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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周邊血管之3
「從二○一二年十月開始，母親的左

腳趾縫處出現一個小傷口，始終沒有好

過，雖然母親高齡八十八歲，但沒有糖

尿病，我們就帶她到附近皮膚科就診，

醫生判斷是香港腳，我們依照指示擦了

藥之後，每況愈下，傷口潰爛越來越嚴

重。直到後來讓臺北慈濟醫院皮膚科王

淳樺醫師看診，才推斷可能是血管阻

塞。」想起當時母親因疼痛無法行走，

吃不好睡不好，出現憂鬱與意志消沉的

情形，劉奶奶的女兒就很懊悔，沒有及

早發現傷口的異狀。

雖然劉奶奶在二○一三年四月到某

醫學中心進行血管擴張手術，從左手肱

動脈進入，術後反造成血管纖維化，不

僅傷口仍舊沒有改善，左手也因手術腫

脹無力近半個月。後來再回診，劉女士

因為久病不癒，消沉地跟醫生說：「我

的腳一直不會好，乾脆把腳趾切掉好

了。」那時醫生卻直接回答「好啊！」

才讓劉奶奶的女兒下定決心帶著母親

到臺北慈院找黃玄禮醫師治療。

黃玄禮醫師仍經過仔細評估，不厭

其詳的向家屬說明這類複雜的周邊血

文／黃玄禮  臺北慈濟醫院心導管室及周邊血管中心主任

黃玄禮醫師仔細的

檢查病人的雙腳狀

況。 周 邊 血 管 團

隊 八 年 來 共 治 療

六百三十位病人、

實行接近一千兩百

次的血管治療，發

現甚至嚴重肢體壞

疽患者，只要仔細

疏通血管，有百分

之八十一的患者可

以痊癒，保肢高達

九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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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病變醫療步驟，並提供各項檢查的數

據及影片。經過兩階段的處置，順利將

左右腳阻塞的血管打通，讓溫暖的動脈

血液可以直達腳底。術後更關心病人的

恢復狀況，謹慎追蹤，敬業及認真的態

度，獲得家屬深深的肯定。感慨母親差

點要截肢，劉女士的女兒感恩臺北慈濟

醫院團隊一站式的服務，整合骨科、感

染科、新陳代謝以及整型外科等會診，

省去病人再轉診掛號。現在，媽媽傷口

已癒合，行動自如，飲食睡眠都變好

了，腳部也明顯有了溫度，劉奶奶終於

重拾笑容。  

周邊血管阻塞勿輕忽

影響身心行動與生命

三高的疾病發生率，隨著國人飲食

漸漸西化而逐年提高，高血壓、糖尿病

和高血脂病人若控制不良，很容易造成

末稍動脈狹窄和阻塞。但其實不只有患

有三高疾病的患者須留心，因為一般人

隨著年齡增長，罹患機率也隨之提高，

年紀越大越容易有周邊血管阻塞的情

形發生，其危險性幾乎等同心臟病與腦

中風。

所以一般民眾千萬不可單單把焦點

放在心肌梗塞，腦中風等心腦血管疾

病，反而忽略了周邊血管阻塞疾病所帶

來的危險。雖然周邊血管阻塞不會有立

即性的生命危險，但嚴重時，卻可能造

成肢體壞疽而面臨截肢，一旦截肢不只

身心受創、行動不便，免疫力下降，其

五年的存活率甚比許多癌症來得更低。

疏通周邊血管

成功率高併發症少

周邊血管阻塞分為動脈和靜脈兩種：

動脈周邊血管阻塞：

1. 成因：

體內有過多膽固醇，長期累積血脂肪囤

積血管壁上，使得血管變得越來越狹

窄，產生血流不順的情形。嚴重時，就

可能形成血栓堵住血流，促使被供應的

組織因此壞死，嚴重者甚至會截肢或死

亡。

2. 治療方式：

(1) 直接截肢或繞道血管手術：這些下

肢血管阻塞的病患多數年邁，且有

多重內科疾病，術中死亡率可達百

分之一點五到百分之六，八十歲以

上患者繞道血管手術併發症甚至高

達百分之二十。

(2) 動脈血管內介入治療：在鼠蹊部或

大腿，足背動脈做血管穿刺約零點

二公分的傷口，運用心導管的技術，

在顯影劑的圖像下，將微細導絲置

入血管中並穿過血管阻塞的部分，

之後輔以氣球，支架，雷射斑塊清

除，包膜性支架將血管撐開疏通，

改善末梢血液循環 ( 好比水管不通

疏通水管 )。在局部麻醉下進行，恢

復時間短，術後六至八小時若傷口

無礙，即可坐立或下床。若無傷口

需要清創，二至三天可出院回家，

成功率高，併發症少，且可重覆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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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周邊血管阻塞：

