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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和你想的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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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 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博士後研究及醫學工程進修 

•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活體肝臟移植麻醉進修 

• 美國華盛頓大學超音波神經阻斷進修 

• 2012經濟部國家發明獎銀獎 

• 2013時代基金會生醫選秀大賞潛力新秀獎 

• 2016 時代基金會生醫選秀大賞 

• 6項中華民國發明專利/3項美國專利/4項中國、日本及歐盟專利 

• 研究興趣: 麻醉醫學工程、藥物動力學藥效學模型 

• 專科醫師與醫學會: 台灣麻醉醫學會專科醫師、美國麻醉醫學會會
員、國際麻醉研究學會會員、中華民國心臟麻醉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重症醫學會專科醫師、重症指導醫師 

• 學術期刊: 亞洲麻醉學雜誌編輯委員、世界麻醉學雜誌編輯委員、
Medicine雜誌編輯委員、多本SCI雜誌審稿員( Reviewer)  

 

 

 

 

 













麻沸散是世上最早的麻醉劑?  



--- Sedation, Paralysis and 
Analgesia --- 





Narcotics 

賺著賣麵粉的錢， 
操著賣白粉的心！ 



Harold Griffith, 1942, Curare 



全身麻醉= 睡覺? 



全身麻醉的基本配備 



全身麻醉有甚麼 “風
險”? 



全身麻醉過程 
• 誘導 (Induction) 

–吸入性 (主要適用於小孩) 

–靜脈式 

• 維持 (Maintenance) 
–吸入性  

–靜脈式- 分次、標靶控制
輸注 (Target Controlled 
infusion) 

• 恢復 (Recovery) 



全身麻醉一定要插管嗎? 





Difficult Airway 



麻醉後會有噁心嘔吐嗎？ 

•麻醉恢復時，因個人體質不同，偶有噁心嘔吐、
暈眩、四肢無力之情形，如果發生手術後有噁心
嘔吐的情形，醫師會給予病人止吐的藥物來舒緩
病人的不適。 



手術後會有喉嚨痛嗎？ 

有部分病人在手術後會有想咳嗽、喉嚨異物感、
喉頭乾澀、喉嚨痛或聲音沙啞等情形，此乃與咽
喉部及氣管內部黏膜組織暫時的水腫有關係，不
適感一般會在幾天內緩解。 



聽說酒量太好的人麻不倒嗎？ 

這是誤會，酒量好的人其實一樣麻得倒。酒量好
的人，雖然肝臟代謝跟一般人的確不同，但對於
進入麻醉這件事，卻沒有什麼差異性。反而，他
們比較要擔心的是麻醉後不易清醒，和清醒的過
程「譫妄」的現象。此外，若是體內仍有酒精，
會使麻醉藥物增強，大幅提升麻醉風險，導致難
以預期的後果。 



麻醉會讓小朋友變笨嗎？ 

•兒童麻醉的迷思 

•小孩會不會變笨？成績會不會變不好？」 

•答案是令人放心的:短暫施用的麻醉劑是可以被
身體完全代謝的，不會持續殘留在體內。希望各
位爸爸媽媽們，可以安心的接受手術前的麻醉哦！ 



全身麻醉是面罩一扣，
麻藥一吸就睡著了?  









正式記錄的麻醉歷史！ 

✱全身麻醉： 
•1846- Morton首次使用乙醚
麻醉 

•1934- Thiopental 成為靜脈
麻醉的主藥 

•1942- Tubocurarine 肌肉鬆
弛劑首次應用於麻醉 

●局部麻醉與神經阻斷術 
– 1884- Cocaine 用於眼部局
部手術 

– 1896- 人體蜘蛛網膜下腔阻
斷術成功 

– 1905- Procaine 合成成功 



不做全身麻醉還有甚麼麻醉方式? 





半身麻醉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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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EALTH FROM TRUSTED 

SOURCES 

硬脊膜 

(dural matar) 

黃韌帶 

(Ligamentum flavum) 





作半身麻醉會影響中樞神經嗎？ 
 

• 半身麻醉有分二種方法： 

• 脊椎麻醉：利用很細的針，比一般注射點滴用的針細很多。沿著兩個脊椎骨間的縫隙插入，

將麻藥打入脊髓神經所在的蜘蛛膜下腔，達到阻斷脊髓神經的作用。 

• 硬脊膜外腔麻醉：是用細針(但較脊椎麻醉的針粗些)，也是沿著兩個脊椎骨間的縫隙插入，

但是停於硬腦膜外腔，然後放置細導管於硬腦膜外腔後退出細針。可因麻醉時間和需求不同

而加藥，也用於無痛分娩。 

• 臨床上常碰到病人對於半身麻醉有顧慮，認為是打"龍骨"流出"龍骨水"會傷害中樞神經，因此而不

願意接受麻醉醫師較安全的建議。其實如前面所說半身麻醉使用是很細的針，不太會造成骨頭的

傷害。而所謂的"龍骨水"在醫學上我們稱為腦脊髓液。主要分布於脊髓腔及腦室中，容量約有二百

西西。但人體每天約分泌五百西西新的腦脊髓液，來不斷循環補充。所以半身麻醉流出一兩西西，

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只要在麻醉後遵循臥床休息八小時的規範，都可以有很好的恢復。 

