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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鏡
縮胃減重手術

小時候如果白白胖胖，大人都直誇可愛，

但如果成年後體態還是圓滾滾，

又不忌口再加缺乏運動，體重直線上升的幅度，

恐怕就會跟青春小鳥一樣難追回！

一旦變胖，許多毛病就會跟著來，

許多人嘗試過種種激烈的減重方法，

不只沒有瘦下來，還引發健康危機。

花蓮慈院外科團隊就為難以減重的病患施行微創減重手術，

當體重開始減輕，種種肥胖引起的併發症，也逐漸改善，

再搭配正確飲食與正常作息，重拾健康笑容，一點也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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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胃減重
封面故事

挺著一個圓滾滾的肚子是劉先生的標

誌，但這樣的福態卻不是件好事，今年

三十九歲的他，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

體重一百三十點六公斤，身體質量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高達四十一，
不僅屬於重度肥胖，年紀輕輕就患有高

血壓更讓他苦不堪言。後來在花蓮慈濟

醫院減重門診諮詢後，進行腹腔鏡胃縮

小手術，三個月就瘦了二十六公斤。

激烈減重　小心營養失衡

劉先生從小就「肉肉的」 ，屬於易胖
體質，加上個頭大、愛運動又不忌口，

國中三年級就胖到一百三十公斤。為了

減重，劉先生忍痛戒掉含糖飲料與零食，

每天靠著吃燙青菜、瘦肉過日子，兩個

多月就瘦了二十一公斤。但減重期間，

他天天頭暈目眩，直到有天洗頭時，發

現竟然掉了一大撮頭髮，就醫後才發現

是因為營養不均衡，嚇得他趕緊停止激

烈的減肥方式。

「體重愈減越重，甚至重到影響行動，

覺得人生乏味。」其實原本劉先生的體

重是遊走於八、九十公斤之間。他坦言，

胖跟自己的個性大有關係，美食當前克

制不住自己，讓他始終過著「胖了就減，

減了又胖」的減重生活。尤其是結婚後，

劉先生辭去酒吧工作，與太太開了間牛

肉麵店，他說：「麵店打烊都十點多了

才吃晚餐，累了就倒頭大睡，沒想到

短短三年就又胖了五十公斤！」他說，

一百三十八公斤，是他人生體重的最高

巔峰。

重到呼吸暫停	三高纏身

另一位朱女士，看著體重計上的指

針自七十二、八十一、九十三，然後

到九十九公斤，一路攀升，即使想盡辦

法減肥，體重每年還是以五到十公斤高

速增加，讓她心中只有無限感慨。今年

五十二歲的朱女士說，體態本來就胖胖

的她，自從懷孕後，生一個孩子就胖五

公斤，生第二個孩子又胖五公斤，三十

歲那年懷了第三胎，體重攀升到八十多

公斤。在妊娠期間血壓始終居高不下，

診斷出患有妊娠高血壓，只好在懷孕七

個月大時依醫師建議中止妊娠，但高血

壓自此如影隨形地跟著她。

為了減重，朱女士試過的方式「百百

款」，像是檸檬切片煮水喝、懶人減肥

文、攝影／彭薇勻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

成人肥胖定義 身體質量指數 (BMI)(kg/m2) 腰圍 (cm)

體重過輕           BMI<18.5

健康體位           18.5<=BMI<24

體位異常

          過        重：24<=BMI<27
          輕度肥胖：27 <= BMI < 30
          中度肥胖：30 <= BMI < 35
          重度肥胖：BMI >= 35

男性：>= 90 公分
女性：>= 8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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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各式代餐、中醫埋針、耳豆穴位抑

