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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靜脈曲張手術策略 

前言 

因為久站或先天性腿部靜脈異常的緣故，造成腿部大隱靜脈過度擴張，使得腿部

靜脈瓣膜失效而造成不可逆的腿部靜脈曲張。靜脈曲張除了會造成美觀問題，淤積在

腿部的血液更會造成靜脈栓塞、靜脈炎、慢性潰瘍或甚至難以控制的傷口以及感染。 

對於輕微的靜脈曲張，可以使用抬腿、彈性襪、減少久站等方式處理，或是藉由

硬化劑注射使腿部擴張的靜脈萎縮。但對於比較大的靜脈，例如：大隱靜脈過度擴張，

就無法以上述方式治療，必須動用手術才能處理。目前手術處理的主要方式有兩種：

傳統靜脈抽剝手術以及血管內雷射手術兩種。雖然血管內雷射傷口小、恢復快，但必

須負擔自費的部分常令人難以做出決定。 

適用對象 / 適用狀況 

  程度嚴重之腿部靜脈曲張病患，無法以硬化劑注射或其他保守療法處理時。 

疾病或健康議題簡介  

  不管您選擇的是傳統靜脈剝脫手術或是血管內雷射手術，我們要決定的是「最適

合」的治療方式，而不是妥協後的決定。以下就針對腿部靜脈曲張以及治療策略做一

簡單的說明： 

(一) 什麼是腿部靜脈曲張? 

靜脈曲張，顧名思義就是靜脈因為壓力過大、失去原有的彈性而過度擴張。而人

在站立的時候腿部承受最大的壓力，腿部血液要逆流而上更是費力。通常要藉由大靜

脈之中的瓣膜以及腿部運動才能將腿部血液擠回心臟。 

腿部靜脈有兩套回流的系統：深部靜脈系統、表淺動脈系統，而兩套系統之間各

有數條穿通分枝靜脈相連通，打個比方：就好比台北到高雄的公路有高速公路、省道

兩條道路，這兩條道路間也有數個交流道相通。 

深部靜脈(例如：股靜脈)因為在肌肉、骨骼深處，被肌肉包覆住。當人走動的時

候，肌肉就會擠壓靜脈促進血液逆流，也因為有肌肉包覆著，所以一般來說比較不容

易變形。 

淺部靜脈(例如：大隱靜脈)始於腳踝內側，經過小腿以及大腿內側，然後注入鼠蹊

部的大靜脈與深部靜脈會合。因為缺乏肌肉的包覆，如果久站或是因為先天性血管容

易鬆弛，就會造成表淺靜脈的過度擴張。 

腿部大靜脈裡面都有防止血液逆流的瓣膜，瓣膜就像一道門一樣，當血液順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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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時瓣膜就打開，如果血液因為重力逆流時瓣膜就關上。但當腿部表淺靜脈因為長期

久站、壓力過大而造成血管擴張時，就如同門框變大了，門就關不緊，瓣膜也無發揮

防止逆流的功用，而更加惡化血液逆流的壓力以及腿部靜脈曲張的嚴重度，惡性循環。 

腿部表淺靜脈，因為上述的機轉而過度擴張，就稱為腿部靜脈曲張。 

(二) 腿部靜脈曲張會有什麼問題? 

外觀的困擾：從上述的原理可得知，當發生腿部靜脈曲張時，血液就無法順利逆

流而上回到心臟，結果大多數的腿部血液就積在腿部，越低的部位累積越多無法回流

的血液，例如：腳、小腿。造成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腿部皮膚出現變形的血管，從蜘

蛛網狀的絲狀變形血管，到大如蚯蚓的變形血管都有可能，在外觀上造成很大的困擾。 

血管靜脈炎：淤積在腿部的血液因為流速較慢，也會容易形成血栓或發炎，造成

靜脈炎。靜脈炎的主要症狀是疼痛、發燒。沿著變形血管，皮膚出現紅腫、疼痛，嚴

重的時候甚至無法走路，全身發燒。雖然可以藉由症狀治療得到緩解，但復發率很高，

更容易造成進一步的併發症。 

慢性潰瘍以及嚴重感染：另一方面，淤積的血液無法將缺氧血液送回心臟肺臟做

氣體交換，也無法將代謝的廢棄物從腿部送走，過度的養分也會積在腿部，造成腿部

慢性潰瘍。這樣的潰瘍跟一般傷口外觀上很像，但因為上述的原因，可能幾個月或甚

至幾年都不會癒合，反反覆覆的感染，嚴重時甚至會造成蜂窩性組織炎、敗血症，甚

至需要截肢控制感染的程度。 

(三) 我有哪些治療的方式? 

