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醫學雜誌

®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季刊

2001 年 4 月創刊

主辦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局
編輯
澳門醫學雜誌編輯委員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
CP 3002 若憲斜巷
衛生局 行政樓 3 樓
電話: (+853)-8390 7307,
(+853)-8390 6524
傳真: (+853)-8390 7304
電郵: rcsm@ssm.gov.mo
網址: http://www.ssm.gov.mo

第1期

2008 年 3 月 23 日

出版

目 次
論著和研究
澳門地區自發性腦出血(SICH)的
危險因素研究………李少平 Antonio Mario Azedo Victal 李偉成 等

1

放射性下頜骨壞死術後複合組織缺損的
髂骨肌皮瓣修復………………………………吳曉林 周蘇 黃忠陽 等
澳門淡水魚腸臟中香港海鷗型菌的檢測……李婉芬

馬毓娜

9

梁景欣 等 13

鼻咽癌的調強放射治療……………………………肖光莉 丘熹彬 吳強 等 16
澳門地區腹主動脈瘤的外科治療…………………蔡念 鄭月宏 伍維侖 等 21
澳門大學生生活質量的研究……………………孔兆偉 張文龍 梁洪波 等 25

主編
瞿國英
執行副主編,編輯部主任
吳懷申
出版和發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局
印刷
澳門文寶印務有限公司
澳門慕拉士大馬路激成工業中心
第二期十一樓 J 座

電話: (+853)-28481581
傳真: (+853)-28527546
電郵: wblist@21cn.com
國際標準刊號

ISSN

第8卷

1608–7801

綜述和講座
血液監測和輸血安全…………………………………黎鳳儀 吳軍民 許萍 29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引發心腦血管疾病機理的探討……………………陳文詩 32
神經細胞瘤的放射治療……………………………丘熹彬 肖光莉 曹紹應 38
痤瘡的病因及防治…………………………………劉建 梁雅晶 黃海山 等 41
運用月圓運動規律治療月經病的理論探討……………………………孫潔 45

短篇和病例報告
常見子宮惡性腫瘤的 MRI 診斷價值探討
—附 6 例報告……………………………謝學斌 鄧小雯 郭詠楠 等 49
鰓裂囊腫癌變的診斷和治療
－附 1 例報道…………………………………………楊俊文 劉水明 52
手部非結核分枝杆菌感染 2 例護理報告……………………………黃夏荑 54
胸部惡性黑色素瘤 1 例報道……………………………劉建 狄方 黃海山 57

©2008 年版權
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局 所有

醫學文摘
卡前列素防治高危產婦部宮產術中及術後出血的臨床研究……………… 59
長期鼻飼勻漿膳食的老年患者鼻飼模式的研究……………………………… 60
氯雷他定治療老年變應性鼻炎的心臟安全性研究………………………… 61
北京市實施餐飲量化分級管理公眾認知情況調查………………………… 62
17 例早期賁門腺癌患者的自然生存狀況分析……………………………… 63
北京市朝陽區暗娼愛滋病性病綜合干預效果分析………………………… 64

信息和動態
第 2 屆韓國實驗動物胸腔鏡外科研討會在上海舉行…………………………………………錢相勳 吳懷申 65
第 3 屆上海國際肺癌論壇在上海召開………………………………………………………吳懷申 高成新 66
澳門舉行 2007 年愛滋病研討會…………………………………………吳懷申 Jorge Humberto MORAIS 68
澳門辦心理健康研討會……………………………………………………………………………………尤淑瑞 72
澳門地區醫學學術會議簡報……………………………………………………………………………姚立德 73
首屆全球華人美容醫學學術大會徵稿…………………………………………中國澳門美學美容科技協會 74
《澳門醫療與健康》雜誌徵稿通知…………………………………《澳門醫療與健康》雜誌編輯委員會 75

工具和資料
《時代》評出年度十大醫學突破…………………………………………………………… 張忠霞 87
醫生的哲學理念和人文修養系列之一醫學是甚麼? ………………………………………… 郎景和 76
美國癌症死亡率下降的背後…………………………………………………………………阿信 78
愛滋病疫苗放棄還是繼續……………………………………………………………………王雪飛 80
醫學在不斷犯錯中的進步……………………………………………………………………邱宗仁 82
安全套的古往今來…………………………………………………………………………慕景強 83

【澳門醫學雜誌】2008 年稿約 (中文, 葡文, 英文) ……………………………………………………………… 84

本期責任校對：姚立德

葡文英文翻譯和校對：Jorge Humberto MORAIS，林明理，姚立德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
澳 門 醫 學 雜 誌
Trimestral

Lançamento da revista em Abril de 2001

Organização
Serviços de Saúde(SS)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RAEM)

Gabinete Editorial
Conselho Editorial da RCSM
CP 3002

RAEM

3o piso,

Edifício da Administração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de Macau
Tel : (+853)-8390-7307,
(+853)-8390-6524
Fax: (+853)-8390-7304
E-mail: rcsm@ssm.gov.mo
http://www.ssm.gov.mo

Volume VIII

Número 1

23 de March de 2008

ÍNDICE
Dissertação e Investigação
Factores de risco na Hemorragia Intracerebral Espontânea em
Cidadãos Chineses de Macau…………………………………………

1

LI Siu Ping, Antonio Mario Azedo Victal, LEI Wai Seng, e col.

Reconstrução da mandibula e dos defeitos dos tecidos moles
circundantes em doente com osteoradionecrose………………………

9

NG Hiu Lam, ZHOU Su, WONG Chong Ieong e col.

Prevalência do Laribacter Hongkongensis no intestino
dos peixes de água doce em Macau…………………………………… 13
LEI Iun Fan, MA Iok Na, LEONG Keng Ian e col.

Tratamento do carcinoma nasofaríngeo com radioterapia
de intensidade modulada……………………………………………… 16
XIAO Guang Li, QIU Xi Ping, NG Keong e col.

Tratamento Cirúrgico do aneurisma aórtico abdominal em Macau…… 21
CHOI Nim, ZHENG Yuehong, NG wallen, e col.

Qualidade de vida nos estudantes das Universidades de Macau……… 25
Editor-Chefe
KOI Kuok Ieng (瞿國英)

Editor Geral
Huai-Shen WU (吳懷申)

Edição

KONG Zhao Wai, CHEONG Man Iong, LEONG Hung Po, e col.

Revisão e Palestras
Hemovigilância e Segurança na Transfusão……………………………… 29
LAI Fong I, NG Kuan Man, HUI Ping

O mecanismo de controle da doença cardiocerebrovascular
pela homocisteina…………………………………………………… 32
CHAN Man Si

Serviços de Saúde(SS) da RAEM

Radioterapia para o neurocitoma……………………………………… 38
QIU Xi Bin, XIAO Guang Li, TSAO Shiu Ying

Impressão
Tipografia Man Bo Lda.
Tel : (+853)-28481581
Fax: (+853)-28527546
E-mail: wblist@21cn.com

Patogenia e tratamento do acne………………………………………… 41
LIU Jian, LEONG Nga Cheng, WONG Hoi Shan, e col.

Uso das fases da lua para a cura das perturbações
dos períodos menstruais……………………………………………… 45
SUN Kit

Pequeno Relatório e Caso Clínico
Avaliação do diagnóstico da ressonância magnética
no carcinoma uterino (a propósito de seis casos) …………………… 49
XIE XueBin, DENG XiaoWan, GUO YongNan, e col.

ISSN

1608-7801

Diagnóstico e tratamento do quisto de fenda branquial cancerizado
(a propósito de um caso) ……………………………………………… 52
IEONG Chon Man, LUI Shuiming

©2008 Propriedade : Serviços
de Saúde(SS) da RAEM

A propósito de dois casos de infecção da mão por micobacteria
não tuberculosa (MNT) ……………………………………………… 54
WONG Ha I

Melanoma meligno na pavede torócico
( a propósito de um caso) ……………………………………………… 57
LIU Jian, DI Fong, WONG Hoi Shan

Artigos da RCSM e autores (em Chinês, Português e Inglês) ……………………………………………………84

Revisão em Chinês : IO Lap Tak
Revisão em Português e Inglês : Jorge Humberto MORAIS, LAM Meng Lei e IO Lap Tak

Health Science Journal of Macao ®
澳 門 醫 學 雜 誌
Quarterly Established in April 2001
Sponsor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Macao ( MSAR )

Editorial Offic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HSJM
3rd floor,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acao, CP3002, MSAR
Tel : (+853)-8390 7307,
(+853)-8390 6524
Fax: (+853)-8390 7304
E-mail: rcsm@ssm.gov.mo
Website: http://www.ssm.gov.mo

Editor-in-Chief
KOI Kuok Ieng (瞿國英)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Huai-Shen WU (吳懷申)

Publish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SAR

Printing
Tipografia Man Bo Lda.
Tel : (+853)-28481581
Fax: (+853)-28527546
E-mail: wblist@21cn.com

ISSN

1608-7801

Volume VIII

Number 1

March 23, 2008

CONTENTS
Original Articles and Research
Risk Factors of Spontaneous Cerebral Hemorrhage
in Chinese Citizen of Macau………………………………………………

1

LI Siu Ping, Antonio Mario Azedo Victal, LEI Wai Seng,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Mandible and Surrounding Soft Tissue Defect
in Osteoradionecrosis Patient by Vascularized Free Iliac
Osteomyocutaneous Flap…………………………………………………

9

NG Hiu Lam, ZHOU Su, WONG Chong Ieong, et al.

Prevalence of Laribacter hongkongensis from the Intestine
of Freshwater Fishes in Macao …………………………………………… 13
LEI Iun Fan, MA Iok Na, LEONG Keng Ian, et al.

Treatment of Nasopharygeal Carcinoma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 16
XIAO Guang Li, QIU Xi Ping, NG Keong, et al.
Surgical Management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in Macau ………………… 21
CHOI Nim, ZHENG Yuehong, NG wallen, et al
Quality of Life in Undergraduates of Macao Universities …………………… 25
KONG Zhao Wei, CHEONG Man Long, LEONG Hung Po, et al.

Collective Reviews and Lectures
Haemovigilance and Transfusion Safety ………………………………… 29
LAI Fong I, NG Kuan Man, HUI Ping

The Mechanism of Leading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by Homocysteine………………………………………………… 32
CHAN Man-Si

Radiotherapy for Neurocytoma ……………………………………… 38
QIU Xi Bin, XIAO Guang Li, TSAO Shiu Ying

The Pathogeny and Treatment of Acne ………………………………… 41
LIU Jian, LEONG Nga Cheng, WONG Hoi Shan, et al
Use the Revolution of the Moon to Cure the Menstrual Period Disorders………… 45
SUN kit

Short Report and Case Report
Evaluate of MRI Diagnosis of Uterine Carcinoma
(With Six Case Report) …………………………………………………… 49
XIE XueBin, DENG XiaoWen, GUO YongNan, et al.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With One Case Report) ………………………………………………… 52
IEONG Chon Man, LUI Shuiming

Copyright © 2008: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SAR

Two Cases of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
Infection of Hand…………………………………………………………… 54
WONG Ha I

Malignant Melanoma in the Thoracic Wall
(With One Case Report) …………………………………………………… 57
LIU Jian, DI Fong, WONG Hoi Shan

Foreign Medical Abstracts
Clinical Study on Prevention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of
Cesarean Section using Hemabat in High Risk Pregnant Women…………………………………
Discussion of Nasal Feeding Methods to Aged Patients Following long period
Paste-formulated diet…………………………………………………………………………………
Cardiac Safety Evaluation of Lorata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in Elderly Patients…………………………………………………………………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to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n
Beijing Restaurant Industry…………………………………………………………………………
Natural Progression of Early Stage Adenocarcinoma of Gastric Cardia:
A Report of Seventeen…………………………………………………………………………………
The Effects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AIDS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59
60
61
62
63
64

Articles of HSJM to authors ( in Chinese, Portuguese, and English) ………………………………………… 84

Proofreader in Chinese : IO Lap Tak
Revision Portuguese / English : Jorge Humberto MORAIS,

LAM Meng Lei,

IO Lap Tak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澳門醫學雜誌, March 2008, Vol.8, No.1

1

‧論著和研究‧

澳門地區自發性腦出血(SICH)
的危險因素研究
李少平

Antonio Mario Azedo Victal *

李偉成

岑文坤**

【摘要】 目的 自發性腦出血(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SICH)是一種常見的腦卒中，
臨床病情兇險，死亡率及致殘率極高，不僅嚴重威脅著患者的生命健康，而且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
的負擔。因此，弄清 SICH 的病因和危險因素，對於高危人群的早期篩選、SICH 的有效預防和降低其
發病率具有重要意義。這次研究擬通過對 207 例澳門永久華人居民 SICH 患者發病的相關因素進行回
顧性分析，並將其與同期入院的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相關發病因素進行比較，旨在尋找本地區 SICH
的危險因素，為 SICH 的預防和高危人群的篩選提供理論依據，最終降低 SICH 的發病率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收集 2001 年 5 月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自急診轉入神經內外科和重症監護病
房治療收治確診的 SICH 共 207 例，其中男 117 例，女 90 例，發病年齡 17～101 歲，平均 66±16.9 歲。
對照組患者選自同期因其他非 SICH 疾病入院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對其發病年齡段分佈、伴隨疾病、
誘因等其相關因素進行統計，採用 spss11.0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學分析。其中計數資料採用 x2 檢驗，計
量資料採用 t 檢驗，危險因素的相關性分析採用 logistic 回歸相關分析。結果 本組 207 例澳門地區華
人 SICH 患者男：女比例為 1.3：1。其中 45 歲以下佔 12.1%，45～75 歲佔 53.1%，76 或歲以上佔 34.8%；
發病率隨年齡增長呈增高的趨勢，發病高峰年齡段在 70～79 歲。SICH 患者與對照組非 SICH 患者性
別上無差異。SICH 患者中低齡（45 歲以下）和高齡（76 歲以上）患者比例低而中間年齡患者比例高，
與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相比有明顯差異（P<0.05）。207 例 SICH 患者中有 70%的患者有高血壓病史，
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34.2%，兩者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25.1%的 SICH 患
者中有糖尿病病史，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15.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SICH 患
者中有 33.8%的患者有吸煙嗜好，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20.7%，兩者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
義（P<0.001）；SICH 患者中有 26.1%的患者有飲酒嗜好，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16.7%，兩
者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SICH 患者中有 65.2%的患者有肥胖症，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19.9%，兩者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 2）。207 例 SICH 患者中有 35
例患者治癒，治癒率為 16.9%；377 例對照組非腦出血患者中有 304 例患者治癒，治癒率為 80.6%，兩
者相比有明顯差異（P<0.001）（見表 2）。中青年與老年 SICH 患者相比性別上無明顯差異（P＞0.05）。
131 例老年 SICH 患者中有 100 例患者有高血壓病史（約佔 76.3%），而 76 例中青年 SICH 患者中僅
有 45 例患者明顯高於高血壓病史（約佔 57.0%），兩者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中青年 SICH
患者中有飲酒嗜好的比例（42.1%）明顯高於老年 SICH 患者（16.8%）
，兩者之間有明顯差異（P<0.001）；
而糖尿病、高脂血症、心臟病、吸煙、接受抗凝治療和超重患者所佔的比例在中青年 SICH 患者與老
年 SICH 患者中無明顯差異（見表 3）。 76 例中青年 SICH 患者中有 17 例患者治癒，治癒率為 22.4%；
131 例老年 SICH 患者中有 18 例治癒，治癒率約為 13.0%，兩組統計學上有顯著性差異（P<0.001）（見
表 3）。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相關分析顯示，高血壓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1.54；糖尿病與 SICH 的相
關係數為 0.523；吸煙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0.539；超重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2.04。結論 SICH 多見
於 50 歲以上的本地居民。老年 SICH 患者常伴有高血壓病史，而中青年 SICH 患者中飲酒的患者比例
高於老年患者，中青年 SICH 患者預後較老年患者好。高血壓、糖尿病、吸煙、超重是澳門地區華人
SICH 的危險因素。採取以控制高血壓為主的綜合預防措施，防治糖尿病、戒煙和減肥可能將有助於降
低 SICH 的發病率。
【關鍵字】 自發性腦出血;
危險因素;
澳門永久華人居民
Risk Factors of Spontaneous Cerebral Hemorrhage in Chinese Citizen of Macau
LI Siu Ping,
Antonio Mario Azedo Victal*, LEI Wai Seng, SHUM Man Kwan**. Intensive Care Unit, *Internal Medicine,
**Anesthesia,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de São Jánuario(CHCSJ), Macao SAR, China;
Tel:(+853)-66889345, 83903500; E-mail: lsp0200528@yahoo.com.hk
【Abstract】 Objective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has remained a serious disease nowadays. It
causes higher mortality, disability and makes a big burden to families as well as society.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_________
作者單位: 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仁伯爵綜合醫院, 深切治療部, 內科*, 麻醉科**;
Tel:(+853)-66889345, 83903500; E-mail: lsp0200528@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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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dentify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for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of Chinese Citizen of Macau .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207 cases of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und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hose patients who admitted at same period without SICH, in order to give theory for
prophylactic purpose and give the health education to Macau citizen about these risk factor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the spontaneous cerebral hemorrhage of Chinese Citizen of Macau. Methods We
studied all patients with SICH admitted to Centre hospital of Macau between May 1st ,2001 to March
30th ,2004. The patients were suffered from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dmitted from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transferred to Neurological, Neurosurgical ward and Intensive Care Unit. Total 207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ge ranged from 17 to 101years, average age
66±16.9year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non-SICH hospitalized control patients (190 men and 187 women)
who were admitted at same period in similar clinical situation. According to the age distribution,
accompanied disease, risk factors and etc,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by used SPSS11.0.software.
Risk factors u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categorical variables were compared by x2 test, continuous
variables expressed as t-test. Results In 207cases of Chinese Macau Citizen, the ratio of SICH in
M:F=1.3:1. Age distribution <45 years old(12.1%), 45-75(53.1%) and age above 76 years(34.8%); Incidence
of SICH progressive increase with age, the peak incidence in age 70-79 years old. Case subjects of SICH
compared with non-SICH control subjects no difference in sex. The incidence of SICH prominent in age
45-76, compared with control subject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Among 207 SICH case subjects,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he cases and control subjects including: hypertension (70% among case
subjects verus 34.2% control subjects P<0.001), diabetic mellitus (25.1 vs 15.1 P<0.01), alcoholic drinking
(26.1 vs 16.7 P<0.001), overweight (65.2 vs 19.9 P<0.001)(Table 2). Among 207 SICH case subjects, 35 case
subjects were cured, cure rate 16.9%. Moreover, among 377 control subjects of non-SICH, 304 were cured,
cure rate 80.6% (16.9 vs 80.6 P<0.001) (Table 2). Among the young and middle age of SICH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old ag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x (P>0.05). Among 131 old age SICH patients, 100
case subjects suffered from hypertension (76.3%). However among 76 case subject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
SICH only 57% suffered from hypertension (57 vs 76.3 P<0.05), habit of drinking(16.8 vs 42.1 P<0.001).
But diabetic mellitus, hyperlipidemia, cardiac disease, smoking habit, anticoagulation treatment and
overweigh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groups. Among 76 SICH case subjects of young and
middle age, 17 case subjects were cured, cure rate 22.4%. However, among 131 case subjects of old age
SICH, 18 were cured, cure rate 13.0% (22.4 vs 13 P<0.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for hypertension & SICH is 1.54, diabetic mellitus & SICH is 0.523,
current smoking & SICH is 0.539 and overweight & SICH is 2.04. Conclusion
SICH common exist in age
above 50 years old local citizen, in old age group they usually accompanied with hypertension. However
among young and middle age accompanied with relative higher rate of alcoholic drinking. The prognosis of
middle and old age were better than old age. We found a high frequency of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of Chinese
Macau Citizen including hypertension, diabetic mellitus, smoking and overweight. These observations
suggest that effects directed toward modification of risk factors profile, particularly activ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prevent and treat diabetic mellitus, quit smoking and weight reducing could potential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ICH of Chinese Macau Citizen.
【Keywords】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資料和方法
1

研究物件

收集澳門仁伯爵醫院 2001 年 5 月 1 日至 2004 年
4 月 30 日收治的 207 例自發性腦出血澳門永久華人居
民患者，所有患者在澳門地區居住滿七年以上，無其
他種族血統初次發病，無外傷史。對照組選自同期入
院的不同年齡段的非 SICH 患者。
1.1 入 選 標 準 ： 所 有 患 者 均 符 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 第九版(ICD-9) code 431，432.9
的自發性腦出血診斷標準，所有患者均經腦 CT 診斷，

Risk factors;

Chinese Macau Citizen

臨床診斷有懷疑者經 MRI、DSA 或屍檢證實。
1.2 排除標準：排除繼發于外傷、自發性蛛網膜
下腔出血（SAH）、腦腫瘤、腦動脈瘤、腦動靜脈畸
型、moyamoya 病等疾病的自發性腦出血。

2

研究方法

2.1 一般臨床資料：收集住院病歷資料：以表格
方式詳細記錄每例患者的姓名、性別、年齡、住院號、
入院時間病史、臨床表現、體格檢查發現、病程、結
果和實驗室資料及輔助檢查報告(CT、MRI、DSA 等)
將記錄的指標輸入資料庫。研究的主要危險因素包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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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壓在 140mmhg 或舒張壓在 90mmhg 以上。發病後之
血壓不包括在內；吸煙者：定義為每天平均吸煙量大
於或等於 20 支，連續十年以上或總量相當[1,2]；上班嗜
酒者：定義為每週至少一次大於或等於 150 克/周或平
均 40 克每天[3]； 體重指數(BMI)=體重(kg)/身高(m2)，
超復位義為 BMI≥25kg/m 2；高膽固醇血症：總膽固醇
≥240mg/dl。

高血壓史、糖尿病史、心臟病史、高膽固醇血症、吸
煙史、飲酒量、體重指數、抗凝藥物治療者。
2.2 分組：根據腦出血患者年齡將 207 例患者分
為不同分組：A 組中青年組年齡<60 歲患者；B 組老
年組年齡為>60 患者 (見表 3)。
2.3 定義：高血壓史：在發病前至少二次或以上收
表3
變數
性別
男
女
危險因素
高血壓
糖尿病
（續表 3）
變數
高脂血症
心臟病
吸煙
飲酒
抗凝治療
超重
治療結果
痊癒
好轉
無變化/加重
死亡

中青年組和老年組 SICH 患者危險因素的比較
中青年組
老年組
P值
X2 或 t 值
(n=76 例)
(n=131 例)
49
27

68
63

X2＝2.6

P=0.11

45(57.0%)
21(27.6%)

100（76.3%）
31(23.6%)

X2＝5.93
X2＝0.22

P=0.02<0.05
P=0.64

中青年組
(n=76 例)
11(14.5%)
11(14.5%)
30(39.5%)
32(42.1%)
5(6.6%)
50(65.8%)

老年組
(n=131 例)
13(9.9%)
19(14.5%)
40(30.5%)
22(16.8%)
3(2.3%)
85(64.9%)

X2 或 t 值

P值

X2＝0.58
X2＝0.001
X2＝1.34
X2＝14.70
X2＝1.15
X2＝0.001

P=0.45
P=1.00
P=0.25
P<0.001
P=0.28
P=1.00

17
29
21
9

18
58
15
40

X2＝17.29

P<0.001

2.4 技術路線

入選患者
腦 CT
腦出血

懷疑非自發性腦出血(non-SICH)

(MRI, DSA, 屍檢)

其它

SICH

對照
危險因素

統計學處理

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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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SICH 患者的病史特徵
變數
例數 百分比或平均值
平均年齡
207
66.01±16.89
男性
117
56.5%
女性
90
43.5%
高血壓史
145
70.0%
糖尿病史
52
25.1%
高脂血症史
24
11.6%
心臟病史
39
18.8%
吸煙史
70
33.8%
飲酒史
54
26.1%
抗凝治療
8
3.9%
超重
135
65.2%

2.5 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採用 t 檢驗，計數資
料採用 X2 檢驗。用 SPSS11.0 統計套裝軟體處理，所
有檢驗均為雙側假設檢驗，檢驗水準 a=0.05；計量資
料採用 x ±s(均數±標準差)表示；計量資料兩組比較用
兩獨立樣本 t 檢驗；SICH 與年齡，性別，糖尿病史，
高血壓史，高膽固醇血症，吸煙，飲酒等的相關危險
因素分析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依據相關係數確定危
險程度。

結 果
一般情況：

2

SICH 患者與對照組患者臨床特徵的比較
（見表 2）

2.1 年齡和性別：SICH 患者與對照組非 SICH 患
者性別上無差異，但 SICH 患者中低齡（45 歲以下）
和高齡（76 歲以上）患者比例低而中間年齡患者比
例 高 ， 與 對 照 組 非 SICH 患 者 相 比 有 顯 著 差 異
（P<0.05）。
2.2 危險因素：207 例 SICH 患者中有 70%的患者
有高血壓病史，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34.2%，兩者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25.1%的 SICH 患者中有糖尿病病史，明顯高於對照組
非 SICH 患者的 15.1%，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SICH 患者中分別有 33.8%的患者有吸煙嗜好，明顯高
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20.7%，兩者之間的差異有
統計學意義（P<0.001）；SICH 患者中分別有 26.1%
的患者有飲酒嗜好，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16.7%，兩者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SICH 患者中分別有 65.2%的患者有高血壓病史，明顯
高於對照組非 SICH 患者的 19.9%，兩者之間的差異
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圖 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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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
2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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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3
1

5

4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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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2
20 0
～
2
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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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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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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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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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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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9
～
7
80 9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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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這組 207 例 SICH 患者中男性 117 例，女 90 例，
男：女比例為 1.3：1。年齡 17～101 歲，平均 66.0±16.9
歲。發病率隨年齡增長呈增高的趨勢，發病高峰年齡
段在 70～79 歲（見圖 1）。患者中既往有高血壓病史
者 145 例，約佔 70%；有糖尿病史者 52 例，佔全部
患者的 25.1%；存在高脂血症和心臟病史者分別為 24
例 39 例，各佔 11.6%和 18.8%；有吸煙和飲酒嗜好者
分別為 70 例和 54 例，各佔 26.1%和 3.9%；有 8 例
（3.9%）的患者曾經接受過抗凝治療；135 例患者體
重超重，佔總人數的 65.2%（見表 1）。

例數

1

年齡段（歲）

圖1

SICH 患者各年齡段發病例數的比較

2.3 臨床治療結果：207 例 SICH 患者中有 35 例
患者治癒，治癒率為 16.9%；377 例對照組非腦出血
患者中有 304 例患者治癒，治癒率為 80.6%，兩者相
比有明顯差異（P<0.001）。

3

中青年 SICH 患者與老年 SICH 患者的比較
（見表 3）

依據 WHO 的年齡段分類將 SICH 患者分為中青
年組（60 歲以下，76 例）和老年組（60 歲及以上，
131 例），將兩組患者的性別及其危險因素進行了統
計學分析，結果發現：
3.1 性別：
中青年 SICH 患者中男：女比例為 1.81：1，老年
SICH 患者中男：女比例為 1.08：1，兩組患者相比性
別上無明顯差異（P＝0.11＞0.05）。
危險因素：
131 例老年 SICH 患者中有 100 例患者有高血壓病
史（約佔 76.3%），而 76 例中青年 SICH 患者中僅有
45 例患者有高血壓病史（約佔 57.0%），兩者相比差
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中青年 SICH 患者中有
飲酒嗜好的比例（42.1%）明顯高於老年 SICH 患者
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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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相關分析後發現，高血壓、糖尿病、吸煙、飲酒、
超重等因素與其相關；進一步對這些因素與 SICH 進
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相關分析顯示，高血壓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1.54；糖尿病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0.523；吸煙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0.539；超重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2.04。顯示這些因素為澳門地區華人
SICH 的危險因素。

（16.8%），兩者之間差異顯著（P<0.001）；而糖尿
病、高脂血症、心臟病、吸煙、接受抗凝治療和超重
患者所佔的比例在中青年 SICH 患者與老年 SICH 患
者中無明顯差異。
3.3 臨床治療結果：
76 例中青年 SICH 患者中有 17 例患者治癒，治癒
率為 22.4%；131 例老年 SICH 患者中有 17 例治癒，
治 癒 率 約 為 13.0% ， 兩 組 統 計 學 上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P<0.001）。

SICH 患者危險因素 logistic 回歸相關性分析
（見表 4）
將 SICH 各相關因素與 SICH 進行 logistic 回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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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腦出血患者logistic多因素相關分析
B
S.E.
Wald
df
Sig.
Exp(B)
高血壓 1.540 0.213 52.386 1
0.000
4.664
糖尿病 0.523 0.264 3.921
1
0.048
1.687
吸煙
0.539 0.237 5.173
1
0.023
1.714
超重
2.040 0.213 92.087 1
0.000
7.690
Constant -2.491 0.212 138.032 1
0.000
0.083

危險因素

圖2

中青年組與老年組 SICH 患者危險因素的比較
SICH 患者與對照組危險因素的比較
SICH 組
對照組
X2 或 t 值
(n=207 例)
(n=377 例)

表2
變數
性別
男
女
變數
年齡
≤45 歲 46～75
≥76 歲
危險因素
高血壓
糖尿病
高脂血症
心臟病
吸煙
飲酒
抗凝治療
超重
治療結果
痊癒
好轉
無變化/加重
死亡

117
90
SICH 組
(n=207 例)

190
187
對照組
(n=377 例)

25（12.1%） 71（18.8%）
110（53.1%） 162（43.0%）
72（34.8%） 144（38.2%）

P值

X2=1.77
X2 或 t 值

P=0.18
P值

X2=7.10

P=0.03＜0.05

145(70%)
52(25.1%)
24(11.6%)
39(18.8%)
70(33.8%)
54(26.1%)
8(3.9%)
135(65.2%)

129(34.2%)
57(15.1%)
51(13.5%)
58(15.4%)
76(20.7%)
63(16.7%)
7(1.9%)
75(19.9%)

X2=67.45
X2=8.33
X2=0.29
X2=0.92
X2=12.83
X2=6.76
X2=1.43
X2=117.24

P＜0.001
P=0.004＜0.01
P=0.59
P=0.34
P＜0.001
P=0.009＜0.01
P=0.23
P<0.001

35
87
36
49

304
40
3
30

233.65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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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性，但其與SICH的相關性仍有待證實。這次研究發現，
糖尿病是SICH的危險因素之一。其中SICH患者中糖

SICH 是當今嚴重威脅人類生存和健康的最常見

尿病患者所佔的比例約為25.1%，明顯高於對照組非

疾病之一，約佔出血性腦卒中的 20%～30%，臨床起

SICH患者中糖尿病患者所佔的比例（15.1%）。推測

病急、病情進展快、死亡率和致殘率極高，不僅嚴重

糖尿病促進SICH發生的機制主要有：

威脅著患者的生命健康，而且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了沉
重的負擔[4]，尋找並控制 SICH 的致病危險因素已成

伴有糖尿病45例，佔25.1%例，說明糖尿病是SICH

為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目前，關於 SICH 的病因和

的重要危險因素，歐洲一些資料提示糖尿病可能也是

明確的危險因素還不清楚，同時各危險因素與 SICH

出血性腦卒中的危險因素[9]。在這些國家中，佔有很

的發病機制之間的關係也還不甚瞭解，以至於當前既

高比例的自發性腦出血中死亡證明書上同時有糖尿病

無有效的預防措施，又無肯定的治療手段。深入研究

的診斷。因此對糖尿病應足夠重視，對高危人群應定

探討 SICH 的病因和危險因素，無疑對於及早制定預

期檢查，以便及早 發現、及時治療，將血糖控制在正

防措施，從根本上降低 SICH 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殘率、

常範圍內。

最終改善患者的預後具有重要意義。

3

吸煙

這次研究通過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高
血壓、糖尿病、吸煙、超重是澳門華人 SICH 的危險

吸煙作為腦出血的危險因素並未得到公認。這組
207例患者中，吸煙例數70例，佔33.8%。Thrift等在探

因素。

討吸煙是否促進原發性腦出血發生時發現：吸煙與原

1

高血壓

發性腦出血的發生之間在某種程度上缺少肯定關係
[10]

，而在原有高血壓患者中，吸煙易患腦出血(正常血

高血壓是公認的腦出血最重要的獨立危險因素。

壓者則否)，這一關係與吸煙量無關，在過去吸煙者中

普遍認為，高血壓引起的機械刺激和血管擴張損傷血

亦表現不明顯。但這一關係的新發現，尚須在大樣本

管內皮細胞，導致動脈壁粥樣硬化形成，管壁彈性變

的前瞻性研究中進一步證實[11]。煙草作為中風的危險

脆，應激性、一過性血壓驟增可導致腦出血的發生[5,6]。

因素可能有幾種機制：

這次研究 207 例 SICH 患者中，高血壓患者有 145 例，
(1) 吸煙加重動脈粥樣硬化，吸煙者的頸動脈斑

約佔總人數的 70%，其比例明顯高於對照組的 34.2%。
相關性分析顯示，高血壓與 SICH 的相關係數為 1.54，

塊更為顯著。
(2) 吸煙產生的CO可降低血液攜氧能力，尼古丁

顯示高血壓與 SICH 密切相關。進一步對中青年和老
年患者的高血壓所佔比例進行比較後發現，老年患者

可致冠狀動脈收縮。

中高血壓患者所佔比例明顯多於中青年患者中高血壓

(3) 吸煙可發生急性血壓升高，收縮壓較舒張壓

所佔的比例，表明高血壓是 SICH 患者特別是老年

明顯，甚至在這種急性效應逐漸減弱後，腦血流仍減

SICH 患者的危險因素。因此，治療和控制高血壓是防

低。吸煙並不是慢性高血壓的危險因素，但它可加速

治 SICH 的重點。對於老年高血壓患者必須進行定期

慢性高血壓發展成急性高血壓的進程。

[7]

(4) 吸煙可增高血小板反應性及抑前列環素形

密切監控，有效預防 SICH 的發生 。澳門地區治療
高血壓性 SICH 仍停留于傳統的治療手段，建議引進

成，可引起血中纖維蛋白原升高。

立體定向血腫清除術治療高血壓性腦出血，據報道掌
握好手術指征及操作程式可顯著降低死亡率，減少致

4

肥胖

[8]

殘率 。
本組病例中，肥胖患者所佔的比例約為65.2%，

2

糖尿病

明顯高於對照組患者中肥胖患者的比例。回歸分析顯
示，肥胖與SICH的相關係數為2.04，表明肥胖是SICH

儘管糖尿病與缺血性腦卒中之間有明顯的相關

的危險因素。肥胖患者多伴有高血壓、糖尿病、高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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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膜炎和各種心律失常等，均可增加腦卒中，特別是

血症和動脈粥樣硬化。

缺血性卒中的危險 [15] 。也有研究報道，抗凝治療是

5

SICH的危險因素[16]。但這研究卻發現高脂血症、心臟

其他因素

病、抗凝治療與SICH存在關聯性，三者並不是澳門
[12]

大多數研究認為飲酒是腦出血的危險因素

。酒

SICH患者的危險因素。表明種族不同，SICH的危險
因素也可能不同。

精促使或造成腦出血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
(1) 乙醇的毒性作用使心血管功能紊亂，造成心

總結研究分析結果，認為為了預防 SICH 的發生，

率加快，心肌收縮力增強，血漿皮質醇水平升高，腎
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增強，精氨酸血管加壓素

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含量升高，從而引起血壓升高。

(1)

針對易患因素、科學施教
207 例澳門地區華人 SICH 患者男：女比例為 1.3：

(2) 長期大量飲酒，使脂肪代謝發生障礙，最終
導致酒精性肝硬化，使肝臟產生凝血因數減少，過度

1。其中 45 歲以下佔 12.1%，45～75 歲佔 53.1%，76

溶解纖維蛋白，血管內凝血發生障礙，產生出血傾向。

歲以上佔 34.8%；發病率隨年齡增長呈增高的趨勢，

(3) 腦穿支小動脈內膜纖維素樣壞死，玻璃樣變

發病高峰年齡段在 70～79 歲。因此，要著重對此易患

性及動脈粥樣斑塊形成，在血流改變的情況下造成腦

年齡段的人進行健康知識教育，針對不同文化層次的

血管破裂出血。

人群採用靈活的教育方式，如發放宣傳資料，放映幻

(4) 急性酒精中毒伴有腦血管擴張和白蛋白漏出
血腦屏障，可增加飲酒期間創傷性腦出血的嚴重程度。
雖然這組SICH病例中有飲酒史佔26.1%，明顯高

燈片，多媒體，錄影等方式，開通預防腦血管病諮詢
服務熱線，開設方便門診等。
(2)

資料顯示，吸煙、嗜酒等為誘發因素，因此對易

於對照組中有飲酒史者的16.7%，單因素分析也顯示
飲酒是SICH的危險因素。但是多因素分析卻顯示，飲

減少誘發因素

患年齡段的人要倡導其戒煙，適量飲酒。

酒與SICH的相關係數為0.314，與SICH無明顯相關性。
一般認為，飲酒可使血壓增加，因此，飲酒與澳門華

(3)

積極治療伴隨疾病
本組資料顯示，多數 SICH 患者伴有高血壓、糖

人SICH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證實。

尿病等，而且與無伴發疾病者相比，有顯著統計學差
眾多研究報道，性別不是SICH的危險因素。這研

異。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要積極採取有效措施，有

究中SICH與對照組非SICH患者相比，男女患者比例相

效控制血壓、血糖，並針對這些疾病的有關常識進行

似。在中青年患者與老年患者中，男女患者的比例也無

健康知識教育，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使其瞭解定時、

明顯差異，表明性別不是澳門華人SICH的危險因素。

定量、低鹽等科學飲食的重要性，健康與飲食的關係，

但從年齡段分佈上看，SICH多發於老年患者，各年齡

飲食與良好生活習慣的關係，以及不遵守這些科學原

段患者病例數隨年齡的增大而成逐漸增高的趨勢。

則的潛在危害性，增強其堅持這些良好生活習慣的自
覺性。

高脂血症可能通過促使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和彈
性減弱而增加SICH的危險性。在日本多個研究顯示自
發性腦出血(ICH)與血清膽固醇高低成反比

[13,14]

結 論

。然

而，本組高脂血症患者54例，佔11.6%，與對照組相

SICH 多見於 50 歲以上的本地居民。老年 SICH

似。各種原因所致的心臟損害也是公認的腦卒中的主

患者常伴有高血壓病史，而中青年 SICH 患者中飲酒

要危險因素。無論在任何血壓水平上，有心臟病的人

的患者比例高於老年患者，中青年 SICH 患者預後較

患腦卒中的危險都要增加兩倍以上。風濕性心臟病、

老年患者好。高血壓、糖尿病、吸煙、超重是澳門地

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高血壓性心臟病、以及先天

區華人 SICH 的危險因素。採取以控制高血壓為主的

性心臟病，包括可能併發的各種心肌損害如心房纖顫、

綜合預防措施，防治糖尿病、戒煙和減肥可能將有助

房室傳導阻滯、心功能不全、左心室肥厚、細菌性心

於降低 SICH 的發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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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和研究‧

放射性下頜骨壞死術後
複合組織缺損的髂骨肌皮瓣修復
吳曉林

周蘇*

黃忠陽

黃如冰

侯勁松#

【摘要】 目的 探討放射性下頜骨壞死術後頜骨及周圍軟組織缺損的有效修復手段。方法 手術切
除壞死下頜骨及周圍軟組織，血管化游離髂骨肌皮瓣即刻修復，記錄複合組織瓣存活情況、供區和受
區病發症、手術前後張口度和咬合情況，對頜面部的外形恢復和功能重建進行評價。結果 臨床隨訪
1~4 年，5 例患者中，除 1 例因受區感染導致組織瓣表面皮膚壞死、需二次植皮外，其餘 4 例髂骨肌皮
瓣存活良好，無嚴重供區和受區併發症。所有患者術後外形恢復滿意，開口度明顯改善，餘留牙咬合
基本正常。結論 游離髂骨肌皮瓣移植存活率高，面下區外形和功能恢復良好，是修復放射性下頜骨壞
死術後複合組織缺損的有效方法。
【關鍵字】

