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名稱：Malignant Neoplasm of Liver 

ICD-10-CM：C22.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肝癌病患的診斷與治療 

 二、目的：導引肝癌診斷與治療 

 三、指引使用者：臨床照顧肝癌病患的醫護人員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一) 腫瘤期別：評估肝內腫瘤大小、數目、腫瘤肝內或肝外血管侵襲、腹

內淋巴結轉移、肝外轉移 

(二) 肝功能 

1. Child’s Pugh 分級法 

2. 靛氰綠 (Indocyanine green) 15 分鐘滯留率 (ICG-15) 

 二、診斷依據 

(一) 影像診斷 

1. 胸部 X 光檢查 

2. 腹部超音波 

3. 腹部電腦斷層 

4. 腹部磁振造影 

5. 肝血管攝影(包括間接性門脈攝影) 

(二) 血清甲種胎兒蛋白值 

(三) 腫瘤切片檢查 

        肝癌的初步診斷主要是靠測定血清甲種胎兒蛋白質及超音波檢查。血清   

    甲種胎兒蛋白質在成人正常值約為 10 ~ 20 ng/ml。若＞400 ng/ml 通常視為   



    具有肝癌診斷上高度的意義。約有 20% 的肝癌患者其血清甲種胎兒蛋白質   

    為正常；而血清甲種胎兒蛋白質 20 ~ 250 ng/ml 者在肝硬化合併增生性結節 

    患者常見。若患者的血清甲種胎兒蛋白質持續上升，雖然其值未達到 400  

    ng/ml，其肝腫瘤診斷為肝癌的可能性很高。 

        若病患肝內腫瘤懷疑為肝癌，進一步影像學檢查包括：胸部 X 光檢查， 

    腹部電腦斷層攝影及肝動脈血管攝影(包括間接性門脈攝影)，核磁共振檢查 

    則視診斷需要才做。此些檢查通常可確定診斷腫瘤是否為肝癌，以及評估何 

    種治療方式對病患最為適合。若診斷仍有困難時，可考慮重覆追蹤觀察腫瘤 

    是否有增大，或做腫瘤切片檢查。由於腫瘤切片檢查可能導致癌細胞散播， 

    若病患預定進行剖腹探查及切除時，術前腫瘤切片檢查無其必要。 

 三、鑑別診斷 

(一) 良性肝臟腫瘤 

1. 血管瘤 

2. 局部結節性增生 

3. 腺瘤 

4. 再生性結節 

5. 假性腫瘤 

(二) 轉移性惡性腫瘤 

(三) 肝內膽管癌 

 四、疾病分期 

(一) 臨床分期 

1. CLIP 

The Cancer of the Liver Italian Program (CLIP) score system 

Variable Score 

Child-Pugh stage  



A 

B 

C 

Tumor morphology 

Uninodular & extension50% 

Multinonodular & extension50% 

Massive or extension>50% 

AFP 

< 400 

 400 

Portal vein thrombosis 

No 

Yes 

0 

1 

2 

 

0 

1 

2 

 

0 

1 

 

0 

1 

2. BCLC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 staging 

Stage Performance 

status 

Tumor stage Liver function 

0: Very early 0 Single ≤2 cm Child class A-B 

A: Early 

B: Intermediate 

C: Advanced 

 

D: Terminal 

0 

0 

1-2 

 

3-4 

Single, or 3 顆且3cm 

Multi-nodular 

Portal invasion, 

extrahepatic spread 

Any 

Child class A-B 

Child class A-B 

Child class A-B 

 

Child class C 

(二) 病理分期 

        TNM 分期法：美國癌症聯合會(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第 



    八版肝癌分期法規定如下： 

T1a 單一顆腫瘤≤2 公分,有或無血管侵襲 (Solitary tumor ≤2cm with/without 

vascular invasion) 

T1b 單一顆腫瘤>2 公分且無血管侵襲 (Solitary tumor >2cm without vascular 

invasion) 

T2 單一顆腫瘤>2 公分且有血管侵襲或多顆腫瘤但最大徑沒有超過 5 公分

(Solitary tumor >2cm with vascular invasion or multiple tumors none > 5cm) 

T3 多顆腫瘤且最大徑超過 5 公分 (Multiple tumors T least one of which is > 5cm) 

T4 腫瘤侵襲到門脈或肝靜脈的主要分枝或腫瘤侵襲到膽囊以外的鄰近器官或

腫瘤有破裂 (Tumor involving a major branch of the portal or hepatic vein(s) 

or Tumor(s) with direct invasion of adjacent organs other than the gallbladder or 

with perforation of visceral peritoneum) 

局部淋巴結 (N) 

Nx 局部淋巴結狀況無法評估 (Regional lymph nodes cannot be assessed) 

N0 無局部淋巴結轉移 (No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N1 有局部淋巴結轉移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遠處轉移 (M) 

Mx 遠處轉移無法評估 (Distant metastasis cannot be assessed) 

M0 無遠處轉移 (No distant metastasis) 

M1 有遠處轉移 (Distant metastasis) 

期別分組    

第 IA 期 T1a N0 M0 

第 IB 期 T1b N0 M0 

第 II 期 T2 N0 M0 

第 IIIA 期 T3 N0 M0 



第 IIIB 期 T4 N0 M0 

第 IVA 期 任何 T N1 M0 

第 IVB 期 任何 T 任何 N M1 

 五、臨床症狀 

(一) 腹部不適，腹痛 

(二) 發燒 

(三) 肝腫大 

(四) 黃疸 

(五) 腹水 

(六) 下肢水腫 

    肝癌在早期時通常沒有症狀，症狀出現時病情可能已進入中晚期。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肝癌是全世界好發之癌症之一，每年全世界約有 500,000 例新增病患。 

以往此疾病在東南亞地區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較為常見，但近年來醫學研究報

告顯示在西方此疾病也有增加的趨勢。在台灣肝癌是國人癌症死因之第一位，每

年約有 4000~6000 人死於此病，其發生率在男性每十萬人口有 25 人，女性每十

萬人口有 10 人。 

 七、檢驗與其它檢查 

(一) 例行性例行性血球計數，生化檢查及肝功能檢查(包括 albumin, total   

 bilirubin, cholesterol, ALT, AST, Alkaline-P, GGT) 

(二) 凝血功能檢查 (prothromin time) 

(三) 靛氰綠(Indocyanine green) 15 分鐘滯留率 (ICG-15) 

    手術前檢查包括例行性血球計數，肝功能生化檢查，凝血功能

(prothrombin time)，計算 Child-Pugh 肝功能分級(表一)，及 ICG 15 分鐘滯留



率。利用三項參數，包括腹水有否、血中黃疸指數及 ICG 15 分鐘滯留率，

構成一個流程圖來決定肝癌病患是否適合手術及手術可採用的術式(圖一 

)。此模式有助於降低手術後發生肝功能不全的危險性。 

當肝預定切除範圍超出手術 ICG 所允許的範圍時，如病患要接受肝右  

    葉切除術，右葉擴大切除術或左葉擴大切除術，而術前估計殘餘肝臟體積低 

    於原來肝臟的 40% 或 ICG 15 分鐘滯留率>10%，為了達到治癒性切除的目 

    的，門脈栓塞術可用來做為增進手術安全的方法；其原理為針對在有慢性肝 

    炎或肝硬化病患術前 2 週針對要切除的肝葉或肝節執行門脈栓塞，如此使預 

    定切除域萎縮及保留域增大以達到降低切除術後肝衰竭的危險性。 

    對大型肝癌可考慮手術前給予肝動脈栓塞以導致腫瘤壞死及縮小其體

積切除手術較易進行且較安全。 

肝炎標誌 

1.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2. anti-hepatitis C virus antibody (anti-HCV) 

(四) 血清甲種胎兒蛋白(α-fetoprotein) 值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一) 住院條件 

1. 肝血管攝影 

2. 手術切除治療 

3. 肝血管栓塞治療 

4. 無線射頻燒灼治療(RFA 治療) 

5. 酒精注射治療 

6. 肝臟移植 

(二) 出院條件 

1. 傷口癒合良好 

2. 肝功能復原良好 



3. 沒有感染現象或其他重大合併症 

 九、主要治療處置 

(一) 手術切除： 

1. 肝癌病患診斷時不適合切除治療常見的原因包括:. 

