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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新知與專欄 

Review關於白內障手術常見的問題Q & A

雖然白內障手術已經是一種

大眾耳熟能詳的眼科手術，但是從

眼科醫師，非眼科醫師和一般民眾

的角度來看，對於此手術的想法可

謂南轅北轍看法迴異。因此，在此

提出吾人在此手術20年來的經驗與

心得與各位先進分享目前最新的看

法，提供各位先進參考。

問一、為什麼我會得到白內障? 

白內障是怎樣形成的? 我眼睛還

看得到，我真的有白內障嗎? 

白內障就像白頭髮一樣，隨著

時間，隨著人慢慢老化就會變得越

來越明顯。白內障是眼睛裡的水晶

體，隨著歲月使用久了，漸漸失去

原來透明度的狀況。隨著白內障的

增加，看東西漸漸變得模糊看不清

楚，不是看不到而是看不清楚。所

以有時候病人並不自覺自己有白內

障，只是覺得有點畏光，看不太清

楚，眼鏡越來越難配等，有時候要

到醫院檢查才知道自己已經有白內

障了。 

問二、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白內

障?

白內障常見的原因有: 老年性白

內障、糖尿病、外傷、藥物中毒、

紅外線…等。可考慮的預防方法有: 

專用的眼藥水，可過濾有害光線的

眼鏡，抗氧化的保健食品…等。

問三、白內障的治療方法有哪些?

一般可分成藥物治療，與手術

治療兩大類。藥物的治療一般以減

緩白內障的進行速度為主，確定能

改善視力的方法還是以手術為主。

問四、白內障何時需要手術?

在1.白內障影響到視力 2.為

了改善視力 3.增進生活的安全性 

與 4.避免併發症(例如青光眼，虹

彩炎..) 的情況下應該考慮手術治

療。

問五、白內障要成熟了才能開刀

嗎? 我的白內障夠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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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患者最常問的問題~答案會

因手術者使用"傳統手術"與"新式手

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回答，經常

造成患者判斷上的困擾。

大眾間廣泛流傳的說法是，傳

統的白內障手術必須將整顆白內

障，也就是已混濁的水晶體擠出眼

外來(ECCE)，白內障要等成熟了[夠

硬了]才可以開刀，就好像雞蛋滷熟

了才好整顆擠出來. 如果滷得不夠

熟[不夠硬], 要擠出來的時候會比

較不順利，一般常聽到的說法是會

開得不乾淨，真的是這樣嗎? 在以

下的問題中有詳細分析。

問六、白內障在什麼時機手術最

適當，最安全? 不是說白內障要

成熟才能開刀嗎? 為什麼又說白

內障越成熟開刀的風險越高呢?

白內障在1.有需要手術(視力不

良) 2.可以將手術安全順利完成(手

術不困難) 兩項條件都符合時是最

適當的手術時機。

因為新式的超音波白內障晶

體乳化術是要在眼睛裡面將混濁的

白內障水晶體用高頻率的超音波震

動將其乳化吸除。所以如果水晶體

越成熟，也就是越硬，要將水晶體

乳化所需的超音波能量就會越高，

對眼內組織可能累積的傷害就會越

大。而且白內障越成熟，通常也意

謂著患者的年齡越大。年齡越大組

織越脆弱，角膜內皮細胞的密度越

低，角膜發生病變的機會越高。年

齡越大，支撐水晶體在原位置的小

樑纖維會因為失去彈性而變得越脆

弱，越有可能在手術的過程中受到

損傷造成水晶體的移位。

需要白內障手術的患者年齡一

般都很大了，60歲和80歲的身體組

織對壓力的容忍度絕對不一樣。所

以白內障手術絕對不是越成熟才開

越好，太成熟才開的白內障常會讓

患者進入很多手術風險之中。 

建議的原則是，不需要開的白

內障就不要手術，需要手術的白內

障拖久了是沒有好處的，只會增加

手術的困難度與風險。 

結論 : 年紀不要太大，手術比

較安全。

問七、傳統的白內障手術為什麼

會要求患者手術後不能彎腰或用

力呢?

