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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尿管狹窄

�輸尿管狹窄可分為先天性與後天性輸尿管狹窄。

�先天性輸尿管狹窄的發生率在1%以下，其中男性為
女性的三至四倍，左側較右側為多。

�而後天性輸尿管狹窄的發生率在1%至24%不等，可
能由於骨盆腔、後腹腔手術或是輸尿管內視鏡手術或能由於骨盆腔、後腹腔手術或是輸尿管內視鏡手術或
是骨盆腔、後腹腔疾病所引起。

�輸尿管狹窄會造成後腰窩或是腹部疼痛，血尿，及腎
功能受損。

�輸尿管狹窄時間越久，腎功能減弱會越嚴重；若是不
能及時治療，甚至會造成無功能腎而無法恢復。



輸尿管狹窄的傳統治療

�治療若是以輸尿管鏡方式切開輸尿管狹窄處再放置雙
J導管，往往會復發輸尿管狹窄，病患也會因為雙J

導管長期存在於體內造成不適和不便。

�若要完整重建輸尿管，傳統上必須施行開腹手術，傷
口大，手術後恢復較慢且必需住院時間較長。口大，手術後恢復較慢且必需住院時間較長。



傳統腹腔鏡手術 達文西機械手臂
腹腔鏡手術

傳統剖腹手術



達文西機械手臂的優點達文西機械手臂的優點

� 出血量極少

� 三度空間視野及手術視野較清
晰

� 機械手臂較傳統腹腔鏡器械動
作靈活
機械手臂較傳統腹腔鏡器械動
作靈活

� 可於狹小空間執行極細膩動作

� 有利於細小組織精確切割縫合
及性功能保留

� 傷口較小及手術後恢復時間較
短



本院輸尿管狹窄手術治療方式

�自95年1月1日至 105年9月1日期間本院共收治
129例輸尿管狹窄病人，其中︰

� 傳統開腹手術︰ 113例

� 傳統腹腔鏡手術︰ 4例� 傳統腹腔鏡手術︰ 4例

� 達文西機械手臂腹腔鏡手術︰12例



達文西機械手臂腹腔鏡微創手術治療輸尿管
狹窄 (1)

�臺北榮總泌尿部科主任盧星華教授及其醫療團隊。

�以達文西機械手臂腹腔鏡微創手術治療輸尿管狹窄，
只需在肚子上打幾個小洞，以微創手術將輸尿管狹窄
部位切除，並將健康的輸尿管精確縫合修補。

�手術後恢復時間短，手術後一至二日即可出院，傷口�手術後恢復時間短，手術後一至二日即可出院，傷口
美觀。

�手術後不再有輸尿管狹窄，不再有腎和輸尿管積水，
也沒有後腰部不適情形，同時腎功能獲得改善。



達文西機械手臂腹腔鏡微創手術治療輸尿管
狹窄 (2)

�由於人體的輸尿管極為細小，手術中我們更輔以達文
西機械手臂進行手術，達成絕佳的切割與精確縫合效
果，並縮短縫合手術的時間及降低手術的困難度。

�達文西機械手臂提供優良三度空間視野，且機械手臂
遠較一般腹腔鏡手術靈活，可以在狹小空間進行360遠較一般腹腔鏡手術靈活，可以在狹小空間進行360

度旋轉，針對輸尿管等細小組織完成絕佳的切割與精
確縫合效果。



案例一

�唐老師，是一位優秀的民族、芭蕾和現代舞舞蹈老師，
5年前曾於中部醫院接受婦科手術，之後右側後腰窩
劇烈疼痛，經診斷為右側輸尿管狹窄合併腎臟和輸尿
管積水。

�其後每隔三個月必須在麻醉下接受輸尿管內視鏡手術�其後每隔三個月必須在麻醉下接受輸尿管內視鏡手術
並放置雙J導管作為輸尿管支架，雙J導管放置於體
內會導致不舒服，並且無法繼續從事舞蹈工作，對工
作造成影響。



案例一

�唐老師長年以此為苦，北上求診後決定以達文西機械
手臂腹腔鏡微創手術，進行輸尿管狹窄部位切除及輸
尿管修補手術。

�手術後移除雙J導管，不再有腎和輸尿管積水，也沒
有後腰部不適情形，同時腎功能獲得改善，並且重新有後腰部不適情形，同時腎功能獲得改善，並且重新
開始從事她喜愛的運動。



