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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情境

案例一：1 9歲男性騎機車戴安全帽，為
閃避一隻小野貓，撞上路旁電線桿。胸部有鈍

傷，疼痛，瘀青。到院時神智清楚，昏迷指數

E4V5M6，心跳136次/分，呼吸22次/分，血壓
62/36毫米汞柱高。身上除胸部有瘀青，壓痛
外，其餘外觀並無肢體或軀幹腫脹或變形。血

液檢查，血色素14.8克/百毫升，澱粉酶/脂肪酶
=48/38單位/升，GOT/GPT＝30/28單位/升。

外傷超音波發現，右側腰掃描無氣胸，無

肋膜腔積液，無橫膈下或肝臟腎臟相接處或腎臟

下緣積液，左側腰掃描無氣胸，無肋膜腔積液，

無橫膈下或脾臟腎臟交接處或腎臟下方積液。骨

盆掃描無膀胱後方積液。心包膜掃描無心包膜積

液並有心包填塞徵象。

立即給予大量輸液，血壓仍然低，心跳逐漸

加快，心電圖出現有側壁心肌非特異性變化。資

深主治醫師再用外傷超音波檢查發現外側的心壁

活動不對稱，會診心臟血管科。專科超音波與心

肌損傷指數均證實有心肌受損(圖1、2)，安排心
臟內科加護病房住院以及普通病房，于七天後順

利出院。

案例二：33歲女性駕駛小汽車，繫安全帶，
因彎腰撿起掉落手機，與公車對撞。腹部鈍傷。

到院時神智清楚，昏迷指數E4V5M6，心
跳144次/分，呼吸26次/分，血壓62/36毫米汞柱
高。身上除右上腹有瘀青，壓痛外，其餘外觀並

無肢體或軀幹腫脹或變形。血液檢查，血色素

10.2克/百毫升，澱粉酶/脂肪酶=50/110單位/升，

超音波在外傷的應用

GOT/GPT＝336/288單位/升。
外傷超音波發現，右側腰掃描無氣胸，但有

肝臟腎臟相接處及腎臟下緣少量積液，左側腰掃

描無氣胸，無橫膈下或脾臟腎臟交接處或腎臟下

方積液(圖3、4)。骨盆掃描無膀胱後方積液。心
包膜掃描無心包膜積液沒有心包填塞徵象。

給予2000毫升液體並輸了6單位紅血球與6單
位新鮮血漿，12單位血小板。腹部電腦斷層檢查
發現第三級肝臟撕裂傷。

在加護病房中治療4天後，轉到普通病房6天
後出院。

前  言
處理外傷病人最高準則是：1.找到潛在危及

生命的傷害，並處理之；2.找到潛在危及器官的
傷害，並處理之；3.找到潛在危及肢體的傷害並
處理之。臨床上判斷依據因素包括年齡，性別，

女性是否懷孕，受傷機轉，生命徵兆，明顯外傷

以及如糖尿病，高血壓以及陳舊性心肌梗塞等重

要共病，都是重要的診斷與醫療決策的依據。

依受傷機轉，臨床表現，仍然存在模糊空

間，例如機車騎士與小汽車擦撞，撞到左上腹，

並造成瘀青。初始病人的血壓略低。是否有內臟

受損？需要手術？還是疼痛，血管迷走神經反應

(vasovagal reflex)，止痛，觀察，再量血壓會不會
喪失黃金時間。

影像學檢查像是刮刮樂的那個硬幣，只要用

力刮刮就能知道答案。需要快速，敏感度高，特

異性高，電腦斷層是第一線的選擇。但是心跳與

血壓都正常或者是在正常的邊緣呢？電腦斷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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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症要考慮考慮了。電腦斷層有諸多的優點，

但不便宜，輻射線傷害，病人需離開急診室或急

救室。讓我們猶豫不決時，超音波便是最適合的

選項。價格便宜，無輻射線，可重覆操作，不需

移動病人。對於臨床上我們最擔心最關注的立即

致命病灶或者瀕臨，或者正在發生，超音波的敏

感度很高，雖然特異性不高，是個最佳的初始篩

檢工具。

歷史源起

1996年，在外傷病人開始使用腹部外傷超
音波檢查（focused abdominal sonography for 
trauma, FAST）做為篩檢工具。原始想法是針
對腹部鈍傷所造成的傷害，非一般X光如chest x 
ray(CXR)、kidney, ureter, bladder X ray(KUB)，