傳統的白內障手術將白內障整

顆擠出來的過程有點像生小孩，因

為傷口很大，如果擠得不順利可能

會發生比較大的傷害。而且，因為

傷口比較大，手術後傷口需要縫很

多針。所以，除了傷口比較脆弱，

手術後不可以用力使力之外，病人

常被告誡不要彎腰，咳嗽，用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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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煮飯 ...等。縫合的線有可能

造成術後的散光。散光有可能在手

術後就發生，也有可能在手術後幾

年慢慢產生。因為手術後有一些問

題，而且傳統白內障使用年限相對

比較短(因為術後逆向散光的機率

高)，所以不建議將白內障放成熟

以後了。才來接受傳統的白內障手

術。 

新式的白內障手術已經可以達

到沒有縫線的小傷口手術，手術後

不用限制活動，手術後效果穩定，

只是白內障最好不要太成熟，否則

超音波乳化會比較困難。

問八、白內障可以只開一眼嗎?為

什麼白內障通常兩眼都要開? 

白內障就像白頭髮，很少人只

有左邊有白頭髮和或是只有右邊有

白頭髮; 相同的，大部份的人左右

眼的白內障一般都只是程度不等，

很少人一眼白內障，另一眼沒有白

內障。而且白內障開完一眼的白內

障之後，已經手術完的眼睛看東西

會比較偏藍紫色，還沒有手術的眼

睛看東西會比較偏黃棕色。這是因

為白內障的水晶體在混濁的過程會

慢慢變黃，而手術後植入的人工水

晶體比較透明(沒有那麼黃)。所以

手術單眼的患者就像戴著只有單邊

鏡片的太陽眼鏡一樣，會覺得兩隻

眼睛看東西不同色或不平衡。 

大部份只開一眼的患者會覺

得開過的眼睛遮遮的，有時看得清

楚，有時看不清楚，這是因為兩隻

眼睛不同的影像互相干擾的結果。

這種兩眼互相干擾的現象，只有在

兩眼都接受完白內障手術之後才會

改善。

問九、兩眼可以一起開嗎? 為什

麼雙眼不要在同一天開? 

雖然白內障手術只開一眼的時

候，會有兩眼不平衡的情形，要兩

眼都開完之後才會改善，既然兩眼

都開完之後， 眼睛才能平衡，為什

麼雙眼不要同一天手術呢? 

不在同一天手術最主要的考慮

是風險。手術是有風險的，尤其是

感染這件事，如果手術很成功，但

是術後是否發生感染是不能完全排

除的，因為眼睛是很重要的器官，

所以一眼接著一眼開是為了不要讓

兩個唯一用來看世界的眼睛一起曝

險。一眼安全了再開第二眼或許多

一些麻煩，但是這是比較有保障的

作法。 

問十、兩眼手術應該間隔多久 ?

一般的情況，建議患者兩眼白

內障手術的時間間隔不要太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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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兩眼不平衡會一直困擾患者。

一、兩週到一個月左右是一般

常見的間隔。

問十一、有沒有需要選用自費水

晶體? 我該選用自費人工水晶體

嗎? 還是用健保給付的就好? 

健保給付的人工水晶體不好嗎? 

一定要用自費人工水晶體嗎? 

白內障手術摘除了原本已經混

濁的水晶體之後，需植入人工水晶

體以恢復視力。就像裝假牙一樣，

除了健保給付的人工水晶體之外。

還有自費的人工水晶體可供選擇。

非球面水晶體，矯正散光水晶體，

矯正老花眼水晶體，同時矯正散光

和老花眼的人工水晶體。價錢又相

差那麼多，要如何選擇呢? 

