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胃食道逆流疾病 李兆偉

基本資料：

王先生，33 歲，高中畢業，未婚和父母同住，目前從事服務業。王先生已戒菸兩年，但

在之前十多年每天都抽至少一包菸。此外，他現在每天都還至少喝兩到三瓶啤酒。王先生本

身無特殊系統性疾病，也不嚼食檳榔，但平時並沒有規律院動的習慣。家中成員皆無任何慢

性病及癌症病史。

病史：

33 歲王先生自述在最近兩年內常發生胸骨下刺痛的情形。此胸痛沒有加重或緩減因子，

也沒有轉移痛或輻射痛，疼痛的發生和飲食也無關，但此胸痛常伴隨著乾咳及流鼻涕。王先

生也否認他有頭暈、冒冷汗、呼吸急促、發燒、咳嗽、嘔吐、吞嚥困難、解黑便、胸口灼熱，

或酸逆流的感覺。王先生先去胸腔內科門診求診。胸腔科醫師聽兩側肺音對稱無異常，其餘

身體檢查、胸部 X 光、肺功能檢查、及心電圖皆正常。腔科醫師診斷為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

(COPD)，因此開立咳嗽藥及建議王先生戒菸 。王先生在胸腔科治療一年，乾咳情形仍沒好

轉。胸腔科醫師安排胸部電腦斷層及支氣管鏡皆無特別發現。經過再次詳細問診，王先生主

訴最近除乾咳外，也出現了上腹部灼熱感及喉頭有酸水的感覺。王先生因此被轉介去腸胃科

門診，腸胃科醫師安排了胃鏡。胃鏡發現為 LA classification grade B 的胃食道逆流疾病

(gastroesophgeal reflux disease, GERD) (圖 1)及胃竇炎。 腸胃科醫師因而開立了 lansoprazole
1pc PO QD。王先生吃了十個月的藥，依然乾咳、上腹灼熱、及喉頭酸水逆流。此外，聲音

也逐漸沙啞。胃腸科醫師又安排胃鏡，發現胃食道逆流仍然存在(圖 2)，因此轉介到一般外科

醫師門診。

理學檢查：

頭頸部並沒有明顯黃膽、貧血、及頸部淋巴結腫大的情形；兩側呼吸音正常，無囉音；

心臟搏動規律無雜音；腹部柔軟平坦，肝臟及脾臟無明顯腫大，腸蠕動正常，叩診無漲氣；

肛門指診僅發現殘餘糞便，沒有發現腫塊及出血，攝護腺沒有腫大。

實驗室檢查：

實驗室檢查顯示白血球數為 9800 /uL、紅血球數為 5.36 million/uL、血紅素為 15.8 g/dL、
血 比 容 為 48 % 、 血 小 板 為 309000 /uL 。 血 清 丙 酮 轉 氨 基 脢 (GOT, glutamate
oxaloacetate transaminase)為 22 U/L、直接型膽紅素(Direct bilirubin)為 0.2 mg/dL、血清白蛋白

(albumin)為 4.67 g/dL、鈉為 145mEq/L、鉀為 4.3mEq/L。

住院經過：

王先生被安排住院準備接受手術，住院時並沒有發現更多不適之處，飲食及大小便亦十

分正常，並無嘔吐或吞嚥困難情形。住院第二天接受腹腔鏡 Nissen 式胃底摺疊手術

(laparoscopic Nissen fundoplication) (圖 3)。王先生在術後第一天開始嘗試喝水。然而，喝完水

後三到五分鐘就把喝的水都吐出來。術後第三天，王先生開始出現持續性反胃打嗝且主訴下



胸部有被拉緊的感覺，吞嚥也很困難，吃藥喝水都立即吐出來。一般外科醫師因而安排了

esophagography，發現食道下端狹窄，顯影劑僅少許通過 (圖 4)。因持續性嘔吐、反胃打嗝及

腹脹，外科醫師和王先生討論後決定要再進行第二次手術，於是在術後第五天接受了修改手

術，手術方式為腹腔鏡改良式 Toupet 手術(revisional surgery: Laparoscopic modified Toupet
procedure (180 degrees))，術後復原良好，沒有再出現嘔吐及吞嚥困難的情形，王先生在術後

第七天順利出院。

問題與討論：

1. 胃食道逆流疾病的病人，何時需要手術治療 ？

ANS: 胃食道逆流的治療方式一般來說包括藥物及手術治療。藥物治療一般是開立氫離子幫

浦抑制劑(proton pump inhibitor)約八週。手術適應症則包括 :

圖 3 (Adapted from refer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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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治療後仍持續性或復發性症狀

