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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心臟科



心血管系統



成人心臟疾病

兒童心臟疾病



心臟會發生那些

問題呢？

心臟結構 心肌功能 心臟的血液

供應



先天性心臟病

影響

心臟結構和血管

後天性心臟病

影響

心肌功能和
心臟的血液供應



• 先天性心臟病是最常見的先天性缺陷

• 發病率 8-10 / 1,000 新生嬰兒

• 成因： 90% 原因未明, 8% 遺傳因素，
2% 環境因素(感染，藥物，酗酒，母體
病況)



先天性心臟病的常見類型



室間隔缺損



房間隔缺損



動脈導管未閉



主動脈縮窄



瓣膜狹窄

肺動脈瓣狹窄 主動脈瓣狹窄



兒童心臟疾病有
那些臨床表現？



i) 產前胎兒超聲診斷

ii) 心臟雜音

iii) 心臟衰竭的症狀

iv)  紫紺



那些檢查可以幫助
我們作出診斷？



二维超聲心動圖



實時三维超聲心動圖



磁力共振影像

Krishnamurthy Pediatr Radiol 2009



多排螺旋CT

Ou et al.  Heart 2007



兒童心臟病是如何治療的？



支持和藥物

療法

手術治療

介入導管治療



• 毋須手術
- 縮短住院時間
- 無手術傷疤
- 具成本效益

• 對一些手術無法治療或者有着手術後殘餘問題
的心臟疾患

• 有高危手術的病人

介入導管治療



導管室







房間隔缺損的介入封堵治療



Zhan et al. Circulation 2001

房間隔缺損的介入封堵治療



室間隔缺損的介入封堵治療



Hijazi et al. Cathet Cardiovasc Interv 2000

室間隔缺損的介入封堵治療



Thanopoulos et al. Heart 2003

室間隔缺損的介入封堵治療



動脈導管的介入封堵治療



球囊擴張術



球囊瓣膜成形術



球囊血管成形術



Forbes et al. Cathet Cardiovasc Intervent 2003

植入支架



植入支架



植入支架



射頻/激光治療

肺動脈閉鎖



Cheung et al.  Am J Cardiol 2002

射頻/激光治療



經皮瓣膜植入術

法洛氏四聯症術後肺動脈瓣返流



Bonhoeffer et al. Bonhoeffer et al. Lancet 2000 and J Am Coll Cardiol 2002Lancet 2000 and J Am Coll Cardiol 2002

經皮瓣膜植入術



• 香港的病人數量

• 適宜的治療年齡

• 介入導管治療 /  手術治療的選擇

• 介入導管治療的成功及其併發症

• 長期的藥物治療和覆診



訊息

• 結構先天性心臟病是兒童和青少年時期
主要的心臟疾病類型

• 特異性和非特異性臨床表現

• 無創傷的診斷方法

• 介入導管治療的不斷進步

• 不斷擴大的接受過導管和手術治療的成
人人口



治療先天缺陷新曙光治療先天缺陷新曙光

譚廣亨教授／黃格元醫生譚廣亨教授／黃格元醫生

香港大學外科學系香港大學外科學系







超聲波產前診斷超聲波產前診斷



先天先天性性缺陷缺陷



演講要點演講要點

小兒小兒外外科手術科手術新新發發展展

臨床研究對臨床研究對病人的病人的幫助幫助



香港香港大學大學小兒小兒外外科科

 香港香港大學大學 －－ 120120年年歷史歷史,,世界排名世界排名224 (The 4 (The 
Times)Times)

亞亞洲洲首名首名

•• 瑪麗醫院瑪麗醫院－－ 7070年年歷史歷史 小兒小兒外外科科 －－ 4040年年
歷史歷史

––香香港聯網港聯網和其他和其他轉介醫院轉介醫院::

瑪麗醫院瑪麗醫院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廣華醫院廣華醫院

贊育醫院贊育醫院

－ 亦是亞太區轉介醫院
• 東南亞, 中國南部, 澳門等

－ 全港唯一小兒肝移植和小兒心外科轉介



臨床設備臨床設備 (I)(I)

 病房床位總數病房床位總數 ::

瑪麗醫院瑪麗醫院 –– 208208個個 ;;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 4848個個

–– 兒兒外外: : 

 嬰兒及少年病嬰兒及少年病床床 ((4040個個))