其實如果有經費考慮，健保給

付的人工水晶體已經提供基本的功

能與品質。 

如果經費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就選用適合自己狀況最好的人工

水晶體吧? 因為畢竟裝在眼睛裡的

人工水晶體是要用一輩子的，所以

在能力所及用好一點的是合情合理

的。但是那一顆水晶體適合您，還

是要聽聽醫生的意見。

健保給付的人工水晶體已經提

供必要的功能與穩定度。但是自費

的人工水晶體可以提供更好的視覺

品質，更亮一點，更清楚一點，更

穩定一點，或多一點功能，例如矯

正散光或是矯正老花眼

不管用自費水晶體或是健保給

付的人工水晶體，所接受的白內障

手術是一樣安全的，只差別在植入

的人工水晶體不同。因為植入的人

工水晶體是要用一輩子的，所以要

不要貼一些錢用品質更好的水晶體

是可以慎重考慮的。

問十二、自費水晶體有哪一些選

擇?

可增進視力的非球面人工水晶體

可矯正散光的散光矯正人工水晶體

可矯正老花眼的多焦點人工水晶體

 
問十三、非球面人工水晶體有什

麼好處?

更亮、更清晰、夜間視力更好。

問十四、什麼人需要用到可矯正

散光的人工水晶體?

散光矯正人工水晶體可以1.矯

正散光 2.減少戴眼鏡的需要 3.提

高視力的品質。散光如果超過一百

度以上就必須考慮加以矯正。

散光矯正方法主要有四大類，

包括 配戴矯正鏡片、角膜切口手

術、雷射屈光手術以及近年最新研

發矯正散光的人工水晶體。

Review關於白內障手術常見的問題Q & A



246

對於40歲以上的中、老年族群

而言，多數散光亦合併有白內障問

題，可以植入矯正散光的人工水晶

體，一次解決白內障及散光問題，

手術後不用再配戴散光眼鏡或另動

一次雷射屈光手術來處理散光。 

 
問十五, 用人工水晶體矯正散光

和用眼鏡矯正散光有什麼不同? 

植入的人工水晶體是永久性人

工水晶體，因為矯正度數的效果是

持續性的，所以要在植入之前就要

精密的測量並儘量考慮各種日後可

能干擾的因素，小心謹慎的進行。

一旦手術成功，手術後可減少眼鏡

需求的效果確實不錯。

要確保散光矯正人工水晶體有

正確的效果對手術的完美度是有很

高的要求，必需手術不會誘發散光

或者誘發的散光是可以預期的才能

如計劃降低散光，所以能夠正確使

用散光片來矯正散光的手術者都可

算是箇中好手。

問十六, 多焦點人工水晶體有什

麼優缺點? 多焦點人工水晶體與

一般水晶體有什麼不同?

多焦點人工水晶體的表面多了

很多同心圓排列的繞射環，這些繞

射環將入射的光線聚焦在水晶體的

主要焦點之外，達成除了原本水晶

體看遠的焦點之外，還有另外的一

個焦點可以用來看近，如此一來，

植入多焦點人工水晶體之後，除了

改善白內障造成的視力下降，也一

併改善因老花眼造成的看近困難，

可謂一兼兩顧，摸蛤兼洗褲~~~ 

但是因為多焦點水晶體將有效

的光線以大約50:50的比例分配給遠

用視力與近用視力，所以與單焦點

水晶體比較起來，視覺品質在銳利

度與對比度上是有差異的。

 
問十七, 多焦點人工水晶體可以

有多好? 

白內障手術如果植入多焦點人

工水晶體可以讓患者同時可以有清

楚的遠視力與清楚的近視力，到底

可以達成怎樣的生活品質呢? 以家

母為例 : 5~6年前白內障手術後植

入多焦點人工水晶體， 目前的生活

是這樣的: 在作股票時， 一方面可

以同時看手上的¨傳訊王¨， 一方

面還可以看電視銀幕上的股市資訊; 

可以一面開車，想看地圖的時候也

不用找眼鏡，還不錯吧? 

問十八, 白內障手術後需要戴墨

鏡嗎?