制食欲……，市面上聽說的偏方或是減

肥藥，不論內服、外用，她都「吃」足

苦頭，反而越減越「重」，最後只好放棄；

就算減肥小有成功，只要稍微放縱口欲，

體重馬上毫無留情地破百，讓朱女士相

當沮喪。

隨著體重上升，朱女士的身體、精神

狀況越來越差，連體檢報告都因為肥胖而

亮起紅燈，顯示血壓、血糖、腰圍過高，

讓她成為「代謝症候群」的一員。為了

控制「三高」，朱女士每天與一大堆藥

物為伍，但藥物控制的情形並不理想，

讓她很擔心日後可能得面臨洗腎的命運

外，其中最讓朱女士感到困擾的是――

中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嚴重影響生活。

過度肥胖容易有睡眠困擾！朱女士說，

身體的沉重讓她提不起勁，日常生活開

始受到影響，不只行動不方便，減肥運

動更是想都別想；每天生活只剩下工作、

吃飯、睡覺，秉持著「能坐就坐、能躺

就躺」的原則，就連外出第一件事情就

是找椅子坐。無奈的心情讓她只願留在

家中，自我放棄地聽天由命。

病態肥胖危害身心	手術快速改善

到底多重才是過胖？太胖會生病嗎？

醫學上常用來評估肥胖的方式有腰圍、

體脂肪率及身體質量指數 (BMI)。男性腰
圍大於九十公分，女性腰圍大於八十公

分稱做腰圍過胖；男性體脂肪率大於百

分之二十五，女性體脂肪率大於百分之

三十則定義為肥胖。醫學上也發現，如

果 BMI超過四十，對健康已經形成危害，
屬於「病態性肥胖」。

而肥胖的嚴重度，還可以透過 BMI評
估標準，當 BMI超過二十四稱為體重
過重，超過二十七稱為肥胖，若超過

三十五則為重度肥胖。醫學上也發現

BMI超過四十之後，疾病死亡率會呈現

身體質量指數超過四十，體重過重已嚴重威脅劉先生的健康，左為減重手術前的劉先生。右為縮胃手

術後劉先生定期回診，主治醫師吳柏鋼叮嚀生活上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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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遽增加的曲線，使得這些人口的壽命

比起一般人減五至二十歲。

肥胖會造成許多潛在的致命危險，花

蓮慈濟醫院一般外科吳柏鋼醫師表示，

病態性肥胖症與許多慢性病有正相關，

包括糖尿病、高血壓、睡眠呼吸中止、

退化性關節炎、尿酸過高……等，不但

對個人健康的影響甚鉅，也會造成精神、

社交層面的身心問題。而減重手術提供

一種最快速有效的降低體重方式，改善

病人的健康。

以劉先生為例，當體重已經影響到生

活與健康時，他開始接受高血壓治療，

也參加減重班，吃過減重藥，但身體仍

像吹氣球般愈來愈重，他說：「以前雖

然在酒吧上班，過著日夜顛倒的日子，

但是我每天都認真運動，三十歲那年的

身體健康檢查，血糖、血壓、尿酸、三

酸甘油脂等指數都正常。」「誰知道，

開了餐飲店後，工作超時、高壓、久站，

又少動，和朋友就常在下班後靠吃東西

來紓壓，體重才會越吃越重。」這些因

素導致劉先生年紀輕輕就患有高血壓，

讓他大為感嘆。更無奈的是，劉先生胖

到一百三十公斤後，根本沒辦法運動，

不僅平時走幾步路就喘，除了高血壓，

更引發了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曾經有心臟內科醫師語重心長地對劉

先生說，「你才三十九歲就有高血壓，

高血脂、糖尿病指數都處於危險邊緣，

你有沒有想過瘦不下來，五十歲的你會

是什麼樣子？」這席話，彷彿是在劉先

生的心頭，狠狠地重鎚了一下，讓他下

定決心選擇透過減重手術，改善健康與

生活品質。

術前門診評估三到六個月

量身選定微創術式

許多民眾以為少吃多動就可以瘦，但

是對於 BMI超過三十二，合併有高血壓、

一般外科吳柏鋼醫師以腹腔鏡執行減重代謝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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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脂或睡眠呼吸中止症，以及肥胖相