下頜骨;

放射性骨壞死;

髂骨肌皮瓣;

移植

Reconstruction of Mandible and Surrounding Soft Tissue Defect in Osteoradionecrosis Patient by
Vascularized Free Iliac Osteomyocutaneous Flap
NG Hiu Lam, ZHOU Su*, WONG Chong Ieong,
WONG U Peng, HOU Jinsong#.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Cirurgia Plastica*,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de
Sao Januario (CHCSJ), Macao SAR, China; Tel:(+853)-83908976. #Correspondence author: Depart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Guanghua School of Stomat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055 China. Tel: (+86-20)-83862579, E-mail: Houjsgz@yahoo.com.cn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reconstruction method for the patient with
postoperative mandible and surrounding soft tissue defect due to osteoradionecrosis. Methods The necrosis
mandible and surrounding inflammatory tissue were surgically excised completely. The vascularized iliac
osteomyocutaneous flaps were transplanted immediately to reconstruct the mandible and soft tissue defects.
Survival status of grafts was recorded. The complications in recipient and donor sites, as well as mouth
opening and occlusion were reviewed. Facial contour and chewing function after reconstruction were
evaluated. Results All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1-4 years. 4 from the 5 transplanted iliac
osteomyocutaneous flaps survived without any serious complications. Necrosis of skin paddle was observed
only in one case and secondary skin transplantation was performed. But the iliac and muscle survived
normally in this case. Satisfying esthetic results and normal occlusion were obtained in all cases after
operation. The degree of postoperative mouth opening was improved obviously. Conclusion Vascularized
free iliac osteomyocutaneous flap is a relatively ideal reconstructive autograft for mandible and soft tissue
defect in the patients with osteoradionecrosis for its high survival rate and well esthetic result.
【 Key words 】 Mandible;
Osteoradionecrosis;
Iliac osteomyocutaneous flap;
Transplantation

鼻咽癌高發於中國南方地區，常規治療方法為放

另一最常見、也是最嚴重的併發症就是放射性頜骨壞

射治療，其根治率可達 95%以上，為挽救患者的生命

死。由於放射線投射角度和方向原因，放射性頜骨壞

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治療劑量的放射線在根治腫瘤的

死多發於下頜骨。臨床上除表現為廣泛的下頜骨壞死

同時，對照射區域正常組織也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害。

外，通常還伴發照射區軟組織僵硬、壞死、瘺道形成

在口腔頜面部，除唾液腺損傷引起的口幹症狀外，

和張口受限，嚴重影響患者的咬合功能、語言功能和
顏面外形[1]。高壓氧和死骨刮治術可以改善局部症狀，

___________

但對伴發大範圍軟硬組織壞死的放射性下頜骨壞死，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仁伯爵綜合醫院, 口腔
科, *矯形外科; Tel:(+853)-83908976; #通訊作者：510055, 中
國, 廣東省, 中山大學光華口腔醫學院, 口腔頜面外科;
Tel: (+86-20)-83862579; E-mail:Houjsgz@yahoo.com.cn

則療效不佳。隨著顯微外科的發展，吻合血管的游離
複合組織瓣移植為該類患者的治療和術後缺損的修復
提供了新的選擇。本小組採用游離髂骨肌皮瓣重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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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下頜骨壞死術後複合組織缺損 5 例，現將其臨床

組織炎症明顯或出現組織壞死時，該區血管多受損嚴

效果報告如下。

重，不可用作供血動脈，這時需解剖遠處血管。可選
擇的供血動脈包括舌動脈、甲狀腺上動脈，若上述動

資料與方法

脈管腔太窄，必要時可游離頸外動脈主幹、位於頜內
動脈和顳淺動脈分支前的部分，向下轉位元後可用作

1

臨床資料
2003 年 7 月~2006 年 6 月，本小組成員在中山大

學光華口腔醫學院口腔頜面外科和澳門仁伯爵綜合醫

供血動脈。回流靜脈可選擇頸前靜脈、頸外靜脈、面
總靜脈和甲狀腺上靜脈，必要時可作頸內靜脈的端壁吻合。手術按照先固定後吻合、先靜脈後動脈的順
序進行。

院口腔科，完成放射性下頜骨壞死“死骨及壞死軟組織
切除術＋同期血管化髂骨肌皮瓣移植修復術”5 例。其
中男性 2 例，女 3 例，年齡 42~63 歲，平均 52.5 歲。
發生下頜骨壞死的部位主要位於下頜骨體，共 3 例，累
及下頜體和下頜角 1 例，同時累及下頜體、下頜角和升
支 1 例。3 例患者有口內外相通的瘺道，單純口內瘺和
口外瘺各 1 例。所有患者均為鼻咽癌放療所致，頜骨壞
死局限於一側下頜骨。放射劑量 56Gy~140Gy，平均
69.2Gy。骨壞死病史 0.5~2.5 年不等。術中截骨長度

(3)

療效評價
包括髂骨肌皮瓣移植後的存活情況、供區和受區

併發症、手術前後張口度、餘留牙咬合情況、以及面
下 1/3 的外形恢復等。受區併發症包括需要手術探查
的血腫、感染、創口裂開、瘺道形成、創口積血和積
液（可行床旁引流者）等；供區併發症包括需手術探
查的血腫、創口感染或裂開，創口積血或積液等。

6~11cm，平均 8.6cm，截骨範圍超出病變範圍 0.5cm。

2

手術方法
手術分兩組進行，一組負責切除壞死軟、硬組織，

結 果
本組病例術前均有明顯的頜下區炎症和軟組織壞
死症狀，術中未選取面動脈和面前靜脈作為吻合血管。

處理受區，準備受區供血動、靜脈。另一組負責髂骨

5 例患者中，選擇甲狀腺上動脈 2 例，舌動脈 1 例，

肌皮瓣的製備、複合組織瓣的就位和血管吻合。

頜內動脈分支前的頸外動脈 1 例。另 1 例患者術中解
剖發現面動脈、舌動脈、甲狀腺上動脈均被放射線嚴

髂骨肌皮瓣的製備

重損傷、管腔完全閉鎖，隨後試圖分離頸外動脈末段，

取病變下頜骨同側髂骨，切口沿髂脊頂稍外側設

結果也發現管腔嚴重狹窄。最後，在頸前區解剖出 1

計，至髂前上脊後彎向內側，沿股動脈搏動方向向下

支可能是因代償而增粗的無名動脈，用作供血動脈。

內行走。分層切口皮膚、腹外斜肌、腹內斜肌、腹橫

選擇的回流靜脈包括甲狀腺上靜脈 3 例，面總靜脈 1

肌，在腹股溝韌帶中點稍上方，腹橫筋膜深面顯露髂

例，頸前靜脈 1 例。

(1)

外動、靜脈，向上解剖其分支旋髂深動、靜脈至髂前
上脊下方。為保護旋髂深動脈對髂骨和髂脊區皮膚的

隨訪 1~4 年。5 例患者中，1 例患者術後 24 小時

血供，術中應保留髂骨內側約 2cm 的肌層。切開髂脊

出現“靜脈危象”，手術探查發現術區積膿和靜脈吻合

外側肌肉附著，保護與旋髂深動脈交叉的股外側皮神

口血栓形成，清創後重新吻合靜脈，症狀改善，但表

經，按下頜骨缺損大小和外形切取髂骨，在靠近髂外

面皮膚仍呈紫色，10 天后皮瓣皮膚乾燥、變黑，去除

動脈處離斷旋髂深血管近心端，形成髂骨肌瓣。對有

部分壞死皮膚見皮下脂肪和肌肉存活良好。術後 3 周

口內外軟組織缺損的患者，可在髂前上脊區按軟組織

切除壞死分離的表面皮膚，碘仿紗布覆蓋，刺激肉芽

缺損範圍製備合適大小的皮島，形成髂骨肌皮瓣。

生長，術後 6 週二次植皮後創口癒合（見圖 1）
。其餘
4 例髂骨肌皮瓣均Ⅰ期癒合、術後組織瓣存活良好，

受區的處理和血管吻合

無明顯供區和受區併發症。所有患者術後外形恢復滿

徹底切除壞死下頜骨、瘺道和周圍軟組織，避免

意，餘留牙咬合正常，無中線偏斜。涉及下頜角缺損

術後復發和創口感染。頜下區軟組織病變不嚴重時，

者，術後雙側下頜角基本處於同一水準。所有患者開

可選擇面動脈和面前靜脈作受區吻合血管。頜下區軟

口度明顯改善，術前開口度 0.5~2.1cm，術後開口度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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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 1.8~3.2cm（見圖 2）。術後 4 個月 X 線檢查顯示，

隨著顯微外科的發展，複合骨肌皮瓣在組織重建

移植髂骨與下頜骨間已形成良好的骨性結合，移植骨

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視。由於血管化骨肌皮瓣可以即

骨小梁結構清晰。

刻建立自身血液循環，因此具有存活率高、抗感染力
強、骨結合類似骨折癒合的特點。基於血管化游離組
織瓣的上述優點，以及放射性頜骨壞死的臨床病理特
點，游離骨肌皮瓣移植成為放射性下頜骨壞死術後缺
損重建的首選方法。

2

游離骨肌皮瓣的選擇
目前，用於放射性下頜骨壞死術後重建的複合組織

圖 1 需二次植皮患者手術前後的側面觀

瓣主要是髂骨肌皮瓣和腓骨肌皮瓣，兩種皮瓣各有優點
和不足。腓骨肌皮瓣可切取的移植骨較長，主要由皮質
骨構成，適合於缺損範圍大，累及一側升支及大部分體
部、或達中線甚至超過中線的病例。由於皮質骨可以提
供足夠的固位力，因此也較適合骨內種植體的同期植
入，為義齒修復和咬合重建提供方便。腓骨肌皮瓣的缺
點是移植骨直徑較小，恢復下頜骨高度有一定困難[4]。
圖 2 手術前後的開口度

髂骨肌皮瓣可切取的移植骨長度有限，適合缺損範圍相
對較短，局限於一側下頜體、下頜角、或僅累及小部分

討 論

升支的病例。若在髂前上脊區轉向下方一併切取髂骨，
對獲取的轉角形髂骨稍加修整，即可獲得下頜角相似的

1

放射性下頜骨壞死臨床特點及其治療方法

外形，用於下頜角重建效果良好。髂骨瓣主要由松質骨
構成，同期種植體植入骨內固位力較差，但髂骨移植骨

放射線對正常組織的影響主要是血管損傷，病理

量豐厚，容易恢復下頜骨高度和寬度，重建恰當的頜間

表現為血管內膜炎、內膜脫落、血管收縮和管腔閉鎖，

距離，對採用固定義齒修復恢復咬合的患者較為有利[5]。

這種改變在動脈中尤為明顯[2]。本組觀察到 1 例放射

本組所有病例病變範圍相對局限，因此我們選擇髂骨肌

區多條頸外動脈分支閉鎖的實例。血管收縮和閉鎖造

皮瓣進行即刻重建。

成放射區組織血供不足、氧分壓下降、營養供應缺乏，
嚴重者可發生無菌性缺血壞死。低血供、低氧和低營

3

受區的處理和供血動脈的預備

養的“三低狀態”還會造成局部組織抗感染力下降，若
再發創傷，繼發感染則會加重局部症狀。對放射性頜

放射性下頜骨壞死患者常伴長期慢性炎症，局部

骨壞死的治療，根據病變程度，有多種治療方法。一

組織抗感染能力差，在死骨切除、受區準備過程中應

般認為，高壓氧可以改變局部缺氧狀態，但不能治癒

特別注意操作簡潔，盡可能避免過多、過久的組織暴

[3]

死骨 。病變範圍小、局限於頜骨、周圍軟組織基本

露。本組發生術區積膿、血管危象的 1 例，術中為保

正常者，刮治術可以達到治療目的，但應注意適當擴

存下牙槽神經而採取了磨除壞死下頜骨外側骨板的方

大刮治範圍，以達健康骨組織為度。頜骨壞死範圍較

法，雖然對保存神經功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但磨除

大、周圍軟組織炎症明顯的病例，刮治手術則無法起

的大量死骨碎片卻顯著增加了創面感染的幾率，應作

到根治作用，死骨和周圍軟組織擴大切除是目前公認

為臨床教訓。放射性下頜骨壞死受區準備另一個需要

的最有效方法。對於術後遺留的軟硬組織缺損，大量

高度重視的問題是供血動脈和回流靜脈的選擇。對於

資料證實，常規的下頜骨修復方法，如鈦支架植入和

未接受放射治療的患者，頜下區可選用的供血動脈較

游離骨移植均不適合。前者容易在術後發生支架外露，

多，即使一條血管不滿意，可以輕鬆解剖其他替代血

[4]

後者抗感染能力差而存活率較低 。

管。但對頜下區接受過大劑量放射線輻射，局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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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明顯的患者，動脈的選擇就可能面臨困難。本組

儘管本文所涉及的病例數較少，但從複合組織瓣

出現 1 例一側頸外動脈各個分支全部閉鎖的病例，由

移植後的存活情況、供區受區併發症、手術前後張口

於術前沒有預見，動脈預備顯得非常被動。目前有應

度、餘留牙咬合狀況、頜面部外形恢復等因素綜合分

[6]

用彩色多普勒探查血管走行和血流狀態的報道 ，是

析，採用髂骨肌皮瓣對放射性下頜骨壞死術後缺損進

否可用於放射性下頜骨壞死患者的術前血管探查，是

行即刻修復，其臨床效果仍然值得肯定。而病變範圍

值得探討的課題。

的大小、死骨切除後遺留組織的缺損程度，則是是否
選擇髂骨肌皮瓣的決定因素。若缺損涉及一側下頜骨

4

提高複合組織瓣移植後存活率的措施

全部，過中線或達對側下頜骨，改用腓骨肌皮瓣進行
重建則是恰當的選擇。

儘管目前對放射治療區是否適合微血管手術存在
一定爭議 [2,7] ，但對大範圍放射性下頜骨壞死病例而
言，血管化游離骨肌皮瓣移植仍是目前最為有效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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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和研究‧

澳門淡水魚腸臟中香港海鷗型菌的檢測
李婉芬

馬毓娜

梁景欣

吳淑娟

吳潤瓊

【摘要】 目的 針對澳門鯇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a, grass crap）和大頭魚 （Aristichthys nobili,
bighead crap）的腸臟，探討香港海鷗型菌（Laribacter hongkongensis）的分離與鑒定方法和污染調查。
方法 通過利用選擇性頭孢哌酮麥康凱瓊脂培養基（Cefoperazone MacConkey Agar, CMA）作選擇性
分離，再於馬血培養基（Blood Agar, BA）及胰化大豆蛋白培養基（Tryptic Soy Agar, TSA）上作增菌，
選擇性分離菌株後，再進行各項生化鑒定。 結果 是次研究共檢測219尾淡水魚，包括鯇魚178尾、
大頭魚41尾；其中35尾陽性，總檢出率為15.98% (鯇魚15.5%、大頭魚0.4%)，其中香港海鷗型菌在鯇
魚和大頭魚樣本中的檢出率為19.1%和2.4%，污染情況較香港及廣東省研究為低。 結論 澳門市售
淡水魚中存在香港海鷗型菌的污染，建議加強監測，提高預警和控制措施。
【關鍵詞】 香港海鷗型菌;
淡水魚;
澳門
Prevalence of Laribacter hongkongensis from the Intestine of Freshwater Fishes in Macao
LEI Iun Fan, MA Iok Na, LEONG Keng Ian, UNG Sok Kun, NG Ion Keng.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Macao SAR, China; Tel: (+853)-83998626; E-mail:iflei@ipm.edu.mo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Laribacter hongkongensis in two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ontaminated freshwater fish, intestines from grass carp and bighead carp in Macao.
Methods In this study, intestinal swabs were streaked onto selective cefoperazone MacConkey agar (CMA),
suspected colonies were subcultured onto Blood Agar and Tryptic Soy Agar, further screened and identified
by commercial biochemical kit. Results
L. hongkongensis was isolated and identified from intestines of
35 (15.98%) out of 219 freshwater fish, including 34 (19.1%) of 178 grass carp and 1 (2.4%) of 41 of bighead
carp. Conclu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L. hongkongensis was found in freshwater fish in Macao. Routine
monitoring and proper food handling are recommended to prevent acquisition of L. hongkongensis infections.
Freshwater fishes;
Macao
【Key words】 Laribacter hongkongensis;

研究背景
於 2001 年，首次在香港一位患有肝硬化病人的膿
液及血液中成功分離出一種新的細菌，屬於新發現的細
菌菌屬、菌種，並將其命名為香港海鷗型菌(Laribacter
hongkongensis)，證實可引起社區性腸胃炎和旅行者腹
瀉[1, 2]，目前該菌在香港，亞洲 (中國大陸、日本)、歐
洲 (瑞士)、非洲 (突尼西亞)和中美洲(古巴)相繼被分離
[3]
，顯示全球廣泛存在，且受感染的病人大部分是由於
進食未經煮熟並含有該菌的淡水魚而引致腸胃炎和腹
瀉，其中有檢出率較高的有鯇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a, 60%)、大頭魚(Aristichthys nobilis, 53%)、鱸魚
(Lateoladrax japonicus, 5%)等[2, 4, 5]。此外，國內亦有相
關研究，均顯示鯇魚含香港海鷗型菌的檢出率較高(約
50%) [6]；由於香港海鷗型菌具致病性[2, 4]，而澳門地區
淡水魚魚獲來源與中國大陸或香港地區相近，故此藉由
對香港海鷗型菌進行分離與鑒定，進行香港海鷗型菌在
___________
作者單位: 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理工學院, 高等衛
生學校; Tel: (+853)-83998626; E-mail: iflei@ipm.edu.mo

澳門淡水魚類的腸臟中的污染調查。
根據系統學分類，香港海鷗型菌是屬於細菌界
(Bacteria)、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β-變形菌綱
(Betaproteobacteria)、奈瑟氏菌目(Neisseriales)、奈瑟
氏菌科(Neisseriaceae)、海鷗桿菌屬(Laribacter)、香港
海鷗桿菌(L. hongkongensis)的菌種，其生長條件、生
長形態及生化反應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性，如革蘭
氏染色陰性、不形成芽孢、兼性厭氧、鏡檢形態為海
鷗形或螺旋形、活動形態為“S”字形、可在麥康凱培養
基(MacConkey Agar, MA)、血培養基(Blood Agar, BA)
中以 25℃、37℃或 42℃進行培養、可在 1-2% NaCl
的環境中生長、對頭孢哌酮(Cefoperazone)具抗藥性
等，並以其生長特性和生化特性來進行分離和篩選，
在鑒定方面則利用微生物全自動鑒定系統 Vitek GNI+
(bioMerieux) 的生化反應結果作為依據[4]。
由於香港海鷗型菌與水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有
關[5]，研究對象主要是針對前研究中檢出率較高的鯇
魚和大頭魚的腸臟[2, 4, 5]，藉此瞭解香港海鷗型菌在澳
門地區的檢出率，並為衛生監測提供參考數據。

14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澳門醫學雜誌, March 2008, Vol.8, No.1

材料與方法
採用澳門七個街市所購買的淡水魚類腸臟，於中
後段用無菌剪刀剪開，並用無菌棉拭子取其內容物，
直接塗佈於選擇性頭孢哌酮麥康凱培養基
(Cefoperazone MacConkey Agar, CMA, DifcoTM)上，置
於37℃培養箱(Binder)中培養48小時後，選取疑似菌
落，並轉種到馬血培養基(Blood Agar, BA, DifcoTM)及
胰化大豆蛋白培養基(Tryptic Soy Agar, TSA, DifcoTM)
上，置於培養箱內以37℃培養24小時，挑取在馬血培
養基上不形成溶血的菌落，且於胰化大豆蛋白培養基
上選取濕潤、白色菌落，再以氧化酶試驗(Oxidase,
bioMerieux) 、 過 氧 化 氫 酶 試 驗 (Catalase, Becton
Dickinson Co.)、革蘭氏染色(Gram Stain, bioMerieux)
和光學顯微鏡(Olympus, CX21FS1)濕片鏡檢作篩選；
再利用微生物全自動鑒定系統Vitek GNI+ (bioMerieux)
進行生化分析，參照文獻進行鑒定[4]，並以香港海鷗
型菌 (HKU1) 作陽性質控菌株。

結果與討論
淡水魚腸臟樣本共219尾，挑取在 CMA呈濕潤、
灰白色半透明、直徑約1-2mm 的疑似菌落(圖1.a)，並
在BA上不形成溶血的菌落(圖1.b)，在TSA上選取濕
潤、白色、直徑為1-2mm的菌落(圖1.c)，若氧化酶、
過氧化氫酶呈陽性，鏡檢形態為革蘭氏染色陰性海鷗
形或螺旋形菌，無芽孢，無莢膜(圖1.d)、活動形態為“S”
字形，均與陽性質控菌株香港海鷗型菌 (HKU1)相同，
再利用Vitek GNI+ 進行生化分析，參照文獻進行鑒定
[4]
(見表1)，即精氨酸雙水解酶(Arginine dihydrolase)
和尿素酶(Urease)呈陽性，糖及糖醇的利用呈陰性，則
判定該菌株為香港海鷗型菌。
圖1 香港海鷗型菌於不同培養基的菌落形態及鏡檢形態

表1 香港海鷗型菌於微生物全自動鑒定系統Vitek
GNI+ 的生化反應結果[4]
反應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於選擇性頭孢哌酮麥康凱培養基(CMA)上；
於馬血培養基(BA)上；
於胰化大豆蛋白培養基(TSA)上；
在光學顯微鏡下(x1000)革蘭氏染色的鏡檢形態。

結果
+
+
+
+

分 離 疑 似 菌 落 時 ， 發 現 部 份 分 離 菌 株 的 Vitek
GNI+生化反應結果，除尿素酶外，均與陽性菌香港海
鷗型菌相符，若出現上述情況，則額外進行尿素酶試
驗，接種菌株在尿素吲哚培養基(Urease Indole Test,
bioMerieux)中進一步確認，其中十三個菌株的尿素酶
吲哚測試呈陽性，最後鑒定該菌落為香港海鷗型菌。
是次研究共檢測219尾，其中包括鯇魚178尾、大頭魚
41尾，其中陽性共35尾，總檢出率為15.9%，檢出率
分別鯇魚為19.1%和大頭魚2.4%(詳見表2)。
表2

(a)
(b)
(c)
(d)

縮寫
酶或生化反應
DP3 2,4,4‘-Trichloro-2’-hydroxydi-phen
ylether resistance
OFG Glucose
GC Growth Control
ACE Acetamide utilization
ESC Esculin hydrolysis
PLI Indoxyl-β-D-glucoside metabolism
URE Urease
CIT Citrate utilization
MAL Malonate
TDA Tryptophan deaminase
PXB Polymyxin B resistance
LAC Lactose
MLT Malonate Utilization
MAN Mannitol
XYL Xylose
RAF Raffinose
SOR Sorbitol
SUC Sucrose
INO Inositol
ADO Adonitol
COU Glucose ferment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p-coumaric acid
H2S H2S
ONP Fermentation O-Nitrophenyl-betaD-galacto-pyranoside
RHA Rhamnose
ARA Arabinose
GLU Glucose(fermentative)
ARG Arginine dihydrolase
LYS Lysine decarboxylase
Decarboxylase Base Control
ORN Ornithine decarboxylase
OXI Oxidase

樣本類型

澳門淡水魚類(鯇魚、大頭魚)樣本的污染情況
樣本數量 (樣本比率)

檢出數量 (檢出率)

178

(78.4%)

大頭魚

41

(18.1%)

1

(2.4%)

總計

219

(15.9%)

35

(15.9%)

鯇魚

3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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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本調查中鯇魚和大頭魚的檢出率，和香港[2,7]
以及五個沿海省份[6, 8]的檢出率具有差異性，由於澳門
大部份淡水魚由廣東省供應，其檢出率亦與廣東省[8]
研究相近(詳見表3)。
表3

比較各省市鯇魚和大頭魚的檢出率

取樣地區

鯇魚
陽性數 / 樣本數
(檢出率)
香港[2]
30 / 60 (60.0%)
香港[7]
11 / 20 (55.0%)
廣東[6]
2 / 6 (30.0%)
廣東省某市[9]
5 / 12 (41.7%)
廣東省*[8]
14 / 81 (17.28%)
廣西省*[8]
5 / 57 (8.77%)
福建省*[8]
0 / 38 (0.0%)
河北省*[8]
0 / 37 (30.0%)
浙江省*[8]
0 / 34 (30.0%)
澳門
34 / 178 (19.1%)
*分別選擇四個市(縣、區)為採樣區

大頭魚
陽性數 / 樣本數
(檢出率)
32 / 53 (60.0%)
6 / 20 (30.0%)
--1 / 41 (2.44%)
1 / 75 (1.33%)
0 / 3 (0.0%)
0 / 129 (2.4%)
0 / 0 (2.4%)
1 / 41 (2.4%)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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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相關研究表明，在海水魚及其它肉類未發現有香
港海鷗型菌的存在[2]，香港海鷗型菌僅存在淡水魚中，
其中含菌較多的是鯇魚和大頭魚[2, 6-9]，分離率可高達
60%[2]，淡水魚腸臟、鰓、胃、魚皮等[7]及飲用水儲水
塘[10]均有檢出。淡水魚在粵港澳地區多以蒸、灼為主，
魚腸亦是食用部份，容易因加熱不足而造成食源性感
染，雖然該菌尚未見引起食源性暴發，但目前已成為
廣東淡水魚輸往香港的必檢致病菌之一[8]，澳門淡水
魚獲多來自廣東省，亦有必要監測以及評估香港海鷗
型菌在淡水魚及其產品的污染狀況，提高對該菌的預
防和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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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著和研究‧

鼻咽癌的調強放射治療
肖光莉

丘熹彬

吳強

潘洛

關嘉明

【摘要】 目的 探討調強放射治療鼻咽癌的近期療效及治療併發症。方法 從 2003 年 10 月至
2006 年 2 月期間，澳門鏡湖醫院放射治療中心收治了 111 例初程治療，無遠處轉移的鼻咽癌病例，全
部採用調強放射治療，腫瘤劑量爲 70Gy/30 次，預防劑量爲 54Gy~60Gy/30 次。其中有 72 例鼻咽原發
竈加量 4~15Gy（中位值 9.4），40 例接受了同期放化療治療。結果 隨訪率 100%，中位隨訪時間爲 23.8
個月（9~37 個月），2 年無局部區域進展生存率、無遠處轉移生存率、無疾病進展生存率和總生存率分
別爲 97.4%、83.1%、82.2%和 90.2%。治療後大部分病人沒有或只有輕度的皮膚和粘膜副反應（0~1
級），一年以上的病人沒有或只有輕度口乾症狀的佔 85.9%，中度口乾症狀爲 14.1%。結論 鼻咽癌採
用調強放射治療，提高了腫瘤局部控制率和生存，同時減少了正常組織損傷。
【關鍵字】 鼻咽癌;
調強放射治療
Treatment of Nasopharygeal Carcinoma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XIAO Guang Li,
QIU Xi Bin, NG Keong, PAN Luo, KUAN Ka Meng. Radiation therapy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o
SAR, China; Tel: (+853)-82951553; E-mail: xiaoglbj@yahoo.com.cn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nasopharygeal carcinoma
with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Method and Materials From October 2003 to February 2006, 111
newly diagnosed non-dissemination NPC patients underwent IMRT at the Radiation Therapy Center in
Kiang-Wu Hospital. The prescribed dose was 70 Gy to the gross tumor volume, 54~60 Gy to the clinical
negative area. Seventy-two patients received a mean dose of 9.4 Gy (range, 4 to 15 Gy) using IMRT boost
after 70 Gy. Forty patients also received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Results There were no patients lost
to follow-up. With a mean follow-up of 23.8 months (range, 9 to 37 months), the 2-year loco-regional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iseas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were 97.4%, 83.1%, 82.2% and 90.2%,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increased severe complication.
Conclusions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for NPC is associated with very high rates of
loco-regional control and favorable toxicity profile.
【Key words】 Nasopharygeal carcinoma;
IMRT

根據2005年澳門癌症登記年報，澳門的鼻咽癌發病率

從2003年10月至2006年2月，鏡湖醫院共收治初

爲14/10萬，佔惡性腫瘤的第四位，每年新診斷鼻咽癌病例

程治療的鼻咽癌病例115人，除3例在放射治療前發

60多人。放射治療是鼻咽癌治療的主要手段，調強放射治

現遠處轉移和1例因原有的腎功能衰竭惡化而死亡

療是目前最先進的放射治療技術，由於它的劑量分佈優

外，其餘的111例作爲本次分析的資料。全組男性78

勢，至今有越來越多的醫院採用這種治療技術。據報道，

例（70.3%），女性33例（29.7%），中位年齡爲47.8

初步結果顯示調強放射治療的局部腫瘤控制率高和治療

（22~73），所有病例都被病理證實，其中未分化癌

毒副作用小[1-5]。鏡湖醫院放射治療中心從2003年底開始，

105例（94.6%），分化差的癌6例（5.4%）
。根據1997

所有鼻咽癌病例全部採用調強放射治療，本文將總結鏡湖

年的AJCC分期，Ⅰ、Ⅱ、Ⅲ、Ⅳ期病例分別爲2例

醫院鼻咽癌治療的結果，並與同道們一起分享。

（1.8%），14例（12.6%），78例（70.3%）和17例
（15.3%）。治療前常規進行血常規、肝腎功能，鼻

材料與方法

咽鏡，頭頸部CT或MR掃描，胸部X拍片和腹部超聲
波檢查，所有病例接受療前口腔處理。

1

病例資料

___________
作者單位: 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鏡湖醫院, 放射治療中心;
Tel: (+853)-82951553; E-mail: xiaoglbj@yahoo.com.cn

2

體位固定和 CT-sim定位
病人仰臥，頭後伸，口含牙膠，用頭頸肩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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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先在普通模拟機上確定治療中心，然後做CT掃描，

影像圖片進行融合，避免危及器官超量。

從頭頂到鎖骨下緣水平，掃描層距爲2.5mm，包括平掃
72例IMRT補充放療病例按療前T分期所佔比例

和增強CT掃描。如果懷疑顱底受侵，增加MR掃描，並
且將CT與MR圖像融合。

呈現遞增，T1、T2、T3和T4分別爲25%（4/16），56.1%
（23/41），80.9%（38/47）和100%（7/7）
，其中83%

3

調強放射治療計劃與實施

（45例）局部晚期（T3-T4）病例進行了IMRT補充
放療。

治療計劃系統採用美國Varian公司的Eclipse和逆向
治療計劃軟體Helios，腫瘤範圍、治療靶區和正常組織

5

化療

器官由醫生在CT圖像上逐層勾畫，大體腫瘤體積（GTV
gross tumor volume）爲臨床和影像學檢查所確定的腫瘤

全組有40例（36.0%）進行同期放化療，尤其

範 圍 ， 包 括 鼻 咽 原 發 竈 GTVp 和 頸 部 腫 大 的 淋 巴 結

是近2年，對於腫瘤負荷大的病例，只要病人能夠耐

GTVn，治療計劃靶體積（PTV planning target volume）

受，常規增加化療。在放療期間，每周一次用順鉑

分爲PTV1和PTV2，其中PTV1包括GTVp外擴5mm和

40mg/m2。另外有4例因爲頸部淋巴結明顯腫大，進

GTVn外擴2~3mm；PTV2爲臨床靶體積（CTV clinical

行新輔助化療2~3周期，方案是：順鉑100 mg/m2（第

target volume）外擴5mm。CTV指潛在的亞臨床病竈範

一天），5－Fu1g/m2（第2~5天）。

圍，包括整個鼻咽腔、咽後淋巴結區、咽旁間隙、鼻腔
和上頜竇後1/3區、翼齶窩、顱底、斜坡、蝶竇和海綿竇

6

統計學方法

區，以及上頸深淋巴結（包括二腹肌下淋巴結）。正常
應用Kaplan-Meier法評估局部區域控制率、遠

組織器官的勾畫包括腦幹、脊髓、視神經和視交叉、眼
球和晶體、垂體、顳葉、顳頜關節、腮腺、中耳和內耳。

處轉移率、無疾病進展生存率和總生存率。生存時
間從疾病確診時間計算，隨訪截至時間是2006年11

鼻咽原發竈區和上頸部採用IMRT，由9個共面照射

月底。

野組成，下頸部和鎖骨上區採用常規單前野照射。處方

結 果

劑量爲GTV 70Gy（2.3Gy/次），PTV1 66Gy（2.2Gy/次），
PTV2 60Gy（2.0Gy/次）
，下頸部預防劑量爲54Gy（1.8Gy/
次），總共30次。治療用多葉准直器（Varian 600 CD or

1

治療結果

2300 CD）
，採用動態調強技術。每個病例治療前進行治
療計劃和劑量驗證，放療前和療中每周一次拍片，進行
體位等中心驗證。

本組隨訪率爲100%，中位隨訪時間爲23.8個月
（9~37個月）
，2例鼻咽局部復發，第3例出現鼻咽和
頸部同時復發，這3例病人復發均在高劑量區（GTV）

4

加量放射治療

內，並且都接受了同步化療。其中第3例（T3N2期）
還進行了新輔助化療，他在一程放療79.6Gy 後32

放療進行25~26次以後，復查MR掃描和鼻咽鏡檢查。

個月出現原發竈和區域淋巴結復發，被給予IMRT

根據腫瘤消退情況，決定是否繼續增加劑量放療，以及

66Gy/30次二程治療，目前仍在化療中。第1例（T3N1

選用不同的補充照射方法。全組有77例鼻咽鏡/影像學檢

期）一程放療80Gy/35次後18個月出現鼻咽復發，被

查發現鼻咽原發竈殘存，其中3例在外院進行加量放療

給予33.6Gy/8次的X-刀（SRT）挽救治療，以後出現

（具體治療情況不詳）
，2例做X-刀（SRT）補充照射，劑

肺、肝和骨多處轉移，目前仍在化療中。第2例（T2N2

量10~26Gy/2~5次。72例(64.9%)採用IMRT加量照射，劑

期）一程放療70Gy/30次後20個月發現鼻咽局部復

量爲4~15Gy/2~10次，平均增加劑量9.4Gy。對於腫瘤殘

發，給予42Gy/7次的X-刀（SRT）挽救治療，目前

存明顯者，給予加速超分割治療，12Gy/8次，每次1.5Gy，

無瘤生存。

每日二次。其餘採用每日一次，每周五次，每次2~2.3Gy，
共2~5次治療。做補充治療計劃時，治療前和治療後兩次

全組有 15 例發現遠處轉移，發生遠處轉移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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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率和總生存率分別爲 97.4%、83.1%、82.2%和

局部區域進展生存率、無遠處轉移生存率、無疾病進展

90.2%（見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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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無遠處轉移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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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總生存率

反應分別佔 8.2%、77.6%和 14.1%，無Ⅲ級口乾病例
（見表 1）。97 例可分析資料中，4 例（4.1%）出現中

由於局部復發病例數少，不能做任何生存端點的分

－重度頸部纖維化，9 例（9.3%）頸部局部小抽搐，1

析。16 例Ⅰ、Ⅱ期病例沒有出現遠處轉移。多因素分析

例頸部軟組織蜂窩組織炎，39 例（40.2%）有輕度聽

顯示腫瘤（TNM）分期影響無瘤生存（P 值爲 0.003）
。

力下降，4 例（4.1%）中－重度聽力下降，放射治療
劑量和化療與聽力下降無關。21 例（21.6%）出現一

2

治療並發症

過性的 Lhermitte’s 征。沒有發現放射性張口困難、放
射性齲齒、放射性神經損傷、放射性腦病、放射性骨

最常見明顯的急性放療副作用爲皮膚和粘膜反

和軟組織壞死等嚴重治療並發症。

應，按照 RTOG/EORTC 的標準，Ⅰ、Ⅱ、Ⅲ級急性
放射性皮膚反應和粘膜反應分別爲 46.8%（52 例）、

1 例病例（T4N2 期）在放療後 9 個月因突然鼻咽

43.2%（48 例）、9.9%（11 例）和 13.5%（15 例）、

大出血而死亡，鼻咽放療劑量爲 79Gy，死前 1 個月復

76.6%（85 例）、9.9%（11 例）。所有病例不需要鼻飼

查未發現腫瘤復發，考慮可能與放療有關。

處理和中斷放療。

3

劑量－體積分析

口腔乾燥仍是主要的晚期放療副作用，放療後 1
年以上的 85 例有效評估病例的 0 級、Ⅰ級和Ⅱ級口乾

如表 2 所示靶區劑量，平均腫瘤體積（GTV）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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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8cc，GTVp 和 GTVn 的中位放療劑量分別爲 70.6Gy
和 70.5Gy，小於 95%處方劑量的 GTVp 和 GTVn 體積
分別爲 1.0%和 0.8%，僅有 2.3% GTVp 和 5.0% GTVn

鼻咽癌放射治療需要大的照射野，包括鼻咽原發

的體積接受到大於 105%的處方劑量，說明靶區劑量

竈、全頸部和鎖骨上區，採用傳統的二維放射治療時，

均勻。72 例接受 IMRT 加量放療病例的平均中位累積

許多正常的組織和器官，如：腦幹、脊髓、視神經和

劑量爲 80.4Gy（73.7.9~87.1Gy）。

視交叉、腮腺和顳葉等會受到較高劑量照射，其結果
可能會造成嚴重的急性和慢性放射並發症。另一方面，

表 3 顯示正常危及器官的照射劑量均在耐受量範

由於受正常組織結構劑量的限制，腫瘤劑量很難提高，

圍之內，腮腺的中位平均劑量爲 33.9Gy，50%腮腺體

因而影響腫瘤的控制，據報道，T1/T2 期腫瘤的局部控

積的中位劑量爲 29.5Gy。

制 率 爲 75%~95% ， T3/T4 期 腫 瘤 控 制 率 下 降 爲
45%~80%，5 年生存率爲 4.4%~73%。
表1

口腔乾燥#
聽力下降*
頸部纖維化*
Lhermitte’s 征*
局部肌肉抽搐*

Grade 0
7 (8.2%)
54 (55.7%)
80 (82.5%)
76 (78.4%)
88 (90.7%)

晚期毒性副作用
Grade 1
Grade 2
66 (77.6%)
12 (14.1%)
39 (40.2%)
1 (1.0%)
13 (13.4%)
3 (3.1%)
21 (21.6%)
－
9 (9.3%)
－

Grade 3
－
3 (3.1%)
1 (1.0%)
－
－

Grade 4
－
－
－
－
－

注解: # 85 例生存 1 年以上的可評估病例 * 97 例可評估病例

表2

體積 (cc)
處方劑量 (Gy)
中位劑量 (Gy)
最低劑量(Gy)
最大劑量 (Gy)
V95 (%)
V105 (%)

靶區劑量－體積直方圖
平均劑量 (劑量範圍)
GTVp
GTVn
33.4(1.2-108.4)
25.2 (1.2-154.6)
70
70
70.6(67.5-74.0)
68.8 (64.6-73.9)
66.6(52.8-71.7)
62.7 (10.3-68.5)
73.2(71.5-76.7)
73.8 (68.5-77.2)
0.9 (0-15.9)
0.7 (0-22.4)
2.0 (0-72.8)
4.5 (0-79.2)

注解: GTVp＝鼻咽腫瘤體積;

GTVn＝局部腫大淋巴結體積;