以及一般檢驗如尿液檢驗(urinalysis, U/A)、澱粉
酶/脂肪酶(amylase/lipase)、肝功能系列天門冬
氨酸轉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丙胺
酸轉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鹼性磷酸
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膽紅素總量(total 
bilirubin, T.BIL)能偵測出來。尤其是面對一個外
傷病人，血行不穩定同時無明顯外顯出血可以說

明血行不穩定的狀況。要考慮隱藏在體內隨時致

命的傷害。

外傷超音波重要價值是在重大外傷，如由高

處掉落，受到高速的汽車或其他交通工具撞擊，

尖銳物品的穿刺，槍擊受傷。病人的狀況可能血

壓過低，或可能會隨時發生致命的狀況。外傷超

音波可以在第一時間找到致命的問題並加以處理

以拯救生命。許多專家外傷超音波的使用經驗非

圖1  心臟挫傷超音波圖。

圖3  肝臟挫傷超音波圖。

圖2  心臟挫傷超音波圖。

圖4  肝臟挫傷超音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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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認為外傷超音波，應該包含胸腔內氣胸，

以及兩側的肋間積水與血液，稱之為延伸外傷超

音波。或者直接將外傷超音波升級。

建議標準使用超音波探頭為腹部探頭，頻率

為2.5-5.0 MHz，評估順序為
1. 心包膜積液與簡易心臟掃描。
2. 右腰掃描---(含肝臟及右腎)。
3. 左腰掃描---(含左腎)。
4. 骨盆掃描。
5. 胸腔掃描，檢查氣胸與血胸。

外傷超音波的侷限

首先超音波操作者決定超音波的品質好壞差

異很大，偽陰性問題存在不可不慎。做為篩檢工

具的外傷超音波的敏感度很好。一般研究的經驗

敏感度在63 %到100%(1)之間，也有低到42 %(2) 。
謹謹以外傷超音波陰性來排除腹部內傷害需要

特別謹慎。另一個回溯性研究發現(3)，外傷性超

音波偽陰性率低於2%，但其中23%是需要手術治
療。以及另一個研究，157名腹部受傷病人的外
傷超音波發現沒有液體，其中17%（26名）需要
手術或血管攝影(4)。由以上的觀察經驗分析，作

為重大事件偵察兵的外傷超音波，仍需要回歸臨

床變化。

其次，外傷超音波有許多的盲點死角，如橫

膈膜撕裂傷，胰臟受傷，腸道破裂，腸繫膜損傷

等(5)。腎臟損傷與後腹腔病灶敏感度較低。骨盆

腔受傷也是。病人的狀況，例如有共病，重度肥

胖，皮下氣腫時，都會造成判斷的困難與誤差。

再者，病人病情是動態性，出血量會逐漸

增加，血液流動與蓄積位置隨時間變化。24小時
內重覆操作可以提升敏感度。前瞻性觀察研究，

觀察547名腹部外傷病人，24小時內重覆第2次外
傷超音波，提高腹部損傷偵測敏感度，陰性預測

值以及正確度(6)。另一個觀察性研究，陰性的超

音波結果，留置觀察12小時，期間出現惡化徵兆
時，重覆超音波檢查或是使用電腦斷層檢查。結

果敏感度達到94%(1)。

心包膜以及簡易心臟檢查

外傷病人的心包膜及心臟檢查最重要是心包

膜有無積液。包括心包填塞的判斷，整體心臟的

活動是否異常，有無其他心臟損傷的證據。右心

室的填充是否足夠。心包膜脂肪層容易誤以為是

心包膜積液。心包膜脂肪會在心臟收縮時貼在心

臟，會與心臟一起活動，而心包積液則不會隨心

臟收縮起舞。在血胸病人，建議在胸管將血胸清

乾淨之後，再重覆心包膜積液的檢查，減少心包

膜積液的偽陰性。

常用的介面有： 肋下介面(subcostal view)，
心臟的四個腔室以及心包膜都能看見。但肥胖，

胃脹氣嚴重，劍突明顯，劍突下空間狹小或是腹

部脹或痛病人，建議改用胸骨旁長軸或是心尖四

腔室角度。胸骨旁長軸介面(parasternal long axis, 
PSLA)，當肋下介面無法看到足夠的心臟影像時
的主要替代介面。胸骨旁長軸介面可以由前面看

到後面有右心室，心室中膈，左心室，左心房，

以及降主動脈。

心尖四腔室介面(apical 4 chamber, A4C)是外
傷病人超音波檢查的另一個介面選擇。心尖四腔

室介面可以看到四個腔室，可以看到右心室塌

陷，心包膜積液，心包填塞以及心臟整體的功

能。但最低的部位無法看到。

下腔靜脈與血管內溶液狀態 ( I V C  a n d 
Intravenous volume status)，在外傷病人，簡易心
臟檢查超音波可以看出病人的血管內溶液狀態。