(1) 腫瘤已有肝外轉移； 

(2) 腫瘤侵襲到肝門脈主幹及兩側分枝； 

(3) 病患明顯腹水無法用利尿劑改善。肝硬化不是手術的排除因素 

。腫瘤大小、數目、鄰近臟器侵襲，單獨來說並不是手術適 

應症的決定因素。肝內轉移程度必須視病患肝功能狀況決定是 

否適合手術。若功能良好，病患可接受大範圍的切除則兩葉性 

的病灶仍可以做根治性的切除。 

2. 手術方式；除傳統開腹式手術方式外，微創肝臟手術包括有手助式

腹腔鏡肝臟切除、腹腔鏡肝臟切除、達文西機械手臂肝臟切除；微

創肝臟切除手術提供患者更小的腹部傷口，可減輕術後疼痛，縮短

術後住院天數，減少術後肺部併發症。適應症的選擇以腫瘤小於 5

公分、腫瘤位置位於 S2,3,4b,5,6 較為合適。手術中藉由二氧化碳氣

腹壓的維持及控制低中心靜脈壓，可減少手術出血。 

3. 手術合併症 

目前肝臟切除手術死亡率介於 1.2% ~ 5.0%。肝切除重要或常見

的合併症包括： 

(1) 肝衰竭； 

(2) 腹內膿瘍； 

(3) 膽汁滲漏； 

(4) 右側肋膜腔積水； 

(5) 手術後腹內出血等； 

(6) 大量腹水形成。 



4. 肝臟再次切除治療復發性肝癌 

肝癌手術切除後，復發的病患若給予適當治療，可延長病患的

存活。這些治療一般包括肝動脈栓塞，酒精注射及肝內復發病患中

施予再切除手術。在肝癌復發病患中，只有約 25%病患適合再度切

除，這些病患的選擇包括肝功能 Child A 或 B，腫瘤數目最好少於等

於 3 顆，且局限於一肝節內。 

5. 自發性破裂肝癌的治療 

破裂肝癌的治療有多種方式，包括保守療法，肝動脈栓塞，手

術血管結紮及緊急肝腫瘤切除手術等。治療方法的選擇需根據病患

的臨床狀況個別決定。一般病患開始可給予保守療法包括持續給予

輸血、輸液，監視血壓心跳，中央靜脈壓力、尿量。電解質不平衡

及不正常的凝血功能必須及時給予矯正。 

緊急處理在下列情況應考慮進行: 病患臨床症狀顯示持續腹內

出血中，或再度出血導致血流動力不穩定或在 24 小時內輸血量超過

4 個單位，此時病患可嘗試給予做肝動脈栓塞治療。對不適宜做栓

塞病患或治療無法在 1 小時內執行者必需馬上安排緊急手術剖腹探

查。手術術式必需根據剖腹探查的發現加以決定，原則上是在對肝

臟損傷最低情況下達到止血的目的。當手術中認為腫瘤局部處理無

法有效止血時可施行肝動脈結紮止血。腫瘤切除可在下列情況下考

慮進行： 1)病患臨床血壓心跳穩定； 2)病患肝功能尚好；3)小型腫

瘤位於肝臟表層。當止血達到後，病患腹內血塊需給予清除並用大

量鹽水溶液清洗多次以期降低破裂的腫瘤在腹膜生長。腫瘤附近放

置引流管以便術後偵測有否持續出血或膽汁滲漏。 

對沒有執行腫瘤切除病患，可在病患完全穩定後進行評估，若

病患肝功能良好而腫瘤可切除完全，則可以安排在 6~8 週後進一步

治療。 



(二) 肝動脈栓塞 

病患選擇依據： 

1. 病理組織檢查證實為肝癌，或依臨床診斷病人之血清甲種胎兒蛋白

質升高，且具有典型之超音波、電腦斷層及/或血管造影像判斷為肝

癌； 

2. 肝內腫瘤為高血管性病灶； 

3. 門靜脈主幹血流通暢； 

4. 無淋巴腺或肝臟外遠處轉移； 

5. 肝功能正常或僅輕度異常，原則上，血清白蛋白(albumin) 濃度

3mg%以上，膽紅素(Total bilirubin) 值 3mg%以下； 

6. 無嚴重腎臟病或心臟病。 

(三) 經皮腫瘤消除治療：包括酒精注射與射頻燒灼治療 

1. 適宜治療對象： 

(1) 單一腫瘤直徑不大於 4 公分，若多顆腫瘤直徑不大於 3 公分及 

(2) 少於等於三顆； 

(3) 無肝外轉移； 

(4) 無肝門靜脈、肝靜脈或下腔靜脈腫瘤侵犯； 

(5) 無頑強性腹水； 

(6) 無膽管擴大； 

(7) 無明顯出血傾向； 

(8) 針對射頻燒灼治療，肝癌應距離膽管、膽囊、肝門區 0.5 至 1 公

分以上。 

2. 術前評估： 

(1) 影像學檢查：腹部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攝影(選擇性)、血 

(2) 管攝影(選擇性)、電腦斷層經動脈門靜脈攝影術 (CTAP)； 

(3) 腫瘤標記：血清甲種胎兒蛋白質測定； 



(4) 凝血機能：Prothrombin time； 

(5) 肝功能狀況； 

(6) 細針切片病理檢驗。 

(四) 肝臟移植 

        肝移植治療肝癌病患的選擇根據，包括單一腫瘤者必須小於或等於 5 

    公分，多發腫瘤者必須少於等於三顆及小於或等於 3 公分且無血管侵襲者。 

(五) 全身性化學治療 

病患選擇依據：1)肝癌已擴散出肝臟外；2)沒有明顯的肝功能受損；3) 

    沒有明顯的腎功能受損。 

(六) 放射治療 

適應對象：體積過大無法切除之肝癌腫瘤。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目前無建議的標準手術後輔助治療(adjuvant therapy)。如有收案進行中的術

