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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順風耳之友您好： 

    歲末年終，感謝各位過去一年對本部的支持與愛護，讓同仁們能在穩定的環

境不斷精進，並準備迎接未來美好的一年。 

    今年忘年會謹訂於 109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59 號

海霸王餐廳（鄰近捷運淡水線圓山站）舉辦，晚會於下午六點開始，將有同仁們

精彩的節目表演和豐盛的美酒佳餚。當天下午四點並有本部新門診的環境介紹與

導覽，歡迎踴躍參加。 

    希望藉由輕鬆愉快的餐敘，讓大家能夠把酒言歡，分享一年來的心得，盡情

的交流，請各位順風耳同仁務必撥冗參加 

 

 

         敬祝 醫安  

臺北榮民總醫院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部主任 朱本元 敬邀 

 

 

 

 

 

 

 

108 年忘年會資訊 

時間：民國 109 年元月 5 日（星期日） 

      晚上 18：00  晚宴開始 

地點：台北海霸王餐廳中山店（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59 號） 

交通方式：捷運淡水線圓山站（1 號出口），走路沿民族西路往民族東路方向約

10 分鐘 

 

敬請回覆參加與否。 

可來電或 Email 告知，謝謝！ 

   參加     攜伴 

   不克前來 

   參加新門診環境導覽(下午 16:00 開始，於第二門診大樓六樓)  

臺北榮總耳鼻喉頭頸醫學部 

電話：02-28757337 轉 103 或 109     傳真：02-28757338 

E-mail：ent@vghtpe.gov.tw 

  

不

課

前

來 

 

  

不

課

前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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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的話 

                                                            

部主任  朱本元 

歲末感言 

    去年年底本部延續過去優異的表現，喉頭頸科以「搶救咽喉大作戰-世界一

流的頭頸癌照護團隊」，榮獲 2018 年 SNQ國家生技醫療獎銀獎的殊榮，此獎項的

意義在於我們治療咽喉癌的成效表現，已經達到亞洲第一、世界一流的水準。連

同前年本部耳科團隊也以中耳炎併膽脂瘤的治療獲得銅獎，連續兩年榮獲大獎不

僅是國內耳鼻喉科界絕無僅有的，在北榮院內也僅次於內科部，難怪長官一提到

耳鼻喉頭頸醫學部都豎起大拇指，這些都要歸功於過去我們的師長們所奠定的良

好基礎和現在同仁們兢兢業業的努力成果。 

    除了前兩年的佳績之外，今年仍有一些喜訊要向順風耳同仁報告：第一、我

們敬愛的兩位老師前部主任張學逸教授和蕭安穗主任今年分別榮獲台灣耳鼻喉

頭頸外科醫學會醫療奉獻獎，並於今年耳鼻喉科秋季會接受頒獎，場面熱烈，大

家都給予高度的肯定和祝福。第二、本部今年榮獲耳鼻喉科訓練醫院評鑑第一

名，再度顯示我們有國內最好的耳鼻喉科訓練環境，能夠培養出最優秀的耳鼻喉

科醫師。第三、本部今年畢業的總醫師再度榮獲耳鼻喉科專科醫師考試榜首的殊

榮，雖然醫學會並未正式公布此項名單，但由於本人今年擔任專科醫師考試主考

官，自然要將這個喜訊分享給大家。 

    另外有一項很重要的訊息也要告訴順風耳同仁，我們位於二門診五樓的耳鼻

喉頭頸醫學部門診區，將於今年年底搬遷至二門診六樓原眼科部的空間。本部原

有的門診及辦公室空間陪伴著大多數的順風耳同仁度過了四十一年的寒暑(民國

六十七年正式搬遷至此)，由於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所建立的口碑，病患的服務量

早已超過草創之初的數倍，以至於原有的門診區已不敷使用。在蕭安穗前部主任

的努力爭取下，院方同意將原眼科部六樓的空間交由本部使用，初步規劃也在那

時開始進行，並於去年年底正式動工。在歷經多次工程會議的修正和複驗，終於

在今年榮總六十週年院慶前夕(10/31)，在張院長的主持和歷任部主任的見證

下，進行了新門診的啟用儀式。儀式後並進行導覽，與會的長官和貴賓一致認為

本部的新門診是全國最好的就醫環境。相信在此舒適的醫療環境下，我們將提供

更優質的醫療服務，再創本部的新高峰。 

    最後，要提醒各位順風耳同仁要多注意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健康，有空多回來

走走，也誠摯的邀請大家參與元月 5日在台北海霸王餐廳舉行的忘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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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風耳最新消息 

                                                            

耳科 

1. 耳科黃啟原主任於 108 年 5 月於第 12 屆國際耳鳴研究會議(Tinnitus Research 

Initiative-TRI)擔任學會秘書長及座長主持會議。 

2. 耳科聽能研究團隊致力於開發微型化聽力檢測裝置及其信效度之研究，本計畫中廖文輝醫師

研發之聽力量值 App 前瞻性的研究計畫，自 2019 年 1 月起，收集廖文輝醫師門診突發性耳

聾病患，進行兩次聽力檢測，一次為聽力量值 APP 的檢查，一次為標準聽力檢查，檢測結

果與純音聽力檢查平均聽閾值之差異，進行統計分析與比較。同時本計畫將實做患者的聽能

復健活動歷程，傳送至雲端資料庫儲存，進行完整記錄與整合。 

3. 廖文輝醫師獲得 108 年度國家新創獎，題目為”智能聽力檢測應用系統應用於潛藏性聽

損”，將於 108年 12月於南港展覽館進行頒獎。 

4. 臺北榮總耳鼻喉頭頸醫學部耳科邀請史丹佛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 Dr. Alan Cheng 前來參訪

研討。Dr. Alan Cheng亦發表內耳再生及耳毒性藥物相關演講，引發熱烈迴響，討論活躍。 

5. 鄭彥甫醫師與兒童醫學部合作，安排早產兒及確診先天性巨細胞病毒感染新生兒之定期聽力

檢測。以行為聽力檢查輔以耳聲傳射、聽性腦幹反射等監測聽力閾值，以期符合國健局 1-3-6

目標，及早發現潛在或進行性聽損並早期介入治療。 

6. 鄭彥甫醫師於 108 年 5 月於日本耳鼻喉科醫學會總會受邀演講，題目為 AAV-based gene 

therapy for inherited deafness 

7. 王懋哲醫師於 108年 11月至上海交通大學附屬新華醫院擔任側顱底課程解剖講師。 

8. 王懋哲醫師於 108 年 11 月 3 日於 107 屆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學術演講會暨國際研討

會，題目為 Lateral temporal bone resection for temporal bone malignacies. Experience 

in Taipei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9. 杜宗陽醫師於 108年 5月 4-5日於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第 165屆學術演講會台中慈濟

醫院受邀演講，題目為經耳道經耳膜微創性中耳炎手術-25年之經驗談。 

10. 108 年起，耳科門診節次進行調整(詳如下表)，異動如下：週三上午褚嘉慧醫師門診改至

星期二早上耳科 2診，週三下午新增黃啟原主任教學門診，週四上午新增王懋哲醫師門診。 

診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 

午 

2501 王懋哲 

 

杜宗陽 

 

黃啟原 

 

王懋哲 

 

杜宗陽 

 

王懋哲 

 

2502 黃啟原 

 

褚嘉慧  

 

廖文輝 

 

廖文輝 

 

 

下 

午 

2501 

 

蕭安穗 

 

鄭彥甫 

(約診) 

杜宗陽 

 

褚嘉慧 

 

黃啟原 

 

 

2502 褚嘉慧 

 

廖文輝 

 

黃啟原 

(教學) 

連江豐  

 

鄭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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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頭頸科 

