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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由來

《史記̇ 卷七十七̇ 魏公子傳》：「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後漢書̇ 卷
八十̇ 文苑傳上̇ 黃香傳》：「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黃香是漢朝江夏人，家裡貧寒，他的母親早死，黃香對自己的父親十分孝敬：夏
天，他用扇子把席子扇涼，讓父親睡；冬天，他先鑽進被窩，把被子暖熱，再請父
親休息。

黃香後來在魏郡當太守，有一次魏郡發水災，當地的百姓被洪水沖得無家可歸，
沒吃沒穿。黃香就拿出自己的俸祿和家產，分給了受災的百姓。

當時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天下無雙，江夏黃香。」

本書取「天下無雙」為名，意指生命/身體只得一個，獨一無二，應好好珍惜。如
因病能得到器官移植而再獲重生的朋友更應關注己身健康，珍惜和愛護它，因
世上能找到願意捐贈器官，延續他人生命的人是絕無僅有的。

張志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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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自一九九一年十月瑪麗醫院成功進行本港第一宗肝臟移植後，至一九九八年
中，成功移植者人數已增加至七十餘人，已移植和等待移植的病友極為需要
一個互相扶持的自助組織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因此而誕生；它是
由一群已經接受和正在輪候肝臟移植之人士、曾經捐出部份活體肝臟之親
友、及其家人組成，屬於合法的非牟利慈善團體，並由香港稅務局給予慈善
團體捐款豁免稅項的資格。歷年來隨着本會會友之努力推動會務的發展，本
會會員人數由開始時的數十人發展至今已超過五百多人。

本會積極發揚『復生不忘助他人』之精神，藉此幫助與輔導肝病患者及其家
屬減輕於手術前、後心理不安的情緒，度過疾病時的煎熬階段，提高病者的
士氣，協助患者盡快重新投入社會之原有崗位；積極推動及宣傳器官捐贈，
喚醒社會人士對病患者渴求器官之關注，將死後『器官捐贈』的行為向各界
作正面宣傳；積極推廣預防肝臟疾病之教育，減低患上肝病機會。

本會於2005年更增設網站 www.livertpa.org，為本會會員、肝病患者、本地
及海外華人、有需要了解肝臟移植之人士，提供肝臟疾病的資訊平台，使他
們得到正面參考的資料指南，與本會有互動聯繫之渠道。本會亦設計網上問
卷調查，除能了解社會各界對肝臟移植的憂慮與認知，也可以搜集及提供數
據，向醫護界反映其結果，能按調查問題而作出針對性的解答。藉此普及至
不同界別，有效地滲入各階層從而令更多人受惠。

在推行病理教育方面，本會除了與醫院管理局之「健康資訊天地」舉辦病理
講座外，更將教育講座推廣至各中、小學、屋邨、社區會堂等；又經常向會
友提供各項心意交流會，藉此分享康復過程的適應及保健心得。本會不但自
組拍攝VCD，收錄已接受移植會員與家屬之感受，還曾經編輯『肝臟移植病
人手術後護理錦囊』，提供給病患者了解移植後之護理及保健資料作參考。

積極參與器官捐贈宣傳教育，協助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之『愛心獻再
生』器官捐贈宣傳影片拍攝工作及推廣活動，定期於不同場所派發器官捐贈
卡，目的為喚起社會各界人士關注。在發揚復生不忘助他人之精神下，每年
都熱烈參與香港明愛賣物會，為「香港明愛」醫院籌募善款之餘，亦不忘藉
此宣揚器官捐贈，令工作相得益彰。

關注社區聯繫網絡，參與病人聯盟，增強醫療體系資訊，設立關懷小組定期
往病房探訪，協助需要諮詢各種問題的病友，同時亦探訪醫院各部門的醫護
體系以加強溝通；又每年舉辦會員大旅行活動、集體康樂營、週年會慶聯誼
聚餐，從而加強眾會友凝聚力。由於各項活動都能得到教授、醫生、醫護人
員與會友積極支持參與，充分體現了患者與醫護一家同融之成效。

歷年來舉辦了多次表揚捐肝人士之頒獎典禮，藉此機會，表揚各活體捐肝之
勇士，選出肝移植患者在對抗肝病的勇敢個案作借鏡，提供活體肝捐助者之
健康良好狀況的數據，呼籲市民摒除傳統觀念，在離開塵世後慷慨捐出肝
臟，以幫助更多病患者延續生命。頒獎典禮之平台也為各復生者，提供了一
條渠道作為向勞苦功高的醫護人員致敬。

本會於06年與瑪麗醫院的醫護人員攜手出版了第一冊愛心書籍《「肝」戈化
玉帛》，讓有需要的病患者及其家人，獲得更多關於肝病健康的資訊和對肝
病有更深的認識。在07-08年間，我們更在中學推行健康資訊互動教學，名
為「校園健康計劃之肝臟健康知多少?」。

希望在我們的不斷努力下，小樹苗能茁壯成長，為肝病患者作出護蔭，給他
們幫助和支持，令他們復康後能重投社羣；回饋社會。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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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各位，首先本編輯組藉此衷
心 感 謝 瑪 麗 醫 院 各 專 科 部 門 、 教
授、醫生及醫護人員一直以來的支
持，令這本書能跟大家見面。由於
本編輯組各人均有正職工作，全以
義務形式在百忙之中抽空協助，如
本書有不善之處，敬請各位體諒。

承接第一部愛心書籍，第二冊內容
除關注肝衰竭病患者；肝臟移植康
復者外；新編輯內容也顧及肝臟移
植小童；更關顧社會大眾對肝臟健
康的認識。雖然本港醫務衞生處在
1999年已開始為新生嬰兒注射乙型
肝炎疫苗，但我們不能忽視丙型肝
炎也是一種從血液接觸性的病毒，
是沒有疫苗防疫的。

肝是我們身體最重要的器官，是人
體的化學工廠，肝的多樣機能使身
體能正常運作維持生命，大家有否
考慮，除注射疫苗以作防疫外，我
們的不正確生活態度也能令肝臟工
作過勞，因而損害肝臟細胞。更甚
者，若遇強力的毒素，過勞的肝臟
可在短短的幾天內，突發性地的衰
竭而倒下來。到了這時候，肝臟移
植是唯一救活性命的方法，奈何！
本港遺贈肝的數字實在太小，一年

也只得十數個，而醫護人員，也遇
到許多難忘的個案及經歷，實非社
會大眾所能體會及明白。如服食減
肥/纖體藥的年青女士或慣常服食補
身成藥而引發的肝衰竭，最後她們
只能在醫院裡渺茫地在等待遺贈肝
時離世。

大家內心都有着不少的疑問，為何    
她/他們會是不幸者，原因是否是多
年來的不良生活習慣引致？

故希望藉此本愛心書籍，以深入淺
出的方法，能令社會大眾，透過此
書獲多方面的肝臟健康知識，而懂
得 照 顧 肝 臟 健 康 ， 因 肝 臟 出 現 大
病，病徵是到最後期才會出現，相
比起任何一個器官的病狀更難受，忍
耐病痛的日子也較長，在這經濟為
前提的社會上，醫療費用將會是我
們的重擔，及早多認健康教育是非
常重要的。

最後，我希望這份「編輯心聲」有
機會一直寫下去。作者未必要是我
們，出版日期也未必固定，但希望
有一天你能再看到它時，內容會更
加豐富，更能幫助到你。

編輯組

編輯心聲

編輯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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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每年約有三千人死於肝病，巿民普遍對肝臟功能、肝臟保健和肝
臟疾病的認知不足，確診時往往已到了病症的晚期，肝臟嚴重受損，只有
進行肝臟移植才能挽回病者的性命，甚或病情已擴散至身體其他部位，難
以治癒。

在各界的積極宣傳和呼籲下，肝臟移植近年已得到香港社會大眾的關
注；然而，願意在死後捐出肝臟，拯救垂危肝病患者的人，卻並未顯着增
加。每年輪候換肝的人數，仍然遠超於屍肝數目，他們無奈地只能在絕望
中等候一線生存的希望。活體肝臟移植實是病者、病者家屬和醫護人員的
最後選擇，因為手術風險較屍肝移植高。病者和家人面對兩難，作為醫
者，我們只能從旁給予專業意見，並尊重他們的抉擇。他們當中，有的順
利接受屍肝移植，有的冒着風險接受親人捐贈部分肝臟，但有的卻不幸在
輪候肝臟期間死亡。

衷心感謝「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一群熱心的志願醫護人員，及一
群堅毅、勇敢的抗病戰士和他們的家人，聯同香港醫院管理局，再度攜手
製作這部肝臟健康教育書籍。第一冊《「肝」戈化玉帛》的內容，主要針
對肝病患者的需要；我們希望將第二冊《天下無雙之肝康縷析》推廣至社
會大眾，讓各階層認識保護肝臟的重要性。本冊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從
肝臟基本功能說起，深入淺出，說明肝臟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教育巿民從
生活小節開始，愛惜肝臟這個重要的「化工廠」。

香港近年流行服食纖體保健藥物，不少女士更以此為時尚。諷刺的
是，我們的病人之中，很多就是因為服食了這些藥品而引致肝衰竭。本冊
將詳細分析多種主流中西保健產品和藥物，探討它們是益是害。

一如第一冊，書的後部是病者和家屬的個案分享，通過當事人親身剖
白，讀者更能體會肝病所帶來的身心痛苦。他們的故事，能鼓勵其他正接
受治療的病者勇於面對難關，也能警惕健康的人愛惜身體，預防疾病。任
何年齡的人都有可能患上肝病，故我們亦加入了兒童病者的個案分享和兒
童肝臟移植的護理資訊，希望顧及各個年齡層面的人。

為了讓讀者更易掌握肝臟保健資訊及患病須知，編輯組成員精心製作
了一隻隨書附送的DVD，結合聲畫，簡明扼要，以互動形式講解，有助加
深讀者的印象。

通過此書，希望香港更多人意識到肝臟保健的重要性，改變生活習
慣，注重健康生活和均衡飲食，將來才有望減低肝病發病率。

范上達  教授
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外科學系系主任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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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肝戈化玉帛》一書為肝病患者提供各種治療、護理及心靈輔
導等資訊，今年再有新書《天下無雙之肝康縷析》的推出，充分體現香港
肝臟移植協康會、瑪麗醫院、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對疾病預防及健康
教育的承擔，三方攜手再次孕育出美滿成果，令人感到鼓舞。

 
醫院管理局近年致力維持市民健康，及減少可避免的住院，同時增加

服務量，以應付緊急情況及服務需求的上升。此外，我們積極發展病人賦
能的工作，不但着重知識與技能的授予，從而提高病人的自我照顧能力；
更與社區團體合作推動多種計劃，強化地區性的支援；亦希望透過公私營
合作，推動慢性疾病的預防工作。這些工作方向與目標，與《天下無雙之
肝康縷析》推出的宗旨有着微妙的配合。

衷心感謝范上達教授，聯同各位專科醫護人員，在推動肝臟健康教育
方面不遺餘力。新書囊括了專業的肝病醫療資訊，背後是醫護同事無私奉
獻的精神；而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的積極籌劃，更提供病友抗病心得，為
新書的內容注入感人的篇幅，發人深省。在善長的支持下，新書印刷量突
破去年的紀錄，加上健康資訊天地的強大網絡，廣加宣傳，相信更多讀者
能認識肝臟保健的竅門，並付諸行動，從而減低患上肝病的機會。

我期望未來有更多類似《天下無雙之肝康縷析》的豐盛果實在社會湧
現，顯示社區各界攜手推動疾病預防及支援長期病患者的無比決心。在此
謹祝新書成績美滿，病友、同事與讀者共享快樂人生。

羅思偉  醫生 
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

瑪麗醫院作為香港唯一的肝臟移植中心，為此對肝病的治療、肝臟移
植的發展、肝臟健康，以致器官捐贈推廣活動等均不遺餘力，銳意發展。

去年得到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肝臟專家、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
與及一群熱心的醫護人員努力下製作了「肝戈化玉帛」一書，成績斐然，
深受肝病患者的歡迎，為他們提供了貼心及實用的資訊，包括各種肝臟治
療和護理的知識。此外，從各肝病康復者及家屬的分享中，讀者能得到信
心和鼓勵，堅毅地面對病魔的挑戰。

今年熱心的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肝臟專家、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
地與及醫護人員再接再厲，攜手製作「天下無雙之肝康縷析」，內容更多
元化，更充實，從而進一步關顧肝病患者、肝移植康復者、接受肝移植的
兒童和宣揚肝臟健康的重要性。

我謹向這群為這本書勞心勞力的義務工作者的無私奉獻，對肝病患者
的愛心與關懷致謝，祝願能有更多肝病患者及市民能透過這書認識肝病和
從中得到裨益。與此同時，藉此機會謹向慷慨捐贈書本製作費用的瑪麗醫
院慈善基金，致以衷誠感謝。

賴福明  醫生
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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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知識淺談
肝的位置和構造
肝位於人體腹部的右上方，其後上方
與橫膈膜相接。

正常的肝臟表面光滑，富於光澤，由
2500億個細胞構成。

肝分為左右兩側「右葉」和「左葉」，   
右葉佔全肝的60%，左葉佔全肝的
40%，右葉與左葉一分為二，共同發揮
同一功能。

在左右二葉肝臟的下方有肝門的構  
造，肝動脈、門脈、膽管由此進出；而
上後方則集中所有肝臟血液，形成了
肝靜脈，最後血液匯集入下腔靜脈，然
後回到心臟。此外，右葉肝臟的下方有
膽管穿出，並與膽囊相接。

肝細胞有再生能力，若肝臟被割掉一
部分，經過一段時間，細胞可再生恢
復原狀。不過在某些狀況下如營養不
良、攝取過量的藥物或酒精、細菌或
病毒感染，或是吃下有毒的物質，肝細
胞就被破壞，引發肝病。這時若得不
到治療，肝臟就會遭破壞而產生硬的
結構組織。此時，肝就無法發揮功能，
這種情況稱為肝硬化。

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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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的功能
分解代謝
肝細胞存有2,000多種酵素，這些酵
素助肝臟達成「化工廠」的工作，分解
及合成人體攝取的各種養分，將養分
轉化為適合自身的一部分。當食物經
過胃腸消化，分解成各種養分，然後收
集於肝臟，肝將其分解為氨基酸、葡
萄糖，再合成人體的蛋白質、核酸、醣
原等，更經多重化學分解、合成、再輸
送到各器官使用。

經肝合成的蛋白質可助體內細胞增
大、繁殖、新生、發育。

當身體葡萄糖濃度降低時，貯存在肝
臟中的肝醣就會轉為葡萄糖以補不
足。

當食物在體內被消化吸收時，肝臟會
製造及分泌膽汁，把脂肪分解成甘油
和脂肪酸的形式而吸收。

製造凝固血液的物質如凝血酶原。

維生素貯存中心
維生素需由食物中攝取，此等進入體
內之維生素被貯存在肝臟中，在必要
時才予以利用、排泄。人體內許多物質
的代謝都需經由維生素的協助才能正
常運作。如肝中凝血酶製造過程中必
需有維生素K存在。

解毒作用
肝臟能將有害物質「解毒」，食物或藥
物中含有各種有害物質，當在腸內發
酵，腐敗後，都透過肝臟解毒處理。

抗體的產生
人體在免疫過程中，肝臟擔任重要角
色，因肝臟細胞中有庫弗氏細胞，可在
異物進入人體時，立即察覺到，產生
抗體抗衡，這類細胞除肝臟外，也存
在於脾臟和其他器官。

膽汁的生成
由肝臟製造的膽汁主要成分為膽汁色
素、膽酸，以及膽固醇。膽汁是脂肪在
腸道內消化吸收時所必需的物質，同
時對於維生素A、D、E、K的吸收亦不
可或缺。

血液的凝固
肝功能不足時，凝血所需的物質如血
纖維蛋白原、凝血酶原等都會有不足
的現象，因凝血酶是在肝中製造的蛋
白質，製造過程中必需有維生素K的
存在。

循環血量的調節
肝臟可貯存體內總血量30 -50%，
對 體 內 血 液 循 環 量 的 調 節 有 很                        
大的作用。如消化食物時，胃腸等器官
需要更多的血液，體內的神經與荷爾

蒙作用，使需血量高的部位小血管擴
張，而需血量低的部位小血管收縮，肝
臟中貯藏着大量血液就會流到有需要
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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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首個有關飲食、營養及疾病的全
國性綜合調查顯示，中國十三億人口
中約有二億人過重，二千萬人患有糖尿
病，一億六千萬人患有高血壓。

當身體質量指數高，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就特別與中央型(軀體)肥胖相關，
並且屬於代謝症候群，表現為高甘油
三酯血症、高密度酯蛋白膽固醇減少、
高血壓，及最重要的胰島素阻抗性。
胰島素阻抗性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發病機理中尤為重要，多數病例發展
成糖耐量受損。

脂肪肝對其他肝病發展的影響
脂肪肝已逐漸被公認為導致更多損傷
的額外危險因素。大量飲酒者中，肥
胖會加重脂肪肝的嚴重性，並且是引
致急性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的危險因
素。脂肪肝於慢性丙型肝炎的致病機
制和影響已有深入的研究。輕微或中
度脂肪肝患者，脂肪肝和胰島素阻抗
性的發生一般與中央肥胖有關，基因
型3病毒感染的患者除外，因為基因型
3病毒感染可能多牽涉一個病毒誘導
機制。多數醫學報告在分析第2型糖尿
病於慢性丙型肝炎患者的人數顯着增
加的同時，認為脂肪肝與代謝綜合症
有關。根據一個病例對照研究，肝活
檢顯示沒有肝硬化的病人中，三分之
一丙型肝炎患者患有第2型糖尿病，人

數較乙型肝炎組或對照組顯着為多。
脂肪肝和因胰島素阻抗性導致的糖尿
病，尤其後者，會影響慢性丙型肝炎的
病情，增加患上脂肪性肝炎的機會，
並加速肝組織纖維化。對於非基因型
3病毒感染的患者，脂肪肝是抗病毒藥
物治療失敗的預測因素。肥胖症似乎
與低反應率獨立相關，縱使大部分肥
胖症患者同時患有脂肪肝，當中的相
互關係是難以分辨出來的。 

酒精性肝病與疾病的相互作用
隨着發展中國家的人飲酒量日益增  
加，酒精性肝病已成為一個全球性
的問題。英國已指出酒精性肝硬化死
亡率的上升與飲酒量增加有關。青少
年開始飲酒的年齡在英國特別受到
關注。十四歲的兒童(即未滿十八歲)
非法購買酒精類飲品的案例在過去
十五年增加了一倍。英國全國估計有
一千一百萬人有飲酒習慣，導致因急
性酒精性肝炎入院的人數不斷增加。

研究顯示酗酒會令丙型肝炎惡化而演
變成嚴重肝纖維化/肝硬化。飲酒與
乙型和丙型肝炎之間的關係亦可見於
原發性肝癌。雖然肝癌可發生於任何
病源的肝硬化，但因乙型肝炎和酒精
引致的肝癌卻佔了全球肝癌病例的百
分之八十。不少流行病學研究表示，酒
精引致的肝癌在西方的發生率越來越

高。近期一個研究將酒精和其他非病
毒性的肝癌危險因素與肝硬化對照組
作比較，結果顯示，酒精增加六倍肝癌
風險，菸草增加五倍肝癌風險，而肥胖
則增加四倍肝癌風險。該研究表明了
飲酒、吸煙和肝癌風險之間有明顯的
互動作用，存在劑量效應關係。

慢性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是人類最常見的病毒感染，
估計全球約有三億人，或百分之五的人
口，正受慢性乙型肝炎影響。乙型肝
炎在亞太地區尤為嚴重。在中國，約
有百分之十的人口是乙型肝炎帶病毒
者，其中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最終會死
於肝病（肝硬化伴隨或不伴隨肝癌）。
男性患者的死亡率為百分之五十，女
性患者的死亡率為百分之十五。中國
人的乙型肝炎感染可分為幾個階段：
最初的活躍病毒複製階段，對肝臟造
成最低限度的破壞（免疫耐受期）；接
着是免疫清除期，稱為慢性活動性肝
炎；最後是非活動性乙型肝炎非複製
期，會出現肝硬化，及可能併發肝癌。
部分患者會進入另一個階段，在沒有
乙型肝炎e抗原血症下出現病毒血症
和慢性活動性肝炎，稱為前C區變異
(precore mutant)。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常見肝臟健康問題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性 肝 病 
(nona lc oho l i c  fa t t y  l i ve r 
disease, NAFLD)
非 酒 精 性 脂肪性 肝病是指單 純性
脂 肪 肝 以 至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炎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 i t is, 
NASH)的一連串肝臟病變。以沒有飲
酒而出現脂肪肝為診斷準則。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雖然重度脂肪肝患者中只有百分之五
在多年後會發展成嚴重肝纖維化，甚
至肝硬化，但這一小部分患者當伴隨
身體質量指數大於25，歸類為過重或
肥胖，就切合了美國對流行性肝硬化
的基本定義。美國一個利用質子磁共
振波譜的研究將脂肪肝定義為肝內
甘油三酸酯含量大於百分之五點五，
結果顯示每三個成年人中有一個人有
脂肪肝。應用於全部人口，即表示有
六千萬人是潛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患者。這個數字較中國和日本的為
少。在中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
發生率是百分之十五，而日本則是百分
之十四。隨着兩地的生活模式越趨西   
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發生率將
會上升。中國的肥胖人口在過去十年
的確增加了一倍。根據二零零四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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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
乙型肝炎感染的年齡是日後發展成慢
性乙型肝炎的唯一重要因素。受感染
時的年齡越小，患上慢性乙型肝炎的
機會越大。兒童受感染時的年齡在一
歲以下，其發展成慢性乙型肝炎的機
會高達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孩童時期
感染，發展成慢性乙型肝炎的機會為
百分之二十至五十；而成年人感染，發
展成慢性乙型肝炎的機會則只有百分
之一至二。白種人一般在成年時期感染
乙型肝炎，但中國人則多在圍產期受
到感染，令慢性乙型肝炎成為亞太地
區的流行病。