只要在心臟檢查後將焦點移到下腔靜脈。評估在

吐氣末端的下腔靜脈管徑大小。若是下腔靜脈看

不到，可以看看有沒有過動的心室，也就是在收

縮末期時，心室壁的二端是否有接觸到或幾乎接

觸到(有人稱為kissing) 。
左右二側腰部介面

右腰介面，這是外傷超音波檢查腹部掃描的

第一部分。檢查的目標是肋膜腔，橫膈下，肝腎

之間，以及右腎下部。肝臟可獲得掃描，並可以

提供一個窗口與介面。

腸氣，肋骨與以及肺部內的空氣都是干擾的

因素。由前胸到後背來回掃描，搖動探頭，順時

鐘旋轉，與肋骨幾近平行。請病人吸氣或吐氣，

讓我們的標的位置往上或往下移動，儘量避開肋

骨干擾影像。

左腰介面，做完右腰介面後，再做左側，

有四個部分要看，肋膜腔，橫膈膜下方 ，脾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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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以及左腎下方。脾臟可被掃描，並是一個很

好的窗口，與肝臟比較，脾臟較小，在更後方，

更上方些。與右側相同會有腸氣，肋骨以及肺部

內的空氣的干擾，系統性的檢查才不容易誤失病

灶。

骨盆介面

骨盆介面，這是平躺時最低的位置，也是看

有沒有自由液體的重要位置。膀胱可以做為觀看

骨盆位置的窗口，只要有部分的尿液就足夠，但

是空的膀胱會容易漏掉少量的液體。

觀察研究發現(7)，外傷超音波最常發生骨盆

腔液體看不出來的主要原因是膀胱沒有脹起來。

如果有放置尿管時，可以考慮灌注等張溶液200
毫升做為窗口。若是在急救時，可以灌注更少的

水。

探頭放在恥骨聯合上方，縱向。移動探頭來

看到整個膀胱，要看到男性的膀胱後方以及女性

的子宮後方位置(8)。旋轉90度成為橫向，檢查骨
盆腹膜腔。

二側肋膜腔的積液與氣胸

肋膜腔檢查，在肋膜腔中最低點在二側腰介

面可以看到血胸。若是要偵測氣胸應該用頻率較

高的探頭。標準外傷超音波使用腹部與心臟探頭

的2.5MH到5.0MH，若要清楚看到肺部的臟層與
壁層的交接介面需要用高頻率探頭(5 to 10 MHz)
的線性探頭。超音波深度有約4公分。

要用超音波偵測氣胸的最佳位置，目前仍沒

有共同結論。一般建議在第3與第4肋間，鎖骨中
線交界。其次是第2肋間與鎖骨中線，第4肋間與
鎖骨中線，第4肋間與前腋線，第6肋間與前腋線
與第6肋間與中腋線。左右二側都要檢查。

氣胸並不是傳統外傷超音波找無超音波自由

液體，除了腹部探頭，灰階的B模式，M模式與
杜卜勒超音波的肋膜滑動。由表面垂直延伸到深

部肺部的「慧星尾巴(comet tails)」是評估是由
臟層間質水腫引起來的再振動假影(reverberation 
artifact)。檢查區若出現「滑動徵」與「慧星尾
巴)」可以排除氣胸。在有肺滑動與沒有肺滑動
相接的點，稱為「肺點徵」，確認是有氣胸。

檢查注意事項

檢查結果會受到許多的因素影像，受傷的位

置，受傷後到檢查的時間長短，有無腹內沾黏，

腸氣的狀況，流動液體的量，病人躺的方式，以

及超音波檢查的品質都會影像超音波影像品質與

結果。

腹腔內自由流動液體會因為重力往低點流

動。但腹腔內的橫膈大腸靭帶會讓右上腹部的液

體無法通過左側大腸週邊空間流到下腹去。左上

腹腔液體必須流到右側，由右側的大腸周圍空間

往下流。在一個平躺外傷病人，脾臟撕裂傷出

血，血液會先流到莫里森袋(Morrison pouch)，
再往下腹流。

許多學者想解答外傷超音波能偵測最少量

液體(9)。結果莫里森袋是620-670毫升，骨盆腔是
160毫升(9)。使用同時使用不同介面時，腹腔內

最少的流動液體是200-250毫升。在實驗室中用
腹膜灌洗的方式，在真實病人影響因素更多。

特殊狀況討論

育齡婦女生理性的與排卵有關。約有5到20
毫升少量的骨盆液體 (10)。在電腦斷層有36%到
40%中發現有游離液體。這些液體會讓外傷超音
波判斷陽性有困難。如果沒有辦法確認時，觀察

