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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乳房及甲狀腺腫瘤治療乳房及甲狀腺腫瘤

機器人海扶刀機器人海扶刀

文/乳房甲狀腺外科 姚忠瑾 主任

隔山打牛是中國武術中傳說可以隔著一

段距離用拳掌攻擊，將人擊倒的功夫。這種

功夫在記載中所見頗多，聽起來很厲害，但

實際的武術整理中卻沒有發現過。随著科技

的進展，外科手術的「隔山打牛」，清除體

內病灶，己成為平日臨床施行的選項之一。

而所依藉的科技 即為”海扶刀”的發明。

“海扶刀”是高能聚焦超音波(High 

Intenis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的簡稱。

一種使用治療性超聲波以非侵入性方式破壞

腫瘤的新療法。想像一下通過放大鏡發光的

太陽射線，所有的射線相交並聚集以產生一

個熱點；而海扶刀使用的便是相同的想法。

利用高能量超音波聚焦在一個點上會產生熱

能的原理，經過皮膚、乳腺組織，把纖維腺

瘤加熱到攝氏65°C以上，破壞細胞中的蛋

白質，使得腺瘤產生凝固性壞死，再逐漸被

周邊的正常組織吸收，達到消融的效果。這

個過程，不需要切口，因此沒有疤痕，即為

外科手術中的隔山打牛：無創手術。

而機器人海扶刀，則再整合標地導向

及人工智慧，精準地將能量超音波聚焦在病

灶上，達到治療的效果。而治療時間可能短

至20分鐘，並可以在同一天恢復正常的日

常活動。

在療效方面，患者其纖維腺瘤12個月

後體積減少了90％。由於沒有疤痕，對愛

美的女性是不錯的選擇。

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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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乳癌手術  保住雙峰留自信新的乳癌手術  保住雙峰留自信
文/乳房甲狀腺外科 葉名焮 主治醫師

小莉，35歲的上班族婦女，乳房外科

醫師診斷她是早期癌症，可以做乳房保留手

術；不過，醫師擔心術後兩邊乳房大小有落

差，也建議可改做乳頭乳暈保留的乳房全切

除手術以及立即性重建，小莉苦惱好難選

擇。

一聽到自己罹患乳癌，想必人人都如晴

天霹靂般難以接受，除了擔心病灶和面臨的

治療外，也不免擔心接受乳房切除手術後，

帶來的外觀改變。

美國美豔女星安潔莉娜裘莉因帶有家族

乳癌遺傳基因而施行預防性乳房全切除，免

除了將來罹患乳癌的陰影，然而術後依然擁

有美麗的乳房外形，主要歸功於乳頭乳暈保

留乳房全切除手術。

甚麼是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手術 ?

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手術就是將乳

腺組織幾乎完全切除，但保留了乳頭乳暈、

乳房原來的皮膚及乳暈下少許乳腺組織以避

免乳頭缺血壞死。傳統手術除了移除全部乳

線組織之外，也會一併移除乳頭、乳暈及乳

房30～50%的皮膚，並留下20cm左右的傷

口，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術能有更美好

的乳房外觀效果。

學經歷│

• 英國南普敦大學醫學博士

•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 中山附醫 乳房外科主治醫師

• 台南安南醫院一般外科

• 中國附醫 乳房外科暨一般外科

• 高雄榮民總醫院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研究員

專長│

• 乳房惡性腫瘤診斷與治療

• 乳房腫瘤微創手術

• 乳癌化學治療

• 乳房重建手術 

• 乳房炎性病變 ( 乳腺炎，乳房膿瘍 )

• 乳房良性腫瘤 ( 纖維囊腫，纖維腺瘤 )

• 男性女乳症治療

• 各項乳房整型手術

葉名焮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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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內視鏡手術成熟，微創乳癌切除手