後輔助性治療臨床試驗(clinical trial)，可建議合適病患參加。 

 十一、預後 

(一) 肝癌病患切除後五年存活率介於 27.6%及 50.5%之間；五年無復發存活

率介於 22.8 及 40.0%之間，此存活率與腫瘤期別有明顯關係。小型肝

癌(<5 公分)術後五年存活率可達 50%~68%之間。圖 2 為臺北榮民總醫

院民國 80 年 7 月至民國 88 年 5 月間 445 位肝癌病患肝臟切除術(手術

死亡率 2.6%)手術後腫瘤不同 TNM 期別的無復發存活率，總存活率及

腫瘤復發率。 

(二) 肝臟移植治療肝癌病患的腫瘤復發率與移植前的腫瘤期別有密切關

係。對於早期小型肝癌合併肝硬化病患，肝移植成績，五年存活率介

於 60%及 79%之間；五年無復發存活率介於 45%及 60%之間。Xx 

 十二、住院天數 

(一) 肝切除：10~14 天 



(二) 肝動脈栓塞：3~5 天 

(三) 肝臟移植：15~30 天 

(四) 經皮腫瘤消除治療：包括酒精注射與射頻燒灼治療(RFA)：2~3 天 

 十三、出院計劃 

(一) 若病患有腹部引流管或其他長期留置引流管，教導病患引流管的照護。 

(二) 若病患有肝炎及肝硬化，安排門診追蹤治療。 

 十四、出院衛教 

    不管是手術治療或局部療法治療後，有時會出現發燒或腹痛等全身不適的症

狀。這些是許多病患會有的生理反應。一般在出院前應會緩解消失。出院後如果

持續有發燒或腹痛，腹脹、呼吸困難。沒有食慾，腳浮腫，有可能是感染或肝功

能惡化，這時就必需回診接受治療。 

 十五、出院追蹤 

(一) 手術切除後之追蹤；腫瘤切除完成後，一般不需要進行輔助性的化學或

放射治療。病患出院後一週需返院以觀察病患狀況，確認有否感染或其

他合併症，尤其是傷口是否癒合良好，有否黃疸、腹水、肝功能狀況。

之後在前二年每二個月返院追蹤血清甲型胎兒蛋白質值及腹部超音

波，以了解是否有腫瘤復發的跡象。若有復發的跡象必需進一步安排腹

部電腦斷層、磁振造影及血管攝影以加以確定。超過二年後可改為每三

個月追蹤一次。 

(二) 肝栓塞病患治療後追蹤： 

1. 出院一週後返院檢視，檢查肝功能，確認有否感染或其他合併症； 

2. 治療後一個月間醫院作肝臟超音波及肝臟電腦斷層掃描； 

3. 之後每三個月作一回肝臟超音波掃描，追蹤肝功能、血清甲型胎兒

蛋白值、至少每半年檢查一次肝臟電腦斷層掃描； 

4. 影像檢查若顯示肝臟仍有存活腫瘤，需再度施行動脈栓塞治療時才

作血管攝影； 



5. 若病人血清胎兒蛋白質持續上升，超音波和電腦斷層都無法顯示，

亦需作血管攝影檢查，以了解腫瘤有否復發。 

(三) RFA 病患術後追蹤： 

1. 超音波追蹤檢查在治療後的二週進行； 

2. 以後每 1~2 個月用超音波觀察腫瘤體值的改變並偵測是否有新的

腫瘤發生； 

3. 治療後一個月作電腦斷層動態檢查，當動脈期的影像增強現像消失

時，表示達到完全治療療效。之後每兩個月返門診，追蹤肝功能、 

血清甲型胎兒蛋白值、腹部超音波，腹部電腦斷層，以了解腫瘤有否復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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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 Inguinal Hernia with/or without Incarceration 

ICD-10-CM：K40.90、K46.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Inguinal hernia, reducible or incarcerated 

 二、目的 Purpos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guideline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 of the guideline 

Physicians, surgeons, medical students, hospital staff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Bulging mass 

(二) Pain 

(三) Vital signs 

(四) Co-morbidity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Symptoms and signs 

(二) Physical examinations 

(三) KUB 

(四) Ultrasound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Hydrocele 

(二) Testis tumor 

(三) Enlarged lymph node 



(四) Lipoma 

(五) Varices 

 四、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bulging mass over inguinal area, reducible or incarcerated (nearly all cases)  

(二) Scrotum mass 

(三) Tenderness, usually in incarcerated hernia 

(四) Nausea and vomiting – in incarcerated hernia with small bowel obstruction 

(五) Colicky abdominal pain – in incarcerated hernia with bowel obstruction  

(六) abdominal distention and obstipation – in incarcerated hernia with bowel  

obstruction 

(七) Peritoneal sign – in strangulated hernia 

 五、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一)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 can present at any age, their peak incidence during  

        infancy  

(二) Approximately 90% of indirect hernia in the male 

(三) Direct inguinal hernia present at middle and later life 

(四) Almost all direct hernia in the male 

(五) Strangulation is a threat for indirect inguinal hernia, but rare for direct 

inguinal hernia 

 六、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Blood routine  

(二) Chest PA & KUB (optional) 

(三) EKG (optional) 

(四) Liver functions (optional) 

(五) Renal functions (optional) 

(六) Ultrasound (optional) 



 七、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Stable vital signs 

(二) Normal oral intake 

 八、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Hernia repair through the anterior approach 

(二) Hernia repair through preperitoneal approach 

(三) Prostheses & Plugs 

(四) Laparoscopic repair (TEP or TAPP) 

 九、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Operative repair is indicated in almost all herniation unless the patient is 

bedridden or has overwhelming disease 

(二) Spring-type truss with soft rubber hernia pad – Temporary measure 

 十、預後 

    Usually excellent 

 十一、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一) Without bowel resection: 3 days 

(二) With bowel resection: 5 – 10 days 

 十二、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OPD visit about one week after discharge 

 十三、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Wound care 

(二) Nursing care 

 十四、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No long-term follow-up is necessary for the benign disease unless recurrent 

bulging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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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Calculus of Gallbladder、Acute Cholecystitis 

ICD-10-CM：K80.20; K81.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Gall stone disease, acute cholecystitis 

 二、目的 Purpos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guideline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 of the guideline 

    Physicians, surgeons, medical students, hospital staff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Pain 

(二) Vital signs 

(三) Co-morbidity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Symptoms and signs 

(二) Physical examinations 

(三) Ultrasound 

(四) CT scan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Common bile duct stone 

(二) Peptic ulcer disease 

(三) Acute hepatitis 

(四) Hepatoma 



(五) Liver abscess 

(六) Periampullary tumors 

 四、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RUQ or epigastric pain (nearly all cases) 

(二)  Radiation of pain: around the tip of the right scapula or right shoulder 

(三)  Nausea and vomiting (reflex)-- 60-70% 

(四)  RUQ or epigastric tenderness 

(五)  Fever --- 80% 

(六)  Murphy's sign (pathognomonic sign): inspiratory arrest during deep  

    palpation of the RUQ 

(七)  Mild jaundice (without CBD stone) ---10% 

 五、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All gallbladders 

(一) 90% no stone 

(二) 10% stones 

(三) 2% symptoms 

(四) 8% no symptom 

(五) 1.4% develop symptoms 

(六) 6.6% do not develop symptoms 

 六、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Liver functions 

(二) Renal functions 

(三) Blood routine 

(四) Ultrasound 

(五) CT scan (optional) 

 七、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Stable vital signs 

(二) Normal oral intake 

 八、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二) Open cholecystectomy 

 九、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Antibiotics 

(二) Percutaneous gallbladder drainage 

(三) Fluid replacement 

 十、預後 

Usually excellent 

 十一、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一) Laparoscopic cholecystectomy: 3 – 5 days 

(二) Open cholecystectomy: 5 – 10 days 

 十二、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OPD visit about one week after discharge 

 十三、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Wound care 

(二) Dietician consultation 

(三) Nursing care 

 十四、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No long-term follow-up is necessary for the benign disease 

參、 文獻 

1. Portincasa P, Moschetta A, Palasciano G. Cholesterol gallstone   

    disease. Lancet. Jul 15 2006;368(9531):230-9. 



2. Shaffer EA. Epidemiology and risk factors for gallstone disease: has the  

    paradigm changed in the 21st century?. Curr Gastroenterol  

    Rep. May 2005;7(2):132-40. 

3. Behar J, Corazziari E, Guelrud M. Functional gallbladder and sphincter of  

    oddi disorders. Gastroenterology. Apr 2006;130(5):1498-509. 

4. Heuman DM, Moore EL, Vlahcevic ZR. Pathogenesis and dissolution of  

    gallstones. In: Zakim D, Boyer TD, eds. Hepatology: A Textbook of Liver  

    Disease. 3rd ed.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 1996:376-417. 

5. Ko CW, Lee SP. Epidemi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of common bile duct  

    stones and prediction of disease. Gastrointest Endosc. Dec 2002;56(6  

        Suppl):S165-9. 

6. Bhattacharya D, Ammori BJ. Contemporary minimally invasive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cholecystitis: a review and appraisal. Surg  

    Laparosc Endosc Percutan Tech. Feb 2005;15(1):1-8. 

7. Ko CW, Beresford SA, Schulte SJ. Incidence, natural history, and risk  

    factors for biliary sludge and stones during  

    pregnancy. Hepatology. Feb 2005;41(2):359-65. 

8. No authors listed. NIH state-of-the-science statement on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for diagnosis and  

    therapy. NIH Consens State Sci Statements. Jan 14-16 2002;19(1):1-26. 

