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泰綜合醫院 醫病共享決策評估表 

  F-GI-SDM-ERCP 20210531 審視 

膽管結石併發阻塞性黃疸或胰臟炎(膽源性胰臟炎)， 

我有甚麼治療選擇? 

 
 

 

 
 

 

 
 

 

 
 

 

 
 

 

 
 

 

 

 

 

 

 

 

 

 

 

 

 

 

 

為何我會發生膽管結石? 
 

膽管結石可分為原發性結石、次發性結石及再發性結石。 

1.原發性結石：多發生於膽道感染或寄生蟲感染後，並以色素結石為主，常

見於西方國家，東方人較為少見。 

2.次發性結石：這是大多數的總膽管結石。原發於膽囊內的結石，經由膽囊

管排至總膽管內，所以約 10-15%的膽囊結石病人，會併發總膽管結石；

然而有總膽管結石者，卻有 90%合併膽囊結石。 

3.再發性結石：為膽囊切除或膽道截石術後，再發的色素性結石，膽道構造

異常或膽汁滯留是其主因。 

 

如果發生膽管結石，我會有甚麼症狀? 
 
總膽管結石的臨床症狀，發生在每個人的情況不盡相同。輕者完全沒有症

狀，有的僅在抽血時呈現輕微的肝功能(GOT, GPT, ALP,r-GT)的異常，或

是接受超音波檢查時發現膽管擴大才知道有結石，甚至於有人在接受腹腔

鏡膽囊切除術、實行術中膽道攝影時才發現。 

至於有明顯症狀者，主要是因為膽管結石塞到膽管狹窄處或接近總膽管出

口處所引發的合併症，例如：膽管炎、胰臟炎、肝膿瘍，才進而發現有膽

管結石的存在。 

總膽管結石引發的膽管炎，典型症狀是發燒、右上腹疼痛、黃疸。有時總

膽管結石形成的黃疸還會使糞便的顏色變淡，甚至有類似白色陶土的樣

子，因此特徵則可區別肝硬化、肝炎所形成的黃疸。 

總膽管結石也可能引起胰臟管的阻塞，導致胰液排出不順、進而產生胰臟

炎，患者會有劇烈上腹疼痛，並反射至背部、噁心嘔吐、血清胰臟酵素上

升等症狀，嚴重的話會導致壞死性胰臟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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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方式的執行方式: 
 

方

式 

(內科) 

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及總膽管

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併取石術 

(外科) 

剖腹手術及總膽管切開取石術 

執

行 

方

法 

由內視鏡經由食道、胃到十二指

腸的總膽管開口(十二指腸乳頭)，

再以導管與導線插入總膽管，確

認總膽管確實有結石阻塞就進行

出口切開(EST)併取石術。 

剖腹手術，經由剖腹打開上腹部

與總膽管(術中可能併用膽道鏡)，

探查後取出結石。取石或探查結

束後須在近端總膽管放置 T 型管

到腹部外引流膽汁。 

 
您想要選擇的方式是(請勾選) 

□ 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EST)併取石術 

□ 剖腹手術及總膽管切開取石術 

□ 目前還是無法決定 

 

適用對象/適用狀況 
 
住院病人有總膽管結石併發阻塞性黃疸或胰臟炎(膽源性胰臟炎)者 

 

治療方式介紹 
 
目前歐、美及日本的臨床治療指引提出，膽源性胰臟炎若同時有膽管炎時，

病人應儘早接受治療；若總膽管結石併發阻塞性黃疸，也建議需要進一步

治療。 

 

目前本院治療方式有兩種，(1)內科的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

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EST)併取石術與(2)外科的剖腹手術及總膽管

切開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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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您了解接受內科的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

腸乳頭切開(EST)併取石術與外科的剖腹手術及總膽管切開取石的優點與缺點嗎? 

