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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成人腹股溝疝氣 (adult inguinal hernia)目前

最建議的手術方法是使用無張力的人工網膜修

補術 (tension free-mesh repair)，傳統的組織修補
術 (tissue repair)已逐漸被取代 (1)。人工網膜修補

術是將人工網膜 (mesh)覆蓋著整個鼠蹊部肌恥
骨孔（myopectineal orifice），來防止腹股溝處所
有疝氣的發生，但其美中不足的是人工網膜修

補術未補強腹股溝後腹壁腹橫肌弓 (transversus 
abdominis arch)與髂恥束 (iliopubic tract)之間先
天上的脆弱區 (weak area) (2)。為了彌補此缺陷，

使腹股溝疝氣手術後的復發率能更為降低，筆者

將人工網膜修補術與自體組織修補術合併，並

命名為TMC 修補術 (Tissue and Mesh Combined 
Repair)。 由2010年1月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
筆者以此TMC 修補術治療了1169例成人腹股溝
疝氣，手術後復發率為0.68%，是一種值得選擇
的成人腹股溝疝氣手術方法。 

由修補材料回顧成人腹股溝疝氣手術演變史

成人腹股溝疝氣修補手術方法非常的多，依

照手術採用的修補材料來源可區分為兩種，第一

種就是自體組織，其修補方法統稱為組織修補術

(tissue repair)，第二種為人工網膜，其修補方法
統稱為人工網膜修補術 (mesh repair)。

第一種組織修補術較常被提到的有：Bassini 
修補術 (3)、iliopubic 修補術 (4)、Cooper's ligament 
修補術 (5)及Shouldice 修補術 (6)等。

第二種人工網膜修補術較常被提到的有：

1959年Usher醫師發表的以polyethylene人工網補

片來修補腹壁的缺損（7）、1967年法國的Stoppa
使 用 大 片 的Dacron人 工 網 補 片（8）、1989年
Lichtenstein的 tension-free人工網膜修補術的發
表 (9)及目前腹腔鏡人工網膜疝氣手術修補的逐漸

推廣等 (1)。

筆者成人腹股溝疝氣手術演變史

筆者早期主要是採用Bassini修補術治療成
人腹股溝疝氣，直到1988年到加拿大Shouldice
醫院研修後，即開始使用Shouldice 修補術（10），

1996年以後，便漸漸的將Shouldice組織修補術
加上人工網膜合併修補成為TMC 修補術來治療
成人腹股溝疝氣。

筆者1169例TMC修補術分析
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筆者共

有1169例成人腹股溝疝氣使用TMC 修補術，男
性1107例，女性62例，其中初發性1067例，復
發性102例，直接型的348例，間接型的794例，
合併型的12例，滑動型的15例。年齡分佈由18
歲至96歲，平均年齡為59歲。平均手術時間初
發性的29分鐘，復發性的35分鐘。

TMC 修補術步驟如下：
1. 於 恥 骨 結 節 ( pubic tubercle)及 髂 前 上 棘

(anterior superior iliac spine)間，在鼠蹊內環
(internal inguinal ring)的高度處做橫向切口。

2. 撥開皮下組織至腹外斜肌鍵膜 (external oblique 
aponeurosis)，顯露出外側的鼠蹊韌帶 (inguinal 
ligament)及內側腹直肌鞘的外圍。

3.  檢測鼠蹊韌帶外圍有無股疝氣的存在。
4. 由鼠蹊外環 (external inguinal ring)向內環切

自體組織及人工網膜合併修補術（TMC 修補術）
治療成人腹股溝疝氣—1169 例經驗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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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腹外斜肌鍵膜，向兩側拉開，下面的髂

鼠蹊神經 (ilioinguinal nerve)及髂腹下神經
(iliohypogastric nerve)要注意保護。

5. 分離出腹外斜肌鍵膜下方的精索並用帶子隔離
開。

6. 打開精索上的外精索筋膜 (external spermatic 
fascia)、提睪肌 (cremaster muscle) 及內精索筋
膜 (internal spermatic fascia)，在此處找出間
接疝氣囊（indirect hernia sac）或由周圍的腹
橫筋膜 (transversalis fascia)下找出直接疝氣囊
（direct hernia sac）。  

7. 將疝氣囊 (hernia sac)推回腹腔內，把腹橫筋膜
剪開或撐開做高位剝離 (high dissection)撐開腹
膜前空間 (preperitoneal space)，下緣超越恥骨
聯合 (pubic symphisis)下方至少2公分，上緣
超越鼠蹊內環，內側超越腹直肌的外緣 (lateral 
border of the rectus abdominis muscle)，外側超
越髂恥束 (iliopubic tract)。

8. 接著將人工網膜置放於腹膜前空間，同時
合併組織的修補縫合，只用一條縫線（2/0 
polypropylene），在鼠蹊內環與恥骨（pubic 
bone）間來回往返，共兩行連續性的縫合。

9. 第一針將人工網膜固定縫合在外環處的腹橫筋
膜下方。

10. 同一條線接著往內環出口的方向連續縫
合，將內側的腹內斜肌（internal abdominal 
oblique）、腹橫肌（transversus abdominis）、
及腹橫筋膜一起縫到外側的髂恥束上，同時

