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鼻腔內視鏡(Rhinoscopy) 

鼻腔內視鏡能觀察：鼻腔、後鼻孔

(choanae)、鼻咽(nasopharynx)，有些病患

能觀察到額竇(frontal sinus)。犬貓慢性鼻

腔疾病是令人受挫的疾病，而且原發的

病因通常很難診斷。鼻腔鏡在診斷及治

療都很有效且不需要進行鼻切開術

(rhinotomy)。 

 

適應症 

慢性間斷性噴嚏、鼻塞、鼻血、鼾

聲。鼻腔鏡能用於治療鼻腔腫瘤、鼻異

物、黴菌性鼻炎、先天性或後天性鼻腔

結構異常(如:鼻腔及鼻咽狹窄)。鼻腔鏡

在治療過敏或淋巴球性漿液球性 

(lyophoplasmacytic)鼻炎較無效，只能用於

排除其他病因，除非進行壞死組織清創

以改善臨床症狀。 

 

禁忌症 

禁用於凝血功能不良的病患。高血

壓病患可能出現延長或大量出血。當疾

病侵犯篩板(cribriform plate)或顱內壓升

高時鼻腔鏡進行時需額外小心。 

 

器械設備 

硬鏡+操作鞘(提供灌洗及器械進入的管道)。門診檢鼻鏡只適用於檢查吻端

鼻腔。不需要使用軟鏡且沒有附加診斷治療價值。小動物鼻腔內視鏡硬鏡尺寸為

1.9-及 2.7-mm 30 度視野大多數貓狗都適用，貓及小於 10kg 的狗建議用 1.9-mm 30

度角功能整合鏡，大於 15kg 建議使用 2.7-mm 多功能鏡搭配 triport 泌尿鏡操作鞘。

有些術者選擇關節鏡操作鞘+ 2.7-mm 內視鏡，因為有較小的操作直徑但提供較高

的流速的灌洗。功能整合鏡與泌尿鏡操作鞘有平行的 biopsy channel 及另外兩個

90 度 channels 提供灌洗及抽吸。關節鏡操作鞘只有單一 90 度 channel 提供灌洗，

但大多數情況都足夠，因為 biopsy 及 suction ports 大多數都不需要使用。這兩種

內視鏡的長度足以檢查後鼻孔及鼻咽(巨型犬種除外)。巨型犬種(>45kg)使用直徑

4.0-mm 30 度視角內視鏡及泌尿鏡操作鞘。彎折視野的內視鏡需要較多練習，但

適當使用則相較於 0 度視野，可以提供較大的視野及較小的創傷。彎折或不彎折

Cribriform plate 



依照醫師本身喜好選擇。硬鏡的主要優點為提供可信賴的空間定位、高流速灌注

及協助採樣。 

 

 

 

 

病患評估 

病史及基本資料 

大多數鼻腔疾病包含急性及慢性病程，間歇性噴涕為鼻腔疾病；逆向噴嚏  

為鼻咽或經歐式管的中耳疾病；鼾聲而沒有噴涕為鼻咽疾病。鼻分泌物通常不具

特異性，因為漿液樣、黏液膿樣及鼻血在任何類型的鼻腔疾病依據病程的不同都

可能出現。原發性鼻血可能為高血壓或凝血功能不良，需要在進行內視鏡前確認。

雙側的臨床症狀大部分為炎症性疾病。結構異常如顎裂(cleft palate)會造成復

發的鼻炎，但不需要特殊方式就能診斷。雖然很少見，很年輕的狗有復發的雙側

黏液膿樣鼻炎需考慮纖毛運動不良症(ciliary dyskinesia)的可能性。單側臨床症狀

通常與異物、黴菌感染及腫瘤有關。以抗生素、消炎藥或抗組織胺治療有效果並



沒有特殊意義，因為大多數嚴重的鼻腔疾病會伴隨二次性細菌感染、局部發炎及

鼻分泌物。發炎性鼻炎、鼻咽息肉(nasopharyngeal polyps)、異物及黴菌感染在年

輕至中年動物較常見。腫瘤在中年至老年較常見。季節性或地域性症狀與過敏或

炎症有關。下表為狗貓鼻分泌物的可能原因。 

 