中國人妊娠期乙型肝炎傳播率高是
因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母親人數眾     
多，她們的血液中帶有乙型肝炎e抗原
(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乙
型肝炎e抗原是乙型肝炎複製及感染
的標記物。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及血液
中乙型肝炎e抗原呈陽性的母親，估
計中國人佔百分之四十，非洲人佔百分
之十五，白種人佔百分之十。由於乙型
肝炎很容易從母親感染給胎兒，而乙
型肝炎e抗原的介入能通過胎盤引起
乙型肝炎宿主免疫耐受，加上嬰兒的
免疫反應並未成熟，因此，乙型肝炎e
抗原陽性的母親所誕下的嬰兒中，約
有百分之九十會成為慢性乙型肝炎患

者。分娩過程中，母親的血液會通過
胎盤撕裂、黏膜破損，或在產道裏經
胎兒的皮膚將乙型肝炎傳給新生兒。 

這些新生兒中，相信約有百分之三是
在子宮內受到乙型肝炎感染，而最可
能的母嬰傳播途徑是母血通過胎盤
撕裂接觸胎兒。病毒感染一旦轉為
慢性，血液中便帶有乙型肝炎表面
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每年總體只有百分之零點
六的兒童攜帶者的乙型肝炎表面抗
原會消失。成年人的乙型肝炎表面抗
原清除率同樣地低。血清轉化成乙型
肝炎表面抗體(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anti-HBs)的情況更為少
見。在這情況下，血清乙型肝炎病毒
基因體(HBV DNA)得以清除，即使利
用PCR定量檢測都不會驗出病毒。但
是，患者的肝內可能仍然殘留少量乙
型肝炎病毒DNA，在接受化療或人類
免疫缺陷病毒的免疫抑制治療期間，
或接受器官移植後，病毒可能會再激
活。

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療
核苷類似物 (nucleoside analogues)

現 時 有 多 種 藥 物 具 有 對 抗 乙 型
肝 炎 聚 合 酶 的 功 效，包 括 L- 核 苷
類藥物(L-nucleosides)  (包括拉

米夫 定[ lamiv ud ine]和替比夫 定
[telbivudine])、無環核苷磷酸脂藥物
(acyclic nucleoside phosphonates) 
(包括阿德福韋[adefovir]和泰諾福
韋[tenofovir])，及環戊基鳥苷類似
物(cyclopentyl guanosine analog)       
(包括恩替卡韋[entecavir])。這些口服
藥物對抑制病毒及乙型肝炎e抗原血
清轉化有不同的效能，安全性也有差
異。總括來說，雖然不同的藥物對抑
制病毒有不同的功效，但核苷類似物
對於乙型肝炎e抗原血清的轉化，服
用12個月似乎效能已達上限，12個月
以後，乙型肝炎e抗原血清轉化情況沒
有差別。雖然，有研究顯示持續服用
核苷類似物能達到乙型肝炎e抗原血
清轉化，但我們必須仔細分析這些長
期數據，因為該研究中，長期乙型肝
炎e抗原陽性的「拉米夫定」組別只有
五十八人，並僅為期五年；至於「阿德
福韋」，則由於一個主要的第三期研
究開始後一年發生了隨機錯誤，導致
長期數據不明。值得欣慰的是，「恩替
卡韋」在第二及第三年能達到乙型肝
炎e抗原血清轉化，而「替比夫定」則
在第二年達到乙型肝炎e抗原血清轉
化。參與該兩項研究的病人眾多，並
且會繼續接受監察。通常治療時間越
長，出現耐藥性或耐藥力增強的可能
性會越高。這些藥物大致上安全，其中

「拉米夫定」的紀錄最好，包括懷孕
期間的使用。「阿德福韋酯」的腎毒性
也引起了關注，但直至目前，腎毒性的
影響並不嚴重。「恩替卡韋」在臨床前
實驗階段發現有致瘤性，但目前未有
臨床數據證實這一點。一個第四期研
究現正進行中，完成後將可確定「恩
替卡韋」的安全性。「替比夫定」是最
近才獲發牌照的藥物，臨床前測試顯
示非常安全，但臨床效果仍然有待確
定。

免疫調節劑 
干擾 素 是 最 佳 的 免 疫 調 節 劑。多
種 用於治療 慢 性乙 型 肝 炎的干擾
素都已接受過評估，其中α-干擾素
(interferon-α)的評估最為深入，是多
個統合分析的研究對象。其他干擾素
如β-干擾素(interferon-β)、γ-干擾
素(interferon-γ)、淋巴母細胞干擾素
(lymphoblastoid interferon)和複合干
擾素(consensus interferon )的研究，
規模則較小。各組干擾素在效能和安
全上並沒有顯着差別。三個α-干擾素
的複合研究均顯示α-干擾素具有治療
慢性乙型肝炎的功效。干擾素對慢性
乙型肝炎的功效主要在於改善乙型肝
炎e抗原血清轉化，與核苷類似物比 
較，服用相同的時間，干擾素的血清
轉化情況較持久，且沒有耐藥性，但壓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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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病毒的效用則相對地較低。干擾素
副作用較多，主要包括類似感冒的徵
狀、疲倦、厭食、體重減輕及血細胞減
少症。聚乙二醇干擾素的效能較傳統
干擾素為佳，副 作用方面大致相同，
現已日漸取代傳統干擾素；然而，在某
些國家，傳統干擾素的價錢相對便宜，
因此仍然被廣泛使用。

隨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聚乙二醇α-
干擾素對於去除乙型肝炎e抗原及血
清轉化兩方面較「拉米夫定」有效(百
分之三十對百分之二十)，但病毒抑制
方面則遜於「拉米夫定」。聚乙二醇干
擾素最理想的用藥時間應是二十四週
或是四十八週，目前仍未確定。傳統干
擾素的不良反應，文獻已有充分記載
及回顧；聚乙二醇干擾素引起的不良
反應，可能為時較長，但並不一定較嚴
重。

丙型肝炎
全球估計約有百分之三的人口患有丙
型肝炎。流行病學研究指出，雖然丙
型肝炎患者中有百之四十沒有症狀，
但他們的肝活檢同樣可見嚴重的組織
性損傷。在歐美國家，丙型肝炎佔整
體急性肝炎病例的百分之二十，整體
慢性肝炎的百分之七十，整體失代償
期肝硬化的百分之四十，整體肝癌的
百分之二十五至六十，及整體肝臟移

植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慢性丙型肝
炎治療的目標是預防肝衰竭及肝癌，
抑制甚或逆轉肝纖維化，阻止肝硬化
的發生，及改善患者整體的健康狀況。
現時採用的慢性丙型肝炎治療是聚乙
二醇α-干擾素合併治療。 

聚乙二醇α-干擾素多數的不良反應跟
其他干擾素常見的反應相似，例如類
似感冒症狀、頭痛、肌肉痛和疲倦。接
受聚乙二醇α-干擾素合併利巴韋林
(Ribavirin)治療的患者出現嗜中性白
血球及血小板減少，那並非藥物的後
遺症，經調整藥物劑量後，患者的情況
會有效受到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對
於那些在聚乙二醇α-干擾素合併「利
巴韋林」治療開始後出現早期病毒學
反應的患者，即使餘下的治療劑量減
少，藥效大體上亦不會有所減低。 

「利巴韋林」在胃腸道內能被完全吸
收，幾乎僅從腎臟排出。主要的副作
用是溶血性貧血，但這存在劑量效應
關係，並且是發生於「利巴韋林」代謝
物在紅血球內積聚之後。血紅蛋白一
般減少2-3 gm/dl或基線水平的百分之
十五至三十，在治療六週後達到最低
點。因為這個副作用，「利巴韋林」用
於治療心血管病的患者時必須特別小
心。不穩定的缺血性心臟病是「利巴
韋林」絕對的禁忌症。「利巴韋林」是

一種致畸性極高的藥物，懷孕年齡的
患者及其伴侶在「利巴韋林」治療期
間及治療完成後六個月內必須採取嚴
格的避孕措施。 

聚乙二醇α-干擾素合併「利巴韋林」
的用藥時間，基因型2或3的患者為
二十四週，基因型1、4、5或6的患者為
四十八週。治療十二週後是否繼續，
須取決於血清丙型肝炎病毒基因體
(HCV RNA)在第十二週是否下降多於
2 log。假如血清丙型肝炎病毒基因體
在第十二週下降少於2 log，就必須停
止治療。 

自身免疫性肝炎
每年，每十萬人中有一至兩人患上自
身免疫性肝炎，患病率為每十萬人中
十五至二十人。跟其他自身免疫性疾
病一樣，自身免疫性肝炎影響的多數
為女性，女性患者和男性患者的比例
是八比一。自身免疫性肝炎可以發展
成肝硬化。治療方法是類固醇和疾病
緩和性抗風濕藥(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 DMARDs)。

自身免疫性肝炎的最佳診斷方法是
臨床合併實驗室化驗結果。血液中幾
種特有的抗體(抗核抗體[antinuclear 
an t ibody,  A N A]、抗平滑肌抗體
[smooth muscle antibody, SMA]、

肝臟／腎臟微粒體抗體[liver/kidney 
microsomal antibody, LKM-1]及
抗線粒體抗體[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以及免疫球蛋白
G的提高均有助於診斷自身免疫性肝
炎。可是，自身免疫性肝炎的診斷經常
需要進行肝活檢。對於病情複雜的患
者，一個結合臨床和實驗室化驗結果
的評分系統能有助於決定患者是否患
有自身免疫性肝炎。

至今，學者發現了四種亞型自身免疫
性肝炎，但臨床上分辨亞型自身免疫
性肝炎的病例很少： 

抗核抗體陽性，抗平滑肌抗體陽性，
免疫球蛋白G上升(典型狀況，對低
劑量類固醇反應良好)

肝臟/腎臟微粒體抗體陽性(常見於
女童和少女，病情可以很嚴重)

所有抗體陰性，抗可溶性肝抗原
(soluble liver antigen, SLA)抗體 
陽性(現稱為SLP/LP)。這個組別的
反應跟第一組相似

沒有檢測到自身抗體(約百分之十三)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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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需要接受治療？
在感染乙型肝炎六個月後而血液仍帶
有HBs抗原者和慢性肝炎者，即肝酵
素經常或偶然超過正常值，屬高帶病
毒量 (HBV DNA)。

治療目的：
清除或壓抑病毒，以減少肝細胞發炎
壞死，減少肝細胞纖維化和減低併發
成肝硬化或肝癌的機會。

治療目標
e 抗原 血 清轉 換，乙 型 肝 炎e 抗原 
(HbeAg)轉陰性(一)，同時乙型肝炎
e抗體(HbeAb)轉陽性(+)，肝酵素 
(ALT)恢復正常，病毒(HBV DNA)數量
少於105 copies/ml。

治療藥物
目前用於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藥物有
兩種：

1. 抗病毒藥物 → 抑制病毒，減低病 
 毒數量

 - 拉米夫定(Lamivudine)

 - 亞德福韋雙酯(Adefovir)

 - 恩替卡韋(Entecavir)

2. 免疫調節劑，可減低病毒數量和加 
 強抗病毒T-免疫細胞反應，以減低 
 肝臟發炎、肝硬化及肝癌機會

    新一代干擾素

 (聚乙二醇干擾素α-2a, pegasys®)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

肝臟患病對身體有甚麼影響?
 1. 　肝硬化

 2.　腹水

 3.　食道靜脈出血

 4.　肝癌

初起肝病時，一般大多無徵狀，須經
驗血才能確定，部分人有疲倦、食慾
不振、噁心、嘔吐、發燒或關節痛等症  
狀，較嚴重者會有黃疸徵狀，即尿液、
眼白和皮膚呈深黃色。

併發症
少部分乙型肝炎患者若出現急性發  
作，可能會引起暴發性肝炎，也可能轉
變成慢性肝炎，甚至併發而成肝硬化
及肝癌。

香港乙型肝炎防疫注射計劃
1983年 免費乙型肝炎疫苗給予所有 
 乙型肝炎帶菌者所生的嬰孩

1988年 免費乙型肝炎疫苗給予所有 
 新生嬰孩，並為所有乙型肝 
 炎帶菌者所生的嬰孩注射乙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1992年 免費乙型肝炎疫苗給予所有 
 出生於1986-1988年的學前 
 兒童

在過去二十年間，香港乙型肝炎帶病
毒率由10%逐步下降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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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測試肝功能？
用血液測試來評估肝臟的損傷和功能
如下：

 - 肝酵素(ALT & AST)

 - 膽紅素(Bilirubin)

 - 凝血酵素原時間(PT)

 - 蛋白(Albumin)

 - 抗原(是乙肝病素 表面S 抗原   
  HBsAg)是顯示此人是帶菌者，而 
  乙型病素e抗原(HBeAg)是顯示 
  病毒活躍地複製

 - 抗體(乙肝病毒表面S抗體Anti- 
  HBS)是顯示肝炎康復者，有復原 
  及免疫能力的指標，而乙肝病毒e 
  抗體 (Anti-Hbe)是顯示病毒活躍 
  性受壓抑

 - 病毒量

  即乙型肝炎病毒脫氧核糖核酸 
  (HBV DNA)，也顯示病毒複製指 
  標

 - 甲胎蛋白 (α-Fetoprotein)

  是癌症指標，可藉此測試及早發 
  現癌症。

最後是腹部超聲波及電腦掃描，是可
確定腫瘤或肝硬化，以進一步評估肝
臟的損傷程度。

主動免疫法
注射乙型肝炎疫苗，使身體產生抗體，
一般經過三次疫苗注射後，90-95%
人都可以產生長期足夠免疫能力，以
後不再需要有加強注射。乙型肝炎疫
苗注射亦可同時預防丁型肝炎。若日
後血液測試顯示無乙型肝炎抗體，
必須再次接受三次疫苗注射。至於丙
型及庚型肝炎，目前仍未有預防的疫
苗。

體重控制方程式
香港物質充裕，港人生活忙碌，出外
進食的機會大大提升，又多藉口沒空
餘做運動，正確的飲食習慣往往被忽
略。當身體吸收過多熱量，而這些過
剩的熱量未能被身體消耗利用，便會
於體內轉為脂肪，造成「肥胖症」。

身體過胖可增加肝病的風險亦較易引
致糖尿病、血管硬化、中風、心臟病、
高血壓、腎石、疝氣、關節炎、靜脈曲
脹，甚至某些癌症。

市面上有五花八門的減肥產品和方  
療，誤信濫用減肥藥物可令肝臟受損
害，胡亂減肥可導致營養不良，內分泌
失調、脫髮、怕冷、不育、嚴重便秘及
精神受困擾等毛病。要減磅得健康必
須採取安全的有效減肥方法，包括適
當的飲食調節，重建良好的飲食習慣
及不可缺少的運動，持之以恆，可助促
進體魄。

減肥飲食原則
1. 飲食要均衡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隨着健康飲食金字塔的原則作為基  
礎，按食物比例作多元化的選擇。
每天的食物應該包括飲食金字塔上
所列出的五穀類，蔬菜類，水果類，
肉、家禽、魚、蛋、豆製品類(簡稱肉
類)和奶品類五大類。而且，每天應

由每類食物之中選用不同的食物，
自然就能獲得身體所需要各種營養
素。

避免吃油炸及含高脂肪的食物。

如油條、薯條，所有肥肉、腩肉、臘
味、乳豬皮、鴨/雞/鵝皮、豬腳、豬
尾、牛尾、豬骨、罐頭肉、肉腸、忌
廉、硬殼果、牛油果、椰子。

避免吃糖及含高糖份之製成品。

如白糖、黃糖、冰糖、葡萄糖、糖
漿、涼果、軟糖、朱古力、中西式糕
點和甜品、甜餅乾、牛/豬肉乾、汽
水、果汁、果醬、沙律醬等。

避免進食過量魚及肉類，成年人每
天5 - 6兩便足夠。

採用少油烹調方法如蒸、烚、滾、白
灼、煮、炆，亦可用焗爐、微波爐、易
潔鑊少油快炒。

烹調肉類及蔬菜時，不可大量加糖
和調弄太濃的獻汁。

避免喝含酒精的飲品，如啤酒、各
種烈酒及甜酒等。

多選擇含豐富纖維的食物，如蔬菜
(要注意用油份量)，全麥穀類(要注
意進食份量)。多選用高纖維食品，
如紅米、全麥麵包、全麥餅乾、麥
片、水果、蔬菜和乾豆類，能令人容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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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你
運動的好處 
1. 改善心血管及呼吸功能

2. 降低冠狀動脈疾病風險因素

3. 減少發病及死亡率

運動的種類
運動的種類有三種：

1. 伸展運動

2. 帶氧運動

3. 肌力鍛鍊運動

伸展運動
i) 目的：

 ‧ 能增強身體柔韌度
 ‧ 有助減低肌肉、韌帶和筋腱被拉 
    傷的機會

ii) 注意事項：

 (a)  選擇正確的開始位置

 (b) 緩緩地作伸展動作至最大幅度

 (c)  當感到所伸展的肌肉有阻力時， 
  停留在這位置10 至15 秒，然後 
  慢慢放鬆

 (d) 伸展動作要穩定，在過程中勿作 
  彈跳動作

 (e) 伸展時，保持呼吸自然
 (f) 每個動作重複2至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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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可用植物油3茶匙，免煎炸。

*可用一碗湯粉/麵或2碗白粥代替。

脫脂奶一杯+麥飽1塊+火
腿一片+番茄、青瓜片

或
瘦肉/魚片粥2碗

或
粉/麵大半碗+瘦肉/
魚片4 - 5片 +青菜

食物/份量

早餐

*白飯大半碗 (4滿湯匙飯)
瘦肉/魚/雞去皮2兩 

(約80克)
瓜/菜4兩 (約160克) 或以上

水果1個

麥餅乾2塊                 
或

麥飽半塊

與午餐相同

脫脂奶一杯
或

麥餅乾2塊

下午茶

食物/份量

午餐

晚餐

睡前

1200卡路里減肥餐單樣本
以下為一般非體力勞動成年人減肥餐
單樣本，每個人會因年紀、活動量、工
作性質不同而對熱量需求有異

易有飽腹感，可減少進食份量。

要定時定量地進食，不要忽略早 
餐，不要吃零食，更不可以零食代
替正餐。

進食時要細嚼慢嚥，以致不會過量
進食及影響消化。

不可隨意選用特別為減肥或糖尿
病製造之食物。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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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四頭肌

方法：左手按在
椅背，右手捉着
左腳踝向上拉，
右 大 腿 前 面感
到拉力 

髖屈肌

方法：蹲着，雙手放在椅上，右腳向後伸
直，身體向前傾及臀部向前壓，右髖關節
前面感到拉力 

小腿肌

方法：雙手按着
椅背，左脚踏前
一 步及 膝 關 節
微彎，右脚向後
伸而 膝 關 節 保
持伸直，臀部向
前壓，膝關節後
面 及小 腿 感 到
拉力

iii) 運動示範：

肩膊及上背部的中央位置

方法：右手提高至水平，左手按着右肘把
右手拉向左面，肩膊及上背部感到拉力 

三頭肌及肩膊

方法：舉起右手，手肘尖向上，手掌放背
後，用左手推肘部向後下方，令三頭肌及
胸部感到拉力

頸側部及肩膊的肌肉

方法：雙手放在身後，左手把右手臂向
下拉，把頭部向左肩側彎，保持10秒後
放鬆，然後重複另一側  

背肌

方法：躺下，將雙膝盡量抱至胸前，提高
頭部，背部感到拉力
 
胸肌及腹肌

方法：躺下，手伸直支撐在地上，然後頭
部向上仰起，胸部及腹部感到拉力 

帶氧運動
i) 目的：

 ‧有助鍛鍊心肺功能，達到強心健 
  肺的功效

 ‧體育活動如乒乓球、武術、羽毛 
  球、籃球、體育舞蹈及體操等，或 
  者是步行、踏單車、跑步、游水等 
  都是帶氧運動

 ‧帶氧運動的特色是 :

  (1) 以大肌肉活動為主
  (2) 有節拍，有規律

  (3) 可持久進行
  (4) 低撞擊性

肌力鍛鍊運動
i) 目的：

 ‧可強化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每個選定運動項目分兩組，每組 
  運動重複10次 

ii) 運動示範：

啞鈴肩上推舉
鍛鍊前三角肌、肱三頭肌

重量   組數 次數
12RM/     lb     2 10次

啞鈴屈臂
鍛鍊肱二頭肌

重量    組數 次數
12RM/     lb      2 10次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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啞鈴跨步
鍛鍊股回頭肌

重量 組數 次數
12RM/     lb   2 10次

啞鈴單足提跟
鍛鍊腓腸肌、比目魚肌

重量 組數 次數
12RM/     lb   2 10次

註：以12 RM 形式去選擇合適重量的啞鈴：
12 RM 即是使用同一重量的啞鈴只能重做
同一動作12次，再做多一次也不能完成

俯臥撑
鍛鍊胸大
肌、肱三頭肌

組數 次數
  2  10次

摺腹 (仰臥起坐)
鍛鍊腹直肌

組數 次數
  2  10次

挺腰
鍛鍊豎棘肌

組數 次數
  2  10次

運動三部曲

準備
i 風險評估

若你是一位年過40歲的男士或是一
位年過55歲的女士或對於以下問題的
任何一題的答案說『有』，請於開始運
動鍛鍊前，先請教醫生及作適當的評
估。

 ‧ 醫生曾否說過你的心臟有毛病， 
  而且只能夠在醫生的指示下才可 
  參與健體運動?

