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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田醫院麻醉科

前  言
近年來越來越多國家的醫院應用術後加速

康復療程(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 ERAS)
於醫療常規之中。主要目的是將實證醫學建議有

效的手術全期醫療照護方案措施，結合跨領域合

作協調，加上以標準化和優化手術與麻醉治療流

程。除了可重整臨床醫療流程之外，ERAS具有
較短的康復時間及降低相關併發症的發生率，進

而減少額外的醫療支出。這一種醫療模式有其局

限性，並不能滿足所有病人；因為並非所有病人

都是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 
physical status(「美國麻醉醫師學會」建議的身
體狀況分類等級) I或II。當病人屬於III或VI的時
候就沒有辦法加入加速術後康復的行列。所以我

們提出一個新觀念—手術前優化增強術後恢復

(enhanced recovery before surgery, ERBS)。此一觀
念在2020年10月由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麻醉科與疼
痛醫學Heath McAnally醫學博士所提出(1)。

ERAS的發展史
ERAS(2)是1997年由丹麥外科Henrik Kehlet醫

師帶領一組來自北歐的外科醫師利用以往大腸快

速通道手術(fast-track surgery)的經驗所導入的一
種護理模式。旨在探索接受結直腸手術的病人的

最終護理途徑，實施特別的策略以降低術後腸阻

塞的發生率，從而降低成本和住院時間。及早康

復並減輕經濟負擔。一般來說制定和建立指引是

不夠的，它需要更多的實踐和修正，來實現可持

久改善病人整體護理的品質目標。因此，ERAS

從ERAS升級為ERBS

並不是一個單一而僵硬化的指引，而是一種方

法，此方法是一種跨科系團隊合作的方式，隨時

準備隨著知識的發展而做出改變，是醫學科學思

想的革命。該方法的核心是通過團隊優化手術周

期的營養狀況，促進無鴉片類藥物的鎮痛和術後

早期餵食來減少人體對手術壓力的反應。

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小組的成長是由來自其

他幾個國家和外科專業的同事加入的，第一篇論

文報導了各種手術後的時間和康復品質的重要改

善。

由於這些研究報告有著顯著成長和成功，

2010年，ERAS協會正式成立，並在瑞典註冊為
國際非營利性醫療學術團體與參與手術治療。

ERAS協會的貢獻
ERAS協會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的幫助下

發佈和更新一系列指南，繼續制定針對其他外科

專業的指南，自2012年以來每年舉行一次國際會
議，並製定ERAS實施計劃(ERAS implementation 
program, EIP)。在EIP中，外科醫生，麻醉科醫
師，護士和專職醫療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在8至
10個月的時間裡一起參加了研討會，並在其自己
的部門實施ERAS的過程中接受了培訓。

當前的ERAS計劃在瑞典開啟後，相繼在荷
蘭，英國和瑞士推廣，後來擴展到加拿大、澳

洲、美國、法國、西班牙、拉丁美洲。

E I P提供了E R A S交互式審核系統 ( E R A S 
interactive audit system, EIAS)，旨在進行實時品
質控制，其中包括每小時更新的數據庫，該數據

庫已成為與ERAS協會網絡相關的醫療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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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進行臨床研究的強大工具。來自不同中心的幾

份報告描述了將ERAS應用於日常護理並節省相
關的費用。

ERAS不是一個單一而僵硬化的協議，而是
一種方法，一種「慣常操作」，一種跨科系團隊

合作的新方式，隨時準備隨著知識的發展而做出

改變，即醫學科學思想的革命。

麻醉在ERAS的角色—具體概念及其優勢
在ERAS中麻醉處置的具體概念及其優勢包

括五項必要元素可改善照護品質，確保病人安全

性，提高病人滿意度以及以病人為中心的治療

方針。因此，麻醉醫師可以在手術室中熟稔這些

操作，成為麻醉的標準照護的一部份：1.合宜的
麻醉深度；2.穩定的體溫；3.維持適當的體液調
節；4.術後多重模式疼痛控制；5.術後噁心嘔吐
的預防。ERAS這些術中的介入，大大影響病人
照護，醫療團隊和整個專業社群的運作，這極需