1. 趙勻廷醫師於 108 年 1 月 19 日受邀至林口長庚醫院耳鼻喉部演講，講題為

鼻竇超音波的應用。會後與部長李達人醫師討論鼻竇超音波做為診間鼻竇炎

快速篩檢追蹤工具的實用性，並得到其他醫師熱烈迴響 

2. 台灣鼻科醫學會於 108年 2月 16日至 2月 17日假台中市光田醫院舉辦「2019 

International Advanced Sinus & Skull Base Symposium 暨台灣鼻科醫學

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本科藍敏瑛主任受邀演講，主題為「Sphenoid Sinus 

Anatomy」，並擔任大體手術桌邊講師。 

3. 藍敏瑛主任 108年 3月 15至 3月 16日受邀於高雄舉行的兩岸鼻科高峰論壇

演講，主題為「Invasive Fungal Sinusitis–Finding Possible Factors 

related with Orbital Complications」。 

4. 台北榮總耳鼻喉頭頸外科朱本元部長指導，台北榮總鼻科藍敏瑛主任與台灣

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凃智文理事長精心規劃，台北榮總鼻科團隊全體成

員，108 年 3 月 21-23日連續 3天在國立陽明大學書田外科訓練中心舉辦的

全方位大體手術研討會： 

3/21 全方位大體實作：微整形、唇整形、眼整形 

3/22 全方位大體實作：全臉拉皮 

3/23 全方位大體實作：鼻整形，臉部皮瓣及疤痕重建 

3/24 於台北榮總舉辦第 26屆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春季年會 

4天課程由東西方著名教科書作者親自示範及指導實作，包括美國耳鼻喉頭

頸外科醫學會及美國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雙理事長 J Regan Thomas 教

授，韓國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Yong Ju Jang 教授，亞洲鼻整形

內開大師 Kyu Sung Hwang教授。藍敏瑛主任於 108年 3 月 23日演講，主題

為「Surgical Anatomy for Rhinoplasty」，並擔任大體手術桌邊講師及 108

年 3 月 24 日擔任座長。大體手術研討會及台顏春季年會穫得國內外參與者

的一致好評，大會成功！ 

5. 藍敏瑛主任與神經外科王緯歆醫師共同規劃於 108 年 3 月 30 日台北老爺酒

店舉行的 2019 台灣腦下垂體學會春季學術論壇，並演講 3 個主題：「Nasal 

Anatomy」，「How to prevent nasal morbidities in EEA」，「Operative 

techniques in pituitary surgery」。  

6. 趙勻廷醫師偕同科內主治醫師藍敏瑛主任、葉建甫醫師及洪莉婷醫師於

2019年 4 月 21日在陽明大學解剖所舉辦住院醫師鼻竇顱底解剖訓練營，以

新鮮的頭顱演練各種鼻部手術技巧，各級學員都受用良多。 

7. 趙勻廷醫師於 108年 5月榮獲國立陽明大學優良教師。 

8. 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於 108年 5月 4日至 5月 5日於台中慈濟醫院舉辦「106

屆學術演講會」，藍敏瑛主任受邀擔任座長。趙勻廷醫師口頭報告「聞聞大

腦：嗅吸動作的腦磁振造影研究」。葉建甫醫師口頭報告「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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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inflammatory Drugs to Alleviate Olfactory Dysfunction induced 

by Ischemic Brain Injury」。洪莉婷醫師口頭報告「以 ImageJ平台分析鼻

竇 X光用於輔助診斷黴菌性鼻竇炎」。 

9. 藍敏瑛主任應邀參加於 108 年 5 月 8-11 日於日本大阪舉行的 120 屆日本耳

鼻 咽 喉 科 學 會 總 會 ， 演 講 題 目 為  「 Endoscopic Skull Base 

Reconstruction」。 

10. 藍敏瑛主任及趙勻廷醫師於 108 年 6 月 6 至 6 月 13 日遠赴美國芝加哥參加

2019 年世界鼻科醫學會。藍敏瑛主任口頭發表論文「Olfactory Outcome 

After EEA for Sellar Lesions」，以及發表壁報論文「Nanocarriers to 

Deliver Drugs for NPC」; 趙勻廷醫師發表壁報論文「Routine use of 

mini-nasoseptal flap for transnasal sphenoidotomy」。 

11. 第 5 屆歐洲耳鼻喉科醫學會於 108 年 6 月 29日至 7 月 3 日比利時布魯塞爾

舉辦年會。藍敏瑛主任指導住院醫師林天韻醫師發表口頭報告「Survival 

impact of different nodal characteristics & T-classification in N3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及住院總醫師薛健佑醫師張貼壁報

「Nasopharyngeal lymphoma – a 22-year review of 35 cases」。 

12. 黃毓雯醫師自 108年 8月起擔任鼻科研究醫師。 

13. 黃毓雯醫師於 108年 7月 29日至 8月 11日至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參加

顱底內視鏡手術研習營及顱底中心的臨床觀摩。 

14. 藍敏瑛主任於 108 年 8 月 10 日受邀參加臺灣鼻科醫學會之減敏治療新趨勢

研討會擔任座長。 

15. 藍敏瑛主任於 108 年 9 月 8 日受邀參加第 27 屆台灣顏面整形重建外科醫學

會年會演講，主題為「Development of biocompatible and antibacterial 

metal nasal implant」，並擔任座長。 

16. 鼻頭頸科和本院神經外科於 108年 10月 26日至 10月 28日於陽明大學及臺

北榮民總醫院舉辦「第七屆 2019Taipei UPMC EEA skull base course 匹

茲堡經鼻內視鏡顱底手術操作研習營」。邀請美國匹茲堡醫學中心 Gardner

教授及 Snyderman教授蒞臨指導授課。 

17. 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於 108年 11月 2日至 11月 3日於高雄展覽館舉

辦「第 107 屆學術演講會暨國際研討會」，藍敏瑛主任擔任座長，並受邀演

講「Endoscopic Skull Base Reconstruction」及口頭報告「可分離鼻咽癌

循環腫瘤細胞和檢測 EBV DNA 之雙功能奈米結構平台」。趙勻廷醫師演講

「 Recent Advances in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Olfactory 

Dysfunction」，並指導郭乃文住院醫師口頭報告「鼻腔鼻竇滑膜惡性肉瘤—

病例報告」。葉建甫醫師口頭報告「探討鼻咽癌接受放射治療後產生腦血管

病變的危險因子」。洪莉婷醫師口頭報告「人工智慧在頭頸癌頸部淋巴結轉

移之評估應用」。林天韻醫師口頭報告「淋巴結特徵及 T 分期對 N3 鼻咽癌

病人存活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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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頭頸科 
1. 自 107年 1月開始，本部提供睡眠內視鏡檢查，利用藥物讓病人睡著，來模

擬自然睡眠的狀況。依睡眠內視鏡檢查的結果，可以針對阻塞的部位來制定

手術計畫，有效判定睡眠呼吸障礙病患的呼吸中止的阻塞部位，以增加術後

改善的程度及手術的成功率。至 108年 9月底累積完成 47例。 

2. 喉頭頸科繼續發展經口達文西機械手臂微創手術，擴大經口手術之適應症，

包含口腔、口咽、下咽腫瘤經口切除，及睡眠呼吸中止舌根手術等，有效縮

小手術傷口、加速術後恢復、縮短住院時間，106年完成 13例，107 年 1-12

月已完成 14例，108 年 1月至 10月已完成 8 例。 

3. 107 年 11 月 24 日，朱本元部主任受邀至韓國 The 11th Eastern Asia 

Conference of Phonosurgery發表演講，主題為「Surgical techniques to 

improve voice quality in patients underwent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 

4. 107年 11 月 24日，喉頭頸科許彥彬醫師受邀至韓國 The 11th Eastern Asia 

Conference of Phonosurgery發表演講，主題為「Office-based  autologous 

fat injection laryngoplasty」。 

5. 107年 12 月 21日，本部以「搶救咽喉大作戰-世界一流的頭頸癌照護團隊」

榮獲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第 21屆「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銀獎，受到高度

