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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乳癌治療:外科手術的演進與未來治療新趨勢 

• 乳癌治療:醫病共享決策 



乳癌外科手術的演進 







根除性乳房切除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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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乳房根除手術 



乳房保留手術 



乳房改良型根除手術與保留手術的存活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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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al invasive surgery with reconstruction 
微創手術 



乳房腫瘤整形手術 Breast Oncoplastis surgery 



導引式(新輔助) 化療(與標靶治療) 



術中電療(放射線治療)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5年1月20日國情咨文演說中提到推動「精準醫學計畫」 

精準醫學是未來醫療的必然趨勢 

歐巴馬總統提撥2.15億美元來推動  
精準醫學 

美國NIH的主任Francis  
Collins更說明精準醫學的  
短期目標是癌症治療, 長期  
目標則是健康管理 

準醫學基本上是個體化醫療,而基因檢測只  
是實現體化醫療的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而̧其  
他技術還包括蛋白質組學, 分子影像,生物資  
訊等, 也就是說在推動精準醫學的同時,除了  
可提高疾病診療的水準外, 還可以推動醫學  
科技發展  ̧研發醫藥生技等, 



精準醫學還需考量病人的生活及經濟環境 



Who's eligible for the  
MammaPrint test? 
MammaPrint can only be used to  
analyze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mmaPrint can be  
used on cancers that are: 
•stage I or stage II 
•invasive 
•smaller than 5 centimeters 
•estrogen‐receptor‐positive or ‐ 
negative 

Internationally, MammaPrint can be  
used on cancers that are: 
•stage I or stage II 
•invasive 
•smaller than 5 centimeters 
•in three or fewer lymph nodes 

Who is eligible for the  
Oncotype DX test? 
You may be a candidate for the Oncotype DX  
test if: 
•you’ve recently been diagnosed with stage I  
or II invasive breast cancer 
•the cancer is estrogen‐receptor‐positive 
•there is no cancer in your lymph nodes  
(lymph‐node‐negative breast cancer) 
•you and your doctor are making decisions  
about chemotherapy. 

基因檢測的適應症 
Who’s eligible for the EndoPredict test? 

You may be eligible for the EndoPredict test if: 
•you’ve recently been diagnosed with early‐stage, hormone‐  
receptor‐positive, HER2‐negative breast cancer 
•there is no cancer in your lymph nodes (node‐negative  
disease), or there are up to three positive nodes 
•you and your doctor are making decisions about  
chemotherapy 
Right now, the EndoPredict test is only available in Europe. 







精準醫學還需  
考量病人的生  
活及經濟環境 





在台灣，  對病人和
家屬充分地  說明病
情後，  你一定經常
聽到這樣  的話: 

醫生，你是專業  給
你做決定就好了!! 

病人怎麼會不想為自己做決定?? 



From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療品質策進會 2016 年 6 月電子報 



醫病共享決策~起源與重要性 

• 最早1982年美國以病人為中心照顧的共同福祉計畫上，為  
促進醫病相互最重與溝通而提出。 

• 1997年由Charles提出操作型定義。 



醫病共享決策操作型定義 

(1)至少有醫師和病人共同參與； 

(2)醫病雙方共享訊息，醫師提供不同的處置方案，  

病人則提出自己的偏好；  (3)雙方建立治療方案的

共識； 

(4)達成執行治療方案的決議。 



美國醫病關係的演進的推手 

• 醫學科技進展，治療選擇多樣化 (沒有最好，只有最適) 

• 醫師獲取最新實證、與運用實證進行臨床照顧有困難 (沒  

時間、沒經驗、沒習慣) 

• 公共衛生醫療保險花費的議題 (社會成本觀念) 

• 病人(消費者)權益意識抬頭 

• 國家立法保障治療選擇告知義務與知情同意權 

C. Charles et al. ,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9, 49:651~661 



許多治療其實沒有醫師與病人想得那麼有效 

• Clinical Evidence classified 3000 treatments as: 

‐ 50% having insufficient evidence, 

‐ 24% likely to be beneficial, 

‐ 7% requiring “trade‐offs between benefits and harms”, 

‐ 5% unlikely to be beneficial, 

‐ 3% likely to be ineffective or harmful, 

• Only 11% being clearly beneficial. 

(Clinical Evidence 2013)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2014, Issue 1. 



醫病治療決策的重要步驟 

• Information exchange 資訊交換 

• Deliberation 商議考慮 

• Deciding on treatment to implement 決策 

C. Charles et al. ,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9 (1999) 651~661 



醫病共享決策要素 

最佳實證 (EBM) 

病人喜好價值觀 醫師臨床經驗專業 

制度與機構  
建立完善  
足以提供 

Domains that influence 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Source: Satterfield JM et al 



As a guide on the side,  
not a sage on the stage. 

決策輔助工具(Decision Aids) 
介入與使用 



決策輔助工具 vs 衛教資訊 
(Decision Aids vs. Health Educational Material) 

決策輔助工具 

• 明確地陳述關於疾病所需  
要做的選擇 

• 提供病患由個人化的角度  
出發的各種選擇，詳盡地  
陳述結果與可能性，以提  
供病人做各式選擇的參考。 

• 讓病人有做選擇的知識  
(empower)，且提醒病人  
做最適於自己的選擇。 

衛教資訊 

• 使用一般的語句使病人了解  
疾病之診斷、治療與處置的  
相關訊息。 

• 沒有特別針對選擇的結果與  
可能性詳盡說明，也並不提  
醒病人應該做甚麼決定(包  
括甚麼都不做)。 



醫生真的不見得瞭解病人最想要的是甚麼……  

就算醫生不了解，病人還是會照醫生想的做!! 



推動病人自主 (Patient Activation) 

• 我們常講某某病人(或家屬): 

- 沒有insight(病識感) 

- compliance不好(順從性不好) 

- 可能又要AAD了(違背醫囑自動離院) 

- 意見太多 

 
• 病人離開診間後的生活，  是(現今醫

療體系下的)醫護看不見的。 

• 他們並不是不關心自己的健康，  
常常是沒有心力且不知從何做起 



關於SDM的實證文獻，我們得知… 

• 決策輔助工具能促進病人對臨床治療決定的知識獲得、利  
弊了解、與些許程度參與決策意願，但花費較多時間，且  
對最後的決定影響、治療配合度、臨床及病癒後和花費影  
響不大。 

• 決策指導員影響的程度與決策輔助工具的效果相似，在沒  
有良好設計的決策輔助工具可用時，決策輔導員可扮演相  
同角色。 

• 醫病決策共享在歐美施行多年，仍然有許多阻力，也有研  
究文獻已經提出。病人對於自己健康與疾病的主動參與意  
願是其中之一，而由於父權醫療關係的成見與積習，也會  
是一併雙方都需要突破的重點。 



結合現代科技的病人自主管理 



推動病人自主應該涉及的課題 

• 解決健康問題 

• 參與治療決定 

• 找尋與使用可用的社會資源 

• 與醫療照護團隊建立夥伴關係 

• 為健康實際採取行動 

• 強調病人為自己健康負責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