手術前(TAN)



手術前(TAN)



手術前(TAN)



手術傷口小，恢復快



手術後(TAN)



手術前後比較︰
手術前(TAN) 手術後(TAN)



ROBOTIC ASSISTED LAPAROSCOPIC REPAIR

OF URETERAL STRICTURE – TAN-1

A. Identification of ureter

B. Isolation of ureter

C. Lysis of fibrotic band around ureteral stricture site

Lysis of fibrotic band around ureteral distal siteD. Lysis of fibrotic band around ureteral distal site

17SH Lu



ROBOTIC ASSISTED LAPAROSCOPIC REPAIR

OF URETERAL STRICTURE – TAN-2

1. Lysis of fibrotic band surround ureteral stricture site

2. Isolation of ureter distal to stricture site-1

3. Isolation of ureter distal to stricture site-2

4. Lysis of proximal ureteralLysis of proximal ureteral

5. Removal of fibrotic ureter

18SH Lu



ROBOTIC ASSISTED LAPAROSCOPIC REPAIR

OF URETERAL STRICTURE – TAN-3

1. Removal of fibrotic ureter

2. Speculation of distal ureteral end

3. Speculation of proximal ureteral end

4. Placement of DJ stent, proximalPlacement of DJ stent, proximal

5. 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

6. Placement of DJ stent, distal

7. 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1

19SH Lu



ROBOTIC ASSISTED LAPAROSCOPIC REPAIR

OF URETERAL STRICTURE – TAN-4

1. 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2

2. 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3

3. Placement of DJ stent, distal

4. 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1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1

5. 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2

6. End-to-end amastomosis of ureter-3

7. Placement of, drain

20SH Lu



案例二

�于小姐，2010年曾於外院接受骨盆腔手術，之後右
側後腰窩劇烈疼痛並多次復發右側腎臟和輸尿管嚴重
積水、輸尿管結石和急性腎盂腎炎，並且曾經多次在
麻醉下接受輸尿管內視鏡手術並放置雙J導管。

�經泌尿系統攝影及電腦斷層檢查發現右側腎臟和輸尿�經泌尿系統攝影及電腦斷層檢查發現右側腎臟和輸尿
管嚴重積水，由於長期疼痛不已來求診，就診時還發
現腎功能減弱。



案例二

�於是安排達文西機械手臂腹腔鏡微創手術進行輸尿管
狹窄部位切除及輸尿管修補手術。

�手術後移除雙J導管，手術後腎和輸尿管積水消失，
腎功能獲改善，後腰部疼痛情形從此不再出現，重新
過著快樂的生活。過著快樂的生活。



手術前(YU)



手術前(YU)



手術前(YU)



手術後(YU)



手術前後比較︰
手術前(YU) 手術後(YU)



ROBOTIC ASSISTED LAPAROSCOPIC REPAIR

OF URETERAL STRICTURE - YU - 1

1. Incision of peritoneum

2. Identification of iliac vessels

3. Identification of ureter

4. Isolation of ureter

Lysis of the severely adhesive band around proximal 5. Lysis of the severely adhesive band around proximal 

end of the stricture site 

6. Lysis of the severely adhesive band around distal end 

of the stricture site 

28SH Lu



ROBOTIC ASSISTED LAPAROSCOPIC REPAIR

OF URETERAL STRICTURE - YU - 2

1. Speculation of ureteral cut end

2. Anastomosis of ureteral ends -1

3. Anastomosis of ureteral ends -2

Anastomosis of ureteral ends -34. Anastomosis of ureteral ends -3

5. Reimplantation of ureter

6. Psoas hitch or Boari flap

29SH Lu



總結

�以達文西機械手臂腹腔鏡微創手術治療嚴重的輸尿管
狹窄是治療的良好選擇，手術後恢復時間短，住院時
間短，傷口美觀，能夠解決病患的痛苦及不便，且使
其腎臟功能獲得維持及恢復；

�此一手術，可以縮短手術縫合修補的時間，更能針對�此一手術，可以縮短手術縫合修補的時間，更能針對
輸尿管等細小組織完成絕佳的切割與精確縫合效果，
以增進病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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