 ‧ 當你進行健體運動時，胸口有沒 
  有感到痛楚?

 ‧ 過去一個月期間曾否在沒有進行 
  健體運動的情況下亦感到胸口 
  有痛楚?

 ‧ 你曾否因暈眩而令身體失去平  
  衡或失去知覺?

 ‧ 你曾否因為增加體能活動量而引 
  致你的骨骼或關節問題變得嚴重?

 ‧ 醫生最近曾否給你藥物醫治血壓 
  或心臟的毛病?

 ‧ 以你所知，還有其他任何導致你 
  不應參與健體運動的原因嗎?

ii 選擇適當的設施和環境；例如，公 
 園、緩步徑、安全的行人路等。

iii 穿着合適的衣着；例如，透汗的衣 
 服、舒適的運動鞋。

實踐和監察
i 為達致強心健肺的效果，每星期 
 運動三至五次，每次最少30 分鐘。

ii 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強度，可採用：
a. 辛苦程度表
 一般建議運動強度：感覺「中度辛 
 苦」至「非常辛苦」之間，感覺有點 
 氣促但仍能說出完整短句。

非常
非常
辛苦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完全
沒有
辛苦

中度
辛苦

非常
辛苦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辛苦程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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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心跳率範圍 

 = 儲備心跳率 x 運動強度 + 靜止心 
  跳率
  (註 : 儲備心跳率 =   
  最高心跳率 - 靜止心跳率)

 = (最高心跳率 - 靜止心跳率) x  
  運動強度 + 靜止心跳率
  (註 : 最高心跳率 = 220 - 歲數)

 = (220 - 歲數 - 靜止心跳率) x  
  運動強度 + 靜止心跳率

 ‧

 ‧ 建議運動強度 (如下)

  舉例一：

  一位40歲健康男子的靜止心 
  跳率為每分鐘70次 (建議運動強 
  度是辛苦; 儲備心跳率的百分比 
  是 60-84)

 建議目標心跳率範圍 (每分鐘次數)

 = (220 - 40 - 70) x 60% + 70 至  
  (220 - 40 - 70) x 84% + 70

 = 136 至 162

  舉例二：

  一位40歲虛弱男子的靜止心跳 
  率為每分鐘70次 (建議運動強度 
  是微量辛苦; 儲備心跳率的百分 
  比是 20-39)

 建議目標心跳率範圍  (每分鐘次數)

 = (220 - 40 - 70) x 20% + 70 至  
  (220 - 40 - 70) x 39% + 70

 = 92 至 113

iii 運動的進行：

為避免造成肌肉和關節損傷，應在運
動前作熱身運動。運動後，也應作緩
和運動，這樣大家便可享受運動帶來
的好處了。

a.  熱身運動 (5-10 分鐘)   
  例如︰徒手操及伸展運動

b.  正式運動（20-30 分鐘）   
  例如︰帶氧運動及肌力鍛鍊運動

c.  緩和運動（5-10分鐘）   
  例如︰伸展運動

iv 倘若在運動時感到不適；例如，呼 
 吸困難、心絞痛、暈眩等，應立即停 
 止運動，並需盡快給醫生診斷。

持之以恆
i 養成有規律的運動習慣 

ii 把運動融入生活中，例如：早一個站
 下車步行到目的地，多使用樓梯上 
 落等 

iii 邀請家人及朋友一齊參與 

以上提供的方法是一般參考資料。對
於有肝病、心臟病風險、或其他疾病或
需要藥物治療的人士，在計劃運動前，
需請教醫生的意見及作適當的評估；
而在早期運動訓練時，也需要在醫護
人員的指導下進行，以觀察個別人士
對運動的反應，確保運動的安全性。

 或

b. 以儲備心跳率的百分比計算目標心跳率範圍

 運動強度 儲備心跳率的百分比 適用人士

 非常微量 < 20 非常虛弱
 微量 20-39 虛弱
 中量 40-59 筋骨機能衰退
 辛苦 60-84 健康
 非常辛苦  >_   85 身強力壯/運動員
 極度 100

靜止心跳率可在靜坐15分鐘後自 
行量度。方法是先量度15秒脈搏 
的跳動次數，然後將之乘4，便得
出一分鐘的心跳率。若運動時心
跳率高於目標心跳率，便應將運
動強度減低。反之，若心跳率低於
目標，便應增加運動強度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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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不良的生活態度可誘發
肝臟出現病變
現代人生活急促，工作繁忙，情緒緊 
張，睡眠不足，飲食過度，運動不足，
不良的生活態度如飲酒、食煙、夜眠 
等，都會對肝臟做成負荷，故此良好
的生活習慣要在年青時確立。

酒精為什麽會影響肝臟健康?
最近罹患脂肪肝的壯年人士有增加趨
勢，主要是飲食過度、運動不足和飲
酒過量而導致肥胖而造成的。這種情
況除了對肝臟健康有影響，還會容易
引起動脈硬化、血脂高症、高尿酸血
症、糖尿和高血壓症等。

肥胖的人之中，有二至三成人會出現
脂肪肝的現象，通常肝細胞中的脂肪
只佔肝臟的5%以下，如超過10%，整
個肝腫脹，稱為脂肪肝。

一般而言，脂肪肝是容易治癒的疾    
病，假若大量飲酒，而因酒本身的熱 
量，肝臟會更可能積存更多的脂肪，積
存的中性脂肪會抑制肝臟功能，但是
不會破壞肝細胞，但如果脂肪肝的狀
態持續五年以上，更反覆大量飲酒，
酒精代謝過程中形成了乙醛，那就會
出現毒性，使肝細胞發炎而遭破壞，
這種狀態就稱為酒精性肝炎。

酒精性肝炎的症狀是肝臟腫大，出現

疲倦，噁心、發燒、嘔吐、腹痛、黃疸、
下痢等症狀，嚴重時，甚至胃腸會出血
(如吐血、便血)，出現浮腫和腹水等現
象。

此外習慣持續大量飲酒的人，酒精性
肝炎會慢性化，如持續十年每天喝
九百毫升以上，故患酒精性肝炎的機
會率極高。若維持原有的生活習慣，那
麼，肝細胞反覆破壞與再生時，周圍
就會纖維化而變硬，這就是肝硬化。

B型或C型肝炎病毒的帶原者，即使少
量飲酒，也會加速肝障礙的進行，因
此要控制飲酒。肝硬化者中有四成人
會併發肝細胞癌。

體瘦而肆意大量飲酒的人，也會因酒
本身的熱量，令肝積存脂肪。

吸煙也會影響肝臟健康？
煙含有致癌的有害物質如尼古丁和煤
焦油，吸煙時，肝臟為了分解有害物  
質，會造成負擔，宜盡量戒煙。

足夠的睡眠和適度的運動可助
肝臟復修？
人體的生理機能就是白天活動，夜晚
睡眠的構造生物，白天由交感神經發
揮作用，降低心跳，放鬆肌肉，全身
的血流比白天減少，肝臟自然減少活
動。

而藉着運動肌肉能防止衰退，令糖及
氨基酸的代謝也能順暢，有助肝修   
復，同時運動可消耗卡路里，減低脂肪
積聚。

不安的情緒會影響肝臟健康？
焦躁、不安等情緒也會影響肝臟，因
這等精神壓力會對肝臟造成負擔，因
壓力而亢奮，血中腎上腺素增加，使心
跳加速，血壓上升，對肝臟造成負擔，
更可能因睡眠不足，食慾不振，加重肝
臟負擔。

飲食態度為什麽影會響肝臟健康？
煮食避免使用舊油或吃零食
食油老舊氧化後會形成氧化脂質，
會成為癌症與老化的原因，對肝臟
有害，而零食或炸過的麵條開封後
會氧化，放置一段時間則不宜吃。

需要多吃健康食品配搭嗎？
在市面上可買到的健康成品，我們是
不能夠確保標籤上的成分正確與否，
由於肝臟負責代謝，若將成分不明的
東西吃下，會加重肝負荷，降低肝功
能。

適當攝取營養的重要性
蛋白質的重要性：

肝細胞構造主要成分是蛋白質，而各
種代謝作用的中心是二百多種的酵素

群以及與病毒作戰的免疫物質，而這
些物質都是由蛋白質構成。

缺乏蛋白質，肝細胞會無法再生，代謝
與調整免疫作用也因而停滯，

因此適當的蛋白質攝取是必須，過多
會導致熱量攝取過多。

醣類的重要性：

飯或麵包是含大量醣類，被吸收後，
一部分成為肝醣貯存於肝臟，當肝臟
活動時就會當成熱量來源，肝若缺肝
醣，對藥物或病毒的抵抗力就會減
弱，就算有足夠蛋白質攝取量，但因
缺乏醣類，蛋白質成為唯一熱量消
耗，在代謝過程中會產生氨等有害物
質，為了解毒，肝臟會造成額外負擔。

健康的油對人體有益：

脂肪可保持體溫，保護內臟，傳送維他
命，製造荷爾蒙，維持神經系統。「飲
食金字塔」建議大家盡量少吃油，其
實油與碳水化合物一樣，可分為多種
類別，有益的不妨多吃，例如芥花籽油
及橄欖油，經研究證明對人體有益，而
亞麻籽油與魚油都含Omega-3，有豐
富營養價值，而豬油、花生油及粟米油
應少吃。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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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肝癌及治療法
肝癌的成因
肝硬化是導致肝癌的其中一個主因，
肝硬化可以由多種不同的病毒引起，
最常見是乙型肝炎病毒。若乙型肝炎
病毒在肝臟活躍程度高，肝細胞被破
壞，假若帶菌者有吸煙及飲酒的嗜
好，演變成肝硬化或肝癌的速度會加
快，此外食物在濕熱天氣下受毒素污
染，這些黃霉毒亦可誘發肝癌。

肝癌的治療
1. 手術切除

2. 

適用於病人的腫瘤只在肝的左葉
或右葉，第一、二期手術後活存率
是百分之六十，第三期手術後活存
率是百分之三十、第四期手術後活
存率是百分之十，術後康復者生存
長短受制於以下要點：

- 腫瘤沒有被完全割除

- 肝腫瘤太大，不能夠徹底切除

- 或病人在手術後的抵抗力和防 
 禦癌細胞的能力減弱，令肝炎病 
 毒乘機破壞肝臟

於手術後接受化療的病人比不接
受化療的病人為高，主要是手術後
病人的免疫力和抗癌能力低，化療
只會將病人的抵抗力進一步減弱。

肝 動 脈 栓 塞 化 療 或 放 療 
(Transar ter ia l  Chemoe-
mobolization TACE)

適用於腫瘤已擴散至兩邊肝臟，
但未轉移至其他器官，治療方法是
將導管放入肝臟動脈，經導管注
射化療藥物(cisplatin + lipiodol 
或drug eluting beat)殺死腫瘤細    
胞，為降低化療藥的副作用，同時
用Gelfoam(一種海綿)，使施行血
管栓塞，斷絕營養和氧供應，從而
抑制腫瘤的生長。亦可經肝臟動脈
注射輻射劑(yttrium-90)。

此類治療需每隔二至三個月進行一
次，而治療的次數取決腫瘤對藥物
的反應和副作用，經此治療，腫瘤
可縮細50%，但腫瘤太大或屬多發
性，療效會較差。

適用於腫瘤小於三厘米或腫瘤數
目少於三個的病人，方法是利用超
聲波或電腦掃描在螢光幕顯示腫
瘤位置，把幼針準確地穿刺入腫  
瘤，並注射百分之九十五濃度的酒
精入腫瘤，酒精會吸乾細胞的水  
份，使腫瘤枯死，病人是需要接受
多次的注射以確保癌細胞不會死
灰復燃。

3. 酒精注射

4. 射頻消融術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適用於原發性肝癌和轉移性肝癌，
這是一種新的腫瘤治療手術，病人
需全身或局部麻醉下，經皮穿刺或
開腹進行手術，使用超聲波引導電
極進行局部加熱，當溫度超過攝氏
六十度，可使腫瘤組織壞死。

適用於在治療上無法用手術切除
肝癌的病人，這是一種完全體外
操作的治療法，用超音聲波聚焦在
治療靶點，將溫度瞬間上升至攝氏
60度以上，導致蛋白質產生變異及
細胞出現凝固性壞死，高度聚焦超
音波穿透和能量沉積在病變組織，
消融大體積的腫瘤，但其能量又不
對周邊器官或組織造成損傷。香港
於2007年1月引進此技術，現待技
術改良。

傳統的化療成效並不顯着，在2007
年11月19日美國FDA批准了索拉非
尼 (Sorafenib)用於治療無法手術
切除的肝癌。這是一種激酶類的標
靶藥，能有效阻斷癌細胞內化學信
號的傳遞及血管的形成，比傳統的

5. 高強度聚焦超聲治療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化療藥更優勝。

肝臟移植適用於肝腫瘤少於五毫
米的病人，原因是腫瘤大，癌細胞
有可能侵入血管，進而擴散至身體
其他地方，在這情況下進行肝臟移
植，手術後癌細胞會迅速在新的肝
臟內繁殖，引致肝癌復發，再者移
植手術後，病人需服食抗排斥藥而
令身體的免疫力和抗癌細胞的能力
減弱，癌細胞便有機可乘。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

6. 標靶療法

7. 肝臟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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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肝臟，慎用藥物與保健品
認識維他命
維他命是維持人體的成長、健康、新陳
代謝所不可缺少的物質，由於大部分
維他命都不能在人體內自行製造，所
以必須從食物中攝取。日常進食的水
果、蔬菜、肉類等食物，已能提供足夠
的維他命，所以只要維持均衡飲食，一
般並不需要額外服食維他命補充劑。
但某些人士，如素食者、胃腸道吸收不
良的人士或酗酒人士，由於較容易患
上維他命缺乏症，則有可能需要攝取
額外的維他命。

要注意的是，維他命補充劑也有建議
的服用劑量，攝取過量的維他命多數
不能被有效吸收，要經過肝臟或腎臟
代謝分解排出體外，無疑大大增加了
肝臟或腎臟的工作量。早年便曾出現
有兒童因服食過量魚肝油丸，最終導
致維他命A中毒，出現肝硬化的症狀。

維他命除了作為營養補充劑外，也會
作為藥物用於治療疾病，所以不應胡
亂服用。以下是各種維他命的簡單介
紹。

肝臟知識淺談

以下人士應攝取
足夠維他命

素食者、患有脂
質吸收問題者

素食者、兒童、
老年人或較少於
戶外活動的人士

柏金遜症患者、
心臟血管疾病患
者

新生嬰兒

脂溶性維他命
 

A (Retinol)

 
D (Colecalciferol)

 
E (α-tocopherol)

K (Menadione, 
Phylloquinone) 

功能

維持夜間視力、
骨骼發展及皮膚
健康
 
幫助吸收鈣質及
鏻質、維持骨骼
及牙齒健康
 
幫助血液循環、
維持免疫系統的
功能
 
維持凝血功能 

食物來源

魚肝油、牛奶、 
黃綠色蔬菜、黃色
水果

魚肝油、鮭魚、 
牛奶、蛋黃

植物油、魚肝油、
豆類、綠色蔬菜

菠菜、白菜、 
菜心、蕃茄

建議成人 
每天攝取量

800至1000
微克
 

5至15微克

15毫克

 

35至65微克

以下人士應攝取
足夠維他命

酗酒者、孕婦

素食者

酗酒者

水溶性維他命
 

B1 (Thiamine)

 
B2 (Riboflavin)

 
B3 (Niacin)

功能

維持神經系統的
健康、協助消化
碳水化合物 

維持身體的成
長、皮膚、毛髮
及指甲的生長
 
維持神經系統、
皮膚及消化系統
的健康
 

食物來源

牛奶、豆腐、豬
肉、雞肉

雞肉、魚、牛奶、
綠色蔬菜

雞肉、魚、牛奶、
雞蛋

建議成人 
每天攝取量

1.1至1.2毫
克
 

1.1至1.3毫
克

14至16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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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士應攝取
足夠維他命

水溶性維他命 功能 食物來源 建議成人 
每天攝取量

酗酒者、孕婦

酗酒者、孕婦、
老年人

酗酒者

酗酒者、孕婦

素食者、老年人

酗酒者、老年人

B5 (Pantothenic 
Acid)

 
B6 (Pyridoxine)

 
B7 (Biotin)

B9 (Folic Acid)

B12 (Cobalamin, 
Cyanocobalamin)

C (Ascorbic Acid)

協助碳水化合
物、脂肪及蛋白
質的新陳代謝
 
維持神經系統的
健康、幫助合成
血紅蛋白
 
維持皮膚、毛髮
及骨髓的健康 

維持紅血球及核
蛋白的合成

製造紅血球、維
持神經系統的健
康

維持免疫系統的
功能、組織與器
官的健康
 

豬肉、雞肉、魚、
綠色蔬菜

豬肉、雞肉、魚、
大豆

豬肉、雞肉、 
牛奶、蛋黃

牛奶、蛋黃、 
西蘭花、南瓜

豬肉、雞肉、 
牛奶、雞蛋

橙、檸檬、木瓜、
奇異果

5毫克

 

1.3至1.7毫
克

30微克

400微克

2.4微克

75至90毫克

參考資料： (1) Vitamin and Mineral Requirements in Human Nutrition, 2nd edition 
 (2)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為甚麼酗酒人士會缺乏維他命？
長期酗酒的人士一般均有食慾不振及
飲食不均衡的情況，從而影響由食物
中攝取維他命的份量，而酒精本身亦
可能抑制某些維他命的吸收；此外，如

酗酒人士的肝臟功能不全，則可能令
膽汁的分泌減少，從而影響脂溶性維
他命（尤其是維他命A）的吸收。酗酒
人士常缺乏的維他命包括維他命A、
B1、B6及B9。

維他命
 
A (Retinol)

 B1 (Thiamine)

 B6 (Pyridoxine)

B9 (Folic Acid) 

酗酒人士缺乏維他命的原因

◆ 由於胰臟功能不全及膽鹽缺少， 
 影響脂溶性維他命的吸收
◆ 經膽管排走的維他命A增加

◆ 食物中攝取量不足夠

◆ 食物中攝取量不足夠
◆ 經腎臟排出體外的維他命B6增加

◆ 食物中攝取量不足夠
◆ 腸道吸收不良
◆ 肝臟減少吸收及儲存維他命B9
◆ 經腎臟排出體外的維他命B9增加

影響

◆ 誘發夜盲症
◆ DNA轉錄程序不正常，  
 繼而影響蛋白質的合成

◆ 誘發韋氏腦病變   
 (Wernicke-Korsakoff   
 syndrome)，症狀包括
 認知能力喪失、周邊性  
 神經病變

◆ 誘發周邊性神經病變
◆ 改變甲硫胺酸  
 (Methionine)的新陳代
 謝，繼而影響DNA的新陳
 代謝、細胞壁成分的維
 持、身體的抗氧化功能及  
 細胞死亡程序

◆ 誘發巨球性紅血球貧血症
◆ 同半胱氨酸 
 (Homocysteine)升高，
 可能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  
 的機會
◆ 改變甲硫胺酸
 (Methionine)的新陳代
 謝，繼而影響DNA的新
 陳代謝、細胞壁成分的維
 持、身體的抗氧化功能及  
 細胞死亡程序

參考資料：Seminars in Liver Disease 2004; 24(3): 289-304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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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與肝病有甚麼關係？
肝臟其中一個功能是儲存維他命及礦
物質，患上肝病的人士，肝臟的儲存
功能便會受到影響；此外，肝臟功能
不全也會影響脂溶性維他命的吸收，
所以患者會較容易出現維他命缺乏的
症狀。醫生會按患者的情況而處方適
當的維他命補充劑，例如維他命B及
維他命K，因為維他命B有助維護肝臟
功能及健康，而維他命K則有助促進
肝臟合成凝血因子。 