1. 成因：包括血液回流異常、靜脈栓

塞等疾病，可能是因為血液遲滯不

動、內皮細胞傷害以及血液黏稠度上

升等因素。常見於久病臥床、長時間

搭乘飛機、遊覽車等交通工具、或打

麻將與長時間上網等，造成下肢血液

回流變差。若是罹患癌症、外傷或有

血管炎等疾病，也可能導致血液黏稠

度過高而阻礙回流。

2. 治療方式：

(1) 傳統方式：以使用抗凝劑並且穿著

醫療級彈性襪為主。抗凝劑的作用

只是控制血栓的範圍，並無法有效

溶解既有血塊。

(2) 導管介入治療：在下腔靜脈過濾器

的保護下，在血栓內注入血栓溶解

劑，再使用強力抽吸導管快速的將

血塊抽出，必要時對狹窄的靜脈作

氣球擴張術或支架置放，或暫時置

放留置溶栓導管合併血栓溶解劑滴

注數天。

血管阻塞五大徵兆

及早發現不截肢

黃玄禮醫師提醒民眾，如果出現下列

五個徵兆，小心可能是周邊血管阻塞，

呼籲民眾要及早就醫。

1. 傷口久未癒合

當局部組織得不到養分與氧氣時，

皮膚就會因為缺血而由粉紅色轉為

暗紫色，如果是在腳趾頭，趾頭部

分就會發生潰瘍或壞疽的現象，並

隨著時間或身體狀況逐漸延伸到足

部或腳踝。而人體的組織一旦壞疽

就無法再生，所以必須及早發現並

治療。

2. 手腳老是感覺冰冷

黃玄禮醫師根據臨床經驗表示，先

觸摸患者雙腳的溫度與脈搏的強度，

如果溫度低、脈搏減弱又伴隨著手

麻腳麻的情況，就表示血液循環出

問題，如果只有手腳麻但脈膊、皮

膚溫度正常則可能是神經系統的問

題，但確切病因，仍須進行動脈血

管超音波檢查確認。

3. 無法長時間行走

當周邊性動脈阻塞的時候，有一個

典型徵兆為間歇性跛行，患者常常

走路一段時間，下肢因為血流不足

而感覺疼痛，所以需要坐著休息，

等血流恢復正常後，才能繼續行走，

同樣的情形會不斷重演，這就是間

歇性跛行。

4. 皮膚變薄、腿毛脫落、趾甲碎裂

周邊動脈血管阻塞後，血液循環就

會變差、肢體也就會有營養不良的

現象，所以除了會有腿毛容易脫落、

皮膚顏色變白、變薄，最明顯的就

是趾甲比較容易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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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療
前

原本發黑、壞疽的足部，因為疏通周邊血管，讓溫暖血流可抵達腳底與末端，經過治

療的腳部重新恢復健康與生機。

  

治
療
後

下肢動靜脈介入治療的主要差異

動脈 靜脈

成因 動脈粥狀硬化 血液黏稠靜脈血栓

臨床表現 末梢肢體缺血，傷口無法癒合 末梢肢體腫脹疼痛

相關疾病影響 截肢，心肌梗塞，腦中風
肺栓塞，靜脈瓣膜功能失調，

靜脈性潰瘍

治療目標
改善末梢動脈血流，促進傷

口癒合，減少截肢

改善靜脈回流，減少肺栓塞

與血栓後症候群

主要治療器材
氣球 ( 傳統 / 塗藥 )，支架，

雷射，斑塊清除器

下腔靜脈過濾器，血栓溶解

劑與抽吸導管

術後治療
動脈粥狀硬化的預防，運動，

抗血小板藥物

長期服用抗凝血劑與

彈性襪穿著。

臺灣現況 集中少數醫院，尚未普及化 仍待開發的冷門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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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腳突然腫脹發熱

如果患者的腳部突然間腫脹得厲害，

摸起來更感覺到熱熱的，或因腫脹

而明顯看出兩腳粗細不同，此時就

要有警覺，有可能是深層靜脈血管

阻塞，得趕緊就醫檢查。

血管阻塞高危險群

小心心肌梗塞與中風  

黃玄禮醫師表示，周邊動脈血管阻塞

的成因與全身動脈粥狀硬化的危險因

子相同，包括糖尿病、高血壓、抽菸、

高血脂症、年齡老化、慢性腎功能不全

及血液黏稠度過高或有發炎情況的人，

都是周邊血管病變的高危險族群。

1. 男性：臨床統計，男女比例約為二

比一，與男性抽菸人口較多有關係。

2. 年長者：臺北慈濟醫院周邊血管

中心統計分析，過去八年因周邊動

脈血管阻塞接受血管內介入治療的

五百五十位病患，百分之三點五發生

於四十至五十九歲，百分之二十五

點六發生於八十歲以上。

3. 抽菸者：抽菸會增加二至六倍的周

邊動脈血管阻塞風險，且有超過百

分之四十患者有抽菸史。

4. 糖尿病患：在臺北慈院接受血管內

治療的病患，有百分之八十一為糖

尿病，此類病患有較高的機率罹患

周邊動脈血管阻塞。

不論是動脈或靜脈周邊血管阻塞，特別

是糖尿病足，都是非外傷下肢截肢的

主要原因。在健保署的資料中，臺灣

因周邊血管阻塞而截肢的患者，一年

大約五千例左右，耗費的醫療成本高，

患者生活品質也跟著下降，而且周邊血

管阻塞疾病更與心肌梗塞、腦中風有高

度的相關，下肢動脈血管阻塞的程度愈

厲害，日後發生心血管疾病的機率就愈

高，更降低患者存活率。因此，及早發

現、積極戒菸、控制血壓、血糖及血

脂，可以有效避免截肢的風險。( 整理

／葉怡君 )

左邊為血管阻塞嚴重之情形，右圖則為已疏通的

血管。

治療前 治療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