肆、 編審人員 

編審 姓名 職稱 簡歷 

撰寫者 王心儀 主治醫師 學歷 陽明大學醫學系畢 

經歷 北榮住院醫師、總醫師 

     陽明大學助理教授 



專長 一般外科、肝膽胰外科、 

      胰腎移植 

審核者 石宜銘 主任 學歷 陽明大學醫學系畢 

經歷 北榮住院醫師、總醫師、陽明   

     大學教授 

專長 一般外科、肝膽胰外科、胰腎   

     移植 

 



疾病名稱：Malignant Neoplasm of Thyroid Gland 

ICD-10-CM：C73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甲狀腺癌 (papillary, follicular, medullary, poorly-differentiated, anaplastic)。  

 二、目的 

    移除癌症病灶，並以利後續譬如碘-131 等治療。 

 三、指引使用者 

醫師、醫療及護理人員、技術人員、醫學生。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一) 甲狀腺及腫瘤大小、軟硬度、與周圍組織關係 

(二) 氣管是否偏移 

(三) 頸部淋巴結是否腫大 

(四) 影像特徵 

 二、診斷依據 

(一) Symptoms and signs (clinical history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二) Sonogram of neck 

(三) Thyroid function (free T4, HS-TSH) 

(四)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or biopsy 

 三、鑑別診斷 

(一) Subacute thyroiditis 

(二) Nontoxic nodular goiter 

(三) Plummer’s disease 



(四) Hashimoto’s disease 

(五) Riedel’s thyroiditis 

 四、疾病(病理)分期 

T0 No evidence of primary tumor 

T1a Tumor ≤1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limited to the thyroid 

T1b Tumor >1 cm but ≤2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limited to the thyroid 

T2 Tumor >2 cm but ≤4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limited to the thyroid 

T3a Tumor >4 cm limited to the thyroid 

T3b 
Gross extrathyroidal extension invading only strap muscles (sternohyoid, 

sternothyroid, thyrohyoid, or omohyoid muscles) from a tumor of any size 

T4a Gross extrathyroidal extension invading subcutaneous soft tissues, larynx, 

trachea, esophagus, or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from a tumor of any size 

T4b Gross extrathyroidal extension invading prevertebral fascia or encasing the 

carotid artery or mediastinal vessels from a tumor of any size 

TX Primary tumor cannot be assessed 

N0 No evidence of loco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N1a Metastasis to level VI or VII (pretracheal, paratracheal, or prelaryngeal/ 

Delphian, or upper mediastinal) lymph nodes. This can be unilateral or bilateral 

disease. 

N1b Metastasis to unilateral, bilateral, or contralateral lateral neck lymph nodes 

(levels I, II, III, IV, or V) or retropharyngeal lymph nodes 

NX Regional lymph nodes cannot be assessed 

M0 No distant metastases  

M1 Distant metastases 



MX Distant metastases cannot be assessed 

     Patient <55 y/o 

     Stage I    Any T, any N, M0 

     Stage II   Any T, any N, M1 

     Patient age 55 years or older 

     Stage I      T1, N0, M0; T2, N0, M0 

     Stage II     T1, N1, M0; T2, N1, M0; T3a/T3b, Any N, M0  

     Stage III     T4a, Any N, M0 

     Stage IVA   T4b, Any N, M0 

     Stage IVB   Any T, Any N, M1 

     Staging for 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 

Stage IVA   T1/T2/T3a, Any N, M0 

Stage IVB   T1/T2/T3a, N1, M0; T3b/T4, Any N, M0 

Stage IVC   Any T, Any N, M1 

 五、臨床症狀 

(一) Solitary thyroid nodule, maybe rapidly growing  

(二) Hard and irregular thyroid mass with evidence of direct spreading、fixation   

 or invasion to strap muscles, esophagus, or trachea 

(三) Lymph nodes enlargement 

(四) Manifested as distant metastasis 

(五) Compression or invasion symptoms, like dyspnea, dysphagia and  

 hoarseness 

 六、發生率及盛行率 

(一) incidence: 1.2-2.6 cases per 100,000 in men and 2.0–3.8 cases per 100,000   

 in women  

(二) increased incidence recently: from 3.6 per 100,000 in 1973 to 8.7 per  



 100,000 in 2002 (USA) 

(三) papillary microcarcinoma: most autopsy studies report incidence 6 -11%  

(四) Anaplastic carcinoma: age-adjusted and annual incidence 2/100,000  

 account for 2-5% of thyroid cancer 

 七、檢驗及其他檢查 

(一) Thyroid function test (free T4, HS-TSH) 

(二) Thyroid antibody test (aTG, aTPO) and thyroglobulin (optional) 

(三) Sonogram of neck 

(四) EKG, CXR 

(五) 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六) CT of neck (optional) 

(七) Routine examination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一) 住院條件: 檢查完成並經手術前評估 

(二) 出院條件: 手術後病情穩定、傷口癒合良好  

 九、主要治療處置 

(一) Total thyroidectomy 

(二) Unilateral lobectomy with isthmusectomy (for <1cm lesion) 

(三) Segmental resection of trachea 

(四) Modified neck lymph node dissection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一) 手術治療為治癒的最主要方式 

(二) High dose radioiodine ablation 

(三) Post-operative thyroxine suppression treatment 

(四) Cytotoxic chemotherapy and biotherapy (low tumor response) 

(五) External irradiation (low tumor response) 



(六) Molecular targeted treatment (developing) 

 十一、預後 

(一)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 

1. usually excellent, >85% patients have limited disease and become 

disease-free after initial treatment 

2. recurrent disease: 10-15%  

3. 4-15%with distant metastases: 5-year survival:50%, 10-year survival 

13-33% 

4. Multiple metastases disease: mortality 92% at 5 years 

(二) Poorly differentiated or 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 usually poor prognosis 

 十二、住院天數 

3-4 天 

 十三、出院計畫 

(一) wound care 

(二) outpatient department follow up 

(三) arrange I-131 scan or ablation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十四、出院衛教 

(一) 傷口照護: 定期檢視，美容膠覆蓋不需天天更換，僅需換外面敷料。傷

口若有紅、腫、化膿，隨時至門診或急診處理。 

(二) 術後第四天可以開始熱敷，每天四次，每次 15-20 分鐘。 

(三) 術後依醫師指示補充甲狀腺素，每天早上空腹服用。 

(四) 若出現肢體麻木感或抽痙，必要時需補充鈣片及維他命 D。 

 十五、出院追蹤 

(一) I-131 radioscan or ablation (for DTC) 

(二) Human thyroglobulin (HTG) (post-radioscan 1, 3 and 8 months) 

(三) Physical examination 



(四) Sonogram of neck 

(五) Thyroid function (free T4, TSH) 

(六) [18F]FDG-PET (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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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Acute Appendicitis 

ICD-10-CM：K35.8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急性闌尾炎是一般外科常見的疾病，在本文中除對急性發作的闌尾炎，亦包

括形成膿瘍或治療後再次復發的相關治療。 

二、目的 

    治療的目的在解決病患腹部發炎的情況，並且避免病患生命的傷害。 

三、指引使用者 

醫師、護理人員、相關醫療技術人員及醫學生、護生等。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一) 腹痛的變化與位置 