症狀治療：病症發生是因為長期久站造成的腿部壓力過大所致，所以避免久站就

是最好的方法，或是久站之後儘量抬腿讓血液流回心臟。若真的必須久站，也儘量穿

足夠磅數的彈性襪來防止靜脈曲張的發生或惡化。 

雷射照射：對於輕微的蜘蛛網狀、絲狀血管變型，可以使用雷射照射的方式，破

壞這些變形的小血管，達到外觀上的滿意。 

硬化劑治療：在皮膚外觀上如果出現蜘蛛狀、絲狀血管變形或較小的靜脈變形時，

也可以使用硬化劑注射，將壞掉的小靜脈栓塞住，之後會自然萎縮，恢復美觀。 

手術治療：如果變形的血管相當大，經過保守治療也無法改善，或是已經出現併

發症時，會建議用手術的方式將變形的大隱靜脈去除，讓腿部的血液以後都走深部靜

脈回到心臟。就如同上述例子：省道已經殘破不堪，就除掉省道，以後大家都走高速

公路。 

(四) 手術的方式有那些呢？ 

傳統靜脈剝脫手術：會在大隱靜脈的起點，也就是腳踝的內側劃一個一公分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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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找到大隱靜脈後穿入一條導線。在膝蓋內側再劃一個傷口，將導線從這個傷口

穿出，然後將小腿段的靜脈從腳踝的傷口整條拉出來。再從膝蓋內側的傷口穿入導線，

以同樣的技術在鼠蹊部劃第三個傷口，於淺部靜脈與深部靜脈的交接處將導線拉出，

再將大腿段的靜脈整條拉出。縫合傷口後結束手術。 

血管內雷射手術：我們會在腳踝內側先找到大隱靜脈的起點，然後用打針的方式，

將雷射纖維放入血管之中，一路放到淺部靜脈與深部靜脈的交界。開啟雷射，一路燒

灼血管，一路往回拉，等雷射纖維拉出體外即完成手術。 

不論哪一種手術方式，我們都可以選擇局部麻醉或半身麻醉的方式進行，手術進

行過程中不會有疼痛或不適。 

請與醫師討論選擇最適合您的治療方式，不要因為不瞭解、害怕、恐懼而拒絕。

若因為不了解請不要客氣，讓您們理解是醫療團隊的責任。 

醫療選項簡介 

  嚴重的腿部靜脈曲張，無法以症狀治療、雷射治療、硬化劑注射，或是已經出現

感染、血管炎、慢性潰瘍等併發症時，建議以手術治療來處理。您目前的手術選項

有以下兩種： 

1. 傳統靜脈剝脫手術 

2. 血管內雷射手術 

您目前比較想要選擇的方式是 

□ 傳統靜脈剝脫手術  □血管內雷射手術  □目前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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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尚有題目，請繼續回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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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透過以下四個步驟來幫助您做決定 

步驟一、選項的比較。 

選項 傳統靜脈剝脫手術 血管內雷射手術 

傷口大小 三個到五個 2 公分左右的傷口 

OO 

一到三個左右的針孔 

OOOOO 

手術後疼痛 XXXX XX 

手術後外觀滿意度 OOO OOOOO 

手術後瘀青狀況 XXX X 

手術後症狀改善 OOOOO OOOOO 

使用限制 無特別限制 無特別限制 

花費 健保(約數千元) 

OOOO 

自費(五萬到六萬左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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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傳統靜脈剝脫手術

的理由 

比

較

接

近 

 
一

樣  

比

較

接

近 

接受血管內雷射手術的理由 

我不在意傷口大小對美

觀的影響 
< < < < > > > > 

我很在意手術傷口的大小對美

觀的影響 

手術後傷口疼痛程度我

不在意 
< < < < > > > > 

手術後傷口疼痛程度我很在意 

手術後瘀青一兩個星期

就會好，我不在意 
< < < < > > > > 

我希望手術後瘀青能快一點好 

要花很多錢，我很在意 < < < < > > > > 這個自費的費用我可以負擔 
 

步驟三、對於上面提供的資訊，您是否已經了解呢？ 

  

1. 出現潰瘍的靜脈曲張經過保守治療就可以好，不用開刀 □對 □不對 □不確定 

2. 變形的血管破壞掉之後，腿部的血液就流不回心臟了 □對 □不對 □不確定 

3. 手術治療一定要花好幾萬元才能完成 □對 □不對 □不確定 

4. 血管內雷射手術可以得到比較滿意的外觀 □對 □不對 □不確定 

5. 不管哪種手術方式都會對外觀造成很大的破壞 □對 □不對 □不確定 
 

病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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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您現在確認好醫療方式了嗎？ 

 我已經確認好想要的治療方式，我決定選擇：(下列擇一) 

 □接受傳統靜脈剝脫手術 

 □接受血管內雷射手術 

 □不進行任何治療改變，原因：                            

                                          

 我目前還無法決定                                        

 □我想要再與我的主治醫師討論我的決定。 

 □我想要再與其他人(包含配偶、家人、朋友或第二意見提供者…)討論我的決定。 

 □對於以上治療方式，我想要再瞭解更多，我的問題有：________________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將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主治醫師/SDM 教練： 

患者/家屬簽名欄： 

                日期：         年         月          日 

～感謝您撥空填寫，敬祝 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