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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外科醫生陳偉希說，螢光顯影技術可以超越肉眼，
顯現醫生平時看不見的影像。

機械臂手術系統引入香港已逾十年，在剷
除癌症上屢建奇功，一些在傳統上極為複雜及難
度高的切除癌腫瘤個案，都能通過機械臂手術系
統進行，達到精準及保留病人術後器官功能的目
標。 最近，機械臂手術系統再度升級，外科醫
生能輕易辨識癌腫瘤及附近有關的組織，提升手
術效率及進一步保護病人器官功能。
設計：美術組

十一歲的何先生無論公

事上多麼繁忙，要飛往

多少個國家洽談業務，都沒有忘

記每年與家庭醫生之約 ─進
─ 行全
面體格健康檢查。今年六月，他

進行了血液、心臟、肝膽胰及泌

尿系統等各器官的檢查，怎料在

超聲波掃描中發現腎臟有陰影！

「我這段時間沒有任何不適

徵狀，亦沒有血尿，但既然有陰

影就要檢查清楚，醫生安排我照

電腦掃描及磁力共振，結果都顯

示左邊腎臟懷疑有腫瘤，之後再

五

撰文：陳旭英

▲

機械臂共有四支臂，可以在腹腔中
以多角度進行複雜及微細的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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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醫生立即轉介我到養和醫院泌

照正電子掃描確診是癌腫瘤，家
切除個案。

術系統，主要用於複雜的癌腫瘤

應用一段時間，它的好處包括減

陳醫生說，機械臂在香港已

泌尿外科醫生詳細了解病情

少病人手術時失血量、靈活度

尿外科做手術……」何先生說。

及作術前評估後，發現何先生共

高、高清鏡頭可以清楚看到各種
組織、能過濾手震等，幫助醫生

有四條血管連接腎臟，其中一條
更貫穿腫瘤，手術時必須截斷腫

完成精細手術，特別是切除複雜

但機械臂並非萬能，亦有限

瘤供血。但如同時截斷四條血

臟在完全缺乏供血下，術後功能

制。「我們做手術都是靠肉眼

度較高的癌腫瘤。

或會受影響，在兩難下，外科醫

看，有時在切除癌腫瘤時，很難

管，病人在長時間的手術中，腎

生必須尋求安全之法，最新的升

準確判斷哪一些組織與腫瘤有關

容許我們看到平時看不清的影

臂手術系統加入螢光顯影功能，

連，令手術倍添難度。最近機械

級機械臂手術系統，正正能幫助
醫生解決這兩難局面。

切癌保功能取平衡

像，令切除癌腫瘤手術得以順利
及有效率地進行。」陳醫生說。

養和醫院泌尿外科專科陳偉
希醫生說，達文西機械臂手術系

多用於切除腎癌及前列腺癌腫

在泌尿科手術中，機械臂大

五年引入，去年已發
統 自 二 ○○
展至第三代的達文西機械臂 手

四條血管連接腎臟，其中一
條供應血液給腫瘤。注入
ICG後腫瘤不顯現綠色，確
認鉗對了血管。

手術圖片

1

▲

血，讓腎臟回復功能。腎腫瘤個

在短時間內縫針，盡快回復供

腫瘤的血管，然後切除腫瘤，並

時，要做得徹底，需要截斷通往

他舉例說：「在切除腎癌

少又未能完全切除癌腫瘤。

因為切得多腎功能會受損，切得

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並不容易，

臟功能又要盡量切除腫瘤，如何

難度，例如腎癌，醫生要保留腎

瘤。陳醫生指出，這類手術有其

男士如有排尿不
暢順或小便帶血，就
可能是泌尿器官出現
問題，應及早求醫徹
底檢查。

案有較多的血管通往腎臟，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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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血管吸收ICG後在鏡頭
下會發出螢光，呈現比周
邊組織更明顯的螢光綠。

3
2

機械臂升級後，淋巴腺在螢
光技術下更容易辨識。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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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型號的達文西機械臂
Xi手術系統配合螢光顯影
技術，可以幫助醫生更準
確地找出與癌有關的血管
及淋巴。