保健品
市面上林林總總的保健品或健康食 
品，許多均註明由天然產品或中草藥
配製而成、不含西藥成分、副作用輕
微等等，市民應如何選擇？

其實，要保持身體健康，最重要還是
從改善生活及飲食習慣開始。在考慮
服用任何保健品前，應先了解本身是
否需要額外的保健品及究竟需要那些
種類的保健品，因為正如維他命補充
劑，這些保健品多數是額外的補充劑
或補益劑，並非所有人士均需要服用，
最好先請教中醫師、西醫或藥劑師。

保健品不一定含有靈芝、雲芝等中藥，
可能含有一些西方國家慣常使用的草
藥或天然製品如蜂膠及螺旋藻等，在
選擇保健品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 盡量選擇一些歷史悠久或有良好 
  信譽的品牌，因為產品的安全性 
  及質量可能有較好保證

 ‧ 服用純天然或中草藥成分的產品 
  也有可能出現敏感反應或副作 
  用，並且可能會與正服用的其他 
  藥物產生相互作用

 ‧ 服用產品前應先了解有關的注意 
  事項並按建議的劑量服用

 ‧ 保健品可能需要長期服用才能發 
  揮效用

 ‧ 保健品絕對不能取代治療疾病的 
  藥物，只可視為補充劑或保持身 
  體健康的產品

 ‧ 如保健品聲稱有治療作用，該產 
  品便應為藥物而非保健品

如何衡量保健品的安全性及功效？
保健品的安全及功效，要視乎有關成
分是否已廣泛被使用、製造商是否有
進行相關的安全性測試（重金屬、微
生物、農藥殘留、毒性測試等）及臨床
測試（動物實驗、人體測試）、文獻上
是否有記載該成分的安全及功效資
料。由於保健品並非作為治療疾病的
藥物，製造商可能不需要進行嚴格的
臨床測試便可推出產品，市民在選擇
保健品時不妨考慮有關產品是否有這
些安全及功效資料。此外，在了解這些
測試結果時，也要注意有關測試是否
有代表性及參考價值。

那些人士要小心使用保健品?
保健品並非所有人也適合，患有感染、
嚴重疾病、癌病或正接受化療的人   
士，身體機能可能有所改變，如胡亂服
用影響身體機能及免疫能力的保健品
或補益劑，可能會對病情有反效果。

肝臟保健品及中草藥產品
肝臟保健品及中草藥產品的聲稱大多
是促進肝臟功能（尤其是解毒功能，
從而減低有毒物質對肝臟的影響）、
抗氧化及保護肝臟細胞，有些產品會
加入維他命B、具抗氧化作用的維他
命A、C及E、礦物質鋅（Zinc）等來配
合產品的聲稱，究竟這些產品是否有

效呢?由於市面上的肝臟保健品及中
草藥產品太多，如要確定產品是否有   
效，實在需要更多資料（例如在人體
進行的大型臨床測試數據），才可作出
結論。

以下是部分肝臟產品中的成分資料，
雖然在一些試驗中這些成分對肝臟健
康或肝病有正面作用，但現時仍未有
足夠的臨床證據以確定或否定有關的
功效，所以這些產品並不建議取代肝
病的藥物治療。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48  ｜ ｜  49

耐受性良好

於少部分人出現的
副作用包括血壓上
升、鈉質及水分滯
留、低血鉀；可能
與降血壓藥、類固
醇、雌激素、在肝
臟進行代謝的藥物
產生相互作用

小返魂、葉下珠 
(Phyllanthus 
amarus, 
Phyllanthus niruri,  
Phyllanthus 
urinaria)

甘草酸、甘草
(Glycyrrhizin, 
Liquorice)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

小返魂或葉下珠可能對抑制乙型
肝炎病毒的複製有幫助

Glycyrrhizin是甘草 (Liquorice) 
的有效成分，可能對抑制肝炎病
毒有幫助

安全性成分 聲稱用途 作用機理安全性

口服產品可能
安全

副作用輕微，包括
口乾、噁心

副作用輕微，可能
增加出汗

耐受性良好，可能
有輕微的腸胃不
適；可能與降血糖
藥、雌激素、在肝
臟進行代謝的藥
物產生相互作用

成分

谷胱甘肽
(Glutathione,
L-glutathione, 
GSH)

S-腺苷甲硫胺酸
(S-adenosylme-
thionine, SAM, 
SAMe)

磷脂醯膽鹼
(Phosphatidylcho-
line, PC)

奶薊、水飛薊
(Milk Thistle, 
Silymarin)

聲稱用途

肝炎、肝病、
預防或治療酒
精中毒

酒精性肝病、
膽汁滯留

膽囊疾病、
酒精性肝病、
肝炎

酒精性肝病、
慢性肝病、
急性或慢性肝
炎、肝硬化、
肝臟中毒、黃
疸、膽囊疾病

作用機理

Glutathione由肝臟製造，含有三種
胺基酸，與體內的解毒及抗氧化程
序有關，有助保護肝臟及強化免疫
系統；此外，Glutathione 須轉化
為L-glutathione才為有效

S-adenosylmethionine 由體內製
造，與蛋白質及Glutathione 的合
成有關，有助促進肝臟的解毒及抗
氧化功能

Phosphatidylcholine是一種磷脂 
(Phospholipids)，存在於蛋黃及大
豆卵磷脂 (Egg lecithin, Soybean 
lecithin)中；Phosphatidylcho-
line是細胞膜的成分之一，作用於
調節脂肪及脂溶性維他命的吸收，
另有助促進肝臟的抗氧化功能及
減輕肝臟纖維化

Silymarin為Milk Thistle的有效成
分，有助預防對肝臟有毒性的物質
進入肝臟細胞、增加蛋白質的合成
從而促進新肝臟細胞的製造、促
進肝臟解毒及抗氧化功能、保護肝
臟、促進膽汁流動

參考資料： (1)  Natural Medicines Comprehensive Database 2005 
 (2)  Alcohol Research & Health 2006; 29(4): 296-306 
 (3)  Digestive and Liver Disease 2007; 39(4): 293-304 

傳統中藥功效如何？
傳統的中醫藥歷史悠久，是結集了幾
千年經驗的成果。中醫的理論基本上
是以精、氣、神、陰陽、五行學說、臟腑
辨證、氣血津液及經絡學說來解釋生
病的原因，並以四診、八綱來辨證，之
後按不同的體質而決定使用的處方，
而處方中又會以君、臣、佐、使的原則
配合不同的中藥，所以不能以西方的
醫學角度作出比較。隨着中醫藥科學
化的發展，一些有助補肝、護肝或有治
療作用的中藥的有效成分可被確認，
進行多項臨床測試後更可如西藥般確
定有關的功效。

根據醫院管理局的草藥毒理數據庫及
中藥藥理書籍的資料，有助肝膽功能的
中藥例子有五味子、茵陳、梔子；艾葉、
西紅花、金銀花、桃仁則有利膽作用；
升麻、桃仁可護肝；商陸有助降低轉氨
酶。雖然還有許多中藥對肝膽功能有
幫助，但要注意每個人的體質均有所
不同，而且療效還要配合整體的中藥
處方，所以以上提及的中藥只供參考，
服用前必須請教中醫師。此外，如正服
用西藥，更應請教西醫或藥劑師。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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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肝臟有毒性的中西藥
減肥產品
近年來服用減肥或纖體產品成為社會
的趨勢，由於許多產品均標榜不含西
藥成分，成效顯着及副作用輕微，並且
不需醫生處方，市民很容易便能購買
產品服用。其實，均衡的飲食和運動

是保持健美的要訣，自行服用坊間的
減肥產品，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副作用，
以下便是一些由減肥產品引起肝臟毒
性的個案。

肝臟毒性

急性肝炎、肝臟壞死

急性肝細胞損傷、膽汁滯
留性肝炎

急性肝炎、急性肝臟衰竭

急性肝炎、類似自體免疫
性肝炎的病徵

急性肝臟衰竭

急性及慢性肝臟衰竭、
肝臟壞死、肝臟纖維化、
肝硬化

急性肝臟衰竭

急性肝臟衰竭、肝臟壞
死、肝臟纖維化

減肥草藥或產品

Chaso®, Onshido®, 
Sennomotokounou

綠茶萃取物Green tea extracts 
(Exolise®, Hydroxycut®, The 
Right Approach® )

LipoKinetix®

麻黃 (Ma huang)

松蘿酸 (Pure usnic acid), 
紅茶菇 (Kombucha 
mushroom)

石蠶屬植物 (Teucrium 
chamaedrys, germander)

石蠶屬植物 
(Teucrium capitatum)

石蠶屬植物 (Teucrium polium, 
golden germander)

有毒成分

N-亞硝基二乙基苯胺
(N-nitrosofenfluramine)

茶多酚 (Camellia sinensis)、另
可能與鉻 (Chromium)有關

松蘿酸 (Usnic acid)、麻黃素生
物鹼 (Ephedra alkaloids)

麻黃素生物鹼 
(Ephedra alkaloids)

松蘿酸 (Usnic acid)

新克羅烷雙萜烯
(Neoclerodane diterpenes)

參考資料：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008; 23: 366-73

中藥
中藥除了有藥用療效外，有些會對肝
臟產生毒性，包括引起脂肪肝、黃疸、
肝臟損害、肝腫大、肝酵素上升、腹水
及中毒性肝炎。根據醫院管理局《中
藥毒性手冊》(2002年1月版)，以下是

對肝臟有毒性的中藥的有關資料。由
於這些中藥本身也有藥用療效，而且
並非所有人士服用後均會出現肝臟中
毒的情況，所以在中醫師建議的情況
下也可以安全服用。

備註

含有的Pyrrolizidine可引起靜脈阻塞性
疾病
含鞣質約50-58%，鞣質在胃腸道水解成
為沒食子酸，可致肝小葉中心壞死

地榆含有鞣質約17%

其毒性成分為肉豆蔻醚
含野百合鹼 (Monocrotaline), 可嚴重損
害肝臟
含艾苦素
黃樟醚，使肝脂肪變性
白藜蘆醇，長期服用可傷肝

桉葉鞣質有肝毒性

過量用藥或炮製不夠火候時會傷肝

大劑量棉酚有明顯的毒性

中藥

千里光

五倍子

及己
石榴皮
地榆
老虎泡葉
肉豆蔻
自消容

艾葉
杜衡
虎杖
青魚膽
砒石
桉葉
密陀僧
貫眾
喜樹

棉籽
黃獨
農吉利
(野百合)

拉丁文名稱

Herba Senecionis Scandentis

Galla Chinensis

Radix Chloranthi Serrati
Pericarpium granati
Radix Sanguisorbae 
Folium Rubi Pinfaensis
Semen Myristicae
Folium Crotalariae Assamicae

Folium Artemisiae Argyi
Herba Asari Forbesii
Rhizoma Polygoni Cuspidati
Fel Mylopharyngodontis Picei 
Aresenolitum
Folium Eucalypti
Lithargyrum
Rhizmoa Cyrtomii
Fructus seu Radix Camptothecae 
Acuminatae
Semen Gossypii Herbacei
Tuber Dioscoreae Bulbiferae
Herba Crotalariae Sessiliflorae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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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誘發肝臟毒性的中西藥
不論中藥還是西藥，均可能會引起副
作用，以下列出的中西藥可能會誘發
特異體質反應，繼而引起急性肝臟衰
竭，但並非每個人服用這些藥物後均
會出現嚴重副作用，因為特異體質反
應造成的肝臟毒性發生率並不高，而

且不能預期及與劑量無關。以下的中
西藥很多本身也有其藥用功能，在中
醫師或西醫建議的情況下大部分也可
以安全服用。列出這些藥物的目的是
希望教育市民不應隨便服用任何藥  
物，應先請教中醫師、西醫或藥劑師。

名稱

卡瓦椒 (Kava Kava)
美黃芩 (Skullcap)
穗花薄荷 (Pennyroyal)
天芥菜 (Heliotrope)
紫草 (Comfrey)
千里光 (Senecio)
白屈菜 (Greater Celandine)
何首烏 (He Shon Wu)
LipoKinetix®

作用

安神
安神
催經
安神
消炎
舒緩經痛
鎮痛
補肝腎
減肥

可能誘發肝臟毒性的中草藥
名稱

小榭樹 (Chaparral)
石蠶 (Gemenader)
金不換 (Jin Bu Huan)
洛苛草 (Rattleweed)
太陽麻 (Sunnhemp)
南非一種草藥 (Impila)
膠薊 (Gum Thistle)
麻黃 (Ma Huang)
Bai-Fang herbs

作用

抗感染
減肥
鎮痛
消炎
消炎
保健
利尿
減肥
--

藥物種類
心臟/血壓
降血脂
精神科
抗抑鬱
控制癲癇
治療柏金遜症
抗感染

降血糖
降甲狀腺功能
消炎止痛
降尿酸
腫瘤科
麻醉科
治療酒精中毒

名稱
Amiodarone, Labetalol, Lisinopril, Methyldopa
Nicotinic acid, Statins
Amphetamines/Ecstasy, Quetiapine 
Imipramine, Nefazodone
Phenytoin, Valproic acid
Tolcapone
Amoxicillin-clavulanate, Dapsone, Didanosine, Efavirenz, 
Isoniazid, Ketoconazole, Ofloxacin, Pyrazinamide, 
Rifampin-isoniazid, Sulfonamides,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Metformin, Troglitazone
Propylthiouracil
Diclofenac
Allopurinol
Etoposide, Flutamide, Gemtuzumab 
Halothane, Isoflurane
Disulfiram

可能誘發肝臟毒性的西藥

參考資料： (1) Hepatology 2005; 41(5): 1179-97 
 (2)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008; 23: 366-73 

撲熱息痛安全嗎?
撲 熱 息 痛 ( A c e t a m i n o p h e n , 
Paracetamol)是常用的止痛退燒藥，
而且耐受性良好，適合嬰兒至成人服
用。雖然撲熱息痛經由肝臟進行代   
謝，並對肝臟細胞有直接毒性，但毒
性與服用的劑量相關，過量服用會導
致急性肝炎甚至肝臟衰竭。

在一般情況下，只要依照建議的劑量
服用此藥，應不會引起肝臟毒性，可以

安全服用。正常成人的每日最高劑量
為4克，但長期酗酒、患有肝病或正服
用影響肝臟酵素的藥物如抗癲癇藥的
人士，撲熱息痛的代謝可能受到影響，
所以必須注意服用的劑量及服用撲熱
息痛時不可以飲用酒精。此外，由於
市面上許多止痛、舒緩傷風感冒症狀
的成藥均含有撲熱息痛，在服用時應
注意產品的成分，以免不慎服用過量
的撲熱息痛。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備註中藥 拉丁文名稱
主要成分為Pb3O4，可引致中毒性肝炎
毒性由鹼式炭酸鉛 2PbCO3.Pb(OH)2 

引起
大劑量引起肝局部性壞死。少數病人可
能出現血清轉氨酶(SGPT)升高，肌酐
(Creatinine)清除率下降
與四氯化炭對肝臟的損害相似

鴉膽子口服可引起肝臟充血和脂肪性
病變
黃疸
毒性由香荊芥酚與百里香酚引起

鉛丹
鉛粉

雷公藤

蒼耳子
酸棗根皮
鴉膽子

篦麻子
麝香草

Compoundum Plumbum
Compoundum Plumbum

Radix Folium seu Flos Tripterygii 
wilfordii

Fructus Xanthii
Cortex Ziziphi Spinosae Radicis
Fructus Bruceae

Semen Ricini
Herba Thymi Vulg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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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撲熱息痛（Acetaminophen, Paracetamol）的建議服用劑量：

年齡

<3個月
3至12個月

1至5歲
6至12歲
12歲以上

撲熱息痛的建議劑量（每次服用劑量）
每4至6小時服用一次，一般每天服用4次

每公斤體重10毫克
60至120毫克

120至250毫克
250至500毫克
500至1000毫克

參考資料：British National Formulary, 54th edition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藥劑部

肝臟疾病的藥物治療
脂肪肝
現代人生活富裕，一旦飲酒過多或營
養過剩，便容易令脂肪囤積於肝臟，
從而引致脂肪肝，所以這是一種文明
的病。根據引致脂肪肝的成因，脂肪
肝可分為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兩
類。

患有酒精性脂肪肝的人士必須戒酒，
否則會增加患上肝纖維化、肝硬化甚
至肝臟衰竭的機會。至於患上非酒精
性脂肪肝的人士，常見特徵是過度肥
胖、患有糖尿病或體內的胰島素敏感
度偏低等，部分患者後來會出現非酒
精性脂性肝炎、肝纖維化甚至肝硬化
的情況。

治療脂肪肝的重點是針對脂肪肝的成
因，大部分與改善患者的生活及飲食
習慣、加強體育鍛鍊及控制本身的新
陳代謝疾病有關。例如若脂肪肝因飲
酒而引起，患者便必須戒酒；若患者本
身患有糖尿病或過度肥胖，除了改善
飲食及運動習慣外，需要時更應使用
適當的藥物來控制血糖或體重。

對於治療非酒精性脂肪肝，首先要減
輕患者的體重及鼓勵患者多做運動，
因為有助改善體內的胰島素敏感度
偏低的情況。藥物治療方面，現時主

要研究改善體內胰島素敏感度的藥
物(降血糖藥Thiazolidinediones及
Metformin)、改善高血脂的藥物、抗
氧化藥物(如維他命C及維他命E)、以
及相信有助保護肝臟細胞的利膽藥
去氧熊膽酸(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是否對病情有幫助，但仍未得
出結論，所以現時仍缺乏有效治療脂
肪肝的藥物。

酒精性肝病
酒精性肝病是由酗酒引起的，因為酒
精在肝臟進行代謝時會產生有毒的
代謝物乙醛 (Acetaldehyde)，乙醛
會對肝臟細胞構成損害，引起發炎症
狀，出現酒精性肝炎。如患者繼續酗
酒，病情便會惡化，可能引致肝纖維
化、肝硬化甚至肝臟衰竭的情況。酒
精性肝病並沒有特定的藥物治療，唯
一的治療方法是戒酒，從而避免肝臟
細胞受到損害。在治療期間，一般會
配合足夠的營養及維他命補充劑(尤
其是維他命B)，以促進肝臟解毒及抗
氧化的功能。雖然有研究顯示S-腺苷
甲硫胺酸(S-adenosylmethionine, 
S A M ,  S A M e )、磷 脂 醯 膽 鹼
(Phosphatidylcholine, PC)、奶薊、水
飛薊(Milk thistle, Silymarin)等可能有
助治療酒精性肝病，但是仍需要更多
臨床證據以確定功效。

備註：

以上提供的藥物資料只作參考用途，目的是讓市民對有關的藥物有更多了
解，請注意在服用任何藥物前應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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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是由一些病毒引致肝臟發
炎的傳染病。現時已知最少有六種不
同的肝炎病毒，分別為甲、乙、丙、丁、
戊和庚型。甲型和戊型肝炎經由食物
傳染，而乙、丙、丁和庚型則主要由血
液或體液傳染。

參考資料 : (1) British National Formulary, 54th edition
 (2) 香港衛生署－病毒性肝炎預防服務網址 (http://www.info.gov.hk/hepatitis)

乙型肝炎疫苗 甲型肝炎疫苗

注意
事項

副作
用

接受乙型肝炎預防疫苗之前，應該
預先檢驗血液，只有從未被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過的人，才需要接受疫
苗注射

一般30歲以上的本地人士，
大部分已經接觸過甲型肝炎
病毒，並對病毒產生免疫能
力，接受甲型肝炎預防疫苗
之前，應該預先檢驗血液，
若測試顯示未有甲型肝炎抗
體，才需要接受疫苗注射
接受疫苗注射後通常沒有不良反應，注射部位可能出現紅腫現象，
並感到痛楚，全身反應則較為罕見，而且輕微及短暫，包括發燒、
頭痛、疲倦、噁心及嘔吐

i) 肝炎疫苗
本港較常見的病毒性肝炎種類為甲、
乙及丙型，但現時只有甲、乙型肝炎疫
苗可以有效預防疾病。除了個別的甲、
乙型肝炎疫苗外，市面上也有提供甲
型及乙型肝炎的混合疫苗。

接種
年齡
接種
程序

建議
接種
人士

乙型肝炎疫苗 

新生嬰兒或1個月以上的人士

接種三次，第一和第二次相隔1個 
月，第二和第三次注射之間相隔5個
月。依時接受三次疫苗注射後，大
約90 - 95%的人可以產生長期的免
疫力
‧ 新生嬰兒
‧ 帶病毒者的家人及性伴侶
‧ 注射毒品人士
‧ 經常轉換性伴侶人士
‧ 慢性肝病患者
‧ 洗腎人士
‧ 經常接受血液或血液製成品的 
 人士
‧ 工作上需要接觸病人血液或體液 
 的醫護人員