表3
器官
腦幹
脊髓
視交叉
右側視神經
左側視神經
顳葉
垂體
腮腺

正常組織結構接受的劑量
平均劑量（劑量範圍）
中位劑量(Gy)
最大劑量(Gy)
24.9 (12.6-34.6) 43.1 (37.5-64.3)
26.8 (14.2-49.0) 39.2 (33.1-33.7)
33.2 (0.9-63.4)
27.3 (0.07-58.5)
32.4 (4.3-76.5)
19.8 (2.9-70.3)
32.1 (3.4-71.3)
18.5 (2.5-56.3)
63.2 (34.4-81.9)
19.8 (3.8-66.4)
48.9 (11.3-71.6)
40.4 (7.3-64.7)
67.9 (8.9-74.5)
33.9(26.8-59.2)

V95 ≦95 %處方劑量的體積; V105 ≧ 105 % 處方劑量的體積

作者
本組
Kam 等(1) (2004)
Kwong 等(3) (2006)
趙充 等(16) (2006)
Lee 等(2) (2002)
Wu 等(4) (2006)
袁志勇 等(13) (2006)
Wolden 等(5) (2006)
Lu 等(14) (2005)
Lee 等(18) (2006)

表 4 鼻咽癌 IMRT 的治療結果
LRPFS§
例數
OS※
111
90.2% (2y)
97.4%
63
90% (3y)
92%(L) 98%(R)
50
92.1% (2y)
95.7%(LRC)
122
91.4% (2y)
93.2%(LC), 93.2%(RC)
67
88% (4y)
97%
75
86.8% (2y)
87.2%
76
92% (2y)
95%(LRC)
74
83 % (3y)
91 %(LC), 93 % (RC)
25
96% (2y)
96%(LRC)
20
88%(LRC)

DMFS▲
82.2%
79%
94.2%
88.6%
66%
82.0%
75.9%
78 %
88%
90%

注解：OS—總生存率; DMFS—無遠處轉移生存率; LRPFS—無局部區域進展生存率；
L—無局部進展生存率; R—無區域進展生存率; LRC—局部區域控制率; LC—局部控制率;
RC—區域控制率

許多研究證明，鼻咽癌的腫瘤控制與放射治療劑

上可以明顯改善腫瘤局部控制率 [6,7]。調強放射治療

量有關，對於放療後腫瘤殘存病竈，局部加量60Gy以

（IMRT）是通過調節射線束的強調使放射高劑量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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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腫瘤的立體形狀基本一致，在減少正常組織照射劑

副作用，這也說明IMRT比傳統的放射治療更佔優勢。

量的同時可以提高腫瘤局部的劑量，從而達到控制腫
瘤的目的。Vikram等[7]強調鼻咽癌腫瘤控制的改善與

由於IMRT的高準確、高精度和高適形劑量分佈，

[8]比較了

放療副反應明顯減少和減輕。口乾仍是放療後的主要

鼻咽癌IMRT與傳統的治療計劃，結論是IMRT可以改

副作用，但是由於腮腺劑量明顯減少，腮腺功能會逐

善腫瘤靶區的覆蓋和減少正常組織器官的照射劑量，

漸恢復，口乾症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輕。本組放療

[2]報道了

後1年的病例大多數只有輕度的口腔乾燥。根據Kam

67例鼻咽癌IMRT治療，腫瘤劑量爲74.5Gy，僅有3%

等[1]的報道，放療後1年的中－重度（Ⅱ、Ⅲ級）口乾

的GTV體積接受了小於95%的處方劑量，中位隨訪時

病例爲42%，2年減少爲23%。Lee等[2]報道的結果是，

間31個月，僅有1例鼻咽復發和1例頸部復發。Kwong

2年的輕度口乾病例爲32%，66%無口乾症狀。他們的

等 [3] 介紹局部晚期鼻咽癌給予79.5Gy的IMRT加同步

資料還顯示，有7.5%出現嚴重的聽力損傷（Ⅳ級）。

化療，局部腫瘤控制率達95.7%。本組放療腫瘤劑量

Kam等報道有14.5%的中－重度聽力損傷和11.1%的

70Gy，僅有不到1%的靶體積接受的劑量小於95%的處

中－重度頸部纖維化。Kwong等[3]報道有42%出現中

方劑量，有 69.2%（92例）病例進行了IMRT加量照射，

－重度的聽力下降和14%的中－重度軟組織纖維化。

尤其是T3-T4期病變，84.4%接受了加量放療，平均中

我們的資料顯示有較好的治療副作用，中－重度聽力

位累積劑量爲80.2Gy，其結果僅有3例局部失敗。

下降和頸部纖維化均爲4.1%。

高劑量和治療技術精度的提高有關。Kam等

爲放射劑量的遞增提供了大的空間。Lee等

鼻咽癌的最佳放療劑量仍不清楚，Teo等[6]建議局

鼻咽癌採用調強放射治療的療效肯定（見表4），2

部晚期（T3-T4期）病變應該給予81Gy的高劑量照射。

年 的 局 部 區 域 控 制 和 總 生 存 率 分 別 爲 87%~97%和

Yan等[9]回顧性分析頑固性鼻咽癌的處理，182例採用

87%~92%[1-5,13,14,16] 。Lee等報道4年的無局部進展生

傳統放療70Gy後，其中90 例結束放療，作爲觀察組，

存、無局部區域進展生存和總生存率分別爲97%、98%

另外，92例繼續加量放療至90~120Gy，作爲治療組，

和88%。我們的治療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年無局部

兩組的5年局部復發、遠處轉移和總生存率分別爲

區域生存、無遠處轉移生存、無疾病進展生存和總生

58%、43%和21%比35%、20%和54%。作者進一步做

存率分別爲97.4%、83.1%、82.2%和90.2%。

前瞻性研究[10]發現，雖然86%的殘存病變在6個月內消
退，但是在觀察組中，殘存病竈病理陽性的有36%在2

隨機研究顯示，頭頸部晚期腫瘤採用同期放化療

年內局部復發，而病理陰性的只有4%的局部復發。

的療效肯定[17-19]，從我們的經驗來看，對於大負荷的

Chua等 [11] 報道殘存病變加量放療比復發後做挽救治

腫瘤，放療中每周加一次順鉑化療，腫瘤消退快，即

療的療效好，腫瘤控制率分別爲100%比46%。我們相

刻反應好。遠處轉移仍然是鼻咽癌治療的主要失敗原

信常規劑量放療後，殘存病變的及時處理很重要。

因，有資料顯示[11]早期鼻咽癌採用新輔助化療可以改
善療效。鼻咽癌遠處轉移的預防應該是今後臨床研究

MRI掃描是一個無創的檢查，它比CT掃描更能分

的重點。

辨出放療後改變或腫瘤殘存，其準確性、特異性和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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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地區腹主動脈瘤的外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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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2004 年 4 月至 2005 年 2 月，澳門特別行政區仁伯爵綜合醫院(CHCSJ)外科治療 6
例腎下腹主動脈瘤（AAA）的體會，報告該組動脈瘤診斷治療方式、效果、隨訪等資料。方法 澳門
仁伯爵綜合醫院外科治療 AAA 6 例。男性 5 例，女性 1 例，年齡 68～81 歲，均為腎下型 AAA，瘤體
最大直徑 5.2cm～6.0cm，其中 1 例為腹主動脈瘤急性破裂。開腹手術 5 例。應用 Talent 覆膜支架新產
品 Accelerant 釋放系統，行腔內隔絕治療 1 例。結果 6 例手術均成功完成。3 例開腹患者術後有急性
心衰發生，其中 2 例經對症搶救治療恢復，1 例術後 1 周突發心衰患者死亡。術後腸粘連 1 例。覆膜
支架腔內介入治療 1 例，無術後併發症。結論 對於不具備血管外科中心的地區，外科手術行主動脈
置換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腔內隔絕術治療 AAA 的開展有助於減少併發症。
【關鍵字】主動脈瘤;
腹;
外科治療;
腔內隔絕
Surgical Management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in Macau
CHOI Nim, ZHENG Yuehong#*,
NG wallen, CHAN Pui. Pan, CHE SOK IN Dias, Rui FURTADO.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CHCSJ,
Macau SAR, China; #Correspondence author: Tel: (+853)-8390 2310; E-mail: yuehongzheng@yahoo.com;*
Department of Vascular Surger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0(Work i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CHCSJ as a temporary)
【Abstract】 Objective report our surgical experience of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 repairment in
CHCSJ, Macau, in recent 10 months. Methods report 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uprarenal aortic aneurysms
treated at Central Hospital Centre S. Januario (CHCSJ).male 5, female 1, age from 68 to 81 years old. 5
open surgery, 1 endovascular occluding therapy with Accelerant delivery system (Medtronic co.) Results
all procedures finished without accidence. 3 of open surgery suffer from acute cardiac failure, of them 2
recovered without any complications during follow up, and the third died. The case with endovascular
occluding therapy recover well. Conclusions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s repairment is still the best choice
to these patients no vascular center available, or unsuitable for endovascular occlusion method. However,
endovascular could minimize th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Key words】 Aortic aneurysm;
Abdominal;
Surgical management;
Endovascular
occluding

腹主動脈瘤手術風險大，且常合併心腦血管疾

其中 1 例為腹主動脈瘤急性破裂。年齡 68~81 歲，平

病，需要多科協作治療，對於不具備血管外科中心的

均 75.3 歲。均合併高血壓史。5 例合併有冠心病史。5

中小型醫院來講，治療有一定困難。澳門仁伯爵綜合

例開腹手術行主動脈置換，1 例應用 Telent 覆膜支架

醫院外科救治 6 例全身狀況複雜、高齡、合併症多的

腔內介入治療。結果 6 例手術均成功完成。其中 3 例

腹主動脈瘤患者，結合文獻資料報告體會如下：

開腹患者術後有急性心衰發生，其中 2 例經對症搶救
治療恢復，1 例術後 1 周突發心衰患者死亡。覆膜支

臨床資料

架腔內介入治療 1 例，無術後併發症。術中造影顯示
主動脈近端 I 型內漏發生，予以球囊擴張後無好轉，

2004 年 4 月至 2005 年 1 月，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

應用短段支架 (Cuff)置入糾正。現分別報告如下。

外科治療 AAA 6 例。男性 5 例，女性 1 例，均為腎下
型 AAA，瘤體最大直徑 5.2cm~6.0cm 開腹手術 5 例。

例一：男，77 歲，澳門居民，腹部搏動性包塊 4
年。經確診為“腹主動脈瘤”，近半年 CT 隨診發現 AAA

___________
作者單位: 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仁伯爵綜合醫院, 外科;
#通訊作者: Tel:(+853)-83902310; E-mail:yuehongzhen@yahoo. com;
*原中國, 北京協和醫院, 血管外科(現暫調澳門特別行政區
仁伯爵綜合醫院外科工作)

直徑從 4.5cm 增加至 5.7cm，並常有輕微腹痛。無間
歇性跛行。伴有高血壓、冠心病多年。取腹部正中切
口長約 20cm，入腹探查發現腹膜後動脈瘤最大直徑為
6.0cm，雙側髂外動脈均為瘤樣擴張，直徑大 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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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雙側髂內動脈擠壓向後方，使得髂內動脈顯露變得

囊注入生理鹽水控制出血，行 18-9cm 分叉人工血管主

困難。顯露保護輸尿管，仔細游離後 Debakey 無創血

動脈重建術。術後出現腸梗阻，行粘連松解術後恢復。

管阻斷鉗阻斷近端腎下瘤頸主動脈以及雙側髂內外動
脈，切開瘤腔取出附壁血栓及內膜後快速縫紮腰動

例四：男，68 歲，腹部搏動性包塊 1 月。經 CT

脈、骶正中動脈，腸系膜下動脈已自行閉塞。行 18-9cm

確診為“腹主動脈瘤”，高血壓病史。在全麻下行分叉

Gore-Tex 分叉人工血管腎下主動脈重建術。

血管腎下主動脈重建。近端瘤頸僅 0.5cm，故腎動脈
上方放置血管阻斷帶。術後送 ICU，第二日即轉回普

本例手術難點在於：1 主動脈硬化重，組織鬆脆
易撕裂，與 PTFE 人工血管吻合時惟行大塊縫紮加墊

通病房，無併發症，術後 10 天順利出院，CT 隨訪 6
月未見異常，已經參加重體力搬運工作。

片。2 雙側髂內動脈被大的髂總動脈瘤擠壓向後方，
難於顯露，行髂內動脈右側結紮，人工血管與右髂外

例五：男，80 歲，腹部搏動性包塊 1 年。CT 證

動脈端端吻合，另一叉與左髂內外動脈分叉上吻合。

實發現 AAA 直徑增加至 5.5cm，伴高血壓、冠心病史。

術後送重症監護病房，第三日出現煩躁、肺紋理增加，

在全麻下行 Gore-Tex 分叉人工血管主動脈重建術。

考慮心衰予以對症治療 3 天後好轉，無其他併發症，

術後送 ICU 恢復好，第三日轉回普通病房，轉出 ICU

術後 10 天順利出院，隨訪 10 月未見異常。

二日後，突發急性心衰，再轉監護病房，繼發多器官
功能衰竭（MOD），患者死亡。

例二：女，68 歲，澳門居民，腹部搏動性包塊確
診為“腹主動脈瘤”，CT 示 AAA 直徑最大徑 5.5cm，

例六：男，77 歲，腹部搏動性包塊 1 年。CT 隨

腎動脈下主動脈錐形擴張，左側髂總動脈重度狹窄，

診發現 AAA 直徑增加至 5.2cm，並常有輕微腹痛。伴

不適合覆膜支架隔絕術無間歇性跛行。伴有高血壓、

有高血壓、冠心病、膽囊結石、斜疝，心肌梗塞史 2

冠心病多年。在氣管插管全麻下，行中心靜脈、撓動

年。強化 CT 示近端瘤頸 20mm，瘤頸角度以及遠端

脈監測，行腎下腹主動脈瘤切除＋分叉人工血管置換

髂動脈條件適合腔內隔絕術。根據術前 DSA 和強化

術。取腹部正中切口長約 20cm，入腹探查發現腹膜

CT 測量結果選擇採用分叉型移植物及型號。在氣管插

後動脈瘤最大直徑為 5.5cm，右側髂總動脈為瘤樣擴

管全麻下，於放射科 DSA 室，應用 Medtronic 公司最

張，直徑大 3.0cm，左側髂動脈狹窄明顯，質地硬。

新產品 Talent 覆膜支架 Accelerant 釋放系統，行腔內

仔細游離後阻斷近端腎下瘤頸主動脈以及雙側髂內

隔 絕 治 療 。 取 雙 側 股 部 切 口 長 約 5cm ， 釋 放

外動脈，行 18-9cm Gore-Tex 分叉人工血管腎下主動

AF2412C155Ax 主體以及 IW1418C105A 左側單肢覆

脈重建術。手術順利，惟左側髂總動脈狹窄，行左側

膜支架，術中造影顯示主動脈近端 I 型內漏發生，予

髂內結紮後人工血管吻合於左髂外動脈。雙側股動

以球囊擴張後無好轉，其上釋放 AXF2626W30A cuff

脈、足背動脈搏動好。

後消失。無術後併發症，術後 7 天順利出院，CT 結果
隨訪 2 月未見異常。

術後送重症監護病房(ICU)，次日出現煩躁、呼吸
困難，血氧飽和度降低，胸相示肺紋理增加，考慮急

討 論

性心衰予以對症治療後 6 小時好轉，術後 10 天出院，
隨訪 8 月未見異常。

腹主動脈瘤的危險在於突然破裂，一旦破裂，死
亡率極高。Kazmers 等報告 RAA 患者手術死亡率高達

例三：男，81 歲，腹痛、嘔吐 1 天。有高血壓和

46%（196/427）[1,2]。而 Goldstein 等[3]報道的 RAA 圍

不全腸梗阻病史。CT 發現 AAA 直徑 6.0 cm，伴後腹

手術期病死率為 39%。動脈瘤破裂與瘤體直徑有關，

膜 20x25cm 巨大血腫。考慮為腹主動脈瘤急性破裂，

Darling[4] 發現，瘤體直徑< 4cm 時破裂的發生率為

急症在全麻下行主動脈瘤切除重建術。術中發現腹膜

10%；大於 5cm 時，RAA 發生率則在 30%~50%之間。

後巨大血腫直徑達 25cm，出血量約 4 000ml。尋找並

Scott 等[5]主張動脈瘤直徑<5cm 時，可以定期復查。

阻斷近端腎下主動脈後，經腹腔縱向剖開動脈瘤，從

Mehard 等[6]證實複雜動脈瘤 CT 顯示有變薄突起時，

瘤腔內插入 Foley 尿管阻斷雙髂總動脈，Foley 尿管球

破裂危險性達 77%，認為高度薄弱突起影像是動脈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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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傳統的開腹手術相比，血管腔內隔絕技術的特

即將破裂的典型徵象。

點是創傷小，降低了重要臟器的嚴重併發症，適於高
AAA 患者手術死亡，與疾病本身的嚴重性有關，

齡或伴隨有心、肺等重要臟器疾病、預期開腹手術危

在處理動脈硬化性動脈瘤時，切記動脈硬化是全身性

險性較大的病例。腔內隔絕術治療 AAA 的開展有助

病變，術前在瞭解動脈瘤的大小、範圍等參數的同時，

於減少併發症。放置支架後應行動脈造影，瞭解有無

必須明確是否存在頸動脈、冠狀動脈、腎動脈的狹窄

支架血管周圍的滲漏。主動脈近端 I 型內漏應即刻處

或閉塞，術後心、腦、腎的併發症是主動脈手術圍手

理，可借助球囊擴張使支架與動脈瘤壁緊密貼緊，無

術期死亡的主要原因。通過詢問病史，細緻查體，一

效時應用短段支架 (Cuff) 或裸金屬支架置入。若 I

般實驗室檢查等會有 AAA 的初步印象，Echodoppler、

型內漏無法通過腔內治療糾正時改行手術治療[8,9]。但

CT、MRA 檢查可以確定動脈瘤大小、部位、瘤頸長

對於不具備大型血管外科中心和介入治療中心的地

度、角度，與內臟供應血管的關係等。本組患者即經

區，由於介入操作相對陌生，外科手術行主動脈置換

CT 確診為 AAA。對於血壓穩定但懷疑有 RAA 的患

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者，應立即行 CT 掃描，但 CT 掃描未見腹主動脈瘤漏
口不能除外 RAA 可能[7]。術前 AAA 患者可用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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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生生活質量的研究
孔兆偉＊

張文龍

梁洪波

#

周錫山

【摘要】 目的 瞭解澳門男女大學生生活質量的性別差異和影響因素，並針對性地提出幹預建
議。方法 採用自製 1 – 5 分的大學生生活質量問卷，對澳門四所主要高等院校的 818 名男女大學生兩週
內的客觀狀態和主觀感受進行調查。結果 澳門男女大學生生活質量的自評百分制得分為 69.89±12.40
分和 71.26±12.51 分，兩性之間無顯著差異 (P>0.05)；男大學生生活質量之社會領域得分低於女大學生
(P<0.05)；男大學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包括醫療手段的依賴性、社會交往能力、日常事務的處理能力、
獲取資料、朋輩支援、業餘生活滿意度、居住環境，女生的生活質量受到應對學業的體力、身體外形、
日常事務的處理能力、休閒娛樂活動參與、業餘生活滿意度、人際關係滿意度、醫療保障服務、居住
環境等因素影響。結論 澳門大學生生活質量自評百分制得分無性別差異，社會領域分數存在性別差
異，男女大學生生活質量影響因素各有特點，應該針對性地進行幹預。
【關鍵詞】 澳門;
大學生;
生活質量;
影響因素
Quality of Life in Undergraduates of Macao Universities# KONG Zhao-wei＊, CHEONG Man-long,
LEONG Hung-po, CHAO Seak-s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Macao Polytecnic Institute
(MPI), Macao SAR,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u; Tel:
(+853)-83978730, E-mail: zwkong@umac.mo；#Fund support: Research Fund of MPI (RP/ESEFD-3/2005).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gender differ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n quality of life (QOL) in undergraduates of Macao universities, and suggest the
correspondent advice. Methods Objective state and subjective feeling in latest two weeks were studied in
818 undergraduates of four mai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with a self-designed QOL questionnaire
scored 1 to 5 points. Results Self-assessed total scores in Macao undergraduates were 69.89±12.40 in
males and 71.26±12.51 in females respectively (P>0.05). Males had higher scores in social domain than
femal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QOF in males were medical assistance, communication ability, ability to
treat with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opportunities for acquiring new information and skills, support by friends,
satisfaction with the way to spend spare time, and living status. For females, QOF were Influenced by
physical energy for study, bodily image, ability to treat with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opportunities for leisure,
satisfaction with the way to spend spare time, satisfaction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medical service, and
living status. Conclusion Self-assessed total scores in males were similar to females but gender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social domain in Macao undergraduates. Intervention ways to improve QOL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gender differenc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local undergraduates.
【Key words】

Macao;

Undergraduates;

Quality of life;

隨著醫學模式的改變，健康不再是沒有疾病或虛

Influencing factors

量，是相對於生命數量而言的一個概念[1]。生活質量

弱狀態，而是身體上、精神上和社會適應的完好狀態。

內涵廣泛，包括個體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能力、

傳統的只關注生命的量和局部軀體功能改善的健康評

社 會 關 係 、 環 境 特 徵 等 多 個 領 域 (domain) 或 維 度

價方法受到嚴重挑戰，而與健康有關的生活質量的探

(dimension)。大學時代是人生觀和健康觀養成的重要

討逐漸成為研究熱點。

時期，這一時期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不但影響大學
生在學校期間的生活和學習，並可能影響一生和社會

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也稱生命質量或生存質

的進步。因此，在評價大學生的生活質量時應該從健
康的完整意義出發，力求從生理、心理、環境、獨立

＿＿＿＿___

#基金專案：澳門理工學院科研資助RP/ESEFD-3/2005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理工學院, 體育暨
運動學校; ＊通訊作者: (現調)澳門大學, 教育學院;
Tel: (+853)-83978730; E-mail:zwkong@umac.mo;

性、社會關係等多個領域入手，瞭解大學生這一特殊
群體的生活質量的特點，對於制定健康促進策略，維
護大學生健康有著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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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與方法

生活質量的實際情況，問卷通過三位健康專家的檢查；
小樣本可靠性的檢驗顯示各個領域Cronbach’s α係數

1

對象

在0.6 – 0.8 [4]，問卷總信度為0.86，各領域兩週內重測
信度分別為生理0.75，心理0.78，獨立0.71，社會0.64，

以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和澳
門旅遊學院的在校全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問卷

環境0.77，自評百分制得分信度為0.77，結果顯示問卷
的可信度較高。

938份，回收有效問卷818份，總回收率為87.30%，其
中男生391名，女生427名；所調查的四所高校學生人
數分別佔26.16% (澳門大學)，19.80% (澳門科技大學)，
35.70% (澳門理工學院)，及18.34% (澳門旅遊學院)；

經過培訓的調查員到澳門的四所大學進行調
查，隨機派發問卷並要求現場匿名獨立填寫，當場
收回問卷。

一至四年級學生分別佔30.93%，17.11%，22.74%，
29.21%；平均年齡為20.81 ± 1.59歲。

2

方法
2.1 測量工具：參照國內外廣泛採用的生活質量

常用問卷WHOQOL-BREF [2,3]，並結合大學生的自身

2.2 統計分析：SPSS11.0 統計分析套裝軟體對反向
得分的題目重新賦值。獨立樣本 t-檢驗分析比較男、女
大學生生活質量的差異；以生活質量的自評百分制得分
為因變量，年級、學校、專業、是否患病、有無運動習
慣以及各個領域的具體因數為因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
析，探討影響男女大學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

特點，自行設計針對大學生健康的生活質量的調查問

結 果

卷，將4個領域24個題目(包括總體生活質量及健康狀
況)擴展為5個領域35條為測量問題，即生理領域4題

1

男女大學生生活質量的比較

(疼痛與不適、睡眠狀況、對醫療手段的依賴性、應
對學習的體力)；心理領域6題 (生活樂趣、生活態度、

澳門男大學生社會領域得分低於女大學生，其他

注意力、身體外形、食慾、消極感受)；獨立領域3

各領域以及生活質量的總體得分無性別差異 (見表

題（時間支配、社會交往能力、處理日常生活事物的

1)。得分低於 3 分的項目中，男大學生受疼痛困擾較

能力）
；社會領域5題 (人際關係滿意度、戀愛、性困

女生少，休閒娛樂參與較女生滿意(P<0.05) (見表 2)。

惑、朋輩支持、人際關係對學習及生活的影響)；環
境領域14題 (安全保障、生活環境、專業滿意度、教
師教、教學環境、獲取參考資料、經濟狀況、住房環
境、休閒娛樂活動參與、業餘生活、醫療保障、交通
條件、家庭對學業的正面影響、膳食與營養)；綜合3
題(總體生活質量、總體健康狀況、生活質量自評百
分制得分)。另對性別、年級、學校、鍛煉習慣等背
景資料也作了調查。考慮WHOQOL-BREF原始量表
“您對性生活滿意嗎？”不適合大學生，將其修改爲
“您對戀愛滿意嗎？”及“您對自己的性需求與滿足的
衝突有多大？”。問卷中的正式測試題的分值分為5
個等級，按照從對健康有利的程度或滿意度，將自我
評分以“1，2，3，4，5”分賦值，並填寫自我評估
百分制得分，要求回答在過去兩星期的生活質量情
況。按照常規計分方法，每個領域分數為各領域所有
個題目的平均分乘以4。
正式調查前，對問卷內容進行效度檢驗，考察問
卷是否包括所測量生理、心理、獨立性、社會、環境
領域等方面，是否能夠反映澳門特區院校的大學生的

表1
生理
心理
獨立
社會
環境
綜合
自評百分制
得分

大學生生活質量的性別差異
男
女
12.84±2.02
12.83±1.99
13.92±2.27
14.08±2.17
12.42±2.59
12.27±2.64
13.44±2.33
13.81±2.02
12.22±2.00
12.31±1.81
3.31±0.84
3.42±0.74

t值
0.051
1.027
0.822
2.370
0.670
1.890

P值
0.959
0.305
0.411
0.018
0.503
0.059

69.89±12.40

1.565

0.118

t值

P值

表2
疼痛
(生理領域)
時間支配
(獨立性領域)
經濟條件
(環境領域)
資料獲得
(環境領域)
休閒娛樂參與
(環境領域)
膳食
(環境領域)

71.26±12.51

大學生苦惱問題的性別差異
男
女
2.64±1.05

2.47±0.99

2.400

0.017

2.54±1.12

2.51±1.09

0.362

0.718

2.42±1.15

2.50±1.14

0.961

0.337

2.89±0.88

2.92±0.79

0.513

0.608

2.93±0.97

2.78±0.93

2.247

0.025

2.47±0.88

2.48±0.87

0.117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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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學生生活質量影響因素

數 (見表 3)；女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包括生理、心

男大學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包括 1 個生理領

理、獨立領域的因數各 1 個，環境領域的因數 5 個(見
表 4)。

域的因數、2 個獨立領域的因數，4 個環境領域的因
表3

澳門男大學生的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

常數項
醫療手段的依賴性 (生理領域)

未標準化回歸係數
B
標準誤
24.858
6.981
1.902
.584

標準化回歸係數β

t值

P值

.151

3.561
3.257

.000
.001

獲取資料 (環境領域)

1.633

.697

.116

2.344

.020

業餘生活滿意度(環境領域)

4.068

.761

.310

5.344

.000

社會交往能力 (獨立領域)

1.942

.932

.140

2.085

.038

日常事務處理 (獨立領域)

2.218

.903

.135

2.456

.015

朋輩支援 (環境領域)

1.725

.834

.112

2.069

.039

居住環境 (環境領域)

2.465

.888

.164

2.774

.006

模型：RPP2 = 0.44，
F=7.048, P<0.01
以男大學生生活質量的自評百分制得分為因變量，年級、學校、專業、是否患病、有無運動
習慣以及各個領域的具體因數為因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
表4

澳門女大學生的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

常數項
應對學業的體力(生理領域)

未標準化回歸係數
B
標準誤
21.554
7.749
2.360
.920

標準化回歸係數β

t值

P值

.140

2.782
2.564

.006
.011

身體外形自尊 (心理領域)

1.514

.778

.104

1.945

.053

休閒娛樂 (環境領域)

-1.496

.705

-.112

-2.120

.035

業餘生活滿意度 (環境領域)

1.691

.818

.118

2.066

.039

日常事務處理 (獨立領域)

3.007

.933

.194

3.221

.001

人際關係滿意度 (環境領域)

2.337

1.199

.159

1.950

.052

居住環境 (環境領域)

2.137

.871

.137

2.453

.015

醫療保健(環境領域)

1.682

.852

.114

1.975

.049

模型:RPP2=0.37, F=5.910,
P<0.01
以女大學生生活質量的自評百分制得分為因變量，年級、學校、專業、是否患病、有無運動
習慣以及各個領域的具體因數為因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

討 論

量表對某高校大學生生活質量的調查結果[6]，也支持
男大學生社會維度得分低於女生的結論；不過也有學

長期以來對大學生群體的研究往往局限在生理、

者得出不同的研究結果[7,8]。

心理等領域，本研究嘗試從全方位、多領域對澳門大
學生群體的生活質量進行評估。調查結果發現：澳門

進一步分析社會領域的測題，發現社會領域得分

男大學生社會領域得分低於女大學生，男生的綜合領

差異來源於“性問題”及“朋輩支持”，男女性問題滿意

域得分有低於女生的趨勢，生理、心理、獨立、環境

程度得分為 3.49±0.98 分，3.71±0.79 分，男生得分低

等領域以及自評百分制得分無性別差異。前人採用自

於女生(P<0.01)；男女對“朋輩支持”滿意度分別為

製改良的WHOQOL-BREF量表對師範大學生的生活

3.41±0.81 分，3.53±0.72 分，女性明顯好於男性(P<0.05)，

質量調查

[5]

結果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似，舒劍萍等

但兩性都對此兩問題較爲滿意。困擾澳門大學生的生

(2002) 利用分層整群抽樣的方法，採用WHOQOL-100

活質量的“苦惱問題”（得分低於 3 分）有疼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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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支配、經濟條件、資料獲得、休閒娛樂參與及膳

“評估(assessment) 、分析(analysis) 、行動(action)”

食問題，女大學生受疼痛困擾更多，男生休閒娛樂參

的要求[9]，建議從環境、生理、獨立領域入手，通過

與較女生滿意，提示應特別關注大學生上述存在的問

政府、社會、學校等多方面的努力，改善居住環境，

題。

通過輔導和培訓提高大學生時間管理的能力，鼓勵大
學生積極參與體育活動和學生社團活動，增強體質、

多元回歸分析顯示，年級、學校、專業、是否患

豐富生活內容，提高社會參與性和日常事務的處理能

病、有無運動習慣等背景因素不能進入回歸方程，説

力，切實提高大學生的生活質量，維護大學生健康。

明這些背景因素對男女大學生生活質量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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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監測和輸血安全
黎鳳儀

吳軍民

許萍

【摘要】 血液監測(Haemovigilance)是一個“質量的控制過程”(Quality Process)，其目的是改善輸
血治療的質量和提高輸血的安全性。血液監測覆蓋從捐血者到受血病人的整條輸血鏈內的所有操作活
動。本文就血液監測和輸血安全的概念、血液監測在其它國家的不同模式、回顧全球現存的血液監測
系統、建立受血者血液監測系統的設置和具備條件，以及實施血液監測帶來的裨益作簡要的綜述。
【關鍵詞】 血液監測;

輸血安全;

綜述

Haemovigilance and Transfusion Safety
LAI Fong I, NG Kuan Man, HUI Ping.
Macao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 Department of Health, Macao SAR, China; Tel: (+853)-28752522; Fax:
(+853)-28573976; E-mail: ctsdrlai@ssm.gov.mo
【Abstract】 Haemovigilance is a "quality process" with the aim to improve quality and increase safety
of blood transfus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haemovigilance covers and surveys all activities of the blood
transfusion chain from donors to recipients. This article is about to review the concept of haemovigilance and
safety of blood transfusion, the different forms of haemovigilance, worldwide overview of existing
haemovigilance systems, settings and requirements for recipient haemovigilance, and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ed haemovigilance.
【Key words】 Haemovigilance;
Transfusion Safety;
Review

前 言

輸血反應和事件的數據，糾正其中的不良因素並預防
這些不良反應和事件的再次發生[2]。

自 1915 年人類首次在歷史上成功實踐了人－人
輸血治療至今，血液在臨床上的應用使無數病人擺脫

血液的安全開始於捐血者，包括設立嚴格的捐血

了疾病的折磨，甚或重拾了生命。隨着血液及血液製

者篩選政策，選擇健康的捐血者；監控採血的過程；

品使用日益廣泛，輸用血液及血液製品後可能發生的

可靠和現代化的相關化驗室檢驗。最後，還需要對受

不良反應越來越受到醫學工作者們的重視。因而血液

血病人發生輸血相關不良反應和事件的監測。因此，

的安全成了輸血醫學工作者們現今共同努力的目標，

在血液監測過程中，輸血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捐血

從而提出了“血液監測(Haemovigilance)”的概念。

者和受血者兩大重要因素，即所謂的“由靜脈到靜脈
(Vein to Vein) ”的監測。所以，血液監測範圍可以被劃

血液監測和輸血安全的概念

分為三大類：捐血者、過程和受血者。

血 液 監 測 是 一 個 “ 質 量 控 制 過 程 (Quality

血液監測系統要收集和校對輸注了不穩定的血液

Process) ”，其目的是改善輸血治療的質量和增加輸血

和血液成分所導致的危害之有關資料，包括了三個監

的安全。血液監測覆蓋面包括由捐血者到受血者整條
輸血鏈(Blood Transfusion Chain)內的所有活動。血液
監測是達致確保輸血質量和安全必不可少的過程[1]。
血液監測的目標是通過監測、搜集及分析所有不良的
＿＿＿＿___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衛生局, 捐血中心;
Tel: (+853)-28752522; Fax: (+853)-28573976;
E-mail: ctsdrlai@ssm.gov.mo

測步驟：
(1) 因輸血而導致有害或意外後果的通報；
(2) 血液成分的可追蹤性；
(3) 對不良反應的預防。

血液監測的模式
不同國家之間有不同的血液監測模式[3-7]，大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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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自願性或強制性通報模式；通報所有的輸血不

EHN)。自此針對這一議題的重要會議相繼召開，討論

良反應或錯失的資料或只通報嚴重的不良反應或錯

的範圍涉及：組織架構、必要資料的蒐集分類、捐血

失；要求向政府機關通報或只需向其他機構通報的模

者資料、成分血（如血漿製劑）的使用資料及系統本

[2]

式。例如法國 是實行強制性通報模式，並要求向政
[7]

府機關通報所有輸血不良反應或過失；而英國 、瑞

身的安全性，其他還包括警報系統的設置及網路的應
用等。

士則是奉行自願性通報模式，只須將嚴重的不良反應
或過失向一指定的非政府機構通報。

比較英國 SHOT 與歐盟血液監測系統最大不同點，
在於 SHOT 監測範圍主要是嚴重的輸血不良反應和意外

血液監測系統全球發展史

的報告，包括：不正確的輸血或使用血液成分（Incorrect
blood/component transfused，IBCT）、急性輸血反應（過

回顧血液監測的發展，最早由法國開始。法國輸

敏性反應，Anaphylaxis）、遲發性輸血反應（Delayed

血委員會於 1991 年設計了一套血液監測系統，並於

transfusion reaction）、輸血相關急性肺傷害（TRALI）、

1992 年由法國國家血液監測中心（The Centre National

輸血後紫癜(Post-transfusion purpura，PTP)、輸血相關之

d’Hémovigilance）開始啟動。於 1993 年 1 月訂立第 4

移植物抗宿主病（TA-GVHD）、細菌污染（Bacterial

號法例成立血液監測系統，且於 1994 年正式執行法國

contamination）、輸血後病毒感染（Post transfusion viral

血液監測網絡法

[8,9]

。法國血液監測的範圍包括了各

infection）和其他如瘧疾等輸血後感染[12]。

種程度的潛在輸血危害；而監測系統的重點在於能夠
提供預期的監測效果及早期預警作用[10]。

香港於 1998 年由輸血服務中心提出實行血液監測
的建議，醫院管理局接受了此建議並任命中央輸血委員

1993 年，日本開始建立全國性血液監測系統。由

會按已發展國家的模式去監督和實施這個監測系統。香

日本紅十字會負責執行管理，奉行自願性通報模式，

港在建立血液監測系統前，對輸血危害的相關資料沒有

通報內容着眼於輸血不良反應和傳染性疾病，監測報

系統的調查、報告、分析和監測的程序；即使通報了的

告向政府健康和福利部提交。

資料也不夠全面和系統；對血液監測的認知也缺乏敏
銳；對具體的輸血記錄也缺乏可追蹤性(LIN Che Kit,

1996 年開始建立較完善的追蹤系統，例如必須將

The

Importance

Setting

Up

a

Haemovigilance

捐血樣本貯存 10 年，以便追蹤和確認與輸血不良反應

System-Hong Kong Experience, Seminar on Clinical

和傳染性疾病有關的輸血或血漿的原因(Japanese Red

transfusion Medicine Macao 11th, December 2004)。實施血

Cross Society, Japanese Haemovigilance annual report

液監測系統後，由中央輸血委員會為公立醫院實行標準

2001and 1993-2001)。

輸血培訓，又協調各醫院輸血委員會的發展，透過血液
監測系統以監察不良輸血反應。相關的培訓和教育則由

1996 年，瑞士[3]開始建立血液監測系統，由瑞士

醫院輸血委員會組織及實行。

紅十字輸血服務部(BTS SRC)和瑞士藥物監控中心
(SDMC)共同管理，實行自願性通報模式，只須將嚴重

血液監測系統帶來的正面影響包括使醫護人員增

的輸血不良反應向非政府管理機構通報。1996 年，英

加了對輸血和輸血相關潛在不良反應的認識和了解；定

國也實施了一套“嚴重輸血危害（Serious Hazards of

期撰寫血液監測的報告，既可由此了解輸血潛在危險的

Transfusion，SHOT）”的系統

[11]

，透過收集及整理輸

血併發症及死亡的病例以追蹤監測輸血安全。

機率，又可使醫院輸血委員會逐漸通過實踐，完善臨床
輸血管理的程序，使新發現的輸血危害可於較早期快速
警報，確保區域內的安全血液供應和輸血安全承諾(KW

自 1997 年開始，針對血液監測的學術研討會首先

LIE, Deleveloping Hemovigilance in Hong Kong- a

在法國發起，並於 1998 年在法國巴黎正式成立了歐盟

personal view at hospital level, Seminar on Clinical

血 液 監 測 網 絡 (European Haemovigilance Network ，

transfusion Medicine Macao 11th, Dec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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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血者血液監測的必備設置和條件

明顯減少的跡象。2004 年，法國的用血量比 1994 年
減少了 50 萬單位血液。

血液監測可以在醫院的層面來引領。醫院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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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引發
心腦血管疾病機理的探討
陳文詩
【摘要】 同型半胱氨酸在近 10 多年來被認為是心腦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之一，它是必需氨基酸
蛋氨酸代謝的中間產物。形成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原因有遺傳、年齡、性別、營養狀況、腎功能、
疾病及葯物等，在長期性及短期性對心腦血管系統都有明顯的影響，主要是透過損傷血管內皮細胞及
功能、血管平滑肌的增殖、改變血凝狀態及使脂質代謝障礙。現在的治療仍以改善營養狀況為主，作
者就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引發心腦血管疾病機理的探討進行綜述。
【關鍵詞】 同型半胱氨酸;

心腦血管疾病

The Mechanism of Leading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by Homocysteine
CHAN Man Si.
Kiang Wu Nursing College, Macau SAR, China; Tel: (+853)-82956233; E-mail:dr_chan@126.com
【Abstract】 Homocysteine is known as a new dangerous factor of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in
recent 10 years. It is the middle product of metabolism of methionine. The causes of hyperhomocysteinemia
are connected with hereditary, age, sex, nutrition, function of kidney, disease and pharmacy. The long or short
effects of it in the cardiocerebrovascular system are significant, and the main mechanisms are damaging the
vascular endothelium and its function, increasing the smooth muscle of vessel, changing the situation of
clotting and disturbing the metabolism of fat tissue. Now the cure is just to change the nutrition. This article is
a literature review to discuss Homocysteine in the etiology of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Key words】 Homocysteine;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