縫住下方的人工網膜，直到內環處再固定縫

合，完成第一行的修補。此時、整片人工網

膜固定在腹膜前空間內，並重建了新的內環。 
11. 接著繼續將此同一條線回頭往pubic bone方
向做連續性的第二行縫合，將內側腹內斜肌

及腹橫肌一起再次縫到外側的髂恥束或鼠蹊

韌帶上，至恥骨處再固定縫合，完成腹股溝

後腹壁連續性兩行的修補縫合。

12. 外斜肌鍵膜及史卡巴氏筋膜 (Scarpa's fascia) 連
續性縫合於精索的下方。

13. 將精索及睪丸拉回原處後，縫合皮下組織及
皮膚，結束整個手術過程。

結 果
手術後共有80%的病例接受3至8年追蹤檢

查，平均手術時間，初發性29分鐘，復發性35
分鐘。手術後病人可以立即下床走動。術後的主

訴包括輕微的陰囊瘀腫及腫脹等，傷口疼痛一般

均可以普通的口服鎮痛劑控制。

術後復發的有8例（0.68%），感染的有9例
（0.7%），除了1例接受人工網膜之清除外，其餘
皆以一般傷口消毒或清創處置即完成治療；血腫

需用換藥清創的8例（0.7%），血清腫 (seroma)的
5例（0.4%），經過1至2次的普通空針抽吸皆痊
癒，沒有睪丸炎、睪丸萎縮或肺部的合併症。

討 論
TMC 修補術像是傳承了部份Shouldice修補

術的組織對組織縫合，再加上人工網膜修補術的

結合。  
在近代疝氣手術之父Bassini的修補術之

後，組織修補術目前最廣為被接受採用的應屬於

Shouldice修補術，其實Shouldice修補術包含了
Bassini修補術的基本原則，將內側的腹內斜肌、
腹橫肌、及腹橫筋膜與外側的鼠蹊韌帶縫在一

起 (1)。但是在技術上，Shouldice修補術將間斷性
縫合改為連續性縫合，讓修補後的整體組織張力

較平均，每一縫線扎實而不繃緊，較不易造成復

發，並可減少死腔，防止血腫產生，若縫線斷了

或打結鬆了，因縫線與組織沾黏，不易造成繼續

的鬆裂 (10)。Shouldice修補術對於腹橫筋膜都要切
開再摺疊縫合，加強了腹橫筋膜的強度。

TMC修補術中，對於組織部份的修補，
筆者參照了Shouldice修補術，但技術上做了
些微改變，T M C修補術中修補的縫線以 2 / 0 
polypropylene線(Prolene. Ethicon. UK)取代在
Shouldice醫院使用的34號單股不銹鋼線，同時
將  Shouldice修補術採用的兩條線往返共四行
的縫合改為只用一條線往返共兩行的縫合。在

TMC修補術中的第一行縫合取代了Shouldice修
補術的第一與第二行縫合，第二行縫合取代了

Shouldice修補術的第三與第四行縫合，簡化了
手術的操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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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C修補術對所有組織與組織的縫合只求
靠攏，不求緊密，減少了組織修補術易造成的張

力問題；神經若不幸被綁線縫住，也不會因此被

綁緊，術後的神經痛可以避免或減輕；同時對股

鞘縫合拉力變小，降低了Shouldice修補術容易
引發股疝氣的弊端（10,11）。     

人工網膜修補術主要是將人工網膜覆蓋著鼠

蹊部肌恥骨孔，但是腹股溝後腹壁的脆弱區並未

修復或補強。因此、筆者以TMC 修補術彌補這
方面的缺陷，讓病人腹股溝後腹壁除了在肌恥骨

孔上覆蓋著人工網膜外，還補強了原本自體組織

的脆弱區。腹股溝後腹壁原來只有腹橫筋膜一層

自體組織的地方 (圖1)，在TMC 修補術後即變成
厚實的腹內斜肌、腹橫肌及補強的腹橫筋膜三層

自體組織，來防止疝氣的復發 (圖2)。
全部1169例皆採用局部麻醉，手術傷口縫

合完即可下床走動。局部麻醉有助於手術中對病

人疝氣狀況及神經痛的監測，可提高手術的成功

率及減緩術後的神經痛，手術後早期的離床活動

減少了肺炎、肺膨脹不全及肺栓塞等肺部方面的

症狀發生，筆者全部的病例也都沒有這方面的併

發症。

結  語
成人腹股溝疝氣，筆者以TMC修補術作治

療，融合了人工網膜修補術與組織修補術的優

點，讓腹股溝後腹壁有多層的補強，減少術後的

復發率，同時手術時間短，併發症少，是一種值

得選擇的手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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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TMC修補術後的腹股溝後腹壁，除了人工網膜外，
共有腹內斜肌、腹橫肌及補強的腹橫筋膜等三層自

體組織保護(筆者繪製)。

圖1  人工網膜修補術後的腹股溝後腹壁，除了人工網膜
外，只有原來的腹橫筋膜一層自體組織保護(筆者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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