甲型肝炎疫苗

12個月以上的人士

接種兩次，兩次接種相隔6
至12個月進行。一般相信免
疫力可以維持達20年或更長
時間

‧ 經常接觸甲型肝炎病毒的 
 化驗人員
‧ 經常到甲型肝炎高度流行 
 地方旅遊的人士
‧ 經常接觸未經煮熟的貝殼 
 類海產食物或未經處理的 
 污水的人士
‧ 男同性戀或雙性戀者
‧ 注射毒品人士
‧ 慢性肝病患者
‧ 經常接受凝血因子的人 
 士，如血友病患者

ii) 甲型肝炎
甲型肝炎由腸道傳染，病毒由病人的
大便中排出體外，再經由不潔的食物、
食水，或沾染病毒的雙手傳入其他人
口中而導致傳染。甲型肝炎的症狀為
食慾不振、疲倦、噁心、嘔吐、腹瀉、
發燒、上腹不適、黃疸，以及小便呈茶
色，但患者亦可能全無症狀。這種疾
病會持續數星期，甚至多月。大部份
患者在休息後可完全康復，但在少數
病例中，肝臟受損害的時間可能會延
長。患者康復後通常會終身免疫，不會
成為長期帶病毒者。

iii) 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主要經由帶有乙型肝炎病毒
的血液或體液，從傷口傳入體內，例如

共用針筒針咀注射毒品、穿耳孔和紋
身，或透過性行為傳染。此外，懷孕婦
女如帶有病毒也會傳染給胎兒。

為甚麼有急性和慢性乙型肝炎？
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後，病毒會潛伏於
體內約2至3個月，之後可能引發急性
肝炎的症狀，但現時並沒有有效治療
急性肝炎的藥物，治療方法主要是患
者遵照醫生指示及多休息，以本身的
抵抗能力來對抗病毒，而大部份成年
人的免疫系統均有能力清除乙型肝炎
病毒。但是，嬰兒、小童及免疫系統受
抑制的人士，由於免疫系統尚未成熟
及受到抑制，以致未能清除乙型肝炎
病毒，病毒潛伏於體內便有可能成為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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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所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均需
要接受治療？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會有較高機會患上
肝硬化、肝功能衰竭或肝癌。醫生會
為患者進行一連串的檢查(如驗血)來
幫助診斷，然後根據患者的情況而使
用適當的藥物治療。

並非所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均需要接
受藥物治療，如患者的病毒複製情況活
躍(HBV DNA數值高)、有肝臟發炎的
症狀(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
數值高)、患有慢性肝病或有明顯的肝
病症狀，那就應該開始藥物治療。此
外，患者血液中的e抗原(HBeAg)檢驗
結果也會影響治療方案，如e抗原為陽
性則代表活躍的病毒，而e抗原為陰
性則可代表不活躍的病毒或異常活躍
的變種病毒。

治療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抑制肝炎病毒
繁殖，減低病毒的數量(即減低HBV 
DNA數值)，從而預防肝硬化、肝功能
衰竭或肝癌的發生，或避免肝病的情
況惡化。

治療慢性乙型肝炎有那些藥物？
現 時 治療 慢 性乙型 肝 炎 主要有兩
類方案，分別是抗病毒免疫療法，
即注射干擾素(Inter feron-α)；另外
是抑制病毒複製療法，即口服核苷

類似物(Nucleoside or Nucleotide 
Analogue)。選擇治療方案的考慮因
素包括患者的年齡、病毒的數量、藥
物的療效、抗藥性、價錢及副作用等。

干擾素 (Interferon alfa)
干擾素有抑制病毒和調節免疫系統的
功能，可以幫助清除乙型肝炎病毒。
傳統的干擾素需要每星期皮下注射3    
次，療程為4至6個月。聚乙二醇干擾
素(Peginterferon alfa)是經過改良的
長效干擾素，只需每星期注射一次，而
且藥效更佳，療程為1年。使用干擾素
的好處是有固定的治療時間，而且沒
有抗藥性的問題，但只有30%至40%
的患者可有效清除病毒。

干擾素和聚乙二醇干擾素常見的副作
用包括類似感冒的症狀(如發燒、肌肉
痛、頭痛)、疲倦、失眠、皮膚乾燥、痕
癢、脫髮、情緒問題、骨髓功能減退
等，極少數會出現精神病的副作用。
此外，注射前30分鐘可服食撲熱息痛
(Paracetamol)以緩和頭痛等副作用。

成人劑量 

每星期注射3次，
一般劑量為10MU，
為期16星期

每星期注射1次，一
般劑量為180微克，
為期48星期

藥物名稱

Interferon 
alfa-2b
干擾素α-2b

Peginterferon 
alfa-2a 
聚乙二醇干
擾素α-2a

 孕婦用
藥分級

C

C

注意事項

‧ 自體免疫性肝炎、  
 無代謝機能的肝硬  
 化患者不可使用此  
 藥
‧ 適用於1歲以上小童
‧ 新生兒、嬰兒、  
 自體免疫性肝炎、  
 無代謝機能的肝硬  
 化患者不可使用此  
 藥

備註：

孕婦用藥分級C － 動物研究顯示藥物對胎兒有不良影響，但並沒有對懷孕婦女進
行對照試驗；或尚未進行動物試驗及婦女研究。此類藥物只能在對胎兒的潛在利益
大於潛在風險的情況下使用

參考資料：(1)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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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美國
FDA認
可# 

藥物名稱 孕婦
用藥
分級

注意事項成人劑量病毒抑制劑
核 苷 類 似 物 ( N u c l e o s i d e  o r 
Nucleotide Analogue)為口服藥物，
主要作用是抑制病毒複製。這類藥物
沒有明顯副作用，一般為頭痛、暈眩、
疲倦、腹痛、腹瀉、噁心等。大部分病
人在服用核苷類似物後，乙型肝炎病
毒的數量都會下降，但只有極少數病
人能完全消滅體內的乙型肝炎病毒。
所以，大部分患者都需要長期服用核
苷類似物。如乙型肝炎病毒濃度過
高、或以療效稍遜的核苷類似物來治
療、或患者沒有按指示服藥，病人體內

有可能產生抗藥性病毒，導致肝炎復
發。 

除了用於治療慢性乙型肝炎，核苷類
似物也會應用於將接受免疫抑制療
程或化療的人士，以預防乙型肝炎病
毒再變得活躍。所以在接受免疫抑制
療程或化療前，醫生會為患者檢驗乙
型肝炎的表面抗原，如結果為陽性
(HBsAg+)，患者在療程前便應開始服
用核苷類似物，在完成療程後亦應繼
續服用一段時間，直至醫生指示可以
停藥。

獲美國
FDA認
可# 

 1998年

2002年

藥物名稱

Lamivudine
拉米夫定

Adefovir
阿德福韋

孕婦
用藥
分級

C

C

注意事項

‧可空肚或飽肚服用
‧適用於2歲以上小童

‧可空肚或飽肚服用

成人劑量

每日一次，
每次100毫
克

每日一次，
每次10毫克

2005年

2006年

2008年

C

B

B

‧ 空肚服用(建議於餐  
 前2小時或餐後2小  
 時服用)

‧ 可空肚或飽肚服用

‧ 可考慮用於孕婦

‧ 可空肚或飽肚服用

‧ 可考慮用於孕婦

每日一次，
每次0.5至1
毫克

每日一次，
每次600毫
克

每日一次，
每次300毫
克

Entecavir
恩替卡韋
 

Telbivudine
替比夫定
 

Tenofovir
泰諾福韋
 

備註：
(1) # 獲美國FDA認可作為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的年份
(2) 孕婦用藥分級B － 動物研究顯示藥物對胎兒沒有風險，但未對懷孕的婦女 
 進行對照研究；或動物研究顯示藥物對胎兒有不良的影響，但對懷孕婦女
 所進行的對照研究中，卻無法證實此類藥物在妊娠第一期對胎兒有影響，
 而且沒有證據顯示對其後的妊娠期有風險
(3) 孕婦用藥分級C － 動物研究顯示藥物對胎兒有不良影響，但並沒有對懷孕 
 婦女進行對照試驗；或尚未進行動物試驗及婦女研究。此類藥物只能在對胎 
 兒的潛在利益大於潛在風險的情況下使用

參考資料：(1)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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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時候可以停止治療？
開始乙型肝炎的治療後，醫生會定期
監察藥物對患者的影響，包括藥物的
療效、安全性、患者對藥物的耐受性、
是否有出現抗藥性及患者的肝病情況
等。對於服用病毒抑制劑的患者，一
般每3至6個月醫生會為患者檢驗肝酵
素及病毒數量(HBV DNA數值)。而接
受干擾素治療的患者，醫生則會注意
患者有沒有出現較嚴重的副作用。

由於使用干擾素有特定的療程期限， 
如聚乙二醇干擾素(Peginterferon alfa)
在注射1年後便可停藥，在停藥時及之
後每6個月醫生會檢驗患者的病毒數
量、e抗原(HBeAg)、e抗體(anti-HBe)
以監察患者情況。

至於服用病毒抑制劑的患者，大部分
本身為e抗原陽性(HBeAg+)的肝炎患
者均需要長時間的療程，直至出現e抗
體(anti-HBe)及病毒數量大大減低或
檢測不到，之後患者仍需再服藥6至12
個月以免肝炎復發。然而，對於肝硬
化患者，醫生可能會建議患者長期服
用病毒抑制劑，因為暫時仍未有足夠
資料顯示肝硬化患者是否適宜停止服
用。此外，本身為e抗原陰性(HBeAg-)
的肝炎患者，由於有關的病毒屬於變
種的類型，即使病毒數量已檢測不   

到，可能亦需要長期服用病毒抑制
劑。

 

HBeAg +

HBeAg -

用藥

副作用

抗藥性

Lamivudine
拉米夫定

≧1年

>1年

口服

不多

第1年約
20%；第5
年約70%

慢性乙型肝炎的藥物治療

Adefovir
阿德福韋

≧1年

>1年

口服

可能影響腎
功能

第1年沒有
抗藥性；第
5年約29%

Entecavir
恩替卡韋

≧1年

>1年

口服

不多

只有首2
年資料：
<1%*

Telbivudine
替比夫定

 ≧1年

>1年

口服

不多

只有首2年
資料：約
25%

Interferon 
alfa
干擾素α

4至6個月

PEGIFN#: 
12個月

1年

皮下注射

較多

不適用

療程至少為12個月，當出現e抗體後，應繼續服
藥至少6個月

備註：
(1) # PEGIFN：Peginterferon alfa-2a 聚乙二醇干擾素α-2a
(2) * 如病毒對Lamivudine拉米夫定或Telbivudine替比夫定呈抗藥性，可能有 
 較高機會對Entecavir恩替卡韋產生抗藥性
(3) 由於Tenofovir泰諾福韋剛於2008年才獲美國FDA認可，所以表中沒有包括 
 此藥
(4) 每種藥物也有其優點及缺點，在選擇治療方案時，應考慮患者的年齡、病毒 
 的數量、藥物的療效、抗藥性、價錢及副作用等因素

參考資料：(1) Hepatology 2007; 45(2): 507-39 [美國肝病學會(AASLD)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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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病毒抑制劑產生抗藥性怎麼
辦？
醫生一般會於開始療程後的12星期
及24星期檢驗患者的病毒數量(HBV 
DNA數值)，如病毒數量減低的進度
理想，之後患者便可繼續服用有關的
病毒抑制劑，並每6個月再作一次監

測。如病毒數量減低的進度不理想，
而患者亦有依指示按時服藥，醫生便
會考慮加上另一種較強的病毒抑制  
劑，並每3個月再作一次監測，以下為
亞太地區肝病學會(APASL)就病毒抑
制劑抗藥性的用藥建議：

 

選擇1

選擇2

選擇3

選擇4

 
Adefovir
阿德福韋
加入
Lamivudine拉
米夫定

加入Entecavir
恩替卡韋

轉用Entecavir
恩替卡韋

轉用Tenofovir
泰諾福韋及
Emtricitabine 
恩曲他濱

出現抗藥性的病毒抑制劑

Entecavir*
恩替卡韋
加入Adefovir阿
德福韋

加入Tenofovir
泰諾福韋

轉用Adefovir阿
德福韋

轉用Tenofovir
泰諾福韋

Telbivudine
替比夫定
加入Adefovir
阿德福韋

加入Tenofovir
泰諾福韋

轉用
Emtricitabine 
恩曲他濱

轉用Tenofovir
泰諾福韋

Lamivudine
拉米夫定
加入Adefovir阿
德福韋

加入Tenofovir
泰諾福韋

轉用Tenofovir
泰諾福韋及
Emtricitabine 
恩曲他濱

轉用Entecavir
恩替卡韋*

備註：* 如病毒對Lamivudine拉米夫定或Telbivudine替比夫定呈抗藥性，
  可能有較高機會對Entecavir恩替卡韋產生抗藥性

參考資料：(1) Hepatol Int 2008; 2: S19-27 [亞太地區肝病學會(APASL)資料]

計劃懷孕人士怎麼辦？
較年輕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如需
要接受治療，可考慮干擾素的治療方    
式，因為若治療效果理想，完成治療
後便可計劃懷孕，但要注意在接受干
擾素的治療期間必須採取適當的避
孕措施，因為干擾素可能會對胎兒有
影響。

如患者一向服用病毒抑制劑，一般不
建議懷孕，因為藥物可能會影響胎   
兒，所以計劃懷孕前必須先諮詢醫生
意見。已出現e抗體及病毒數量大大
減低或檢測不到的患者，在繼續服藥
至少6個月後，醫生可能會因應患者
的情況而決定是否可以停藥，屆時患
者可再與醫生商量計劃懷孕的意願。
但是，如患者仍需要長期服用病毒抑
制劑或在治療期間發現懷孕，醫生可
能會建議患者繼續服用孕婦用藥分級
為B級的病毒抑制劑(Telbivudine或
Tenofovir)，因為這類藥物對胎兒的影
響較少，而且患者的情況未必適合停
止治療。未經醫生診斷下擅自停藥可
能會引致肝炎復發，繼而會對患者及
胎兒造成嚴重影響。

慢性肝炎女性患者在懷孕期間，應
通知醫護人員有關病情，因為醫生可
能需要定期監測患者的肝功能，以觀
察懷孕期間的身體變化對慢性肝炎

的病情是否有影響。此外，醫護人員
也需要作出準備，為剛出生的嬰兒注
射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Hepatitis B 
immunoglobulin，HBIG)及乙型肝炎
疫苗，這樣可以有效預防嬰兒由母親
感染到乙型肝炎病毒，成功率一般達
95%。

iv) 丙型肝炎
丙型肝炎病毒是一種可破壞肝臟的
RNA病毒，而部分丙型肝炎患者會因
慢性肝炎而令肝臟出現損傷，甚至演
變為肝癌，情況就像乙型肝炎患者一
樣。丙型肝炎病毒的傳播途徑和乙型
肝炎病毒大致上一樣，主要是經由血
液傳染，包括接受輸血或血液製品、
吸毒者共用針筒作靜脈注射、性接觸
及母嬰傳染等，但傳染性較乙型肝炎
病毒低。大約有50%至80%的人士感
染了丙型肝炎病毒後未能完全清除病
毒而成為長期帶病毒者。

慢性丙型肝炎與慢性乙型肝炎相似，
如患者血液中的HCV RNA為陽性，

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Hepatitis B 
immunoglobulin，HBIG)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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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肝酵素升高或肝病症狀，便應考
慮是否要開始藥物治療。藥物治療需
要同時使用抑制丙型肝炎病毒的口
服藥物利巴韋林(Ribavirin)及干擾素
α(Interferon alfa)。傳統的干擾素α
需要一星期注射3次，而長效干擾素，
即聚乙二醇干擾素α(Peginterferon 
alfa)則比較方便，只需一星期注射1

次。療程的時間視乎丙型肝炎的種類 
(可分為遺傳因子第1型至第6型)、病毒
數量、療程是否單獨使用干擾素及患
者的反應，一般為期24至48星期。遺
傳因子第2型或第3型的丙型肝炎一般
需要治療24星期，成功率可達80%；
而遺傳因子第1型的丙型肝炎則一般
需要治療48星期，成功率只達50%。

作用 

抑制蛋白質的製造，
從而抑制丙型肝炎病
毒的複製，減少病毒
數量

藥物名稱
Ribavirin
利巴韋林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    

‧ 

‧ 

‧ 

‧ 

屬於長效干擾素，可
抑制病毒在受感染細
胞中的繁殖活動，以
及有免疫調節作用，
與利巴韋林合併使用
於治 療 慢 性 丙 型 肝
炎；如患者不適合使
用利巴韋林，可單獨
使用於治療慢性丙型
肝炎

Peginterferon 
alfa-2a
聚乙二醇干擾素
α-2a
 

Peginterferon 
alfa-2b
聚乙二醇干擾素
α-2b
 

‧

‧

‧ 

‧ 

溶血性貧血、關節痛、情緒
低落、腹瀉、暈眩、虛弱等
如與聚乙二醇干擾素α合併
使用，可於進餐時服用利巴
韋林，並必須配合相同製造
商的產品
治療期間應定時監測肝、腎
功能及血常規
服用利巴韋林期間及完成療
程後6個月內，不論男女患
者均應使用適當方法避孕
懷孕婦女、腎衰竭患者、嚴
重心臟疾病患者不宜服用利
巴韋林

類似感冒的症狀(如發燒、
肌肉痛、頭痛)、疲倦、失
眠、皮膚乾燥、痕癢、脫
髮、情緒問題
注射前30分鐘可服食撲熱
息痛以緩和頭痛等副作用
新生兒、嬰兒、自體免疫性
肝炎患者、有肝功能衰竭症
狀的肝硬化患者、同時患有
慢性丙型肝炎及HIV並且有
肝功能衰竭症狀的人士不可
使用此藥
治療期間應定時監測患者的
情緒狀態，以及肝、腎功能
及血常規

參考資料：(1)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7; 22: 615-33 [亞太地區肝病學會(APASL)資料]

自體免疫性肝病
自體免疫性肝病是指免疫系統失調，
誤把體內多種自己的物質當成外來
的抗原而產生抗體，因而造成肝臟
傷害，引致自發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原發性膽汁性肝硬
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
及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Pr imar 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PSC)等疾
病。

自發性肝炎
治療自發性肝炎主要有3個大方向，
分別是消炎及抑制免疫能力、預防及
治療類固醇的副作用、預防及治療與
肝硬化相關的併發症。藥物治療以
潑尼松龍(Prednisolone)及硫唑嘌呤
(Azathioprine)為主，而後者有助減
低類固醇的服用劑量。在治療嚴重
的自發性肝炎時，一般會使用高劑
量Prednisolone或Prednisolone與
Azathioprine合併使用。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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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藥物名稱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
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主要影響中年女
性，是慢性膽汁滯留性肝病。由於肝
內膽管受到破壞，伴隨門脈周圍的炎
症，最終導致肝纖維化和肝硬化。原
發性膽汁性肝硬化雖然是一種自體免
疫性疾病，但對類固醇及免疫抑制劑
的治療效果卻令人失望，去氧熊膽酸
(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是第
一線的治療藥物。Ursodeoxycholic 
acid可減少肝細胞內膽酸的濃度，從
而避免膽酸造成肝細胞受損，一般
使用的劑量為根據病人的體重，每

公斤每日服用13至15毫克(13-15mg/
kg)。此 外，膽 酸 結 合 劑 膽苯烯胺
(Cholestyramine)有助舒緩膽汁滯留
所引起的皮癢症。

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
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是一種罕見的膽
汁淤積性疾病，表現為肝內外膽管發
炎、纖維化及變得狹窄，可引致膽管
結石、膽管炎甚至膽管癌。去氧熊膽
酸(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有
助改善血液檢驗指數，但對組織及膽
管的情況沒有太大改善。

作用 

腎上腺皮質激素類藥
物，具有抗炎、抗過
敏、免疫抑制等作用

藥物名稱
Prednisolone
潑尼松龍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    

‧ 

‧ 

  

 

一般以腸胃不適的症狀為
主，如消化不良、腹脹等
長期大劑量服用，可能會
出現因脂質代謝和水鹽代
謝紊亂所引致的副作用，
如 水 腫 、 低 血 鉀 、 高 血
壓、高血糖等
建議於日間進餐時或餐後
服用

能干擾核酸的合成，
從而抑制淋巴細胞的
生長，是一種具有免
疫抑制作用的抗代謝
藥，常與其他影響免
疫反應的藥物(如類固
醇)一併使用

有助減低肝細胞內的
膽酸，從而減低膽酸
對肝臟的損害，並相
信有細胞保護作用

與膽酸結合成不吸收
的複合物，因而抑制
及減少膽酸在腸內的
再吸收

Azathioprine
硫唑嘌呤

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
去氧熊膽酸
 

Cholestyramine
膽苯烯胺
  

‧

‧

‧ 

‧ 
‧

‧

‧

靜脈阻塞性疾病、胰臟炎、
噁心、嘔吐、腹瀉、骨髓抑
制(如影響造血功能等)
由於使用此藥有潛在危險 
性，長期使用者應定期驗
血、檢驗肝及腎功能，以確
保身體其他機能不受影響

輕微副作用為胃痛、腹瀉，
一般耐受性良好
建議於進餐時或餐後服用
一般使用的劑量為每公斤
體重每日服用13至15 毫克
(13-15mg/kg)

便秘、消化不良、噁心、嘔
吐、肚痛
會 影 響 其 他 藥 物 及 脂 溶
性維他命(維他命A、D、
E 、 K ) 的 吸 收 ， 在 服 用
Cholestyramine前最少一小
時或四至六小時後，方可服
用其他藥物

參考資料：Seminars in Liver Disease 2007; 27(2): 214-26.

