血型中風，佔剩餘的20%。

根據統計，臺灣平均每10分鐘就有1人

發生腦中風，每47分鐘就有1人死於中風；

因中風導致的失能或臥床，對患者與家屬

在日常生活及經濟上，更是長期的考驗與

挑戰。然而好消息是我們可以藉由早期發

現與早期治療，降低中風造成的傷害。

搶救腦中風搶救腦中風

急性缺血型中風動脈取栓術急性缺血型中風動脈取栓術
文圖/醫學影像部 沈昭諭 主任

我中風了嗎？

中風的常見症狀從頭到腳包括面部表

情皺紋不對稱、笑起來嘴角歪斜、口齒不清

或聽不懂別人說的話、單側手腳麻痹或無力

等。為了幫助記憶，目前較常聽到並推廣

的口訣有「FAST」、「112」、「臨微不

亂」與「談笑用兵」等，以下分別簡單說

明，可依個人喜好擇一牢記：

「FAST」：為Face（面部表情不對

稱）、Arm（手無力）、Speech（口齒不

清）、Time（記住發作時間與儘快送醫）等

四個英文單字的縮寫。

「112」：是國際通用的救援電話（在

臺灣撥打112會連接到119求救專線），也

代表一臉歪、一手無力、兩片嘴唇說不清等

中風症狀。

「臨微不亂」：「臨」時手腳軟、

「微」笑也困難、講話「不」清楚、別

「亂」快送醫。

「談笑用兵」：「談」口齒不清；

「笑」笑起來臉歪、「用」一邊手腳麻痹或

無力、「兵」趕快找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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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風了該怎麼辦？

當懷疑中風的患者快速被送至醫院後，

除了常規的神經學檢查與病史詢問外，腦部

電腦斷層掃描對於中風的診斷分類與治療方

向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可以幫助醫師

快速區分患者是出血型或缺血型中風。若為

出血型中風，醫師可藉由患者的臨床症狀與

電腦斷層影像上出血的位置與血塊的大小，

評估是否需要立即開刀移除血塊；若為缺血

型中風，醫師可藉由患者的發生時間、臨床

症狀與電腦斷層影像上腦部缺血區域的大小

（包括有機會救活與已壞死區域）和阻塞的

血管位置，評估是否適合藉由「靜脈血栓溶

解術」或「動脈取栓術」做進一步的治療。

什麼是「黃金三小時」？

對於缺血型中風，有一句話說：Time 

is brain （時間就是大腦）。根據研究，一

但發生缺血型中風，每拖延1分鐘，就會增

加190萬個腦細胞死亡，也因此缺血型中風

是一個分秒必爭、與時間賽跑的疾病。

所謂「黃金3小時」是指若缺血型中風

的患者能在發生症狀3小時內，接受藉由靜

脈注射溶栓藥物幫助溶解阻塞血管血栓的

「靜脈血栓溶解術」治療，有5成以上的患

者能減少後遺症與增加復元的機會。然而有

不少缺血型中風患者，無法在症狀出現後3

小時內送至醫院，或因為其他身體狀況及

服用某些藥物，不適合接受「靜脈血栓溶解

術」治療。

超過「黃金三小時」還有解嗎？

在2015年，連續五篇關於「動脈取栓

術」對急性缺血型中風治療有良好成效（阻

塞血管打通率約6-7成以上）的大型臨床研

究刊登於醫學界的指標期刊「新英格蘭期

刊」。所謂的「動脈取栓術」是使用取栓專

用的抽吸導管或支架，經由患者的鼠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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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主動脈，一路前進至被血栓阻塞的腦部