術是經由腋下的3公分切口，置入內視鏡後

以電燒方式燒灼止血，再將乳腺組織從切口

完整取出，這種做法可保留乳頭和皮膚；如

病人有意願，可在術中置入矽膠球，一次完

成乳房切除和重建，以達最完美手術效果。

Freeman醫師在1962年發表了全球第一

例皮下乳房切除術後，受到醫界的重視。在

1990年代有些醫師嘗試將這種技術應用在預

防性乳房切除的病人身上，且被證實能大幅

降低乳癌高危險族群(如攜帶BRCA1/BRCA2

突變基因的患者)的乳癌發生率，更在後來

研究指出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手術，應

用於早期乳癌也是一種安全的選擇。在過去

的20年，一些關於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

回顧性的研究證明了該方法在腫瘤學上安全

性，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跟傳統的乳房

全切除手術的比較，其病人的局部復發率、

無病存活率和總存活期，兩者之間是沒有統

計學上差別。

近幾年，由於內視鏡微創手術的進步，

大部分的病人對於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

手術的成果感到滿意，表示這種手術能讓女

性高度接受的選擇，對於性功能和身體形象

的保留有長期的益處。

目前受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手術的絕對

禁忌症並不多，包括：

1.臨床上或影像學檢查有明顯的乳暈乳頭侵

犯或皮膚侵犯。

2.發炎性乳癌。

3.佩吉氏症 (Pagets Disease) 乳癌。

4.有抽菸或糖尿病控制不佳的患者(會增加

術後乳頭或皮瓣壞死的機率)。

常見的併發症，如出血、感染、血腫等

是一般手術後常見問題，而乳頭乳暈保留乳

房切除術，還須特別注意乳頭乳暈複合體或

皮瓣缺血而導致的併發症。

乳頭乳暈保留乳房全切除手術可經由

內視鏡手術或整形式乳房切除術，將乳腺組

織幾乎完全切除，術中同時施行乳暈下乳腺

組織冰凍化驗檢查以確保無癌細胞殘留於乳

暈下乳腺組織，保留了乳頭及乳房原來皮膚

而得以配合整形重建手術，在術中需同時施

行乳房重建手術。適用於治療原位乳癌、早

期侵襲型乳癌 及高危險族群預防性乳房切

除，兼顧安全與美學的乳癌手術方式。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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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前哨站抑制劑免疫前哨站抑制劑

對三陰乳癌治療的新進展對三陰乳癌治療的新進展
文/乳房甲狀腺外科  姚忠瑾 主任

學經歷│

• 中山醫學大學醫研所博士

• 國防醫學大學醫學系學士

• 中山附醫乳房甲狀腺外科主任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 中國附醫外科部主治醫師

• 桃園敏勝醫院外科部主任

專長│

• 乳房腫瘤

• 內分泌外科

• 腹腔鏡手術

• 外科內視鏡手術

姚忠瑾  醫師

近年癌症治療最當紅的話題莫過於免

疫治療。自從免疫治療突破了黑色素癌的

治療困境後，科學家積極地嘗試著將免疫

治療運用在其他的癌症，期盼也能為其他

的病友帶來福音，乳癌當然也不例外。

近 期 最 熱 門 的 免 疫 前 哨 站 抑 制 劑

(check point inhibitor)，目前獲得美國FDA

核可通過的藥物包括兩大類：(1)cytotoxic 

T-lymphocyte antigen 4 (CTLA-4)抑制

劑、及(2)programmed death-1 (PD-L1)/ 

programmed death ligant-1 PD-L1抑制劑。

(一) CTLA-4抑制劑：CTLA-4在T細胞

活化的過程中會短暫的活性上升，和位於

抗原呈現細胞(APC)上的B7受體接合的時

候，產生對T細胞抑制的訊號，避免T細胞

受到過度活化，引發過度免疫反應，這在

正常人體是一個保護機制。但在腫瘤病患，

CTLA-4的表現抑制了T細胞的活化而失去了

毒殺癌細胞的能力。因此，使用CTLA-4抗體

可以阻斷CTLA-4對T細胞造成的抑制訊號，

恢復T細胞毒殺癌細胞的能力。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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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PD-1/PD-L1抑制劑：PD-1是T細胞

