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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當病人接受胃十二指腸內視鏡

檢查時，有時會意外發現胃粘膜下腫

瘤 (gastric submucosal tumor)。 通 常

要單純利用針刺活檢 (needle biopsy)
來獲得胃粘膜下腫瘤組織以確定診斷

是不容易的。這些胃粘膜下腫瘤細胞

可以有著不同的來源，例如間質細胞

腫瘤 (mesenchymal tumors)、淋巴瘤

(lymphomas)、上皮細胞腫瘤 (epithelial 
tumors) 或 先 天 性 異 常 (congenital 
abnormalities)。而異位性胰臟是其中

一種可導致胃黏膜下腫瘤的先天性異

常之一。在此，我們將報告一名患有

胃粘膜下腫瘤的患者，在成功地接受

機器人輔助手術切除胃腫瘤，而最後

病理報告證實為異位性胰臟的病例報

告。

個案報告

一位 55 歲男性有著高血壓、第

二型糖尿病、消化性潰瘍疾病及胃食

道逆流等病史並曾接受過闌尾切除手

術。在一次健康檢查中，其胃鏡檢查

中意外的發現了一顆胃黏膜下腫瘤，

因此他來到我們醫院進行進一步的

處理。患者本身並無任何不適亦無相

關家族癌症病史，其身體理學檢查及

血液常規檢驗均未發現異常。血清癌

症腫瘤標記包含 CgA (chromogranin 
A)、CEA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及 CA19-9 均在正常值範圍內。我

們為患者安排了包含內視鏡超音波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及 針 刺

活檢的胃鏡檢查，其報告顯示在胃竇

的後壁有一顆約 1.8 公分大小的胃黏

膜下腫瘤，其表面的黏膜是完整的且

中心的部分呈現臍狀凹陷；而內視鏡

超音波顯示此腫瘤具有均質性的同或

低回聲波密度，生長來自於肌層粘

膜層 (muscularis mucosa) 而其固有肌

層 (muscularis proper) 是完好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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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針刺活檢的病理報告只顯示出

慢性胃炎而已。在與患者討論完整切

除腫瘤的可行性以及病理確診的重要

性後，患者在考慮本身工作性質，希

望能以機器手臂進行部分胃切除手

術，在手術前，我們安排胃鏡利用藍

色染料 (patent blue) 進行術前腫瘤定

位，之後沿著腫瘤的邊緣並確認保有

1 公分的安全距離，使用超音波刀將

腫瘤完整切下，最後利用機器人手臂

在腹腔內使用倒鉤可吸收線縫合胃的

傷口。患者最後在術後第六天順利出

院，病理報告顯示為異位性胰臟，大

小為 15 毫米 × 11 毫米 × 7 毫米。

目前患者仍定期回診追蹤。

討論

異位性胰臟在過去的屍檢報告

中 的 發 生 率 大 約 在 0.6%–13.7%，

Gottschalk 氏報告指出在所有接受內

視鏡超音波檢查的胃黏膜下腫瘤中，

異位性胰臟佔其中的 11%。異位性胰

臟的好發於胚胎來源為前腸的器官，

以胃 (26%-38%) 及十二指腸 (28%-
36%) 為主。異位性胰臟有可能造成

來自於狹窄、潰瘍、出血、發炎或腫

瘤形成等所引發的症狀，但大多數的

時候是無症狀的。

造成症狀的異位性胰臟或診斷

未明確且未能排除惡性的腫瘤皆需要

進一步的處置，通常完整的切除腫瘤

並確保適當的安全邊緣是最佳的治

療及診斷抉擇。可供選擇的切除方式

包含手術切除及內視鏡黏膜下切除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內

視鏡黏膜下切除可以提供相較於手術

較低侵襲性的治療方式，但相對來說

技術的要求程度較高，另外一方面，

也要考慮內視鏡黏膜下切除可能包含

的併發症 ( 例如穿孔 ) 以及腫瘤安全

邊緣的問題。手術切除可以採取傳

統剖腹手術、腹腔鏡手術以及機器人

輔助手術三種方式進行。其中，腹腔

鏡手術及機器手臂手術相較於傳統剖

腹手術來說傷口較小、侵襲性較低。

機器手臂輔助手術相較於傳統腹腔鏡

手術來說，更可以提供放大的 3D 立

體高解析度的視覺系統和靈活的機器

人手臂器械，使外科醫生能夠處在符

合人體工學的姿勢下，執行兼具靈活

性和精確度的複雜手術操作。目前，

對於異位性胰臟並無治療的共識或準

則讓吾輩遵行，以此案例而言，微創

手術是相當適合的選擇，而我們選用

機器手臂手術的主要原因是患者的工

作性質與腫瘤位在胃的後壁，一般來

說，這對於腹腔鏡手術而言是較難以

處理的位置。在考慮到目前機器手臂

手術的相對較高費用，過去的文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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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用機器手臂手術治療位在胃後壁

的黏膜下腫瘤或者需要執行腹腔內的

重建或吻合等較複雜的手術技術，或

許對患者而言相對是較適合的。

結論

胃異位性胰臟是一種罕見的胃黏

膜下腫瘤。手術切除適用於有症狀的

患者或病理診斷未明的患者。在某些

經過篩選病人者中，機器手臂手術提

供一種安全且可行的開刀選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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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A) 胃鏡底下的黏膜下腫瘤外觀：黏膜完整，中心部份呈臍狀凹陷。(B) 利用 NBI (narrow band 
imaging ) 觀察腫瘤。(C) 內視鏡超音波：在腫瘤內部觀察到高回聲灶（綠色箭頭），並且沒有觀察到明顯
的導管結構。(D) 電腦斷層：局部的黏膜或黏膜下增厚（紅色圓圈）。(E) 檢體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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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利用臍下切口”C”放置一個 12毫米的管套
並給予攝像頭使用，然後分別在”1”、”2”、”3”
的位置放置三個 8毫米套管給予機器人手臂器械使
用，“A”可以是 5或 12毫米套管，可以當作額外
的管套給予助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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