要團隊精神，同時也強化團隊內部的凝聚力。

所以，台灣麻醉醫學會(TSA)的「ERAS推廣委員
會」會一直以全國性的規模持續推動教育會員的

活動，也通過媒體推廣相關概念給一般大眾。目

前各級醫院或多或少都有ERAS小組在進行中。

手術前增強術後恢復彌補ERAS沒有考慮的
問題

ERAS具有較短的康復時間及降低相關併發
症的發生率，進而減少額外的醫療支出。這種醫

療模式有其局限性，並不能滿足所有病人；因為

並非所有病人都是ASA physical status I或II。因
此當病人屬於III或VI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加入加
速術後康復的治療計劃之內。比如有認知障礙

的老人、長期服用止痛藥的病人、高齡高危病

人、心臟血管病人等。這些病人不是ERAS能處
理的，可能需要在手術前兩週開始或更久就要接

受麻醉科評估，安排相關科會診，提出意見，訂

定術前計劃。這樣病人才會有可接受手術的身體

狀態。手術麻醉才能順利進行。後續康復才會加

速。所以我們提出一個新觀念—手術前優化增強

術後恢復。

舉例說明如下

一、認知功能障礙的老年病人 
老年人中最常見的術後併發症是譫妄 (3)，

在麻醉和手術後多達65%的病人會發生譫妄。譫
妄和延遲的神經認知恢復現已歸類為手術周期

神經認知(peri-operative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PND)以外的併發症和再次入院的機率。從長遠
來看，經歷PND的病人認知障礙和癡呆的發生率
會增加。然而，並非所有的譫妄發作或神經認知

恢復延遲都是可以預防的，但是有證據表明，通

過簡單的術前動作就可以給認知功能障礙的老年

病人預防至減少40%的譫妄發生，使外科手術病
人降低風險。

儘管此問題的嚴重性及其對癒後的影響，

但麻醉醫師直到最近才將術前認知功能障礙與其

他器官、系統(如心血管或呼吸系統)那樣作麻醉
前常規評估。

因此估計有83%的病人沒有接受術後譫妄篩
查。南加州⼤學凱克醫學院麻醉學卡羅爾•佩登
教授發展出一套老人術前腦部健康計劃(4)，用作

評估老人的認知功能障礙(圖1)。預防譫妄的發
生，使手術後病人降低風險。這點ERAS是做不
到的。

二、長期服用止痛藥的病人

慢性疼痛(5)和長期使用鴉片類藥物的在美國
(6)和其他發達國家地區正在步入流行的程度。這

兩種狀態之間的相互作用與手術的生理損傷經常

會導致手術結果差於預期。在台灣長期使用鴉片

類藥物的情況尚屬少數。許多臨床醫生和護士認

圖1 該圖顯示了作者創建USC手術周期腦部健康計劃
所遵循的步驟。由南加州大學凱克醫學院提供。

原圖出處：Anesthesiologists and perioperative 
brain health:Practical ways protect cognitive 
function in older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Anesthesiology News, 07-10-2020.

597

14 2021, Vol.64, No.10



學術

為，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種疾病，而其他人則認

為它僅是一種症狀。

無論如何，有關於在擇期手術之前優化

慢性疼痛 (7)的話題正在興起，就像有人試圖優

化心血管，肺或內分泌疾病一樣。《麻醉學新

聞》採訪了Heath McAnally博士(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Medicine)和Beth Darnall博
士(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探討
了他們對術前優化慢性疼痛的必要性的觀點。兩