動脈血管，將血栓取出清除、打通阻塞血

管。急性缺血型中風適合「動脈取栓術」時

機為症狀發生8小時內的前循環中風（包括

頸動脈、前大腦動脈與中大腦動脈近端）或

24小時內的後循環中風（包括椎動脈、基底

動脈與後大腦動脈近端）註，並經由醫師評

估符合臨床腦中風分數條件的患者（註：因

為執行動脈取栓術從準備到治療完成平均需

要1-2個小時，因此建議治療時間最好抓在

前循環6小時內，後循環22小時內，會有較

佳的治療效果）。

此外台灣衛福部自2016年2月開始，對

於符合治療條件的急性缺血型中風患者，陸

續通過可由健保給付動脈取栓術所需之材料

費用（自費價約12-20萬左右），至今已嘉

惠許多急性缺血型中風病患，減少患者失能

及後續醫療照護成本。

打通阻塞血管有風險嗎？

凡事總有利弊。對於急性缺血型中風，

不管是「靜脈血栓溶解術」或「動脈取栓

術」治療，雖然能幫助阻塞血管的打通，恢

復腦血流通暢，避免患者症狀繼續惡化，但

對於因缺血壞死的腦細胞沒有起死回生的效

果，且治療會因患者本身的狀況，具有不同

比例的出血甚至死亡的風險。因此，啟動急

性缺血型中風治療前，必須經醫師詳細風險

評估，根據每位患者不同狀況，採取個人化

的治療策略。

快、快、快、快！

最後，搶救腦中風的原則就是要快、

快、快、快！

發現要快，送醫要快，

檢查要快，治療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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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人的血管瘤" "惱人的血管瘤" ~~ 免開刀之微創手術 免開刀之微創手術

電腦斷層導引藥物注射治療術電腦斷層導引藥物注射治療術
文/醫學影像部 吳明基 主治醫師

什麼是”血管瘤”?

血管畸形瘤包含血管瘤及淋巴管瘤是

一種常見的良性瘤，特別是在兒童。它是血

管或淋巴管異常增生或擴張所引起的各種畸

形瘤及血管胎記。一般不會造成生命上的危

險，但若發生於頭、頸、臉部，常因此造成

患者外觀上的困擾。傳統上病人可以選擇觀

察、藥物治療，或者直接手術。但外科手術

後非常容易再復發，也易產生明顯疤痕。

是否有免開刀之微創手術?

目前較安全簡單有效的微創手術是電腦

斷層導引硬化劑治療。適應症範圍：

1. 血管瘤        2. 淋巴管瘤

3. 血管畸形瘤  4. 高血管腫瘤

什麼是硬化劑治療?

所謂硬化劑治療便是利用特殊低劑量化

療藥物注入病變處，此種化療藥(bleomycin)

可抑制DNA合成破壞血管內皮細胞，造成血

管纖維化並減少血管新生，進而達到腫瘤縮

小的目的，在血管畸形腫瘤成功率約7成。

電腦斷層導引下藥物注射治療術

藉由電腦斷層導引從體外以穿刺針精確

地穿刺病灶，並注入硬化劑，硬化劑治療便

是利用特殊低劑量硬化劑藥物注入病變處，

此藥可抑制DNA合成破壞血管內皮細胞，造

成血管纖維化並減少血管新生，進而達到腫

瘤縮小目的。

是否有副作用?

很多人會擔心化療藥的副作用，但因劑

量極低所以發生副作用就很少見。此治療方

法是利用影像精準導引細針埋入腫瘤並避開

重要部位(如眼球、大血管等)注入硬化劑，

過程約10~15分鐘，治療後無須住院即可回

家。術後傷口簡單覆蓋，數天後傷口完全癒

合，不會留下明顯疤痕。

總結

硬化劑治療兼具微創手術各項優點，治

療時間短，低併發症，少副作用。對於傳統

外科手術不易或無效的病人而言，硬化劑微

創治療是一個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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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的新方法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的新方法