(二) 食慾的好壞 

(三) 影像學的發現 

 二、診斷依據 

(一) 病史 

(二) 生理學檢查 

(三) 實驗室檢查 

(四) 腹部超音波 

(五) 腹部電腦斷層 

 三、鑑別診斷 

(一) 胃腸炎 

(二) 腸系膜淋巴炎 



(三) 盲腸或昇結腸癌 

(四) 急性膽囊炎 

(五) 腎盂腎炎、腎旁膿瘍 

(六) 腸阻塞或壞死 

(七) 腰肌膿瘍 

(八) 大腸憩室炎 

(九) Typhilitis 

(十) 消化性潰瘍穿孔 

(十一) 骨盆腔發炎 

(十二) 子宮外孕 

(十三) 卵巢濾泡破裂或卵巢扭結 

(十四) Mittelschmerz 痛 

 五、疾病（病理）分期 

    闌尾腔阻塞為造成急性闌尾炎汁主要原因。約 60%為闌尾黏膜下淋巴增生導

致阻塞（幼兒之主因），35%可能為糞石阻塞（多發生於成年人）期於可能因外

物、腫瘤等導致阻塞。闌尾腔阻塞後會造成腔內壓上升，進而造成淋巴及靜脈回

流阻塞，黏膜水腫及缺血，接著產生細菌感染，甚至於破孔。細菌主要以 E.coli、

Bacteroides fragilis、Pseudomonas Supp.為主。 

 六、臨床症狀 

(一) 腹痛：典型之急性闌尾炎多從上腹及中腹疼痛開始（由於闌尾脹造成刺 

    激 ANS 內臟神經 T8~10），數小時後轉移至右下腹（由於發炎反應刺激 

    腹膜之疼痛感覺神經）。 

(二) 噁心及嘔吐：約有 70%之病人會有此症狀，且多發生於產生腹痛 3~4 

小時後，如先發生噁心、嘔吐一陣子後才發生腹痛需考慮急性腸胃炎之 

可能性。 

(三) 厭食：90%之病人會有厭食症狀，通常在早期就會發生，甚至有些在腹 



痛之前就有厭食症狀。在小孩子，如有不明之腹痛加上厭食，需考量 

急性闌尾炎之可能性。 

(四) 腹痛：約 10%之病人發生，多為少量帶黏稠之腹瀉。 

(五) 發燒：大多病人為低度發燒（37℃到 38.8℃之間） 

(六) 急性闌尾該注意事項 

1. 目前接受 10%~15%的病人術前診斷為急性闌尾炎，手術時卻發現闌

尾正常，使時必須尋找其他可能的原因。 

2. 急性闌尾炎在 3 歲以下及 70 歲以上之診斷較困難，不可忽略。 

3. 老年人罹患急性闌尾炎的症狀不明顯，包括腹痛、壓痛、發燒、白

血球上升等都不一定出現，甚至已經穿孔造成膿瘍，上述之早期症

候均無發生之病例，而老年人造成併發症及死亡率亦較高，需特別

注意。 

4. 嬰兒及幼兒的診斷也比較困難，因其陳述症狀之能力較差(統計 2 歲

以下之幼兒在診斷急性闌尾炎前約一半之病人曾經在其他醫院沒有

診斷正確)，不幸其穿孔率亦較高，約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之有兒在診

斷出來時已發生穿孔及瀰漫性腹膜炎。(因幼兒大網膜仍未成長完

整，故穿孔均會造成瀰慢性腹膜炎)。繼發生之脫水、休克及電解質

不平衡會造成致命的後果，故需時時刻刻保持警覺。 

5. 懷孕之婦女在後期腹痛及壓痛偏外側上方，需早期診斷，早期開刀

治療以避免造成嬰兒之不良影響。(若無穿孔，流產率僅 1~3%，若

穿孔後流產率高達 35%)。 

 七、發生率與盛行率 

    在西方國家約人口的十分之一發生過急性闌尾炎，好發年齡為 10 歲至 30

歲之間。25 歲之前男女之比為 2:1，25 歲之後男女比逐漸成為相等。 

 八、檢驗與其他檢查 

(一) 檢驗 



1. 白血球：90%的病人白血球會上升大於 10,000/cumm，且 PMN＞

75%，如發生闌尾穿孔，則白血球數目上升及 PML 上升比率更明

顯。老年人及免疫功能缺損的人則白血球可能正常。 

2. 尿液檢查：約有 25~40%的病人會發現尿液感染，蛋白尿或血尿現

象，但大多很輕微，如＞20WBC/HPF 或＞30RBC/HPF 則可能為尿

道感染或尿道結石。 

3. 血中電解質、尿素氮、肌酸酐：小孩子須注意是否有脫水現象。 

(二) 檢查 

1. KUB：少部分之病患可發現鈣化之糞石，局部之腸脹氣（Local 

Ileno），腰肌影像模糊（Obliteration of right psoas shadow）及脊椎

向右彎（scoliosis to the right）。 

2. 超音波：闌尾腫脹，半徑大於 6 毫米，缺乏正常蠕動（lack of  

      compressibility）及部分可找到糞石在闌尾腔內，闌尾周圍組織發 

      炎，如高回因之脂肪組織（hyperechoic fat adjacent to appendix）。 

3. 電腦斷層：只限於複雜及不典型之闌尾炎需要此種昂貴之檢查，  

      可鑑別診斷闌尾膿瘍或 phlegmon，或其他疾病。 

(三) 診斷性腹腔鏡 

        在診斷不明確時，可利用腹腔鏡作鑑別診斷，如確定為闌尾炎，可繼續 

        施行腹腔鏡闌尾切除手術。 

 九、住院及出院條件 

(一) 住院條件：診斷確定即可住院。 

(二) 出院條件：無論外科療法或非外科療法，病情穩定即可出院。 

 十、主要治療處置 

(一) 手術前準備：手術前輸液治療及矯正電解質的不平衡需及早開始必須給 

    予適當之抗生素，麻醉前發燒避免超過 39℃。 

(二) 抗生素給予：廣效性抗生素必須在術前給予，手術時發現闌尾沒有穿 



    孔，在術後 24 小時內應停用，如有穿孔或壞死，抗生素應連續使用 3~5  

    天。三種抗生素合併使用(ampicillin，gentamycin, metronidazole)在本院 

    為最普遍之用法。其餘文獻亦建議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 cephalosporin 

    單獨使用。(如 cefotetan 或 cefoxitin 等)。 

(三) 外科治療： 

1. 可使用傳統剖腹手術或腹腔鏡手術切除闌尾。 

2. 橫切口(transverse incision)最常使用。如為瀰慢性腹膜炎或診斷不明 

時，建議使用正中切口(midline incision)。 

3. 闌尾附近之滲出液應送細菌抹片染色及培養。 

4. 如有闌尾附近膿瘍發現，則必須放引流管。否則不必放引流管(包括

瀰慢性腹膜炎)。 

 十一、輔助或替代治療 

    非外科治療：對於闌尾膿瘍的治療，許多文獻有不同之作法。大部份之 

醫學中心目前如在術前發現右下腹有腫塊發生(可能為 phlegmon 或 abscess)，多

避免立即手術，而採用靜脈抗生素注射治療，超音波或電腦斷層診斷有膿瘍產

生，可加上超音波導引下穿皮膿瘍引流術。此種治療方針成功率可達 90%以上。

待症狀緩解後，在 6~12 星期後再施行闌尾切除手術(因為 2 年內闌尾炎復發之機

率高達 60%) 左右。雖然有些醫院也採用立即手術的治療方法，但除非你是非常

有經驗的外科醫師，不建議你使用此法。 

 十二、預後 

    採用外科療法須注意手術併發症的發生，採用非外科療法須注意急性闌尾炎

的復發。 

 十三、住院天數 

    約二至四天，但是若為穿孔性腹膜炎，則住院天數可能需要更長， 

 十四、出院計劃 

(一) 傷口照顧 



(二) 飲食調整 

 十五、出院衛教 

(一) 未拆線的傷口返家後宜保持傷口乾燥，不需特殊換藥。 

(二) 採均衡飲食 

(三) 有下列症狀，須立即回診 

1. 發燒 

2. 傷口紅腫熱痛或有分泌物滲出 

3. 嘔吐腹痛 

 十六、出院追蹤 

(一) 出院後一星期內至門診檢查傷口，同時拆線。 

(二) 對於超過 40 歲的病患，建議追蹤大腸鏡檢查。 

(三) 採用非外科治療的病患，須注意復發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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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Malignant Neoplasm of Stomach 

ICD-10-CM：C16.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Gastric cancer 

 二、目的 Purpos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guideline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 of the guideline 

    Physicians, surgeons, medical students, hospital staff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Nausea and/or vomiting 

(二) Vital signs 

(三) Co-morbidity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Panendoscopy 

(二) Endoscopic ultrasound 

(三) CT scan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Gastric ulcer 

(二) Intestinal metaplasia 

(三) Atrophic gastritis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staging for gastric cancer, 8th edition 



Tumor (T) category 

TX Primary tumor cannot be assessed 

T0 No evidence of primary tumor 

T1s 
Carcinoma in situ: intra-epithelial tumor without invasion of the lamina 

propria, high grade dysplasia 

T1 

 T1a 

 T1b 

Tumor invades the lamina propria, muscularis mucosae or submucosa 

Tumor invades the lamina propria or muscularis mucosae 

Tumor invades the submucosa 

T2 Tumor invades muscularis propria 

T3 
Tumor penetrates the subserosal connective tissue without invasion of 

visceral peritoneum or adjacent structures 

T4 

 T4a 

 T4b 

Tumor invades the serosa (visceral peritoneum) or adjacent structures 

Tumor invades the serosa (visceral peritoneum) 