肯定且卓越榮耀。 

6. 108 年 2 月 20 至 2 月 22 日，朱本元部主任至泰國舉辦的 The 30th Annual 

Academic Meeting of Rajavithi Hospital(The 30th AAM-RJVH) 受邀演講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in Patients of Early and Moderately 

Advanced Laryngeal Cancer: Oncologic Results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7. 108年 3 月 27 至 3 月 30日，朱本元部主任受邀參加在韓國舉辦之第六屆亞

洲頭頸腫瘤醫學會 (ASHNO) 發表演講，主題為「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in Patients of Hypopharyngeal Cancer: Oncologic Results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8. 108年 5 月 4日至 5 月 5日，喉頭頸科許彥彬醫師受邀出席台灣耳鼻喉頭頸

外科醫學會第 106屆學術演講會，並擔任座長。 

9. 108年 5 月 4日至 5 月 5日，喉頭頸科李宗倫醫師受邀出席台灣耳鼻喉頭頸

外科醫學會第 106屆學術演講會擔任座長。 

10. 108年 5 月 4日至 5 月 5日，朱本元部主任受邀出席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

學會第 106 屆學術演講會，並發表演講：「 Classification of neck 

dissection」。 

11. 於 108 年 06 月 22 日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臺北榮民總醫院 60 週年院慶

暨中華醫學會 108年度聯合學術研討會。會中本部探討頭頸癌專題「頭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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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保留治療的最新進展 Recent advances of organ preservation therapy 

in head and neck cancer」，並請各專業領域的講者就手術、化學治療、放

射治療、及語言治療等方面演講。會後來自各醫院的醫師也就不同講題進行

了熱烈的討論。 

12. 108 年 6 月 29 至 7 月 3 日，朱本元部主任受邀至比利時布魯塞爾 5th 

Congress Of European ORL-HNS演講「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TLM) 

in Patients of Hypopharyngeal Cancer- Oncologic Results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13. 108年 6月 29至 7月 3日，喉頭頸科戴世光主任受邀至比利時布魯塞爾 5th 

Congress Of European ORL-HNS 演講「 Perineural invasion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14. 108 年 7 月 27 至 7 月 28 日，朱本元部主任受邀於台中榮總舉辦之 2019 年

臺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演講「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for Laryngeal Cancer」。 

15. 108年 7月 27至 7月 28日，喉頭頸科戴世光主任受邀於台中榮總舉辦之 2019

年臺灣頭頸部腫瘤醫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演講「Perineural 

invasion in decision for elective neck dissection of early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16. 108年 8 月 23 至 8 月 25日，喉頭頸科戴世光主任受邀於新加坡舉辦之 2019

第 18 屆東協耳鼻喉科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18th ASEAN ORL-HNS)，

發表演講「Can we spare mandibulotomy or mandibulectomy?」。 

17. 108年 9月 26至 9月 28日，喉頭頸科戴世光主任受邀於日本京都舉辦之 2019

日本癌症學會第 78 屆年會 (The 7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發表演講「Significance of perineural invasion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18. 108年 7月起，韋佩吟醫師離職，繼續至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服務。 

19. 自 108年 8月開始，簡珮如及張妙旭醫師完成住院醫師專科訓練後，續留喉

頭頸科擔任研究醫師，為喉頭頸科注入新的活力 

20. 108年 8 月 16日至 8 月 18日，喉頭頸科李宗倫主治醫師受邀擔任台灣頭頸

癌外科手術動物實驗研習營Energy Technology on Head and Neck Procedure 

Performance Workshop講師。 

21. 108年 8 月 16日至 8 月 18日，喉頭頸科陳彥奇、邱浩睿、屠冠翔及江冠緯

總醫師代表本部科一同參與台灣頭頸癌外科手術動物實驗研習營 Energy 

Technology on Head and Neck Procedure Performance Workshop。 

22. 108 年 8 月 22 日，喉頭頸科王麗美語言治療師，於第 31 屆 2019 國際言語

音聲學會世界大會口頭報告「The effects of tongue exercise on lingual 

strength of the elderly with dysphagia」。 

23. 朱本元部主任當選台灣音聲醫學研究會第五屆常務理事，喉頭頸科許彥彬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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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王麗美語言治療師當選台灣音聲醫學研究會第五屆理事。 

24. 108年 9 月 1日喉頭頸科超音波檢查室於第二門診大樓 5樓成立周年，喉頭

頸科李宗倫主治醫師、張嘉帆主治醫師、簡珮如及張妙旭研究醫師，致力發

展喉頭頸部超音波，著手頭頸部超音波檢查及超音波導引細胞穿刺與組織切

片，108年 1 至 8月已達成 450例。 

25. 108 年 9 月 7 日，喉頭頸科戴世光主任於本部會議室舉辦住院醫師 suture 

camp，由邱浩睿總醫師及 Johnson & Johnson 廠商 lecture，並由科內總醫

師、研究員協助住院醫師、PGY醫師實作，反應熱烈。 

26. 108年 9 月 15日至 9 月 18日，朱本元部主任受邀至美國新奧爾良參與 2019

年美國耳鼻喉暨頭頸外科醫學會(AAO-HNS)年會，並於 THNS-Conference 

--Hypopharyngeal Cancer: Screening/Diagnosis to Treatment Outcome

發表演講，題目為 Changing paradigm of conservation surgery of 

hypopharyngeal cancer from open to endoscopic: oncologic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27. 108年 10 月 18日，朱本元部主任為無喉協會理事長，協辦中華民國無喉者

復聲協會舉辦健康講座，簡珮如研究醫師受邀演講「咽喉癌治療後的挑戰」。 

28. 自喉頭頸科發展人工智慧研究，至 108年 6月已完成 350位病患的臨床資料

庫及影像資料庫，259 例已標註良/惡性淋巴結的標準化匿名影像。人工智

慧辨識系統準確度：10-fold validation 準確率為 95.52%，Independent 

test準確率為 75%。 

29. 許彥彬醫師於 108年完成博士學位，將繼續於臨床教學及研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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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自體免疫內耳疾病(Autoimmune Inner Ear Disease-AIED) 

                                                            

耳科 主任 黃啟原 

 

在耳科看診多年，對於不明原因聽損的病患總是感覺力有未逮，其中除了突

發性耳聾已有一致性的治療步驟與共識指引外，對於亞急型(特別是發生於 1~3

個月間)與雙側漸進式聽力受損，常常找不到明顯的原因。早至 1979 年 McCabe

學者提出一系列針對不明原因漸進式聽損，但對於類固醇有療效的病患提出病例

治療報告，而推測自體免疫系統可能為其致病的主要原因。有關自體免疫內耳疾

病(Auto immune Inner Ear Disease-AIED) 目前尚無一致的診斷依據標準。臨

床上 AIED 常以快速進展或突發性聽損為表現，也有波動性聽損和不對稱雙側聽

力喪失合併前庭失衡現象，病程可能在數週至數月內發生，但不一定併有像是類

風濕關節炎、紅斑性狼瘡或乾燥症(Sjörgren syndrome)等自體免疫疾病。 

根據推測 AIED 的免疫系統反應機制，可能源自於內耳的先天免疫細胞

(innate immunity )對抗自體抗原的作用，導致內耳發炎反應及接下來的免疫連

鎖效應(immune cascade)， 在許多動物研究指出 AIED與自體抗體及 T細胞的作

用有直接關聯；而人體實驗上也發現，許多突發性聽損病患的血中具有過量的免

疫複合體(Immune complex)。根據本人的臨床經驗，這些 AIED 的案例其中約有

3~4成會跟梅尼爾氏症或突發性耳聾難以區分，特別是在病症初期的時候。所以

在此跟各位順風耳前輩分享：如果您在門診有遇到不明原因聽損的病患，初步看

來像是梅尼爾氏症或突發性耳聾，一開始治療有效但停藥或減量後症狀又復發

時，除了聽神經瘤外，請考慮 AIED 或併有自體免疫疾病的可能性，盡快轉介回

本院，讓我們幫您作進一步檢查與治療。 

AIED 的治療主要以高劑量的類固醇為主( e.g. 60mg/day for 4 weeks)。但

整體而言，類固醇的療效約 70% 左右; 近來新研發的免疫抑制藥物及抗癌藥(如

adalimumab及 rituximab等)也被用來治療 AIED，但確切的療效仍在評估當中。 

由於目前對於 AIED 仍缺乏一致的診斷準則，廣泛的病例討論與系統性臨床的分

類是進一步研究此病症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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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適合人工電子耳嗎？ 

