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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創肝臟手術的新境界

雷浩然、周嘉揚 *、夏振源 †、金光亮 **、雷永耀 ‡

摘要

微創肝臟手術近年來因為經驗累積及器械進步而有快速的發展，可進行的手術方式也從小型

腫瘤擴及到大型的肝腫瘤切除，甚至是活體肝移植捐肝手術。機器人手臂手術系統的應用也使微

創手術能進行更精細更困難的手術。微創肝臟手有恢復快、傷口小、疼痛少等優點，在小型腫瘤

的切除上有逐漸取代傳統剖腹式手術而成為常規方式的趨勢。然而，由於健保制度對於腹腔鏡器

械仍不採取給付的政策，使得微創肝臟手術的普及和推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與妨礙，也使許多病

患享受不到微創肝臟手術帶來的好處與便利。

關鍵字：�腹腔鏡肝臟手術(Laparoscopic�hepatectomy)、肝腫瘤(liver�tumor)、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機器人手臂肝臟手術 (Robotic�hepatec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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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創肝臟手術發展的歷史

微創手術由於具有傷口小、手術後疼痛感

減低以及病患恢復快等優點，自從 1985 年第

一例的腹腔鏡切除膽囊被報告開始，微創手

術逐漸被應用於腹腔內各個器官的切除手術，

包括胃、大腸、胰臟、腎臟、脾臟以及腎上

腺等等。由於肝臟手術較為複雜、過程容易

出血以及手術危險性較高，所以微創手術的

發展過程也較為緩慢。隨著手術技術及器械

不斷的改良發展，從 1990 年代開始陸續有使

用腹腔鏡手術完成肝腫瘤切除的病例報告，

Michel Gagner 報告了全世界第一例利用腹腔

鏡切除肝腫瘤的病例。1 最初這類手術大多侷

限於腫瘤在肝臟周邊肝節 (liver segment II、
III、IVb、V、VI) 的位置，而且腫瘤的體積也

相對較小，手術方式多半以局部切除 (wedge 
resection) 為主，治療的疾病也以良性腫瘤居

多。自 2005 年開始，腹腔鏡肝臟手術的報告

病例有大幅增加的趨勢。經過二十年來的經

驗累積，比較困難的肝節區域 (segment I、
IVa、VII、VIII)、體積較大的肝腫瘤以及大型

的肝葉切除手術 (major hepatectomy) 已經被

認為是安全及可行的手術方式，而治療的疾

病也擴展到癌症治療手術。但是這一類型的

先進手術，需要大量微創手術及肝膽手術經

驗的累積，目前仍只局限於少數專門的腹腔

鏡手術及肝臟手術中心進行。

簡介

微創肝臟手術進行的方式與適應症

腹腔鏡肝臟手術的進行，目前主流的形

式可分為

(1)  純腹腔鏡式 (Pure laparoscopy)：整個手

術完全以操作腹腔鏡器械的方式進行。 
(2)  手 輔 助 式 (Hand assisted laparoscopy): 

在腹壁放置手通道裝置 (Hand port)，將手

由此伸入腹腔內以輔助手術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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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形式 (Hybrid technique): 手術開始由

純腹腔鏡式或手輔助式進行，但肝實質切

割部分則是經由一小的剖腹式傷口進行。

不論是採用以上的何種方式進行，病患

的手術都將透過腹壁上的數個小傷口完成手

術 ( 圖 1)，避免了傳統手術在腹壁上一個數

十公分的大傷口。

美國匹茲堡大學統計了目前已發表有關

腹腔鏡肝臟手術的 127 篇醫學文獻報告中，

共 2,804 位病患的病歷資料，2 認為腹腔鏡肝

臟手術方式，不論是進行大型或小型的肝臟

手術，只要是由有經驗的外科醫師執行，都

是安全的並且手術的死亡率及併發症發生比

率都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決定病患是否適合進行腹腔鏡肝腫瘤切

除手術的主要因素是病患的身體狀況以及手

術醫師的經驗。在有經驗的醫學中心，腫瘤的

性質、體積大小以及位置並不是重要的決定

因素。前次的腹腔內手術可能會因腹內沾黏

而增加手術困難度，使手術轉化 (Conversion)
成剖腹手術的機率增加，但並不是腹腔鏡手

術的禁忌症。然而，手術若牽涉到血管或膽

道的重建，單純使用腹腔鏡的手術方式也許

無法完成而須採用傳統剖腹方式進行，或是

採用機器人手臂手術系統來進行。

微創肝臟手術進行肝腫瘤切除

過去進行肝腫瘤切除，一般都採用傳統

剖腹方式進行，在病患右上腹切開一數十公

分的大傷口 ( 圖 2)，使肝臟裸露出來於目視

情況下進行肝腫瘤切除。手術後由於傷口疼

痛，常會影響病患正常呼吸及咳痰功能，而

使病患容易發生手術後肺炎的併發症。微創

手術應用於肝腫瘤的切除使病患在術後能更

快的恢復並減少併發症的發生。

然而在微創肝臟手術發展初期，有些專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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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會質疑利用微創方式進行肝臟肝腫瘤切除，