理學檢查 

鼻腔被骨骼環繞，使理學檢查嚴重受限。儘管如此，經驗及注意細節就可以

定位出疾病的位置及列出可能病因。理學檢查的內容包括: 

1. 臉部對稱性、鼻分泌物、鼻上皮潰瘍、鼻孔外觀 

2. 黴菌性鼻炎會出現潰瘍及去色素化 

3. 一手閉嘴，另一手壓住其中一個鼻孔，就能確認阻塞的鼻孔是哪一邊 

4. 鼻血但沒有明顯的阻塞性疾病就需要特別提高警覺，需要先排除凝血功能不

良、壁蝨誘導血管炎及高血壓 

5. 腫瘤、黴菌性鼻炎及急性鼻竇炎都可能疼痛 

6. 確認牙齒、齒齦、軟硬顎情況，觀察是否有硬顎受侵蝕或軟顎向腹側偏移 

嚴重的口腔疾病可能造成鼻炎或口鼻瘻管，好發於迷你至小型犬，因此嚴重

的齒齦萎縮、結石、牙齒鬆動就需考慮口腔疾病為鼻腔疾病的來源 

7. 兩眼後縮情況應相似，一隻眼睛後縮能力下降表示眼周、眼眶或眼後腫脹 

 

臨床病理檢查 

CBC、生化、APTT/PT、胸腔 X 光、懷疑凝血功能不良者進行 BMBT 

流鼻血但無阻塞：血液寄生蟲檢查及量血壓 

黴菌血清學檢查：即使培養為陰性仍無法排除感染的可能性 

 

X 光 

需在鼻腔鏡手術前拍攝，因為鼻腔鏡可能造成醫源性出血及灌洗的液體會影

響 X 光的品質。鼻腔 X 光拍攝需要全身麻醉，最常使用的角度為 30-度角開嘴腹

背側照及側照，開嘴照提供完全對稱的鼻腔影像且避免下顎重疊。腫瘤常表現不

對襯 opacity 及鼻甲骨破壞。鼻甲骨破壞常見於黴菌感染。側照能評估鼻咽及額



竇，但左右額竇重疊，可以經由正面拍攝，提供左右額竇的比較。有時候需要進

行齒科 X 光以確認齒根感染及口鼻瘻管的可能性。雖然 CT 或 MRI 可以準確定

位出病灶位置但仍無法取代鼻腔鏡的使用。 

 

 

麻醉 

1. 術前給予 NSIAD 需要小心因為可能會抑制血小板凝集。 

2. α-2 致效劑可能造成高血壓，因此操作時出血較多則避免使用。 

3. 使用氣管插管，以避免吸入鼻腔分泌物。灌洗前需再次確認 cuff 是否漏氣，

避免灌洗液進入肺臟。 

4. 鼻腔鏡操作時噴嚏及鼻咽反射即使在適當的麻醉深度下仍會存在，但這些動

作會對病患及儀器造成損傷，因此可進行 lidocaine+bupivacaine infraorbital 

foramen 雙側神經阻斷以減少噴嚏反射，貓需減量使用。 



5. 術中給予抗生素因為二次性感染的機率高。 

 

硬鏡順行鼻腔鏡操作(rigid antegrade rhinoscopy) 