                                                            

耳科 主治醫師 杜宗陽 

 

    台灣隨著日本的腳步，也已逐漸步入少子化及高齡社會。老年人口的照護及

生活品質也日益受到重視，不論就醫學，社會心理及社交層面，聽力喪失均大幅

影響老年人口獨立生活能力及生活品質。無法與人以聽覺溝通也常造成老年人口

憂鬱症，社會隔絕孤立感及更多社會問題。最近研究顯示，嚴重聽力障礙也造成

快速認知功能退化。雖然助聽器可以幫助聽能障礙尚不嚴重長者口語溝通能力，

但對於嚴重聽障老人卻幫助有限。人工電子耳對學語前幼兒與語後失聰人口已是

常規治療方式，而且效果良好。大部分學者認為對較年輕，小於 40 歲的語後成

年人有同樣的效果。但是對於較年長者，尤其是大於 70 歲長者，考慮中樞或週

邊聽覺神經退化，長時間聽能剝奪，認知功能退化及較差的神經功能可塑性，可

能會擔心人工電子耳手術對較年長者幫助有限。導致病患本人，家屬及醫師對老

年人實施人工電子耳採較保守態度，尤其以前三大廠牌在台灣的人工電子耳售價

接近百萬台幣，更讓長者及家屬多了份考量。所幸健保署實施二代健保後，當時

財源尚稱充裕，將學語前幼兒人工電子耳納入健保給付範圍。以健保署高超的議

價能力，三大人工電子耳廠商也聯合將費用由三萬美金降為近兩萬美金。這對無

法接受補助的老年人口而言，應是一大福音，2 萬美金也差不多一輛國產車價

錢。對大部分老年人口家庭應非太大負擔，所以老年人植入人工電子耳是否如年

輕人般有效，反而變成最重要的考量。最近義大利 Pisa 大學醫院刊登於 

Audiology & Neurotology的一篇論文將成人分為 40至 59歲，60至 69歲及 70

歲以上。分別比較他們植入人工電子耳後在安靜及背景噪音下的語言認知能力，

發現三組老人均有明顯進步，當然較年輕者進步最多。但在安靜環境下，這三組

進步幅度其實相差不多，在背景噪音下，差別則較明顯。大於 70 歲者於背景噪

音下語言分辨能力確實較差，但以問卷調查，反而是大於 70 歲長者對生活品質

改善最滿意。也許是因為失聰多年，能在安靜環境下重獲聽能，能已是最大福氣

了。人工電子耳對耳科醫師而言，應屬常規手術。因為以前實施人工電子耳植入

術多限於幼兒，而且多集中於有基金會補助的醫院。基於耳科醫師立場，我們也

感謝在沒有健保補助的年代，私人基金會對聽障幼兒的協助。目前開放健保給付

也造福聽障幼兒族群，可惜對於成年人甚或高齡長者，尚未能提供協助。我們耳

科醫師也深感遺憾，但基於人口老化及長者聽能溝通及生活品質考慮，我們還是

要建議能負擔人工電子的長者及家屬耳邊，可積極考慮人工電子耳植入。台北榮

總耳科團隊執行中耳手術能力有國家醫療品質生技獎的榮耀，也有也有堅強的聽

語團隊支持，可以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在此也希望順風耳前輩能夠協助推廣此一

觀念，也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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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聽力檢測應用系統  應用於潛藏性聽損 

                                                            

耳科 主治醫師 廖文輝 

 

    各位順風耳人前輩與好友，大家好！ 

    近年來我致力於開發聽力量值 App 來檢測潛藏性聽損，今年我們榮總耳科

聽能團隊與中研院團隊及陽明醫工團隊整合多年累積之成果，已建構成「智能聽

力檢測應用系統」，此系統主要包含: 1.聽力量值應用程式( Ear Scale App )、

2.智能大數據應用系統、3.機器學習雲端監測系統、4.多種噪音情境之主動式抗

噪演算法等四個部份。主要核心聽力量值法 APP，是一種可攜式數位聽檢計，可

執行於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其五項主要特點：1.操作簡單-不需專業人員操

作，2.判讀結果簡單- S表示篩檢(screen)，聽力量值越小，表示聽力情況越好，

3.不需於標準隔音室-家中的安靜室即可執行，4.隨身攜帶-即使到外地，亦可追

蹤檢測聽力，5.聽力量值紀錄功能可隨時自我檢視聽力變化或提供給醫師作為參

考用，藉此減少回診次數，提高智慧醫學與遠距醫療照護之競爭力。很榮幸此「智

能聽力檢測應用系統」於今年 7月參加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競賽，經評審團審查

評定具創新優勢、應用效益與市場價值，已經獲得「第十六屆國家新創獎  學研

新創獎」。 

    智能聽力檢測應用系統已實際應用於臨床上，今年 1月起執行臺北榮總研究

計畫「智慧醫療設計  突發性耳聾患者 -雲端聽力監測模式之研究

( V108C-178 )」，運用聽力量值 App驗證於突發性耳聾患者，定義突發性耳聾診

斷聽力量值及其雲端監測模式，協助突發性耳聾患者居家自我檢測、追蹤聽力、

聽能復健。亦於今年 8月獲得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利用機器學習建立突發性耳

聾治療策略及預測模型之研究( MOST 108-2221 - E-075–001 )」，使用大數據

分析及醫學人工智慧聽力型態及相關因素，機器學習進行預測分析，整合建立最

佳治療策略，建立突發性耳聾預測模型，搭配聽力量值 APP進行雲端聽力監控，

此研究計畫目標訂定為 1.治療前各類臨床指標進行數據回歸模型推導，協助臨

床醫師及早發現風險。2.雲端追蹤以協助病患的聽能復健過程，提高病患的治療

預後情形。 

    由於潛藏性聽損患者不容易在初期被查覺，往往都是等到聽不清時才來就醫

治療，常常錯失黃金治療期，因而造成聽力無法回復的窘境，期許「智能聽力檢

測應用系統」可以成為一個便利及普及化之聽力檢測工具，潛藏性聽損早期預警

系統，協助潛藏性聽損患者之診斷，以便幫助他們達到治療最佳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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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住院醫師工時限制之看法 

                                                            

耳科 主治醫師 王懋哲 

 

 記得１９９７年６月我剛開始當實習醫師時，在林口長庚醫院的內科病房值

了此生的第一班。當天晚上負責１００張內科病床，忙了整夜沒有休息。上了３

５小時的班回到家，才恍然大悟原來當醫師是這麼一回事，心想這樣的日子還要

過好多年到住院醫師結束，馬上去跟當時時任忠孝醫院院長的老爸抱怨兼討拍。

結果老爸斜眼看著我冷冷回了一句”本來就是這樣”，就不理我了。醫師沒有工

時限制已經是數個世代以來的醫師習以為常的行規或者說是文化，世界各國都是

如此。醫師沒有工時限制除了工作辛苦之外也代表著醫師這行業責任的重大，就

因為這樣醫師這職業才會受人尊敬。航空公司飛行員上工前一定要接受酒測，如

果沒通過飛行執照會被吊銷。我們醫師上手術台前卻不用酒測，我想這就社會對

醫師的尊重。 

 住院醫師工時是否應該限制，因該從住院醫師來醫院的時間做的事情是工作

還是學習來看。清潔工在醫院打掃自然要有工時限制保障，而住院醫師從工作上

得到成長進步，變成成熟醫師日後可以得到數倍之報酬自然不能和清潔工相比。

台灣的中學生為了能上較好的大學，很多私立中學的學生每天早上出門，晚上到

９點才放學，假日還要去補習。台灣無數十多歲的小孩超時學習６年，教育部有

在限制台灣中學生上課和補習的時數嗎？家長們會因為小孩超時學習去向學校

抗議嗎？我想這就學習和工作的不同。 

現在住院醫師工時限制已經上路，會不會影響醫師的養成，無論是在專業技能增

進及責任感的培養，除了希望年輕醫師都能有學習熱忱之外，醫界前輩的提點及

以身作則我想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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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巨細胞病毒感染與聽損 