上另一個抑制訊號的接受體，其功能是在長

期抗原刺激的情形下(例如腫瘤或是慢性病

毒感染)，抑制T細胞的活化避免過度的免疫

反應。癌細胞也會利用這個機制傳遞抑制訊

號，藉由表現PD-L1，來抑制毒殺型T細胞的

活化，進而達到迴避免疫攻擊的目的。

這些標靶藥物(目前都是單株抗體)能和

檢查哨訊號分子結合，讓T細胞「煞車」的

指令無法傳遞。這樣一來，T細胞殲滅癌細

胞的任務便可順利進行。目前在轉移性三陰

性乳癌是以 Atezolizumab以pembrolizumab兩

種藥物的臨床証據最為充份，可以有意義的

延長病人的生存期。

目 前 兩 個 最 新 的 臨 床 研 究 報 告

(Impass ion 130及 keynote  355)指出

Atezolizumab (anti-PD-L1 Ab)在病理檢體至

少表現1%以上PD-L1的轉移三陰性乳癌病

人，合併化療藥物(nabpaclitaxel)，可以得到

25個月的平均存活時間(對照組為18個月)。

而pembrolizumab (anti-PD-1 Ab)這個藥物在

PD-L1(＋)轉移性三陰性乳癌患者，合併化

療藥物也可以得到25個月的平均存活時間(

對照組為15.5個月) 。

儘管目前乳癌免疫治療方面的研究結果

並不如黑色素癌醒目，然而在許多的科學家

投入研究下，希冀未來能有更多的線索，讓

我們對如何喚醒體內的免疫細胞來消滅癌細

胞有更多認識，讓免疫治療在乳癌的應用上

有更好的進展。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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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節性甲狀腺腫的治療結節性甲狀腺腫的治療
文/趙子傑 醫事部副院長

乳房甲狀腺外科主治醫師

甲狀腺變大時稱為甲狀腺腫，分為不含

有結節的瀰漫性甲狀腺腫、和含有結節的結

節性甲狀腺腫。只含有一個結節時，稱為單

一結節甲狀腺腫，含有≥2個結節時，稱為

多結節性甲狀腺腫。甲狀腺結節的臨床重要

性，除了可能出現壓迫症狀或甲狀腺功能障

礙之外，主要是有甲狀腺癌的可能性。在過

去，多結節性被認為是良性甲狀腺疾病的標

誌。然而，許多文獻也發現，多結節性甲狀

腺腫的惡性腫瘤發生率與單一甲狀腺結節相

似。

臨床表徵

大部分結節性甲狀腺腫的病人具有正

常的甲狀腺功能，但是有些人為甲狀腺功能

低下或甲狀腺功能亢進。多結節性甲狀腺腫

比單一結節甲狀腺腫容易伴有甲狀腺功能亢

進。

結節性甲狀腺腫除了頸部腫大或腫塊

之外，通常沒有其他的症狀。有症狀時，通

常是因腫大後對旁邊的組織或器官壓迫所造

成。氣管最常受到壓迫（圖），其次為食

道。如果結節生長速度較快、非常硬、形狀

學經歷│

•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解剖

    與細胞生物學系博士

• 美國伊利諾大學芝加哥校區

    外科學系碩士

•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士

• 羅東博愛醫院院長

• 林口長庚醫院一般外科系主任

• 林口長庚醫院品質管理中心執行長

• 基隆長庚醫院外科部主任

• 長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教授

• 台灣內分泌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專長│

• 甲狀腺與副甲狀腺外科學

• 乳房外科學

• 腫瘤外科學

• 細胞免疫學

• 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

趙子傑  醫師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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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規則、與周邊組織連在一起不易滑動、聲