 

 

 



半身麻醉過的人比較容易腰酸背痛？ 

半身麻醉打針處是可能有些痛，與一般肌肉注射的疼痛沒有兩樣。兩

者都是肌肉、軟組織的疼痛，有可找到明確的痛點。這些疼痛在服用

止痛藥及熱敷後，三至五天之內應該可以完全消失。如果疼痛超過一

個月，除了發炎之外，就必須要考慮其他的問題了。一般孕婦特別是

半身麻醉行剖腹產後，較容易有腰酸背痛的疑問。其實孕婦容易腰酸

背痛是因為孕婦懷孕期間，在腹部有一個胎兒及相關的重量，導致脊

椎負擔過重，姿勢不良。因此在懷孕較後期就容易有腰酸背痛的狀況

開始出現。這是生理改變造成的下背痛與半身麻醉並不相關。 

 

 



無痛分娩會使媽咪產後產生腰
痛頭痛等副作用? 
• 無痛分娩麻醉皆由專業麻醉科醫師精準地控制麻醉藥劑量與濃度，並與產科

醫師合作，使用程度並不會造成產後腰痛副作用。 

• 至於為什麼會發生腰痛呢？ 

• 發生的原因為懷孕期間的體重、體態姿勢改變、賀爾蒙分泌等因素影響。 

• 而目前發生僅1%的頭痛機率，為短暫的副作用，為可逆自然恢復的狀態，所

以準媽媽們不必過度擔心喔。 

• #懷孕旅程就是打破各種迷思 

• #施打無痛分娩須經醫師充分評估 

 



無痛分娩的麻醉藥劑是否會影
響胎兒健康? 
• #無痛分娩 #哪兒來的迷思Top2# 

• 有許多長輩因為擔心無痛分娩的麻醉藥劑會影響胎兒的健康，而阻止了準媽媽們希望打
無痛分娩的需求。 

• 疼痛可以分為10級，生產的劇痛，就是滿分10分！聽起來是不是就超級痛？！ 

• 而往往在生產過程中，受不了疼痛，而臨時要求打無痛分娩⋯⋯ 

• 無痛分娩麻醉是施打在媽咪的硬膜外腔上以阻斷痛感神經傳遞，並不會透過胎盤傳遞給
寶寶。 

• 所以若在我們麻醉科醫師評估過後可以打無痛分娩的情況下，媽咪們真的可以安心！ 

• 運用無痛分娩讓產程減緩劇痛，是媽咪們生產時的福音，也為迎接喜悅前多一點安適。 

• 各位準媽咪，也要記得在產前與醫師討論施打無痛分娩的可行性哦！ 

• #不會經過胎盤影響寶寶 

• #不會經過胎盤影響寶寶 

• #不會經過胎盤影響寶寶 

• #為了減少準媽咪的疼痛一定要說三次 

• #施打無痛分娩須經醫師充分評估 

 



全身或半身麻醉 風險差不多 

• 民眾面臨手術時常會焦慮與不安，要有安全的手術，麻醉是重要的
一環，很多人認為，全身麻醉的風險較半身麻醉高，其實「全麻」
或「半麻」的風險相當，病人採用全身麻醉反而較不緊張、較不易
受驚嚇。 

• 很多人擔心手術全身麻醉，會一麻不醒，如果可以，寧願選擇半身
麻醉，依據資料，全身麻醉的風險約萬分之十，但目前還沒有「半
麻」的風險數據。不過，自己個人的經驗全麻、半麻風險相當，自
己就曾遇過半麻的病人，手術過程出現中風、肺水腫等個案。 

• 半麻者意識清楚，手術時不免聽到器械聲響、醫護人員對話，心理
上可能產生緊張、驚嚇，以致交感神失衡，導致血管收縮，產生一
連串反應，反觀全身麻醉，病人等於睡著，處於舒適的狀態，醫師
施刀時也較自在。 



手術前為什麼要禁食？ 

由於病人需要接受麻醉，所以一般建議術前6小時勿進食，以免

麻醉後在手術期間出現嘔吐，令嘔吐物被吸入肺，容易有危險。

此外，外科醫生和麻醉科醫生會在手術前與病人商討正服用的

藥物問題，如一般血壓、心臟藥可照常服食，但糖尿藥在手術

當日禁食後便要停服，至於薄血藥便要與病人商討停服數天。

還有，病人術前1至2星期也應停服中藥；最後，能戒煙的應馬

上戒煙，因為全身麻醉需要利用呼吸機協助呼吸，吸煙人士在

術後容易增加肺部感染的風險 

 