                                                            

耳科 主治醫師 褚嘉慧 

 

概論 

聽力損失是最常見的先天性缺陷，國內外的研究報告均顯示每1000名嬰兒中

約有3~4名患有聽力損失，其中1~2名是雙耳重度聽損。聽力損失的原因可分為環

境因素、遺傳基因及少數前兩者交互作用因素。聽損基因的研究已相當成熟，近

年來先天巨細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所造成的聽損逐漸被重視。 

CMV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病毒，它的感染很常見，有90%的華人都曾經有過CMV

感染，但無明顯症狀，且體內已有IgG抗體保護。然而若「初次感染發生在懷孕

期間」，則可能導致子宮內感染，侵襲胎兒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肺、脾等器

官。據研究，胎兒在感染後僅10%有明顯癥狀(活產的新生兒可能肝脾腫大、黃疸、

肝炎、紫斑症及各種先天性畸形)，而90%以上的嬰兒出生時其實完全正常，觀察

數年後，10~20%逐步出現聽力障礙、心智發展受損等遲發性神經學症狀。 

根據文獻資料，先天性CMV感染在北美、歐洲新生兒發生的比例約為

3~12/1000。在這些被感染的新生兒當中，約15~65%會有聽力障礙及不同程度不

同部位之神經學異常。少數在新生兒聽力篩檢就會被發現，大部分則要數年之後

才逐漸發生程度不等之聽力障礙。整體來說，所有CMV感染併聽力障礙的比例為

0.2~0.6/1000。 

在新英格蘭期刊2006年所發表的研究可以發現，新生兒聽損族群中，CMV感

染可解釋的比例為21%。而在四歲孩童聽力障礙族群中，CMV感染所佔的比例略增

為25%，可見此病毒感染在聽障孩童中占有相當比例，其中一部份是出生時正常，

但以晚發性(late onset)聽力障礙來表現。 

 

哪些狀況會懷疑新生兒有巨細胞病毒巨細胞病毒感染 

1. 延長性新生兒黃疸及新生兒肝炎(Prolonged jaundice, direct type, 

neonatal hepatitis) 

2. TORCH感染(包含T=弓漿蟲 O=其他感染 R=德國麻疹病毒 C=巨細胞病毒 H=

單純皰疹病毒)之臨床症狀表現 

3. 神經學症狀(肌張力不全，吸奶困難及痙攣) 

4. 間質性肺炎(interstitial pneumonitis) 

5. 不明原因發燒(fever unknown origin) 

6. 生長遲滯(growth restriction) 

7. 小腦畸形(microcephaly) 

8. 大腸炎(Colitis) 

9. 眼睛病變如脈絡膜視網膜炎(chorioretinitis cerebral cal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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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聽力障礙(大多數晚期才會表現) 

當新生兒有以上症狀時，兒科醫師會考慮可能有CMV感染之可能性，這樣的

嬰幼兒必須接受一系列追蹤檢查，尤其聽力障礙的評估及追蹤。 

 

如何診斷 

1. 出生後 21 天內尿液或唾液進行病毒培養或 PCR: 最準確，但需要至少 2~3

周，視體內病毒濃度而定。 

2. 血清檢驗 PCR、或檢測 IgG、IgM，但相對準確性低(無法分辨過去曾感染或

是再活化) 

 

治療困境 

使用抗病毒藥物(Ganciclovir)對於無明顯神經學症狀或無聽力障礙之先天

性 CMV感染無幫助。目前的疑惑是，若新生兒確診先天性 CMV感染合併聽力受損，

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究竟能否恢復或維持聽力??且 Ganciclovir 可能造成白血

球低下，間接增加其他病毒細菌感染的風險，到底該用還是不用，經常使臨床醫

師與家長陷入兩難。 

 

結論 

臨床醫師應熟悉先天性 CMV感染的臨床症狀。若能早期偵測、早期確診，使

用適當之抗病毒藥物治療對某些較嚴重個案會有幫助。無奈的是，90%先天性 CMV

感染無明顯臨床症狀，多以遲發性神經發育異常、感音性聽力障礙、心智發育遲

緩及其它器官受損病變來表現。因此，期待在未來可以研發出疫苗，以減少先天

性 CMV發生的機會以及它帶來的併發症、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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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RISPR Baby 談聽障的基因診斷 

                                                            

醫學研究部 兼任耳科 主治醫師 鄭彥甫 

 

 從美國進修回國任職也快三年了，我的職務是隸屬於醫學研究部的研究主治

醫師，在致德樓建立聽覺生理與基因醫學研究室同時，臨床上也同時跟昔日師長

同事們並肩作戰，一起討論解決耳鼻喉科的問題，也因為我之前在美國頂尖聽覺

實驗室的研究訓練，得以從分子與基因角度討論聽障與內耳問題。特別感謝朱部

主任的看重，指派我擔任部內的研究主任工作，協助同事們的研究工作。 

後學之前在住院醫師及 Fellow 訓練結束後，蒙師長的鼓勵，出國進修，開

始了內耳的研究訓練，聚焦內耳發育及再生的研究。就在回國前，發生了驚天動

地的事情，就是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出了精準醫學的倡議，提倡以基因為本的個人

化醫學，完全改變了我對聽障治療的切入角度，由幹細胞為主軸的再生醫學逐漸

擴展到基因治療與分子治療。再加上新式基因治療以及基因編輯的興起，在博士

後研究期間開始探索基因醫學在解決聽障的各種可能性，也決定了我未來的研究

與臨床方向。 

回國後，即開始與本院的小兒科及台大醫院的吳振吉醫師合作，開始了聽障

基因診斷的臨床服務以及基因治療的基礎研究。茲就目前開展的基因診斷工作跟

大家報告。 

人類基因體計畫在本世紀初即已將人類基因體定序完成，隨著基因檢測精準

度越來越高及檢測費用越來越低，醫學已經迎來基因時代，基因變異引起的聽障

也逐漸被發現，目前已知有超過 300個基因變異跟聽障有關，其中，非症候群型

約佔其中的 150個。我也趁著在國外進修這段時間，惡補之前醫學院幾乎沒學到

的相關的學分，開始踏入這個領域。 

在基因檢測方面，本部與小兒科實驗室合作，針對國人常見的聽障基因，如

GJB2及 SLC26A4，開始了次世代定序檢測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基因檢測的結果可以提供聽障病理機制的直接線索，預測病程並評估預後，以採

取必要的預防醫療。對婚前或想生第二胎的爸媽亦可進行產前遺傳諮詢，達到早

期預防之目的。基因檢測的積極目標為針對個別聽損病人進行「個人化精準醫

療」，為近來進展快速的生物療法，包括幹細胞治療、小分子治療以及基因治療

做好準備。 

更有甚者，繼中國廣受爭議的 CRISPR 基因改造寶寶事件，俄羅斯科學家最

近又宣稱，要針對聽障基因變異的父母，提供以 CRISPR-Cas9基因體編輯技術，

改造受精卵的基因變異。以 CRISPR-Cas9這種新技術來改造精卵細胞、受精卵或

其他人體細胞已是技術可達的事，但新技術可能潛藏的非特異性編輯或安全問

題，以及可能引發的倫理爭議，恐怕需要時間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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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基多層次奈米化平台偵測鼻咽癌循環腫瘤細胞 