很多人白內障手術後都戴著

黑黑的墨鏡，這是必須的嗎? 不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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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順利的白內障手術完沒

有必要戴黑黑的墨鏡，戴有隔離紫

外線的保護眼鏡是合宜的，但是戴

顏色很深的墨鏡不一定合宜。有時

候，深色的墨鏡如果隔離紫外線的

能力不足， 因為深色墨鏡造成的瞳

孔放大，反而會增加紫外線的曝露

量，增加視網膜受紫外線傷害的機

會。所以白內障手術後可以戴有隔

離紫外線的眼鏡(透明的或淡色的)

保護眼睛，但是不要戴很黑的墨鏡

免得適得其反。 

 
問十九, 白內障手術後還需要戴

眼鏡嗎? 都已經手術白內障了,為

什麼還需要配眼鏡? 

白內障手術是將已經混濁的水

晶體置換成透明的人工水晶體。除

非您裝的是特殊的多焦點人工水晶

體或是可調焦的人工水晶體，否則

一般的人工水晶體是固定焦點的，

如果遠方清楚，近方就會不清楚;如

果近的地方清楚，遠的地方就會不

清楚。 

所以如果手術時將焦點定在遠

方，讓度數等於零，那麼平常不用

戴眼鏡，看近的就要戴老花眼鏡才

能看書。如果手術時將焦點定在看

近的距離約 200 ~ 250度(看書或是

看電腦)，那麼就要戴看遠用的眼鏡

才可以看清楚遠方。

問二十, 白內障是用 雷射 開的

嗎 ?

YAG Laser 是用來切割手術後

的後囊袋混濁。飛秒雷射可在手術

前精密切割前囊袋，也可以將白內

障水晶體作初部的切割，但是最後

還是須要超音波乳化儀來完成白內

障手術。

問二十一, 為什麼我看幾個醫師說

法都不一樣?

醫生用來處理白內障的技術不

同，說法就不相同。大家應該都能

體會。

以下提供有關最新白內障手術與

新型人工水晶體的知識

多焦點人工水晶體

優點:一併解決白內障、老花眼的問

題 ，術後八成患者不需戴眼

鏡。 

缺點:部份患者會有夜間眩光、光暈

現象。有些人有多焦點有神經

不適應的問題。

不適合:規則性散光150度以上及不

規則散光的患者。夜間駕

駛。眼睛病變。 

調節型人工水晶體 

優點:理論上能隨睫狀肌推動玻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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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造成囊袋運動焦點，雖是

單焦點，卻有多焦點的功能，

同時解決夜間眩光、神經適應

的問題。

缺點:若囊袋硬化緊縮，效果會降

低。

不適合: 老年人因為囊袋與睫狀肌

都老化效果不好評估。 

矯正散光人工水晶體  

優點: 較可以同時解決散光與白內

障的問題 

缺點: 單焦點，植入的人工水晶體

一旦移位會有複視症狀。 

適合: 散光大於100度的人

手術切口大小對白內障術後穩定

度的影響，"小切口"或"無縫線"的

白內障手術對手術術後穩定度的

影響 

手術白內障的傷口如果大到需

要縫線，就有可能造成手術後散光

度數的變化。對於手術後度數的穩

定度是不利的。如果能用小切口完

成白內障手術，手術後的度數比較

穩定，要裝矯正散光或是多焦點水

晶體都比較能夠確保度數的精確度

與穩定度。 

什麼是"無縫線"或"免縫線"白內

障手術 

當年(2000年，約13年前)我在

大同醫院眼科主任任內，進行"無縫

線"白內障手術時，一般流行的用語

是"小切口白內障手術"，不強調無

縫線，以為無縫線只是噱頭，甚至

有同行告訴我說"沒有縫線"如果病

人揉眼睛造成感染也要算醫生的責

任，言下之意是"無縫線"不好，應

該要縫一針才安全。 

不過，在最近這幾年，無縫

線的白內障手術已經成了高品質白

內障手術的標準，也很高興在最近

的演說中，我聽到的說法是: 如果

醫生將該作的事都作好了，病人術

後的感染只有自己揉眼睛的可能，

意思應該也是認同很好的白內障手

術是不必要縫線的，想想，當先驅

真的是有點辛苦的，有時候還會因

為不夠被認同而被以異樣的眼光看

待，看來只有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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