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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黏 膜 下 胃 部 惡 性 腫 瘤 (Gastric 

cancer presented as submucosal tumor, 

GCSMT ) 非常罕見，發生率約 0.1-

0.6%。一般而言，胃癌是黏膜的病

變，因此診斷多仰賴內視鏡切片，然

而對於黏膜下胃部惡性腫瘤，正確診

斷非常困難，因為其病兆多被正常

胃黏膜覆蓋，導致切片無法取得正

確組織 (4,8,9,10)。胃部黏膜下腫瘤有

很多鑑別診斷，包括胃腸道基質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平

滑肌瘤，脂肪瘤、淋巴瘤，以及其他

較少見的子宮內膜異位症、轉移性腫

瘤和胃壁膿瘍等等。其中惡性腫瘤非

常少見，但診斷錯誤可能極大的影響

患者的預後。

本案是一個黏膜下胃部惡性腫

瘤，其初始診斷為胃腸道基質瘤，我

們在術中以冷凍切片正確診斷，並成

功以根治性全胃切除術治療這名患者。

個案報告
一名 48 歲女性因為吐血 4 天而

來到本院胃腸內科門診求診，自述有

輕微暈眩，但沒有血便、黑便、腹痛、

發燒、夜間盜汗或體重減輕的症狀，

血紅素檢驗值為 11.1 g/dL。胃鏡檢查

下，在胃賁門處發現一黏膜下腫瘤，

其表面紅腫、有中心潰瘍，且有血管

外露 ( 圖一 )，考慮到出血的風險，

我們並未在術前進行切片檢查。在電

腦斷層下，這顆腫瘤在胃體上半部，

直徑約 2 公分，為一均質高顯影的腫

瘤，並未發現漿膜層侵犯或周邊淋巴

腫大 ( 圖二 )。
我們的初步診斷是胃腸道基質瘤

合併出血，因此決定採手術方式將腫

瘤切除並送冰凍切片加以確認。該顆

腫瘤落在胃小彎，質地堅硬，距離賁

門約 3 公分，中心可見潰瘍，但無明

顯出血。我們先行部分胃切除並送冷

凍病理檢查，出乎意料的是，結果為

胃惡性腫瘤－腺癌。我們隨即改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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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胃鏡下可見一胃部黏膜下腫瘤 (箭頭處 )，處於前
壁，賁門附近。腫瘤中心明顯潰瘍凹陷，黏膜充血紅腫，
並有血管外露。

圖二：在電腦斷層影像中，再次確認了腫瘤位在胃體上
半部，中心凹陷明顯可見 (箭頭處 )，腫瘤大約2公分，
呈現均質高顯影。

術方式，改行胃癌標準的全胃切除術

及淋巴結廓清術。

正式病理報告中，該腫瘤約 3.4 
x 2.7 x 0.9 公分，為中度分化的胃惡性

腫瘤 ( 圖三 )，同時微觀下有漿膜層

侵犯 ( 圖四 )，在所取得的 10 顆淋巴

結中，有 3 顆已有惡性細胞浸潤。該

患者術後恢復良好，考慮到此病人為

相對年輕病患且腫瘤為較嚴重的進行

期胃癌，術後我們給予 mFOLFOX4 的

輔助性化學治療。

討論
黏膜下胃部惡性腫瘤有幾項可能

的機轉，黏液型胃癌可能在黏膜下大

量分泌黏液，呈現一黏膜下腫瘤。癌

細胞本身可能影響周邊組織，造成發

炎、纖維化、水腫以及淋巴球浸潤。

一些文獻報告過胃部異位性組織，如

胰臟，在黏膜下的惡性變化，也有一

些學者認為分化不佳的胃惡性腫瘤，

比較容易在早期就出現黏膜下侵犯。

診斷黏膜下胃部惡性腫瘤非常不

容易，但過去一些個案報告都發現此

類腫瘤常出現中央凹陷或中心潰瘍，

有時也可見黏膜紅腫，Akira 等人歸

納出，小型 (3-5 公分 ) 胃黏膜下腫

瘤，合併有中心潰瘍或不規則紅腫，

要懷疑惡性病變。此外，也是有人提

出利用窄頻內視鏡光源，更能辨識黏

膜下胃部惡性腫瘤。不過幾乎所有文

獻都同意，使用較侵犯性的檢查，如

內視鏡超音波導引切片或內視鏡黏膜

切除，有機會取得位置較深的腫瘤細

胞，做出正確診斷。

以本案而言，我們為了避免大出

血的併發症，術前並未施行腫瘤切片

或黏膜下切除，而是直接採行手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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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但術前影像學呈現的腫瘤中心潰

瘍，促使我們術中送冰凍切片以排除

惡性病變，所幸冰凍切片得到了正確

診斷，我們有所依據，成功的施行了

近端胃癌的標準術式─全胃切除術併

淋巴結廓清術。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術前只有

2 公分，看似良性的腫瘤，其進展卻

已出現漿膜層和淋巴結侵犯，若不

幸誤診為腸胃道基質瘤，僅行部分胃

切除，勢必要再行第二次手術才能完

整切除腫瘤及淋巴結廓清，也可能因

此會產生更多的併發症而影響患者預

後。

結論
診斷黏膜下胃部惡性腫瘤十分罕

見，在某些情況下，吾人可能誤診為

腸胃道基質瘤，進而延誤惡性腫瘤的

治療。內視鏡檢查中，胃黏膜下腫瘤

合併有中潰瘍和紅腫，要特別小心，

我們可採用內視鏡超音波切片診斷，

或者以術中冰凍切片排除惡性病變。

此類腫瘤雖然小，但發現時可能已是

嚴重的進行性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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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巨觀下，腫瘤大小為3.4 x 2.7 x 0.9，可見中心潰
瘍。

圖四：病理切片檢查下，可見腫瘤細胞自黏膜處生出，
合併有肌肉和漿膜層的浸潤，最終診斷是第二級中度分
化之為胃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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