音嘶啞、局部淋巴結腫大等臨床表徵時，應

懷疑可能是惡性腫瘤。

診斷

除了病史和身體評估之外，超音波檢

查和細針抽吸檢查是最常用來分辨結節為良

性或惡性的方法，有時會使用甲狀腺核醫攝

影、粗針切片檢查等。

治療

單一結節或多結節性甲狀腺腫並非絕

對需要治療。一般而言，惡性腫瘤或懷疑為

惡性腫瘤、出現壓迫性症狀、考慮美觀因素

時才需要治療。不考慮結節是否為惡性腫瘤

時，治療的方式有手術治療和非手術治療。

良性結節的非手術治療包括甲狀腺荷爾蒙抑

制治療、放射性碘治療、乙醇（酒精）注射

和熱消融。

（一）手術治療

惡性腫瘤、懷疑有惡性腫瘤或有聲帶

麻痺之症狀時，應採用手術治療。有壓迫性

症狀（如：吞嚥困難、呼吸不順暢、氣管移

位）或美觀考量，可採用手術治療。對於≤1

公分的甲狀腺乳突癌，雖可不採取手術治療

而以積極追蹤監測處理，但絕大部分的醫師

對於臨床表徵或細胞學檢查診斷為惡性腫瘤

或懷疑為惡性腫瘤時，主張手術治療。甲狀

腺手術後比較常見的併發症包括出血或血

腫、喉返神經麻痺、喉上神經外側枝麻痺、

低鈣血症或副甲狀腺功能低下症。

（二）非手術治療

1. 甲狀腺荷爾蒙抑制治療

又稱為甲狀腺素抑制治療，其目的是經

由服用左旋甲狀腺素（levothyroxine）使病

人處於一種「生化甲狀腺功能亢進」狀態，

降低促甲狀腺素之分泌而抑制對甲狀腺生長

的刺激作用。

雖有些人的甲狀腺結節會變小，但可

能產生甲狀腺功能亢進症狀，長期服用可能

會發生心臟（如：心跳過速、心房顫動）及

骨頭（如：骨質疏鬆）的副作用。停止服用

甲狀腺素後，結節復發或重新長大的機率很

高。因此，是否選用甲狀腺素抑制治療必需

仔細衡量可能之療效及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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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節性甲狀腺腫病人的胸部X光攝影顯示氣管受到壓

迫而移向右惻，部分氣管較為狹窄（箭號）。

2. 放射性碘治療

使用放射性碘治療結節性甲狀腺腫可避免手術的併發症，但治療後甲狀腺功能低下

症的發生率很高。大部分接受此治療的病人為老年人、不適合接受手術治療者、有心肺

疾病者和手術後復發的甲狀腺腫。大部分的壓迫性症狀（如：呼吸困難、吞嚥困難）獲

得改善，但是對於迅速變大、有壓迫性症狀或胸骨後甲狀腺腫，手術治療仍然是最適當

的治療方法。

3. 經皮乙醇注射

經皮乙醇注射的主要作用機轉是導致細胞脫水、蛋白質變性、出血性梗塞、凝固性

壞死與小血管血栓。接受經皮乙醇注射治療的結節並不會完全消失，所以結節仍需持續

追蹤。

4. 熱消融

常用的熱消融有雷射消融、無線射頻消融、微波消融和高強度聚焦超音波（海扶

刀）消融。因為熱消融要避開結節的邊緣，以免過度的熱能傳導至結節旁的甲狀腺組織

及旁邊的組織（如：喉返神經），所以熱消融無法完全消融結節，體積減少的程度決定

於結節的大小，有時需多次消融。結節邊緣的組織沒有消融時，結節可能再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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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我受傷該怎麼辦？醫師，我受傷該怎麼辦？

傷口照護，您要了解的事傷口照護，您要了解的事
文/整形外科 吳曉舒 主治醫師

在整形外科門診區候診的病人都有一

個共同的特點，身上幾乎都有紗布包裹著，

一進診間都迫不及待地問：「醫師，我受傷

了怎麼辦？」、「醫師，這個要多久才會

好？」、「醫師，我看整形外科就不會留疤

了吧？」、「醫師，我有保險，妳有什麼自

費的東西可以讓我傷口好快一點？」、「醫

師，我朋友給我一罐青草膏說是秘方很好用

欸，我可以用嗎？」

整形外科針對各種不同時期的傷口，予

以適時適當的敷料。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

受到的損傷，沒有最嚴重，只有更嚴重。傷

口會不會留疤，在受傷的瞬間就已決定了；

受傷的機轉，傷口的位置、範圍、深度等都

影響到疤痕是否形成。

概括而言，傷口傷及真皮層，超過兩個

星期才好；位於關節、人中等時常有肌肉收

縮的位置，都會產生肥厚性疤痕，不只影響

外觀，病人可能會癢痛，甚至因疤痕攣縮造

成功能受限；以目前的科技及醫學上對傷口

的研究，有各種敷料針對不同的傷口，在癒

合過程提供更快速、舒適的選擇。整理出幾

個整形外科門診病人對於傷口最常提出的問

題來回答，釐清民眾對傷口的迷思。

學經歷│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觀察醫師

• 高醫附設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 彰化基督教醫院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 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 中國附醫外科部整形外科主治醫師

• 美的整形外科診所主治醫師

• 楊鴻興診所主治醫師

• EK美學皮膚科診所主治醫師

專長│

• 燒燙傷及疤痕重建手術

• 乳房重建手術

• 一般整形外科手術

• 困難傷口、糖尿病足

• 手外科手術、顯微手術

• 美容手術、雷射微整

• 私密整形

吳曉舒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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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後受損的皮膚，或是表淺性擦傷等，沒