威爾遜氏病
威爾遜氏病（Wilson’s disease）是
一種較少見的遺傳性疾病，由於基因
缺陷導致身體對銅（Copper）的代謝
產生異常而造成。由於患者未能把多

餘的銅排出體外，過多的銅堆積在不
同的器官包括肝臟、腎臟、腦部及眼睛
等，會引致器官及組織的損害，而最常
受到影響的是肝臟及中樞神經，嚴重
的肝臟病變可能需要進行肝臟移植。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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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藥物名稱 注意事項 副作用 藥物治療方面，主要目的是令多餘的
銅排出體外及減少體內產生銅，除非
已進行肝臟移植，否則患者一般需終
身服用藥物以控制病情。醫生會按患
者的情況而決定使用的藥物，在治療

前及治療期間患者需接受血液及尿液
檢驗以確定治療效果。此外，患者需
避免進食含有高銅質的食物如果仁、
巧克力、甲殼類海產、菇類，以免影響
治療效果。

作用 

銅的螯合劑，
能將銅經尿液
排出體外，從
而降低血中游
離銅離子的濃
度

藥物名稱
D-Penicillamine
青黴胺 

Trientine
三亞乙基四胺
 

注意事項
‧    

‧ 

‧ 

‧

‧

‧

 

10%-20%患者在治
療初期會出現神經
症狀惡化的情況
治療前及治療期間
患者需接受血液及
尿液檢驗以測試骨
髓及腎臟功能
如 出 現 嚴 重 副 作
用 或 不 適 宜 服 用
D-Penicillamine，
可轉用另一種銅的
螯合劑Trientine
餐前1小時或餐後2
小時服用

10%-20%患者在治
療初期會出現神經
症狀惡化的情況
餐前1小時或餐後2
小時服用

副作用 

發燒、皮膚出
疹、類似紅斑
性狼瘡的皮膚
病、味覺暫時
受到影響、再
生 不 良 性 貧
血、白血球減
少、血小板減
少、腎病症候
群

噁心、
皮膚出疹

抑制腸道對銅
離子的吸收

銅的螯合劑，
抑制銅的吸收

Zinc
鋅

Tetrathiomolybdate
四硫鉬酸鹽

‧    

‧ 

‧ 

‧

‧

 

在治療初期會出現
神經症狀惡化的情
況
可用於仍未出現器
官或組織損害症狀
的患者作為第一線
治療
如與D-Penicillamine 
或Trientine一同使
用，應相隔至少1小
時服用
每天首次服藥於早
餐後1小時或與少許
蛋白質同服有助減
輕胃部不適

此藥在美國仍在試
驗階段

噁心、
胃部不適

嗜中性白血球
減少、貧血

參考資料：(1) Hepatology 2008; 47(6): 2089-111；(2) British National Formulary, 54th edition

備註：
(1) 以上提供的藥物資料只作參考用途，目的是讓市民對有關的藥物有更多了 
 解，由於大部分為處方藥物，即必須經醫生診斷後處方才可服用，所以不 
 應自行購買服用，必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2) 服用藥物期間，如出現任何不適情況或認為病情已好轉，均不應擅自停    
 藥，必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3) 由於藥物的供應商時有變更，書中的藥物相片只作參考，患者正服用的藥 
 物的外觀可能有所不同，如有疑問應向藥劑師查詢。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藥劑部

肝臟知識淺談肝臟知識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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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肝臟病變
肝臟衰竭的原因
急性肝衰竭
本來正常的肝，突然因一次急性肝炎
而破壞了整個肝之功能，如乙型或丙
型肝炎。

藥物引致肝中毒，如過量服食必利痛
或因某些麻醉藥引致肝功能衰竭。

因急性傳染病引起之肝障礙。

慢性肝衰竭
如乙型肝炎帶菌者，乙型肝炎病毒在
體內潛伏，把肝臟細胞持續破壞，使
纖維量增多，肝臟變硬，或肝臟組織
受到營養障礙及毒物的破壞，出現纖
維量增多狀況，造成肝硬化。

丙型肝炎是透過輸血及血製品途徑
傳播，亦可通過母嬰傳播，發病多在
40-60歲之年長人士，皆因年輕時就
算患病，亦沒有病徵，至發病時肝臟已
出現功能衰退，肝硬化或肝癌。

入探究肝臟
出現嚴重病
變處理法深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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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的肝硬化
酒精會在肝臟內促進脂肪的合成，造
成肝細胞的障礙，嚴重而轉化肝硬化。

肝硬化是慢性肝臟病肝細胞持續破壞
纖維增多，肝臟變硬，也是慢性肝炎
杗末期症狀。

先天性膽管閉塞
成因未明，新生嬰兒的黃疸症，部份可
以用Kasai Operation治好，若肝功能
未能改善便需進行肝臟移植。

早期肝癌而肝功能差的病人
是局限於早期肝細胞癌最有效的治療
方法，這可完全切除肝硬化的肝臟和
肝細胞癌。

遺傳新陳代謝病
a. 

b. 

 

肝衰竭的徵狀
病發初期是沒有任何病徵，當出現徵
狀時，可能已變為肝硬化，有黃疸持  
續，全身疲倦，食慾不振，若肝臟功能
逐步減退，更併發至食道血管擴張，
嚴重時會吐血，肚裏積水漲大，肝臟
更無法清除腸臟中的毒素，引發精神
異常和肝昏迷。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

威爾森氏病，這是一種遺傳病，原
因是體內的銅及胺基酸發生代謝異
常引發肝硬化，加上上腦及神經系
統症狀，患者手腳肌肉變硬，無法
運動自如。

肝澱粉樣變症，這是一種造成肝臟
腫大，肝臟血管周圍組織會有和澱
粉類似的染色性異常出現的蛋白質
沉積，原因是某種蛋白質代謝異常，
心臟組織亦會出現障礙。

肝衰竭病人常遇到的營養問題
肝衰竭常見的營養問題是蛋白質及熱
量攝取不足。

當患上急性、慢性肝衰竭或肝癌、肝
硬化，除避免喝酒外，必須注意每天
總熱量攝取和進食適量高質素蛋白  
質，以維持充足的營養和防止體重下
降，以助控制病情。我們可以用體重
指數(BMI)了解自己的體重是否適中：
(BMI)體重指數=體重(公斤)/身高(米)2

以下是體重指數的闡釋：

 BMI
理想 18.5 - 22.9
過輕 <18.5
過重 23 - 24.9
肥胖 >25

每日熱量的需要量：

 若體重適中，每日熱量的需要為： 
 25 - 35 卡路里 x (你的理想體重)

 但若體重不足，每日熱量的需要為： 
 35 - 40卡路里 x (你的理想體重)

要攝取足夠熱量，則可多選用

1. 五穀類食物：粥、粉、麵、飯、麥片、 
 麵包、餅乾

2. 糖類：葡萄糖、白糖、蜜糖、補能素  
 (Polycal)等

蛋白質的需求視乎個別病況，一般每
公斤的身體重量可達1.0 - 1.2克蛋白
質。高質素蛋白質包括(大部分來自動
物)，如瘦肉類、家禽、海產、蛋類、奶
及奶品類、黃豆及其製成品。

肝昏迷
蛋白質經消化後分解，部份變成亞摩尼
亞，有賴正常的肝臟將其轉為尿素，以
排出體外。若肝功能衰竭或肝硬化，
這些亞摩尼亞積聚在血液中而影響腦
部的正常運作，導致神智混亂，嚴重者
可引致昏迷。因此這些病者要進食低
蛋白質餐，以減輕肝臟負擔。若同時
有腹脹問題，便需要減少進食含高鈉
質（鹽份）的食物。

膽管閉塞 / 脂肪性痢便
進食的脂肪因未能被膽汁消化和吸  
收，引致多餘的脂肪要排出體外，所以
必須跟從低脂餐，避免進食煎、肥膩、
肥肉、臘味、罐頭肉、即食麵、炒粉
麵、肥膩湯水、西餅、酥皮、夾心餅、薯
片、果仁等。減少用油煮食。若病況需
要，營養師會建議加入MCT油作能量
補充。

鐵的沉積，患者皮下產生鐵的沉   
積，使皮膚變成黑褐色，也會引起
胰臟的障礙，造成糖尿病，這是一
種色素性肝硬化的疾病。

c.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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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水腫
肝硬化可引致水腫或腹脹，在此情況
需減少進食高鈉質(鹽份)的食物：如加
工食品、鹹菜、鹹肉、燒臘、罐頭肉食、
鹹蛋、鹹魚；烹調時不可用豉油、蠔
油、雞粉、味精及各種醬料。如需限制
流質份量，所有飲品都在受限制之範
圍內，亦需減少進食含水份頗高之食
物如冬瓜、西瓜、湯、粥及啫喱等。

肝臟移植前
在準備接受肝臟移植前要跟隨低鈉、
低脂肪的飲食原則，此外捐受者要留
意飲食上的衛生，避免街頭小食和進
食高危食物如魚生、蠔、貝殼類海產。

營養師可為個別病人計算熱量及蛋白
質的需求，而提議適當的飲食或安排
營養補充品，如有需要可向醫生作轉
介。

肝病患者在中西藥物方面應
注意事項
肝臟疾病對身體有甚麼影響？
肝臟是人體的重要器官，功能包括製
造白蛋白及凝血因子、分泌膽汁以幫
助消化及促進脂肪吸收、分解及排除
體內由新陳代謝產生的毒素，或一些
外來物質如藥物和酒精等。如患上肝
炎、肝硬化或肝臟衰竭等疾病，肝臟
組織可能會因為受損傷而失去正常的
功能，引起出血問題及黃疸，同時亦會
影響身體消化及吸收脂肪的能力和排
除毒素的功能。

醫生處方藥物給肝病患者時有
甚麼考慮？
當醫生處方藥物給肝病患者時，除了
會注意患者是否有藥物敏感及其他疾
病外，還會注意藥物是否對肝臟有毒
性、對肝病病情是否有影響，以及藥
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因應個別情
況而調整藥物劑量、選用對肝臟影響
較少的藥物或避免處方對肝臟有毒性
的藥物，並且會定期監測患者的肝功
能。對於患有輕微肝病的人士，所處
方的藥物種類及劑量可能與健康人士
相若，但如患者出現肝硬化、食道靜脈
曲張、黃疸、肝昏迷、水腫及腹水等症
狀時，表示病情較嚴重，處方藥物時
便要加倍小心。

患有嚴重肝病的人士，所處方的藥物
數量應減至最低。此外，嚴重的肝病
亦會引起以下情況： 

藥物新陳代謝失調：如肝臟功能減
退，其解毒功能亦受到影響，一些
透過肝臟進行新陳代謝的藥物，如
抗生素Rifampicin及Fusidic acid，
可能會積聚於體內，其毒性可能因
而增加

低白蛋白：常與白蛋白結合的藥物，
如類固醇Prednisolone及抗癲癇
藥Phenytoin，由於白蛋白減少，以
致沒有與白蛋白結合的藥物濃度增  
加，可能會有較多機會出現藥物的
副作用

凝血功能減退：肝臟製造凝血因子
的功能減退，抗凝血藥如Warfarin
的藥效可能會因此而增加

肝昏迷：毒素積聚於體內可能會引
起肝昏迷的肝腦病變，而鎮靜藥、
鴉片類止痛藥、會引致低血鉀症的
利尿劑、會引致便秘的藥物均可能
會誘發肝昏迷

水分滯留：水腫及腹水是嚴重肝病
的症狀，一些會引致水分滯留於體
內的藥物如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及
類固醇可能會令水腫更加嚴重

‧

‧

‧

‧

‧

瑪麗醫院營養師
何婉瑤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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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與肝臟毒性有甚麼關係？
對肝臟有毒性的藥物可能會引起肝
炎、膽汁滯留、肝臟血管損傷及腫瘤
病變。患有肝病的人士服用這些藥物
後會否出現這些毒性，要視乎所患肝
病的種類、其嚴重程度、所服用的劑
量及正在服用的其他藥物等。對肝臟
有毒性的藥物一般會避免使用於嚴重
肝病患者或需要減低藥物的劑量。

有關可能對肝臟有影響的藥物的資  
料，可參考前文「愛護肝臟，慎用藥物
與保健品」。

肝病患者使用藥物時應注意甚麼？
服用藥物方面，患有肝病的人士應加

倍小心。一般來說，最重要是按醫生
指示服藥。由於肝病的病理變化過程
非常複雜，醫生會因應患者的不同情
況而處方藥物，而每種藥物的治療作
用也有所不同，所以一定要在醫生指
示下服用藥物。切勿自行再服用其他
治療肝病或補肝的藥物，因為若不加
選擇地服用過多藥物，不單對病情未
必有幫助，還可能會加重肝臟進行新
陳代謝的負擔，及可能會引起藥物相
互作用。此外，如有需要服用非處方藥
物時，亦應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
見及參閱產品說明書內對肝病患者的
建議。

肝病患者的注意事項
‧ 應按醫生指示定時服藥
‧ 切勿在未諮詢醫生或藥劑師意見的情況下自行購買藥物服用，例如 
 中西成藥及草藥 
‧ 服用非處方藥物前應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及參閱產品說明書 
 內對肝病患者的建議
‧ 應盡量少服或避免服用對肝臟有損害的藥物
‧ 服藥後如出現食慾不振、噁心、嘔吐、疲倦、腹痛或尿液呈深色等 
 懷疑是肝臟問題的症狀，應立即諮詢醫生意見
‧ 約見醫生時應告訴醫生自己患有肝病
‧ 多吃蔬果以防止便秘，因為便秘可能會誘發肝昏迷
‧ 不應喝酒，因為酒精會破壞肝臟細胞；此外，如同時服用止痛退燒 
 藥撲熱息痛 (Paracetamol)，會引致嚴重的肝臟中毒症狀

肝病患者適宜服用以下藥物嗎？
 胃藥

中 和 胃 酸 的 胃 藥 會 含 有 鋁 質
(Aluminium)、鎂質(Magnesium)或鈉
質(Sodium)，肝病患者應注意產品的
成分，因為含有鋁質的產品可能會引
起便秘，並不適合容易患有肝昏迷的
人士；此外，患有水腫的人士應避免服
用大量鈉質。

至 於 減 低 胃 酸 分 泌 的 胃 藥 可 考
慮Famot id ine及R an i t id ine，而
Cimet id ine、E s o mepr a zo le、
Lansoprazo le、Omeprazo le、
Pantoprazole、Rabeprazole，用於患
有嚴重肝病的人士時應小心使用。

 止嘔藥

某些精神科藥如Prochlorperazine，
以及抗組織胺藥如Cinnar iz ine及
Promethazine可用於止暈及止嘔，但
由於可能會令人昏昏欲睡，所以不適
合容易患有肝昏迷的人士。

其他止嘔藥如Metoclopramide及
Ondansetron，用於患有嚴重肝功能
減退的人士時，可能需要減低劑量；而
Domperidone則應避免服用。

 降血脂藥

由於大多數降血脂藥均有可能影響肝
功能，所以在開始療程前及療程期間
建議定期監測肝功能，一旦肝酵素持
續上升或有肝病症狀便可能需要停
藥。

他汀類（Statins）降膽固醇藥

A t o r v a s t a t i n、F l u v a s t a t i n、
Pr avas t a t i n、Ro su vas t a t i n及
Simvastatin可能令肝酵素上升，但引
致肝炎的情況則不常見。患有活躍性
肝病或肝功能測試持續不正常的人士
應避免服用，而有肝病病史或常飲酒
的人士應小心使用。

纖維酸衍生物(Fibrates)

Gemfibrozil不適用於患有肝病的人 
士，而患有嚴重肝病的人士則應避免
服用Fenofibrate。

膽固醇吸收抑制劑

Ezetimibe可能會積聚在肝病患者體
內，所以只適用於患有輕微肝病的人
士。

其他降血脂藥

患有嚴重肝病的人士不應服用煙酸
類藥物Nicotinic acid；膽酸結合劑
Cholestyramine會影響脂溶性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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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吸收，而且不適用於膽管完全
阻塞的人士；服用奧米加三脂肪酸
(Omega-3 fatty acid compounds)的
人士應定期監測肝功能。

 抗組織胺藥

抗 組 織 胺 藥 或 抗 敏 感 藥 常 用 於
舒 緩 傷 風、咳 嗽 及 皮 膚 敏 感 症
狀，有 較 多 鎮 靜 副 作 用 的 抗 組
織 胺藥 如 C h l o r p h e n i r a m i n e、
Diphenhydramine、Hydroxyzine、
Promethazine等用於嚴重肝病患
者時應特別注意，因為要考慮患者
是否容易出現肝昏迷的症狀。另一
類有 較 少 鎮靜 副 作用的 抗 組 織 胺
藥如Cetir izine、Desloratadine、
Fexofenadine、Levocetir izine、
Loratadine等，用於肝病患者時可能
需要減低劑量。

 止痛藥

Paracetamol(撲熱息痛)

Paracetamol對於肝病患者是較安全
的止痛藥，其肝臟毒性與劑量相關，正
常成人每日的最高劑量為4克。患有肝
病的人士一般可服用較低劑量，如每
天不超過2克，但應避免長期服用。因
為亦有每天服用少於4克但仍產生肝
臟毒性的個案出現。此外，市面上很

多舒緩痛症、發燒及傷風感冒症狀的
非處方藥物均含有撲熱息痛，肝病患
者應注意這些藥物的有效成分，避免
服用過多劑量。

Nonsteroidal Anti- inf lammatory 
Drugs(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

例子有Dic lo fenac、Etodo lac、
I b u p r o f e n、I n d o m e t h a c i n、
Ketoprofen、Naproxen、Piroxicam、
Sulindac、Aspirin。此類藥物可能會
增加腸胃出血的機會，引致腎功能減
退及水分滯留，嚴重肝病患者應避免
服用。

Selective COX-2 Inhibitors（選擇性
環氧酶-2抑制劑）

新一代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的例子有
Celecoxib、Etoricoxib。此類藥物對
腸胃及腎功能的副作用較輕微，患有
肝功能減退的人士應小心使用，建議
減低服用劑量。

Opioids Analgesics(鴉片類止痛藥)

此類藥物對中樞神經有抑制作用，
可能 會 誘 發 肝 昏 迷，肝 病 患者 應
避 免 服 用或可能 需要 減低 服 用劑
量。Codeine及Tramadol在肝病患
者的藥效較難預計，而Fentanyl及
Methadone只要小心使用，均有助

減輕肝病患者的痛症。如需要服用
Morphine時，應減低劑量及增加服藥
之間的相隔時間，例如由每日三次減
少至每日兩次。

 鎮靜及安眠藥

患有嚴重肝病的人士應避免服用有
鎮靜藥效或令人昏昏欲睡的藥物，因
為可能會誘發肝昏迷。苯二氮平類
(Benzodiazepines）鎮靜及安眠藥如
Alprazolam、Clonazepam、Diazepam、
Lorazepam、Midazolam等，以及安眠
藥Zolpiderm、Zopiclone，用於肝病患
者時一般均需要減低服用劑量，而患
有嚴重肝病或肝硬化的人士應避免服
用。

 抗抑鬱藥

抗抑鬱藥主要有三大種類：

Monoamine Oxidase Inhibitors, 
MAOI(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例子有Phenelzine，此類藥物可能會
引致特異性肝臟中毒，患有肝病的人
士應避免服用。

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TCA(三環
抗抑鬱劑)

例子有Amitriptyline、Dothiepin、
Doxepin、Imipramine，此類藥物本身
有鎮靜效果，所以用於肝病患者時可

能需要減低劑量，而患有嚴重肝病的
人士應避免服用。

Select 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SSRI(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
制劑)

例子有Citalopram、Escitalopram、
Fluoxetine、Paroxetine、Sertraline，
此類藥物的鎮靜效果較TCA（三環抗
抑鬱劑）少，但由於大多透過肝臟進
行分解代謝，所以用於肝病患者時可
能需要減低劑量。

其他抗抑鬱藥

Duloxetine不建議使用於肝衰竭患   
者；Mirtazapine用於肝病患者時可能
需要減低劑量；Venlafaxine用於肝病
患者時應減低劑量及應避免用於患有
嚴重肝病的人士。

 抗生素

抗生素有很多種類，以下是肝病患者
需小心使用的一些例子：

A z i t h r o m y c i n 應 小 心或 避 免使
用，因 為 可 能 會 出 現 黃 疸 症 狀；
Clarithromycin 可能會引致肝功能
不全，包括黃疸症狀；Clindamycin 
用於肝病患者時應減低劑量；Co -
amoxiclav使用時應定時監察肝功能；
Co-trimoxazole應避免使用於患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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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肝病的人士；Flucloxacillin可能會
增加患上黃疸及肝炎的機會，所以應
小心使用於患有肝功能減退的人士。

此外，如服用Ery thromycin (紅霉    
素)，患有肝功能減退的人士(不論是
否已出現黃疸症狀)應小心使用，如
出現疲倦、噁心、嘔吐、腹部絞痛及
發燒等症狀，應立即停止服用。而患
有肝功能減退的人士亦應避免使用
Tetracycline（四環素）或不超過每天
1克的劑量。