 (內科) 

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及總膽管

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併取石術 

(外科) 

剖腹手術及總膽管切開取石手術 

適用 較適用體積較小及泥巴狀的總膽

管結石。 

任何尺寸類型的膽道結石皆可能

開刀處理。 

優點 內視鏡微創手術，傷口小且位於

腸道內，術後隔天若無併發症且

腹痛、黃疸症狀緩解即可開始進

食。 

如合併膽囊結石或膽囊炎可於手

術之後請外科進行腹部傷口較小

的腹腔鏡手術切除膽囊。 

可以處理所有類型的總膽管結石

並一次清理乾淨，如合併膽囊結

石或膽囊炎也可於同一次手術切

除膽囊做治療。 

缺點 不是所有類型病人都適合此技術，

根據本院經驗，約有 1/10 的病人

會因為先天或後天腸道及十二指

腸乳突構造的改變而無法接受此

項檢查。 

1 公分以上的總膽管結石取石併發

症發生機率較高。 

術中及術後併發症(包含傷口出血、

腸道傷口破裂滲漏至腹腔、傷口發

炎感染、檢查中顯影劑及插入導管

刺激胰臟引起更嚴重胰臟炎、結石

卡住取石網無法取出)的機率約為

1/100 至 1/500。 

如取石失敗或併發症出現，有轉為

外科傳統手術的可能性。 

腹部傷口較大，手術後開始進食

與傷口恢復時間較長。 

由於術後有 T 型管從膽管連接到

腹部外，有長期引流管照護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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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您選擇治療方式會在的因素有那些?以及在意的程度有多少? 

 

1. 你比較在意內科的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

切開(EST)併取石術的成功率嗎？(請勾選在意程度) 

 

不在意 

(能接受

失敗率) 

1 2 3 4 5 非常在意 

(不能接

受失敗) 

 
2. 你比較在意內科的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

切開(EST)併取石術可能的併發症種類較多，與併發症嚴重時仍需外科手術？

(請勾選接受程度) 

 

能接受 1 2 3 4 5 不能接受 

 
3. 你是否在意術後住院的天數較長？(請勾選在意程度) 

 

術後住院

日數較長

沒關係 

1 2 3 4 5 術後住院

日數較長

對我影響

很大 

 
4. 你會在意手術後須留置 T 型引流管至腹部外嗎？(請勾選在意程度) 

 

不在意 1 2 3 4 5 非常在意 

 
5. 你能接受一次腹部手術解決總膽管結石問題，或是分段解決總膽管結石呢？

(請勾選希望做法) 

 

傾向分段

解決 

1 2 3 4 5 傾向一次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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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請問您已經了解不同治療方式的優點、缺點嗎? 

 

1. 您知道總膽管結石併發阻塞性黃疸或胰臟炎(膽源性胰臟炎)的治療方式有哪

些嗎？ 

□ (內科)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

(EST)併取石術 

□ (外科)剖腹手術及總膽管切開取石手術 

□ 以上皆是 

□ 不清楚 

2. 您知道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EST)

併取石術的併發症? 

□ 急性胰臟炎或胰臟炎惡化 

□ 腸道破裂 

□ 腸道出血 

□ 以上皆是 

□ 不清楚 

3. 您知道本院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

(EST)併取石術的成功率有多高? 

□ 約百分之 60 

□ 約百分之 80 

□ 約百分之 90 

□ 不清楚 

 
步驟四、決定治療時，您是否感到輕鬆自在? 

 

1.您清楚好處或壞處何者對您比較重要? 

□ 是 

□ 否 

2.有家人幫助您一同做決定嗎? 

□ 是 

□ 否 

3.您選擇的治療方式為? 

□ (內科)內視鏡逆行性膽管攝影(ERCP)及總膽管出口十二指腸乳頭切開

(EST)併取石術 

□ (外科)剖腹手術及總膽管切開取石手術 

□ 目前還是無法決定 

4.您還想要了解更多，您的問題有(可寫於下面空白處)：_________________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列印與攜帶此份結果跟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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