隨著抗生素的發明、全球人口老化及壽命延長、

因素只能解釋約 50%患病者的病因。隨著科學和檢驗技

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完善等，慢性疾病越來越多地影

術等的發展，近 10 多年來提出了其他許多新的危險因

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民健康。在澳門，2004 年

子，如：代謝綜合征、同型半胱氨酸血症（Homocysteine，

前三位的死因順位為：腫瘤、心臟病及呼吸系統疾病。

Hcy）
、血漿脂蛋白[3,4]、血清炎性標記物等。

其中循環系統疾病（包括心、腦、血管等疾病）的死
因構成比約為 29.16%。可見除腫瘤外，心腦血管疾病
對公共衛生保健問題帶來嚴重的威脅。

這些新的危險因子為心腦血管疾病的認識、預防、
檢測、治療、評估發病及患病風險等領域帶來新景象。
其中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近年研究的熱點，並漸為研

傳統公認的心腦血管疾病危險因素有高血壓、高血

究學者認為是心腦血管疾病的獨立危險因子，作者討

脂、吸煙、糖尿病及衰老等；從另一個角度看，又可分

論了同型半胱氨酸對心腦血管疾病影響的流行病學特

為不可改變的危險因素及可改變的危險因素；不可改變

點、代謝、病因、致病機制、檢測和治療。

的危險因素有：年齡、遺傳、種族和家族史、心腦血管
病史及性別；可改變的危險因素包括：高血壓、吸煙、

同型半胱氨酸的流行病學情況

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LDL）升高、高密度脂蛋白
（HDL）減少、肥胖與低體力活動等[1,2]。然而，以上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的 認 識 始 於 1968 年 波 士 頓
Massachusetts 州境內 McCully, M. D. 醫生發現罹患同

____________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Tel:(+853)-82956233; E-mail:dr_chan@126.com

型半胱氨酸代謝異常且僅有 2 個月大之男孩竟然呈現
動脈硬化末期症狀，因為其體內並無脂質堆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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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與一般認為心血管疾病的病因是體內高血脂、高

在近期性影響方面，1992 年 Stampfer 等的“內科

膽固醇不符合；另一個案例是同樣罹患同型半胱氨酸

醫生健康的研究”發現，271 位內科醫生患了心肌梗

代謝異常且僅有 8 歲大之男孩心臟病發且動脈內壁己

塞，他們血漿同型半胱氨酸總量（11.1 ± 4.0）µmol/L

經出現纖維化，此男孩心臟病發的年齡比一般人提早

明顯高於對照組（10.5 ± 2.8）µmol/L（P<0.05）
。排除

了 35 年！因此 McCully, M. D. 醫生提出同型半胱氨

其它冠心病危險因素，同型半胱氨酸相對危險性是 3.4

酸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險因子，但這種推論在當時不

倍（RR=3.4）[2]。在國內也有多項相類似的臨床調查

被認同，因為當時膽固醇理論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及

同樣發現，冠心病及腦卒中發病組與對照組血漿同型

[5]

肯定 。直到 1976 年 Wilcken 夫婦首先發現並提出輕

半胱氨酸濃度有顯著到極顯著的差異性[7-9]。在患冠心

度增高的血漿同型半胱氨酸與冠狀動脈疾病有關[2]。

病的不同階段，其血漿水平也不盡相同且有顯著性差

自此，相關的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試驗及臨床檢驗

異，但在腦卒中中則沒有明顯差別[7]；而不同水平的

相繼出現及得以證實其在動、靜脈引起阻塞性血管疾

血漿同型半胱氨酸在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有統計學上

[2]

病的特殊地位 ，而阻塞性血管疾病就是引起心腦血

。
顯著性差異，隨著濃度越高，發病率越大[8]（見表 1）

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表1

同型半胱氨酸是一種含硫基的氨基酸，它是必需
氨基酸蛋氨酸代謝的中間產物；在正常人體內也存在，
正常值約 5~15µmol/L[5]，但地區差異很大，且男性明
顯高於女性[6]，血漿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高於 15µmol/L
者稱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據統計推斷，普通人
群中只有不到 5%，而在腦卒中和其他血栓栓塞性疾
病中則可達 50%，約 10%的心腦血管疾病與體內同型

梗塞的危險增加 18.2%；每增加 5µmol/L，患冠心病的
危險性，男性增加 1.6 倍，女性增加 1.8 倍；高於正常
值上限 15.8µmol/L 的人群比低於 14.1µmol/L 的人群患

人數

發病人數

發病率

≤10

25

7

28.0

11~20

20

8

40.0

21~30

24

21

72.4

>30

16

14

87.5

如前所述，同型半胱氨酸是蛋氨酸（甲硫氨酸）

近 10 多年來許多的研究提出其危害性在長期及短
等指出血漿同型半胱氨酸每增加 1µmol/L，患急性心肌

分組(µmol/L)

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謝

半胱氨酸濃度過高有關[1]。

期都有明顯的影響。在長期性方面，如：
1995 年 Boushey

不同血漿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心腦
血管疾病發病率[8]

的中間代謝產物，是含硫必需氨基酸。蛋氨酸在三磷
酸腺苷（ATP）的參與下，先形成 S-腺苷蛋氨酸（S-Ado
Met），它是一種活潑的甲基供應體。然後在甲基轉移
酶作用下形成 S-腺苷同型半胱氨酸（S-Ado Hcy）
，後
者脫去腺苷即成同型半胱氨酸（Hcy）。

心肌梗塞的危險性增加 3.13 倍[7]。同年的《新英格蘭醫
學週刋》報道了一項研究有關 1041 名老人血液中同型

以上的資料都表明，同型半胱氨酸除長期及短期

半胱氨酸濃度的結果，發現其超過 11.4µmol/L 之人其

地影響著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發展外，還可透過其

頸動脈硬化且動脈狹窄發生栓塞的機會的為正常人之

他危險因子發揮其不良的影響。

2 倍。1996 年 Clarke 等報道高同型半胱氨酸組較正常

同型半胱胱氨酸的代謝有兩個途徑[3,8]

組動脈粥樣硬化危險性增加 23 倍。有人對 1 416 例無
明顯動脈硬化受試者血漿同型半胱氨酸濃度測定，進行
大規模前瞻性研究表明，5 年後高同型半胱氨酸與正常

1

約 50%進入分解代謝途徑：

組相比，心肌梗死危險性高 3 倍。1998 年 Donner 揭示
在男性患者血中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同時，還伴有高水

同型半胱氨酸在胱硫醚 β 合成酶（CBS）的作用

平的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
、甘油三酯（TG）以及

下與絲氨酸生成胱硫醚；胱硫醚在胱硫醚酶作用下分

低水平的高密度脂蛋白 3（HDL3）膽固醇[6]。

解成半胱氨酸，再進一步生成丙酮酸、硫酸與水。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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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胱硫醚酶皆需維生素 B6（Vitamin B6）才具活性。

合成酶（CBS）缺陷所致。輕度血漿同型半胱氨酸增高
見於胱硫醚 β-合成酶雜合子型低下，正常人群發生率

2

為 5%~8%；該酶活性只有正常人的 20%[2]。其次引起

另 50%參與蛋氨酸循環：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遺傳因素是 5，10-亞甲基四氫
有 N-5 甲基四氫葉酸（N-5-CH3-THF，5-MTHF）

葉酸還原酶和蛋氨酸合成酶缺陷。另外，因遺傳而造成

或甜菜碱作甲基供體，蛋氨酸合成酶（MS）作用下，

5，10-亞甲基四氫葉酸還原酶變異，也可引致高同型半

同型半胱氨酸獲得一個甲基生成蛋氨酸。MS 的輔助因

胱氨酸血症；此時該酶只有正常人的 50%活性，經熱

子為維生素 B12（Vitamin B12）及葉酸。由此可知，血

處理後，殘餘活性僅為 15%，而正常人則為 35%。

漿同型半胱氨酸的濃度，是受到蛋氨酸的調控、關鍵酶
（CBS、胱硫醚酶、MS）的活性以及一些輔助因子（維

2

生素 B6、維生素 B12、葉酸）等的因素影響（見圖 1）
。

年齡
血漿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隨年齡而增加；文獻報

道，每增加 10 年，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 10nmol/L[12]。
原因為：老年人常有維生素 B6、維生素 B12 及葉酸等
缺乏；有不同程度的腎功能減退或障礙；胱硫醚酶活
性降低。

3

性別
一般來說，男性較女性為高，而絕經後這種差別

消失。可能原因：雌激素對蛋氨酸代謝的干預[9]；男
性血中肌酐水平偏高；男性骨骼肌較發達，蛋氨酸代
謝較活躍。

圖 1 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謝循環[5]

4

同型半胱氨酸在血漿存在形式

營養狀況
由代謝途徑可知，維生素 B6、維生素 B12 及葉酸

是與同型半胱氨酸代謝有關的酶的重要輔助因子，因
同型半胱氨酸是總稱，在血漿中以多種形式存在，
包括有：同型半胱氨酸、混合型同型半胱氨酸-半胱氨

此不足時可引起相應酶的功能下降，引致血漿同型半
胱氨酸升高。

酸、混合雙硫蛋白質-同型半胱氨酸[7]。在健康人體血
漿約 70%~80%的同型半胱氨酸以共價鍵與蛋白質結

5

腎功能

合形成結合型；游離型是指可溶酸的，非蛋白結合形

血漿同型半胱氨酸與肌酐濃度成正相關，慢性腎

式的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總量是指游離的和

功能不全者血漿同型半胱氨酸濃度可達正常人的 2~4

[2]

結合的所有同型半胱氨酸 。

倍。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病因

6

疾病
嚴重的硬皮病、淋巴細胞性白血病、乳房、卵巢、

現在它的發病原因尚未完全明瞭，主要有

1

[10]

：

遺傳
本症是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由代謝途徑可知，若

胰腺惡性腫瘤等均可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7

藥物
有些葯物有增高血漿同型半胱氨酸的作用，如甲

遺傳變異引起有關酶的結構和/或功能改變，即可發病。

氨喋呤可使 THF 水平降低；NO 何使 MS 活性降低，

最常見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由純合子型胱硫醚 β-

抗癲癇葯中的苯妥英鈉、卡馬西平等可干擾葉酸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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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血漿同型半胱氨酸增高。
此外，還有與吸煙、喝咖啡等因素有關。也可將

VonWillebrand 因子等細胞蛋白的表達和分泌。

2

促進平滑肌細胞膠原合成，剌激血管平滑肌
細胞增殖：

以上因素按可改變及不可改變作劃分，如可改變因素
有：營養狀況、腎功能、疾病、葯物、吸煙及喝咖啡；
不可改變因素有：遺傳、年齡、性別。為治療作指引。

血管平滑肌增殖是高血壓和動脈粥樣硬化（AS）
等疾病的主要病理學特點。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使

同型半胱氨酸引致心腦血管疾病的機制

平滑肌細胞內 cyclin mRNA 和 for 癌基因表達增加，
誘導靜止期細胞進入分裂期，促進平滑肌細胞迅速增

直到目前為止，同型半胱氨酸確切的引起心腦血
管疾病的機制尚未完全清楚。最初在 1993 年 Harker

殖。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還與血管壁膠原合成和連接
等有關，從而加速了 AS 的發展。

等人在狒狒體內注入同型半胱氨酸後，可以觀察到其
血管內壁之內皮細胞受損，且有平滑肌異常增生現象
[3]

3

的平衡，使機體處於血栓前狀態：

。隨後許多實驗室的實驗結果都相似，總結有以下

主要因素

[7,11]

促進血小板聚集，破壞機體凝血和纖溶之間

：
(A)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通過抑制凝血酶調節蛋

1

引起血管內皮損傷和功能障礙

白在內皮細胞表面的表達及活性，進一步抑制蛋白 C
的激活，從而影響了對 Va、VIIIa 和凝血酶的滅活。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以透過以下途徑損傷血管
(B) 還抑制 AT-III 與內皮細胞的結合，並減弱內

內皮細胞和功能：

皮細胞表面硫酸肝素蛋白多糖對 AT-III 的活化作用，
1.1 抑制一氧化氮（NO）的合成並促進其降解：

從而抑制了 AT-III 的抗凝活性。

同型半胱氨酸與內皮的 NO 反應生成 S-亞硝基-同型半
(C) 通過抑制 ADP 酶的活性，增強了 ADP 對血

胱氨酸，後者有強烈的擴張血管和抗血小板功能，並可
抗拮同型半胱氨酸對內皮細胞的有害作用。但高同型半

小板的誘聚作用。

胱氨酸血症可損傷血管內皮細胞，達一定程度後即抑制
(D) 抑制纖溶酶原激活物（tPA）與血管內皮結合，

NO 的合成，使同型半胱氨酸對內皮的毒性作用明顯增
強，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其次，同型半胱氨酸還可通過

從而干擾了內皮的纖溶活性。

產生一系列活性氧中間產物而抑制 NO 的合成；另外，
(E) 增強血小板的聚集功能和組織因子的活性，

可降低細胞內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濃度，加快了 NO 氧
化失活的作用，增強了脂質過氧化物與過氧化氫的細胞

激活性凝血因子 V 等。

損傷效應。因此，高同型半胱氨酸可嚴重影響血管的舒
張收縮調節，並加速血小板凝聚。

4

加強低密度脂蛋白（LDL）的氧化，加強脂
蛋白（a）（Apo-a）與纖維蛋白的親和力：

1.2 抑制前列環素的生成。
1992 年 Libby 在 Scientific American 發表了同型
1.3 改變內皮細胞內硫基的氧化還原狀態（特別

半胱氨酸如何成為心血管疾病高危險因子的重要角色

是谷胱甘肽的濃度）來影響有關的細胞功能：如抑制

的文章，論文中指出當血中同型半胱氨酸濃度正常時

轉錄因子核因子-κB（NF-κB）的激活，影響內皮細胞

LDL 進出由內皮細胞組成之血管內膜層時不會引發

的凋亡過程及粘附分子和細胞因子的表達；干擾蛋白

體內免疫反應；但是當被氧化的 LDL 進入內膜時會剌

質在內質網的折疊、轉運、抑制凝血酶調節蛋白和

激內皮及平滑肌細胞分泌化學激素，吸引體內免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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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單核細胞及 T 細胞等先鋒部隊前來。免疫細胞經

素 B6（100mg/d）
、葉酸（5mg/d），用後三個月內同型

由內皮細胞上的受體進入血管內膜盡情的享用被氧化

半胱氨酸水平下降 40%~50%[11]。相信這可能與種族、

過的 LDL，而成為體內含有脂質小球的泡沫細胞

性別及是否合併有其他危險因子有關。如果是絕經後

（Foam cell）並堆積在血管內壁形成斑（plaque）
，之

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有研究指出可用激素補充治

後平滑肌細胞會往內皮細胞外緣移動並纖維化生成纖

療（HRT）作出改善，而且長期效果與不應用 HRT 的

維帽（Fibrous cap），這使得斑的體積變大且血管壁變

在心血管疾病發病率的差異有顯著性[13]。

窄。之後隨著泡沫細胞所分泌之炎性物質弱化纖維帽

同型半胱氨酸的相關討論

後，血管內壁產生缺口並引發一系列凝血反應，便有
[5]

機會生成血栓塞住血管引發心血管疾病 。
作者認為，同型半胱氨酸主要是透過減少一氧化

同型半胱氨酸的測定

氮（NO）和/或抑制其功能，及產生過量過氧化物（如
氧自由基）而損傷血管內皮。血管內皮的主要功用是

目前的研究中，多採用測定血漿同型半胱氨酸總

形成連續的保護層，調節由血漿至動脈基底層通過的

量，鑒別正常與異常水平濃度。這種方法，可漿血漿

物質。血管內皮很容易損傷（危險因素有：血流的內

貯存在-70℃條件下，幾年內血漿同型半胱氨酸總量不

切力和外界的正壓力等）
，但又在很快被修復（修復或

[2]

變 。測定同型半胱氨酸的方法很多，巿面常用的方

保護因素有：NO、徐緩蛋白、肝素、前列環素及轉化

法有：酵素免疫分析法（EIA）；螢光偏極化免疫分析

生長因子 β 等）；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損傷與修復保持

法（FPIA）；高效液相色譜法（HPLC）；螢光分析法

動態平衡。但在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情況下，其自身、

等；但以高效液相色譜法為主要方法。

其產生的過量過氧化物（如氧自由基）
，加上血管內皮
損傷的情況下，血管內皮損傷過程延長，修復時間減

同型半胱氨酸的治療建議

慢，這樣就會形成以下幾個要點：

從病因可知，我們可透過處理“可改變因素”對高

1 血管內皮細胞減少，導致局部 NO 減少，削弱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進行預防和治療。首先改變生活習

內皮局部保護能力：眾所周知，NO 除使血管保持某

[17]

，如戒煙、不喝咖啡、增強營養狀況和停服不必

種程度的擴張外，還有下列保護血管的功能，諸如：

要的葯物；其次應改善腎功能及治理相關疾病；若通

由松弛血管平滑肌細胞而使血管擴張；抑制平滑肌細

過對以上的因素處理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仍沒有好

胞、內皮細胞和單核細胞增生；抑制血小板凝集，以

轉，則應作針對性治療。方法無非在於通過給予維生

及抑制內皮細胞相互作用。此時以上的保護因素減少

素 B6，提高同型半胱氨酸的轉硫化作用，或者通過給

後使血管的通透性增加及內皮下組織外露，觸發血小

予維生素 B12、葉酸提高再甲基化作用[2]。

板、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凝集形成動脈粥

慣

樣斑塊。
但各學者所建議的劑量及療效不盡相同，如 Gleck
等 1995 年對高脂血症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腦

2 過氧化物對於內皮細胞有多種影響：減低 NO

血管病者經用 15 周葉酸
（5mg/d）
、維生素 B（100mg/d）
6

之活性，生長的誘導激酶（Kinase）活性的調節和脂

治療後，同型半胱氨酸由 18µmol/L 降至 11µmol/L；

質的過氧化。這些途徑在血管平滑肌細胞肥大和增生

Naurach 在 1995 年給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者肌注葉酸

的長期反應上，扮演次級信使的角色。在高膽固醇血

（1.1mg/d）、維生素 B12 （1000µg/d）和維生素 B6

症的情況下，活化和炎症有關的基因，導致動脈粥樣

（5mg/d）
，可使 80%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恢復正

硬化的形成。高血壓和血管再狹窄情形下，血管平滑

[3]

常 ；Boers 等向公眾建議的劑量是降低空腹同型半胱

肌細胞增殖，導致血管重新改造和肥大。使內皮細胞

氨酸用葉酸（0.65mg/d）、維生素 B12（0.4mg/d），而

膜損傷及修復延緩，加劇 NO 的減少。至於如血管平

降低蛋氨酸負荷後的血漿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可用維生

滑肌增殖及血液呈高凝狀態，相信是繼以上的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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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後果。因現在僅有的資料足以說明，除脂質理
論外[3,4]，同型半胱氨酸引致心腦血管疾病在未來將漸
引起重視。
總之，同型半胱氨酸對心腦血管的危險性不容忽
視，應對其病因及致病機制再作詳細精確的探討分析，
為心腦血管疾病的防治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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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Radiotherapy for Neurocytoma
QIU Xi Bin

XIAO Guang Li

TSAO Shiu Ying

【Abstract】 Neurocytoma is a rare pure neuronal tumor. Radiotherapy is effective in enhancing the local
control post surgical resection. Radiotherapy modalities include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and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We reviewed some published medical literature, and try to discuss the indication, dose,
exten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radiotherapy for neurocytoma.
【Key words】 Neurocytoma;
Radiotherapy
神經細胞瘤的放射治療
丘熹彬, 肖光莉, 曹紹應.
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鏡湖醫院, 放射治療中心; Tel:（＋853）-82951533; E-mail: cathyqiu2718@yahoo.com
【摘要】 神經細胞瘤是一種少見的純神經原腫瘤。放射治療能夠明顯地提高腫瘤的局部控制率。
放射治療可分為常規放療和立體定向放射治療。通過文獻復習，對放射治療的適應症、劑量、照射範
圍及療效等進行了探討。
【關鍵字】 神經細胞瘤;
放射治療

Intraventricular neurocytoma (IN) is one of the

IN are typically located in a deep midline position

pure neuronal tumors. Compared with glial tumor, it is

near the foramen of Monro (e.g., septum pellucidum,

less aggressive with better prognoses. The term IN was

lateral ventricles). Tumor site is one of the most

[1]

first used by Hassoun
intraventricular

tumors

in 1982 to describe 2 cases of
with

histologic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benign clinical behaviors. Since then,
about 500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2]

.

important characters of neurocytoma. The characteristic
CT appearance

is

a

coarsely

calcified,

intraventricular,

well-circumscribed

entirely

tumor

mass,

occupying the body or / and frontal horn of the lateral
ventricles.

IN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0.25%~0.5% of all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umors [3]. The median age of the
patients with LN is 31 years, ranging from 53 years to 17
years

[4]

.The common presenting symptoms are headache

and seizures. Some cases were incidentally diagnosed by

The overall actuarial survival rate at 5~10 years
was 83%

[6]

. Most of the patients died of cause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umor. Only 4% died of tumor
progression.

brain CT for evaluation of asymptomatic closed head
injury. The most serious complications are hemorrhage
and transformation into more aggressive malignant

TREATMENT MODALITY FOR
NEUROCTOMA

lesions [5]. However, it is interesting that IN has only one
or two kinds of primary non-specific clinical symptoms;

Surgery

is

the

mainstay

of

therapy.

Most

thus, its clinical presentations would help to narrow the

investigators agree that gross total resection (GTR) is the

possible differential diagnoses. In case of sudden onset of

best choice. However, subtotal resection (STR) is often

severe headache, acute hemorrhage should be suspected.

all that is possible, because of tumor vascularity or
adherence to adjacent structures.

______________
Authors address: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Therapy Center,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SAR, China; Tel: (+853)-82951533;
E-mail:cathyqiu2718@yahoo.com

Most patients received adjuvant radiotherapy (RT).
Postoperative RT appears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local
control rates, but it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a survival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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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vant chemotherapy is seldom indicated due to

COVENTIONAL RADIOTHERAPY

the tumor’s benign behavior. Salvage chemotherapy
would be required for the presence of metastases, patient

Following the generally accepted guidelines for the

preference and previous RT history. Case reports detailed

treatment of low-grade brain tumors, target volume

salvage chemotherapy were very limited. Until 2007,

includes the preoperative tumor volume and a 2-cm

only 9 patients from published series have been treated

margin. A dose of 54-60Gy appears relatively safe

[6]

[10]

.

with salvage chemotherapy . Such regimen resulted in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the risk of severe toxicity at 5

neuroimaging improvement in 5 of the 6 cases with

years is 5% if up to one-third of the brain was irradiated

tumor volume reductions of 25%~60%
follow-up

has

been

limited.

Thus,

[7-8]

. However,

the

use

of

to 60Gy. Because morbidity will be an issue in younger
children, RT dose of these children should be as low as
feasible, such as limiting to 54Gy.

chemotherapy requires additional study.

BENNFIT OF RADIOTHERAPY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Although IN typically follow a benign clinical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RT, stereotactic

course, one-third of the patients developed recurrence

radiosurgery (SRS) has some potential benefits. It is

after GTR

[6]

. One-half of patients developed recurrence

more precise, requires less treatment time, reduces the

after STR. Local tumor relapse occurred at a median

normal tissue volume being irradiated, and causes less

interval of 2.7 years.

RT-toxicity.

Relapse would occur as late as

10.6 years postoperatively. However, 80% occurred
within 4 years of surgery [6].

In the SRS group, the median total dose applied to
the tumor margin was 15Gy. The results of SRS were

RT is effective in enhancing the local control, whil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11]

.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exists. Some investigators have

Although no conclusion can be reached nowadays due to

advocated close observation and discouraged routine use

the short follow up time, SRS has emerged as the

of adjuvant RT after STR, citing the generally benign

preferred therapeutic option.

clinical course and the potential long-term radiation
toxicity. Mos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postoperative

In STR+RT patients, the shrinkage of the residual

RT is effective in decreasing tumor recurrence, especially

tumor mass was observed at approximately 1 year post

in case of STR. In a meta-analysis of 310 patients, Rades

irradiation (range, 6 months~2 years). The time interval

and Fehlauer

[9]

fou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is similar to that of small-to-medium sized arteriovenous

5-year local control rate with adjuvant RT after SRT

malformation. It might be postulated that in case of IN,

(83%) compared with STR alone (46%), p<0.001. As we

residual tumor shrinkage after RT probably occurred due

know, local control is also an important endpoint,

to endothelial proliferation and small supplying arteries

because recurrence of a typical IN may cause

hyalinization, rather than directly tumor cell killing effect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alignant degeneration into an

[12]

atypical

subtype,

neurologic

deterioration,

.

or

craniospinal dissemination. Thus, most authors suggest

SALVAGE RADIOTHERAPY

that post-operative RT should be considered, especially
for STR and atypical features. However, it is also well

Further salvage treatment for the residual and

accepted that local control benefit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recurrent IN remains controversial.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urvival benefit.

versus “wait and see” strategy, chemotherapy, and RT

Re-operation

has been discussed. Salvage surgery could b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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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choice. However, it has decreased in frequency
due to the small, but demonstrated risk of surgical
morbidity.

In case of disease recurrence, all forms of

radiotherapy were proven to be effective. SRS has
emerged as the preferred therapeutic option. SRS with
Gamma Knife has gained more and more applica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or pro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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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痤瘡的病因及防治
劉建

梁雅晶

黃海山

陳寶珊

【摘要】 痤瘡是一種累及毛囊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好發於顏面，但胸背等處亦可發生。
多數發病於青年男女，以粉刺、丘疹、膿疱、結節、囊腫及疤痕為特徵。中醫稱此病為“肺風粉刺”、“酒
刺”之範疇。發病原因及發病機理與多種因素相關。近年來，對此病的研究有新的進展，綜述如下。
【關鍵詞】 痤瘡;
病因;
防治
The Pathogeny and Treatment of Acne
LIU Jian, LEONG Nga Cheng,
WONG Hoi Shan, CHAN Pou S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SAR, China; Tel:
(+853)-82952000, E-mail: kwderm@yahoo.com.hk
【Abstract】 Acne is a kind of implicates hair-follicle and sebaceous gland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Good sends in the face, but the chest and back may occur. It is common in the youth. Take the comedone, papule,
pustule, nodule, cyst and scar as characteristic. Morbidity reason and pathogenesis are related to many kinds of
factor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new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about acne. Summarizes as follows.
【Key words】 Acne vulgaris;
Pathogeny;
Treatment

病因及發病機理
痤瘡可發生於任何年齡段，小至新生兒，大至老
年人，80%為 12~25 歲。國內專家王德進[1] 對 5 972
例中學生進行調查，發現男性發病率佔 45.6%，女性
佔 38.5%，男性 13 歲組發病低於女性，其餘均高於女
性，年齡增大，發病率高，至 16 歲達最高峰。來自國
外的報道，在青春發育期，痤瘡的發病率，女性可達
90.6%[2]，男性可達 100%[3]目前，痤瘡的發病原因及
發病機制尚不十分清楚，但又有諸多的因素可使此病
發生及加重。如機體雄性激素的代謝紊亂，皮脂腺功
能亢進，毛囊皮脂腺異常角化，痤瘡丙酸桿菌感染及
機體的免疫反應均有一定的關係，還有接觸的環境，
遺傳等因素，此外，日光的照射、吸煙及精神緊張均
可引起痤瘡的加重。因而多數學者認為，痤瘡是一種
遺傳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多基因病[4]。

睪酮在皮膚中經與 5-d 還原酶的作用下能變為組織活
性更高的雙氫睪酮，它能促進皮膚細胞內核蛋白的合
成，並提供合成皮脂腺所需能量的糖酵解通路，刺激
皮脂腺的分泌增多。如女性患者有多囊卵巢綜合征，
體內雄性激素水平會升高發生痤瘡。而注射睪丸酮的
患者可引起痤瘡的發生。因此，雄激素在痤瘡的發生
中起著重要作用。

2

在雄性激素以及毛囊皮脂腺上皮中缺乏必要的脂
肪酸的作用下，使患者皮脂中亞油酸含量降低，造成
皮脂毛囊導管角化過度，不能正常排泄及脫落，便使
毛囊口變小，加之，毛囊壁上脫落的上皮細胞與皮脂
混合，淤積栓塞在毛囊口內，從而形成粉刺。

3
1

內分泌因素

病人在青春期前及青春期皮膚表面脂質成分會發
生變化，這與雄性激素增加有關，其中以睪酮增加皮
脂腺活性作用最強，孕酮與腎上腺皮質中脫氫表雄酮
也參與作用，後者在初期痤瘡中可能起著重要作用。
因此許多學者研究表明，在引起痤瘡發病的諸多因素
中，性激素水平的改變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因素[5]。雄
性激素的分泌增加，使皮脂腺增大，皮脂分泌亦增多。
__________
作者資料：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鏡湖醫院, 皮膚科;
Tel:(+853)-82952000, E-mail: kwderm@yahoo.com.hk

毛囊皮脂腺角化異常

微生物感染因素

痤瘡的發生與三種菌相關：(1) 革蘭染色陽性、
凝固酶陽性球菌，即葡萄球菌和微球菌，此菌常為寄
生於皮脂腺淺部的需氧部位。(2) 嗜脂酵母，即卵形
糠秕馬拉色菌，此菌一般生長於毛囊上部。(3) 寄居
於毛囊漏斗部下的丙酸桿菌，即痤瘡棒狀桿菌，也就
是臨床引起痤瘡炎症反應的部位[6]。當毛囊皮脂腺單
位中微生物增多，皮脂受微生物（主要是丙酸菌屬又
稱痤瘡棒狀桿菌，其次為卵圓形糠秕孢子菌及白色葡
萄球菌）脂酶的作用下，水解甘油三酯，產生較多的
游離脂肪酸，刺激毛囊引起毛囊周圍發生非特殊性炎
症反應，於是產生了丘疹、膿疱、結節及膿腫。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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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証實，本病患者皮疹處丙酸桿菌會增多，用抗
生素（抗此菌的藥物）治療後，此菌明顯減少，它與
臨床症狀的改善呈平衡關係。

4

免疫學因素

一般痤瘡患者的體液免疫中血清 IgG 水平會增
高，痤瘡丙酸桿菌可使體內產生循環抗體至局部參與
早期的炎症反應，同時，丙酸桿菌能通過經典及替代
途徑激活補體，導致毛囊皮脂腺管的炎症，而丙酸桿
菌介導的細胞免疫也增強了痤瘡的炎症反應。

5

防 治
痤瘡原則：抑制皮脂腺分泌，糾正異常毛囊皮脂
腺導管口角化，減少毛囊內微生物的數量，消除局部
炎症反應等。日常護理：(1) 避免使用含油脂及粉質
過多的化妝品。(2) 常用溫水洗滌患處，使用含有硫
磺的肥皂及洗面奶。(3) 避免擠捏、搔抓等刺激。(4)
少吃刺激性食物，多吃新鮮蔬菜、水果及富含維生素
類食物，控制脂肪和糖類飲食，糾正便秘習慣。(5)
禁用溴、碘類藥物。(6) 禁煙酒。(7) 防止日曬。(8)
精神放鬆，保持足夠的睡眠，加強鍛煉。

1

遺傳因素

內服藥

抗生素類（Antibiotics）
經過系統治療後，抗生素對痤瘡有肯定的療效，
口服四環素（Tetracycline）能使面部皮脂中游離脂肪
酸濃度明顯下降，因此可達到抑制痤瘡丙酸桿菌和抑
制中性粒細胞趨化。口服四環素常規用量服一個月後
逐漸減量至每日 0.25-0.5g，再維持一個月。此外，紅
霉素（Erythromycine）、強力霉素（Doxycycline）及
磺胺類（Sulfonamides）均可酌情選用。青霉素類
（Penicillin）無效，不宜採用。抗生素用藥原則：開
始治療時，要用合理劑量，當症狀控制後療程要足夠，
若發現有耐藥情況要立即更換抗生素。
(1)

國內外學者通過對大量的人群、家系、雙生子女
研究表明，遺傳因素也是構成痤瘡發病易感性的重要
因素之一。從而認為家族史因素在成人痤瘡的發病中
起著重要作用，有家族史的痤瘡患者其子女患病風險
大為增加。還有，青春期痤瘡是一種在青春期體征出
現以前發生的痤瘡，具有明顯的遺傳傾向。但雖然大
量研究均表示痤瘡與遺傳有關，但仍未能確定是以何
種遺傳方式進行。如父母痤瘡嚴重程度與子女不一定
相關，子女間痤瘡嚴重程度也不一致。

臨床表現
痤瘡多見於青年男女，損害好發於顏面部，尤其
是前額、雙頰和頦部，其次是上胸部、背部及肩胛間
部等有皮脂溢出部位，多對稱分佈，但在顏面中央，
尤其鼻部及眼眶周圍常無損害。皮損表現為與毛囊一
致的圓錐形丘疹、白頭粉刺（閉合性粉刺）和黑頭粉
刺 (開放性粉刺)，粉刺可發展成為炎性丘疹、膿丘疹
或膿疱、結節及囊腫等，結節性痤瘡及囊腫性痤瘡多
見於男性，不易消退。當繼發細菌感染時，皮損紅腫
明顯，有壓痛，癒合後遺留萎縮性或增生性疤痕及竇
道。臨床上常以炎性丘疹最多見，亦可與皮損並存，
多無自覺症狀。炎症顯著時可有疼痛或觸痛，吃刺激
性食物皮損加重。病程慢性，大多數患者在 25 歲或
30 歲以後逐漸痊癒。
臨床上除尋常性痤瘡外，還有許多特殊類型的痤
瘡，如：(1)表現為嚴重的結節、囊腫、竇道和疤痕的
聚合性痤瘡。(2)痤瘡突然顯著加重，並出現發燒、貧
血、關節痛等全身症狀的暴發性痤瘡。(3)由碘、溴劑、
糖皮質激素、避孕藥及異煙胼等藥物引起的藥物性痤
瘡。(4)接觸石油、焦油、氮化烴等所致的職業性痤瘡。
(5)嬰兒期由於母體雄激素在胎兒階段進入體內引起
的嬰兒痤瘡。(6)與月經密切相關的月經前痤瘡。

異維 A 酸類（Isotretinoin）
13–順維 A 酸，具有抑制角質形成及細胞增生、
抑制皮脂腺分化和皮脂生成，抑制中性粒細胞趨化及
溶體釋放、抑制痤瘡丙酸桿菌繁殖，從而能從多個環
節抑制痤瘡的形成，是目前治療痤瘡；尤其是嚴重的
結節囊腫型痤瘡的最有效的藥物[7,8]。常規用藥口服每
日 0.5-1mg/kg，4 個月一療程，甚至可達到長期緩解。
異維甲酸主要治療嚴重的痤瘡，近年來，該藥也逐漸
用於治療中度痤瘡。口服此藥物應注意血液學肝、腎
功能等檢查。因有致畸可能，育齡婦女要慎用。
(2)

抗皮脂分泌藥物
抗雄激素：(a) 螺內酯（Spironolactone）
：又名安
體舒通，每日 40-60mg，連服 1 個月。(b) 复方炔諾酮
（Norethisterone）
，連服 4 周，女性按避孕藥規定服用。
(c) 氯地孕酮 2mg＋甲基炔雌醇 0.1mg（Daine 35）：
僅用於女性，用法是在月經來潮第 1 天服 1 粒，連服
21 天，停藥 1 周後，第 8 天再繼續上法服用。(d) 西
米替丁（Cimetidine）：每日 2 次，每次 0.2g。

(3)

女 性 激 素 ： (a) 嚴 重 者 可 口 服 乙 烯 雌 酚
（Diethylstilbestrol）
，每日 0.25mg，於月經來潮第 5
天開始，連服 21 天停藥，待下次月經來潮第 5 天再重
覆上述治療。國內龍振華教授[9]以乙烯雌酚治療男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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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劑量 0.5-1mg，每晚 1 次，連續 2 周為 1 療程。對
皮脂分泌過多者，有較好療效。用藥長短取決於患者是
否耐受，發生乳房脹痛時要停藥，不良反應有惡心、嘔
吐、厭食及頭痛等。(b) 對月經前痤瘡加重者，在月經
來潮前 10 天，可肌注黃體酮（Progesterone）5mg。
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al Hormones）
只用於皮損炎症反應明顯，用其他抗生素無效的
病例。開始每日晨 8 時口服甲潑尼松（Prednisolone）
20mg，待炎症明顯減退後減量至每日 5mg，此藥短期
應用並與抗生素聯合應用對嚴重結節和囊腫性痤瘡有
效。待皮損控制後再單獨使用抗生素維持。
(4)

氨苯（DDS）
對結節、囊腫、聚合性痤瘡可與抗生素聯合應用，
每日口服 100mg，或 100mg 每周三次，連服 3 個月以
後減至每周 100mg 至完全痊癒。
(5)

鋅制劑
口 服 硫 酸 鋅 （ Sulfadiazine Zinc ） 或 甘 草 鋅
（Licorzinc）治療丘疹與膿損害，療效尚不肯定，其
機理可促進維生素 A 的利用，可以防止毛囊角化過程，
硫酸鋅 25mg，每日 2-3 次，12 周為一療程，或甘草
鋅 0.25g，每日 2-3 次，均無明顯副作用。
(6)

煙酸肌醇酯（Inositolniucinate）
此藥在體內分解為煙酸和肌醇，均有降低血清膽
固醇。其作用機理可能是減少皮膚中游離脂肪酸。
0.2-0.4g，每日 3 次服用，有學者報告治療 3 個月 20
例中有 40%患者基本治癒，顯效 24 例（48%），有效
5 例，平均顯效時間為 14.5 天。
(7)

2

熱毒壅盛型
治則：清熱解毒，佐以涼血散結；處方：五味消
毒飲加味：金銀花 30 克、蒲公英 30 克、紫花地丁 20
克、野菊花 30 克、紫背天葵 12 克、赤芍 15 克、生地
15 克、丹皮 5 克、甘草 6 克。中成藥：小敗毒膏、連
翹敗毒丸、歸參丸。
(3)

經驗介紹：
(a) 何家清等[9] 用單味茵陳治療痤瘡 100 例，治
癒 65 例，顯效 33 例，好轉 2 例。治療方法：茵陳 50
克，水煎每日分 2 次口服，7 天為一療程。一般 2–3
個療程即可。服藥期間禁用油脂類化妝品和外搽藥物。
姜耀武等[10] 用清胃散加味治療尋常性痤瘡 50 例，總
有效率為 98%，內服藥：生地、生石膏各 25 克，當
歸、丹皮、黃芩、連翹、公英各 20 克，升麻、白芷、
知母、甘草各 15 克，黃連 5 克。每日一劑，水煎分次
服。外用藥：大黃 25 克、明矾 20 克、杏仁 15 克，甘
草、連翹各 10 克，水煎液外敷，每日三次，每次 30
分鐘。一般 2 周顯效或痊癒。
(b) 王文遠[11] 痤瘡煎劑治療痤瘡 55 例，總有效
率為 98.8%。方藥組成：金銀花 30 克，野菊花 15 克，
連翹、黃芩、當歸、川芎、赤芍各 12 克，桔梗、牛膝
各 9 克，加減：便秘首劑加大黃 30 克，頭目暈痛加龍
膽草 12 克，脇痛加柴胡 9 克，尿黃加白茅根 30 克，
氣虛加黨參 30 克。用法：每日一劑，分 2 次煎服。中
成藥有六味地黃丸；2 加味逍遙丸；3 桅子金花丸；4
烏雞白鳳丸；5 小敗毒膏。