位臨床醫生都認為，在建議的選擇性手術之前早

點解決此問題，將導致更大的增強手術後恢復的

能力；相反的，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導致多種

術後問題。

在台灣雖然長期使用鴉片類藥情況不多，

但由於疼痛而情緒低落、焦慮狀態而就醫接受治

療者不是小數。這些止痛藥除會影響麻醉的進行

外，更會造成預後不良，甚至會延長住院天數。

這類病人，我們希望能在擇期手術前調整他

們的身體狀況達到一個病人期待接受手術後會出

的效果，不再使用藥物。舉例來說，一個因慢性

疼痛而情緒低落、焦慮狀態長期服用抗抑鬱藥物

的人。他們可能需要在手術前停藥，以便手術中

和術後沒有藥物殘餘功效。顯然，此過程需要計

劃，並且不僅要涉及藥物劑量的遞減。應該向病

人提供教育和資源，以管理苦惱，焦慮和恐懼，

以及在減少抗憂鬱類藥物及止痛類藥物減藥及停

藥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症狀。做到在精神，情感和

醫學上為病人提供支持。這樣，我們才能確保最

佳結果。這也是ERAS無法做得到的。
三、高齡高危病人

老年病人隨著年齡增加，各個器官功能減

退，高齡將進一步加劇器官功能減損，所伴發的

慢性疾病以及急危重疾病將使其器官功能狀態處

於功能衰竭的邊緣、衰竭、急性損傷狀態(8,9)。

在此狀態下的實在不宜進行ERAS治療計劃，因
這治療計劃將使高齡高危病人的手術周期死亡率

與嚴重併發症的發生率急劇升高。如何通過創新

的高齡高危病人手術周期麻醉管理技術及臨床路

徑，降低此類病人高發的手術周期死亡率與嚴重

併發症發生率，是麻醉科醫師面臨的重大科學問

題。這問題包括在麻醉下的鎮靜、鎮痛、肌肉鬆

弛、循環與呼吸管理，以滿足外科手術的需求以

及同時給予病人的生命支持，這種管理理念和技

術更多是適用於成年手術病人，而對於高齡高危

手術病人，這種常規麻醉管理技術並不能完全達

到降低此類病人手術周期死亡率和嚴重併發症發

生率的目標。重症治療的實施過程通常是在高齡

高危病人麻醉手術後，在ICU內進行。高齡高危
病人術前已早經存在著各種器官功能衰退、衰

竭、急性損傷狀態，在經歷麻醉手術打擊後，其

功能狀態的衰弱會進一步加劇，並可能併發多器

官功能衰竭。在ICU啟動的干預與治療，顯著會
延遲器官功能減退、衰竭、急性損傷。愈早干預

治療效果愈好。隨著干預時間的延遲加劇器官功

能衰竭的嚴重性和多器官損害，高發的死亡率和

嚴重併發症的發生率是不可避免。因此，麻醉科

醫師如何把麻醉管理與重症治療同步，實施高齡

高危病人全身麻醉下的重症治療，是推動高齡高

危病人手術周期低死亡率、減少嚴重併發症的重

要戰役。

如何實施高齡高危病人全身麻醉下的重症治