Tumor invades adjacent structures/organs 

Node (N) category 

NX Regional lymph node(s) cannot be assessed 

N0 No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N1 Metastasis in 1 or 2 regional lymph nodes 

N2 Metastasis in 3 to 6 regional lymph nodes 

N3 

 N3a 

 N3b 

Metastasis in more than 7 regional lymph nodes 

Metastasis in more than 7 to 15 regional lymph nodes 

Metastasis in 16 or more regional lymph nodes 

Metastasis (M) category 

M0 No distant metastasis 



M1 Distant metastasis 

Stage groups 

Stage 0 Tis N0 M0 

Stage 1A T1 N0 M0 

Stage 1B 

Stage 1B 

T1 N1 M0 

T2 N0 M0 

Stage IIA 

Stage IIA 

Stage IIA   

T1 N2 M0 

T2 N1 M0 

T3 N0 M0 

Stage IIB 

Stage IIB   

Stage IIB 

T1 N3a M0 

T2 N2 M0 

T3 N0 M0 

Stage IIIA 

Stage IIIA 

Stage IIIA 

Stage IIIA 

Stage IIIA 

T2 

T3 

T4a 

T4a 

T4b 

N3a 

N2 

N1 

N2 

N0 

M0 

M0 

M0 

M0 

M0 

Stage IIIB 

Stage IIIB 

Stage IIIB 

T1 N3b M0 

T2 N3b M0 

   T3 N3a M0 

Stage IIIB    T4a N3a M0 

Stage IIIB   

Stage IIIB 

   T4b 

   T4b 

N1 

N2 

M0 

M0 

Stage IIIC    T3 N3b M0 



Stage IIIC 

Stage IIIC 

Stage IIIC 

   T4a 

   T4b 

   T4b 

N3a 

N3a 

N3b 

M0 

M0 

M0 

Stage IV   Any T Any N M1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Abdominal pain 

(二) Weight loss 

(三) UGI bleeding 

(四) Tarry stool 

(五) Bloody vomitus 

(六) Dysphagia 

(七) Nausea / vomiting 

 六、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Blood routine 

(二) Tumor markers (CEA, CA 19-9) 

(三) Abdominal sonogram 

(四) Chest plain film 

(五) Endoscopic ultrasound 

(六) CT scan 

(七) PET-CT scan 

 七、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Stable vital signs 

(二) Normal oral intake 

 八、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For intramucosal early gastric cancer: 



    Endoscopic mucosectomy or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gastric  

perforation 

(二) For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1. Radical subtotal gastrectomy: anastomotic leakage, intraabdominal 

abscess, pneumonia, etc. 

2. Radical proximal subtotal gastrectomy: anastomotic leakage, 

intraabdominal abscess, pneumonia, etc. 

3. Radical total gastrectomy: anastomotic leakage, intraabdominal 

abscess, pneumonia, etc. 

4. Palliative gastrectomy: anastomotic leakage, intraabdominal abscess, 

pneumonia, etc. 

5. Bypass therapy: anastomotic leakage, intraabdominal abscess, 

pneumonia, etc. 

 九、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Adjuvant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二) Radiotherapy 

 十、預後 Outcome 

(一) 5-year survival rate: 

(二) stage I: 90-95% 

(三) stage II: 70-80% 

(四) stage III: 30-50% 

(五) stage IV: 10%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7 – 14 days, may be longer if complication occurred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OPD visit about one week after discharge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Wound care 

(二) Dietician consultation 

(三) Nursing care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regular follow-up, every 3 months in the first 3 years, then 6 months in the 

following 2 years, then every year after 5-year follow-up, if recurrence during 

follow-up, may consider chemotherapy 

參、 文獻 

1. Japanese Gastric Cancer Association. Japanese gastric cancer treatment 

guidelines 2014 (ver. 4). Gastric Cancer (2017) 20:1–19 

2.  AJCC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Cancer Staging Manual, 8th 

edition, 2017, p. 211-212.  

3. Tsendsuren, T, Jun, SM, Mian, XH. Usefulness of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in preoperative TNM 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6; 12:43.     

4. Kinkel, K, Lu, Y, Both, M, et al. Detection of hepatic metastases from 

cancers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by using noninvasive imaging methods 

(US, CT, MR imaging, PET): a meta-analysis. Radiology 2002; 224:748.  

5. Yoshioka, T, Yamaguchi, K, Kubota, K, et al. Evaluation of 18F-FDG PET 

in patients with a, metastatic, or recurrent gastric cancer. J Nucl Med 2003; 

44:690. 

6. Takahashi, Y, Takeuchi, T, Sakamoto, J, et al. The usefulness of CEA and/or 

CA19-9 in monitoring for recurrence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 Gastric Cancer 2003; 6:142.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54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54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54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66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66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66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67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67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67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83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83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83


7. Duraker, N, Celik, AN.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preoperative serum 

CA 19-9 in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gastric carcinoma: comparison with 

CEA. J Surg Oncol 2001; 76:266.  

肆、 編審人員 

編審 姓名 職稱 簡歷 

撰寫者 方文良 主治醫師 學歷 陽明大學醫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臨醫所博士 

經歷 北榮住院醫師、總醫師 

     陽明大學副教授 

專長 一般外科、胃癌手術、 

     消化外科 

審核者 周嘉揚 主任 學歷 台大醫學院醫學系畢 

經歷 北榮住院醫師、總醫師 

     陽明大學教授 

專長 肝膽胰外科、一般外科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84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84
http://www.uptodate.com/online/content/abstract.do?topicKey=gicancer/4529&refNum=84


疾病名稱：Morbid obesity 

ICD-10-CM：E66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Morbid obesity 

 二、目的 Purpos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guideline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 of the guideline 

    Physicians, surgeons, medical students, hospital staff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於減重門診初診時會安排以下術前檢查： 

(一) EF&WM 

(二)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三) Panendoscopy 

(四) Psychiatrist consultation 

(五) Dietician consultation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Body mass index >35 with comorbidities or body mass index >40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Cushing syndrome 

(二) Hypothyroidism 

 四、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Weight gain 



(二)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三) Sleep apnea syndrome 

(四) Irregular menstrual cycle (for female) 

 五、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Blood routine 

(二) Liver sonogram 

(三) Fibroscan 

(四) Thyroid function 

(五) Liver function 

(六) Diabetes mellitus survey (blood glucose, HbA1c, C-peptide) 

(七) ATCH, cortisol 

 六、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Stable vital signs 

(二) Tolerate liquid diet 

 七、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Bariatric surgery: 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 laparoscopic Roux-en-Y 

gastric bypass 

 八、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一) Intragastric balloon implantation (胃內水球置入) 

(二)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針灸治療) 

(三) Diet control (飲食控制) 

 九、預後 

    手術一年後約可減去超過理想體重的過多體重的 70-80% 

 十、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6 days, may be longer if complication occurred 

 十一、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出院後約一週左右回診。 

 十二、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出院後宜持續流質飲食約一至二週, 之後再改成軟質飲食, 約術後一 

個月再開始進食一般飲食。因術後六個月內體重會下降快速, 建議多攝 

取高蛋白以及綜合維他命等營養補充品, 以免掉髮。 

(二) 出院後若有傷口感染腹痛發燒等不適等症狀, 需儘早回診或至急診。 

 十三、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出院後宜門診規則追蹤, 第一年需每三個月回診, 第二年需半年回診一次, 

第三年以後建議每年回診一次。本院設有[減重及代謝手術中心]以及個案管理師, 

也會告知病人若有任何醫療相關問題或身體不適可與個案管理師聯繫。 

參、 相關網站連結 

    台北榮總減重及代謝手術中心: https://wd.vghtpe.gov.tw/bmsc/Index.action 

肆、 編審人員 

編審 姓名 職稱 簡歷 

撰寫者 方文良 主治醫師 學歷 陽明大學醫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臨醫所博士 

經歷 北榮住院醫師、總醫師 

     陽明大學副教授 

專長 胃癌手術、減重外科、 

     消化外科 

審核者 周嘉揚 主任 學歷 台大醫學院醫學系畢 

經歷 北榮住院醫師、總醫師 

     陽明大學教授 

專長 肝膽胰外科、一般外科 

 

https://wd.vghtpe.gov.tw/bmsc/Index.action


疾病名稱：Nontoxic Nodular Goiter  

ICD-10-CM：E01.1~E04.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甲狀腺功能亢進、葛雷夫氏症、橋本氏甲狀腺炎。  

 二、目的 

    手術的目的在治療藥物無法控制的甲狀腺功能亢進或解除壓迫性症狀。 

 三、指引使用者 

醫師、醫療及護理人員、技術人員、醫學生。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一) Size and consistency of thyroid 

(二) Thyroid function test, antibodies 

(三) 氣管是否偏移 

(四) 藥物控制效果 

 二、診斷依據 

(一) Symptoms and signs (clinical history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二) Sonogram of neck 

(三) Thyroid function (free T4, HS-TSH), aTPO, aTG, T-R-Ab 

 三、鑑別診斷 

(一) Anxiety neurosis 

(二) Subacute thyroiditis 

(三) Chorionic or pituitary tumor 

(四) Pheochromocytoma, acromegaly 



(五) Cardiac diseases, muscle wasting 

(六) Bone atrophy 

(七) Cancer of thyroid 

 四、疾病(病理)分期 

    Not available for benign disease. 