中醫中藥

病因機理︰中醫認為本病多因肺經血熱、薰蒸顏
面、飲食不節，達食肥甘味，脾胃積熱，复感風毒之
邪所致。治法有：
肺胃濕熱型
治則：清肺胃濕熱，佐以解毒；處方：枇杷清肺
飲合茵陳蒿湯加減：金銀花 30 克、茵陳 30 克、野菊
花 15 克、生槐花 15 克、白茅根 15 克、枇杷葉 9 克、
山桅子 9 克、赤芍 9 克、黃芩 9 克、黃連 6 克、甘草
6 克。中成藥：枇杷葉膏。
(1)

痰瘀凝結型
治則：化痰散結，活血化瘀；處方：桃紅二陳湯
加減：赤芍 30 克、連翹 15 克、陳皮 12 克、半夏 12
克、茯苓 12 克、香附 12 克、黃芩 12 克、丹參 12 克、
(2)

當歸 12 克、淅貝母 12 克、橘核 12 克、枇杷葉 12 克、
夏枯草 12 克、桃仁 12 克、紅花 12 克、甘草 6 克。中
成藥：加味消遙丸、桅子金花丸、烏雞白鳯丸。

3

外用藥

抗生素（Antibiotics）
(a) 1%紅霉素乙醇溶液，1%氯霉素間苯二酚乙醇
溶液，應用時注意刺激性。
(b) 1%磷酸克林霉素醇水溶液，每毫升含克林霉
素 10 毫克。用後可使表皮游離脂肪酸由 4%降至 0.2%，
或用 1%鹽酸克林霉素凝膠均可。
(c) 3%紅霉素、5%過氧化苯酰凝膠，經研究表明
此劑使黑頭粉刺減少的平均值每次評價均優於磷酸克
林霉素。
(1)

維 A 酸類（Retinoic acid）
(a) 0.05%維 A 酸（全反式維 A 酸）霜或凝膠，此
劑可以使粉刺溶解和排出，也有抑制皮脂分泌作用。開
始用藥 5-12 天症狀有惡化，使膿疱增多，逐漸可以消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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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有局部潮紅，脫屑，繃緊或燒灼感，症狀改善後
每周外用 1 次，為袪除粉刺可用痤瘡擠壓器擠出粉刺內
容物。現常用 0.025%-0.05%的維特明凝膠。
(b) 第三代維 A 酸類藥，0.1%阿達帕林凝膠
（Differin Gel），治療輕至中度痤瘡有很好的療效。
硫化硒（Selenium sulfide）
具有殺真菌、寄生蟲及抑制細菌的作用，可降低皮
膚的游離脂肪酸含量。現一般使用 2.5%硫化硒洗劑。

(3)

藍光及紅光
早期研究顯示，毛囊皮脂腺單位中的痤瘡丙酸桿
菌，能產生代謝物內源性噗啉聚集於細胞膜，能被波
長 415nm 及 660nm 的藍光及紅光吸收，被激活為高
能量不穩定噗啉，再與三態氧結合形成不穩定的單態
氧，後者與細胞膜上的化合物結合後損傷細胞膜從而
導致細菌死亡，對痤瘡治療有一定作用。副作用較輕
微，治療局部出現紅斑、乾燥及瘙痒等。
(2)

激光
近年國內外有關治療痤瘡的激光儀器不斷出現，
主要有波長 1 450nm 及 1 320nm 激光，能選擇性地破
壞皮脂腺從而達到治療痤瘡的效果。對深部皮損療效
較佳，副作用較輕微。
(3)

(4)

過氧化苯（Benzoyl Peroxide）

此藥為過氧化物，外用後可緩慢釋放出新生態氧
化和苯化酸，可殺滅痤瘡丙酸桿菌，亦有抑制皮脂腺
分泌作用。新生產的苯甲酸有溶解粉刺及收斂殺菌作
用。
壬二酸（Azelaic Acid）
又名杜鵑花酸，對革蘭陽性及陰性菌的 MIC 為
0.5mol/L，對痤瘡丙酸桿菌的 MIC 為 0.25-0.3mol/L，
對粉刺有鬆解作用，可配成 15%-20%霜外用，其副作
用局部紅斑及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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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運用月圓運動規律治療月經病的理論探討
孫潔
【摘要】 月圓運動規律 是以中國古代哲學理論爲依據，把臟腑經絡間關係的陰陽五行及其運動
規律，用太極八卦、奇偶數律，結合婦科月經週期的演變，將辨證論治進一步深化，形成了別具一格
的婦科學術理論體系。
【關鍵字】 月圓運動規律;

月經病;

補腎調周法

Use the Revolution of the Moon to Cure the Menstrual Period Disorders
SUN kit.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Faculty of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SAR,
China; Tel: (+853)-62338688; E-mail: sunkit7111@yahoo.com.cn
【Abstract】 Revolution of moon. Basing on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ic theory,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Zang-Fu organ and meridians, concluding movement laws of 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connecting gynecological periods cycle with Eight Diagram of Taiji and odd clubber number law,
emphasiz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dictation, Prot.Xia creates his special gynecologic theory for adjusting
mental disorders.
【Key words】 Revolution of moon;
Menstrual period disorder;
Invigorate the kidney and
adjust the menstrual period

圓運動生物鐘規律

圓運動生物鐘規律[1]。正如《景岳全書．婦人規》言：
“女體屬陰，其氣應月，月以三旬而一盈，經以三旬而

圓運動，狹義上是指以圓心爲中心的環周運動，

一至，月月如期，經常不變，故謂之月經，又爲月信。”

廣義則涵蓋大凡具有圓而複始及有規律地運動的一種
形式。大到宇宙、銀河、太陽系的運行，小到原子、

2

月經週期心腎子宮生殖軸的調節作用

電子、質子的運動，皆以廣義的圓運動形式進行著。
生物鐘是指生命物質依時間規律進行運動的一種形

心腎子宮生殖軸是根據長期臨床實踐以及推導陰

式，如鳥類的按時移棲，低等動物的冬眠，雄雞的啼

陽運動的太極八卦理論而總結出來的。夫心主血、藏

晨，蝙蝠的夜行，桃花三月開，八月桂花香。人類的

神，爲五臟六腑之大主；腎主骨、藏精內寓元陰元陽，

體溫、血壓、呼吸、脈搏、血糖、激素的分泌等都有

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子宮爲奇恒之府，其形似腑

不同的節律性，而月經的週期演變與圓運動生物鐘的

而又具臟的功能，夫六腑主通，五臟主藏，可謂奇恒

關係則更爲密切。

之府者，即異於尋常之腑之意，它既有腑之通泄作用，
又具臟的藏精功能。就月經而言，經後期以藏陰精爲

1

圓運動生物鐘與月經週期的關係

主，經前期以藏陽精爲要。藏中有瀉者，即精卵如若
未受孕，則陽精化爲瘀濁排出體外，爲下一週期的藏

女性的月經週期之所以呈現圓運動生物鐘規律，

精做準備，這樣周而復始，如環無端的進行著。

與心腎子宮生殖軸、任督循環的活動分不開的。正由
於月經週期的陰陽消長轉化與自然界的太極陰陽消長

至於心腎交合，水火既濟與月經週期的關係，
《慎

轉化節律是一致的，才形成了女性生殖節律所表現的

齋遺書》明確指出：“心腎相交，全憑升降。而心氣之

_________

降，由腎氣之升，腎氣之升，又因心氣之降。夫腎屬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澳門科技大學, 中醫藥
學院, 研究生院; Tel: (+853)-62338688;
E-mail: sunkit7111@yahoo.com.cn

水，水性就下，如何而升?蓋因水中有真陽，故水亦隨
陽而升至心，則生心中之火；心屬火，火性炎上，如

46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澳門醫學雜誌, March 2008, Vol.8, No.1

何而降?蓋因火中有真陰，故亦隨陰降至腎，則生腎中

之物萌動的契機。俗話說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關鍵

之水。升降者水火，其所以使之升降者，水火中之真

在於“重”、“極”二字。正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陰真陽也，真陰真陽者，心腎中之真氣也”。周慎齋這

所言“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

一段話，實際上把心腎相交，水火既濟，精神合一，

這裏的“重”、“極”是轉化的條件，以一年四時氣候的

亦即陰陽升降運動的統一，同時貫通子宮，形成月經

變化而言，春溫夏熱爲陽長，春爲熱之漸，夏爲熱之

週期生殖的節律。當陰陽長消到一定階段時，即達重

極；秋涼冬寒爲陰長，秋爲寒之漸，冬爲寒之極。因

陰重陽時，由子宮反饋到心腎，特別是心，主宰子宮

夏熱達“重”至“極”發生轉化，氣候由炎熱變生涼爽，

之瀉(開)，排出卵子或經血，實際上是排泄達重的陰

同樣冬寒達“重”至“極”，氣候由嚴寒轉爲溫熱。聯繫

或陽，糾正偏盛偏衰的不平衡狀態，以維持動態的平

到月經週期變化與此節律似有相似之處，如經後期的

衡，所以謂之生殖軸[1]。

初期陰長緩慢，類秋之涼，經後中、末期陰長速度較
快並達重，類冬之寒；排卵期重陰必陽而轉化爲經前

3

任督循環運動

期，初中期陽氣增長及至末期陽氣達重，又類春夏之
溫熱。但根據多年的臨床觀察及實驗研究發現，月經

任督二脈爲奇經八脈中與婦科關係最爲密切的重

週期變化中的陰陽消長並不像自然界那麽平穩，如經

要經脈，以其與子宮的關係極爲密切，故《素問．奇

後期陰長的低中時期增長相對較緩慢，高低起伏，有

病論》曰：“胞脈者，系於腎。”這裏的胞脈是指系胎

時呈波浪式或犬齒狀，當進入經後末期陰長達高水準

胞的絡脈，任督乃胞脈之一也。任脈有妊養之功，如：

時，其波動起伏狀的運動形式更加明顯，按一般規律

《素問．上古天真論》言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

應陰長達最高，陽消到最低[2]。但人體內部的生理機

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七七任脈

制是複雜的，其運動形式也就有所不同，因爲陰長到

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

近高水準時，陽如果處於很低水平就不能保障陰長的

也。”任脈內連胞宮，外出中極之下------循腹裏------

繼續高漲及激烈波動性運動，故而提出陽應消中見長，

至咽喉，爲陰脈之海，總任一身之陰；督脈內連胞宮，

甚至與陰長相一致的水平。當陰長至極時，在太極陰

外出下極三俞，並於脊裏-----入屬於腦，爲陽脈之海，

陽鍾運動規律的作用下，有餘的重陰下泄，讓位於陽

總督一身之陽。任督二脈同起於胞中，並在口唇部位

長，以此來糾正這種陰盛陽衰的不平衡狀態，從而出

相連接，起著調節氣血陰陽的作用。當正經中氣血陰

現新的經前期的陽長陰消運動，其陽長的特點是低、

陽充盛時則流入任督以貯之，若正經因生理活動需要，

中、高的演變較陰長快得多，此與陰靜陽動，陰柔陽

或正經中氣血陰陽不足時，任督所貯之氣血陰陽將滲

剛的特點有關，重陽必陰，轉化又作。如此周而復始，

灌正經至子宮，以保證經産之需要，這對調整和保持

月複一月的運動著。

月經週期的正常節律起著重要的作用。

月圓運動規律對月經病的臨床指導
4

月經週期中的陰陽消長及轉化的重要性
月經週期的規律性變化，與圓運動生物鐘節律的
陰陽既是對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

關系。從行經期新週期的圓運動開始，進入經後期陰

不能脫離另一方而單獨存在。由於對立雙方不是處於

長陽消階段，陰長至重，引起轉化活動，糾正不平衡

靜止不變的狀態，而是在不斷變化中，在新的基礎上

極度的狀態，這就是經間排卵期，然後又進入陽長陰

達到新的平衡。在這動態平衡中蘊藏著“陽生陰長，陽

消的經前期，推動運動的發展，陽長至重，重陽必陰，

殺陰藏”（《素問．陰陽大論》）的過程。正如《素問．六

又一次通過轉化活動，再次糾正不平衡極度狀態，這

微旨大論》所言：“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於變，變

樣終而複始，循環往復，從 14 歲左右開始到 50 歲左

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生也------成敗倚伏生乎動，動

右結束，一次又一次的月經週期運動，把女性生殖機

而不已則變作矣。”意思是說當新生之物生成時即已潛

能推向發育的高峰和衰亡。在開始發育階段和將絕經

伏著敗亡的因素；當陳舊之物敗亡時，也孕育著新生

的時期，由於內在腎氣的初盛和衰退，天癸的將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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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竭，月經週期運動有所失常，但形成之圓運動生物

按語本例爲經間期出血，由於經間排卵期出血的

鐘節律依然存在，不過運動延緩和加速而己，正常的

病程尚短，時間不長，因此治療過程較短。從症狀上

育齡婦女，在建立月經週期的圓運動生物鐘節律後，

分析，歸納爲心肝經鬱火，治療上以疏肝解鬱，調補

在一年中偶有 1 至 2 次無排卵陰陽轉化節律不明顯時，

陰陽爲法，初診時值經間期，以調補氣血爲主，選用

仍能促使月經來潮，唯經量有所減少。

補腎調血湯調製[2]，7 劑而血止，在以補腎調周法各期
論治，3 個月病癒而孕。此例經間期出血的最大特點

治療月經病常用的補腎調周法，即以腎爲中心，
具體分經後、經間、經前、經期 4 期論治。這四個時

爲，不在於見血止血，而著重於氣血陰陽的順利轉化，
故能獲得較好的療效。

期，不同時期用藥各有側重，經後期重在補陰，經間

體 會

期重在調氣血，經前期重在補陽，行經期重在排經泄
濁。並根據肝、脾、腎這三髒的不同生理病理特點靈
活運用清肝、疏肝、健脾、溫腎等法.隨症擇時用藥，
在治療上卓有成效[3]。

1 根據月經週期中的陰陽消長及轉化與圓運動
的關係這一理論，治療月經病時採用補腎調周法，在
四個不同時期用藥各有側重，經後重補陰，經間重調

病案分析：經間期出血

氣血，經前重補陽，行經重泄經濁。並依肝、脾、腎
的不同生病理特點靈活運用清肝、疏肝、健脾、溫腎

李某，女，33 歲，會計。2004 年 11 月初診。經

等法，隨症擇時用藥。

間期出血 4 月餘。月經史：18 歲月經初潮，經期 5-8
天，週期 20-90 天，量中，伴腹脹腰酸。生育史：0-0-0-0，

經後期，陰長運動尤爲重要，陰長陽消，是腎陰

結婚 2 年未避孕未孕。末次月經爲 2004 年 10 月 31

水育養精卵的奠基期，此期是雌激素水平由低到高的

日。現經周第 13 天，陰道見咖啡色分泌物，夜寐差夢

轉化階，陰長固然重要，但陽消已不能忽視。陽消的

多。納可，二便調。舌紅苔膩，脈弦細。經間期出血
在於腎陰虧虛，陽亦不足，心肝氣鬱，統攝無權。治
當滋陰養血，佐以助陽。方選補腎調氣血湯[4]，藥用
黑當歸、赤芍、白芍、淮山藥、幹地黃、丹皮、茯苓、
川續斷、菟絲子、紫石英（先）、六一散（包）各 10
克、荊芥 6 克等。7 劑而血止，轉從補腎調周論治，
同時適當加入調理脾胃之品，經後期補腎養陰爲主，
歸芍地黃湯中加入白術、砂仁、廣木香、桃仁、焦山
楂等品，經間期重在補腎助陽調氣血以促排卵，用補
腎促排卵湯，藥用紫丹參、赤芍、白芍、山藥、山萸

重要性就表現在陰長方面，前半期，陰長達重相當於
雌激素期，後半期爲重陰維持期，相當於孕激素期。
治療雖以滋陰養血爲主，兼顧腎氣，以促使卵泡發育。
方選歸芍地黃湯[4]，藥用當歸、赤芍、白芍、淮山藥、
乾地黃、丹皮、茯苓、澤瀉等。並隨著向經間期逐步
靠近，酌情加入適量的補陽藥，如川續斷、菟絲子、
紫石英等。
經間期(排卵期)：滋陰補陽，兼調氣血以促轉化，
方選補腎促排卵湯[4]，藥用當歸、赤芍、白芍、淮山
藥、乾地黃、丹皮、茯苓、川續斷、菟絲子、紅花等。

肉、丹皮、茯苓、川斷、菟絲子、紫石英、五靈脂各
10g，廣木香 9g，荊芥 6g，經前期重在溫補腎陽，兼

經前期，以陽長運動爲主，陽長陰消，陽長尤爲

以疏肝，用毓麟珠合越鞠丸加減，藥用：熟地、赤芍、

重要，是溫養和運送精卵的重要時期。前半期陽長達

白芍、山藥、丹皮、茯苓、川斷、紫石英、五靈脂、

重，後半期是陽長的維持時期。經前期雖以陽長運動

制香附、制蒼術各 l0g，廣木香 6g，砂仁 5g；行經期

爲主，但不同於月經週期中的任何一個時期，陽長賴

重在疏肝調經，用越鞠丸合五味調經散加減，藥用制

陰，陰爲陽長的基礎。治療以補腎助陽爲主，以維持

香附、制蒼術、五靈脂、澤蘭葉、紫丹參、赤芍、丹

黃體功能，方選助孕湯[4]，或右歸、毓麟珠類，藥用

皮、茯苓、川斷、生山楂各 l0g，益母草 15g，荊芥 6g。

當歸、白芍、淮山藥、川續斷、菟絲子、紫石英、黨

如此調治 3 個月後受孕。

參、白術、紫河車、柴胡、醋制香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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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經期(行經期)：理氣活血調經，促使正常行經，方

指導治未病的思想。雖然其中仍有許多地方有待進一

選七制香附丸加減，藥用制香附、青陳皮、川續斷、當歸、

步創新和發展，但其發展仍然離不開中醫傳統研究方

赤芍、丹參、澤蘭等。此期亦可順其自然暫停服藥。

法。運用月圓運動規律治療月經病的理論研究仍須遵
循中醫婦科學理論的固有規律，運用易學思維指導下

2 在探討月經週期中的陰陽消長的節律變化時，

的傳統中醫方法論進行研究，只有建立在這一理論基

結合每一個體所出現的不同病症進行科學推導，從中

礎上，才能掌握關鍵，未病調治，有的放矢，從根本

找出與臟腑經絡之間的對應關係，開創了月經病辨證

上推動中醫婦科學術的發展。

論治的新思路，臨床上亦取得了較好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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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

常見子宮惡性腫瘤的 MRI 診斷價值探討
－附 6 例報告
謝學斌

鄧小雯

郭詠楠

郭漢霖

李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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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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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評價磁共振成像（MRI）對常見子宮惡性腫瘤的定性診斷及分期診斷的價值。 方法 對
6 例病理證實的子宮惡性腫瘤的 MRI 征像進行分析，並綜合文獻，與常規超聲檢查對照，對其定性診斷和
臨床分期診斷行對照研究。所有病例均採用 T1WI、T2WI 及其抑脂序列和 T1WI 增強掃描，並在 Ax、Sag
和 Cor 三個層面成像；且所有病例均常規行盆腔超聲檢查。結果 在 6 例子宮惡性腫瘤術前 MRI 診斷中，
子宮內膜癌 4 例，IIB 期 3 例、IIIA 期 1 例；宮頸癌 2 例，IIA 期和 IIB 期各 1 例。所有病例均與手術病理結
果和臨床分期相符合，但術前超聲檢查顯示 6 例病變均未行分期診斷，且其中 2 例未予定性診斷。結論 MRI
能多方向、多序列清晰顯示子宮惡性腫瘤的病竈及侵犯範圍，對腫瘤的定性診斷和分期診斷明顯優於常規
超聲檢查方法，MRI 應成爲子宮惡性腫瘤術前常規的影像檢查方法。
【關鍵詞】 磁共振成像;
子宮內膜癌;
子宮頸癌
Evaluate of MRI Diagnosis of Uterine Carcinoma (With Six Case Report)
XIE XueBin,
DENG XiaoWen, GUO YongNan, GUO HanLin, LI ZhiRong, KE XiaoBei, HONG Bin*, ZHU Qian*. Imaging
Centre, *Gynecological Centre,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SAR, China; Tel: (+853)-82950395; E-mail:
xiexuebin64@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MR imaging appearances and evaluate the value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staging in uterine carcinoma. Materials and Methods 6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d
uterine carcinoma were analyzed by MRI and US combining literatures，MRI Scan sequence were consisted
of T1-Weighted obtained before and after contrast media administration, T2-Weighted and FS T2-Weighted.
And all lession were examined on the Ax、Sag and Cor imaging orientation. Results
4 the endometrial
carcinomas and 2 the cervical carcinomas were showed in MRI diagnosis pre-operation，IIB and IIIA of
different staging endometrial carcinoma and IIA and IIB of different staging cervical carcinoma were exactly
the same as histology and clinical staging , but no diagnostic accuracy of staging in 6 uterine carcinoma. were
seen on US，and 2 of 6 case was not demonstrated. Conclusion
MR imaging is valuable for staging and
diagnosing uterine carcinoma.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ndometrial Carcinoma Uretus;
Cervical
Carcinoma

材料與方法

在子宮常見惡性腫瘤中，以子宮內膜癌和宮頸癌最
多見；而在眾多的影像診斷方法中，磁共振成像(MRI)
則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不但多方向直接顯示腫瘤的

1

位置和形態，而且對腫瘤可做出准確的臨床分期。
本文報告 6 例經手術病理證實的子宮惡性腫瘤病
人，評價 MRI 對常見子宮惡性腫瘤的定性診斷及分期

一般資料
本組收集 6 例子宮惡性腫瘤的病例，其中子宮內

膜癌 4 例和宮頸癌 2 例；年齡 43~58 歲，平均 49.5 歲。
其中 4 例為絕經前，2 例為絕經後，均因陰道不規則
出血就診。所有病例均行超聲檢查。

診斷的價值，並與常規超聲檢查進行對照分析，以提
高臨床醫師的認識，充分發揮磁共振成像在子宮惡性

2

設備和方法

腫瘤術前診斷和對手術的指導價值。
MRI 檢查採用 GE SIGNA 1.5T EXCITE HD 超導
磁共振儀，常規平掃和增強掃描，均採用 8 通道 BODY
線圈。T1WI 和 T2WI 及其抑脂序列為常規序列，包括
__________

所有橫斷位掃描；失狀位和冠狀位為直接成像，選用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鏡湖醫院, 影像科, *婦
產科; Tel: (+853)-82950395; E-mail: xiexuebin64@163.com

T2WI。 T1WI 參數：TR 440ms、TE8.9ms、Thick/Sp

5.0/1.0；Matrix 256X192，NEX 3，FOV 38X38；T2WI

50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澳門醫學雜誌, March 2008, Vol.8, No.1

參數：TR 5000ms、TE10.2ms、Thick/Sp 5.0/1.0；Matrix
320X224，NEX 4，FOV 38X38。增強掃描對比劑是
GD-DTPA，劑量 0.1mmol/kg 體重；掃描序列參數復
制平掃 T1WI，分別行橫斷位、失狀位和冠狀位掃描。

相關標準

3

圖 3 同一病例，失狀位 T2WI 壓脂序列顯示子宮內膜病變沿宮
腔侵及子宮頸，且向深層侵及宮頸基質及外周帶。

子宮內膜癌和宮頸癌的臨床分期採用國際婦産科
協 會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分類法，根據子宮肌層或/和宮頸基
質的侵犯深度，以及子宮旁、盆腔壁、膀胱及直腸侵
犯與否，有無盆腔或遠處淋巴結轉移等進行分期[1]。

結 果
子宮內膜癌的 MRI 表現及分期

1

圖4

同一病例，增強掃描，子宮體及宮頸內膜病變呈不均勻明

顯強化；並見子宮肌瘤(如箭頭所示)。

根據 FIGO 分期，子宮內膜癌 4 例，IIB 期 3 例和
IIIA 期 1 例。
(1) 3 例 IIB 期子宮內膜癌的 MRI 表現：子宮內膜呈
不規則增厚，T2WI 示增厚的內膜呈高信號，結合帶侵犯；
子宮肌層顯示尚好；子宮內膜病變沿宮腔侵及子宮頸，
子宮頸管增大，其內見 T1WI 呈等信號，T2WI 呈較高信
號團片狀影，T2WI 壓脂相呈明顯高信號，但均未累及陰

(2) 1 例 IIIA 期子宮內膜癌的 MRI 表現：子宮內膜
增厚，宮腔增大，子宮體積亦擴大，增厚的子宮內膜在
T1WI 上與子宮肌信號相近，T2WI 呈稍高信號；抑脂序

列顯示病變清晰，見結合帶和肌層受侵犯，並見漿膜面
毛糙不規則，周圍脂肪信號減低；向下侵及宮頸，但未
及陰道，亦未見腫大的盆腔淋巴結。超聲檢查對病變侵
犯範圍描述不明確，也未進行臨床分期診斷。

道；病灶向深層侵及宮頸基質及外周帶，但漿膜面完整。
增強掃描，子宮體及宮頸內膜病變呈不均勻明顯強化。

2

子宮頸癌的 MRI 表現及分期

(圖 1~4 )超聲檢查未做定性診斷和臨床分期。
根據 FIGO 分期，子宮頸癌 2 例，IIA 期和 IIB 期
各 1 例。超聲檢查僅對病變作一簡單描述，但未進行
臨床分期診斷。
(1)

1 例 IIA 期宮頸癌的 MRI 表現：子宮頸見團

片狀異常信號灶，T1WI 呈等信號，T2WI 呈稍高信號，
T2 壓脂相呈高信號；增強後明顯強化，強化較均勻。
圖 1 IIB 期子宮內膜癌，子宮內膜呈不規則增厚，T2WI 示增厚
的內膜呈高信號，結合帶受侵犯；但子宮肌層顯示尚好。

病灶主要佔據宮頸後部，並向下累及陰道上端，陰道
後穹隆消失；子宮峽部未受累，子宮體及內膜未見異
常信號。宮頸外緣尚平滑，宮頸周圍脂肪間隙尚存在。
(2) 1 例 IIB 期宮頸癌的 MRI 表現：子宮頸部增
大，見團塊狀異常信號，T1WI 呈等信號，T2WI 及 T2
壓脂相呈稍高信號；增強後明顯欠均勻強化。病灶向
上延至子宮峽部，向下累及陰道上段，陰道前穹隆消

圖2

同一病例，冠狀位顯示病變侵及宮頸，T2WI 壓脂相呈明顯

高信號團塊影。

失。宮頸外緣欠平滑，宮旁血管叢略受推壓，但宮頸
周圍脂肪間隙尚可辨。子宮體內膜未見異常信號。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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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髂動脈分叉區域見多個大小不等的淋巴結，其中右

對臨床治療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在對子宮頸及其宮

側最大，增強後不均勻強化(圖 5~8)。

旁組織的侵犯，III、IV 期的分期和淋巴結侵犯方面仍
有一定的限度。CT 對 I 期子宮內膜癌肌層浸潤的觀察
不如 MRI 和經陰道超聲，同樣對子宮頸侵犯的發現敏
感性也不高，但 CT 對 III、IV 期子宮內膜癌的宮外侵
犯及遠處轉移的發現有很大的幫助。
從總體上來說，MRI 對子宮惡性腫瘤的診斷和分期
效果優於超聲和 CT，是比較理想的影像學方法。應用

圖 5 IIB 期宮頸癌，軸位 T2WI 壓脂序列顯示子宮頸部增大，見團
塊狀稍高信號影。

MRI 診斷子宮惡性腫瘤有很多的優勢，MRI 有很好的軟
組織解析度，能通過掃描序列和參數的改變獲得理想的
圖像，故對深部肌層、粘膜、粘膜下淺肌層有較強的顯
示能力[2]，特別是顯示子宮內膜下結合帶頗佳，而後者
是否完整是判斷腫瘤有無侵犯肌層的依據[3]。MRI 有多
平面成像能力，矢狀面 T2WI 圖像可同時顯示子宮內膜
和宮頸內膜的影像平面，對評價宮頸侵犯很有價值[4]；
其直接矢狀面和冠狀面成像對病變的定位和性質的研

圖 6 同一病例，冠狀位 T2WI 壓脂序列顯示子宮頸部團塊狀病灶；
並見盆腔腫大淋巴結。

究起重要的作用，子宮惡性腫瘤治療前影像學分期的準
確性有賴於能直觀顯示盆腔內各器官的解剖結構，各組
織間的層次及腫瘤與正常組織的差異；惡性腫瘤治療前
分期對選擇治療方法有重要的參考價值[5]。
MRI 除對有無宮旁侵犯、腸管侵犯診斷外，對其
他部分侵犯情況的判斷也與手術病理所見相符，本文
6 例病變的診斷全部符合手術病理所見，這充分體現

圖 7 同一病例，失狀位 T2WI 顯示病灶向上延至子宮峽部，
向下累及陰道上段，陰道穹隆消失，宮頸外緣欠平滑。

了 MRI 的優越性。此外，MRI 增強掃描，增加了腫瘤、
子宮肌、子宮內膜、碎屑和宮頸粘膜之間的信號差別，
對於腫瘤的發現、在生存期和殘留腫瘤之間的區別及
準確分期指導外科手術等方面有重要意義。
綜上所述，利用 MRI 的多方位、多序列成像使子宮
惡性腫瘤的定性診斷和分期診斷的準確率有明顯的提
高，建議子宮惡性腫瘤治療前常規行盆腔 MRI 檢查。

圖 8 同一病例，失狀位 T1WI 增強掃描，強化欠均勻，明顯較正
常子宮強化弱。

結 論
宮頸癌和子宮內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統最常見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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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鰓裂囊腫癌變的診斷和治療
－附 1 例報道
楊俊文

劉水明

【摘要】 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報告 1 例鰓裂囊腫癌變的診治過程，並通過相關的文獻復
習，著重探討鰓裂囊腫癌變的病例所具有的臨床特徵和診斷標準，認為鰓裂囊腫癌變的診斷標準應按
照 khaff 所制訂的標準，同時治療上應以手術和放療綜合治療為主。
【關鍵詞】 鰓裂囊腫;
癌變;
手術;
放射治療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With One Case Report)
IEONG Chon Man, LUI Shuiming. The Otolaryngology Head-Neck Department, Kiang Wu Hospital, Macau
SAR, China; Tel: (+853)-82952020; E-mail: benjaminicm@yahoo.com.hk
【Abstract】 In the paper, we report a case of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We also state the
process of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case of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o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Here we mainly discuss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the criterion of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It seems that it is good to follow
Khaff’s instruction about diagnosing the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In addition, the surgery and the
radial therapy are the two main ways to treat the case of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Keywords】 Branchial Cleft Cyst;
Canceration;
Surgery;
Radial therapy

鰓裂囊腫癌變(亦稱為鰓裂癌)是一種原發於鰓裂
囊腫的癌，臨床上是罕見的疾病，鏡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最近收治 1 例，就其臨床表現，診斷和治療
等報告如下。

病例報告
患者，女性，56 歲，因“發現右頸腫物 1+月”來鏡
湖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門診求診，患者不伴吞咽阻
擋及疼痛，無呼吸困難和發熱等不適表現。體查見右
下頜角區下可及一大小約 5cmX5cm 腫物，質軟，無
壓痛，邊界清，當時予患者行鼻咽部 CT 及鼻咽癌篩
選檢查，均未見異常，頸部 CT 提示右側上頸部可見
一囊性軟組織腫塊，考慮腮裂囊腫伴感染可能(如圖
1)，同時並予以右頸包塊穿刺細胞學檢查，結果提示
腮裂囊腫伴上皮增生，故遂即安排患者入院手術，術
中見右下頜區可見一 5cmX5cm 新生物，質軟，有波
動感，與周圍組織有粘連，可見一與鰓腺連通管道，
腫物周圍有數個大小約 0.5-1cm 大小的淋巴結，然後
行腫物切除術術程順利，病理結果提示鰓裂囊腫癌變
伴中度分化鱗狀上皮癌。術後給予放療輔助，1 個月
後隨訪，恢復良好，未見復發。

病理會診：送檢囊樣組織一個，囊璧層由淋巴及
纖維間質組成，伴明顯淋巴濾泡形成，囊內璧部分被
覆複層纖毛柱狀及鱗狀上皮，大部分鱗狀上皮細胞呈
輕度至中度不典形性，部分呈小巢狀間質浸潤，浸潤
部位佔囊內璧約 40%~50%，病變符合來源於鰓裂囊腫
變伴中度分化鱗狀上皮癌 (如圖 2) 。

圖1

頸部 CT 提示右側上頸部可見一軟組織腫塊

__________
作者單位: 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鏡湖醫院, 耳鼻咽喉-頭頸
外科; Tel : (+853)-82952020; E-mail:benjaminicm@yahoo.com.hk

圖2

病理切片可見組織中有癌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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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原發於鰓裂區的惡性腫瘤在臨床上極為少見，過
往醫學界對這類惡性腫瘤的存在性一直存爭議，直至
1882 年 Volkman[1] 首先報道此病，其患病率極低，
Balsakis 等[2]認為該病僅佔頭頸腫瘤的 0.3%，病理學
診斷多為中、高度分化鱗狀細胞癌，而且無明顯種族
差異，多見於中老年人，性別無差異。

臨床特點及特徵
鰓裂癌發病初期的臨床表現與鰓裂囊腫近似，早
期主要表現都以頸上部或者頸動脉三角區無痛性腫塊
為主。根據文光和等[3]學者統計，幾乎全部鰓裂癌的
患者都以單側頸部包塊為首要症狀，同時往往有區域
性淋巴結腫大，以頜後及頸深上中下淋巴結為主。國
外也有雙側頸部發生鰓裂癌的報道[4]，也有報道以耳
部放射性疼痛、出現間歇性或持續性疼痛及交感神經
從受壓的綜合病為首診原因[5,6]，本例患者是以右頸腫
物求診，腫物位置在右側頸動脈三角區，但未及有腫
大淋巴結。也沒有耳部放射性疼痛等其他症狀。

才能診為鰓裂癌，這符合了 Khaff 提出的理論。

治 療
原發性鰓裂癌屬於上皮來源由於全部是鱗狀上皮
癌，因此治療都以手術治療為主。因為鰓裂癌有淋巴結
轉移的可能，故此手術以擴大切除同時實施同側頸淋巴
結清掃術。至於放射治療，Bhuvanesh [9]等認為如果患者
行腫物切除＋頸淋巴結清掃後，病理組織學未見有淋巴
轉移時，可考慮保留不放療。但是如果患者發現有淋巴
結轉移，或者患者只行腫瘤切除，術後發現有淋巴結轉
移的可能，應該加上放射治療作為輔助治療。

預 後
原發性鰓裂癌患者的預後較差，造成死亡的直接
原因是腫瘤局部復發及遠處（肺、骨、肝等）轉移。
文光和等[3]學者認為術後雖然給以局部的放射治療，
但該腫瘤對放射為中等敏感以及根治性頸淋巴結清掃
術，也很難徹底清除這些轉移淋巴結。這是造成局部
復發及遠處轉移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

由於鰓裂癌早期和頸部良性囊腫類似，且與頸淋
巴結癌相似，故此容易造成誤治。過去關於原發性鰓
裂癌在醫學界的診斷缺乏一個統一標準，直至 Martin
等[7]在 1950 年提出鰓裂癌的診斷標準：
(1) 腫瘤必須位於耳屏前向下經胸鎖乳突肌前緣至骨
的一條線上；
(2) 組織學來源於鰓裂等殘餘組織；
(3) 患者必須有 5 年以上未見其他處原發腫瘤；
(4) 組織學觀察頸部囊腫的被覆上皮發生癌變。但由
於要完全符合上述 4 條標準甚少。

筆者認為如果對鰓裂癌的患者早期發現，並且給
予重視，早期診斷而採取積極的有效治療措施，才可
以降低局部復發及遠處轉移，提高治癒率。

故此，1989 年，Khaff 等[4]對該診斷標準作出了修
改，把原有第 3 條標準修改變為：(1) 通過系統評價，
患者無其他原發腫瘤；(2) 組織上存在從正常上皮向異
常增生組織過渡，最終於浸潤癌。Khaff 的提出，逐漸
得到確立及肯定，本病例符合上述診斷標準。此外，隨
著現化醫學檢查發展，細胞學穿刺、CT、MRI 及 B 超
等輔助檢查為明確診斷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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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手部非結核分枝杆菌感染 2 例護理報告
黃夏荑
【摘要】 報告 2 例非結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手部皮膚-軟組織感染，兩例發病前均有被蝦刺傷的病
史，確定致病菌往往需要較長時間，均經過一個多月後才被診斷為本病。其中一例由傷口細菌培養而
診斷，另一例經病理檢查診斷。兩例均長達數月的治療後才痊癒，嚴重影響病人的生活和工作。感染
病灶的傷口護理是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衛生局結核病防治中心介紹了兩例的傷口護理經過，並
複習了相關文獻。
【關鍵詞】 手;

非結核分枝桿菌;

海分枝桿菌;

傷口護理

Two Cases of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 Infection of Hand
WONG Ha I.
Center for tuberculo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epartment of Health, Macao SAR, China; Tel: (+853)
-28532196; E-mail: wonghai@ssm.gvo.mo
【Abstract】Two cases of skin-soft tissue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 infection of the hand
caused by shrimp puncture were reported. Both two cases were diagnosed several weeks after the onset.
Lesions found in two cases included papules, abscess, granuloma, ulceration and drainage on skin of hands.
Lesions were chronically progressive. Surgical debridement and wound care are key components of the
treatment.
【Key words】Hand;
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M. marinum;
Wound care

由非結核分枝杆菌引致的手部皮膚軟組織感染雖
不常見，但由於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而常不能被早期

杆菌感染。2002 年 5 月 10 日轉往澳門衛生局結核病
防治中心繼續治療。

診斷。致病菌對常用的廣譜抗生素不敏感，按一般的
皮膚軟組織感染的處理方法效果不理想等原因，常使

患者當時傷口情況：右側手掌、前臂有多發性潰瘍

感染久治不癒，並容易導致手部功能喪失，嚴重影響

及肉芽腫組織，包括食指、尾指、魚際肌、近尺骨處各

患者的工作及生活。近年來處理的兩例非結核分枝杆

有一個傷口，另外，手腕關節下 2cm 處有一相連傷口，

菌感染患者的臨床表現和護理情況作出報道。

傷口由寛度 0.5 ~0.7cm，長 0.5~1cm，深度 1.2 ~ 3cm 不
等。其中部分傷口已有竇道形成，傷口外周皮膚顏色呈

臨床資料

暗紅色，部分更呈紫紅色，傷口炎性分泌物及壞死組織
較多。實驗室檢查：血常規、肝腎功能、總蛋白和白蛋

病例一：男性，55 歲，廚師。2001 年 12 月初被

白正常；膿液細菌學檢查：菌型鑒定海分枝杆菌；抗菌

蝦刺傷右拇指約 2 周後，右拇指關節處出現一個局部

素譜測試：對 Streptomycin、Rifampin、Ethambutol 敏

紅腫結節，患者自行敷藥處理，但三週後開始化膿性

感，卻對 Isoniazid 耐藥。

改變，曾求診多家醫療診所，服用多種抗生素藥物及
中藥敷藥均無效。於 2002 年 1 月 9 日往某醫院求診，

病例二：男性，45 歲，魚欄工作，2005 年 1 月下

進行切開清創，藥物治療及傷口護理，病情仍沒有明

旬右手拇指被蝦刺傷 2 星期後局部出現一個結節並有

顯好轉。後將傷口膿液作細菌學檢查，確認為海分枝

紅、腫、痛、熱症狀，多次求醫治療，但無好轉。 2 個
多月後局部皮膚變為暗紅色，結節增大變為膿腫，往澳
門某醫院求診，診斷為分枝桿菌感染， 局部經清創手術

__________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衛生局, 結核病防治中
心; Tel: (+853)-28532196; E-mail:wonghai@ssm.gov.mo

處理後，於 2005 年 5 月 5 日轉介本中心治療。當時傷
口情況：右側拇指指腹有一傷口，長 1cm，寬 0.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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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1.2cm。傷口內較多壞死組織及炎性分泌物， 傷口周

間，海分枝杆菌廣泛存在於淡水和海洋中，因此漁民、

圍皮膚顏色呈暗紅色及腫脹。化驗室檢查：血常規正常，

從事漁業及飼養熱帶魚等人羣較容易獲得感染。海分

肝腎功能正常。病損皮膚活檢：化膿性肉芽腫性炎症，

枝杆菌最適宜的生長溫度為 28~32oC，較少導致骨骼

局部壞死，將壞死物作檢查可見抗酸染色陽性桿菌。

或大肢體的感染，因為這些部位的溫度相對高於遠端
肢體。因此遠端肢體如手部是最常發生感染的部位[3]。

傷口護理體會

此類感染通常發生在被海洋生物等刺傷皮膚之後，或
皮膚受傷後接觸了污染的水源。在爆發流行的分析中，

病人轉到本中心後，在醫生給予病人抗分枝杆菌

海分枝杆菌感染多見發生在皮膚軟組織[3]，潛伏期長

感染治療的情況下，輔以局部傷口清創護理治療。首

達 2~4 周，初期可見皮膚上出現紅褐色小丘疹，稍後

先評估案主傷口狀況，收集傷口數目、位置、大小、

變成紫色小結節，表面偏平輕度隆起或表皮不突起的

深度、感染狀況、分泌物的量及性質、壞死組織的情

皮下小硬結，可出現皮膚潰瘍。但在臨床報告的個案

況、竇道數目及大小、深度、方向等資料並作詳細記

中，腱鞘炎是最常見的臨床症狀[4]，伸屈肌腱均可受

錄。每天以大量生理鹽水或者生理鹽水稀釋優碘至

影響，肌腱無痛性腫大伴活動受限亦最多見。隨著病

0.3%的濃度溶液沖洗患處，以去除滲液、鬆軟的壞死

情進展，可破壞肌腱、肌肉組織、結締組織，更嚴重

組織或表面停留的細菌。若傷口感染情況較嚴重則先

將發展至骨髓炎和膿毒性關節炎，令手部的活動及功

用使用雙氧水沖洗。沖洗時避免太大壓力，以免感染

能受損，而影響其生活與工作。

累及周圍正常組織。清洗後再清除傷口內的壞死組織。
經常留意肉芽生長狀況是否正常。除確保沖洗液不滯

在治療方面，聯合和全程抗分枝杆菌藥物治療是治

留在病灶內外，亦使用引流條引流滲液。若傷口滲液

療的基礎。由於非結核分枝桿菌對常用的抗結核藥不敏

較多，只用幹引流條，滲液較少時用生理鹽水浸濕的

感，宜根據藥敏結果來決定用藥。在局部處理方面，如

引流條。傷口感染嚴重時用 Amikacin500mg/2ml 注射

感染嚴重，宜先進行清創排膿，然後每日小心換藥。適

液作局部濕敷引流。引流條放置病灶的基底部， 避免

當傷口護理對患處及早愈合，使患者及早恢復正常工作

硬塞過緊影響周圍組織的血液循環。注意保護傷口周

和生活非常重要。傷口護理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圍皮膚。此外，亦教導病人多抬高患肢及熱敷傷口外
部，為病人提供衛生教育包括促進傷口癒合的方法。

去除壞死組織和分泌物

1

透過每天傷口護理，持續兩個多月，傷口痊癒。當傷
每天用生理鹽水或者生理鹽水稀釋 Betadine 至 0.3%

口痊癒後盡早進行手部康復治療，恢復功能。

溶液清洗患處，必要時使用雙氧水，除了有著清潔功效，

討 論

還會釋放氣體，氧化作用可分解壞死組織。Morrissey 等
[5]

認為：傷口低氧狀態使細菌對 Ciprofloxacin 的殺菌力

非結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
NTM) 指 除 結 核 分 枝 杆 菌 複 合 群 (Mycobacterium

產生對抗作用，不易被殺滅。 清除壞死組織可減少局部
組織的酸中毒，從而提高 FQ 藥物的抗菌活性。

Tuberculosis Complex， MTC)和麻風分枝杆菌以外的
分枝杆菌。引起手部感染最常見的非結核分枝杆菌是
海分枝杆菌 (M. marinum)

[1]

2

熱敷

。由 Aronson 在 1926 年

在魚體發現，隨後 Baker 和 Hagan 也證實了這一發現

海分枝杆菌最適宜的生長溫度為 28~32oC。Paste

。海分枝杆菌是一種見光產色的分枝杆菌，其生長

等 [6] 研究結果顯示温度從攝氏 37 度降至 20 度，

速度介於慢速生長的分枝杆菌和快速生長的杆菌之

Ciprofloxacin 和 Levoflaxacin 的殺菌活力大減，皮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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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vitis Produced by Mycobacterium marinum in a

破損處的温度低於體温，是藥物失效或產生耐藥的原
因，因此認為局部熱敷不僅熱敷可以抑制細菌生長，

fisherman. J Clin Microbiol, 1990, 12:2570-2572.
2

而且還能改善血液循環，促進藥物的吸收和作用，並
加強吞噬細胞的活性[7]。

Hurst LC, Amadio PC: Mycobacterium marinum infection
of the hand. J hand Surg [Am], 1987, 12:428-435.