有感染且滲出液不多的傷口，因為它只能親

水沒辦法吸水，滲液量較多要時常更換人工

皮（一天超過一次），就會建議使用其他更

適合的敷料。

3. Q：醫師，我有保險，妳有什麼自費的東

        西可以讓我傷口好快一點？

A：除了人工皮以外，還有各式各樣不同

的人工敷料供不同傷口選用，就像衛生棉有

分量多型和量少型因應不同的狀況。舉例來

說，剛車禍大面積擦傷的病人，因為最外側

提供保護的表皮層缺損，會有大量組織液滲

出，用紗布覆蓋這樣的傷口，容易因紗布吸

乾滲液造成紗布緊黏傷口，每次換藥都要使

用大量生理食鹽水潤濕紗布，再慢慢剝除緊

黏的紗布。

因為表皮層破損會讓感覺神經的末梢裸

露出來，讓病人對疼痛的刺激更敏感，即使

我們再輕手輕腳，在這樣的換藥過程中，很

難不見身長五尺的男子漢淚光閃閃，而且這

樣的剝除過程，也會把新生的表皮組織一起

剝除，造成換完藥後更痛。

1. Q：為什麼有些醫師叫我天天換藥？

A：只要傷口屬於可能感染或是已經感

染的狀況，時常換藥保持清潔並時常觀察

傷口是必需的。剛受傷的傷口到急診或門

診求治時，因為不確定是否會感染，若傷

及真皮層，除了施打破傷風外（受傷超過8

小時不用打，五年內給過不用打，十八歲

以下有破傷風疫苗保護不用打），會用生

理食鹽水清洗傷口後以抗生素藥膏覆蓋，

衛教病人每天換藥的方式，最晚在三天內

回診診視傷口狀況，視狀況給予口服抗生

素及止痛藥。其他如甲溝炎、疔子、毛囊

炎、蜂窩性組織炎會流膿容易滲濕的傷

口，也是會建議天天換藥。大面積傷口、

可能變化的傷口、不方便換藥的傷口，都

可以到整形外科門診（222診及223診）或

是傷口中心（221診）尋求協助。

2. Q：醫師，我可以貼人工皮嗎？

A：市面上所說的人工皮是一種外層防

水，內層親水的凝膠性敷料，因為可以貼

在沒有皮的表淺性擦傷上提供保護，大大

減少病人因為傷口造成的疼痛感。常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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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少這種因為換藥造成的疼痛，也

要保護新生的表皮層讓它堅強到可以保護其

下的神經末梢及傷口床，我們可以用海綿敷

料去覆蓋保護傷口，海綿的吸收力強，有一

定的厚度保護傷口，減少傷口承受的外界壓

力刺激，吸收的組織液含有各種營養，是很

適合傷口癒合需要的，甚至我們可以在傷口

上舖膠原蛋白粉及生長因子製劑，再以海綿

敷料封存，為傷口提供高濃度的養分，讓傷

口好整以暇地長皮。

更換頻率隨病人皮膚缺損程度及長皮

速度決定，另外如海藻膠，銀離子吸水纖維

敷料等也可以在不同狀態下的傷口提供適當

的協助，等傷口表皮層長好或是滲出液不多

後，就可換成較清爽的人工皮繼續保護新生

脆弱的表皮層。

4. Q：醫師，朋友給我一罐青草膏說是秘方

        很好用，可以擦嗎？

A：只要傷口破皮見血了，就要謹慎使用

覆蓋於該受損區域的藥膏或敷料。人體最大

的保護器官是皮膚，一旦流血，就表示這層

保護出現裂縫，細菌或病毒可以經由這個門

戶，進入人體做怪。

診間使用的處方藥膏都有註明成分，

經適當消毒滅菌，取得衛署核可，可使用

於傷口。祕方之所以為祕方，就是成分秘

密，製作方法秘密，萬一裡面有什麼毒性

物質，被人體吸收就不好了。

已經癒合長了新皮的傷口，因為已經

有保護力，可以抵擋細菌入侵，要擦什麼

消腫去瘀膏，黑玉斷續膏都可以；剛癒合

的傷口，因為新皮的含水度不佳，容易乾

燥脫屑而致癢，不舒服，這時候就會擦嬰

兒油或乳液來舒緩。這些祕方膏或是自製

草本精油膏等，最大的成分就是油脂，確

實可以在此階段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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