‧ 內視鏡下發現嚴重食道炎

‧ 良性狹窄

‧ 食道呈現巴瑞特式(Barrett’s)柱狀上皮 (columnar-lined epithelium) (但沒有嚴重不良生

長(dyaplasia)或癌症(carcinoma))
‧ 和胃食道逆流相關之呼吸道症狀復發 (吸入性肺炎，氣喘，咳嗽，喉炎) [1,2]
手術方式則包括 :
‧ 無併發症型: 代表食道長度和活動力正常

– 腹腔鏡 Nissen 式胃底摺疊手術(laparoscopic Nissen fundoplication) (360 。)
– 腹腔鏡 Toupet 式胃底摺疊手術(laparoscopic Toupet fundoplication) (270 。)

‧ 併發症型 : 代表食道長度或活動力異常，一般採取開腹式手術

食道活動力異常

– Toupet 式/部分胃底摺疊手術以避免術後阻塞

食道長度過短

– 經胸腔 Belsy 式部分胃底摺疊手術或經胸腔 Nissen 式胃底摺疊手術

王先生因長期慢性乾咳，上腹灼熱，酸水逆流且藥物治療無效，所以建議手術。

2. 手術前應做些什麼評估？應注意些什麼？

ANS: 對於胃食道逆流疾病的患者，手術前的評估應包括上消化道內視鏡及上消化道鋇劑攝

影。此外，亦可安排食道壓力檢查及 24 小時食道 pH 質監測。上消化道內視鏡可評估逆流

嚴重程度及排除其他胃食道疾病，而鋇劑攝影檢查則可決定食道長度及食道裂孔疝氣的嚴

重程度。

此外，病人本身的系統性疾病也必須在術前獲得適當檢查及控制。病人如有糖尿病，

則須在手術之前將其血糖控制在至少 250 mg/dL 以下，且手術當天早上應停止服用口服降

血糖藥，改用點滴滴注胰島素，並規律監測血糖。病人如有高血壓，手術前也應獲得適當

控制，手術當天早上也應繼續服用降血壓藥。病人如平時有服用抗凝血劑，術前也應視情

況停用並檢查凝血功能，待凝血功能恢復後才可開刀。最後，此手術應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並在手術下刀前 30 至 60 分鐘內滴注以達到適當之血液濃度。

3. 該如何照顧腹腔鏡 Nissen 式胃底摺疊手術後的病人？

ANS: 手術後一般建議流質飲食至少兩周 [2]。因約有 8-12%病人在術後會有吞嚥困難的情

形 [3]，所以有時候甚至建議流質飲食要使用到術後第三個月。若病人術前即有吞嚥困難的

情形，則術後更容易會有吞嚥困難發生，對於這些病人的飲食衛教則須更小心。

4. 腹腔鏡 Nissen 式胃底摺疊手術後可能有什麼併發症及如何處理？

ANS: 手術併發症如下 [3-4]:
‧ 胃或食道受傷 (gastric or esophageal injury): 4-5%
‧ 脾臟受傷以致需要脾臟摘除 (splenic injury requiring splenectomy): 1-2%
‧ 氣胸 (pneumothorax)
‧ 術後出血 (bleeding): 3%



‧ 肺炎(Pneumonia)
‧ 吞嚥困難 (Dysphagia): 約 8-12%
‧ 腹部脹氣 (Bloating)
若吞嚥困難持續 12 週以上，則建議做食道攝影檢查。約有 6%-12%的病人在術後需要受

內視鏡食道擴張術來解決吞嚥困難的問題 [5]。若擴張後仍然吞嚥困難，就可能需要接受

修改手術。據統計，約有 5%-10% 的病人須接受修改手術，術後吞嚥困難及逆流是修改手

術最常見的適應症。當然，再次手術的風險及併發症會比第一次手術來的高 [6]。以王先

生為例，術後即出現吞嚥困難的情形，有可能是術中胃底摺疊過度所造成，也有可能是術

後組織水腫造成管腔狹窄所造成。根據文獻，我們可以先採取保守療法包括使用流質飲食

及內視鏡食道擴張術並等待兩到三個月後再評估是否需要再次手術。當然，若和病患討論

後且病患有強烈意願，提早進行再次手術也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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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案討論(醫師)

教學目標：
1. 了解胸痛的病史詢問重點及鑑別診斷。
2. 了解慢性咳嗽的病史詢問重點、鑑別診斷、及診斷流程。
3. 了解胃食道逆流的診斷方式及胃鏡下的分類。
4. 了解各項實驗室檢查的代表意義及數值判讀，能了解在不同的鑑別診斷下須
額外安排哪些實驗室檢查？
5. 了解胃食道逆流的治療原則及方式
6. 了解胃食道逆流的手術適應症。
7. 了解胃食道逆流的手術方式及其優缺點。
8. 了解胃食道逆流手術後的照顧方式及重點
9. 了解胃食道逆流的手術併發症。
10. 能讓病人及家人術前充分了解手術方式及可能面對的風險。
11. 能衛教術後飲食、傷口恢復、及後續追蹤的注意事項
12. 學習和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員合作，達到專業能力互相交流與溝通，使病人獲
得跨領域完整照護。