 抗結核藥

Isoniazid

患有急性肝病的人士應避免使用；患
有慢性肝病的人士應小心使用；嚴重
肝病患者應服用較低劑量。嚴重或可
致命的肝炎可能會於開始療程後數個
月後才出現，所以患者如出現疲倦、食
慾不振、噁心、嘔吐等肝炎症狀，應立
即向醫生求診。

Rifampicin

患有肝功能減退的人士應小心使用，
可能需要減低劑量以減低藥物對肝臟
的毒性；如出現肝臟受損的情況，應
立即停止服用。

 抗真菌藥

常見的真菌感染包括足癬(俗稱香港
腳)、灰甲、陰道發炎等，抗真菌藥具
有相當療效，但也有患者服用這類藥
物後會出現肝臟毒性。患有肝功能減
退的人士應小心使用Fluconazole、
Ketoconazole、It raconazole、
Voriconazole，如服藥期間出現肝病
症狀應停止服用；嚴重肝病患者應避
免使用Griseofulvin；Terbinafine不建
議使用於肝硬化患者。

 Hormones(賀爾蒙)

Oral Contraceptives(口服避孕藥)

口服避孕藥主要含有雌激素，患有肝
病的人士一般應小心使用，例子包   
括：患有輕微至中度肝功能減退的人
士，使用Estradiol時建議減低藥物的
劑量，而嚴重肝功能減退患者應避免
使用；Levonorgestrel用於肝功能減
退患者時，有關的藥物安全及效用仍
未有充足資料；患有嚴重肝病的人士
應避免使用Norgestrel。

Androgens（雄性激素）

Testosterone用於肝病患者時可能需
要減低劑量。

 Vaccines疫苗

肝病患者可接受甲型肝炎疫苗、乙型
肝炎疫苗、肺炎鍊球菌疫苗、流感疫
苗接種，以避免感染這些疾病。
參考資料：
(1) British National Formulary, 54th edition 
(2)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肝病患者可服用中藥嗎？
由於某些中藥可能含有對肝臟有毒性
的成分或可能會與西藥產生相互作  
用，肝病患者應避免自行服用藥物或
健康食品調理身體，而在服用中藥前，
應先諮詢醫生及中醫師的意見。在服
用中藥期間，可能需要定期驗血了解
身體的變化。此外，應注意中藥並非
食物，不適宜長期服用。

有關可能對肝臟有影響的中藥的資  
料，可參考前文「愛護肝臟，慎用藥物
與保健品」。

中藥與西藥的相互作用
以下為台灣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
會根據醫學文獻而整理的一些中藥與
西藥相互作用的資料，但只供參考，因
為要注意下列幾點：

‧ 

‧ 

‧

有關的相互作用可能僅以理論推斷
或來自動物實驗的資料，具臨床個
案或臨床實驗結果的只佔少數，提
供資料是希望避免因中藥與西藥合
併使用而引致不良反應

華人多數以複方的形式使用中藥，
但有關中藥複方與西藥相互作用的
研究極少，所以有關單一中藥與西
藥相互作用的資料可能未必適用於
實際情況

大部分的資料主要研究可能引致不
良反應的中西藥相互作用，其實中
西醫結合可能也有提升療效的情  
況，但實在需要長時間的研究才可
作出結論

研究方式

案例討論及病例
報告
沒有註明
沒有註明

動物實驗
沒有註明

西藥種類

 利尿藥 

降血壓藥

中草藥

人參

茯苓、澤瀉 
大黃、甘草、蒲公
英、篦麻、蘆薈 
銀杏
人參、甘草、白毛
茛、麻黃、蒲公英

相互作用

可能抑制Frusemide的作用

可能增加鈉質流失
不要同時服用

可能抑制Diltiazem的代謝
不要同時服用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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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道靜脈曲張 － 肝硬化令流入
肝臟的血流阻力增加，門靜脈壓
力上升(Portal Hypertension)，影
響到食道的靜脈形成靜脈曲張，
破裂的靜脈會導致大量出血

肝腦病變(肝昏迷)－ 肝硬化令解
毒功能受到影響，毒素(尤其是氨
Ammonia)積聚而引致肝腦病變，
嚴重時患者會因腦水腫而死亡

水腫、腹水、細菌性腹膜炎—肝
硬化令製造白蛋白的功能受到影
響，血清白蛋白太低及門靜脈壓
力上升會引致水腫、腹水，而腹水
滯留亦容易誘發細菌性腹膜炎

皮癢症—肝硬化容易出現膽汁滯
留的情況，從而引起皮膚搔癢

黃 疸 — 肝 硬 化令 膽 紅 素 ( B i -
lirubin)的代謝受到影響，血液中的
膽紅素濃度升高，滲入組織後便
形成眼白、皮膚變黃的黃疸症狀

營養不良—肝硬化令分泌膽汁以
幫助消化及促進脂肪吸收的功能
受到影響，引致脂溶性維他命(維
他命A、D、E、K)也吸收不良

肝衰竭 

肝癌

研究方式西藥種類 中草藥 相互作用
沒有註明
沒有註明
沒有註明
沒有註明

交叉臨床實驗 

沒有註明
沒有註明
病例報告及開放
標籤式的臨床
實驗
動物實驗

動物實驗

開放標籤式的臨
床實驗 

輕瀉藥 

礦物質

免疫抑制劑

亞麻仁
大黃、甘草、篦麻
綠茶
棕櫚

小柴胡湯、柴朴湯

甘草
人參
金絲桃草
(St John's wort)

大黃、枳實、黃
芩、虎杖、槐花、
葛根、三黃瀉心湯
化州橘紅、枳殼

金絲桃草
(St John's wort)

可能加重瀉下作用
不要同時服用
可能減低鈣質的吸收
棕櫚含有的單寧酸(Tannic acid)可能
抑制鐵質的吸收
可能影響潑尼松龍(Prednisolone)的
血液濃度
可能減少類固醇的代謝
不要同時與類固醇服用
可能降低環孢素(Cyclosporin)的血液
濃度 

可能降低環孢素(Cyclosporin)的血液
濃度

可能增加環孢素(Cyclosporin)的血液
濃度
可能降低他克莫司(Tacrolimus)的血
液濃度

參考資料：台灣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中西藥交互作用資訊網
 (http://tcam.ccmp.gov.tw/meun_8_search_end.asp)

備註：
(1) 以上提供的藥物資料只作參考用途，目的是讓市民對有關的藥物有更多了 
 解，由於大部分為處方藥物，即必須經醫生診斷後處方才可服用，所以不 
 應自行購買服用，必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2) 服用藥物期間，如出現任何不適情況或認為病情已好轉，均不應擅自停    
 藥，必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肝臟病變的藥物治療
肝硬化
肝硬化是一種複雜的慢性病，肝臟組
織由於受損而造成長期發炎，在肝臟
細胞壞死及重生的過程中，受損的肝
臟組織會出現纖維化，最後會引致肝
硬化，造成永久性的傷害。患病初期
會有輕微的消化不良、食慾不振、噁心
嘔吐等症狀，嚴重患者則可能會出現
食道靜脈曲張、肝腦病變（肝昏迷）、
腹水等併發症。

治療肝硬化的目的主要是延緩或制止
肝臟持續硬化，以及減低患上併發症
的機會。首先要針對引致肝硬化的病
因作出適當治療，這些病因包括：

‧ 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

‧ 自發性肝炎

‧ 酒精性肝病

‧ 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

‧ 遺傳性疾病如威爾遜氏病、遺傳 
  性鐵沉着病、α1-抗胰蛋白酵素 
  缺乏症

‧ 膽管發炎或阻塞性疾病如原發性 
  膽汁性肝硬化、原發性硬化性膽 
  管炎

‧ 長期服用可能引致肝臟毒性的藥 
  物或物質

肝硬化可引致的併發症包括：

‧

‧

‧

‧

‧

‧

‧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藥劑部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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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肝硬化患者常用的藥物：

藥物種類及名稱

Nadolol、Propranolol
非選擇性Beta受體阻
斷劑

預防及治療肝昏迷
Lactulose乳果糖

　

Neomycin抗生素

作用

有助降低門靜脈的壓力，但不能預防食道
靜脈曲張的形成；劑量一般調校至可降低
25%服藥前的心跳的份量

增加腸道的滲透壓而引起腹瀉，一般需約
24至48小時發揮藥效；另抑制腸道吸收氨
(Ammonia)，可預防及治療肝昏迷

抑制腸道產生氨的細菌生長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心 跳 減慢、血 壓 過
低、氣管收窄、手腳
冰 冷、發 惡 夢、失
眠；患有哮喘者忌用

腹瀉、腹痛；Lactu-
lose不會被吸收，糖
尿病患者也可服用

腹瀉、噁心、嘔吐

預防食道靜脈曲張出血 Branched-chain amino 
acids, BCAAs 
支鏈胺基酸
 

Frusemide、 
Bumetanide
　

Amiloride
 

Spironolactone
   

提供人體必需的氨基酸，減少患者從食物攝
取蛋白質，從而減低腸道分解蛋白質時所產生
的氨；產品中亦含有低濃度芳香環氨基酸，有
助平衡腦部氨基酸的組合，從而改善肝腦病
變或肝昏迷；此外，產品中含有的維他命有助
補充肝病患者的營養需要

抑制鈉質及氯質的再吸收，增加水分、鈉質及
氯質的排走，從而降血壓及去水腫

促進鈉質排走，屬保鉀型利尿劑

增加鈉質及氯質的排走，減少鉀質流失
 

腹瀉、腹痛、噁心、
食慾不振

暈眩、體 位性低 血
壓、多尿、低血鉀

頭痛、腹瀉、多尿

昏睡、腸胃不適、高
血鉀、男性女乳症

治療水腫、腹水 (利尿劑)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藥物種類及名稱
預防及治療肝昏迷

作用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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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lestyramine
膽酸結合劑
 

護肝劑
Choline-phosphoric 
acid,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膽鹼磷酸酯,不飽和脂
肪酸
 

維他命
Multivitamin 
多種維他命

與膽酸結合成不吸收的複合物，因而抑制及
減少膽酸在腸內的再吸收，減少膽酸在皮膚沉
積

被肝臟吸收後有助減輕肝臟合成磷脂(Phos-
pholipids)的工作，並協助調節脂肪及脂溶性
維他命的吸收，維持肝臟的正常功能；此外，
產品中含有的維他命有助促進肝臟功能及補
充肝病患者的營養需要

補充肝病患者的營養需要

便秘、消化不良、噁
心、嘔吐、肚痛；影
響其他藥物及脂溶
性維他命的吸收，
在服用Cholest y-
ramine前最少一小
時或四至六小時後，
方可服用其他藥物

一般耐受性良好

一般耐受性良好

舒緩膽汁滯留所引起的皮癢症

Folic Acid 
葉酸
 

Vitamin B12

Vitamin B Complex
維他命B群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藥物種類及名稱 作用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維他命
Vitamin B1

Vitamin B6

維他命B有助維護肝臟功能及健康，維他命
B1(Thiamine)有助預防韋氏腦病變及周邊
性神經病變；維他命B6(Pyridoxine)有助預
防周邊性神經病變；維他命B9(Folic Acid)有
助維持紅血球及核蛋白的合成；維他命B12 
(Cyanocobalamin)有助製造紅血球及維持
神經系統的健康

一般耐受性良好

藥物種類及名稱 作用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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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

藥物種類及名稱 作用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Phytonadione (K1) , 
Acetomenaphthone 
(K4) 維他命K

可促進肝臟合成凝血因子

一般耐受性良好

一般耐受性良好

參考資料：(1) Textbook of Therapeutics: Drug and Disease Management, 7th edition

肝癌
肝癌是肝細胞異常生長所形成的癌病，
可分為原發性肝癌(在肝臟開始)或繼
發性肝癌(源自另一器官及擴散至肝
臟)。原發性肝癌的主要成因包括：

 ‧ 肝硬化

 ‧ 慢性病毒性肝炎，其中慢性乙型 
  肝炎是最常見的原因

 ‧ 服用某些有毒的化學物質(如發 
  霉花生或其他食品產生的黃曲霉 
  毒素)

 ‧ 長期酗酒

 ‧ 長期受到某些環境污染物侵害 
  (如吸入製膠廠使用的聚氯乙烯 
  PolyVinyl Chloride)

治療肝癌的方法包括外科手術切除、

經肝動脈栓塞化療、酒精注射、射頻
消融術及肝臟移植等，至於選擇那一
種治療方法，則要視乎病情的嚴重
性、肝癌對患者生活的影響程度，以及
是否有其他疾病出現而定。

藥 物 治 療 方 面 ， 傳 統 化 療 藥
物5 - F luo rou r ac i l、Cisp la t in、
Doxorubicin對肝癌的療效並不顯着。

此外，由於某些肝癌含有黃體酮受體、
雌激素受體或雄激素受體，所以抗賀
爾蒙療法也被用於治療肝癌，但療效
仍有待進一步證實。2007年美國FDA
認可了口服藥物Sorafenib(索拉非尼)
作為肝癌的治療，主要適用於不能以
手術切除的肝癌，有助延長患者的存
活時間。

藥物名稱
Cisplatin
順鉑
　

Sorafenib 
索拉非尼
　

作用
用於肝動脈栓塞化療 (Tran-
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令癌細胞壞死

是一種多激酶抑制劑 (Multi-   
kinase inhibitor)，作用為阻止
腫瘤增生及供應腫瘤養份的
血管生成，是治療肝癌的標靶
藥物

副作用及注意事項
‧ 栓塞後症候群：發燒、發冷、
 腹痛、噁心、嘔吐、白血球增多、
 肝功能會輕微衰退(短暫性)

‧ 食慾不振、噁心、嘔吐、腹瀉、
 脫 髮、頭 痛、手 足 症 候 群   
 (Hand-foot syndrome)：手掌
 與 腳掌的掌面皮膚疼 痛、發  
 紅、腫脹、發麻或有刺痛感
‧ 首6星期可能較容易出現血壓 
 上 升的情況
‧ 如副作用嚴重，可能需要減低 
 劑量甚至停藥
‧ 建議於餐前1小時或餐後2小時 
 服用
‧ 服用Sorafenib期間及完成療程 
 後2星期內，不論男女患者均應 
 使用適當方法避孕

參考資料：(1)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令骨骼強壯，可能會配合鈣質補充劑使用Calcitriol 
維他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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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以上提供的藥物資料只作參考用途，目的是讓市民對有關的藥物有更多了 
 解，由於大部分為處方藥物，即必須經醫生診斷後處方才可服用，所以不 
 應自行購買服用，必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2) 服用藥物期間，如出現任何不適情況或認為病情已好轉，均不應擅自停
 藥，必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3) 由於藥物的供應商時有變更，書中的藥物相片只作參考，患者正服用的藥 
 物的外觀可能有所不同，如有疑問應向藥劑師查詢。

心理篇
患上長期疾病，總是令人煩躁不安和
困惑。假若病患不單長期，更是日趨
嚴重的話，病患自然更會因健康情況
變壞或擔心病情變化而苦惱。肝病病
人正面對這樣的苦況。

病患帶來痛苦，對日常生活造成不便，
對工作、經濟、社交以至個人形象、自
尊等構成影響，無可置疑的可令病者
感到焦慮、氣餒和無助。故此病者在
患病過程中偶爾對前景感到絕望，對
生命的看法變得消極悲觀，這也是人
之常情，在所難免。

那麼，肝病病患者應如何處理自己的
情緒？以下是一些建議：─

接受患病的事實 
患上肝病已是無需置疑的事實。患病
固然令人不快，但既然已是不可改變
的事實，病患者應該採取積極態度，接
受病患和治療成為生活上不可缺少的
一部份。

採取正面的態度
因患病而氣餒、沮喪、終日自怨自艾、
鬱鬱寡歡，只會令情緒日益低落，對日
常生活失去動力和興趣，對病患起不
了絲毫的正面作用。倒不如抖擻精
神，找些自己可以做的、能起積極正面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藥劑部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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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事情去做，用實際和積極的態
度面對疾病，這樣不單可以改善自己
的心情，或許能對疾病的治療起到積
極的作用。

做積極有建設性的事情 
例如：

1. 了解自己的病情，多看一些關於肝
病的資料；

遵守醫生的指示，按時覆診以作定
時檢查；

依循建議避免進食肥膩及不適當的
食物等；

不要吸煙、飲酒。

在生活方面，盡量作息定時，有充分
的休息。作適量運動，避免過度操
勞；

保持輕鬆的心態；能夠有點幽默感
更好。

保持跟親友的聯繫。因為親友可以
在心靈上發揮很大的支持作用。珍
惜與親友共聚的時間。需要時，更
應尋求身邊親友的幫助和支持，切
勿害怕成為他們的累贅，因為這也
是一個讓他們學習關懷他人的好機
會。

2.

3.

4.

6.

5.

7.

即使患病，在身體情況許可的情況
下，仍可從事自己有興趣的活動，
例如見見朋友，抽空散散步，看一
齣消閒電影，跟自己的好友、至親
談談天。這些都能減輕你患病的
感覺，也避免自己沈溺於不如意的
事情當中。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應對
方法，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充實一
點，使它更有質量，更有意義。

嘗試把病患看作是一種挑戰，考驗
自己的應付能力。試試努力忍耐一
下，隨着時間的推移，也許你會發
現原來你可以習慣下來，而想法和
感受也就和原來的不一樣了。

加入病人互助組織，與其他病患者
交流經驗，學習他們克服困難的心
得，同時汲取他們犯錯的教訓，研
究如何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

珍惜自己，同時也要珍惜關心並且
愛你的家人。當你情緒低落時，嘗
試去想想他們，想想他們希望你怎
樣生活。這樣可令大家的關係更親 
密，感情更深厚。

患病期間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
自己身上，你可以嘗試留意和關心
別人，為別人出一分力，做一點事。

8.

9.

10.

11.

12.

控制負面想法 
不少長期病患者都會有偶爾的消極或
負面想法，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病者的課題就是要好好地
處理並駕馭負面的想法，盡量不被它
們征服自己。對未來的看法毋須太悲
觀，只要盡自己的努力，做好自己的本
份，其他的事就順其自然吧！

保持放鬆，促進睡眠
焦慮、擔心等負面情緒，往往會影響一
個人的睡眠。所以要學習放鬆一點，盡
量放下對未來的擔憂。可嘗試在睡眠
時閉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簡
單而輕鬆的事物上，又可注意自己的呼
吸節奏，令自己可以放下雜念，從而變
得放鬆而慢慢入睡。另一方面，假使病
者已沒有工作，睡眠的時間可以相對
減少。晚上睡不好時就不必太強求，翌
日疲倦時再休息亦未嘗不可。要知道，
煩燥、焦慮、都可令失眠情況變得更
為嚴重，因此，保持心境平靜舒暢最
為重要。

保持樂觀、對未來抱有希望
肝病患者也許可通過肝臟移植改善身
體狀況，若要把握機會，就要盡力促
進身體向良好的狀況發展。希望以上
各項建議會對你有幫助。

臨床心理學家在肝臟移植方面的
工作 :
一般來說，臨床心理學家會透過面談，
了解患者的各種感受、情緒 (如焦慮、
不安、抑鬱等)、和面對的壓力，協助患
者改善他們處理情緒和壓力的技巧與
能力。同時也會按個別病人的需要和
情況，提供適當的個人或家庭心理治
療。

當患者的病情進入晚期，被診斷為要
接受肝臟移植時，便要進行一連串的
身體檢查和心理評估，為移植手術作
事前的準備。在心理評估方面，臨床
心理學家會評估病人對移植手術的認
識，這包括手術的性質、風險、病人須
留意的各種手術後的問題等。病人對
手術的看法是否存有懷疑、顧慮、保
留或誤解，以及對醫護人員的信任程
度也需詳細瞭解。如病人需接受活肝
移植手術，臨床心理學家也須跟捐贈
者面談，明白捐贈的動機和期望，確保
捐贈者對捐贈肝臟的風險有一定的認
識。臨床心理學家如發現病人或捐贈
者有情緒上的困擾，會給予適當的輔
導，也會協助作出合乎他們本身情況
和需要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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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分享
以下四個個案，分別是有關受肝者和
捐肝者在移植手術前和後的心理工作: 
(註：以下各病人及捐贈者的名字，都
並非真實)

個案一
葉先生五十開外，已婚，育有兩名子  
女，分別是廿五歲已工作的兒子，和廿
歲剛預科畢業的女兒。一家四口感情
一向很好，八年前一家人陸續抵港團
聚後，關係更是融洽，生活愉快。

葉先生在一個月內突然被診斷為患上
末期肝病，而且情況還在快速變壞，對
他和家人來說，當真是晴天霹靂。他
被轉送到瑪麗醫院後，得知他的病情
須要接受肝臟移植，初時，他因對移
植手術認識不多，基於對醫生的信
任，所以他表示願意接受移植。然而，
當臨床心理學家在給他做手術前的心
理評估時，瞭解到葉先生對肝臟移植
手術的認識真的不足夠，便跟他詳細
解釋手術的性質、風險、病人須留意
的各種手術後的問題等。在仔細聆聽
過各種資料後，葉先生雖然有點焦慮
和擔心，但因為明白到別無他法，所以
還是決定接受醫生的建議。他明白輪
候屍肝移植的機會很渺茫，但卻堅持
不願意作活肝移植手術。究其原因，
純粹因為他疼愛家人，不想傷害他們