及 Epstein–Barr 病毒 DNA 

                                                            

鼻頭頸科 主任 藍敏瑛 

 

大部分的癌症病人之所以死亡是因為癌細胞的轉移所造成，而傳統影像學的

檢查並無法發現非常早期的癌細胞轉移。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在腫瘤轉移性擴散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偵測循環腫瘤細胞能有

效的偵測癌細胞是否轉移，並且被證實在很多癌症的存活率上是一個有意義的預

後因子。雖然文獻上已有許多化學或物理的方式被開發出來偵測循環腫瘤細胞，

但是大多數偵測方式的效果都不盡理想。目前通過美國 FDA認證的循環腫瘤細胞

檢測技術也僅有一家。臨床上希望當血液中有微量的 CTC時即能予以偵測到，如

此才能達到癌症的有效追蹤與早期治療。 

目前僅有很少的鼻咽癌循環腫瘤細胞研究，且無一致的結果。另血漿中

Epstein–Barr 病毒(EBV) DNA的含量與鼻咽癌患者疾病狀況密切相關，是鼻咽

癌的敏感預後工具，但目前仍無快速敏銳的檢測方式。本實驗室研究團隊與中央

大學材料所教授共同研發一種嶄新的循環腫瘤細胞捕捉基板-矽基多層次奈米化

平台，此基板不僅在體外實驗能捕捉模擬的鼻咽癌循環腫瘤細胞，同時亦可偵測

非常低濃度的 EBV DNA。此平台可高敏感偵測鼻咽癌循環腫瘤細胞及 EBV DNA，

具高度臨床應用價值，可做為鼻咽癌病人治療前後及預後的評估指標，為目前世

界上首先發明具雙功能之循環腫瘤細胞偵測平台，目前專利申請中。此平台僅需

共約 2cc的血液，即可快速(半天內)檢測循環腫瘤細胞及 EBV DNA。未來研究團

隊將進一步開發平台用於偵測其他癌症的循環腫瘤細胞，相信能幫助有需求的癌

症病患早期偵測腫瘤轉移，評估藥物療效與復發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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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喪失治療的一線曙光 

                                                            

鼻頭頸科 主治醫師 趙勻廷 

 

嗅覺喪失一直以來是耳鼻喉科醫師或神經科醫師的夢魘，在門診常遇到嗅覺

喪失的病患無所適從、求助無門，醫師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並且花許多時間提

供心靈上的支持。嗅覺神經上皮即使有不斷再生的能力，但若鼻部或顱底嗅區遭

受衝擊，小從感冒病毒感染、頑固性鼻竇炎，大至頭部外傷，往往仍會造成不可

逆的嗅覺喪失。臨床上我們會用類固醇或內視鏡鼻竇手術治療炎性嗅覺喪失，但

若為外傷性或退化性的問題可能回天乏術，能夠做的就是好好跟病人溝通解釋、

討論適應之道。文獻上提供的一些治療建議，包括 Theophylline、 

Pentoxifylline、銀杏、鋅劑，到最新的臨床試驗使用鼻內噴射維生素 A或鈣離

子螯合劑(檸檬酸鈉)，結果都缺乏大規模的證據支持。近十年歐洲興起的嗅覺訓

練治療，使用四種味道的精油每日持續地刺激，似乎有顯著的療效。但統計上的

顯著差異不代表病人功能及生活品質的實質幫助。今年邁阿密大學的一篇學術論

文，劃破這一片陰霾。他們成功地分離出小鼠的基底幹細胞，純化並繁殖後，直

接注入兩天前已預先接受化學嗅覺上皮破壞的小鼠鼻腔中，經過三周的時間讓幹

細胞分化生長，發現實驗鼠經幹細胞治療後，其嗅覺行為明顯改善並回復到跟健

康鼠無異，且嗅覺誘發電位檢查比未接受幹細胞治療的實驗鼠反應來的好。將治

療過的實驗鼠犧牲，取下其嗅覺上皮並以螢光染色觀察，可發現幹細胞成功分化

成嗅神經元細胞，並有樹突往鼻腔生長、軸突往嗅球生長的現象。雖然囓齒動物

的嗅覺能力之強是我們靈長類動物無法望其項背的，但此一研究報告的結果仍然

振奮人心，為嗅覺治療開啟一線曙光。國外各大科技與醫療資訊網站無不以斗大

的標題報導這一個令人興奮的研究成果。從鼠輩到人類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但相信只要有希望，人類的潛能是無窮大的。失嗅者重「聞」光明的一天必將指

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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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不那麼單純 

                                                            

鼻頭頸科 主治醫師 葉建甫 

 

醫學生時期，老師們總是諄諄教誨，這個疾病該怎麼治療，應該依照怎樣的

SOP去進行。每次上課看著五花八門的投影片，心裡就想著一定要把它們牢牢印

在腦海裡，將來有朝一日可以成為如前輩一般的醫者，透過滿滿的醫學知識，懸

壺濟世。 

時光荏苒，我也成為需要獨當一面的主治醫師，但是發現了醫療行為和以往

所想的有些落差。在門診碰到一位病患，我把她所有的醫療問題都解決後，她再

把我剛剛所回答的題目從頭再問數次。我心裡有點詫異，這些問題都已經講解地

非常清楚，當然我還是不厭其煩仔細地回答。最後，她滿意地離開診間。當她第

二次、第三次來門診時，前述的情形一再循環，我這時了解到，或許，她需要的

是一個能傾聽，能和她聊天的人。了解了這樣的模式後，以後只要她來診間，我

就會張大耳朵聽她說話，放慢速度反覆回答她問題，最後再請住院醫師稍微和她

話一下家常。 

這個案例，病人需要的並不是單純的豐富醫療知識，她需要的是一個氛圍，

一個能放鬆心情、能傾聽、能慢慢說的環境。在現今健保給付的制度下，臺灣醫

師比較難有機會像美國醫師般能夠投注大量時間在門診病人身上。當然還是可以

做一些調整，一般病患投注適當時間，像上述需要”聊天”的病患，我則會多花

些時間在他們身上。 

這些案例讓看病不只是單純看病而已，我們還需要做一個全方位的考量，了

解除了疾病之外，病人的需求，以及該如何適度處理這些狀況。雖然看病不再只

是醫學知識的攻防，但我也很樂意成為一位全方位醫師，盡力為病患處理各式各

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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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下減敏療法 

                                                            

鼻頭頸科 主治醫師 洪莉婷 

 

在門診不時會遇到嚴重的過敏性鼻炎患者，對藥物反應不佳，病患常會詢問

是否還有其他的治療方法，減敏療法是為臨床上治療的選擇之一:藉由長期規則

性的接觸過敏原，使病人體內的免疫反應改變，藉以減低其對過敏原(如塵螨)

的敏感度，而達到改善體質的目的。 

    一般而言，符合以下的情況，我們才建議給予減敏治療： 

(一)可以找到明確的過敏原(抽血檢驗)。 

(二)已使用適當的藥物治療 

(三)病患確實努力改善居住環境，但症狀仍無法改善。 

    傳統的減敏療法為皮下過敏原注射，但因需每週注射一次，且至少治療三

年，病患須每週至醫院施打過敏原，加上施打後可能會因嚴重的過敏反應引起氣

喘、蕁麻疹、過敏性休克等反應，注射完需等待至少半小時確認無副作用病患才

能離去，這些都需病患/家屬的高配合度，故臨床上較少使用。 

    在閱讀國外文獻時，看到舌下減敏療法已有許多相關研究，且效果不比皮下

注射差。其主要是透過黏膜吸收過敏原，藉由黏膜中抗原呈現細胞與其他免疫細

胞的作用，使身體對過敏原產生耐受性。如：allergen-Specific IgG4 在治療

後一個月開始會上升，這個抗體會跟 IgE 做競爭，因而減少後續 mast cell 及

basophil的活化，進而過敏反應。 

    兩個月前已有藥廠將舌下減敏的藥物(ACARIZAX)進口到台灣，針對成人

(18-65歲)塵蟎引起之過敏性鼻炎做治療。因其非注射劑型，而是由黏膜吸收，

故過敏性休克機會減少，安全性更高。常見的副作用為喉嚨異物感、咽炎、口腔

癢、嘴唇水腫，大部分用一些症狀治療的藥物壓制，多試幾劑後不適感大多會減

退。建議病患至少於前幾次服用時在醫院觀察，若無重大副作用，之後便可在家

服用，方便性大為提升。然而國際治療準則建議減敏療法要至少三年才可以達到

疾病改善作用，但目前這個藥物僅有治療 18 個月的療效資料，沒有治療三年的

資料，故後續療效還需再觀察。此種藥物對塵蟎過敏的病患治療上提供了另一道

曙光，但臨床上還是要適當的篩選病人，並教育適當的藥物及環境控制仍是必須

的，才能達到最好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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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口腔癌治療的現況與未來 