教學重點：
1. 不同原因的胸痛的可能病史及理學檢查重點。
2. 胃食道逆流胃鏡下的分類。
3. 胃食道逆流的診斷及治療方式。
4. 胃食道逆流的手術治療方式及原則。
5. 胃食道逆流手術後照顧及注意重點。
6. 常見的手術併發症及處理方式

教學方式與媒介：
1. 共同研讀：研讀相關電子資料庫、包括參考書籍、醫學期刊、治療指引。
2. 案例討論。
3. 實際演練。
4. 和其他領域(護理、藥劑、放射、醫檢等)師生共同討論。

問題與討論：
1. 術前應做哪些實驗室及影像學檢查？
2. 何時要考慮開刀？
3. 採取何種手術方式較好？
4. 術後有併發症時該安排何種檢查 ？
5. 何時應該考慮再次手術？



學習評核方式與回饋：
1. 心得報告。
2.筆試。
3.口試。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案討論(護理)

教學目標：
1.能瞭解胃食道逆流患者的主要不適症狀。
2.能瞭解胃食道逆流手術後病患照顧及觀察重點。
3.能運用衛教方式教導病患避免及遠離可能會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危險因子。
4.能運用相關護理指導患者住院及返家後的照護。

教學重點：
1.胃食道逆流不同術式的不同傷口位置。
2.胃食道逆流的照護重點及衛教內容。
3.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家庭內在結構及外在結構需評估的項目。
4.面對疾病復發其病患及家屬心理之調適。
5.病患住院及返家後自我照護相關護理指導。

教學方式與媒介：
1.學員預習案例相關知識(教師可提供相關知識來源)。
2.講授。
3.臨床實際評估及護理指導。
4.案例報告。
5.討論。

問題與討論：
1.胃食道逆流術後的照護與其他腹部手術有何不同？
2.如何評估何時可以開始進食？
3.患者的護理指導應包括哪些？
4.患者其家庭評估包括哪些？

學習評核方式與回饋：
1.Mini-CEX 評量。
2.DOPS 評量。
3.筆試。

4.口試。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案討論(藥劑)

教學目標：
1. 熟悉胃食道逆流常用的藥物及其副作用
2. 熟悉外科手術術後常用的止痛藥物內容
3. 何時需要預防性抗生素及如何選擇

教學重點：
1.術後常見的止痛藥物劑型與給予方式
2.腹部手術術後常用抗生素的種類、劑型、與腎功能不佳時如何調整？

教學方式與媒介：
1.講授
2.個案討論
3.臨床藥事照護

問題與討論：
1. 使用 opiates analgesics 或 NSAIDs 各要注意什麼樣的副作用？
2. 何時要使用預防性抗生素?要使用多久?
3. 術後靜脈點滴該如何選擇?

學習評核方式與回饋：
1.筆試
2.口試
3.客觀結構式臨床測驗 (OSCE)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案討論(放射)

教學目標：
1. 能了解常規胸部、腹部一般 X 光檢查攝影技術。
2. 能與患者及家屬進行良好溝通。
3. 能為患者做好必要輻射防護措施。
4. 能了解上消化道鋇劑攝影檢查的攝影技術及顯影劑的劑量

教學重點：
1. X 光攝影與上消化道鋇劑攝影檢查之準備工作與必要之攝影參數與技術調
整。
2. 進行衛教的解說重點與技巧。
3. 輻射防護鉛衣與設備的使用。

教學方式與媒介：
1. 臨床教師現場模擬教學。
2. 學員觀摩臨床教師實際執行方式，並於檢查完成後進行討論。
3. 影像評估與解說。

問題與討論：
1. 進行入院放射檢查之目的為何。
2. 如何依據病患個別狀況調整攝影參數與技術。
3. 患者與其家屬所接受之輻射曝露劑量與影響為何。
4. 若患者腎功能不佳該如何調整顯影劑劑量？

學習評核方式與回饋：
1. DOPS 評量。
2. 課後討論。
3. 學員學習成效自我評量。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案討論(醫檢)

教學目標：
1.熟悉血液檢驗的相關技術及白血球分類判讀技術。
2.熟悉各種生化檢驗值在胃食道逆流患者可能出現的異常

教學重點：
1.術前檢查的相關血液、體液、尿液常規、生化檢驗項目之介紹。

教學方式與媒介：
1.講授。
2.臨床實際操作。
3.指導學員閱讀相關教科書與文獻搜尋。

問題與討論：
1.胃食道逆流病患在血液生化常規檢查會出現哪些異常現象。

學習評核方式與回饋：
1. 胃食道逆流案例討論與分析：檢驗數據判讀、異常處理與主動通知。
2.實際操作測試。
3.口試及筆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