「假設我們鉗住一條通往腫

發出綠光。

瘤的供血，如判斷失誤有機會令
瘤的血管，注入此藥水，在數十

可以看到

腎臟長時間沒供血而影響腎功能
秒內藥水到達手術目標範圍，然

肯定截斷哪條血管才可以暫停腫

復原。
後操控按鍵，如腫瘤不顯現綠

他正常器官仍然呈現綠色，證明

色，即確認鉗對了血管。同時其

因為有此限制，機械臂研發
仍然有良好供血得以正常運作，

螢光顯影 截斷供血
人員最新推出升級功能，稱為
我們便能放心切除腫瘤。由於手

位繼續有血液功能，得以保持正

「
」，以螢光顯影技術協助
System
醫生於手術中辨識與癌細胞有關

常運作，手術後能保留其功能，

術中只須截斷腫瘤血管，其他部

的組織。顧名思義，這技術是像

並加速復元。」陳醫生說。

Firefly Fluorescence Imaging

螢火蟲的光一樣，令癌組織無所

於肝癌醫療已有四十至五十年歷

「
」（ Indocyannie green
靛氰綠），這是一種顏料，應用

時，在有關腫瘤的組織注入藥水

這屬藍光顯影，於手術進行

手術是壞事，意味要截

四條血管通往腎臟，對於

護腎功能。陳偉希醫生解釋，有

增加手術複雜性的何先生，最終

能，發現有四條血管通往腎臟，

▲

史，屬安全藥物。現應用在腎

斷多條血管才能切除腫

受惠於機械臂升級後的新功

癌，當注射此藥水後，醫生在操

瘤。但有此新系統，

遁形。

控台按鍵，從機械臂的鏡頭中便

準確地找到通往腎腫

後可以

以專心及安心地切除

到健康的腎臟，便可

條血管可以繼續供血

血管的供血，其餘三

術時只需截斷這條

瘤的一條血管，在手

在注射

可以順利地切除癌腫瘤，又能保

病人在手術前需要進行影像掃描如電腦
掃描、磁力共振及正電子掃描，確定腫瘤位
置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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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瘤。

「手術時減少對正常組織的

影響，病人術後會更快復元，器

官功能亦能運作良好。研究發

現，病人如能在手術後盡快康

復，日後患血壓高、心臟病、腎

功能衰退的風險都會降低。何先

生在此螢光技術的協助下順利完

成手術，他康復良好，腎功能完

全正常。而術後的病理報告，確

認他的腎癌為一期，並在手術中

徹底剷除癌細胞。」陳醫生說。

脹大淋巴 原是發炎

螢光技術的第二個用途，應

用在前列腺癌切除手術。陳醫生

說，有時前列腺癌病人會出現淋

巴轉移，但單憑肉眼來看，淋巴

與脂肪很相似，特別是一些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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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臂手術系統的鏡頭可以作多倍放 ▲ 機械臂能過濾手震，令切割 ▲ 控制台的手掣，可以控制機械
大，令醫生更清晰地看到器官的狀況。 和縫線動作更完美。
臂作多角度的手術動作。

的患者，由於他們體內積聚很多
脂肪，故難以分辨哪些是淋巴哪

注射入前列

達文西機械臂手術
系統由四條機械臂及
控制台組成。
▲

養和醫院於二 ○○
七年引入第二
▲
代的達文西機械臂 da Vincci。
S

外科醫生的控制
台，分別有由手及腳
控制的操作鍵。

系統
機械臂手術

些是脂肪。現時新技術讓我們能
在手術中將
腺，等候三十分鐘，然後操控按
鍵，便能在高清鏡頭下看見前列
腺的淋巴組織，進行切除。
為何辨識前列腺淋巴組織如
此重要？陳醫生說，由於前列腺
組織的另一個循環系統是淋巴，
前列腺癌細胞很大機會轉移去淋
巴，故如要徹底清除前列腺癌必
須連同淋巴一同切走，新技術能
幫助醫生見到以往難以辨識的淋
巴。
另一位受惠於新功能的病人
是六十歲的郭先生，他數月前由
於小便不暢順而求醫，經醫生檢
查後發現前列腺癌指數略高，進
行前列腺活檢後確診為前列腺
癌。磁力共振影像顯示淋巴脹
大，難以確定他是否有淋巴轉
移。郭先生其後被轉介到養和醫
院見陳偉希醫生，並利用機械臂
螢光顯影新功能找出有問題的淋
巴，陳醫生徹底清除前列腺腫瘤

及淋巴腺，他在術後第七天拔去

導尿管後便能正常排尿，而且很

快康復，第八天便出院。術後的

化驗報告確定是二期前列腺癌，

而淋巴腺確診只是發炎。

保神經線 護性功能

此新技術亦有利保留男士的

勃起功能。陳醫生解釋，切除前

列腺癌時有時要切除或拉扯附近

的神經線，以致影響日後的性功

能，故醫生在進行手術時，特別

是較年輕的病人，希望能盡力保

留神經線及血管以維持術後的勃

起功能，這螢光技術便能幫助醫

生進行此任務。「由於血管與神

，當血管吸收

經線的路向是一起的，故手術期
間我們注入

後在鏡頭下會發出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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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比周邊組織更明顯的螢光

綠，故我們切除腫瘤時便可以避

過與血管同路的神經線，以保留

勃起功能。」陳醫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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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廣泛應用於切除癌症的達文西機械臂手術系統，源於八十
年代美國軍方邀請史丹福大學研究無人駕駛醫療車，用於拯救戰場
上的傷兵為他們進行手術。其後該公司研發出民用的手術系統，早
期主要用於切除前列腺癌腫瘤。

香港首部達文西機械臂於二○○五年引入，其後養和醫院購入
第二代達文西機械臂S系統，去年最新型號達文西機械臂Xi系統面
世，養和醫院於年中引入。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於去年八月批准
Firefly Fluorescence Imaging System可應用於達文西機械臂Xi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