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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性肝臟血管肉瘤 － 一病例報告
Primary Liver angiosarcoma- A Case Report
消化系內科

吳志松 醫師

55 歲男性，為 B 型肝炎併肝硬化病患，在 2011 年因食道靜脈瘤破裂出血求醫後，定
期在本院腸胃科門診接受每 3~4 個月之血液肝臟功能(liver function test)、甲型胎兒蛋白
(Alpha-fetoprotein，AFP)及腹部超音波追蹤。病患自 20 歲便為一傢俱製造及油漆工人，其
並沒有其他慢性疾病。在 2012 年 10 月份之定期腹部超音波追蹤中發現 2 顆位於肝左葉
S2 大小為 1.2 公分之肝腫瘤，懷疑為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但動態核
磁共振並沒有明顯顯示高血管性肝腫瘤。經討論後決定安排 2 個月後再進行肝臟超音波追
蹤。病患在 2012 年 03 月複診。肝臟超音波發現其中 1 顆肝腫瘤迅速從大小 1.2 公分長大
至 3.5 公分，但腫瘤指數(AFP、CEA、CA199)數值仍在正常範圍值之內。動態核磁共振顯
示在左右肝葉有多顆肝腫瘤，且在靜脈相下仍持續有非均質性造影增強，這跟典型之肝細
胞癌表現不同。因此對位於肝左葉 S2 之 2 顆肝腫瘤進行肝臟切片檢查，病理報告證實為
血管肉瘤。

A
肝臟超音波：
一肝左葉 S2 肝腫瘤，3.3 公分，非均質性回音併鑲嵌性型態(A)。
別一個肝左葉 S2 肝腫瘤，1.8 公分，均質性低回音(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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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核磁共振：
一肝左葉 S2 肝腫瘤，3.3 公分，在 T2 相為高強度(A)，在動脈相(B)及門脈相(C)為非均質
性造影增強，此造影增強進展至延遲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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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核磁共振：
別一個肝左葉 S2 肝腫瘤，1.8 公分，顯示出自門脈相(A)至靜脈相(B)為進展性造影增強。

A

B

病理學(H&E 染色法)(A)顯示多型態惡性腫瘤細胞形成類似血管之空間及結構，為血管肉
瘤特徵。CD31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法為陽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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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原發性肝臟血管肉瘤為一罕見疾病，其佔原發性肝腫瘤百分之二，為最常見之原發性
惡性肝臟間質細胞瘤。平均診斷年齡為 50~59 歲，男女比例為 4:1。早期報告跟環境致癌
物有關，如砷(Arsenic)、氯乙烯(Vinyl chloride)、放射性的顯影劑膠質二氧化釷
(Thorostrast)。但現在相關物質暴露已很少，大部份病例都沒有明確的危險因子。
常見症狀多為非特異性，包括腹痛、虛弱、發燒及體重減輕。理學發現包括腹水、肝
腫大、黃疸、急性腹部出血。當腫瘤變大的時候，有可能引起血液方面之缺陷(貧血、血
小板減少)及內出血。肝臟功能(liver function test)和腫瘤指數(AFP、CEA、CA199)對診斷
並沒有特異性，且與病毒性肝炎並沒有關聯性。
動態電腦斷層及核磁共振對於診斷非常有幫助。多數腫瘤在非顯影影像下為低密度
（hypodense）結節，顯影劑注射後會有局部區域顯影(較主動脈低)。顯影之範圍可以是不
規則形、中心或周邊環形顯影。核磁共振顯示腫瘤為出血性、非均質性、高血管性，伴隨
腫瘤在動脈及門脈相有非均質性顯影增強，此顯影增強可進展至延遲相。
明確的診斷依賴病理學。梭形的惡性細胞起源於內皮細胞，可形成組織型態不佳的血
管，沿著血管腔生長。其排列可為竇狀或洞穴狀的空隙、結節或腫塊。多型態的病理組織
學說明了腫瘤多樣的顯影增強模式。血管肉瘤在肉眼下有 4 種型態：多結節型態、大型腫
廇型態、混合大型腫廇與小結節型態及彌漫浸潤性小結節型態。
肝臟血管肉瘤進展快速，多數被診斷出來的時候已經屬於晚期。它的預後差，多數病
患在診斷後 1 年內死亡。手術後常見復發，但在一些可完全切除的腫瘤，可發現長期存活
的病例。其對放射性治療的反應相對不佳，目前仍沒有確立的化療處方，肝臟移植為禁忌。
從我們的個案，可知道罕見的腫瘤如血管肉瘤可以在肝硬化(雖然它們之間沒有關係)
的病患中發生，故在肝硬化疑似肝癌病例，若其臨床及影像表現不典型，則進行肝臟切片
檢查是必須的。本病患之腫瘤為不可切除，但因生活機能良好，故可考慮緩和性之全身性
化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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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多模式治療─一個成功的案例
Multiple modalities of HCC treatment- A case report
消化系外科

