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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冠狀動脈阻塞疾病需要做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我要選擇哪一種方式? 

 

什麼是冠狀動脈阻塞疾病? 

冠狀動脈是供應心臟本身氧氣及養份的血管。主要分為三大支，包括左前降枝，左迴旋

枝，與右冠狀動脈 (圖一 )。藉由這三支冠狀動脈血管，心臟不同區域的心肌得以獲得養

分。因此當心臟冠狀動脈發生動脈粥樣硬化的病變過程中，會使血管逐漸產生狹窄而阻塞心臟肌

肉所需的血液供應與氧氣和能源，我們稱這種狀況為“冠狀動脈阻塞疾病”或是”心絞痛”。 

 

 

 

 

 

 

 

 

 

 

何時需要外科手術? 

當心臟血管阻塞缺血到達某種嚴重程度時，心臟肌肉細胞會開始壞死，這種狀況則稱為心肌梗

塞。其表現於外的症狀可以從最輕微的毫無症狀，到較常見的胸悶、胸痛、氣喘、心跳加速、頭暈、

冒冷汗，甚至心臟衰竭或導致心律異常而產生猝死情況。一旦冠狀動脈疾病的診斷確定後，有一些

治療方式可以選擇，包括服藥、經皮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冠狀動脈支架使用及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至於要選擇何種方法，醫師評估後會與您討論，並給予適當建議。 

一般常見要考慮用外科手術來治療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情況有以下 5種狀況: 

1. 冠狀動脈三個主要血管皆有阻塞的情形，並伴隨有心臟功能低下者。 

2. 冠狀動脈的左邊主支幹有阻塞情形，有猝死危險者。 

3. 冠狀動脈阻塞疾病在經內科藥物治療或氣球擴張術之後仍有症狀或併發症者。 

4. 在急性心肌梗塞後仍有胸痛的患者。 

5. 冠狀動脈阻塞疾病有併發症如心室中隔缺損，瓣膜脫垂，心室瘤形成，心包膜填塞等。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目的及治療方式有哪些?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目的，在於回復適當的冠狀動脈血流，使病人能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質。它

之所以稱做”繞道手術”，主要是因為醫師並沒有將冠狀動脈阻塞、狹窄的部份切除，而是會利用健

康的動脈或靜脈來當繞道的通道(圖二)，醫師將擷取下來的動脈或靜脈從主動脈處連接到阻塞血管

分支的心臟表面接點，使的血液繞過狹窄或阻塞處能夠流通，供應心臟肌肉所需的養分。 

  

圖一  冠狀動脈血管 



國泰綜合醫院 醫病共享決策評估表  

F-CVS-SDM-CABG, 20210531, 審視  

其血管擷取，重建血流的方式有從腿部的大隱靜脈及胸腔內壁的內乳動脈(表一)兩種，但

以腿部大隱靜脈建立血流的方式為最多；腿部的大隱靜脈獲取的方式又分為傳統或由內視鏡摘取兩

種方式(如表二)。 

 

 

 

 

 

 

 

 

 

表一 重建血流方式： 

 

 

 表二 腿部的大隱靜脈獲取的方式 

 傳統擷取靜脈的方法(圖三) 內視鏡擷取靜脈的方法(圖四) 

手術方式 
傳統手術器械擷取靜脈，需從大腿內側到小

腿開一連續性的長切口 

內視鏡擷取靜脈，只需在腹股溝與

膝蓋內側各切一個小切口 

疼痛程度 大的切口會引起疼痛較明顯 小的切口引起疼痛較輕微 

預後 
切口大，下床活動次數減少，癒合較慢，相

對延長住院天數 

切口小，相對癒合較快，有助於提

前下床活動，縮短住院天數 

外觀 切口大，較易遺留下永久性斑痕而影響美觀 切口小，較美觀 

費用 健保給付 台幣 66000 元 

1 
從病人腿部取下一條隱靜

脈，創造血流通道。 

隱靜脈對下肢的血流沒有重要影響(就是經常發生靜脈曲張、而

會被摘除的血管)。醫師將取下靜脈的一端連至主動脈上冠狀動

脈的發源處附近，另一端則連至冠狀動脈阻塞處之後。這可以

使血流繞過阻塞處，自主動脈直接送至較下游的冠狀動脈。 

2 

利用一或兩條直接從主動

脈分支而出的動脈，做為繞

道的血管。 

所利用的血管是內乳動脈或稱為內胸動脈

(Internalthoracicarteries，ITA)。 

和第一種方法不同，醫師並不會完全將動脈移除，而是將此動

脈的下游端從胸內壁移除，然後連接至冠狀動脈阻塞處的下游

端。如此一來，血流就會從主動脈正常流出，並改流至冠狀動

脈，而非流往胸壁內壁。不過，即使內乳動脈被分流開來，胸

壁其他動脈仍足以提供足量的血液。 

圖二  冠狀血管繞道手術 

創造血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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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傳統的截取靜脈手術                 圖四 內視鏡的截取靜脈手術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有哪些? 