空腹禁食時間： 

除了緊急狀況之外，常規手術皆須在手術前空腹
禁食，倘若空腹禁食時間不足，可能引發吸入性
肺炎而有生命危險。手術前8小時開始停止攝取固
體食物（包括：米飯、麵包、蔬菜、水果等等，
鮮奶及一般奶粉沖泡飲品亦視為固體食物）。正
在接受母乳或嬰兒配方奶粉哺育之嬰幼兒，手術
前4小時應停止哺育。距離手術2小時之前（不分
大人或小孩），可允許飲用清流質飲品（不可含
顆粒、果肉或沉澱物質），例如：清水、無顆粒
也無渣之果汁、茶水、無奶之咖啡或運動飲料。
建議成人不超過400 c.c.，五歲（含）以下小孩不
超過200 c.c.。 

 

 



資料來源：NOWnews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620/2774925 





•最近台灣又發生兩起麻醉醫療糾紛，一起是做狐
臭手術局部麻醉後發生昏迷，另一起是抽脂全身
麻醉後昏迷，一般人總將原因歸咎為「麻醉過
敏」，但這些事件真的都是麻醉過敏造成的嗎？
又，究竟什麼是麻醉過敏？ 



麻醉過敏 

•當身體對於特定食物、藥物等過敏原產生過度的
免疫反應，因而造成組織發炎或器官功能異常，
就稱為「過敏反應」。 

•而麻醉過程中發生的過敏反應，輕微症狀如皮膚
癢、起紅疹等，多半不會有生命危險，較嚴重的
則包含過敏性休克、呼吸道阻塞，便可能致命。 

 



是過敏？還是副作用？ 

• 必須確實釐清 

• 任何藥物都可能會產生過敏，但大部分的症狀都非常輕微，並沒有外界想像得那麼嚴重。 

• 許多報章雜誌總是將麻醉後的死亡或後遺症導因為過敏反應，讓人們往往將麻醉藥的副
作用當成是過敏，其實並不正確。當麻醉相關的醫療糾紛發生時，我們必須釐清：究竟
是因為麻醉藥引發的「過敏」，還是麻醉藥的「副作用」造成的？ 

• 過敏是由患者本身的特異體質導致，和麻醉醫師的醫療行為並無直接相關，但嚴重的副
作用或併發症可能是因為麻醉醫師用藥過量、注射位置錯誤所導致，兩者截然不同。 

• 「無論是採用吸入性麻醉、局部麻醉或將麻醉藥打進血管，都可能會引起過敏反應。」 

• 麻醉藥是一種「毒藥」，麻醉的過程就是對患者「下毒」，藉由干擾身體的正常生理功
能來達到麻醉效果，但當然也會對身體造成危害，另如呼吸停止和血壓下降，都是伴隨
著麻醉的進行幾乎會發生的過程。此外，毒性強的局部麻醉藥若不慎打進血管、或是血
管組織較豐富的位置，也會因麻醉藥吸收速度過快，使血液中的麻醉藥濃度過高，同樣
會引起癲癇或心跳停止的意外。 



手術中過敏  

• 手術中過敏 最常見是抗生素引起 

• 手術進行中真正與麻醉藥有關的過敏反應其實很少，過敏的嚴重程度從：皮疹、水腫、

呼吸困難到嚴重休克（過敏性休克）。如果確定自己曾因麻醉引起上述過敏現象，或是

家人曾經發生過麻醉嚴重不良反應，可以考慮做「麻醉藥物過敏套裝檢測」，雖然無法

保證百分之百不會發生，但經過抽血檢驗，可以選擇相對安全的藥物。 

• 根據台灣健保資料庫分析，手術中產生過敏，最常見的原因其實不是麻醉藥，而是抗生

素。因為廣效抗生素是手術中必須要施打，若真的發生，麻醉醫師只要提高警覺就可以

輕易用藥物解決。另一種常見的過敏原因是對止痛藥過敏，可能會噁心、嘔吐、暈眩、

冒冷汗，解決方式可以更換不同作用機轉的止痛藥。 

 

 

 