關代謝性疾病的人，甚至 BMI已經超過
三十七的人來說，「少吃」不僅對減重

效果有限，「多動」還可能引起疼痛，

甚至發生危險。

隨著微創手術的發展創新，減重手術

的各種術式也都能以腹腔鏡執行，而且

比傳統術式更安全，術後恢復更快。吳

柏鋼醫師表示，腹腔鏡胃縮小手術（或

稱袖狀胃切除手術）是近年來最熱門的

術式，目前已經取代了胃間隔手術，且

不像胃繞道手術容易有營養不良的後遺

症，大部分病人可以在手術後三至五日

出院，對第二型糖尿病的病情也有改善

效果。

傳統的減重手術需要開膛剖腹，近幾

年普遍改以腹腔鏡微創手術，只需在病

人身上開三至五個約一公分的小洞，具

有手術傷口小、疼痛減少、復原快、住

院天數少等優點。吳柏鋼醫師舉「腹腔

鏡胃縮小手術」為例，透過腹腔鏡把延

展性最好的胃大彎切除，只保留約一百

西西的胃容量，可讓胃中的飢餓感消失，

有效達到減肥的效果。

縮胃手術由於手術減重過程簡單、安

全性高，加上術後併發症少，也沒有營

養不良和微量元素缺乏等問題，因此是

近年來最常被採納的減肥手術。病人初

次就診後，減重團隊會為病人進行體位

測量、血液／生化指數檢測、營養諮詢、

睡眠檢測與精神評估外，在接受減重手

術門診評估約三至六個月的同時，營養

師也會介入建議病人，從飲食改變開始

著手先進行減重；吳柏鋼醫師會依每個

人的情況不同，建議適合個人的手術術

式，但最重要的還是要配合治療及按時

回診追蹤。

左圖為手術前的朱女士，右圖為術後回診與吳醫師合影，她開心地表示已擺脫三高，睡眠品質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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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煩惱　瘦身有成　

接受減重手術門診諮詢後，劉先生從

改變飲食開始著手，評估六個月，術前體

重從一百三十點六公斤瘦到一百二十六

點八公斤，瘦了三點八公斤。去年十月，

劉先生接受腹腔鏡胃縮小手術，住院觀

察四天後出院，除了傷口略微疼痛外，

其他無任何不適。術後反應也相當良好，

體重一天天下降，終於能夠靠自己運動

減重，三個月就降至一百零四公斤，不

僅變年輕，血壓、血糖值也從紅燈轉成

綠燈，處於正常值範圍。

「原本圓滾滾的身形，也因瘦身有成，

整個人變得輕盈靈活、活力旺盛，彷彿

練過輕功、拿掉鉛塊一樣，人也充滿自

信！」本身有糖尿病史的朱女士，則是

選擇「腹腔鏡微創胃繞道手術」接受治

療。她開心地說，接受減重手術後，術

後配合少吃多動的生活型態，一年後體

重就掉了二十一點八公斤，目前維持在

七十五公斤，BMI指數也從三十八點九
降至二十九點八。不僅睡眠品質變好，

腰椎的負荷及疼痛明顯改善，就連血壓、

血糖值都不藥而癒，讓她順利找回健康

人生。

而今年五十歲的張先生因為罹患高血

壓、糖尿病多年，天天與藥物為伍，加

張先生在接受減重代謝手術之後，身形小了一號，看來帥氣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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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擔心未來中風、洗腎機率大增，讓他

決定透過減重手術改善生活品質。在術

後四個月，張先生的體重從一百一十八

點六公斤降到九十二公斤，順利停用糖

尿病藥物，連高血壓藥物也降低劑量，

腰圍從四十二吋降到三十六吋，整個人

的身形都小了一號，讓他重拾正常的生

活品質。

肥胖讓許多老年的慢性疾病提早報到，

嚴重影響健康與生活。吳柏鋼醫師建議，

有體重困擾的民眾先看診，排除因賀爾

蒙問題造成的肥胖，而利用藥物控制、

運動都無法改善時，再依據個人狀況來

選擇適當的減重手術方式。

近三年來，花蓮慈濟醫院已完成

二十八例縮胃減重手術，其中男性十七

位，女性十一位。平均年齡為三十八點

七歲，最年輕的是一百一十二公斤的

十八歲女性。最重的為一百五十九公斤

的男性，所有病人的術前平均體重為

一百二十四點九公斤、平均 BMI指數高
達四十三點九，且有三成病人罹患三高、

近九成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減重手術的主要意義是藉由快速有

效的減重，達到改善健康的目的。」吳

柏鋼醫師強調，一般在術後一年內，病

人平均可減去多餘體重的百分之五十，

而慢性病等問題，也會有一定程度的改

花蓮慈院一般外科吳柏鋼醫師 ( 右圖 ) 正以達文

西機械手臂為病人進行縮胃減重微創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