 五、臨床症狀 

(一) Weight loss despite of good appetite 

(二) Preference for cold weather 

(三) Sweating, tremor of hands, nervousness 

(四) Emotional instability, palpitations, diarrhea 

(五) Menorrhagia, loss of hair, muscle weakness 

(六) Enlarged thyroid gland with or without increased vascularity 

(七) Exophthalmos 

 六、發生率及盛行率 

(一) 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 prevalence about 1%;  

more common in older age groups, less female preponderance 

The incidence of progression to overt thyrotoxicosis: 5% per year 

(二) Hyperthyroidism: approximately 2 % of women and 0.2 % of men 

(三) rare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from 0.1 in 100000 in young children to 

3.0 in 100000 in adolescents 

 七、檢驗及其他檢查 

(一) Thyroid function test (free T4, HS-TSH) 

(二) Thyroid scan 

(三) Thyroid antibody test (aTG, aTPO, T-R-Ab) 

(四) Sonogram of neck 

(五) EKG, CXR 



(六) CT of neck (optional) 

(七) Fine-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optional) 

(八) Routine examination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一) 住院條件: 檢查完成並經手術前評估 

(二) 出院條件: 手術後病情穩定、傷口癒合良好  

 九、主要治療處置 

(一) Bilateral subtotal lobectomy 

(二) Unilateral lobectomy plus contralateral subtotal lobectomy 

(三) Total thyroidectomy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一) Antithyroid drugs (Propylthiouracial or Carbimazole ± Inderal) 

(二) Radioactive iodine 

 十一、預後 

    佳 

 十二、住院天數 

    3-4 天 

 十三、出院計畫 

(一) wound care  

(二) outpatient department follow up 

 十四、出院衛教 

(一) 傷口照護: 定期檢視，美容膠覆蓋不需天天更換，僅需換外面敷料。傷  

 口若有紅、腫、化膿，隨時至門診或急診處理。 

(二) 術後第四天可以開始熱敷，每天四次，每次 15-20 分鐘。 

(三) 全甲狀腺切除術後需補充甲狀腺素，每天早上空腹服用。 

(四) 若出現肢體麻木感或抽痙，必要時需補充鈣片及維他命 D。 



 十五、出院追蹤 

(一) Physical examination 

(二) Sonogram of neck 

(三) Thyroid function (free T4, TSH) 

參、 文獻 

1. Orlo H. Clark, Quan-Yang Duh, Electron Kebebew. Textbook of Endocrine 

Surgery, 3rd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6. 

2. Haugen, Alexander, et al. 2015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Adult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s and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Guidelines Task Force 

on Thyroid Nodules and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Thyroid. Jan 2016, 

26(1): 1-133. 

3. Wiersinga WM.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and hyperthyroidism. I.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relevance. Neth J Med. 1995; 46:197-204  

4. Miehle K, Paschke R. Therapy of hyperthyroidism. Exp Clin Endocrinol 

Diabetes. 2003; 111: 305-18. 

5. Grüters A, Ocular manifestation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thyrotoxicosis. Exp Clin Endocrinol Diabetes. 1999;107 Suppl 5:S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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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Intestinal Obstruction 

ICD-10-CM：K56.60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Intestinal obstruction 

 二、目的 Purpos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guideline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 of the guideline 

    Physicians, surgeons, medical students, hospital staff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一) Nausea and/or vomiting 

(二) Vital signs 

(三) Co-morbidity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Symptoms and signs 

(二) Physical examinations 

(三) KUB 

(四) CT scan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Paralytic ileus 

(二) Intestinal pseudo-obstruction 

(三) Acute gastroenteritis 

 四、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一) Abdominal distension 

(二) Nausea and/or Vomiting 

(三) Abdominal cramping pain 

(四) No flatus 

 五、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一) Most (75%) caused by previous laparotomy (among them 15% need  

 readmission for bowel obstruction and 3% need reoperation) 

(二) 25% caused by hernia or volvulus 

 六、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一) Liver functions 

(二) Renal functions 

(三) Blood routine 

(四) Ultrasound 

(五) CT scan (optional) 

 七、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Stable vital signs 

(二) Normal oral intake 

 八、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IV fluid, antibiotics treatment, peripheral parental nutrition (PPN) or totally 

parental nutrition (TPN).   

Enterolysis, intestinal resection and anastomosis, ileostomy or colostomy. 

 九、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May be more than 7 days 

 十、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OPD visit 1 week after discharge 

 十一、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Wound care 

(二) Dietician consultation 

(三) Nursing care 

 十三、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Hospital visit if symptoms of intestinal obstruction recurred 

參、 文獻  

1. Shackelford’s surgery of the alimentary tract, 8th edition. Chapter 7: 

P842-850.  

2. 2. Sabiston textbook of surgery: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modern surgical 

practice. 19th edition. Chapter 50: P1236-1244 

3. 3. Schwartz’s principle of surgery, 8th edition. Chapter 27: P1027-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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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稱：Malignant Neoplasm of Pancreas 

ICD-10-CM：C25.9 

壹、 前言 

 一、適用範圍 Scope:  

    胰臟癌 

 二、目的 Purpose:  

    臨床診斷及治療準則 

 三、指引使用者 The target user of the guideline:  

Physicians, surgeons, medical students, and medical staffs. 

貳、 重要臨床準則 

 一、評估 Assessment 

    由於胰臟癌缺乏有效的篩選方法及明顯且特殊的症狀，故不易早期診斷。目

前胰臟癌的治療方式主要以手術切除為主，化學及放射治療為輔。可惜大部份胰

臟癌有明顯症狀時，當診斷時其腫瘤常已無法切除。 

 二、診斷依據 Diagnosis criteria 

(一) Symptoms and signs 

(二) Biochemistry 

(三) Tumor markers 

(四) Sonography 

(五) CT scan 

(六) MRCP 

(七) ERCP 

(八) PTCD 

(九) Pathology 



 三、鑑別診斷 Differential Diagnosis 

(一) Bile duct cancer 

(二) Ampullary cancer 

(三) Duodenal cancer 

(四) Chronic pancreatitis 

(五) CBD stone disease 

(六) Cholangitis 

四、疾病（病理）分期 Disease and Pathology stage（AJCC2016, 8th ed.） 

    Exocrine pancreas 

Primary Tumors（T） 

TX Primary tumor cannot be assessed 

T0 No evidence of primary tumor 

Tis Carcinoma in situ. This includes high-grade pancreatic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PanIn-3), 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 with 

high-grade dysplasia, intraductal tubulopapillary neoplasm with 

high-grade dysplasia and mucinous cystic neoplasm with high-grade 

dysplasia. 