傳統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是在病人全身麻醉下所進行，外科醫師經由胸部正中切開胸骨，看到心

臟後，將血液循環連接到人工心肺機(體外循環機就像心臟和肺臟功能，並提供人體血液的氧氣)。

然後藉由心肌麻痺液將心臟跳動停止之後，再進行血管縫合繞道術。當繞道手術完成後，使心臟重

新跳動並脫離人工心肺機。 

隨著醫療技術水準的進步，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已發展相當純熟且安全，術後住院天數平均約

10-14 天，依每人病情嚴重程度有所不同，依健保身份之住院手術費用約 6 萬元(其它選擇性自費

項目另計)。除傳統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外另有不停跳冠動脈繞道手術、迷你微創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等。至於要選擇何種方法，醫師評估後會給予適當建議。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相關風險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是一項重大的手術，根據病患年齡，病情嚴重度，伴隨疾病的其他嚴重疾病

及麻醉，部份患者於術後產生生命威脅比率約為 2%~3%或併發症的情況。根據不同文獻報告，手

術後併發症可能情形有： 

1.心臟衰竭：由於在主動脈及心臟上做切割、縫合及牽引，故有術後衝擊心臟肌肉而造成心臟衰

竭之可能性，尤其術前心臟功能即相當不好者，較易發生。 

2.出血：術後傷口及血管吻合處的撕裂出血，發生機率約 4%。 

3.栓塞：包含周邊血管栓塞壞死(可能需行血栓清除術)及腦血管栓塞(會造成缺血性中風)，發生

機率約 2%，但仍無法百分百預防。 

4.感染：胸骨及傷口感染造成癒合不良，進而引發菌血症，發生機率約<0.1%。 

5.各種心律不整。 

6.暫時性的水腫：下肢靜脈摘取側易發生水腫，約持續數月，發生機率約 25%。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後照護 

1.加護病房(圖五)觀察術後狀況，如每小時監測生命徵象及出血量情形。 

2.眾多維生管路，依病況恢復情形逐漸訓練拔除，多於術後 2~3 天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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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雙手保護性約束，防止身上管路不慎拔除，當您氣管插管拔除後就會解除約束。 

4.手術後傷口痛，醫護人員會評估您的狀況後給予適量的止痛劑及鎮靜安眠藥，並可協助會診麻

醉科提供自控式止痛劑。 

5.在加護病房住院時，護理人員會協助您穿上胸骨保護衣、翻身拍痰、增加呼吸練習球的使用以

幫助痰液排出避免肺炎併發症產生(圖六)，3-5 天後醫師會根據您的復原情況，決定您轉回普

通病房進行後續復健，經評估復建情形良好，手術後 10-14 天出院。 

 

 

圖五  加護病房儀器及管路 

 

 

 

圖六 胸骨穩壓保護衣                 翻身拍痰                呼吸練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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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比較每個選項的優點、缺點、風險、副作用(併發症)、可能的費用。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方式 
 

 傳統繞道手術 不停跳繞道手術 微創繞道手術 

適應症 多條動脈血管阻塞 主動脈鈣化 單一血管阻塞 

手術部位 正中胸骨切開 正中胸骨切開 左側胸切開 

體外循環輔助 需要 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 

傷口大小 15 到 20 公分 15 到 20 公分 10 公分 

手術費用 除健保部分負擔外，視個人自費醫材項目有所不同 

傷口復原時間 10-14 天 

失血量 自體回收輸血外，尚須輸約 500 C.C 血品 

入院天數 10-14 天 

冠狀動脈疾病復發 
原因多為血管阻塞，用大隱靜脈遠期順暢率 5 年 66%、10 年 50%、

15 年 33%；若用內乳動脈遠期順暢率 10 年 90%。 

提醒您 
1.以上須依病人個人體質、血管品質及生活飲食習慣約略有所不同。 

2.由於心導管技術進步，再次接受開心手術機率極低。 

步驟二、您選擇醫療方式會在意的項目有什麼?以及在意的程度為何？ 

請圈選下列考量因素：1 分代表對你不重要，5 分代表對你非常重要 

考量因素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成功率 5 4 3 2 1 

復發率 5 4 3 2 1 

傷口復原時間 5 4 3 2 1 

複雜的後續追蹤及照護 5 4 3 2 1 

手術費用 5 4 3 2 1 

影響生活品質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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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您對醫療選項的認知有多少？ 

 

1.我已經知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方式                  □知道 □不知道 □不確定 

2.我已經了解手術相關的風險                            □了解 □不了解 □不確定 

3.我已經知道手術後如何進行照護                  □知道 □不知道 □不確定 

 
 

步驟四、您現在確認好醫療方式了嗎？ 

 

1.我做決定前還需要： 

□更深入了解每個治療方式 

□需要和其他人討論看看 

□需要和醫師更詳細的討論 

□不用了，我已經做好決定 

 

2.目前為止，您偏好哪項治療選擇？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傳統繞道手術  □不停跳繞道手術  □微創繞道手術   

 

      □傳統擷取靜脈的方法  □內視鏡擷取靜脈的方法 

□經皮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冠狀動脈支架使用 

□藥物治療 

□不進行任何治療，原因: 

□需與醫師再做討論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我想要在了解更多，我的問題有: 

 
 
 
 
 

瞭解更多資訊及資源： 

台灣胸腔及心臟血管外科學會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心臟基金會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列印及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