膝動脈栓塞術膝動脈栓塞術

退化性膝關節炎常見症狀包括膝蓋鈍

痛或痠痛，上下樓梯時膝蓋不舒服，關節僵

硬，久站或長期行走後疼痛加劇，夜晚天冷

疼痛難耐，嚴重者連站立都很困難。好發在

中老年人，特別是長期負重、體重過重或是

膝蓋曾受過傷是高危險群。

關節發炎引起的微血管增生才是疼痛元凶

以前觀念普遍認為軟骨磨損是膝關節疼

痛的主因，臨床上常用影像檢查膝關節腔的

狹窄程度來評估退化性膝關節炎的嚴重度；

但這樣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影像檢查的嚴重

程度不一定與患者症狀嚴重程度相符合。有

些患者的膝蓋X光上看來軟骨磨損不明顯，

但膝蓋卻已嚴重疼痛數年。

會產生此差異的原因在於，早中期退化

性關節炎病患的膝蓋疼痛往往並非軟骨磨損

導致，而是膝蓋周圍組織發炎及微血管增生

造成。研究發現，慢性關節炎患者的膝蓋滑

膜組織中有許多異常微血管生成，這些異常

血管會為關節周圍組織帶來發炎細胞，造成

關節腫脹；其他針對退化性關節炎的研究也

顯示，新生血管旁邊會伴隨細小神經形成，

引起慢性疼痛。

「膝動脈栓塞術」

去除異常新生微血管的微創治療

此療法是在X光透視導引下，將直徑約

0.6公厘的微導管經鼠蹊部動脈導入膝蓋疼

痛部位，尋找異常新生血管，再注射藥物，

阻斷膝蓋周邊發炎組織的血流，有效改善疼

痛（圖一）。本項治療只需局部麻醉，穿刺

傷口僅針孔大小，實際治療時間約1至2小

時，若搭配止血器使用，治療結束兩小時後

即可下床走路、當天返家。此項技術除了可

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疼痛外，對肌腱韌帶受

損和術後慢性膝蓋疼痛也有療效。

圖一、膝動脈栓塞術示意圖

療效明顯、持久且安全性高

膝動脈栓塞術已在日、美等國發展數

年，止痛效果和安全性也經許多國際知名權

威期刊證實。據統計，病患接受膝動脈栓塞

文/醫學影像部 梁耕維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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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一個月，八成以上的患者症狀獲得明顯

改善，效果能維持五年以上不復發比例高達

七成五，且發生併發症的機率極低，相當安

全。本院醫學影像部自2019年引進此項技

術，目前已累積上百例經驗，造福許多慢性

膝痛的病患。

骨骼嚴重變形者不適合

膝動脈栓塞術並非適用所有的膝蓋退

化疼痛。例如，重度退化性膝關節炎合併膝

關節變形的患者就不適合。因為這類的膝蓋

疼痛除了發炎之外還有部分是結構不穩定造

成。即使接受膝動脈栓塞，疼痛也有很大機

率會在短時間內復發。面對膝蓋疼痛，仍需

要找專業的醫師，依個人狀況評估後給予最

適合的治療建議。

案例一

65歲H小姐主訴最近半年雙膝疼痛，無

法長時間行走或站立，上下樓梯也變得困

難，晚上睡覺時雙膝腫脹抽痛，影響睡眠，

情況嚴重時若不服用止痛藥則無法工作。曾

嘗試復健、玻尿酸注射治療，但效果都有

限。後來至本院接受膝動脈栓塞術治療，去

除異常的新生微血管（圖二），術後一週疼

痛指數從6分減輕為1分，病人自覺腳步變得

輕盈，不需服用止痛藥也能正常生活。直至

目前追蹤超過十個月疼痛都沒有復發。

案例二

76歲L先生主訴右膝疼痛超過兩年，一

開始只是偶爾覺得雙膝緊繃不舒服，坐著休

息就會好轉；但後來發作的頻率越來越高，

疼痛感也越明顯，只要走路超過10分鐘即

會發作。他開始不敢出遠門，日常社交活

動和心情都受到影響。在外院陸續接受過復

健、玻尿酸以及PRP注射治療，但症狀沒有

改善。經介紹至本院接受膝動脈栓塞術治

療，術後一個月疼痛指數從5分變成0分。

不再需要吃止痛藥，還能跟朋友一起去登山

踏青，人變得開朗許多。

結語

膝動脈栓塞術能夠有效治療中早期退化

性膝關節疼痛，此治療兼具低侵入性、效果

佳且持久等優點，對接受保守治療無效且尚

不需要進行人工膝關節置換的病患提供了一

個新選擇。有慢性膝蓋疼痛困擾的民眾可至

醫學影像部或骨科門診諮詢。

圖二、治療後膝蓋周圍異常微血管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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