與重覆檢查是好方法。針對1047名腹部鈍傷的育
齡婦女(11)，有56名檢查只有骨盆有液體，只有1
名需要開刀修補。其他的939名婦女超音波檢查
是陰性，但其中有3名需要手術治療。

另一個研究947名育齡婦女有腹部鈍傷，在
超音波檢查有與沒有自由液體的傷害有差異。二

組都很少的傷害。

在懷孕婦女的外傷處理是針對建立母親的心

肺穩定為優先。復甦治療母親最重要的過程是子

宮壓迫到母體的下腔靜脈。懷孕婦女外傷需要影

像學檢查，注意胎兒相關的游離輻射線，包括電

腦斷層。用重複性外傷超音波與理學檢查是一個

選項。

過去臨床相關研究

2012年有22個前瞻研究包括數千個腹部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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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系統性回顧，以床邊外傷超音波評估腹

內受傷(12)。外傷超音波陽性比起歷史上的其他檢

查，更正確(調整可能性率＝30， 95%信賴區間 
20-46)。陰性結果減少受傷(調整可能性率=0.26, 
信賴區間1.9–0.34)。

超音波結果評估計劃(sonography outcome 
assessment program, SOAP)，分析隨機262名軀幹
外傷，一般照顧或是包括外傷超音波對策(13)。

使用外傷超音波明顯以下的項目，平均109分鐘
減少等待手術時間(64%減少，95%信賴區間48-
76%)。電腦斷層使用率減少(odd ratio =0.16, 95%
信賴區間0.07-.32)。醫院留置減少27%(95%信賴
區間 1-46%)。合併症減少(OR=0.16, 95% 信賴區
間0.07-0.32)。這個研究說明超音波可以做為檢
傷工具也促進確認治療。

另一個研究，以419名外傷病人，有用超音
波或沒有用超音波，非隨機前瞻研究(7)，超音波

造成處理改變有33%，造成電腦斷層與診斷性腹
部灌洗的使用率。

腹部穿刺傷與鈍傷並沒有不同。根據觀察研

究，外傷超音波陽性在穿刺性外傷有高度的特異

性與傷害預測性。檢查敏感度明顯低於鈍傷。

對於外傷超音波對於病人結果以及臨床醫師

的決策決定或是資源使用在穿刺腹部穿刺傷是沒

有隨機對照組研究。沒有針對血行不穩定的研究

報告。8個觀察研究的系統性回顧，特異性在94-
100%之間。敏感度在28%以下。

關於外傷超音波檢查的研究

一個75連續穿刺腹部傷害連續(8)，血行穏定

的病人前瞻性觀察，在第一級外傷中心研究，

外傷超音波的敏感度是46%，特異性是94%。有
22個偽陰性，有13個腹內血液以及持續傷害需要
手術修補的。誤失的傷害有小腸6個，以及大腸3
個。

前瞻性觀察有72名血行穩定的軀幹穿刺外傷
(14)，同時沒有緊急手術或是插胸管的必要。外傷

超音波的敏感度67%與特異性98%。66名完整外
傷超音波檢查發現53名沒有可識別的腹腔內自由
液體，其中6名(53名)有明顯腹內傷害，由腹腔
手術與進一步的檢查所確認。誤失傷害，腸道有

3名，橫膈膜2名，胃部有2名。
另一個前瞻性觀察177連續穏定的腹部或胸

部穿刺傷害(15)，外傷超音波有敏感度48%，特異
性98%。雖然外傷超音波檢查很少改變處理，研
究並沒有明確，之前的標準來改變基於超音波問

題。

胸部鈍傷，可能包括肺，心，其他的縰膈腔

結構，由輕微的軟組織挫傷到氣胸以及心臟或是

主動脈破裂。能不能偵測這些傷害的能力差異很

大。

氣胸與血胸，很多的觀察研究，超音波是有

效的篩檢工具來診斷胸部外傷的氣胸的診斷。很

少研究評估檢查特徵，來偵測臨床上明顯的外傷

性血胸，需要插胸管，但前驅報告是很明顯。

有幾個前瞻觀察研究，鈍傷與穿刺胸外傷，

用胸部電腦斷層做為黃金標準。發現超音波是明

顯更敏感度更好比平躺胸部X光。有一個類似的
研究，225名連續外傷病人(207名鈍傷)評估瞭部
超音波(16)，胸部X光，胸部電腦斷層。超音波是
敏感度49%，胸部X光是21%，每一個特異性都
是99%。類似的研究，119名(114名鈍傷)，超音
波有相當的特異性(95%比上100%)。有更好的特
異性(53%比上19%)來偵測氣胸，合併臨床診斷
和平躺胸部X光。