                                                            

喉頭頸科 主任 戴世光 

 

口腔癌台灣最常見的頭頸癌，每年新診斷超過 5000 例，而且發生率逐年上

升。台北榮總過去累積的個案中約有六成的口腔癌病患診斷時是早期 T1-2 分

期，近年來透過癌症篩檢的努力，未來早期個案的比例應該會更多。早期 T1-2

期口腔癌可以經由手術達到良好治療，經由過前輩們的帶領與主治醫師們的努

力，喉頭頸科早期口腔癌的治療成果極佳，可達 80-90%的 5年存活率。 

早期口腔癌以手術治療為主，對於大多數手術完整切除而且沒有頸部轉移或

頸部轉移不嚴重的病患，通常不需要術後放射線治療。隨著治療結果的進步，疤

痕、外觀及功能對生活品質與心理的影響近年來逐漸被重視。近年來我們透過內

視鏡、能量器械、甚至機械手臂的使用，經口切除手術的適用範圍已經比過去更

廣，能夠徹底切除較深處接近口咽、舌根的口腔腫瘤，而不需要切開下頷骨或在

顏面部留下疤痕，病患的恢復與滿意度都因而提升。 

早期 T1-2口腔癌診斷時很少有臨床頸部腫塊或轉移的表現，但約有 15-40%

的 cN0 病患會有隱藏性頸部轉移，近 20 多年來都以施行預防性頸部廓清手術作

為頸部處置的標準治療。針對這個原則，我們在過去二十年累積的資料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透過病理指標可以更精確掌握隱藏性頸部轉移的存在與否，也陸

續發表多篇論文。雖然頸部廓清手術一向被認為沒有嚴重的功能性影響或後遺

症，對於 60-85%真正沒有隱藏性頸部轉移的 cN0 早期口腔癌病患，頸部廓清手

術不會有治療價值，而且可能帶來潛在的手術風險及表皮疤痕，仍然會有心理或

生活品質方面的影響。 

精準醫療的概念，在未來早期口腔癌的治療應該是要提供精確的診斷或預

測，來做為訂定個人化手術治療規劃的依據。除了綜合運用臨床、病理檢查結果

精確預測頸部轉移與否之外，我們也開始嘗試訂定超音波頸部的追蹤原則，讓口

腔癌的手術治療與追蹤能夠依每個病患的狀況量身訂做，相信未來能夠透過細膩

的治療規劃，達到良好的治癒率，與更好的功能外觀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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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咽喉症狀的多元改善治療 

                                                            

喉頭頸科 主治醫師 王怡芬 

 

根據最新 2019 年發表的醫學文獻統計：銀髮族群的咽喉症狀會影響生活品

質，其中約有 20- 35 % 求診者為音聲功能疾病，然而卻常忽略進一步的檢查和

治療。此外，由於咽喉部的感覺神經十分發達，所以咽喉症狀容易響生活品質，

如刺癢感覺、疼痛、頻繁清喉動作、吞嚥或發聲困難等。某些類型的咽喉腫瘤，

只會覺得喉嚨似有異物堵塞或刺激感，而未十分留意，因此忽略了進一步的喉頭

頸部檢查。 

    隨著高齡社會的來臨，聲門閉合不良、吞嚥困難及慢性咳嗽是銀髮族患者來

喉頭頸科求診的主要原因。然而銀髮族咽喉症狀的治療，一直被認為是喉頭頸科

醫師臨床治療上的挑戰，目前仍無單一的標準療法即可明顯改善大多數此類患者

的症狀；因此，喉頭頸科醫師努力的重點目標之一。  

   近年來美國大型醫學中心陸續提出改善銀髮族咽喉症狀的診治結果，根據

2019 年發表的文獻顯示：局部麻醉下即可進行的喉成型手術，可以顯著長久改

善銀髮族的音聲功能和咽喉症狀。 

    由於日本及歐美國家發表的研究數據顯示：約有 30%的聲門閉合不良患者於

聲帶注射後會選擇接受喉成型手術來進一步改善發聲功能。尤其是銀髮族患者於

聲帶注射後，只有約 20% 經自評後認為有顯著療效，而 64%接受喉成型手術組的

患者比聲帶注射組自評術後更接近最佳的聲音；而另一篇美國 Cleveland Clinic

醫學中心發表的報告則提到：接受喉成型手術的銀髮族患者相較聲帶注射組，於

術後更能顯著改善發聲持久度，及在噪音背景下交談的能力。因此，當聲帶注射

治療效果不理想或須重複注射時，建議可考慮接受局部麻醉下即可進行的喉成型

手術。 

    由於每位銀髮族咽喉症狀患者的狀況都不同，治療前必須謹慎評估，我們會

提供各類治療的預估療效及優缺點諮詢，與患者共同選擇最適合的治療方式。我

們期盼：多元的改善治療策略能幫助患者獲得較理想而有效率的咽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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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台灣人...... 

                                                            

喉頭頸科 主治醫師 許彥彬 

 

    相信不少醫師都有同樣的經驗，每到光輝的十月或是選舉投票前夕，總有許

多僑胞自海外歸國。除了參與活動外，常常會找家醫院進場檢查、維修一番。因

為僑胞生活、工作都不在台灣，許多人的健保都在停保狀態，依照現今的條款在

繳納 3個月保費後，就可以復保。原本這是政府的美意，但卻被少數人鑽了漏洞。

前不久新聞就報導有位僑胞積欠健保費數萬元，近幾年卻都回台灣繳了三個月的

保費，該積欠的還是繼續欠著，但在台處理較麻煩的醫療問題，回來幾次就花了

超過七十萬的健保額度...... 

    或許政府本著照顧本國僑民的立場，將旅外台人納保，無可厚非。但針對外

籍人士的納保，就有進一步斟酌的空間了。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雖然名為保險，

但實務上卻是偏向社會福利。保險的精神應是納保人享有保障，繳的錢越多，得

到的服務或保障越完善。不過，全民健保隨每人收入不同而收取高低不同的保

費，但在健保的框架內，得到的服務是相同的。而針對家中經濟狀況不好的，免

除其保費和就醫的部分負擔，更顯示其社會福利的本質。基於政府有照顧全民福

祉的責任，我們能理解健保社福化，但社會福利的範圍應該是侷限於自己（台灣）

人，而非世界大同。 

    猶記得幾年前赴美進修時，為了全家的健康保險，仔細研究了進修醫院推薦

的幾家保險公司，東挑西撿後花了超過 15 萬台幣，保了勉強能接受的方案。簡

單說就是為了減少保費，提高了自負額（例如超過 1000 美金後，保險公司才給

付“超過”的部分），但擔心美國的醫療費用過高讓自己破產，因此儘量拉高理

賠的最高額度。可重點是，不論你多麼的精打細算，還是與當地人的保險有根本

上的不同。當地人可能只需要不到二分之一的金額，就可以有好三倍的方案。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政府為了給外國留下好印象，讓他們了解台灣的美好及

人民的善良本性，提供旅台人士良好的醫療保障，使他們沒有後顧之憂。但我們

從民國 83 年健保施行以來，也沒見到哪個國家因為感謝我們的健保，而與台建

交。反而不斷看到一些國家，不顧我們長期以來給錢、蓋醫院、出醫療團或農耕

團，一個一個的斷交了。這種只求付出不求回報的行為，讓人無言以對...... 