 新生兒外科病新生兒外科病床床 ((88個個))

 其他外科病床其他外科病床 –– 矯形外科矯形外科, , 耳鼻喉科耳鼻喉科, , 眼科眼科, , 整形整形

––內外科重症監護聯合病房內外科重症監護聯合病房 ((ICUICU):):

 兒科危重病人監護病床兒科危重病人監護病床 (8(8個個))

 新生兒重症監護病床新生兒重症監護病床 (15(15個個))

 嬰兒特別護理病床嬰兒特別護理病床 (35(35個個))



病例病例統統计计 (I)(I)

 小兒外科每年接診總數量小兒外科每年接診總數量

兒童兒童 :: 1,5921,592宗宗

嬰兒嬰兒 :: 135135宗宗

 小兒外科每年日間病例小兒外科每年日間病例:: 983983宗宗

 20092009年手術量年手術量 ––1,1601,160宗宗 （（重症重症 538538宗宗））

 每年每年小兒外科小兒外科門門診診總數總數 : 5,340: 5,340宗宗

新病人新病人: : 每年約每年約934934宗宗

舊病症舊病症 ::每年約每年約4,4064,406宗宗



新生嬰兒病例概要新生嬰兒病例概要

-- 食管閉鎖食管閉鎖

-- 先天性巨結腸先天性巨結腸

-- 膽總管囊腫膽總管囊腫

-- 膽道閉鎖膽道閉鎖

-- 肛門閉鎖肛門閉鎖

-- 腹壁缺損腹壁缺損

-- 腸梗阻腸梗阻

-- 膈疝膈疝

-- 肺水囊腫肺水囊腫
其他病例

- 小兒腫瘤
- 神經母細胞
- 腎母細胞



小兒外科手術新進展小兒外科手術新進展



 1970s1970s GansGans and Rodgers and Rodgers ((小小兒外科醫生兒外科醫生))
腹腔腹腔鏡鏡先先驅驅 (Hopkins lens)(Hopkins lens)

 19861986年年 電視攝像機與外科手術器械結合使用電視攝像機與外科手術器械結合使用,,
使微創手術有了突破性的進展使微創手術有了突破性的進展

 19891989年年 首宗腹腔鏡膽囊摘除手術報導首宗腹腔鏡膽囊摘除手術報導

 19911991年年 首宗腹腔鏡首宗腹腔鏡 NissenNissen’’ss 手術報導手術報導

腹腔鏡歷史沿革腹腔鏡歷史沿革

Dubois et al, Presse Med 1989;18;980
Dallemagne et al, Surg Laparosc Endosc 1991;1;138
Tam. Arch Dis Child 2000; 82: 240 ‐ 243 



Wong KKY & Tam PKH, Current Pediatric Reviews 2006; 2;177‐186 

‧減少術後疼痛

‧傷口併發症明顯減少

‧住院時間短

‧手術後早期功能和活動得以正常恢復

‧視像放大

‧微創

腹腔鏡手術的優點腹腔鏡手術的優點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截止目前累計超過1500宗病例

Year
2006

6

243

香港大學腹腔鏡手術香港大學腹腔鏡手術



11. . Inguinal hernia Inguinal hernia （（小小腸氣腸氣））

 透過前膽性的隨機比較透過前膽性的隨機比較, , 接受腹腔鏡手接受腹腔鏡手
術比接受開放式手術治療小腸氣的病人術比接受開放式手術治療小腸氣的病人::

 受創傷較少受創傷較少

 傷口和疤痕明顯較短傷口和疤痕明顯較短

 可以同時檢查另外一邊可以同時檢查另外一邊

 復發率跟開放手術沒分別復發率跟開放手術沒分別



22..Esophageal Esophageal atresiaatresia ((先天性食道先天性食道閉閉
鎖鎖))

• 病發率1:4000

• 病徵:出生時進食
困難／肺炎

• 外科手術是唯一
的治療方法

氣管瘺



世界世界最先最先用用CTCT做做手手術前檢查術前檢查

Lam WW, Tam PK, Chan FL, Chan KL, Cheng W.
AJR Am J Roentgenol. 2000 Apr;174(4):1009‐12.