病患正趴，氣管插管綁在下顎。枕頭放置於頸部下方使頭朝下傾斜，避免灌

洗液進入肺臟。放置開嘴器。鼻咽不需要放紗布(晴天娃娃)，因為會阻礙鼻咽的

液體流出。動物的前肢外側拉開或放置塑膠布避免弄髒。 

鼻腔鏡經由鼻孔腹中側進入，鼻中膈提供定位，檢查到三個鼻道。觀察黏膜

改變、鼻甲骨構造以及分泌物的質地。慢慢移動鼻腔鏡以減少出血。鼻腔鏡沿著

鼻道前進。碰到阻力或是視野阻擋時，將鏡頭後退直到視野恢復正常。目標是盡

量檢查鼻腔範圍。檢查的難易程度依動物體型、品種、顱骨構造及疾病而異。 

正常的鼻甲骨外觀平滑表面粉紅至白色，空間上為提供氣體流動的通道，在後鼻

腔顏色多樣化且呈紅棕色。鼻甲骨有不同的形狀及大小，但表面必須光滑。後鼻

腔的 Ethmoid 鼻甲骨有特徵性的點狀密布或皺褶外觀。黏膜潰瘍或增生為疾病的

表現，典型變化為瀰漫性及伴隨大量黏液，可能是單純黏液或黏液膿樣。可以將

大量的黏液灌洗出來以獲得較好的視野。鼻腔鏡沿著鼻腔的底部到後鼻腔，維持

鼻腔鏡指向內腹側以避免穿透篩板。也可以從口腔透過軟顎確認內視鏡的位置。

檢查完後進行培養及組織採樣。內視鏡採樣時要進行多處採樣以增加診斷可信度。

培養或組織採樣後常見輕微~中等程度出血，通常會自行止血。Transnares 

curettage(TNC)用於阻塞性腫瘤及給予局部黴菌藥前的黴菌清創。完成採樣或 TNC

後，灌洗鼻腔以移除組織塊、血塊及鼻分泌物。 

 



  

  

Transnares curettage(TNC)於鼻腔腫瘤緩解治療 

鼻腔腫瘤及鼻咽腫瘤佔犬貓腫瘤的 1~2%，大多數為惡性，大多數為原發性，

局部侵犯性強，完全移除鼻腔腫瘤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鼻腔解剖位置的限制及

腫瘤局部侵犯性強，預後差。配合鼻腔內視鏡可以進行 TNC，可以減少腫瘤造

成的阻塞、出血及提供病理診斷。在凝血功能不良的病患禁用。 

使用整合性內視鏡(integrated scopes)+常用器械(Kelly, mosquito, Carmalt 

hemostatic forceps, rongeurs, Curettes)+Straight Doyen tissue forceps (dogs)/Noyes 

alligator forceps (small dogs and cats)以清理後鼻腔。 

  

盡量使用大口徑的 suction，大型犬灌洗使用 bulb syringe 或 60-mL catheter-tipped 

syringe；小型犬及貓使用 12-mL syringe with a Christmas tree adapter。 

 



檢查完鼻腔後進行刮除術，為盲目的方式，需熟習解剖學及確認腫瘤定位。 

器械(Doyen forcep/Noyes alligator forcep)沿著中線硬顎滑入直到軟顎位置，沿著鼻

腔底板可避免傷害篩板。器械劇烈上下左右移動及轉動使腫瘤組織鬆脫，並將腫

瘤組織灌洗出來。持續的刮除、灌洗及內視鏡檢查直到移除異常組織。手術造成

的失血通常不需要輸血。出血嚴重必要時可進行單側頸動脈按壓或結紮。術後出

血約 5~7 天，不需要點鼻血管收縮劑。術後 2 天給予抗生素、嗎啡類止痛劑、NSAID。

TNC 手術後 1~9 個月的追蹤 80%的病患症狀減緩。可重複此緩解治療手術。狗貓

惡性程度低的腫瘤間斷性 TNC 治療+NSAID+抗生素存活時間為 2~4 年。 

 

併發症 

術後出血持續 1~7 天，激烈的 TNC 術後出血可能達 2 週。併發症很少出現，包

括嚴重出血、篩板破損造成腦炎、吸入性肺炎。 

 