3

Chow SP, Ip FK. Mycobacterium marinum infection of the
hand and wrist: Results of conservative treatment in twenty-

3

避免痿道過早閉合

four cases. J. Bone Joint Surg[Am], 1987, 69: 1161 -1168.
4

Chow SP, Stroebel AB. Mycobacterium marinum infection
of the hand involving deep structures. J. Hand Surg [Am]
1983, 8:568-573.

如竇道過早閉合，壞死組織，分泌物以及致病原滯
留在痿道內，難以完全痊愈。應使用引流物填塞痿道，

5

讓正常肉芽組織逐漸填滿竇道，才可使竇道完全痊癒。

review. Clin Infect Dis, 1995, 21:1186-1192.
6
7

Clark RB, Spector H, Friedman DM: Osteomyelitis and

劉坦業, 王琳. 非結核分枝杆菌皮膚軟組織感染. 海峽
預防醫學雜誌, 2001, 7: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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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報告‧

胸部惡性黑色素瘤 1 例報道
劉建

狄方

黃海山

【摘要】 惡性黑色素瘤是一種惡性程度較高的皮膚腫瘤，多數是由黑色素細胞惡變而形成的。好
發於 30 歲的成年人或老年人，如能做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可有效地防止惡性腫瘤的發展及轉移。
【關鍵詞】 惡性黑色素瘤;
臨床表現;
防治
Malignant Melanoma in the Thoracic Wall (With One Case Report)
LIU Jian, DI Fang,
WONG Hoi Sh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Kiang Wu Hospital, Macao SAR, China; Tel: (+853)-82952000;
E-mail: kwderm@yahoo.com.hk
【Abstract】 Malignant melanoma is an aggressive malignant skin tumor, some of which are deriving
from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melanocytes. Malignant melanoma tends to occur in adolescent over 30
years old and older man. Early detection and early surgery may improve the outcome and minimize the risk
of tumor development and metastasis.
【Key words】 Malignant melanoma;
Clinical manifest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病例摘要
患者女，36 歲，因左胸部腫物 36 年，近 2 年增
大，有滲出，於 2004 年 12 月 14 日來鏡湖醫院門診治
療。病史：患者自出生時左胸部即有一顆米粒大小的
黑色腫物，30 多年以來，腫物緩慢增大，但一直無不
良反應，亦從未做過任何治療。近 2 年腫物突然迅速
增大，表面浸潤，時有潰破及出血現象。系統檢查無
異常。皮膚科情況：左胸部有一 3.3x2.5cm 大小的橢
圓形黑色腫物，周圍繞以紅暈，中央隆起，邊界不清，
有浸潤(見圖 1)。頸部及腋下淋巴結不腫大。門診當日
即切除部分腫物組織送病理檢查，取材時腫物較易出
血，周圍皮膚毛細血管擴張。

圖1

惡性黑色素瘤大體：腫瘤結節狀伴小的衛星結節。

病理報告
左胸壁腫物活檢：送檢活檢皮膚組織符合不典型的
梭形和上皮樣細胞痣，局灶性呈可疑的表皮侵犯，未能
完全排除早期惡性黑色素瘤的可能，建議完整切除腫物
送檢(見圖 2)。又於同年 12 月 18 日在局麻下行腫物完
全切除，手術是沿腫物周邊正常皮膚約 0.8~1cm 之範
圍一起切除，再送病理檢查。報告：(左胸壁腫物)：送
檢物可見潰瘍，壞死和周圍的皮膚侵犯和擴散，符合惡
性黑色素瘤，手術切緣未見腫瘤(見圖 3、4)。並於當日
患者傷口癒合良好，給予拆線。2 年半以來未見腫物復
發。2007 年 3 月患者已懷孕，情況良好。

圖 2 惡性黑色素瘤，活檢，中倍鏡，HE 染色：黑色素細
胞巢狀浸潤表皮。

__________
作者單位：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 鏡湖醫院, 皮膚科;
Tel: (+853)-82952000; E-mail: kwderm@yahoo.com.hk

圖 3 惡性黑色素瘤，手術切除標本，低倍鏡，HE 染色：
腫瘤細胞痣樣生長方式伴黑色素沉著和表皮侵犯。

58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澳門醫學雜誌, March 2008, Vol.8, No.1

防 治
近年來，皮膚惡性腫瘤發病率有急劇上升趨勢，
因此，應引起人們的足夠的認識，盡量做到早期發現，
早期診斷及早期治療，防止轉移，提高生存率。
預防為主
(1) 在特殊部位的黑色素痣應做到預防性切除。
(2) 注意保護皮膚、雀斑、色素痣應避免搔抓等
刺激，如在短期內色素加深、出現浸潤、疼痛或出血
等症狀，應及時診治。
(3) 如臨床上已懷疑是黑色素瘤，手術切除時標
本一定要做病理檢查，一旦確診，應做到廣泛切除，
以防轉移。
(4) 平時做到避免過度日曬和密切接觸煤焦油類
等物質。

1

圖 4 惡性黑色素瘤，手術切除標本，中倍鏡，免疫組織化
學 HMB45 染色：黑色素細胞標記 HMB45 陽性，說明腫瘤
細胞為黑色素細胞起源，圖中亦可見腫瘤表面潰瘍形成。

討 論
1 惡性黑色素瘤是由黑色素細胞發生的一種惡性
程度較高的皮膚腫瘤，好發於 30 歲的成年人或老年
人，發病原因半數多發生於原有痣處，其次因短暫，
高強度地照射 A 波紫外線，C 波紫外線(320~400nn)
都有助於惡性黑色素瘤的發生，其它有可能的致病因
素亦包括腫瘤抑制基因的突變或缺失，及長期接觸煤
焦油類物質均有直接的關係。
2 各型惡性黑色素瘤進展過程是一個漸進的發展
過程，其臨床表現的主要特征為：
(1) 結節性惡性黑色素瘤：好發於足底，外陰，
下肢和頭頸部，損害為高出皮面的結節，顏色視其中
黑色素多少而定，一般為黑色、藍色、褐色、黃褐色
或黃白和淡紅色，周圍繞以紅暈，迅速增大，表面光
滑，呈息肉樣，覃樣或菜花樣，直徑為 0.2~1.2cm 或
更大，以後破潰，或有少量出血。此型很早發生轉移，
常轉移至肝，肺和腦部等處。但轉移前接受治療者，5
年存活率為 50%~60%。
(2) 淺表性黑色素瘤：又稱表淺型，或濕疹樣惡
性黑色素瘤，由癌前期黑色素瘤演變而成，生長緩慢，
轉移也較遲，故預後較佳，5 年存活率為 70%。
(3) 惡性雀斑樣痣性惡性黑色素瘤，多發於老年人，
好發部位為臉部。因生長緩慢，轉移也較遲，轉移時最初
局 限 於 鄰 近 淋 巴 結 ， 故 預 後 較 佳 ， 5 年 生 存 率為
80%~90%。據專家婁有容教授等分析 332 例患者中，205
例為淺表性惡性黑色素瘤，佔 82.44%，其次為結節性惡
性黑色素瘤佔 7.32%，最少的為惡性雀斑樣痣，佔 0.49%。

治療
(1) 局部治療：大多數的惡性黑色素瘤的首選方
式是完整，擴大的原發灶切除術。過往建議切除邊界
應距腫瘤 5cm，但現在認為普通大小的腫瘤切除邊界
約 2~3cm，甚至 1cm 亦已足夠[1]。文獻報道，擴大的
手術切除範圍（切緣距腫瘤 3~5cm）和狹窄的手術切
除範圍（切緣距腫瘤 1~2cm）對腫瘤的死亡率，疾病
的生存率和局部復發率無顯著的差異性。但減少手術
切除範圍可降低病人住院和術後傷口癒合的時間[2]。
2

本例腫瘤最大直徑約 1cm，腫瘤厚約 0.9cm，擴
大周圍皮膚切除範圍約 0.8~1cm，鏡下腫瘤局灶沿表
皮延深，距一側最近處的手術切緣約 0.5cm。兩側手
術切緣均未見腫瘤。隨訪觀察，手術效果佳，未見復
發和轉移。因此惡性黑色素瘤，若早期發現和及時手
術完整切除，效果佳。若腫物較大和不能手術者或早
期表淺型，雀斑型腫物可采用冷凍療法及激光療法。
(2) 全身治療：A 晚期已轉移的患者可用放線菌素 D
與長春新鹼聯合化療。B 放射治療則宜大劑量，短間隔。
C 生物治療可選用轉移因子、干擾素和白細胞介素等。
參 考 文 獻
1

2

Khayat D, Rixe O, Martin G, et al. Surgical margins in
cutaneous melanoma (2cm versus 5cm for lesions
measuring less than 2.1-mm thick). Cancer, 2003,
97:1941-1946.
Haigh PI, DiFronzo LA, McCready DR. Optimal excision
margins for primary cutaneous melanoma: a system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an J Surg, 2003, 46:419-426.

59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澳門醫學雜誌, March 2008, Vol.8, No.1

‧醫學文摘‧

卡前列素防治高危產婦剖宮產術中
及術後出血的臨床研究
吳連方,

劉妍,

阮焱

【摘要】 目的 觀察卡前列素治療有出血危因
素的產婦剖宮產術中、術後出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對 469 例有出血高危因素(包括雙胎、羊水過
多、巨大兒、前置胎盤)的產婦行計劃性剖宮產術。其
中巨大兒 239 例，雙胎+羊水過多 145 例、前置胎盤
73 例。術中胎兒娩出後隨機按宮縮劑使用情況分為 3
組，縮宮素組 152 例，縮宮素 20U 於宮體注射，另 20U
加入液體中靜脈滴入；縮宮素+卡前列素組 192 例，縮
宮素 20U+卡前列素 250µg 宮體注射；卡前列素組 125
例，卡前列素 250µg 於宮體注射。計算 3 組術中、術
後 2h 出血量及總出血量，並觀察 3 組的副反應。結果
(1) 3 組產婦術中出血量分別為縮宮素組(445±262)ml，
縮 宮 素 + 卡 前 列 素 組 (332±218)ml ， 卡 前 列 素 組
(375±265)ml，縮宮素組分別與縮宮素+卡前列素組比
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P<0.01)。(2) 3 組產婦
術後，2h 出血量分別為，縮宮素組(176±193)ml，縮宮
素 + 卡 前 列 素 組 (110±114)ml ， 卡 前 列 素 組 (124±10
3)ml，縮宮素組分別與縮宮素+卡前列素組和卡前列素
組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P<0.01)，縮宮
素+卡前列素組與卡前列素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異義
(P>0.05)。(3)3 組產婦中，總出血量≥1 000 ml 共 31
例，其中縮宮素組 15 例(48%)，縮宮素+卡前列素組 7
例(23%)，卡前列素組 9 例(29%)。(4) 3 組不同高危因
素產婦出血量比較：縮宮素組中巨大兒婦產總出血量
明顯多於縮宮素+卡前列素組和卡前列素組(P<0.01,
P<0.01)；縮宮素組中雙胎+羊水過多產婦術後 2h 出血
量明顯多於縮宮素+卡前列素組(P<0.01)。(5) 總出血
量≥1 000ml 的巨大兒產婦 12 例，雙胎產婦 11 例，前
置胎盤產婦 8 例，無一例切除子宮。(6)副反應發生率
縮宮素組為 2.6%(4/152)，縮宮素+卡前列素組為 7.0%
(9/12)，後兩組以嘔吐為常見，短時間好轉。結論 卡
前列素用於有出血高危因素產婦的剖宮產術可明顯減
少術中，術後出血量，與縮宮素聯合應用效果更好。
【關鍵詞】 產後出血; 宮縮乏力;
卡波前列
素;
產婦死亡率

摘自：中華婦產科雜誌, 2007, 42:577-578.

Clinical Study on Prevention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of Cesarean
Section using Hemabat in High Risk
Pregnant Women
WU Lian-fang,

LIU Yan,

RUAN Y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and safety
of hemabat (H) on prevention of postpartum hemorrhage in
cesarean section and after cesarean section in high risk pregnant
women. Methods Four hundred and sixty-nine pregnant
women with high hemorrgagic risk factors including twin
pregnancy, polyhydramnios, fetal macrosomia, placenta
previa were planned cesarean section. A total of 457 pregnant
women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by operation indications.
There were 239 cases of fetal macrosomia, 145 cases of twin
pregnancy and poluhydramnios, and 73 cases of placenta previa.
Three kinds of hysterotonics were used randomly in each group.
Group oxytocin (O): 20U oxytocin injected into the uterine plus
20 U oxytocin intravascularly, 152 women; Gorup oxytocin+
hemabate (O+H): 20 U oxytocin and 250 µg hemabat injected
into the uterine, 192 women; groupH: 250 µg hemabat injected
into the uterine, 125 women. The amount of bleeding during the
operation and within 2-hour after delivery were measured. The
side effect of each group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amount of
bleeding during cesarean section in group O was (445±262) ml,
in group O + H (332±218) ml, and in group H (375±265) ml.
There was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O
and group O+H (P<0.01). The amount of bleeding within 2
hours after delivery in group O was (176±193) ml, in group
O+H was (110±114) ml, and in group H was (124±103) m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O, O+H and
H. Among the 469 women, 31 had total amount of bleeding
more than 1 000 ml during operation and within 2 hours after
delivery. 48% (15 women) were in group O, 23% in group O +
H and 29% in group H. The total amount of bleeding in group
O was much more than group O+H and group H in the Group
of fetal macrosomia (P <0.01, P <0.01). Similar results were
found in the group of twin pregnancy and polyhydrammios (P
<0.01, P <0.01). The total amount of bleeding in group O + H
was much less than group O in the group of placenta previa (P
<0.05). There were 5% (12) pregnant women whose total
amount of bleeding was≥1 000 ml in the group of fetal
marcrosmia, 8% (11) in the group of twin pregnancy, 11% (8)
in the group of placenta previa. No hysterectomy was done
among the women.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in the three
groups was 2.6%, 11.5% and 7.0% respectively. Vomiting was
frequently seen in the latter two groups, but recovered soon
without treatment. Conclusion Hemaba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mount if bleeding during the cesarean section in
pregnant women with high hemorrghagic risk factors and can
be used with oxytocin as firstline medicine to prevent
hemorrhage during and after delivery.
【 Key words 】 Postpartum hemorrhage;
Uterine
inertia;
Carborpost;
Maternal mortality
From: Chin J Obstet Gynecol, 2007, 42:57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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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鼻飼勻漿膳食的
老年患者鼻飼模式的研究
周策,

王梓凌,

趙雪平,

【摘要】 目的
者鼻飼模式。

方法

Discussion of Nasal Feeding Methods to
Aged Patients Following long Period
Paste-formulated Diet

等

ZHOU Ce,

研究長期鼻飼勻漿膳食的老年患
長期鼻飼自制勻漿膳食的老年

住院患者 54 例，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各 27 例。
改進鼻飼模式每日鼻飼勻漿膳食 4 次，每次 450ml，
勻漿膳食間隔時間為 5h；常規鼻飼模式每日鼻飼勻漿
膳食 6 次，每次 300ml。勻漿膳食間隔時間為 3h，兩
組患者觀察 60d，實驗組患者前 30d 按照改進鼻飼模
式進行鼻飼。

結果

兩組患者營養狀況及鼻飼併發

症對比均無差異(P>0.05)；與常規鼻飼模式比較，改
進鼻詞模式護士的鼻飼日工作時間明顯減少
(P>0.001)，且患者在兩次勻漿膳食之間的胃休息時間
明顯延長(P<0.001)。 結論

改進鼻飼模式對長期鼻

飼勻漿膳食的老年患者更適宜。
【摘要】 插管法, 胃腸;

食品, 配方;

護理

摘自：中華護理雜誌, 2007, 42:869.

WANG Zi-Ling,

ZHAO Xue-ping,

et al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best nasal
feeding methods for aged patients receving long period
paste-formulated diet. Methods Fifty-four aged
inpatients receiving long period pasted-formulated diet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27)
and control group (n=27).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mode: The patients were receiving nasal feeding 4 times
a day, 450ml per time, the interval time of each meal was
5h.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common mode: The
patients were receiving nasal feeding 6 times a day,
300ml per time, the interval time of each meal was 3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modified mode for 30
days, and then used common mode for the next 30 days.
It was rever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nutritional status and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mpare with the control group, daily working time of
nasal feeding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P<0.001), patient’s stomach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rest between two meals (P<0.001). Conclusion The
modified nasal feeding mode was more suitable for aged
patients receiving long period paste-formulated diet.
【Key words】 Intubation, gastrointestinal;
Food
formulated;
Nursing care
From: Chinese Journal of Nursing, 2007, 4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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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雷他定治療老年變應性鼻炎的
心臟安全性研究
劉瑩,

程雷

Cardiac Safety Evaluation of
Lorata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in Elderly Patients
LIU Ying,

【摘要】 目的 評價第二代抗組胺藥氯雷他定治
療老年變應性鼻炎的心臟安全性。 方法

常年性變

應性鼻炎患者 40 例，男 25 例，女 15 例；年齡 50~88
歲，中位年齡 64.4 歲；17 例(42.5%)有心血管疾病史
和(或)心電圖異常，但無 QT 間期延長者。給予口服
氯雷他定 10mg，每日 1 次，療程 30d。治療前後進
行常規心電圖監測，分析心電圖數據，評價氯雷他定

CHENG Lei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ardiac safety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HI- antihistamine loratad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i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perennial allergic rhiniti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ere were 25 males and 15 females, aged 50 to 88 years
(mean, 64.4-years-old). 17 cases (42.5%) had a histor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or presented abnormal ECG
parameters, but had no prolonged QT-interval. The subjects
received loratadine 10 mg once-daily for 30 days. A series of
baseline ECG recordings was obtained before treatment. ECG

對心臟的作用。 結果 治療後與治療前相比，患者竇

effects of the treatment were than compared with the baseline

性心律無改變，心率，P 波時限、PR 間期和 QRS 時

ECGs.

限的變化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未發現 QT 間期
和 QTc 間期延長(P>0.05)。 結論 老年變應性鼻炎患
者使用 1 個月臨床推薦劑量的氯雷他定未發現心臟
毒性。

all patients 30 days after treatment by loratadin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heart rates, P
durations, PR and QRS intervals at baseline and end-point ECGs
(P>0.05), with no significant prolongation of the QT as well as
QTc corrected for heart rate using Bazett’

formula (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 suggest no cardiotoxicity of loratadine ,

【關鍵詞】鼻炎, 變應性, 常年性;
抗劑;

Results There were no changes in sinus rhythm in

氯雷他定;

組胺 HI 拮

心電描計術

at the usual recommended dose, in long-term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in the elderly.
【Key words】 Rhinitis, allergic, perennial;
antagonists;

摘自：中華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雜誌, 2007, 42:647.

Loratadine;

Histamine H1

Electrocardiography

From: Chin J Otorhin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7, 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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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實施餐飲量化分級管理
公眾認知情況調查
田建新,

常麗媛,

高竹,

等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to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n Beijing
Restaurant Industry
TIAN Jian-xin,

【摘要】目的

化分級管理工作的認知認可情況以及相關消費行為。
方法 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選擇東城、海淀、昌
平 3 個區的 A、B 級餐飲單位就餐者進行現場問卷調
查，用 SAS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 (1) 985 名消
費者中有 42.26%聽說過食品量化分級管理；其中
77.83%的人見過餐廳門口的等級標誌牌；消費者對 A
級單位總體滿意率為 95.73%；(2) 95.90%消費者對量
化分級制度表示支持，86.94%消費者認為實施量化分
級對衛生等級的企業有促進作用。 (3) 影響消費者就
餐選擇前兩位的因素依次是衛生狀況(42.64%)和就餐
環境(42.23%)；餐廳衛生方面消費者最關注的依次是
餐具是否乾淨(26.63%)，餐廳裝修(23.37%)；對衛生
狀況好的餐廳，51.27%的消費者表示會無條件向親友
推薦，45.68%的消費者表示如果飯菜口味或價位也不
錯就推薦。 結論 公眾對實施量化分級管理制度有較
高的社會認同，但總體知曉率和公眾對餐廳衛生的視
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提示有關傳工作應進一步加
強。
【關鍵詞】餐館;
衛生;

CHANG Li-yuan,

GAO Zhu,

et al

瞭解公眾對北京餐飲業食品衛生

量化等級;

食品;

認知

摘自：中國食品衛生雜誌, 2007, 19:411.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to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in
Beijing restaurant industry. Methods By means of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customers were chosen to
complete spot questionnaires in grade A and B restaurant
in Dongcheng district, Haidian district and Changping
district.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by
SAS software. Ressults 1. Percentages of customers who
had heard of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were
42.26%, in which had seen quality grading makers were
77.83% and in which were pleased with grade A
restaurants were 95.73% in 985 customers. 2. There were
95.90% customers who supported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There were 86.94%
customers who considered that the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could improve low hygienic
grade restaurants. 3. The first two elements which
customers chose restaurants were the status of hygiene
(42.64%) and the environment (42.23%), successively.
The first two place which custome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restaurant hygiene were the cutlery hygiene (26.63%)
and restaurant decorate (23.37%). 51.27% customers
would recommend the hygienic restaurant to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45.68% customers would also
recommend restaurant if the taste food was well or the
price was fair. Conclusion The social cognition of the
public to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could be
quite high, but the general cognition rate and the degree,
which public paid attention to restaurant hygiene, should
be improved. It was suggested that public propagat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 Key words 】 Restaurant;
Quality Grading;
Food;
Health;
Cognition
From: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7, 1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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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例早期賁門腺癌患者的
自然生存狀況追綜分析
王國清,

魏文強,

Natural Progression of Early Stage
Adenocarcinoma of Gastric Cardia:
A Report of Seventeen Cases

張俊會
WANG Guo-Qing,

【摘要】 目的 未經治療的晚期賁門腺癌患者的
生存時間為 8-9 個月，本研究目的是觀察未進行任何
治療的早期胃賁門腺癌的自然發展史。方法 1987 年
在食管癌高發現場，對細胞學診斷為鱗狀細胞重度增
生的 851 例進行了內鏡復查，同時檢查了賁門區粘
膜，經活檢病理確診為賁門腺癌者共 43 例，包括晚
期癌 12 例，早期癌 31 例。其中 17 例早期患者雖經
多次勸說，仍因不同原因拒絕治療，隨診觀察 14 年，
直至全剖患者死亡。 結果 隨診 14 年，17 例早期賁
門癌者中，12 例死於賁門腺癌，另外 5 例死於非癌
疾病；生存 5 年以上者 13 例，5 年自然生存率為
76.47% (13/17)，10 年自然生存率為 23.53%(4/17)。
結論 早期賁門癌發展到晚期是一個漫長的演進過
程。這對早期診斷和選擇治療時機很有幫助。同時，
如要精確評估早期癌治療效果，宜充分考慮其自然史
的因素。
【關鍵詞】 胃腫瘤;
內鏡檢查;

自然生存率;

賁門腺癌, 早期;
隨診

摘自：癌症, 2007, 26:1153-1156.

WEI Wen-Qiang,

ZHANG Jun-Hui

【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survival time of
untreated advanced gastric cardiac adenocarcinoma
patients is about 8-9 months. This study was to observe
the natural progression of untreated early stage gastric
cardiac adenocarcinoma. Methods In 1987, at a high
risk area of esophageal cancer, 851 patients with a
previous cytologic diagnosis of esophageal dysplasia
were re-examined by endoscopy, and 43 of them were
diagnosed
hictologically
as
gastric
cardiac
adenocarcinoma. Of the 43 patients, 31 had early stage
tumors, 12 had advanced tumors. The 17 early stage
patients who refused treatment were followed up for 14
yars till death. Results Of the 17 untreated patients,
12 were died of gastric cardiac adenocarcinoma, 5 were
died of non-cancer diseases; 13 had survived for over 5
years. The 5 year natural survival rate was 76.47%; the
10-year natural survival rate was 23.53%. Conclusions
The progression of early stage cardiac cancer to
advanced cancer is a very show and long process, which
is very helpful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choice of
therapeutic tim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n early stage
cardiac cancer should be assessed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is disease.
【Key words】 Gastric neoplasm;
Cardiac
adenocarcinoma, Early stage;
Edoscopy; Natural
Progression;
Follow-up
From: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2007 26:1153-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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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陽區暗娼愛滋病性病
綜合干預效果分析
劉英杰,

丁海峰,

【摘要】 目的

The Effects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AIDS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于淼
探求愛滋病在大城區、低流行

狀況下降低暗娼人群感染愛滋病和(或)性病風險的綜
合防治措施。 方法 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對轄區內 8
家娛樂場所暗娼(female sex workers, FSW)干預前 226
名及干預後 187 名進行調查，採用 χ²檢驗進行統計學
分析。 結果

接受調查的 FSW 年齡範圍在 17 至 40

歲[(25.22±5.81)歲]；高中及初中文化程度達 203 名
(89.82%)；未婚為 166 名(73.45%)，職業中無業者達
205 名(90.70%)；來自外省市 224 名(99.12%)。調查前
後對性病、愛滋病防治知識的知曉率由 52.6%提升至
75.4%(χ²=22.701, P<0.01)，使用安全套的比率由治療
前 22.12%提升至 34.76%(χ²=8.14, P<0.05)。 結論 北
京市朝陽區通過綜合干預措施對於暗娼防治愛滋病
和(或)性病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效果，綜合干預措施值
得大城區、低流行狀況下的暗娼人群愛滋病性病干預
中廣泛應用。
【關鍵詞】 性行為;
免疫缺陷綜合徵;

性傳播性疾病;

獲得性

干預性研究

摘自: 中華預防醫學雜誌, 2007, 41:492.

LIU Ying-jie,

DING Hai-feng,

YU Miao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AID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at the metropolis
areas with low prevalence.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was carried out among female sex workers
in eight recreation establishments which hav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s in Chaoyang district, and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was subsequently evaluated by an
questionnaire from September 2005 to February 2006.
The data of intervention were analyzed by SPSS11.5
Results The study subjects aged 17-40 year old
(25.22±5.81), and 203(89.82%) of them had high 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background. 166 were
unmarried , and 205 (90.70%) had no job, and 244
(99.12%) subjects were migran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orrect answer rates for the knowledge of STI/AIDS rose
from 52.6% to 75.4% (χ²=22.701, P<0.01); and the
correct use of condom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baseline,
with the rise from 22.12% to 34.76% (χ²=8.14, P<0.05).
Conclusion The STI/AIDS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were effective and should be evaluated and
generalized in the similar metropolis regions.
【Key words】 Sex behavio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Intervention studies

From: Chin J Pre Med, 2007, 4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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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屆韓國實驗動物胸腔鏡外科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The 2nd Korea Animal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held in Shanghai
Sanghoon JHEON, Huai-Shen WU*. Department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Seoul, Korea.
Tel: +82-31-787-7133, E-mail: jheon@snu.ac.kr &
jheon@snubh.org *CP 3002, Editorial Office of RCSM (HSJM), 3rd Floor,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acao, Macao SAR, China. Tel: (+853)-8390 6524, 8390 7307, Fax: (+853)-8390 7304; E-mail:
rcsm@ssm.gov.mo
【Abstract】 The 2nd Korea Animal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held at Tyco Clinical
Institute(TCI) in Shanghai on October 19-21, 2007. The Meeting was organized by Korean Study Group of Thoracic
Surgery (SGTS). Chairmen are Prof. Sanghoon Jheon and Prof. Sook Whan SUNG from Department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Seoul, Korea. There were three sessions in
Meeting. Session I: (1) Course introduction; (2)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VATS; (3) Surgical Anatomy of the
Dog; (4) Animal laboratory (right side surgery). Session II: (1) Scope and monitor setting; (2) Thoracoscopic
Lobectomy; (3) Thoracoscopic Esophagectomy; (4) Surgical video clips. Session III: Animal Laboratory (left side
surgery). Korea SGTS invited Dr. Bernard J. PARK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USA), Prof.
Huai-Shen WU (Fellow Emeritus of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ACCP; Senior Thoracic surgeon of
Macao), Prof. XU Zhi-Fei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Thoracic Surgery, Shanghai Chang Zheng Hospital of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Prof. Chen-Xing GAO and Dr. ZHAO Xiaojing (Department
of Thoracic Surgery,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 to
attend this Meeting. Tyco Healthcare Shanghai, China supported this Workshop.

實驗外科是聯繫基礎理論和臨床實踐的“橋樑”，
更好地要服務於臨床。第 2 屆韓國實驗動物胸腔鏡外
科研討會於 2007 年 10 月 19 至 21 日在上海泰科臨床
培訓中心(TCI)舉行。會議由大韓民國胸外科研究會
(SGTS)負責舉辦。會議主席是韓國首爾國立大學醫學
院胸心外科錢相勳 (Prof. Sanghoon JHEON)教授和
Prof. Sook Whan SUNG。Dr. Dong-Kwan KIM、Dr.
Kook-Joo NA、Dr. Kwhanmien KIM、Dr. Dae-Joon
KIM、Dr. Hyun-Sung LEE，以及來自韓國 6 家醫院的
醫生出席了研討會。
研討會專題有：動物胸腔鏡的新概念和未來、實
驗犬的胸部外科解剖學、動物胸腔鏡肺葉切除術、動
物胸腔鏡食道除術、外科電視鉗的應用等。美國斯隆
凱特林紀念癌症中心的 VATS 專家 Bernard J. Park 教
授、美國胸科醫師學院(ACCP)榮譽院士吳懷申教授
(澳門)、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征醫院胸心外科主
任徐志飛教授、上海交通大學附屬胸科醫院胸外科高
成新教授和趙曉菁主任等，應韓國胸外科研究會邀請
出席了研討會，並就胸外科青年醫生培訓和動物胸腔
鏡外科等工作，作了學術性研討。
1910 年，瑞典醫生 Hans Christian Jacobaeus 採用
硬式膀胱鏡完成了首例胸腔內檢查。20 世紀 90 年初，
誕 生 了 現 代 電 視 輔 助 胸 腔 鏡 外 科 （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 ）。近年來，VATS 在普胸
外科領域飛速發展，其手術適應證進一步擴大，手術
難度增加，對多種胸部疾病治療隨訪的結果日漸完善。
VATS 由最初行簡單的胸內診療操作發展到肺、食管
腫瘤切除等高難度手術只經歷了十餘年的時間，它在
臨床應用中體現了極大的優越性和巨大的發展潛力，
已成為現代普胸外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研討會中，教授們和高年制醫生作了示範教學。
動物實驗中，在大型動物（成年犬）上“實戰”了胸部
微創手術基本操作，並完成常規的左肺葉和右肺葉切
除手術。各位帶教的老師認真示範，學員積極演練，
並形成對該項技術最基本的感性認識，為日後開展臨
床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錢相勳教授表示，韓國胸
外科研究會將定期和分批培訓韓國各地的胸外科醫
生。
上海泰科臨床培訓中心(TCI) 是全亞洲最大的頂
級動物實驗中心，中心內有動物手術臺 12 台，重症加
護病床 2 張，睡眠實驗室 1 間；有演講廳、多功能教
室和會議室 8 間。TCI 於 2005 年 3 月 2 日成立以來，
已為亞洲各國和中國內地臨床醫生提供了 2 000 多台
實驗動物手術。
( 錢相勳 吳懷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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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屆上海國際肺癌論壇在上海召開
The 3rd International Lung Cancer Forum held in Shanghai, China
Huai-Shen WU,
Chen-Xing GAO*. CP 3002, Editorial Office of RCSM (HSJM), 3rd Floor,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acao, Macao SAR, China. Tel: (+853)-8390 6524, 8390 7307, Fax: (+853)-8390
7304; E-mail: rcsm@ssm.gov.mo *Department of Thoraci Surgery,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The 3rd International Lung Cancer Forum held in Shanghai World field Convention Hotel,
Shanghai, China on October 18-20, 2007. The Chairmen of Forum were Prof. LIAO Mei-Ling and Prof. ZHOU
Yun-Zhong. More than 300 delegates from USA, Japan, Korea,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o
joined in this Forum. There are 25 lectures, 4 Satellite Symposiums and Medical Exhibitions. Lectures:
Robotic-assisted VATS Lobectomy-Technique, Results and Pitfalls(Prof. Bernard J. PARK, USA), The
Evolvement of NSCLC Treatment through NCCN NSCLC Practice Guideline(Prof. David S. ETTINGER,
Taiwan), Prospective Study of the Type of Operat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Small Peripheral Lung Lesions(Prof.
Ken KODOMA, Japan), Angiogenic Pathways and Anti-angiogenic Therapy for Lung Cancer(Tony Shu Kam
MOK, Hong Kong), Early Detection of Lung Cancer by GGO(Prof. Hyae Young KIM, Korea), Target therapy in
NSCLC(Prof. Fred. R HIRSCH, USA) and so on. This Forum was organized by CACA-CSCO, SLTCMC,
SHCH and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由 中 國 上 海 交 通 大 學 附 屬 胸 科 醫 院 (Shanghai

莫樹錦、蔣國樑、朱雄增、張國禎、張力、陸舜等多位

Chest Hospital)和中國抗癌協會臨床腫瘤學協作專業

國內外肺癌學術界的著名專家和學者參會並作精彩的

委員會(CACA-CSCO)、中國抗癌協會肺癌專業委員會

專題報告，展現在肺癌的基礎研究、臨床研究、綜合診

(Society of Lung Cancer, CACA)聯合主辦，上海市肺部

療和規範化、個體化治療等方面的新進展和新成果。

腫瘤臨床醫學中心(SLTCMC)承辦的“第三屆上海國際
肺癌論壇、首屆 CSCO-上海國際肺癌論壇會”已於

會議形式突出論壇以論為主的精神，受邀參會代

2007 年 10 月 19 日至 2007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世博

表依循上述主題，根據各自的臨床經驗和研究進展準

會議大酒店舉行。大會名譽主席是孫燕院士、顧建人

備思路，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平常的心態、學者的面

院士、張滌生院士；主席是廖美琳教授和周允中教授。

貌積極融入會議之中。以主題發言為論點，上下互動，
暢所欲言，踴躍爭鳴，達到交流成果、發表創見、集

是次大會圍繞“肺癌的個體化綜合診療及分子靶

思廣益、爭取共識、推陳出新的目標。作為一次向世

向治療新進展”這一主題，將就肺癌分子病理診斷、當

界展示中國肺癌最新研究成果、與相關領域國際權威

代影像學（CT、PET/CT、分子靶向治療、腫瘤個體化

切磋交流的機會。這次會議的意義已不僅僅局限於肺

綜合診療、腫瘤外科、放療、化療和生物治療等多學科

癌的診治領域，而是融入了上海和中國對外開放的大

規範化治療進展等多個專題進行學術交流和研討，旨在

潮之中，體現了學術界思想敏銳、眼界廣闊、勇於面

推動肺癌基礎研究和臨床研究的進程，促進肺癌的個體

向世界跨越先行的素質。本次會議將對上海建成亞洲

化、規範化診療、靶向治療、綜合診療理念的發展，介

醫學中心的長遠目標作出積極有益的貢獻。

紹國內外肺癌診療的最新技術及研究成果，也為與會的
專家、學者和企業提供了相互交流與合作的機會。

整個大會有主題學術報告 25 場和專題衛星會議 4
場。汪蕙教授和吳一龍教授主持的“肺癌病理與分子生

會議邀請了 Fred. R Hirsch、David S. Ettinger、吳一

物學”專題學術報告有：肺癌蛋白組學研究的臨床應用

龍、Ken Kodama、Bernard J. PARK、何建行、周清華、

(顧建人院士)、肺癌孤立性轉移的共識與挑戰（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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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教授）、非小細胞腺癌病理亞型的意義（何衛中主