    隨著健保施行後的就醫習慣改變，健保支出年年成長。執政方在斟酌選票

後，要向兩千多萬人提高保費，或是壓抑少數的醫療從業人員，很輕易就能獲得

答案。雖然絕大多數醫療人員在越來越惡化的環境下，仍然願意為了台灣大眾的

身體健康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善良的台灣人啊～我們的資源是否應該著重於

自身或建立在互利互惠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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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總口咽癌的治療趨勢 

                                                            

喉頭頸科 主治醫師 李宗倫 

 

根據中華民國癌症登記報告，於 2016 年，口咽惡性腫瘤發生個案數占全部惡性腫

瘤發生個案數的 1.50%，初次診斷為口咽惡性腫瘤者共計 1,591 人，發生的年齡層高峰

為 45-69歲，因好發於中壯年，且其發生人數每年遞增，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受到重視。 

口咽癌的治療方式包括手術、放射線治療、化學藥物治療、標靶治療及免疫治療等，

一般而言，治療頭頸部的惡性腫瘤是以治癒為首要目標，但也希望能夠保留病患的吞

嚥、呼吸及言語功能，減少最終氣切管或鼻胃管〈或胃造廔管)的留置率。 

自西元 2000 年左右，越來越多的文獻顯示，大範圍的腫瘤切除手術與化學放射線

治療相比，器官保留治療不僅能減少治療中的併發症，同時也能減少病患口腔與咽喉結

構的破壞，維持治療後的功能，而且也不會降低局部腫瘤的控制率及癌症存活率。我們

回顧 1996至 2005年間於臺北榮總治療的口咽癌病患，由這 105位患者，我們發現在 2002

年以前，接受手術治療的占 64.7%，但 2002年之後，其所占的比例則降至 18.5%，手術

的病患中，90.7%會影響到下頷骨〈包括 mandibulotomy 及 mandibulectomy〉，而超過

八成需要軟組織重建，以平均追蹤 50.0 個月來分析，兩組病患的五年的疾病相關存活

率及整體存活率，皆無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p分別為 0.848 及 0.896〉，但手術組有較

高的治療併發症。因此自 2002 年之後，超過八成的病患接受化學放射線治療，從此進

入器官保留治療的年代。 

不過，自從 2005 年起，隨著內視鏡及雷射的發展，加上機器手臂輔助手術運用於

頭頸部，開始有些新的手術方式被提出來，包括 transoral lateral oropharyngectomy、

transoral laser microsurgery (TLM)、transoral robotic surgery (TORS)等，在切

除原發腫瘤方面，有 80%以上的機會能得到足夠的安全邊界，這樣的進展也影響我們目

前口咽癌的治療方式。我們回顧 2011 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共 109位的口咽癌病患，

其中 90.8%為男性，平均年齡 56.0 歲，77.1%腫瘤位於扁桃腺，10.1%位於舌根，其他

7.3%於後咽壁及 5.5%於軟顎，治療方式 45.0%以手術為主，55.0%接受放射線及全身性

藥物〈包括化學治療或標靶治療〉治療，此段期間，手術比例慢慢上升，至 2016 年，

非手術比例僅占 28.6%。手術的病患，接受放射線的劑量，顯著比非手術組低(p=0.000)，

以平均追蹤 36.7 個月來分析，兩組病患的五年的疾病相關存活率及整體存活率，皆無

統計學上顯著的差異〈p分別為 0.754及 0.361〉，不過手術組最後有較低的氣切管(14.3% 

vs. 20%, p=0.075)或鼻胃管〈或胃造廔管)(4.1% vs. 6.7%, p=0.056)的留置率。 

口咽癌的治療目前以化學放射線治療為主流，不過隨著手術方式的進步，對於一些

適當的病患，能夠施以低侵入性的「器官保留手術」，手術後若有足夠的安全邊界，或

有機會免去術後的放射線治療，對於病患治療後器官的功能及生活品質皆可能有所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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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唾液腺惡性腫瘤頸部之處置 

                                                            

喉頭頸科 主治醫師 張嘉帆 

 

    根據臺灣癌症登記年報，新診斷之主唾液腺惡性腫瘤有逐步上升之趨勢，105 年約有

三百例，雖佔每年新診斷之頭頸癌不到百分之五，但在臨床上仍是偶爾會遇到，約三成診

斷時為第四期，第一期和第二期分別佔兩成和兩成七，部位以腮腺最常見，超過八成，組

織型態以黏液表皮樣癌 (mucoepidermoid carcinoma)及腺樣囊狀癌(adenoid cystic 

carcinoma)較常見，手術切除是最主要之治療方式，手術後再視病理報告及期別，可能合

併術後放射治療或化學治療，而研究顯示，頸部之轉移對預後影響是最明顯的危險因子，

不管是無疾病存活率(disease free survival)或整體存活率(overall survival)。 

    目前美國國家癌症資訊網(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臨床治療指引，

對於臨床上已有明顯頸部轉移之病患，建議和主唾液腺腫瘤切除時，同步施行頸部淋巴廓

清手術，但對於臨床上無明顯轉移之病患，則尚無一定論，可以考慮觀察、選擇性頸部淋

巴廓清手術或選擇性頸部放射治療，畢竟唾液腺惡性腫瘤發生率較低及腫瘤型態多樣化，

很難像頭頸鱗狀上皮細胞癌一樣，施行前瞻性隨機分配之臨床試驗，而目前之回溯性之研

究，發現腫瘤臨床期別較高、細胞分化較差及特定之腫瘤組織型態，會有較高之頸部隱藏

性轉移(neck occult metastasis)，因此必須考慮施行頸部治療；若是手術前或術中可以

知道這些因子，可以同步施行選擇性頸部淋巴廓清術，若是手術後才從病理報告得知者，

則考慮合併術後頸部放射治療，以增加腫瘤之控制及降低頸部之復發。 

    今年剛好有兩篇文章，探討選擇性頸部淋巴廓清手術對主唾液腺腺樣囊狀癌存活率之

影響，同樣是使用美國癌症中心之資料庫分析，一篇由史丹福醫學中心發表，頸部隱藏性

轉移約百分之九，有百分之七十四點五之病患，接受術後放射治療，結論是選擇性頸部淋

巴廓清手術對整體存活率沒有影響，但是手術可以當作診斷之預後工具，若是有頸部隱藏

性轉移，治療效果可能會較差；另一篇是哈佛醫學院發表，頸部隱藏性轉移約百分之十二

點一，有百分之七十三點一之病患，接受術後放射治療，結論是選擇性頸部淋巴廓清手術

在 T3及 T4，對整體存活率可能會有幫助，但是合併放射治療分析後，反而沒有明顯幫助。

綜合前述，我們在治療臨床上頸部無明顯轉移之病患，選擇性頸部淋巴廓清手術的角色仍

是沒有定論，但最後這兩篇文章皆有提到，仍需前瞻性隨機分配之研究，來分析選擇性頸

部廓清手術對存活率之影響。 

    由耳鼻喉醫師操作頭頸部超音波是目前之趨勢，一年前去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及

史丹福大學醫學中心進修，皆看到如此之現象，在門診就直接由醫師或醫師助理施行，而

針對主唾液腺腫瘤，可以幫助判別腫瘤範圍，也可以施行超音波導引細針穿刺或粗針切

片，藉此在手術前，可以獲得更多之資訊，輔助決定手術之範圍、頸部是否要同步治療，

以作為病人及其家屬手術前之說明；在此期望能提供耳鼻喉先進，有關主唾液腺惡性腫瘤

之治療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