惡性高熱 發生機率不高 
 

• 對麻醉藥產生特異反應，最嚴重的非「惡性高熱（Malignant hyperthermia）」莫屬。

惡性高熱是指因為患者的肌肉組織對麻醉藥產生特異性反應，多半和遺傳有關。，肌肉

在運動時會大量產生熱能，休息時則會減少產熱，倘若麻醉藥讓肌肉的產熱機轉無法煞

車，便會不斷燃燒體內能量轉為熱量，使患者體溫在極短的時間內急速上升。只要及早

發現症狀，緊急施打「單挫林（Dantrolene）」，即可讓體溫逐漸下降至正常範圍。 

• 一般而言，惡性高熱在台灣的發生機率並不高，但某些特定麻醉藥確實較容易引發惡性

高熱，若自身家族中曾有人發生過惡性高熱，患者可選擇半身麻醉、或以靜脈注射取代

吸入性麻醉藥，便能大幅降低惡性高熱的發 



有過敏體質者應詳細告知過敏史 

 

總而言之，麻醉過敏並不可怕，和其他藥物相比，
麻醉藥產生過敏反應的比率其實偏低，只要慎選
設備齊全的合格醫療院所，確認診所有固定合作
的麻醉專科醫師，就不必過於擔心。但有過敏體
質的民眾（尤指氣喘患者、對蛋白過敏者），發
生麻醉嚴重過敏反應的機率仍高於一般人，因此
在接受手術前，必須向醫師、醫護人員詳細告知
自己的過敏史、過敏藥物和過敏食物，才能有效
降低風險，保障自身安全。 



「兩千一百萬接受麻醉手術的人當中，
有三萬人會陷入所謂的麻醉覺醒狀態，
這些人完全無法動彈、無法納喊求救，
他們是清醒的。」 



舒眠麻醉 

•您也曾面對侵入性的檢查或治療，卻因過程中可
能遭遇的痛楚及焦慮，而裹足不前嗎？近來坊間
越來越常聽到「舒眠」一詞，但是「舒眠」是什
麼？與麻醉有什麼不同，在什麼手術中適用呢？ 



舒眠麻醉 

• 是全身麻醉的一種，先從靜脈給予少量麻醉藥物與止痛藥，待患者睡著時，

再視需要於手術位置注射局部麻醉藥，就可以開始進行手術或檢查，如此不

但可免除患者的恐懼感，還能讓手術順利進行。 

• 「舒眠麻醉」跟傳統全身麻醉的差異，除了不使用氣體麻醉外，還有減少使

用鴉片類止痛藥物，並不進行侵入性的氣管內插管動作，維持病患自發性呼

吸。 

• 舒眠麻醉的藥物使用劑量，較一般全身麻醉少，患者更可迅速恢復，但僅適

用於隆鼻、拉皮、墊下巴或牙科手術這類手術範圍小、時間較短的小手術。

舒眠藥品丙泊酚(Propofol)舒眠麻醉所使用藥品為丙泊酚(Propofol)， 











接受麻醉後，記憶力是否會衰退？ 
 

這問題最常與媽媽有關，不過無證據證實麻醉藥
會影響記憶力，事實上產婦分娩後要兼顧的事情
多了，便容易分心。但的確，有研究發現，部分
病人如長者或接受大手術的病人，術後三數個月
有機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認知功能障礙，如記憶力
會變差，這也可能與大手術後病人的生活方式有
所改變，如病假不用上班、生活環境不同等有關，
幸好大部分都是短暫現象而已。 



手術要麻醉多久？何時才能醒過來？ 

• 病人接受全身麻醉，一般術後幾分鐘會醒過來，但所謂醒，是指他

能被喚醒，並能維持呼吸和吞嚥，心跳和血壓正常，但手術後會較

疲倦，身體需要休息再睡。另外，術後有部分病人會想嘔甚至即時

嘔吐，也是已知的常見副作用，一般沒有大礙。 

• 至於使用半身麻醉的手術，如剖腹生子，一般半身麻醉的藥力約2至

3小時，而手術一般只需一小時，所以手術後產婦雙腳因麻醉藥未消

退，會有數小時沒有感覺，所以手術後首數小時不要落床，以免跌

倒。 

 



麻醉醫師的角色 
• 負責手術中性命的安全，隨時監視病患的
血壓﹑心跳及其他重要的生命現象。 

• 依據個人身體狀況，給予適當的麻醉藥劑，
以確保手術中的安全。 

• 手術的成敗可能決定於外科醫師，但是麻
醉的成敗卻決定的病人的生死，對於需要
手術的病人，麻醉可說是重要的一環。  



麻醉安全 

•各種麻醉 都必須由專科麻醉醫師執行 

•要保障麻醉安全進行，除了安全的藥物，也需要
儀器全程監控患者血壓、心跳、血氧濃度、呼吸
狀態等，而這些監測結果需要具備專業知識及訓
練的麻醉醫師來判斷。藝人麥克傑可森疑似自行
施打異丙酚與合併鴉片類藥物意外過世，就是因
為非專業人員疏於審慎照護造成。同時，在漫長
的手術中，麻醉護理師在麻醉醫師的指導下負責
協助藥材整理、器械維護、維持麻醉，也扮演協
助分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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