是否會因為手術困難度的關係，而影響到腫

瘤切除的完整性，進一步影響到癌症治療預

後。經過多年來國內外經驗的累積，目前發

現微創手術對於肝腫瘤的治療效果，不論是

原發性的肝腫瘤 ( 常見的為肝癌或肝內膽管

癌 ) 或是轉移性肝腫瘤 ( 最常見的為大腸直腸

癌肝轉移 )，和傳統的剖腹手術方式相比，病

患術後 3 年和 5 年的存活率都相近而無統計

上的區別。3-5 特別是對於肝癌的治療，不論

是在西方國家或是東方國家，或者是病患肝

臟有硬化情況與否，利用微創手術進行肝癌

腫瘤切除，病患的存活率和接受傳統剖腹方

式的病患相比是沒有差異的。而病患除了可

以獲得減少術後疼痛、加速術後恢復、縮短

住院天數以及傷口美觀等好處，甚至在某些

研究報告指出手術的出血量也可以減低。

微創肝臟手術應用於肝臟移植

隨著微創肝臟手術不斷的發展與經驗累

積，開始有國內外的專家開始嘗試應用於肝

臟移植手術。對於罹患肝癌而需要進行肝移

植的病患，為了避免在等待肝臟捐贈的過程

中腫瘤繼續生長，有時會先進行肝腫瘤的切

除。然而傳統的剖腹手術方式容易造成腹腔

內沾黏，使下次進行的移植手術困難度增加。

應用微創手術於移植前的肝腫瘤切除可以減

少腹腔內沾黏的發生。根據國外的研究報告

顯示，可以明顯的減少移植手術中病患的出

血量及縮短手術所需要的時間。6 除了移植前

的腫瘤切除之外，進行活體肝移植的捐贈者

取肝也可應用於微創手術方式。7 由於在手術

中必須注意捐贈側肝葉的血流必須保持通暢

不能阻斷，所以手術技術的要求也更為嚴格。

目前這類手術只限於國內外極少數的醫學中

心內進行，初步的結果顯示利用微創手術進

行活體肝移植的捐贈者取肝是安全可行的，

並且不會影響的肝移植受贈者的預後。

達文西機器人手臂手術系統

雖然傳統的腹腔鏡手術可以為病患帶來

許多好處，然而在使用上仍然存在一些缺點。

首先是手術的影像是以平面螢幕的方式呈現，

所以醫師在手術進行中會失去遠近深淺的立

體視覺，無法於手術中判斷正確的距離。其

次是手術器械的無法像雙手般可以靈活轉動，

以致手術器械可以操作的角度受到很大的限

制，加重了手術的困難度。近幾年來發展出

來的機器人手臂手術系統則大幅度改善了上

述的缺陷 ( 圖 3)。手術醫師透過雙眼的三維

(3D) 空間視覺螢幕可以對腹腔內的器官及手

術器械空間定位更為準確；利用電腦操控的

機器手臂器械，可以模擬人的雙手作 360 度

的旋轉，做出許多傳統腹腔鏡器械無法做的

精細動作。因此，借由機器人手臂手術系統，

醫師可以在病患腹腔內做更精準的腫瘤及肝

臟分割，使病患出血量更少、手術時間更短

以及腫瘤切除的邊緣安全距離更精確，以達

到更好的微創手術治療效果。特別是對於傳

統腹腔鏡方式比較困難的肝節區域 (segment 
I、IVa、VII、VIII) 切除，應用機器人手臂手

術系統也能使手術變得較為簡易可行。然而，

由於費用十分的昂貴，也限制了機器人手臂

手術系統使用的普及性。

結論

微創肝臟手術已經發展了二十多年，目

前針對位置處在肝臟邊緣或者外側節的肝癌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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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已經逐漸採用常規以腹腔鏡的方式切除，

取代了傳統剖腹的方式，使更多病患得以享

受到微創手術帶來的好處。隨著經驗累積、

科技進步以及機器人手臂手術系統的引入，

使過往覺得困難的大型肝葉切除或困難位置

肝節切除也變為可行。目前活體肝臟移植的

捐贈者取肝也開始嘗試以微創方式來進行，

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會逐漸被各醫學中心採

用。然而對於微創手術所需用的特殊耗材，

目前健保政策仍然是不給付的，除了加重病

患負擔外，某種程度上也限制了微創肝臟手

術的發展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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