疾病診斷 

鼻咽疾病 

鼻咽疾病的典型病變為打鼾。分泌物、噴嚏、逆向噴嚏視情況出現。主訴若

為大呼吸聲且無鼻分泌物則鼻咽可能是病變的原發位置。 

最常見的鼻咽原發性病變為貓的炎症性息肉(inflammatory polyps)及腫瘤。息



肉需要剪耳鏡及鼻腔內視鏡檢查，病患背側躺，軟顎以 spay hook 前翻，以牽引

及撕裂移除息肉。歐式管口可以直接觀察，並移除任何殘留組織，雙耳都要仔細

檢查，進行經鼓膜鼓室胞刮除術(transtympanic bulla curettage)以移除中耳增生組織。

年老的貓有相同症狀時，較懷疑腫瘤。 

 

非特異性慢性炎症使黏膜表現呈現碎石樣外觀，有 hyperplastic lymphoid follicles

形成。45 隻有慢性鼻分泌物的貓進行 CT，發現 28%為鼓室感染。當鼻腔及中耳

疾病同時出現時很難區分何者為原發性病變，但兩者都需要治療。 

 
異物 

臨床症狀可能有單側或雙側黏液膿樣分泌物，大多數病例對藥物有反應，但停藥

後又復發。在 X 光下不一定能看見。因為會造成軟組織劇烈改變，即使使用 CT

或 MRI，有時候異物會誤診為腫瘤。異物需要進行鼻腔鏡以診斷及移除。 

 

寄生蟲性鼻炎 

犬鼻介蟲 Pneumonyssoides caninum 感染在狗很常見。診斷需要直接檢查發現介蟲

在鼻孔及鼻腔中。臨床症狀為逆向噴嚏。以 ivermectin、milbemycin oxime,及

selamectin 治療。 

 



黴菌性鼻炎 

對於抗生素治療沒有反應或是暫時性的好轉。 

Aspergillus fumigatus 是最常見的犬黴菌性鼻炎感染源。慢性單側性黏液膿樣或黏

液出血性鼻分泌物。血清學、CT 及 MRI 檢查都缺乏敏感性及特異性，需要鼻腔

鏡進行觀察及組織學診斷。典型的感染病灶為灰綠色或白色壞死斑塊位於中後側

鼻腔。區域性鼻甲骨增生可能出現。懷疑黴菌感染時要檢查額竇，必要時須進行

額竇內視鏡或額竇切開進行額竇清創。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是最常見的貓黴菌性鼻炎，經常感染吻側鼻腔，造成變

形、潰瘍及腫塊。會再貓狗的鼻咽生長。這個黴菌與臉部黴菌感染或全身性黴菌

感染有關。血清學檢查足以診斷。 

 

過敏性或炎症性鼻炎 

典型症狀為慢性雙側性漿液性至黏液膿樣或黏液血樣分泌物。有時候只有單

側分泌物但是鼻腔的變化是雙側的。慢性的鼻腔狀況顯示混合的炎症細胞型態及

鼻腔黏膜不等程度的增生性變化。lymphoplasmacytic rhinitis 是犬貓最常見的慢性

非感染性鼻炎。 

治療包括類固醇、抗生素及噴霧治療，通常對治療有反應，但停藥後復發。

常伴隨二次性細菌感染。筆者使用點鼻 fluocinolone acetonide+dimethyl-sulfoxide  



(DMSO)及抗生素，能達到局部高濃度類固醇、抗氧化劑及抗生素，且全身性吸

收低。DMSO 理論上能協助藥物穿透至增生的鼻組織。 

鼻腔鏡可以見到許多非特異性的變化，黏膜增生、充血及黏液至黏液膿樣分

泌物。鼻甲骨黏膜可以見到典型增生病變。在嚴重慢性的病例，可以見到感染性

及壞死鼻甲骨。黏膜增生及黏液分泌物聚積可能會阻塞鼻腔鏡的進入尤其是在貓

及小型犬。發炎的組織容易流血且進一步減少可見度。貓反覆發生的鼻炎需考慮

Mycoplasma 感染的可能性。 

 