授），非小細胞肺癌大血管受侵的外科處理（羅清泉教

任）。周清華教授和莫樹錦教授主持的“肺癌多學科治

授）。白春學教授、王剛教授、韓寶惠教授和周彩存教

療”專題學術報告有：中國上海人群女性肺癌的發病和

授主持的“肺癌內科”專題學術報告有：肺癌分子靶向

時間趨勢及生存期（廖美琳教授）
，The evolvement of

治療的亞洲經驗(陸舜教授)，Target therapy in NSCLC

NSCLC treatment through NCCN NSCLC Practice

(美國 Fred. R Hirsch 教授)，亞群肺癌的診斷和處理進

Guideline (台灣蔡俊明教授)， Robotic-assisted VATS

展（簡紅主任），唑來膦酸聯合紫杉醇治療人肺腺癌骨

lobectomy - Technique, Results and Pitfalls( 美 國

轉移的實驗研究（周箴主任）。吳懷申教授、何建行教

Bernard J. Park 教授)。陸舜教授和張力教授主持的“肺

授和林強教授主持的“肺癌外科”專題學術報告有：微

癌內科”專題學術報告有：肺癌骨轉移診治新近展（張

創外科在肺癌診治中的應用評價(何建行教授)，肺癌

力 教 授 ）， Angiogenic pathways and anti-angiogenic

外科分期的地位和價值（申屠陽教授），胸腔鏡下淋巴

therapy for lung cancer(香港莫樹錦教授)，同步放化療

結清掃的共識與爭議(趙曉菁主任)。馬勝林教授和呂

的臨床應用—NCCN 中的地位演變(王綠化教授)。鄧

長興教授主持的“肺癌放療”專題學術報告有：肺癌立

偉吾教授和張國禎教授主持的“肺癌診斷”專題學術報

體定向治療 (美國孔風鳴主任)，局部晚期肺癌放射治

告有： PET/CT 在肺癌診斷及隨訪中的應用價值（管

療的價值(樊呅教授)。

一暉教授），肺部小結節的鑒別診斷方法及其評價（張
國禎教授），GGO 對肺癌早期診斷的意義(韓國 Hyae

會議期間，大會還舉辦了“廖美琳教授從醫 50 周

Young Kim 教授)。周允中教授、王長利教授和許林教

年紀念音樂會”。廖美琳教授是中國著名肺癌專家，上

授主持的“肺癌外科”專題學術報告有：肺癌完全性切

海市胸科醫院臨床中心首席專家，上海交通大學醫學

除的涵義和實施（周允中教授），Prospective Study of

院教授，上海市肺部腫瘤臨床醫學中心主任，上海市

the Type of Operat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Small

胸部腫瘤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

Peripheral Lung Lesions (日本 Ken KODOMA 教授)，
局限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外科治療的地位（周清華教

(吳懷申 高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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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動態‧

澳門舉行 2007 年愛滋病研討會
Macao 2007 AIDS Symposium held in Macao
Huai-Shen WU, Jorge Humberto MORAIS.
Macau Association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DS (APC-AIDS), Macao, CP 1064,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Macao (MSAR); Tel: (+853)-83906524, E-mail:rcsm@ssm.gov.mo
【Abstract】 The theme of 2007 “World AIDS Day” is "Leadership". Macao 2007 AIDS Symposium
held in Military Club, Macao on November 25th, 2007. It was Continuous Medical Education (CME) of
Macao. This Symposium was organized by Associação de Prevenção e Controle da SIDA de Macau
(APC-SIDA; or APC-AIDS in English). Symposium Chairmen were Prof. Huai-Shen WU, Dr. Jorge Humberto
MORAIS, Mr. IP Peng Kei and Dr. LAM Chi Leong. More than one hundred delegates from China mainland
and Macao joined in this Symposium. APC-AIDS invited three speakers to join in the Symposium. There
were Prof. ZHANG Gouzhen (Head of Medical Imaging Center, Shanghai Huadong Hospital, China), Ms.
LEI Wai Kei, Vicky (CDC, Health Department of Macao), and Dr. J. Humberto (General Secretary of
APC-AIDS). There were three main lectures in the Symposium, Prof. ZHANG Gouzhen reported “Chest
Radiology of AIDS”, Ms. LEI Wai Kei, Vicky reported “Epidemiology of AIDS in Macau in 2007”; Dr.
Humberto reported “AIDS and Leadership”.
“Leadership” will be the theme for the 2007 and 2008 World AIDS Day, the World AIDS Campaign
announced today. Promoted with the slogan. “Stop AIDS, Keep the Promise.” Which is the World AIDS
Campaign emphasis from 2005-2010, “leadership” will build on the 2006 World AIDS Day focus on
accountability. World AIDS Day is celebrated on 1 December each year. The theme for World AIDS Day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World AIDS Campaign since 1997. The 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 (GSC) of the
World AIDS Campaign selected the theme of leadership during their meeting held in Geneva, 8-9 February
2007, agreeing to launch the theme in the first week of March. Some statements on what leadership means to
some of the GSC members who represent important stakeholders in the response to HIV and AIDS: Linda
Hartke, Coordinator, Ecumenical Advocacy Alliance: “Leadership can imply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lead by action and example. In many faith contexts, though, a leader is a servant - & shy;
someone who responds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supports others in their planning and action, and
empowers people by both words and resources. By taking on the global theme of leadership for World AIDS
Day, faith leaders and the communities they are a part of can help articulate a vision,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take concrete action in solidarity with all people committed to reaching universal access for HIV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are.” Deloris Dockrey, Chairperson, Global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nd
representativ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We are still dying!
Leadership requires that we face this reality. While leadership is a strong call and can easily be embraced, I
have been very disappointed with our leaders. While scaling up of HIV care is prioritised, it is under funded
and poorly implemented. Faith leaders continue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HIV/AIDS in the communities and
congregations they serve. Governments are complacent, and have not provided the leadership needed to end
the epidemic.” Alan Leather, Chairperson, and Global Un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Trade unions are
mass membership organizations with leaders at global, n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s. Labour leaders have
mobilized their networks, integrated AIDS in their programmes, defended the rights of workers with HIV,
encouraged voluntary testing, and promoted workplace action. Union advocacy and leadership is crucial if
countries are to achieve universal access to treatment, care and prevention by 2010." Mabel Bianco,
Coordinator, International Women’s AIDS Caucus and President, FEIM: “All gender and women related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HIV/AID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linked. Thus we recognize that all forms of
leadership must be included in responses to HIV/AIDS. Women’s movements and NGOs, particularly
organizations and networks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s well a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have played
imperative roles in demonstrating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s in prevention, care and treatment of
HIV/AID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epidemic.” Prateek Suman, Youth Coalition:” Young people are the
worst hit by HIV/AIDS but they also have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Youth
leadership is essential to an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HIV/AIDS and young people must be
empowered with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resources they ne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universal access
by 2010.” The 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 of World AIDS Campaign is comprised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 the Youth
Coalition, and the Global Un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ID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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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the Ecumenical Advocacy Alli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AIDS Caucus. UNAIDS
and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B and Malaria are non-voting members.

Prof. ZHANG Guozhen is Radiologist, the Head of Medical Imaging Center of Shanghai Huadong Hospital,
as well as deputy chief editor of J. Shanghai Medical Imaging and superior editor of Chinese Journal of
Radiology. He is a radiological professor in the Fuda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Prof. ZHANG received his
medical degree from the Shanghai Second Medical College. His training in CT and MR imaging was carried out
at UCLA, Mayo Clinic, MGH and Cleveland Clinic in U.S.A. He is member of Radiological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RSNA). He is an author or co-author of over 70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book chapters. He received
several scientific prices and contributed to 4 text and professional books. Prof. ZHANG has a combination of
clinical and research interest in the body CT and MRI imaging. His ot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imaging
of solitary pulmonary nodule (SPN), especially differential diagnoses of imaging for small lung cancer. This
Symposium was join organized by Associação de Investigação Médica de Macau (AIMM), Health Science
Journal of Macao (RCSM) and Diagnosis Division of Abbott Laboratories Ltd., Hong Kong.

“世界愛滋病日”之所以確定為 12 月 1 日，是因

澳門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高級技術

為第一個愛滋病病例是在 1981 年的 12 月 1 日被診斷

員李蕙姬作了“澳門 2006 年愛滋病流行概況”的學術

出來的。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確定，2007 年世界愛滋

報告，指出截至 2007 年 9 月底，澳門共收到 15 例愛

病日的宣傳主題是“領導者(Leadership)”。該宣傳主題

滋病感染新個案的報告，當中 6 例為本澳居民，使澳

強調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承諾、共同參與，號召社

門居民感染人數增至 121 人，累計總感染人數增至 382

會的各個方面都要行動起來，恪盡職守、履行承諾。

人。她續稱，澳門巿民因共用針具而感染的趨勢暫見
平穩，在上半年 6 名本地新感染者中，有 2 例是通過

為配合 2007 年 12 月 1 日第 20 個“世界愛滋病日

與異性性接觸而感染，可見性接觸仍然是主要感染途

(World AIDS Day) ” 的防治宣傳教育活動，澳門預防

徑，澳門與香港、台灣、泰國等地區情況相若。當中，

及控制愛滋病協會(APC-SIDA or APC-AIDS)於 2007

同性性接觸的感染個案更有上升趨勢，有 3 人因此受

年 11 月 25 日在澳門陸軍俱樂部會議廳主辦“澳門

到感染。隨著澳門旅遊業發展蓬勃，與周邊地區交往

2007 年愛滋病研討會”，澳門醫學研究會(AIMM)、澳

日漸頻繁，無疑增加了愛滋病病毒跨境傳播的危險。

門醫學雜誌和美國雅培製藥有限公司診斷部協辦了是

她呼籲社會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視澳門男性性行為

次研討會。加強宣傳教育，普及愛滋病防治知識，讓

者的感染趨勢，及早採取適合監測及防控措施，當局

群眾養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預防和控制愛滋病

將繼續落實執行緩害計劃，以遏制愛滋病病毒的傳播。

的治本之策。會議主席是 APS-AIDS 理事長吳懷申教
授、會員大會主席葉炳基、秘書長康偉道顧問醫生和

澳門預防及控制愛滋病協會秘書長康偉道顧問

澳門醫學研究會理事長林志良主任醫生。
來自中國內地

醫生作了“愛滋病和領導者”的學術報告，闡述了各國

和澳門的 100 多位專家教授、醫務人員和各界人士出席

政府承認愛滋病是一種需要全球共同採取行動的一個

了研討會。澳門衛生局局長、澳門預防及控制愛滋病協

全球危機，認識到必須採取緊急措施，包括堅定的領

會名譽會長瞿國英醫生，衛生局副局長、仁伯爵綜合醫

導、坦誠的態度，和有力的行動，以應對愛滋病流行

院院長李展潤醫生分別會見演講嘉賓和出席研討會。

給全球造成的嚴重破壞。

是次研討會，特邀中國著名放射學專家、中國醫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哪一種傳染病像愛滋

學影像技術上海研究所 CT-MRI 主任、上海復旦大學

病那樣獲得如此多的資源和資金投入以及全球的參

華東醫院 CT 主任張國楨教授作了“愛滋病和胸部影像

與，以至於它設有一個定期的、專門的世界愛滋病大

學”的學術報告，指出愛滋病合併肺部感染的影像學特

會(International AIDS Conference)。2006 年 8 月 13 日

徵及病原學的相關性，指出胸片影像所見和病理結果

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了第 16 屆世界愛滋病大會，來自

常常存在較大差別，在愛滋病免疫損害病人肺部感染

世界 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官員、知名人士、科

的早前診斷中，胸片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甚為有限。

學家、醫生、愛滋病患者以及其他有關人士 2.6 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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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會，其中包括 3 000 多名記者和 2 400 名志願者。

壽命只有 46 歲，愛滋病感染率佔全球的 62%，年輕

據 聯 合 國 愛 滋 病 (UNAIDS) 執 行 主 管 彼 特 · 皮 亞 特

婦女愛滋病感染率是年輕男性的六倍，出現了愛滋病

(Peter PIOT)介紹，僅 2006 年一年投資在愛滋病上的

女性化的趨勢。代表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發言的萊索

資金就達 13 億美元。其中美國是最大的貢獻者。除了

托代表莫迪迪（Lipuo MOTEETEE）表示，作為經濟

政府資金，很多私人基金已經成為主要的出資人。其

發展落後的非洲國家，愛滋病正在對該地區的社會和

中最為有名的是兩個比爾——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

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大家都知道，南部非洲在非洲

頓(Bill CLINTON)和世界首富，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茨

是愛滋病毒感染和愛滋病發病率最高的地區。雖然，

(Bill GATES)。第 17 屆世界愛滋病大會將於 2008 年在

它的人口只是世界的 10%，但愛滋病毒感染者和愛滋

墨西哥城舉辦。

病患者佔世界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如果這一趨勢不
加扭轉，它將使該地區獲得的微弱發展成就消失殆盡。

愛滋病是病不是罪。愛滋病是一種目前尚無有效

在我們看來，無論在地區還是在全球的層面上，都應

治癒方法但是完全可以預防的嚴重傳染病。防治愛滋

該採取更多行動，否則在 2015 年前實現千年發展目標

病，已經超越了醫學領域，社會力量正發揮越來越大

便無可能(http://www.un.org/chinese/radio/story.asp? News

的作用。愛滋病正在威脅著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家庭，

ID=3626)。

預防愛滋病是全社會的責任。愛滋病專家曾多次指出，
數字的多少在愛滋病問題上並不比它是如何傳播的更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是聯合國抗擊愛滋病的主要

重要。無論是 1/10 還是 1%，最關鍵的問題都是，如

機構。關於中國的愛滋病情況，除了給愛滋病毒感染

何避免那個或多或少的幾率落到某個具體人身上——

者提供藥物和治療以外，而對於如何幫助感染者走出

因為對於這個人來說，只要是，永遠都只是 100%。

恥辱的陰影，又如何改變感染者受歧視的狀態，一直

專家們還指出，愛滋病最開始時候是一個醫學問題，

是聯合國機構關注的焦點。聯合國駐華機構正在進行

但到了目前這個階段，它更主要的是一個政府問題。

努力，協助中國有關機構普及正確的愛滋病知識，並

一個政府以甚麼樣的態度去面對它，採取甚麼樣的措

教育普通民眾正確對待愛滋病患者和愛滋病毒感染

施來制止它，對一個國家的命運最為重要。對抗愛滋

者 。 該 署 駐 華 代 表 處 執 行 主 任 漢 森 （ Ole Schack

病，任重道遠。

HANSEN）在 2007 年 10 月表示，雖然中國在預防和
治療愛滋病方面還有一些欠缺，但近年來中國政府已

2007 年 5 月 21 日， 聯合國大會舉行全體會議

經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過去三四年以來，中國在抗擊

審議了《愛滋病問題的承諾宣言》執行情況。對 2001

愛滋病方面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央

年通過的《關於愛滋病毒/愛滋病問題的承諾宣言》以

政府在應對愛滋病問題上非常積極。去年，中國頒佈

及去年後續會議所規定的任務進行審議和討論。聯大

了愛滋病預防和控制條例，以及相應的分階段行動計

主席阿勒哈利法在發言中指出，自從 1981 年 12 月 1

畫。從中央一級來看，中國抗擊愛滋病的政策和機制

日確認第一例愛滋病病例以來，這一致命性的疾病已

已經到位。中國國家主席和總理在這方面表現出了很

經奪取了 2 500 萬人的生命。愛滋病是困擾我們所有

強的政治意願，中國政府現在每年撥款一億美元用於

人的一個夢魘 (HIV/AIDS is a nightmare that haunts us

抗擊愛滋病。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愛滋病這

all and demands)，需要國際社會對此採取迅速和持久

個詞往往和恥辱、歧視連在一起。因為懷有一種恥辱

的行動，人們正在接受這一危機所帶來的考驗。據統

感，有些人即使感染了愛滋病毒也不願意去醫院做檢

計，目前全球有 4 000 萬人感染愛滋病毒。僅 2006 年

查或接受相應的治療。醫院在為愛滋病毒感染者提供

一年就有 410 萬人加入到新增行列當中，而且每天仍

治療上也存在著一些歧視的現象，這些都是在預防和

在以 6 000 人的速度增長，每天又會有 8 000 人因愛滋

治療愛滋病方面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主要問題是愛

病而死去。潘基文秘書長在紐約總部會見了部分在聯

滋病知識在中國還不夠普及。對於中國愛滋病毒感染

合國工作的愛滋病感染者並在聯大會議上發表講話，

者人數的最新估計大概今年年底會公佈。

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抵禦愛滋病。非洲是愛滋病
肆虐的重災區。在整個非洲，愛滋病已使 1 200 萬兒

根據 2005 年的估計，中國大約有 65 萬愛滋病人和

童淪為愛滋遺孤。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國家，人均

愛滋病毒感染者，而實際上中國被診斷為感染者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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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遠遠少於這個數字。我們現在發現有 20 多萬人被診

聞發佈會上介紹：感染愛滋病毒的成年人的數量最近

斷為愛滋病毒感染者，這意味著有許許多多的人還不知

幾年來一直呈穩定趨勢，約佔世界總人口的告》估計，

道自己感染了愛滋病毒。為此，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

2007 年全球共有 3 320 萬愛滋病毒感染者，這一最新

檢測，這些檢測必須是保密的和自願的，在檢測前後還

數字與去年相比，降低了 600 萬人。愛滋病規劃署監

要提供必要的諮詢。我們要保證被診斷為愛滋病毒感染

測和評價司司長保羅·德雷（Paul De LAY）0.8%，2007

者的人儘快得到治療，同時也要告訴他們如何避免有可

年新感染愛滋病毒的人數為 250 萬，過去兩年中因愛

能造成愛滋病毒感染的危險行為，如何保護自己和自己

滋病導致的死亡人數也有所下降，2007 年為 210 萬人。

的夥伴。在中國，愛滋病毒傳染的兩大途徑：一是使

關於感染者總數減少了 600 萬，世界衛生組織愛滋病

用注射毒品，一是商業性行為。這兩個人群的被邊緣化

司司長凱文·德考克（Kevin De COCK）博士解釋了造

也加劇了愛滋病毒感染者的恥辱感和他們受到的歧

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這主要反應出我們從各國得

視。有一些人對愛滋病毒帶來的恥辱感的害怕甚至超

到的資料的類別和分析的方法得到了改進，以及愛滋

過了他們對愛滋病本身的擔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

病毒攜帶者存活時間的延長(http://www. un.org/chinese/

願意接受檢測和治療，因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們的

radio/story.asp?NewsID=4873) 。

危險行為還在繼續，病毒蔓延的危險性也在增加。針對
這樣的情況，漢森表示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正在和其他

澳門預防及控制愛滋病協會(APS-AIDS)是澳門

機構合作，努力改善目前的狀況。我們正在和公民社會、

的一個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民間社團。宗旨之一是協

其他聯合國機構、中國政府和私營部門密切合作，我們

助官方實體及任何團體宣傳預防愛滋病的方法。 2007

大力鼓勵我們的合作夥伴致力於消除愛滋病帶來的恥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張國楨教授和夫人俞炳德醫生，

辱感，強調恥辱感和歧視在控制愛滋病毒蔓延方面的危

以及 APC-AIDS 吳懷申理事長、康偉道秘書長、譚海

害。我們認為加強愛滋病知識的教育是消除恥辱感、控

倫理事、志願者們於澳門的關閘和議事亭前地兩個地

制病毒蔓延最好的辦法 (http://www.un.org/chinese/ radio/

區，協助政府開展街巷宣傳活動，贈送澳門預防及控

story.asp?NewsID=4706)。

制愛滋病協會製作的宣傳紀念品給澳門市民。

2007 年 11 月 20 日，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和世界
衛生組織發表的《2007 年全球愛滋病流行最新報在新

(吳懷申

Jorge Humberto OR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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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辦心理健康研討會
Realização com êxito da “Conferência de Saúde Psicológica”
IAO Sok Soi.
Revista “O Sistema de Saúde e a Saúde em Macau”, Serviços de Saúde, Macau SAR, China; Tel:
(+853)-85976207; E-mail: ssiao@ssm.gov.mo
【Resumo】A Associação dos Técnico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e a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s Ciências e Tecnologias de Macau, realizaram em conjunto, pelas 9 horas de 13 de Outubro, no Auditório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a “Conferência de Saúde Psicológica”, para a qual foram convidados o Director do
Instituto de Psicologia da Academia das Ciências da China, Prof. Zhang Kan, e o Director do Gabinete de
Estudos de Psicologia Científica e Médica, Dr. Ma Shaobin, para proferirem palestras, intituladas
respectivamente de “Pressão e Saúde Física e Mental” e de “Vamos aprender a capacidade de controlar a
emoção”. A cerimónia de corte de fita foi presidida pelo Director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Dr. Koi Kuok Ieng,
em representação do Exmo. Sr. Secretári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 Cultura, Vice-Chefe do Departamento de
Acção Social do Gabinete de Ligação do Governo Central da RPC na RAEM, Dr. Qi Guangjian, Chefe de
Divisão subordinada ao Departamento de Economia, Dr. Dong Zhifeng,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dos Técnico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r. Chan Mun Cheong, 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s Ciências e Tecnologias de Macau, Dr. Li Yiping, Presidente da Assembleia Geral
da Associação dos Técnicos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e em acumulaçao Vice-Presidente da
Associação Promotora das Ciências e Tecnologias de Macau, Dr. Kun Sai Hoi, palestrantes convidados Prof.
Zhang Kan e Prof. Ma Shaobin, e Presidente da Conferência, Dra. Iao Sok Soi.
Durante a conferência, os palestrantes convidados responderam às perguntas dos participantes e
efectuaram análises dos casos concretos, pelo que os mais de 200 participantes, profissionais de saúde e
cidadãos de diversas áreas, aplaudiram com entusiasmo e manifestaram o seu grande apreço pela mesma.

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與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於
2007 年 10 月 13 日上午九時，於衛生局大禮堂聯合舉
辦“心理健康研討會”，邀請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
所所長張侃教授及暨南大學行為科學和醫學心理學研
究室主任馬紹斌，分別主講“壓力與身心健康”及
“學會駕馭情緒的力量”專題。研討會由社會文化司
司長代表－衛生局局長瞿國英、中聯辦社會工作部副
部長齊廣建、經濟部處長董志峰、公專會理事長陳滿
祥、科協理事長李怡平、公專會會員大會主席兼科協
副理事長官世海，以及主講嘉賓張侃教授、馬紹斌教
授及是次研討會主席尤淑瑞主持剪綵儀式。
局長瞿國英致辭時表示，隨著本澳社會急速發展，
包括專業和醫務人員等各階層人士，不論在工作、家
庭或經濟等方面均面對更大壓力。適度的壓力雖能促
進成長，提升成就表現；但嚴重的壓力卻會帶來失落
感和焦慮等反應，甚至造成各種類型的身心疾病。他
相信，通過是次研討會能讓與會者正確地認識壓力來
源，並掌握一些科學方法來調適心理壓力和情緒，以
保持身心健康和良好狀態。
研討會主席尤淑瑞致謝辭時表示，隨著社會的發展
和工作任務的加重，各界人士的工作和心理壓力均有加
大的趨勢。故特邀兩位著名教授蒞澳傳經送寶，希望幫
助大家掌握一些科學的方法調適心理壓力，以保持健康

的身心和良好的工作狀態，為特區繁榮發展服務。
張侃教授講解了心理健康的重要組成因素和需把
握健康人格的重要原則，以及保持心理健康的途徑，
並以科學的方法調適心理壓力，以保持健康的身心和
良好的工作狀態。張侃表示保持心理健康，首先是積
極有效的心理狀態，對當前發展中的社會和自然環境
做出良好的適應，另外需要健康的人格，還要有社交
的能力，要把握一些重要的原則：第一是平等原則，
要受人尊敬，而且要尊敬人。第二是相容性原則，只
能求大同存小異。第三是互惠互利原則。第四是守信
原則。馬紹斌教授亦在演講中講到，要保持心理健康，
要做到：一、學會駕馭自己的欲望；二、學會正視現
實，在局限中表現自己；三、學會活在現在並善於享
受過程。我們的成功蘊含在我們付出努力的每時每刻
之中，我們的幸福感應該從整個的奮鬥過程之中去獲
得。人生應該善於隨時盡情欣賞可以見到的景象並從
中獲得足夠的快樂，這才是成功的人生。
主講嘉賓即場解答了與會者的提問，並進行了具
體個案分析。有二百多位醫務人員和各界市民踴躍出
席、反映熱烈，對兩位主講嘉賓的精彩演講時常報以
熱烈的掌聲。會後，與會者均表示獲益良多。
(尤淑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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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地區醫學學術會議簡報
1
“2007 澳門國際醫藥博覽會暨國際醫藥與健康論
壇”在澳門舉行。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與中國
醫藥國際交流中心、中國非處方藥物協會首次共同籌
辦的“2007 澳門國際醫藥博覽會暨國際醫藥與健康
論壇”已於 2007 年 11 月 21 日一連三天於澳門威尼斯
人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博覽會吸引了來自國內及港澳臺地區、德國、巴
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葡語系國家等十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近一百家廠商參展；同期更舉行 “國際
醫藥與健康論壇”，來自八個葡語系國家的二十個代
表以“醫藥開放．合作共贏”為主題，介紹了本國醫
藥市場的需求和政策；澳門衛生局藥物事務廳會介紹
澳門特區政府藥品管理制度，而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局及葡語系國家藥品管理部門也分別介紹當地
的藥品及健康產品的管理法規以及醫藥市場的現況。
2 “‘樹高尚醫德 創和諧醫患’醫療道德國際論壇”
在澳門舉行。由澳門執業西醫公會、澳門公立醫院醫
生協會主辦，“樹高尚醫德 創和諧醫患”醫療道德國
際論壇已於 2007 年 12 月 9 日於澳門旅遊塔會展娛樂
中心四樓劇院舉行。多位中港澳及台灣等地的專家學
者先後演講。解放軍總醫院軍醫進修學院醫學大文教
研室主任趙美娟教授－“人文醫學”；新加坡醫學專科
研究院院長陳耀榮教授－“醫學延續教育中之道德醫
學教育”；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社區及家庭醫學系張潔
影教授－“醫生面對壓力，如何自處? ”；中國醫師協
會法律事務與維權部主任鄧利強律師－“醫生職業精
神與醫生維權”；台灣中山醫大學院長周明智教授－
“醫生與病人之關係”；澳門仁伯爵綜合醫院神經外科
戴華浩醫生－“澳門公營醫療體系中的醫患關係：現
狀，問題，對策”；澳門鏡湖護理學院伍慧兒講師－“醫
護患之間的倫理法律思考”。
3 “第一屆澳門口腔醫學學術研討會”在澳門舉行。
由澳門口腔醫學會主辦第一屆澳門口腔醫學學術研討
會已於 2007 年 10 月 14 日於澳門鏡湖護理學院舉行。
衛生局局長瞿國英、立法議員梁玉華以及澳門所有牙
科專業團體均有代表出席。
研討會由澳門口腔醫學會會長安麒靜主持，主講嘉
賓包括澳門口腔醫學會副會長彭貴平、澳門口腔種植學
會會長黃立舒、澳門齒顎矯正學會會長姚森、澳門牙科
醫學會會長劉擎雲、澳門中華口腔醫學會何英華、澳門
正畸學會鄧楠以及澳門兒童牙科醫學會會長李偉明，分
別就口腔醫學的不同範疇發表專題的學術演講。

4 “骨質疏鬆講座暨澳門骨質疏鬆症學會成立典
禮”在澳門舉行。 由澳門骨質疏鬆症學會主辦，骨質
疏鬆講座暨澳門骨質疏鬆症學會成立典禮已於 2007
年 10 月 28 日於澳門漁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澳
門骨質疏鬆症學會理事長陳惟蒨醫生擔任講座主持，
澳門骨質疏鬆症學會會員大會主席郭秋莎醫生，香港
骨科及骨質疏鬆治療及研究中心醫務總監劉明珠醫
生，分別主講“澳門骨質疏鬆症－雙能量 X 光檢測數
據分析”和“香港治療骨質疏鬆症概況”，吸引了逾百名
醫生出席。
5 “腎科學術研討會”在澳門舉行。由澳門中華醫學
會、澳門腎科學會主辦的腎科學術研討會已於 2007
年 12 月 14 日於澳門富豪酒店四樓紫荊廳舉行。研討
會由仁伯爵綜合醫院腎科主治醫生李超亮主持，主題
為“澳門慢性腎臟疾病概況”和“慢性腎臟疾病與高
血壓”
，邀請了仁伯爵綜合醫院腎科主任郭婉儀醫生及
香港大學醫學院內外科全科醫學士、美國 Colorado 大
學醫學院內科科學系教授、腎臟胰臟移植部門醫療主
管擔任主講嘉賓。
6
Symposium of “Health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HPV Vaccination” held in Macao. Symposium of
Health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HPV Vaccination
which was organized by Macao Physici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Hospital, held in Banquet Hall, 4/F Macao Tower
Convention & Entertainment Center on 26 October 2007.
The speaker for this symposium was Dr. Cheung
Tak-h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
Symposium of “Symposium on Clinical
Governance and Audit” held in Macao. Symposium on
Clinical Governance and Audit which was organized by
Department of Anatomic Pathology, C.H.C.S Januário,
University Hospital of the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 (MUST) Foundation, held in Auditorium of
Direction of Hospital Building, C.H.C.S. Januário, on 12
November 2007. The speaker for this symposium was Dr.
June Smailes, GP, Dr. Rowan Kenny, GP and Ms.
Elizabeth Brownhill, TAS, from Sheffield, UK.

(姚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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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全球華人美容醫學學術大會徵稿
為了加強團結與聯絡全球華人從事美容醫學的專

結合學會副會長余秋良，亞太美容外科主席周哲男、

家、學者、科技人士，共同研究和交流本專業學術與

中國澳門美學美容科技協會主席陳清海、中國香港浸

科技知識，促進偉大中華民族美容醫學學術與科技事

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美容教授黃菲莉、亞洲美容牙

業的發展。由中國中華醫學會醫學美學與美容學分會

科會長鄭星輝、中華醫學會副秘長韓曉明、美國華人

主辦、江西省醫學會承辦，中國澳門美學美容科技協

醫師會長秘魏華臣；大會秘書長中國江西省醫學會秘

會、澳門皮膚與美容學會及美國、加拿大、日本、星

書長馮海燕；大會副秘書長江西省醫學會副秘書長胡

加坡、台灣、香港等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本專業團體

水印、江西省醫學美學與美容專委會主委劉偉、中華

協辦的“首屆全球華人美容醫學學術大會”將於 2008 年

台灣美容醫學會秘書長郝治華等。

6 月 25 日至 28 日在中國江西廬山召開，澳門皮膚與美
容學會主席陳清海任大會副主席。

大會徵文內容：美容醫學學科發展與展望、美容
醫學新理論、新科技、新產品；美容醫學基楚研究、

大會組委主要成員：大會名譽主席中國工程院院

美容外科學、美容皮膚科學、美容牙科學、美容中醫

士張滌生、陳洪鐸、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祁國明；大會

科學、美容醫療技術、美容醫學心理學、美容醫學教

顧問世界中醫藥學會副秘長姜再增，中華醫學會醫學

育、醫美學與學科建設，如何充分發揮華人在美容醫

美學與美容學分會名譽主委張其亮、高景恆；大會主

學歷史中的發展作用等。論文內容在 4 000 字以內及

席中華醫學會醫學美學與美容學分會主委彭慶星；大

500 字摘要，可用中、英文字。截稿日期：2008 年 3

會副主席中華醫學會醫學美學與美容學分會副主委：

月 30 日。諮詢詳情：澳門皮膚與美容學會主席陳清海，

王志軍、王學民、劉洪臣、加拿大美容醫學會負責人

電話：(+853)-2823-3826、傳真：(+853)-2838-1637。

王永昌，世界中醫藥學會美容專委會副主委王海棠、
吳景東，中華台灣美容醫學會理事長王尊彥、中國醫
師協會美容與整形醫師分會會長李世榮、香港中西醫

中國澳門美學美容科技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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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醫療與健康》雜誌徵稿通知
Conselho de Redacção da Revista “O Sistema de Saúde e a Saúde em Macau”
A revista “O Sistema de Saúde e a Saúde em Macau” é uma revista médica educativa, publicada regularmente
pelos Serviços de Saúde, sendo o seu Conselho de Redacção. Espera-se que os profissionais de saúde apresentem, com
entusiasmo, os seus artigos. Os artigos deverão ser entregues a Sub-Chefe de Redacção, a Dra. IAO Sok Soi, no
seguinte endereço :
Estrada de Vitória, no. 34, Macau.
Telefones de contacto no. : (+853) 8597 6207
Fax no. : (+853) 28308565
E-mail : ssiao@ssm.gov.mo

《澳門醫療與健康》雜誌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局主編，是衛生局定期出版的健康教育雜誌。
《澳門醫療與健康》雜誌之出版，旨在向澳門巿
民及有關部門全面報道澳門醫療活動暨最新醫學資
訊、醫院、各衛生中心及各衛生部門的發展動向，務
求進一步增加本澳醫療機構之透明度，從而更能有效
地為巿民大眾提供優質服務。此外，本刊開設《專家
說病》
、
《疾病預防》
，以及《疾病康復》等專欄，發表
有關預防醫學、臨床醫學暨康復醫學等三大醫學學科
的專家經驗、最新發展信息等內容，藉此與澳門及海
內外醫務界同行進行學術交流。另一方面，本刊還開
設《公共衛生》、《婦幼衛生》、《學童保健》、《青春期
保健》
、
《老人呆健》
、
《營養與食品衛生》
、
《口腔衛生》
、
《中醫薈萃》、《用藥之道》、《捐血獻愛心》、《護理心
得》、《心理與健康》、《家庭計劃》、《健康生活》、《醫
生信箱》
、
《求醫指南》
、
《旅遊保健》
、
《醫學信息》
、
《健
康小常識》等欄目，發表有關健康促進、健康教育的
文章，向居民灌輸醫護常識，籍此普遍提高人們的自
我保健意識和能力，實行符合健康要求的生活方式，
增進居民的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

(1) 每篇文章字數以 1 000-3 000 字為宜，並請
附上英文或葡文摘要；
(2) 來稿可用電腦打印，如用電腦打印，最好
能同時提供磁碟，或按下列電郵地址電郵給本刊副主
編尤淑瑞收；亦可用非紅色文格稿紙正楷謄寫。注意
字體工整，使用正式公佈使用的中文繁體或簡體字，
勿自造不規範的字。用稿紙謄寫的稿件中，若用外文
字母，請打字剪貼，勿用手寫；
(3) 文中各種計數計量均用阿拉伯數字；
(4) 如有合適的圖片，請同時提供。圖中的文
字和數字需打字，勿用手寫；
(5) 來稿務請詳細註明作者的中葡文或中英文
姓名、職務、單位及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
子郵件地址等，以便聯絡；
(6) 本刊對稿件有權删改或摘要發表；
(7) 來稿請寄：澳門得勝馬路 34 號本刊編輯部
尤淑瑞執行副主編收。

聯絡電話：（+853）85976207
圖文傳真：（+853）28308565
電郵地址：ssiao@ssm.gov.mo

來稿要求題材新穎、文字通俗、精練、科學性強，
反映大眾迫切關心的醫學衛生保健問題，尤其是當前
社會熱點中的醫學問題，以及醫學科學領域中的新成
果、新技術、新經驗、新觀點等。

《澳門醫療與健康》雜誌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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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哲學理念和人文修養系列之一：醫學是甚麼？
【編者按】 有讀者向本刊推薦北京協和醫院郎景

和各位神靈，我宣誓：以我的才能和判斷力，我將遵

和教授在《中國醫學論壇報》上撰文“醫生的哲學理

守此約。誓言中講到怎樣對待老師、怎樣對待病人，

念和人文修養系列之一：醫學是甚麼？”
。本刊轉載供

甚至是老師的孩子，包括當時不准墮胎，還有要保守

讀者參考。

病人的私密等等。最後，表示“我嚴守這一誓言，願
神明賜給我醫業昌盛，無尚榮譽。我若有違誓言，願

“科學家也許更多地付諸於理智，藝術家也許更多
地傾注於感情，而醫生則必須集冷靜的理智和熱烈的

受天意殛之”。這其中，我們體會的是醫學的莊嚴和
神聖。

感情於一身。”“醫學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
學結合的綜合科學。”這或許是郎景和教授醫學哲學思

我們可以認為醫學是人類情感的一種表達，是維

想的內核。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思考和判辨，郎景

繫人類自身價值，並保護其生存、生產能力的重要手

和教授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是病人心

段。——引自《一個醫生的哲學》(郎景和著)

中的良醫。前不久，郎景和教授為北京協和醫院的醫
務人員進行了“醫生的哲學理念和人文修養”專題講
座，本報將分四期連載該講座內容，以饗讀者。

自從有人類開始，便有了醫學。儘管它的起動是
原始的、落後的，甚至是自然性的、不自覺的，如對
出血的局部壓迫、病灶的燒灼、針砭等。也會遇到缺

我們知道科學分為兩大類：一類叫自然科學，一
類叫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是來研究客觀事物“是甚麼”

乏人道的“醫療”服務。但救死扶傷畢竟為人性善良的
體現，進而成為文明社會的一種責任。

的，比如說水是 H2O；社會科學是研究人與自然、人
與人“要怎樣”、“是怎樣”的；人文科學是人的精神世

最近在婦產科月報會上，我向同事們推薦了《生活

界“應怎樣”，一個人的情感意識應該是怎樣的。比如

之路》這本書。作者是非常卓越的美國醫學教育家威廉·

我們說男人壯如山，跟山沒關係；女人溫柔似水，也

奧斯勒。他在上個世紀初，就曾經非常尖銳、切中要害

跟水沒有關係，乃是一種情感意識。

地指出，醫學實踐的弊端在於歷史洞察的貧乏、科學與
人文的斷裂、技術進步與人道主義的疏離。這三道難題

醫學不完全是自然科學，也不完全是社會科學，

至今依然困惑著現代醫學及醫療的發展與改革。

甚至也不完全是人文科學。
林巧稚大夫曾說過，醫生要永遠走到病人床邊去，
醫學實際上是一種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和社會科
學結合的綜合學科，或者叫做邊緣學科。由此看來醫