T1 Tumor ≦ 2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T1a Tumor ≦ 0.5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T1b Tumor > 0.5cm and <1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T1c Tumor 1-2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T2 Tumor >2cm and ≦ 4 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T3 Tumor > 4cm in greatest dimension  

T4 Tumor involves the celiac axis,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and/or 

common hepatic artery, regardless of size 

Regional Lymph nodes（N） 



NX Regional lymph nodes cannot be assessed 

N0 No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N1  Metastasis in one to three regional lymph nodes 

N2 Metastasis in four or more regional lymph nodes 

Distant Metastasis （M） 

cM0 No distant metastasis 

cM1  Distant metastasis 

pM1  Distant metastasis, microscopically confirmed 

Stage Grouping 

0  Tis   N0   M0 

IA  T1   N0   M0 

IB  T2   N0   M0 

IIA  T3   N0   M0 

IIB  T1   N1   M0 

  T2   N1   M0 

  T3   N1   M0 

III  T1   N2   M0 

  T2   N2   M0 

    T3   N2   M0 

T4   Any N  M0 

IV  Any T  Any N  M1 

Histologic Grade（G） 

GX  Grade cannot be assessed 

G1  Well differentiated 

G2  Moderately differentiated 

G3  poorly differentiated 



Residual Tumor（R） 

RX  Presence of residual tumor cannot be assessed 

R0  No residual tumor 

R1  Microscopic residual tumor 

R2  Macroscopic residual tumor 

 五、臨床症狀 Signs and Symptoms 

    胰臟癌的好發年齡為 60 歲以上居多，男性略多於女性。症狀則依腫瘤位置

不同而可能不同。胰頭癌的病人（約 75％）最常至醫院看病的症狀為黃疸；其

黃疸特徵常為無痛性（painless）、無發燒（afebrile）、漸進性惡化（progressive）

且不會緩解（non-remittent）的阻塞性黃疸，即是所謂的惡性黃疸（malignant 

jaundice）。若膽道被腫瘤組織完全阻塞，則可能產生灰白便（clay stool）。其他

較可能的症狀包括上腹痛，背痛、體重減輕、食慾不振、噁心、嘔吐等症狀。至

於胰體尾癌的病人（15~20％）的症狀則更不顯著，較常見為左上腹痛、背痛、

體重減輕、較晚期則可能以左上腹腫塊表現。 

 六、發生率與盛行率 Incident and Prevalent 

    胰臟癌在台灣常列為十大癌症死亡疾病之一，而在美國則為第五位癌症死亡

疾病。 

 七、檢驗與其他檢查 Laboratory and Other examination 

    診斷上，除了靠臨床症狀來高度警戒外，尚可經由檢查 CA19-9 及 CEA 等

血液腫瘤標記來做為診斷及治療後追蹤的參考指標。影像學檢查除了腹部超音波

是第一線且較常用的檢查外，若無明顯其他器官轉移，常需以胰臟為主的高解析

度電腦斷層檢查（spiral CT scan）來確定診斷，並用以了解其可切除性。有時仍

需以核磁共振膽胰造影檢查（MRCP）來提供更多的腫瘤資料，或取代內視鏡逆

行性膽胰造影檢查(ERCP)或經皮穿肝膽道攝影及引流術(PTCD)等較侵入性的檢

查。有時病人臨床表現出惡性膽道阻塞症狀，但其 CT 或 MRCP 並無法明顯檢查

出有胰頭腫瘤，則 ERCP 或 PTCD 則可能會有相當的幫助。雖然膽道攝影



(cholangiogram)並不能直接顯示腫瘤，但其膽道如為惡性阻塞形狀(如 beak sign、

segmental irregular narrowing、irregular or sudden disruption of distal common bile 

duct 等)，則常是唯一診斷為需要手術的依據。進年來由於電腦斷層及核磁共振

影像檢查的精進，腹部血管攝影在診斷檢查上已較無其重要地位。至於術前或術

中的腫瘤切片檢查，因其診斷率不高（約 70％）且切片可能會傷及胰管或膽管，

甚至引出血等致命的合併症，故若其胰頭腫瘤為可切除，則大部份的文獻及醫學

書建議逕行切除，不一定要等到有切片報告確定為惡性才予以切除。根據回顧性

文獻報告，若術前影像學檢查高度懷疑是惡性，不經由切片證實為惡性，而逕行

予以切除，則其偽陽性(false positive rate，良性結果）的機率是 2~8％；反之因

病人因素或醫生個人見解不同而不予以切除，則日後證實為惡性的可能性為

20~50％。 

 八、住院及出院條件 Admission and Discharge criteria 

(一) Stable vital signs 

(二) No fever 

(三) Normal oral intake 

九、主要治療處置 Primary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一) 傳統開腹式手術 

(二) 微創手術（腹腔鏡輔助、達文西機器人輔助） 

(三) 胰臟癌手術切除條件（Criteria defining resectability of pancreas cancer）: 

1. Resectable 

HEAD/BODY/TAIL 

(1) No distant metastases 

(2) Clear fat plane around celiac and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ies 

(SMA) 

(3) Patent superior mesenteric vein (SMV)/portal vein 

2. Locally advanced resectable (Borderline resectable) 



(1) HEAD / BODY 

A. Severe unilateral SMV/portal impingement 

B. Tumor abutment on SMA 

C. Gastroduodenal artery (GDA) encasement up to origin at 

     hepatic artery 

D. Colon or mesocolon invasion 

(2) TAIL 

A. Adrenal, colon or mesocolon, or kidney invasion 

B. Preoperative evidence of biopsy-positive peripancreatic lymph   

node 

3. Unresectable    

(1) HEAD 

A. Distant metastases (includes celiac and/or para-aortic) 

B. SMA, celiac encasement 

C. SMV/portal occlusion 

D. Aortic, Inferior vena cava (IVC) invasion or encasement 

E. Invasion of SMV below transverse mesocolon 

F. BODY 

(2) Distant metastases (includes celiac and/or para-aortic) 

A. SMA, celiac, hepatic encasement 

B. SMV/portal occlusion 

C. Aortic invasion 

(3) TAIL 

A. Distant metastases (includes celiac and/or para-aortic) 

B. SMA, celiac encasement 

C. Rib, vertebral invasion



胰臟癌治療準則 

 

 

 

 

 

 

 

 

 

 

  

 

 

 

 

 

 

 

 

 

見沒有轉移治療準則               見有轉移治療準則 

臨床症狀或超音波懷疑胰臟癌 

腹部電腦斷層掃瞄（CT）/磁振膽胰道造影術
（MRCP）/測 CA19-9/CEA 

沒有轉移 有轉移 



  

 

 

 

 

 

 

 

                             

 

                                                             

 

 

 

 

 

 

 

  

 

 

 

 

 

 

沒有轉移且沒有膽道阻塞的胰臟癌 

可切除的腫瘤/局部擴散但仍可切除的腫瘤 不可切除的腫瘤但沒有轉移 

手術切除 

外科切除 開刀時不可切除(可考慮加作術中電療) 

考慮化療/放射線治療/臨床試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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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每 3-6 個月作追蹤評估及測 CA19-9/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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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轉移但呈現黃疸的胰臟癌 

呈現膽管炎及發燒等症狀 無膽管炎且無發燒 暫時性膽道支架(stent)/ 外引流 

可切除的腫瘤或局部擴散但仍可切除者 不可切除的腫瘤但沒有轉移 

切片 

外科切除 

考慮化療/放射治療/臨床試驗治療 暫時性/永久性膽道支架 

術後每 3-6 個月作追蹤評估及測 CA19-9/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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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輔助或替代治療 Adjuvant/ Substitute treatment 

    放射治療及化學藥物治療。 

 十一、癒後 Outcome 

    全數胰臟癌病人（overall）的五年存活率可能不到 5％，中數存活期則只有

4~6 個月。能手術切除（resectable）的病人（約 20％），其五年存活率約 5.5~20%，

中數存活期為 12~19 個月。 

 十二、住院天數 Length of stay 

    30 天 

 十三、出院計畫 Discharge plan 

    依據腫瘤狀況，會診藥物腫瘤科或放射腫瘤科醫師做後續的化療或是藥物治

療。 

十四、出院衛教 Discharge health education 

(一) Woun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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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Vital sign monitoring 

(三) Nutrition education 

(四) Psychosocial support 

十五、出院追蹤 Discharge follow up 

(一) First OPD visit: 2 week 

(二) Follow-up every 3 months within 3 years 

(三) Follow-up every 6 months after 2 years 

(四) Follow-up every 1 year after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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