   
 

 

 

 

 

 

 

 

 



耳道內視鏡(Otoscopy) 

適應症 

相較於門診檢耳鏡的優點為可以完全觀察耳道及鼓膜的情況，且可以在門診

使用。耳道臨床症狀包括：甩頭、抓耳朵、耳道分泌物、臭味、疼痛。有時候會

伴隨神經症狀(如：顏面神經麻痺、霍納氏症候群、前庭疾病、失明)就需要檢查

中耳及內耳。 

 

 
Antitragus 為薄而延長的軟骨，位於外耳道後側，這是放置檢耳鏡及耳道內視鏡

的位置，經過垂直及水平耳道至中耳。中耳有 tympanic cavity、三小聽骨及鼓膜。 

antitragus 

Intratragic incisure 

Lateral incisure 



門診檢查 

檢查時耳道內視鏡的尖端放置於 intratragic incisure。外耳道延伸成一直線，進入

水平耳道後，不需要進入太深就能見到完整耳道及鼓膜，醒著的貓很難檢查整個

鼓膜。雙耳檢查。內視鏡使用完畢後至少以酒精消毒，若有許多分泌物則在戊二

醛(glutaraldehyde)浸泡 20 分鐘再以清水沖洗並擦乾。 

外耳炎的變化包括：紅腫、結節狀增生、分泌物量及顏色改變。嚴重的外耳炎病

例結節狀增生持續進展造成耳道狹窄，有時候檢耳鏡也無法進入。二次性細菌感

染會見到耳道潰瘍特別是 P. aeruginosa 感染。耳疥蟲在耳道內快速移動且通常與

深褐色分泌物一起出現。有時候會見到異物或腫塊。慢性外耳炎病例，可能因為

過多的分泌物、狹窄、增生而見不到鼓膜。觀察鼓膜的顏色及。 

 
 

耳道內視鏡配合深層耳道灌洗、鼓膜切開術(Myringotomy)、採樣及異物取出 

慢性外耳炎的動物可能併發中耳炎。中耳炎最常見的臨床症狀為復發的外耳

炎。 

筆者認為需要進行麻醉及耳道灌洗的條件： 

1. 病患已經使用局部清潔及局部耳藥，但仍無法觀察到鼓膜的情況 

2. 細胞學檢查發現耳道有桿狀細胞感染且培養結果為 P. aeruginosa 

3. 病患有神經症狀顯示有中耳或內耳炎感染 

4. 有異物或腫塊在耳道或中耳 

5. 復發性或慢性耳道感染持續 6 個月以上 

 

器械設備 

直線型0度耳道內視鏡，長度7~8.5cm，直徑4.75~5mm，working channel 2-mm。

5F 或更小的導尿管、內視鏡鑷子及 curette 可以通過 working channel。有些人使用

硬的泌尿鏡或關節鏡觀察耳道及鼓膜，但由於這些設備較精細，所以需在麻醉下

操作。dual-port adapter 與耳道內視鏡搭配使用，提供灌洗及抽吸設備。內視鏡以



浸泡戊二醛的方式消毒，curette 及鑷子可以氣消。 

 

術前準備 

進行深層耳道灌洗的前 2~3 週需使用局部及全身性類固醇，使耳道盡量打開

才能觀察鼓膜，但當動物有神經症狀而禁用類固醇則不使用。若使用 2~3 週類固

醇後垂直及水平耳道仍然狹窄及增生，則灌洗及藥物治療耳炎的預後差，建議手

術治療。若治療後耳道打開就能進行深層耳道灌洗。 

 