做面對面的工作，要看病人，而且要把檢查結果和自
己的經驗結合起來，然後做出診斷。

學不是純科學，它是人類情感或者人性的一種表達方
式。醫學是科學中的一個“弱項”，它總是在其他學科

如果你把醫學當作一個純科學，那就很危險。因

的前拉後推下“爬行”，是永遠的“落伍者”。我們現在

為大家都知道，純科學、純自然觀念將導致機械唯物

所有醫學的發展，都是在其他學科的推動下前行的。

論、存在主義。解剖有變異，生理有動態，同病有差

如分子生物學、內窺鏡學、影像診斷學、藥物治療學

別，不可以完全用各種資料和結果去解釋患者的病症

等，都是從其他的學科開始的。所以，醫學是很落後

或“生活體驗”。患者是按照其生活和自身體驗看待功

的，醫學是不能超前的。

能障礙或問題的，這和醫生的思路不相符。所以醫生
必須要理解病人，要體察病人的體驗。

大家都讀過希波克拉底誓言，現在這個誓言經過
了一些改造。最早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這樣的：我對

有這樣一幅畫，在一個風雪之夜，一位助產士

著醫神阿波羅、阿斯克雷庇亞及健康之神、治療之神

出診接生。產婦的家屬非常驚恐，不知所措。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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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助產婆非常的穩健、沈著，她的右手提著

力，千方百計，自認為沒有任何問題了，但是病人還

馬燈，左臂挎著接生用的器具，手裏拿一個酒瓶。

是沒治癒。沒有錯誤不等於完美無缺!即使你沒有失

酒是為產婦準備的，必要時讓產婦清醒一點，好有

誤，甚至你無可挑剔，你也可能失敗。何況不犯錯誤

勁生孩子。這是人情感、善良的一種表達。100 年

的醫生是從來沒有的。世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但是

過去了，社會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醫學也有了很大

醫生犯錯誤關係比較重大，最好不要犯大錯誤。

的進步。但是在一些國家、一些地區，沒有基本的
生活條件和水源，沒有輸血、沒有抗生素。所以醫

作醫生，要做到“通天理、近人情、達國法”。

學不是一個純科學，是和社會經濟、文化、政治都
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甚麼叫通天理？就是要掌握自然規律，疾病的發
生、發展過程；近人情，是要瞭解並知曉人的思想、意

鑒於醫學的學科特點，作為一個醫生，在疾病的
診斷和治療過程中，要遵循兩個原則，即科學原則和

識、情感、意願；達國法，是要符合診治原則、規範，
以及技術路線、方法技巧，還包括有關法令、政策。

人文原則。
最近我讀了一本書，叫做《江邊對話》，是一位
遵循科學原則，就是要針對病情——疾病的病理、

很有智慧的領導者與美國一位很著名的基督傳教士

生理等技術路線來做判斷、做決策，確定治療方法。

的友好對話和交流。他們講了對宗教的看法、對科

遵循人文原則，就是要講人情。這裏所說的人情，不

學的看法等很多問題。為甚麼今天講這個呢？基督

是我們講的一般人情，而是病人的心理、意願、生活

教徒信上帝，上帝有一個實驗室，這個實驗室在心

質量，個人與家人需求。這兩個原則都考慮到了，才

中，你認為它是，就是了。不過愛因斯坦說得也不

是一個好的醫生，才是正確理解了醫學的真諦。

錯啊，上帝很難琢磨，但上帝沒有惡意。那麼無神
論認為，這個實驗室在心外，我們要去探索和尋求。

我們在選擇診治方式的時候要兼顧雙方，既要保證

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提出來了，那麼多偉大的科學家，

有效性，也要保證安全性。這種方法，這種手術方式適

比如說牛頓、愛因斯坦，他們都是基督徒，他們信

合這例病人和他的病；而不是讓這例病人和他的病適合

教，怎麼理解呢？很巧妙，他說上帝指引方向，科

你的方法，你的手術。一定要將最有把握的治療方式用

學家完成細節。

於病人，病人也情願接受這種方式才是最好的。
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不認為有上帝在哪裏，但
以前我們經常說這個病人適合甚麼手術，那個病

是我們認為自然有規律。上帝是甚麼？我們姑且把它

人適合甚麼手術，這不全面。病人和他的病是兩回事，

作為一個自然規律去認識它。科學、科學家就是要去

我患闌尾炎和你患闌尾炎不完全一樣。醫生給出的治

尋求這個自然規律。(北京協和醫院 郎景和)

療方案，應該考慮四個因素：病人和疾病，醫者和醫
法。這四個條件完全適合才是最好的方法。
臨床上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盡了很大的努

摘自：《中國醫學論壇報》, 33 卷, 第 1079 期
醫學人文, A10, 2007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cmt.com.cn/article/071025/a071025a1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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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癌症死亡率下降的背後
美國政府近日公佈的癌症狀況年度報告顯示，美

AI/AN 與 NHW 人群中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因地

國 2002-2004 年癌症死亡率下降了 2.1%，降幅是

區不同存在重要差異。AI/AN 人群中癌症發病率在西

1993-2002 年的近 2 倍。報告認為，美國近年癌症死亡

南較低，在平原和阿拉斯加地區較高。肺癌和 CRC 發

率加速下降，而導致這一趨勢的重要原因是預防工作

病率在北方平原和阿拉斯加居住的 AI/AN 中最高。

得力，將癌症控制在一級防線之外。

AI/AN 中腎癌、胃癌、肝癌、宮頸癌和膀胱癌的發病

(http://www3.interscience.wiley.com/cgi-bin/abstract/1163
30621/ABSTRACT?CRETRY=1& SRETRY=0)

率更高。除了阿拉斯加地區之外，其他地區的 AI/AN
比 NHW 更不易患早期 CRC。AI/AN 女性比 NHW 女
性更不易患乳腺癌。

背 景
1998 年癌症狀況年度報告發現，美國癌症死亡率
自上世紀 30 年代以來首次呈下降趨勢。隨後的報告更
新了疾病發生率和死亡率方面的詳細資訊，但從未系
統地研究過美國土著印地安人和阿拉斯加人(AI/AN)
中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的變化。此次的報告納入了這
一人群，分析人群的癌症相關資料。
該報告分析了美國全國 82%人口中癌症發病率資
料以及全國人口癌症死亡率的資料，評估了癌症發病
率和死亡率每年的變化。該報告還分析了美國 6 個區
域的非西班牙裔白人(NHW)和 AI/AN 中癌症篩查、危
險因素、社會經濟學特徵、發病率、癌症分期等資訊。

美國癌症死亡率下降
該報告表明，2002-2004 年，美國全國癌症死亡率
下降 2.1%，接近 1993-2002 年下降(1.1%)的兩倍。
2002-2004 年間，癌症死亡率平均每年在男性中下降
2.6%，在女性中下降 1.8%。報告還顯示，大部分癌症
的死亡率都呈下降趨勢，其中結直腸癌(CRC)死亡率
“下跌”幅度最大，在男性中下降 5%，在女性中下降
4.5%。肺癌發病率“下跌”也是多年來首次發生。
在 2002-2004 年間，新發癌症的診斷率平均每年下
降 0.5%，其中新發乳腺癌的診斷率每年減少 3.5%。此
期間新發 CRC 的診斷率為 2.5%，而新的治療方法使得
進展期 CRC 患者的生存率翻倍。1991-2004 年，肺癌發
病率不再上升。此期間，肺癌發病率在女性中穩定上升
的趨勢減慢，而在男性中以每年 1.8%的速度下降。

圖 美國癌症死亡率變化趨勢

加固對抗癌症的一級防線
CRC 的死亡率在穩定下降多年後，終於開始加
速。這個需要歸功於預防工作的完善和治療技術的改
進。CRC 定期篩查有利於早期發現和診斷疾病。癌前
息肉切除可以將癌症“扼殺在萌芽狀態”。改變飲食習
慣(多吃蔬菜水果，多攝入膳食纖維，避免高脂飲食)、
避免暴露於其他可致癌的危險因素(例如吸煙)、適當
應用非類固醇類抗炎藥以減少息肉發生的危險都是合
理的預防措施。
吸煙是肺癌的重要危險因素，因此，避免吸煙和
戒煙是預防肺癌的重要方法。肺癌發病率在女性中基
本穩定，在男性中持續下降，這主要得益於積極的煙
草控制工作。由於煙草控制，女性吸煙相關的肺癌流
行進入了一個平臺期。結合在男性中控制肺癌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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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這一平臺期過後，女性肺癌的死亡率將開始下降。

美國 CDC 負責人 Julie Gerberding 表示，該報告
指出癌症死亡率發生顯著下降，是因為人們採取了行

已有充足證據表明，雌激素替代治療(HRT)、肥
胖、酒精攝入、遺傳因素等都是乳腺癌發病的危險因

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大力控制煙草、鼓勵癌症篩查、
早期檢測癌症和有效的癌症治療等。

素。此次報告的乳腺癌發病率下降，亦受到很多因素
的影響，其中 HRT 和乳腺 X 線篩查的減少是主要原

美國癌症學會(ACS)首席執行官 John Seffrin 表

因。在 50~69 歲的絕經後女性中，HRT 的顯著減少很

示，該報告毫無疑問地證實，人們在對抗疾病的戰鬥

大程度上導致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發病率下降。乳腺 X

中逆轉了癌症死亡率上升的趨勢。但是如果每一個人

線篩查的減少也導致乳腺癌診斷率下降，但值得注意

都能得到基本的健康服務(包括一級預防和預防服

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實際發病率下降。

務)，那麼取得的進步將更加顯著。

慢性肝病和肝硬化都是肝癌的危險因素。在美

癌 症 登 記 中 心 北 美 協 會 (NAACCR) 執 行 主 任

國，這些疾病的可預防原因包括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

Holly Howe 指出，有一個癌症監測系統十分重要，可

感染、慢性酒精濫用和非酒精性脂肪肝。肥胖和 2 型

獲取關於癌症新發病例的高質量資訊。這讓人們既能

糖尿病也屬於肝癌的危險因素。因此，預防病毒感染、

夠描述成功干預和治療癌症的資訊，也能夠找到具有

控制肥胖、限制酒精攝入都是預防肝癌的有效方法。

高危因素以及不同癌症轉歸的人群。在面臨更加嚴峻

肝癌的發病率繼續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預防措施仍

挑戰的將來，如果沒有這些監測工作的幫助，減輕癌

有待加強。

症負擔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阿信)

相關鏈接

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在人種和地區上的差異可以從
一定程度上體現飲食習慣、社會經濟狀況的不同對癌症
發病率和死亡率的影響。還可以找出地區間癌症篩查、

美國癌症狀況年度報告每年統計和分析美國癌症

危險因素暴露的不同情況，幫助人們找出更有效的癌症

發病率和死亡率的最新資料，分析癌症死亡率和發病

預防和控制策略。例如，肺癌、腎癌和 CRC 的死亡率可

率變化趨勢，還報告生存率隨時間的變化情況。年報

以反映這些地區煙草控制情況，CRC 和乳腺癌的死亡率

由美國癌症學會(ACS)、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

可以反映這些地區肥胖控制和參加體力活動的情況，乳

(CDC)、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NCI)以及癌症登記中心

腺癌和肝癌的死亡率可以反映飲酒情況等。

北美協會合作完成，據此評測美國的癌症負擔。首期
癌症年報在 1998 年公佈，這次的癌症年報是上述幾大

相關評論

機構合作的 10 周年紀念。10 年來，癌症年報每年為
美國癌症的預防和控制工作提供了有價值的資訊，也

專家們認為，合理的預防措施、積極的早期篩查
和治療、改進的治療方法以及完善的監測系統，共同

為科學家們尋找出更有效的癌症防治策略提供了線索
和依據。

促進了癌症預防和控制工作，使得各大癌症的死亡率
和發病率都得到了良好的控制。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
中心(CDC)癌症預防與控制部的 Espey 樂觀地預測，
依據目前各項工作開展的情況，癌症死亡率下降的趨
勢將持續存在。

摘自:《中國醫學論壇報》, 33 卷, 第 1079 期,
封面報道, A2, 2007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cmt.com.cn/article/071025/a071025a02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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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疫苗放棄還是繼續
王雪飛
2007 年 9 月 18 日，被全世界公認為最有希望的

1500 名志願者（其中絕大多數是男同性戀者）參加了

愛滋病疫苗——Ad5 載體疫苗的臨床Ⅱb 期試驗宣告

該項試驗，在至少接種了一次疫苗的 741 名志願者中

失敗。9 月 21 日，這項試驗被叫停，給整個愛滋病疫

有 24 人被感染，而對照組 762 人中有 21 人被感染。

苗研究領域造成極大震撼。愛滋病疫苗研製之路還能

更令人失望的是，兩組試驗者體內的病毒載量水平沒

不能繼續下去?是不是該考慮“偃旗息鼓”了?

有甚麼區別。

10 月 13 日下午，記者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建院 90

研究人員曾對 Ad5 載體疫苗持樂觀態度，因為這

周年學術報告會間隙，採訪了愛滋病“雞尾酒療法”發

種疫苗是用全新方法研製的。它不像絕大多數傳統疫

明人、美國洛克菲勒大學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苗那樣啟動針對 HIV 的抗體，而是專門針對免疫系統

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何大一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北

裏的殺傷 T 細胞反應。希望能在 HIV“落戶”之前就擊

京協和醫學院）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國家“973”計劃

退它，或者即使能夠感染，至少能將感染者體內的病

愛滋病研究專案首席科學家張林琦教授。他們都明確

毒載量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前在猴子身上已經見到了

表示不會放棄對愛滋病疫苗的研究工作，因為愛滋病

很好的免疫效果。

疫苗仍然是人類遏制愛滋病流行的最大希望。
何大一教授說，“分步”試驗為甚麼失敗，目前原

疫苗試驗失敗原因不明

因還不清楚，需要全面分析試驗資料後才能得出確切
結論。這種疫苗是以腺病毒為載體把愛滋病毒的 3 個

9 月 21 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誌稱：“AIDS 疫

基因片斷帶進人體。但是，對許多人來說，他們有足

苗的研究遭到了一次致命的打擊”。就在 9 月 18 日，

夠強的針對腺病毒的預存免疫。因此，這會損害腺病

被廣泛寄予厚望的愛滋病候選疫苗——複製缺陷型

毒載體，導致疫苗效力減弱。然而，即使是在該試驗

Ad5 腺病毒載體疫苗（簡稱 Ad5 載體疫苗）IIb 期臨

要求一半以上志願者只有較低的腺病毒預存免疫的情

床試驗宣告失敗，因為對其中期安全性資料分析顯示，

況下，疫苗也沒有顯示出期望的效力。

該疫苗既不能保護志願者免遭愛滋病病毒（HIV）的
侵害，也不能降低感染者體內的病毒載量。

在研疫苗設計思路大同小異

該項試驗的疫苗由 Merck 公司提供，由美國國立

據張林琦介紹，目前世界範圍內進入臨床試驗的

衛生研究院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愛滋病疫苗試驗

愛滋病疫苗有 30 餘種，大多處在 I 期至 II 期臨床試驗

聯盟及 Merck 公司三方合作進行。自 2004 年 11 月開

階段。疫苗的種類包括腺病毒載體疫苗、痘病毒載體

始，來自南美和北美、加勒比海和澳大利亞高危人群

疫苗、DNA 載體疫苗以及亞單位蛋白疫苗和亞單位肽

的 3 000 名 HIV 陰性的男女志願者參與了這項名為“分

疫苗等，其中多數疫苗的設計思路與 Ad5 載體疫苗大

步”（STEP）的臨床試驗。

同小異。我國目前開展的愛滋病疫苗策略，其中一部
分也是誘導 T 細胞免疫。

志願者的年齡在 18 歲到 45 歲之間。試驗前，這
些志願者都沒有感染 HIV，但都是愛滋病的高危人群，

國內外專家均指出，愛滋病疫苗研製自 20 世紀

包括同性戀者和性工作者。志願者被分為兩組，其中

80 年代中期啟動，至今仍面臨諸多挑戰：愛滋病毒是

一組注射愛滋病候選疫苗，一組注射安慰劑。共有

一個“移動的靶子”，無論是在感染個體內，還是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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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都是高度變異的；30 多種正在臨床試驗的疫苗都不

過。還有一些人，雖然他們感染了 HIV，但是並沒有

能誘導產生對世界範圍內的愛滋病流行病毒毒株均攻

發展為 AIDS。如果弄清楚這些現象背後的機理，我們

擊有效的廣譜中和抗體；從人身上分離出來的愛滋病

就能得到疫苗設計的思路和線索，來“裝備”免疫系統，

毒毒株不能感染動物，因此到目前為止依然沒能找到

對抗 HIV 的感染。

理想的疫苗研製動物模型；愛滋病病毒免疫與保護的
相關性仍然不明確，因此疫苗研究領域缺乏一個有效

與治療藥物相比，疫苗的商業價值較低，因此投入

的標準，來評判一種候選疫苗是否比另一種候選疫苗

愛滋病疫苗研製的主力，還是政府部門、高校和科研院

優越……

所，公司參與進來的很少，全球只有寥寥數家。但是，
公司的參與的確促進了研究進程：迄今，全球共有兩個

何大一、張林琦說，愛滋病疫苗研製難，關鍵是

進入大規模臨床功效試驗的疫苗，它們均由政府部門、

“愛滋病病毒非常‘賊’。愛滋病病毒抗體沒有辦法把病

科研院所與公司合作研製。其中之一就是剛剛失敗的

毒表面的蛋白抓牢，進而幹掉病毒”。他們認為，Ad5

Ad5 載體疫苗。Merck 公司花了 10 年時間研製這種疫

載體疫苗的失敗，提示下一步重點應放在誘導愛滋病

苗，原本對它抱有很高期望。專家分析，Ad5 載體疫苗

病毒抗體產生的疫苗研製，或者誘導細胞介導免疫反

“廢了”之後，對醫藥行業投資愛滋病疫苗研製的行為可

應與誘導抗體產生兩種作用疊加的疫苗。

能會產生一定影響，但只是暫時性的。

再難也要探索下去

何大一、張林琦表示，儘管應對愛滋病毒/愛滋病
的措施應該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預防、治療和關

9 月 27 日，國際愛滋病疫苗行動組織（IAVI）負

懷等，但是研製一種安全、有效的預防性疫苗是終結

責人 Seth Berkley 通過《洛杉磯時報》發出呼籲：“疫

該疾病流行的唯一有效途徑。愛滋病疫苗研製再難，

苗仍然是我們逆轉愛滋病流行的最好希望，不能放棄

也需要全世界科學家繼續探索下去。

愛滋病疫苗。”
Seth Berkley 說，失敗是成功之母。Ad5 載體疫苗
試驗結果給我們的教訓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解釋，但
是試驗的取消遠遠不是終點。很多研究提示，人體免
疫系統在對抗 HIV 上比我們初期認為的要好。大多數
感染者在發展為 AIDS 之前能抑制病毒很多年。少數
人儘管反復暴露於愛滋病毒，但是他們從沒有感染

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主管-《健康報》,
綜合新聞, 第 2 版, 第 7970 期,
2007 年 10 月 17 日
Health News from China Ministry of Health,
http://www.healthnews.com.cn and http://www.jk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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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在不斷“犯錯”中的進步
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比較完善的預防機制來避

發展，使我們不能從差錯的學習中不斷進步。第二，

免醫療差錯的發生，而且也沒有適當的教育體制對醫

隱瞞實情的同時，我們也在漸漸失去患者的信任，恰

生進行這方面的訓練。

恰是這一點對醫生而言是致命的。俗話說，紙包不住
火。掩蓋醫療差錯也會進一步加劇醫患關係的惡化。

在任何工作中，尤其是在醫學工作中，發生差錯
本來就是難以避免的事情，人們正是通過學習錯誤而

當我們在否定醫生具有承認錯誤勇氣的同時，我

不斷進步。人體是宇宙間最為複雜的系統之一，加上

們也應該深思，到底是甚麼讓醫生面對差錯總是躲躲

倫理方面的考慮，對人體的某些研究只能採取“黑箱”

閃閃?這與社會輿論導向以及政策不到位有著直接關

方法，因此至今對人體的認識還很不透徹。醫生的診

係。在醫患關係逐步惡化的今天，醫患之間越發互不

斷治療往往也只能是“幾率”性的，即很可能是某種疾

信任，彼此猜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生向病人告

病，採取這種治療辦法可能有效。相比較其他領域，

知發生了醫療差錯，我們可以想像等待醫生的將是什

醫學領域更為特殊，由於客觀和主觀原因，醫療差錯

麼樣的結果。病人或家屬會抓住把柄，乘機控告，向

難以避免。

醫生和醫院索取大量賠金。這樣的實例不勝枚舉。在
這種情況下，還有哪位元醫生敢冒著斷送自己職業生

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認識論就是

涯的危險去“自投羅網”呢？

建立在人的“可錯性”基礎之上的，人正是通過知道甚
麼是謬誤才逐步接近真理。歷史上許多假說或理論，

現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也不利於醫院公開醫療差

例如托勒密學說、燃素說、熱質說，雖然最終被證明

錯。如果我們不下決心改變這種局面，我們的醫學前

是錯誤的，但它們仍然推動了人類向真理的探求。我

景令人擔憂。

們應該認識到，人類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存在不可避免
的可錯性，醫學也不例外。

現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也不利於醫院公開醫療差
錯。例如在對醫院的評級中，不是以醫院如何正確處

遺憾的是我們至今還沒有建立起比較完善的預防

理醫療差錯為標準，而是以發生多少醫療差錯為標準。

機制來避免醫療差錯的發生，而且也沒有適當的教育

此外，教育公眾正確看待醫學的局限性以及醫療差錯

體制對醫生進行這方面的訓練。醫學院的人文教育普

的科普內容也寥寥無幾。如果我們不下決心改變這種

遍較差，我們的醫院也沒有將醫學倫理和臨床倫理加

局面，我們的醫學前景令人擔憂。

以制度化。在這些客觀條件下，出現醫療差錯不可避
免。然而問題不在於是否出現醫療差錯，關鍵是我們
應該如何對待醫療差錯。

正確對待醫療差錯，不是醫生單方面的問題，這
需要病人、家屬及全社會的理解。要實現醫療差錯的
公開化，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例如，切實加強醫生

隱瞞實情的同時，我們也在漸漸失去患者的信任，
恰恰是這一點對醫生而言是致命的。

的科學和倫理教育；建立相對健全的醫療差錯預警機
制，做到早發現、早杜絕；修改不利於正確對待和處
理醫療差錯的政策；建立醫療差錯的保險制度等。這

儘管醫療差錯不可避免，但是在我國，任何一家
醫院或醫生都不會主動向病人及家屬告知差錯的發

樣才有助於醫生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切實提高醫療質
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邱仁宗)

生。往往在發生醫療差錯後，醫院和醫生都會設法隱
瞞，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際上，為了維護醫
院的聲譽和保護醫生，掩蓋醫療差錯已經是很多醫院
的政策。對待醫療差錯的這種錯誤態度，直接導致了
兩大隱患。第一，消極隱瞞實際上阻礙了臨床醫學的

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主管-《健康報》,
醫生論壇, 第 3 版, 2007 年 10 月 15 日
Health News from China Ministry of Health,
http://www.healthnews.com.cn and http://www.jk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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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套的古往今來
慕景強
世上萬物，追根溯源，大多有其來歷，小小安全
套也不例外。
目前，安全套分兩種：男用安全套和女用安全套。

總之，前面所提到的古代安全套都是採用自然形成的
原料製成的，使用起來多有不便。
現代的安全套是 17 世紀晚期的一位英國醫師約

本文中提到或記術的安全套將特指男用安全套。安全

瑟夫．康德姆(Joseph Condom)發明的。安全套的英文

套所具有的三種主要功能分別是：避免懷孕、增加生

為 Condom，就是為了紀念它的發明者。康德姆發明

活情趣和防止性傳播疾病。

的安全套，是採用小羊的盲腸製成的。先把羊腸剪成
適當長度，曬乾，接著用油脂和麥麩使它柔軟，直至

第一隻安全套是由甚麼人、甚麼時候、用甚麼材

變成薄薄的像皮狀。由於康德姆發明了安全套，而被

料製成，效果如何，均已無從考証，但有理由相信安

英國國王查理二世封為騎士勛爵，他的發明被國人譽

全套的歷史相當久遠。在古埃及和古羅馬時代的藝術

為“愉快的發明”。早期的安全套，大多是用亞麻布或

品上均描繪有用動物膀胱或魚鰾製成的安全套。

羊腸製成的。

世界上有關安全套的最早文字記載(1564 年)出自

19 世紀後期，乳膠工藝的發展使得乳膠質安全套

於意大利的解剖學家加布里瓦．法羅皮奧(1523~1562

的出現成為可能。第一個乳膠安全套，是荷蘭物理學

年)，他描述了一種浸有藥液的亞麻布套製成的陰莖

家阿萊特．雅各布博士在 1883 年發明的。到了 20 世

套。據他本人調查，在 1 100 名試驗者使用後，反饋

紀初，安全套的生產技術雖然不斷改進，但其厚度為

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因此，有學者認為，安全套的發

0.06 毫米，影響了夫妻間的感覺。於是，超薄成為安

明權應歸功於法羅皮奧。

全套生產追求的目標。直到 1949 年，日本人率先研製
了厚度僅 0.02 毫米的超薄型優質安全套。此後，安全

就考古發掘的實物來講，在博物館的收藏物中，
據說是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安全套。它是利用魚鰾和

套在厚度上大體定型。材料上，現在的安全套原料通
常是天然橡膠或聚亞胺酯。

動物腸子製成的，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安全套一
端以絲線縫密，另一端的開口可以鎖緊，防止滑落。
這顯然已有點接近於現代安全套的 X 形。

安全套曾被譽為 20 世紀對人類影響最大的 100
種發明之一。調查顯示，使用安全套的夫婦，女方宮
頸癌的發生率明顯減少。

另有一類是在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年代更加久遠，
屬於公元前兩千多年的古埃及人。但乎更像是一種男
性用於裝飾生殖器的飾品，因為在墓室中男屍的陽具
上發現有這種裝飾品。
順便提一下，中國古人有用魚鰾作安全套的記載。

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主管-《健康報》,
醫生論壇, 第 3 版, 2007 年 10 月 15 日
Health News from China Ministry of Health,
http://www.healthnews.com.cn and http://www.jk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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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醫學雜誌》2008 年稿約
《澳門醫學雜誌》 (ISSN 1608-7801)是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衛生局主辦的綜合性醫學學術期刊，以
澳門地區的醫藥衛生、醫技護理專業人員為主要讀者對象。本刊在國家中華醫學會的指導和幫助下，除
了報道澳門地區醫藥衛生、醫技護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和臨床經驗外；同時也刊登中國內地、香港和其
它國家有關論文和信息，以利最廣泛地開展學術交流。
1. 季刊雜誌 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末出版，由特區衛生局統一發行。2001 年 4 月號為本
雜誌的創刊號。
2. 設有欄目 “論著和研究”、 “綜述和講座”、 “技術和方法”、“短篇和病例報告”、“專科和全科
實習醫生專欄”、“信息和動態”、“工具和資料”等。
3. 來稿要求 （參照《中華醫學雜誌》”和“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3.1 文稿：論著、綜述、講座等一般不超過 5 000 字；短篇、病例報告等不超過 1 500 字。第一
次投稿時，請隨打印稿送寄拷貝的 3.5 吋軟盤一份，文章存盤要用 Word 格式(*.doc)，盡可
能用繁體字；同時附上單位介紹信。資料要求可靠，文責自負。
3.2 文字：根據澳門地區特點，稿件全文可選用中文、葡文或英文中任一種文字；摘要則需要
用另一種文字撰寫（400 實字）
。題目需要三種文字。論著的摘要需包括國際統一的 “目的”、
“方法”、 “結果”和“結論”四部分。為了同中國及其它國家更廣泛地交流，本刊論著和文獻
綜述的中文全文，歡迎再用葡文或英文撰寫 (不同文字發表全文，不作為一稿兩投)。
3.3 作者：不超過 6 位。因本刊有 3 種文字，為防姓和名搞錯，同時按外文習慣，作者外文姓
名中的姓要用大寫，如：Ling Yi YIN 或 YIN Ling Yi。
3.4 參考文獻：一律按《中華醫學雜誌》要求的 GB7714-87《文後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按序著
錄。論著、綜述限制 10 篇以內，其它 5 篇以內。GB7714-87 格式如下：
3.4.1 官建泳, 林勺明, 李之珩, 等. 澳門成人泌尿道感染的致病菌及其抗生素的易感性.
澳門醫學雜誌, 2003, 3:149-151.
3.4.2 Lam UP, Jin C, Ip MF, et al. Clinical analyses of 78 case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patients
treated by anti-arrhythmic drugs.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2002,
2:107-110.
3.4.3 張曉威, Martins AS, 陳剛. 直腸肛門癌. 見：吳懷申, 主編. 澳門惡性腫瘤. 第 1 版.
澳門：澳門衛生司, 1999.122-129.
3.4.4 Hanld H, Levine SY, Lee DT, et al. Diagnos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Wilson H, Joss
KL﹐Richard JF, et al, eds. Clinical cardiology. 5th ed. Philadelphia: W.J.Co., 2000.
156-165.
4. 稿酬

稿件採用刊登後，論著、綜述等贈送當共雜誌 5 冊；其他贈送 2 冊。

5. 來稿寄送 《澳門醫學雜誌》編輯部收。地址：澳門特別行政區，CP 3002，衛生局，行政大樓
3 樓；電話：(+853)-83907307、83906524；圖文傳真﹕(+853)-83907304；電子郵件﹕
rcsm@ssm.gov.mo 。
《澳門醫學雜誌》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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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gos para a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 2008
A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RCSM)”, ISSN 1608-7801, organizada pelos Serviços de Saúde
da RAEM, é uma publicação científica dedicada às ciências da saúde, tendo como seus destinatários privilegiados os
profissionais de saúde da Região de Macau. A revista sob a orientação e o apoio dado pela Associação de Medicina
Chinesa da China visa divulgar informação sobre os trabalhos de investigação e experiência clínica da área da saúde
da Região de Macau, bem como publicar dissertações e informações diversificadas provenientes da China
Continental, Hong Kong e de outros países permitindo desenvolver o intercâmbio científico.
1.
2.

3.

A revista é trimestral, com emissão em Março, Junho, Setembro e Dezembro e a sua publicação é da exclusiva
responsabilidade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da RAEM. O 1º número da revista será publicado em Abril de 2001.
Rubricas : “Dissertação e Investigação”, “Tecnologia e Metodologia”, “Revisão e Palestras”, “Relatório Sucinto
e Estudo de Caso”, “Coluna Especial para o Internato Geral e Complementar”, “Notícias” e “Dados e Meios”,
etc.
Requisitos para os artigos a publicar (deverão ser adoptados os requisitos do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ou
do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
3.1. Textos : Os artigos a incluir nas rubricas “Dissertação”, “Revisão”, etc. poderão conter até 5 000 palavras;
os artigos a incluir nas rubricas “Relatório Sucinto”, “Estudo de Caso”, etc., poderão conter até 1 500
palavras. Pela primeira vez, o artigo deverá ser entregue dactilografado em caracteres não simplificados, em
formato de Word (*.doc) e acompanhado de “floppy disc”, bem como o Certificado do Instituto. Os autores
são responsáveis pelo seu conteúdo.
3.2. Língua : O texto integral do artigo deverá ser na língua chinesa, portuguesa ou inglesa e o sumário (400
palavras) deverá ser elaborado igualmente numa destas línguas mas diferente da utilizada no texto. O
sumário de artigos a incluir na rubrica “Dissertação” tem de estar estruturado por “Objectivo”, “Método”,
“Resultado” e “Conclusão”,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adoptadas internacionalmente. Com vista a um
intercâmbio mais amplo com a China e outros países, os artigos a incluir nas rubricas “Dissertação”e
“Relatório Sucinto” poderão ter, para além do texto integral na língua chinesa, versões extraordinárias na
língua portuguesa e/ou inglesa. Trata-se de um artigo, independentemente do número de versões.
3.3. Autor : O número de autores não deverá exceder os 6. Dado que os artigos podem ser publicados numa
das 3 línguas, o nome do autor deverá ser romanizado e o apelido deverá estar em maiúscula no sentido de
evitar a eventual confusão, como por exemplo, Ling-Yi YIN ou YIN Ling Yi.
3.4. Bibliografia : A bibliografia segue-se pela regra da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GB7714-87,
constante das rubricas “Dissertação e Investigação”e “Revisão” e não deverá exceder os 10 documentos.
Nos outros artigos, a bibliografia deverá limitar-se a mencionar 5 documentos. As formas de GB7714-87
poderão ser as seguintes :
3.4.1

Lam UP, Jin C, Ip MF, e outros. Análise clínica de 78 casos de fibrilhação auricular em doentes tratados com
fármacos antiarritmicos.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2002, 2:107-110.

3.4.2 Kuok CU. Retratar o cancro pulmonar. In: Wu HS. ed. Manual clínico de cancro pulmonar.1a ed.
Macau : Serviços de Saúde da RAEM, 2002. 62-72.
4. Remuneração : A cada autor com artigo publicado na revista serão oferecidos 2 exemplares da revista ou 5
exemplares, no caso de serem artigos publicados nas rubricas “Dissertação” e “Relatório Sucinto”.
5. Os artigos deverão ser endereçados ao Gabinete Editorial da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Endereço : CP 3002, 3° Piso, Edifício da Administração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de Macau. Telefone n°
(+853)-83907307, 83906524; Fax : (+853)-83907304; e endereço : rcsm@ssm.gov.mo.

Gabinete Editorial da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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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for “Health Science Journal of Macao ” – 2008
The Health Science Journal of Macao (HSJM), ISSN 1608-7801, is a scientific journal on medicine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HMSAR). It addresses the diverse audience of
health care providers within medicine, nursing, and the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The journal publishes original articles,
research, technical notes, reviews and up-to-date news in Macao. Some article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also are published for scientific exchange.
1.

HSJM is quarterly journal and issue in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by DHMSAR. The first issue
will be published in April of 2001.

2.

Columns: “Original Articles and Research”,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Reviews Articles and Lectures”,
“ Short Report and Case Report”, “Special Column for Interns of the General and Complementary Training”,
“Medical News” and “Data and Reference”, etc.

3.

Requirements for publish articles:
3.1. Texts: The Original Articles, Research, Reviews and Lectures may contain within 5 000 words. Other
articles can contain within 1 500 words. The article must be typed and saved in the 3.5’ floppy disk as
word document (*.doc), including certificate of Institute for the first delivery. For the Chinese version, it
is better to submit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tter. The autho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3.2. Language: The texts of the integral article must be in Chinese, Portuguese or English and the summary
(400 words) also must be elaborated in one of these languages but different from the used in the text. The
summary of the article for the column “Original and Research Articles” must be structured by “Objective”,
“Method”, “Result” and “Conclusion”, in according with the rules adopted internationally.
3.3. Author: The number of authors must not exceed 6 persons. As the articles for publication can be in one
of three languages, the name of the author must be standard and the surname must be in capital lett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eventual confusion, for example, Ling-Yi YIN or YIN Ling Yi.
3.4. Reference: It is necessary to write the reference according to the forms of “National Medicine Journal of
China”. For Original and Research Articles, Reviews and Lectures, the reference is limited within 10
documents. For other articles, the reference is limited within 5 documents. The forms are the following:
3.4.1

Lam UP, Jin C, Ip MF, et al. Clinical analyses of 78 case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patients treated by
anti-arrhythmic drugs. Revista de Ciências da Saúde de Macau,. 2002, 2:107-110.

3.4.2

Cheong TH.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In: Wu HS, ed. Clinical handbook of lung cancer. 1st ed.
Macao: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SAR, 2001. 78-91.

4.

Remuneration: Each author with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will receive 2 copies of HSJM, or 5 copies if
the article is published in the columns “Original Articles” and “Collective Reviews and Lectures”.

5.

The articles must be delivered to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HSJM. Office address: CP 3002, 3th floor,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Macao (MSAR). Tel: (+853)-83907307, 83906524; Fax:
(+853)-83907304 ,E-mail: rcsm@ssm.gov.mo.
Editorial Office of “Health Science Journal of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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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評出年度十大醫學突破
美國《時代》雜誌評選出了 2007 年醫學領域的十

經。而服用 Lybrel，去掉了安慰劑環節，可讓女性長

項最重要突破，涵蓋了愛滋病、乳腺癌、禽流感、減

時間擺脫月經煩惱。當然， Lybrel 會有一定副作用，

肥等人們最為關心的領域。

但製造商惠氏稱，該藥不會影響月經恢復，不會影響
生育能力。

一

包皮環切術可預防愛滋病病毒感染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在烏干達和肯尼亞進行的兩

七

緩解肌肉疼痛的藥物

項臨床試驗都表明，包皮環切術可使男性通過性傳播

纖維肌痛綜合徵終於有了一種針對該病的治療藥

渠道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機率降低至少 51%。著名醫學

物 Lyrcia。FDA 批准該藥在治療癲癇、神經痛等的基

期刊《柳葉刀》刊登了臨床試驗的相關數據，並稱這

礎上增加適應症，用於治療纖維肌痛綜合徵，它可緩

一發現開闢了“愛滋病病毒預防的新時代”。

解慢性疲勞、肌肉疼痛等典型症狀。

二

八

檢測轉移性乳腺癌新方法

檢測早期肺癌的新方法

一種應用基因技術的乳腺癌轉移分析儀“基因搜

肺癌致死率高，主要原因是肺癌發現時通常都已

尋”BLN 化驗分析儀問世，這是乳腺癌檢測領域第一

到了晚期，很難治癒。一種新型血液檢測方法可使發

種分子水平的高精確度實驗室檢測係統。在它的幫助

現早期肺癌的幾率大增。如果與 X 光、CT 聯合使用，

下，醫生可以更準確迅速地判斷患者的乳腺癌是否已

能幫助醫生更好地提早診斷，而早期肺癌治癒的可能

經轉移到附近的腋下淋巴結。

性要高得多。

三

九

首個用於人體的禽流感疫苗問世

幹細胞的新來源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種用於

2007 年是幹細胞研究風光無限的一年，但年初的

人類抵抗 H5N1 型禽流感病毒的疫苗，但這種疫苗並

一項研究卻沒怎麼受到人們的重視：科學家們從羊水

不在美國上市銷售。美國聯邦政府計劃直接採購，納

中提取出了幹細胞，雖然不像胚胎幹細胞那麼萬能，

入“美國國家戰略儲備”，以應對可能發生的禽流感人

但“羊水幹細胞”也可以分化成肌肉、血管、神經等多

際傳播。

種細胞。孕婦進行羊水診斷後的羊水樣本以及胎兒出
生後的胎衣都可用來提取“羊水幹細胞”。

四

新型減肥藥上市
減肥大軍 2007 年最熱門的話題非 Alli 莫屬。由葛

十

維生素Ｄ的好處

蘭素史克研製的 Alli 是 FDA 批准的第一種非處方減肥

維生素 D 被稱作“陽光維生素”，因為它能強健骨

藥，減肥者可自行購買。該藥的使用說明稱，飯後服

骼。而 2007 年的一系列新研究表明，飲食富含維生素

用 Alli 有望使人體對脂肪的吸收量減少 30%。

D 有助於預防糖尿病、牙齦疾病以及多發性硬化症。
一項大規模臨床試驗表明，維生素 D 可大幅降低罹患

五

與糖尿病相關的新基因

結腸癌的幾率。營養專家指出，維生素 D 在動物的肝、

美國和芬蘭研究人員發現了 4 個與糖尿病患病風

奶和禽蛋中含量較多，魚肝油中的維生素 D 含量尤其

險相關的新基因，加上以前科學家發現的另外 6 個“糖

豐富。

(記者

張忠霞)

尿病基因”，隱藏在糖尿病這種頑疾背後的基因已被發
現了 10 個。醫生可借此及早診斷、治療糖尿病。
六

讓女性擺脫月經煩惱
Lybrel 成為 FDA 批准的第一種可連續服用的口服

避孕藥，被譽為“永遠停經丸”。以往口服避孕藥一個
月中必須有 4 天至 7 天停藥服用安慰劑，停藥即來月

摘自: 新華網, 2007 年 12 月 13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07-12/13/content_7243053.htm
(澳門日報於 2007 年 12 月 14 日 B4 版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