手術時手術時
期的死期的死
亡率亡率

19731973––
1979 1979 

33 33 ％％

19801980––
19891989

1414％％

19901990––
19991999

1010％％

2000 2000 －－
0909
（（QMHQMH））

〈〈55％％

手術風險對比手術風險對比

現在考慮的，已經不是手術風險，而是怎樣減少創
傷！！

Tönz M, Köhli S, Kaiser G. Pediatr Surg Int. 2004 
Oct;20(10):768-72. 





食管閉鎖 – 胸腔鏡下修復手術食管閉鎖食管閉鎖 –– 胸腔鏡下修復手術胸腔鏡下修復手術



33. . 先天性巨結腸先天性巨結腸



正常腸段

病因 － 巨結腸病人大腸沒有神經細胞

腸道神經細胞缺失 > 沒有腸道蠕動 > 便秘

初生 – 腸道梗阻

患病腸段



從分三次開放性手術

演變到在肛門做一次微

創手術

（by Langer / De La 
Torre in 1998）

香港大學自2003 年

為超過 30個病人做手

術, 成功率高於 95%

Hirschsprung’s disease (先天性巨結腸先天性巨結腸))



香港大學2001 年起

用腹腔鏡做肛門轎正術

（全香港最早）

已為超過 35個病人做

手術

手術後排便功能比開

放手術好

4.肛門閉鎖

Lin CL, Wong KK, Lan LC, Chen CC, Tam PK. Surg Endosc. 2003;17:1649



其他的其他的手術手術新路向新路向



DaDa Vinci Robotic Surgery (Vinci Robotic Surgery (膽管囊腫膽管囊腫))



Single Port Laparoscopic SurgerySingle Port Laparoscopic Surgery
（（單孔腹腔鏡手術單孔腹腔鏡手術))

 切孔切孔放在肚放在肚臍臍 （（2 2 －－ 22..5 5 厘米）厘米）

 手術後疼痛明顯減少手術後疼痛明顯減少

 見不到手術後的疤痕見不到手術後的疤痕

 但但……..

––儀器運用困難，儀器運用困難，3 3 個儀器在一個孔上個儀器在一個孔上



Single Port Laparoscopic SurgerySingle Port Laparoscopic Surgery
((單孔腹腔鏡腎臟單孔腹腔鏡腎臟切除切除術術))

全亞洲第一个小兒單孔腹腔鏡手術



手術後手術後

Wong KKY*, Chung PHY, Lan LCL, Chan IHY, Tam PKH
Accepted by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Sept 2009



臨床研究的應用臨床研究的應用



BiliaryBiliary atresiaatresia ((先天性膽管閉鎖先天性膽管閉鎖))

• 膽管發炎和閉鎖

• 病因不明，跟病毒和基因有關？

• 病發率 1:4000 

• 男多於女

• 病徵 － 膽黃素高 （皮膚黃),   
大便呈蒼白色



 在在1959 1959 年前是無法醫年前是無法醫
治的病治的病

 直到直到 Kasai Kasai 醫生發明醫生發明
了醫治的手術了醫治的手術



Kasai Kasai 手术手术

 用小腸作一條新管道用小腸作一條新管道

 世界平均手術成功率世界平均手術成功率
為為50 50 -- 60% 60% 

 有什麼方法可以將成有什麼方法可以將成
功率再改善？功率再改善？



我們過去的研究已確定了我們過去的研究已確定了

 及時使用適當的抗生素以減少膽管炎，從而提及時使用適當的抗生素以減少膽管炎，從而提

高成功率高成功率 11

 開放式的開放式的Kasai Kasai 手術比腹腔鏡手術比腹腔鏡手手術有更好的效術有更好的效

果果 22

1. Wong KKY*, Fan H, Lan LCL, Tam PKH.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2004 Dec;39(12):1800‐2.

2. Wong KKY*, Chung PHY, Chan KL, Fan ST, Tam PKH. 
Pediatric Surgery International 2008 Aug;24(8):931‐3.



手術後使手術後使用激素的用激素的幫幫助助 (1)(1)



手術後使手術後使用激素的用激素的幫幫助助 (2)(2)

Chung PHY, Wong KKY*, Tam PKH.
Pediatric Surgery International. 2008 Sep; 24(9):1001‐4



嬰兒手術時歲數的影響嬰兒手術時歲數的影響

61 到80日 時進行手術

Wong KKY, Chung PHY, Lan LCL, Tam PKH. JPGN (Manuscript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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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re is hope, 
there is cure!
希望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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