療？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創新性研究。

1. 仔細進行高齡高危病人的術前器官功能狀態評
估，篩選脆弱器官以及處於功能衰竭、急性

損傷的器官，梳理會導致衰竭、急性損傷的

病理生理學機制。制定適合高齡高危病人者

麻醉與術後快速氣管拔管的策略。

2. 高齡高危病人，無論進行擇期或者急診手術與
麻醉，術前並存器官功能衰退、衰竭、急性

損傷的發生率遠超過成年或普通老年病人。

麻醉科醫師需要了解高齡病人整體功能狀

態，如ASA分級、METs分級，心肺腦腎腸並
存疾病及術前功能狀態。

3. 通過術前篩查，明確已經處於功能嚴重衰退、
衰竭、急性損傷的器官，這種狀態與術前長

期並存慢性疾病、用藥以及與術前外科疾

病、急危重事件對器官功能影響的病理生理

學機制，是什麼關聯關係，應該進行仔細的

分析。

4. 根據器官功能衰退、衰竭、急性損傷的病生理
學機制與即將實施的麻醉手術對已經存在的

病生理學機制有怎樣的影響，制定合適的麻

598

152021, Vol.64, No.10



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學術

醉與手術周期管理策略。實施肺保護性通氣

策略。對於高齡病人，給予低潮氣量(6-8 mL/
kg)、低吸入氧濃度(FiO2<60%，能夠維持SaO2

在100%的任何FiO2均可)，I∶E<1∶2，PEEP 5- 8 
cmH2O，至少在停止麻醉藥物前實施肺復張
性通氣策略。優化心肺交互作用，逆轉急性

舒張型心力衰竭導致的急性呼吸功能衰竭。

單純的ERAS是無法做得到的。
四、心臟血管病人

我們都知道，非心臟手術後的心血管併發

症常構成手術周期發病率和死亡率(10-12)。2018年
Medicine (Baltimore)報導，全球每年有2億例接
受非心臟手術的病人中，估計有100萬成年人在
術後30天內死亡(13)。其中心血管事件是手術周期

併發症的主要原因。而急性心肌梗塞(AMI)佔非
心臟手術後發病的5.7%。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
非心臟手術之前進行心臟評估時麻醉醫師應向病

人提出兩個問題：手術期間和之後發生心臟併發

症的風險是多少？如何降低或消除這種風險？風

險評估可評估病人的合併症和活動耐力以及要進

行的手術類型，以確定手術周期心臟併發症的總

體風險。先前或當前的心臟病，糖尿病和腎功能

不全都會給手術周期心臟併發症帶來更高的風

險。活動耐力差和高風險的手術程序(例如，血
管，長時間的胸部或腹部手術)也預示著手術周
期的惡化。非侵入性壓力測試(noninvasive stress 
testing)(14)已廣泛用於幫助預測手術周期併發症