深層耳道灌洗配合耳道內視鏡的操作流程 

1. 病患全身麻醉並放置氣管插管以避免液體經由中耳歐氏管進入鼻咽。第一個

步驟為拍攝 X 光評估中耳情況(如：鼓室胞軟組織增加、鼓室胞鈣化或溶解

表示為骨髓炎或腫瘤)。 

2. 進行外耳道棉棒採樣及細菌培養。 

3. 術前以清耳液或耳垢溶解劑浸泡耳道 10 分鐘，但這些產品進入中耳會有耳

毒性，所以耳道清潔完畢後，若是鼓膜有破損的情況，則重複以無菌 saline

灌洗以移除清潔劑，其中有一個商業產品 Cerumene 是沒有耳毒性的。 

4. 耳道浸泡完後，外耳道以 bulb syringe 溫無菌等張 saline 灌洗以移除大型分泌

物或碎片。 

5. 使用檢耳鏡及 8F 導尿管/餵管連接 12ml 針筒從 working channel 進入，灌洗外

耳道。 

6. 耳道清潔完畢後，進行耳道內視鏡檢查。若鼓膜破損或撕裂，就需要以大量

無菌 saline 清洗以移除耳垢溶解劑。 

7. 接著將 dual-port adapter 連接至耳道內視鏡，dual-port adapter 能提供被動抽吸

及灌洗外耳道能將耳道擴張及持續清洗。dual-port adapter 一邊接溫 saline 另

一邊接 suction。鼓膜撕裂或破損可以從鼓膜出現泡泡辨認，當鼓膜能明顯觀

察時，移除耳道中的 saline 並以內視鏡觀察。若鼓膜破裂表示病患有中耳炎，

不需要進行鼓膜切開術，可以經由鼓膜破損的區域對中耳進行採樣培養。 

8. 鼓膜破裂進行中耳灌洗：經由內視鏡放置 open-end 3½F Tomcat catheter 連接

12mL 針筒，saline 灌入中耳並吸出進行細菌培養，第二次 saline 灌入中耳並

吸出進行細胞學檢查。接著持續中耳灌洗，持續灌入及抽出 1ml 的動作，直

到從中耳抽出的液體乾淨澄清。 

9. 鼓膜完整，則評估鼓膜是否正常。鼓膜(pars tensa)混濁、灰色、剝落、突出

或出血都不正常。若是不確定看見的構造是否為鼓膜，可以用 open-ended 3½F 

Tomcat catheter 輕輕接觸確認。若鼓膜不正常或 X 光顯示有中耳炎，就需要

進行鼓膜切開術以獲得中耳的採樣及灌洗中耳腔。這可以經由鼓膜切開針

(專門使用於耳道內視鏡)、open-ended 3½F Tomcat catheter 或 5F 導尿管，透

過耳道內視鏡的 working channel 到 pars tensa 的後腹側。接著使用 open-ended 

3½F Tomcat catheter 或 5F 導尿管連接 12ml 針筒灌洗中耳。接者以跟骨膜破



損情況相同的方式採樣及灌洗中耳腔。正常的骨膜 21-35 天可以癒合，因此

經過鼓膜切開術排除耳感染後，3-4 週鼓膜就會癒合。 

10. 很少的情況下外耳道灌洗後耳道上皮細胞會開始剝落，原因為角質層軟化，

當這個情況發生時，就要立即停止耳道灌洗並重新安排治療方式，因為剝落

的上皮使內視鏡視野受損，所幸此狀況不常發生。 

11. 耳道清洗完畢後，可清楚觀察腫塊或異物並進行採樣或移除。 

 
 

深層耳道灌洗/鼓膜切開術配合耳道內視鏡的術後併發症 

神經症狀(如：顏面神經麻痺、霍納氏症候群、前庭疾病、失明)。貓併發症

常見，可能是因為結後神經經過中耳鼓室胞分隔的黏膜下方，因此容易造成霍納

氏症候群，幸運的是大多數症狀 3~6 週後緩減。 

某些慢性復發性外耳炎，需要進行全耳道摘除術及鼓室胞骨切除術，手術的

時機： 

1. 外耳道感染無法控制 

2. 鼓膜切開及灌洗仍無法改善內耳炎 

3. 耳朵持續的病理變化(鈣化、增生及狹窄)造成耳道永久性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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