前瞻觀察包括13個案的血胸以及一個回顧性
包括26個案，超音波高敏感度與特異性對外傷血
胸(17)。

心臟與主動脈傷害，大部分鈍心傷病人，

超音波可以偵測出來明顯的心包膜積血或大量血

胸。心臟 傷害的超音波徵包括心臟壁活動或是
瓣膜的異常。

如果沒有立即死亡，外傷性主動脈傷害，如

果沒有找出來以及修補的狀況，可以出現部分厚

度撕裂進展到主動脈破裂。經胸部超音波，如這

個檢查，可以提供胸主動脈不良的影像。更多複

雜超音波技巧可能看清楚主動脈根部，升主動脈

部分以及降主動脈。螺旋電腦斷層與經食道超音

波認為標準的方法來評估是主動脈，有外傷性傷

害。

肋骨與胸骨傷害，胸部鈍傷，肋骨與胸骨是

常見的。血行穏定，這個的傷害用胸部X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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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不好的敏感度。超音波較敏感但還是需要

進一步的檢查。

在前瞻性觀察研究，與胸部X光比較，超音
波用高頻率的線性探頭來診斷肋骨與胸骨骨折，

在88個連續病人到醫院在鈍傷後送到急診室(18)。

臨床診斷敏感度是26%，特異性92%，胸部X光
診斷敏感度是24%，特異性92%，超音波診斷敏
感度是80%，特異性83%，

穿刺性胸部外傷，穿刺性胸部外傷與胸部鈍

傷有相同的特徵，會傷到肺，心，其他的縱膈腔

結構。會出現氣胸與心包填塞。

247名胸部穿刺傷的病例系統研究，床側超
音波找到10個案有心包膜積血，同時超音波操作
到開刀房時間平均是12.1分鐘(19)。研究團隊接著

做一個前瞻研究有261名類似病人，找到29名有
心包膜積血(20)，在這個研究之中，平均時間到手

術是12.1分鐘，敏感度是100%，特異性是97%。
回溯性回顧49名病人有穿刺性心臟損傷，診

斷平均時間很短(15.5分比上42.4分)，存活在28名
有在急診到達時由急診醫師立即安排做過心臟超

音波檢查的病人高很多。

一個前瞻性觀察研究，32名病人有穿刺前
胸傷口有100%的敏感度與特異性來診斷心包膜
積血。

針對經胸部超音波評估心臟與下腔靜脈評估

血液容積狀態，是一個很好的急診檢傷與持續評

估病人的方法。觀察研究報告，增加評估下腔靜

脈與心輸出量，可以提供血液容積狀態。以及對

輸液的反應。急診醫師及外傷醫師很容易上手操

作的。

結  語
超音波是可移動的，便捷的，沒有輻射

線，臨床醫師可以很快在床側以及重複操作超音

波來得到診斷需要的訊息。雖然很少有隨機臨床

研究，很多前膽性觀察研究，顯示提供給正確與

有用的訊息來評估外傷病人的初始問題。

外傷超音波是在外傷病人的標準的篩檢檢

查，包括評估心包膜，找到有無心包膜積血與心

包填塞。右腰介面與左腰介面以及骨盆介面，找

找看有沒有腹膜內有自由液體。延伸外傷超音波

要找看看有沒有氣胸，超音波檢查陽性是很有幫

忙，減少治療的時間。

對於在穿透性外傷，過去研究顯示使用做為

超音波做為確診工具，是有危險的。來排除主要

的腹內或胸內損傷，重複檢查可以改善敏感度。

超音波無法看到橫膈膜撕裂，胰臟病灶，腸

道破裂，腸繫膜受傷以及小量的自由液體(一般
低於200毫升)。超音波的能夠來偵測傷到腎臟傷
害是有限的，他亦無法區分在尿液與血液，在骨

盆腔外傷減少敏感度以及特異性。

血行穏定病人有傷害機轉或是身體診察發現

評估額外影像，通常是電腦斷層或一段時間的觀

察，包括結合身體診察與超音波檢查。每一個基

本評估包括在外傷超音波以及解讀。

育齡婦女有少量的自由骨盆液體，這樣的

液體與排卵以及一般認為是生理性，我們認為最

好是假定傷害存在，當自由液體在骨盆介面在女

性，持續有明顯增加液體的量，應採取適當進一

步處置。

懷孕婦女外傷是一個挑戰，除復甦術時減少

子宮壓迫外，超音波的檢查仍有死角與盲區的，

需要更小心與重覆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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