洪國禎 醫師

一位 38 歲男性右上腹疼痛 3 天至外院求診，腹部超音波顯示肝臟腫瘤，轉診至本院
治療。病人本身是 B 型肝炎帶原但無定期追蹤，這次是因為右上腹持續性悶痛才就醫，而
且半年來時常有腹瀉情形，體重減輕了 12 公斤。理學檢查發現右上腹有肝腫大情況，生
化檢查發現功能異常: GOT=76 U/L，GPT=88 U/L，GGT=151 U/L；AFP=3295.2ng/ml；核
磁造影(primovist 顯影劑)顯示右肝大腫瘤 16 公分，左肝有數顆 1 公分大小的腫瘤，無血管
侵犯，腫瘤在影像學的表現符合肝癌的診斷(圖一 A,B )。
依據歐美肝癌治療指引(Updated BCLC staging system and treatment strategy，2011)與亞
太肝臟學會治療指引(APASL Treatment algorithm of HCC)，肝動脈血管化療栓塞(TACE)為
建議的治療；依據日本肝癌治療指引，肝腫瘤多於 4 顆，肝功能正常，可以考慮 TACE，
肝動脈內化學治療(HAIC)，手術切除或電燒(ablation) 。經過本院消化系內外科腫瘤會議
討論，建議給予 HAIC 一個療程，若腫瘤指數 AFP 有下降再考慮手術切除與術後再一個
HAIC 療程。
病人經過一個療程的 HAIC 治療，AFP 降至 2538ng/ml。於診斷後 4 周接受手術(右肝
切除與左肝多處腫瘤切除，圖二) 。術後繼續 HAIC 療程，治療過程六個月。在診斷後一
年的影像學檢查與 AFP 都無復發跡象。

討論
肝癌的治療分為curative treatment與palliative treatment，curative treatment包含外科手術
腫瘤切除，肝移植手術與ablation (腫瘤小於2公分)；palliative treatment 包含TACE，HAIC，
radiation與標靶治療(sorafenib) 。
肝癌多於4顆，一般的治療原則會採取TACE，原因是這種病人有很高的復發機會。這
個病人我們採取多元的治療想法(multiple modalities)。從術前的影像學檢查，我們已經發
現左肝有多處小腫瘤，這是由於右肝腫瘤細胞經由門脈循環在肝臟內造成的轉移
(intrahepatic metastasis)；若要減少復發的機會，治療一定要考慮將尚未"落地生根"的腫瘤
細胞毒殺。所以我們先考慮用HAIC當成neoadjuvant chemotherapy之概念，監控AFP，當
AFP指數下降代表HAIC對此病人的肝癌有效；手術切除影像學顯影的腫瘤，之後再給予
一個療程的 HAIC當成adjuvant chemotherapy，繼續毒殺尚未"落地生根"的腫瘤細胞。 治
療後半年的追蹤，由影像學檢查與AFP結果都尚未有腫瘤復發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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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肝癌治療的指引尚無neoadjuvant或adjuvant chemotherapy的建議，但多元治療模式
可以改善病人的存活時間已經是治療肝癌專家們的共識。對於某些病人靈活的運用多元治
療工具，跨科域的合作方式，可以達到較好的治療結果。

圖一 A,B MRI of liver (primovist contrast): Right huge liver tumor, 16 cm, with multiple nodules at left lobe.

圖三、手術後 6 個月 CT,無腫瘤復發

圖二 operation : right hepatectomy and partial hepatectomy of left liver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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