的風險，但是這些測試對預測術後不良能力限制

了它們的實用性。在估計出心臟併發症的風險之

後，應該採取措施降低它。β受體阻斷劑(beta 
blocker)在降低風險方面有明顯的優勢 (15)。目

前，尚無數據表明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或冠狀

動脈重建術可降低非心臟手術風險。此外，有安

裝帶支架病人的長期抗凝血需求，可能使病人面

臨手術周期出血的風險增加。因此，對於那些非

心臟手術的病人，例如不穩定的心絞痛或對藥物

治療無效的穩定的心絞痛，應在非心臟手術前使

用冠狀動脈重建術。另一方面，具有低臨床風險

因素和良好功能狀態的心臟血管疾病人者，可接

受中低風險手術，並可以立即進行手術，預後將

會良好。此外，以前接受過冠狀動脈重建手術穩

定的病人也可以安全地接受手術。需要進行緊急

手術的病人應立即進行手術，因為延誤的後果通

常超過了術前風險評估的好處。然而，對於那些

患有不穩定冠狀動脈綜合徵的病人，應該無限期

延遲擇期手術，因為心臟病的後果通常會否定手

術的好處。爭議涉及中危或高臨床風險的病人，

應考慮是否進行高風險但可選的手術。在評估這

些病人的風險時，非侵入性檢測(14)僅提供有限的

幫助。對於這些病人，降低風險的最佳策略是手

術周期使用β受體阻斷劑(15)。冠狀動脈重建對減

少手術周期心臟併發症的作用尚未得到證實。爭

議涉及中危或高臨床風險的病人，考慮是否進行

高風險但可選的手術。在評估這些病人的風險

時，無創檢測僅提供有限的幫助。

心血管疾病人者的術前準備最好由心臟科

醫生開始。美國心臟協會和美國心臟病學院已出

版了《非心臟手術手術周期心血管評估和護理指

南》(2007年)。個別心臟評估必須考慮活動性心
臟疾病，功能能力，其他臨床危險因素和手術風

險。功能正常的穩定，無症狀的病人可以進行選

擇性麻醉和手術，而無需進一步的心臟評估。主

動性心臟病需要在擇期手術之前通過心臟病學服

務進行評估和治療。在穩定性心臟病人者或心臟

功能能力和臨床危險因素未知的情形下，進行中

度或高危手術，應考慮進行進一步的心臟評估和

準備。在確定的指示下繼續使用β受體阻斷劑和

他汀類(statins)藥物(11)；冠心症經皮冠狀動脈介

入治療後，在擇期手術之前需要特定的等待時

間。在接受抗血小板治療的病人中，應權衡停止

該治療的風險與計劃手術減少出血併發症的益

處。一般最常用的抗血小板藥aspirin在高出血手
術病人需停藥7-10天，手術後在醫師同意下，術
後24小時可開始服用。利用CHADS2量表(表1)可
評估是否應繼續使用抗凝血劑。常用的抗凝血劑

warfarin其半衰期長達36-48小時，臨床醫師必先
認清停用warfarin後仍需數天時才能使用INR降
至2.0以下，此一事實可能影響手術的急迫性；
手術後重新開立warfarin乃需數天時間才能達到
穩定抗凝血效果。所以在手術前後約一星期內相

對低抗凝血效果期間是發生栓塞的高風險期(16)。

因此面對即將接受手術或侵入性檢查的病人，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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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醫師必須就停藥與否的利害得失以病人最大利

益為依歸作通盤考量。這些都不是ERAS能解決
的。

五、糖尿病

ERAS一值強調術前二小時可容許eat and 
drink as tolerated，可是糖尿病病人需要胰島素
控制者，得視糖尿病嚴重程度，於手術前是否

使用早晨劑量的長效型胰島素或連續使用睡前

glargine胰島素。這與ERAS治療計劃相違背。所
以說並非所有病人均適合走ERAS治療計劃。上
述例子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很多，不克引述。

結  語
無可否認術後增強恢復可以標準化和優化

手術與麻醉治療流程。它是手術周期護理中基於

證據的範例轉變，已被證明可以縮短恢復時間和

降低術後併發症發生率。審查了ERAS在幾個外
科學科中的作用。在結直腸外科手術中，ERAS
方案目前已被確立為最佳護理。在胃外科手術

中，2014年建立了針對胃切除術的ERAS方案，
並進行了薈萃分析，顯示了ERAS的有效性。隨
著國外許多中心開始實施，ERAS還被證明對膽
結石手術有益。台灣在2019年ERAS學會成立以
前就有醫院實施ERAS方案，直至目前成效並不
顯著。分析實施的障礙原因，除了需要有跨學科

的團隊合作願意外。更重要的是目前台灣的健保

的給付制度，它限定了所有檢查都得在住院後才

能申報。因而限制主治醫師的醫療行為。如以自

費檢查，則並非所有病人都願意以自費作住院前

檢查。再其次是國人的商業醫療保險大多是按住

院天數支付。少住院一天，小領一天保險金。何

況出院後還得在家休息不能立即重返職場。這更

是病人所不願意的。以上問題如能解決ERAS在
台灣將會邁入新紀元。另外，在國外發現有合併

症的老年人族群，ERAS縮短的住院時間，與年
輕族群的並且明顯差異。總括來說此一醫療模式

有其局限性，並不能滿足所有病人；因為並非所

有病人都是ASA physical status I或II。當病人屬
於III或VI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參加｢加速術後康復

｣的計劃。更重要的是很多疾病都是環環相扣，

如糖尿病增加了手術後認知問題的風險，特別是

在老年人身上。要加速術後康復需從術前優化病

人開始，因此對於有合併症的族群宜應導入｢術

前康復計劃｣或稱｢手術前優化增強術後恢復｣更

能提升術後康復的時間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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