的身體，令他們冒生命的危險來救活
自己。臨床心理學家當時表示體會他
的心情，並沒有特別勸告他要考慮或
接受活肝移植手術，但就鼓勵他要跟
家人討論商量，聽取家人的意見。

在第二次面談時，葉先生告訴臨床心
理學家，他的情況急轉直下，已不容
許他等候屍肝了。連日來，他的太太和
女兒都不斷游說他接受活肝移植手術， 
終於，他的態度軟化下來，表示可考慮
接受妻子的活肝移植手術。但是，對
於子女的捐贈，他還是堅決拒絕。他
認為子女還這麼年輕，一旦捐贈手術
出了甚麼問題，或是有甚麼不可預測
的、甚至是長遠的後遺症，他都會怨
恨自己，更何況他根本不想傷害他們
的身體？葉先生又提到家鄉的親友們
最初都不贊同他接受移植，到現在知
道了他情況嚴重，也無奈地接受了由
他太太捐贈的方案。不過，這些親友
都支持他不讓子女捐贈，還說容許子
女作這樣事情的人太自私。雖然當時
並非決定由他的子女捐贈，臨床心理
學家還是就此看法跟葉先生作了一番
討論，使他明白到旁人對一些事情的
看法跟當事人的總有分別，自己要學會
不強求所有人的認同，而且明白自己作
的決定是否真的算是自私。以臨床心
理學家所知，葉先生已經多番拒絕子
女的好意，準備了假若就是太太也捐

贈不成就聽天由命，這個父親還真算
得上是愛惜子女的好父親呢！

第三次跟葉先生見面的原因，是因為
葉太太的血壓偏高，醫生認為她不適
合作捐肝者。當時他的兩名子女均表
示願意作出捐贈，醫生則待他先作出
決定後才替他的子女進行身體檢查。
在面談時，葉先生向臨床心理學家表   
示，一雙子女的苦苦哀求令他十分感
動，尤其是女兒的話，更叫他對接受子
女捐肝作重新的考慮。據他說，女兒
令他想到家人對他未能就醫以致離世
的哀傷情景，也明白到家人在這重要
關頭均想出一分力去維持家庭完整，
希望可以共同努力繼續樂享天倫。女
兒又重申可以接受捐贈活肝的風險，
她自信身體一向健康，也是運動健
將，應該可以應付捐肝手術。況且，她
會繼續升學，體力付出方面不應該有
大問題，與已工作的哥哥相比，她自認
是較佳的捐肝人選。此外，葉先生又
深感醫護人員對他的關心，主診醫生
和臨床教授都多次問及他的決定，加
上在病房裡碰見的一些已接受移植手
術的病友的鼓勵，他終於接受了女兒
的勸告，讓女兒作他的捐贈者。

後記：

葉先生和女兒的手術均十分順利，兩
人分別在手術後一星期和三星期後出

院，葉先生一家都對手術效果感到滿
意。

在這個案中，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重
點包括：

1. 令病人認識到有不同的治療方案， 
 客觀地協助病人作出審慎的考慮和 
 決定；

2. 協助病人作出合乎自己本身情況和 
 需要的決定；

3. 幫助病人處理好情緒，使他們持有 
 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個案二
陸家明剛乘飛機從加拿大趕抵香港，
便匆匆地趕往瑪麗醫院。他心情忐
忑，一方面擔心父親的身體再也熬不
下去，另一方面又為捐贈肝臟一事而
煩惱。他在回港前已得知父親的肝病
進入末期，前一陣子還有一些肝昏迷
的現象，雖然現時情況穩定了一些，但
是醫生認為情況仍然嚴重，如未能進
行及時的肝臟移植手術，可能會在一、
兩週內死亡。陸家明聽到消息後，就
決定要馬上回來，看看可否作父親的
捐肝者。當他終於停下來，坐在飛機
的座位時，他卻又想到自己一向怕痛，
看電影時見到病人被推往手術室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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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路就不禁打冷顫的情景，因此心裡
感到很苦惱，在飛機上十多小時都不
能好好地安睡一會。

到了醫院，主診的醫生教授跟他解釋
了陸爸爸的情況，他亦向醫生透露自
己想捐肝的意願。在通過體檢後，又
接受臨床心理學家的評估和輔導。在
評估的過程可以知道，陸家明捐肝的
動機是明顯而自然的。陸家一向和睦，
陸爸爸努力工作，愛護家人，一直是眾
人口中的好好先生。父子倆的感情向
來很要好，所以，他在知道父親需要作
移植手術時，毫不考慮便決定回港協
助進行手術。由主診醫生提供的有關
捐肝手術的資料，他也清楚明白。他
表示十分願意作父親的捐贈者，因為
他希望可以給父親一個繼續生存的機
會。所以，他順利的通過基本的心理
評估。

不過，在談話當中，臨床心理學家發覺
陸家明有怕痛的問題，以往就是因為
怕痛的關係，他不會去捐血，也不注射
防疫、流感針。想起要接受切除部份
肝臟這個大手術，陸家明坦言十分害
怕，既擔心手術後的痛楚，又怕自己不
能應付手術前的壓力，尤其是擔心自
己在被送往手術室的一段路會有過份
恐懼的情況出現。他有點膽怯的向臨
床心理學家請教應如何處理這恐懼的

問題，臨床心理學家反問他在抽血作
化驗時的情況，他想了想後也不禁失
笑，因為他雖然很怕抽血這類會致痛
的程序，但由於醫生、護士都忙於替
他抽血和拿資料寫病歷表，所以他也
被弄得沒時間去害怕。加上他亦明白
先得通過驗血報告，才可捐贈肝臟給
父親，所以他是硬着頭皮地讓醫生抽
血。臨床心理學家跟他解釋，他的經
驗已說明了他能夠因為有一個好的目
標而勉勵自己做一些自以為應付不了
的事情。而且，分散注意力，不老想着
自己害怕，也有助度過難關。不過，不
讓自己逃避，其實是最能讓自己做到
一些自己害怕、沒信心的事情。臨床心
理學家鼓勵他，告訴他一如其他捐贈
者一樣，他也能承受得住手術帶來的
痛楚，加上麻醉藥也必定能幫助他應
付痛楚。至於他對在送往手術室途中
的恐懼，臨床心理學家跟醫護人員討
論過，他們最終的做法就是在這段路
上不斷的跟他核對資料，和講解手術
前的一般程序，令他沒空去留意其他
東西。陸家明事後對醫護人員可以如
此合作幫忙，深表感激。

在手術後的第四天，臨床心理學家去
病房探望陸家明。他躺在病床上，樣
子雖有點疲倦，臉上卻露出笑容，他
表示對手術的成功感到欣慰，又說麻
醉藥很有效地替他止痛，現已轉用口

服止痛藥了。想不到自己可以應付這
麼一個大手術，經此一役，他對自己的
忍痛能力和面對困難的信心都大為提  
高，對他來說，這實在是成功救活父
親以外的一個意外收穫。陸家明在一
星期後便出院了(他父親則在醫院多逗
留三星期才正式離院回家)。

在這個案中，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重
點包括：

1. 在引導捐贈者就自己作出捐贈的動 
 機和顧慮作出報告的同時，讓他明 
 白憑着自己的目標和孝心，足可以令 
 他鼓起勇氣，克服困難。

2. 用切合實際的方法，提高捐贈者處 
 理情緒的能力，以應付接受手術的 
 挑戰。

個案三
五十八歲的陳先生頗為保守、而且有
大男人主義思想。家人一向視他為一
家之主、家庭的經濟支柱。年青時從
中國大陸移居香港後，不斷奮鬥努力
工作，大部份時間放在工作上，料理家
務照顧子女的責任，一向落在太太身
上。經過他和太太的努力，家庭經濟
情況漸入佳境。兩個兒子亦大學畢業、
學有所成。令陳先生最有滿足感的，
是他在工作上的成就。

後來陳先生突然發現自己患上肝病，
身體狀況急轉直下。短短的一、兩個 
月，他已經不能如常工作。當他知道自
己的情況需要盡快接受肝臟移植，而
在香港輪候屍肝需要時間，他曾想過
放棄。即使太太表示願意作為捐贈者，
他也不想接受，原因是怕虧欠太太。
經過太太多番勸告，他才接受太太的
意見。他本以為接受肝臟移植後，便
可以回復以往的工作和生活。沒料到，
接受大手術後，體能已大不如前，不
可以恢復以往的工作。

陳先生康復期間，因為不能重新工   
作，自信心和自我價值大受打擊，思想
也逐漸變得負面，總覺得在家庭中的
地位大不如前。加上他逗留在家的時
間比以前多，與家人的接觸越多，磨
擦也越多。由於以往只顧工作的他興
趣並不多，現在的日常生活多是百無
聊賴，因此常因小事動輒大發脾氣。
家人稍有微言，他便認為由於自己沒
有工作及經濟能力，而不被尊重。這  
樣，家人之間的矛盾越積越深，終至
一發不可收拾。

臨床心理學家知道陳先生的問題後，
決定為他提供心理輔導。初時，陳先
生對輔導抱有懷疑態度，覺得自己的
問題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的。但最終
因陳先生單獨面對家庭的轉變，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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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無援，而答應試試心理學家的建
議，接受心理服務。

在輔導過程中，陳先生認識到即使有
部份病人接受肝臟移植後能如常工  
作，但這些都要視乎各種因素，例如：
病者年紀、工作性質等而定。陳先生認
識到他以往的生活，大部份放在工作
上，突然間失 去工作，生 活 缺 乏寄
託，因此出現負面思想。其實以陳先
生五十八歲的年紀，對一般人而言，已
屆退休年齡。況且他經過大手術，應
能接受不能如常工作的現實。陳先生
需要學習的，反而是如何面對自己退
休生活的問題。

其間陳太應邀與心理學家會面。心理
學家向陳太解釋一般移植病人在接受
手術後，可能遇到的適應困難，而陳先
生的情緒和行為轉變，屬於適應上的
障礙。對於這些情況，家人的支持和
諒解，尤為重要。

雖然陳先生的想法慢慢改變過來，開
始接受肝臟移植後體能的改變，和在
生活及工作上需作出的調整。但礙於
尊嚴關係，仍然不願主動地與陳太重
修舊好。值得慶幸的是在陳太對陳先
生的情況和困難有了清楚的認識後，
念及夫妻多年的情份，不計前嫌，主
動地返回陳先生的身邊。而陳先生也
逐漸適應自己的退休生活，與太太的

關係也逐漸改善過來。

在這個案中，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重
點包括：

1. 幫助病人調校因移植後身體狀況改 
 變而引起的負面思想。

2. 提高病人對移植後身體狀況的接受 
 程度，保持情緒穩定。

3. 幫助病人解決因移植後身體和生活 
 上的改變而引起與家人和朋友之間 
 的矛盾，以增加彼此的了解，改善他 
 們的支援網絡。 

4. 引導病人學習面對現實生活，重新 
 訂立肝臟移植後生活的目標和方 
 式。

個案四
洪先生因急性肝炎而昏迷，他太太非
常焦急。希望可以為丈夫捐出部份肝
臟，無奈經初步的血液檢查後被否定
為合適的捐贈者。兩個子女之中，女兒
又因未滿十八歲不能捐贈；兒子素來
跟父親合不來，偶爾也有些小爭執，
故此洪太對兒子是否願意作捐贈者不
感樂觀。可幸是，洪先生的兒子在跟醫
生面談後，決定願意進行測試，後來
果然成為父親的捐贈者。

移植手術十分成功，洪先生的復原

進展很理想。他沒想到兒子這麼勇      
敢，願意為他冒險作這樣一個手術，因
此，他決心以後要對對兒子好一點，寬
容一點。

另一方面，洪先生的兒子因切除了膽  
囊，腸胃經常出現問題，每次進食後都
拉肚子，因此在上班午飯時，或是跟
同事、朋友外出吃飯，都感到很不方
便。在手術六個月後跟他的談話中，
洪先生的兒子透露對捐贈一事感到後
悔。他說雖然自己在手術後一個月已
恢復上班，上司和同事都對他頗為關
心，也經常問候他父親，但是，他感覺
若是走路快一點，傷口總有點痛，加上
經常拉肚子，所以，他在午飯和下班時
都常常找藉口避開同事。 日子漸漸過
去，他發覺在午飯和下班的時候，已再
沒有同事約他了。他感到孤單，開始懷
疑別人已不再關心他，甚至不把他當
作朋友。同時，他亦表示對父親感到
失望，因為洪先生在首六個月的情況
十分令人滿意，但是一直沒有嘗試重
新工作。他說，一直以來，他都認為父
親做事不夠積極，工作也不太努力，在
他眼中，他母親才是最好的，既關心子
女，又努力工作。正是因為他有這個看
法，所以平日較容易與父親發生爭執。
他承認當天願意作出捐贈，主要是看
到母親焦急的樣子，想到自己的捐贈
既是理所當然，又可令母親寬慰，因

此他就曾希望父親康復後，可以在工
作和做人方面努力一點，也對母親好
一點。當他看見父親現在仍是常常閒
坐在家，或是游手好閒地到處逛，而
母親仍然勤奮工作，他心裡就很不高
興。他對父親感到失望和惱怒，覺得
自己的捐贈不單絲亳達不到預期的效
果，自己也好像有所損失。

由於臨床心理學家也曾跟洪先生本人
面談，所以就能夠向他的兒子講述他
父親的觀點。其實洪先生接受了兒子
這麼一份大禮之後，一直在對自己說，
不可糟蹋兒子的肝臟，辜負了兒子的
美意。因此，他積極調理身體，適當休
息；也加強鍛鍊，每天都在附近的家
樂徑走一圈，作一點舒展運動，準備
在覆診的約期較長時，就開始重新工
作。洪先生的兒子聽到這些話，臉上
的神情也立刻放鬆了。臨床心理學家
又告訴他，他的父親留意到他日漸沉
默，晚上及假日留在家的時間也漸多，
心裡有點替他擔心，但由於兩父子一
向很少交談，以往談話時總是很容易
爭吵，洪先生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磨擦，
一直都只是靜靜地觀察，暗地裡在擔
心。但見兒子跟太太相處倒是跟從前
沒有兩樣，便安慰自己，只要兒子身體
安好便算了，兒子能慷慨捐贈，自己已
算有福氣的了，不必強求跟兒子可以有
更好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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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先生的兒子在聽完這些話後，好久
都沒說話。後來他表示自己可能太相
信自己的想法，在未弄清楚父親的想
法和計劃時，就先入為主，主觀地對父
親下了定論。他表示願意嘗試跟父親
多一些交談，看看能否慢慢地拉近彼
此的距離。

臨床心理學家又跟洪先生的兒子討
論他提及的人際關係問題，是否也是
由於他太主觀、先入為主的做法所導   
致，往往認定了問題所在而不加以釐
清，結果總是對自己沒有好處。經過仔
細分析及一番思量後，洪先生的兒子
終於答應嘗試重新跟同事、朋友打交
道，例如邀請他們一起吃午飯，看看其
他人是否真的不接受或在疏遠他。

兩個月後的某一天，洪先生的兒子忽
然聯絡臨床心理學家，說當天他有空
陪伴父親回醫院覆診。見面時，他臉
上掛着笑容說，原來同事和朋友們見
他屢次拒絕一起出外吃飯，因為不知
是否移植手術後的需要，也不清楚他
和他父親手術後身體的狀況，是否需
要多休息，因此大家決定暫時不再騷
擾他。現在既然他主動約大家，大夥兒
便開開心心地一起吃飯。洪先生的兒
子表示，他跟父親的關係也改善了，父
親也在一個月前復工了，體力都總算能
夠應付。他感慨地說，原來這次的移

植真的沒有白做！

在這個案中，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重
點包括：

1. 通過討論和資料的提供，讓捐贈者 
 了解受捐贈者的觀點，促進雙方的 
 溝通，從而減少互相之間的誤解，消 
 除不滿的情緒。

2. 藉着捐贈者在捐贈肝臟過程中的體 
 驗，使他懂得自己在一般社交中也 
 會有着同樣的問題，都需要作出改 
 善，從而令他有移植以外的收獲。

以上四個個案均涉及臨床心理學家為
成年患者在肝臟移植手術前後分別作
的心理評估和輔導工作，那麼臨床心
理學家為需要接受手術的小孩的工作
又是怎樣的呢？

一般來說，大部份要接受肝移植的小
孩子都較年幼，通常在出生後約數月
或數年便需進行移植，因小童捐贈器
官的個案較成年人少，所以大多數的
手術都是由小孩的父母作捐贈者。所
以心理評估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父
母方面。以下敍述的是有關一個十歲
小男孩的個案。

個案五
南仔初次見臨床心理學家時剛好十
歲，在一所校譽良好的小學就讀四年
級。他戴着一副金絲眼鏡，圓圓的臉
跟他瘦瘦的身軀顯得有點不相稱，但
看上去很機靈。由於有母親陪同，他
在面談初時比較沉靜，讓媽媽替他作
答。後來臨床心理學家跟他直接對話
時，他才很有禮貌地一一回答各種問
題。

南仔雖然只有十歲，但是由於他出生
後便有膽管閉塞和發炎的問題，併發
肝病，自小已經常進出醫院，所以他對
自己的病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他知道
自己的肝有病，令他有多達十一、二次
大便出血的情況，每次均需住院接受
檢查和治療，第一次大便出血是在讀
幼稚園低班的時候！但這些年來南仔
似乎已經習慣了自己的情況。平日的
生活和其他小孩一樣。但自從四個月
前出現了吐血的現象，則令他頗為驚
惶。他在連續兩個月內吐了兩次血，進
院時作了更多的有危害性的檢查，令
他感到很難受，對以後有可能重覆地
作同樣的檢查感到害怕。

南仔的媽媽補充，其實大便出血、吐血
的情況都顯示他的肝壓偏高，是肝硬
化的癥狀，由於接連有出血的現象，
醫生認為極有可能需要接受肝移植，

所以他就被安排進行移植前的心理評
估。他的媽媽後來單獨的對臨床心理
學家說：「現在這個時刻終於到了，我
感到心頭像是被沉重的石頭壓着，使
我感到有點喘不過氣來。」但是在兒
子面前，她盡量控制自己，鎮定地、從
容地把可能要接受一次大手術的消息
告訴兒子，同時簡單扼要地向兒子解
釋肝移植的資料。

在南仔的認知範圍內，他明白肝移植
牽涉到用外科手術切除自己的肝臟，
再換上另一個健康的肝臟。他曾希望
吐血的情況改善後可以不用接受手
術，但是媽媽又告訴他換了另一個健
康的肝後，他就可以健康一些，無須再
像以往一樣忍受因肝酵素過高而產生
的皮膚痕癢，也不用經常因出血而進
出醫院和作重複的檢查。因此，南仔
接受要進行這個手術，不過就希望手
術可以在學校放長假的時候進行，免
得他因手術而錯過了考試導致留級。
不過，媽媽告訴他，移植手術的進行時
間完全視乎是否有人捐出肝臟，所以
沒有人能準確地預測手術的日期。因
此，南仔希望手術可以早日進行，因為
這樣才可以使他的「煩惱」早日消失。

由於受肝者在手術後要終生服用抗排
斥的藥物，也要特別注意衛生，減少
受感染的機會，因此受肝者是否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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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指示至為重要。尤其是小孩子
可能因為年紀的關係，在這方面的問
題較大。不過，南仔的媽媽說，南仔一
向都十分聽話，對服藥、接受檢查或
治療時都跟醫護人員合作，在這方面
的問題應該不會太大。她又補充，南
仔雖然有病，但在讀書方面一直都很
主動，成績理想。而他在其他活動上
也沒有跟其他兒童有甚麼大的分別，
喜歡畫畫，玩電腦遊戲，最喜歡踢足
球和打籃球，跟同學相處得不錯。所
以除了偶爾要覆診和進院外，其他人
都不知道他有病。在家裏，他跟哥哥
和妹妹都很合得來，尤其是很疼愛和
照顧妹妹。對於南仔在各方面的表
現，媽媽基本上是很滿意的，所以南
仔唯一的缺點 — 容易煩躁，媽媽倒
是很理解和接受。皮膚痕癢就是一個
很難忍受的事情，況且他這年紀就患
上這個長期病，能有以上表現已十分
難得。所以，媽媽對南仔在各方面的適
應能力都表示滿意。她和丈夫基本上
認同醫生的建議，也有心理準備，假
如南仔的情況急劇轉壞，他們其中一
人願意捐贈部份肝臟給南仔作移植之
用。

初次的心理評估令臨床心理學家有
以下的一個看法。南仔的家庭情況穩   
定，他在各方面的適應力一向不錯，即

使有病，並沒有令他和其他健康的小
孩子有任何明顯的分別。由於他的父
母都是從事科研工作，所以他們對手
術的各種資訊和問題都能很快掌握，
而且也能理智而正確地引導南仔去明
白和接受移植手術的可能性。南仔的
媽媽透露，即使她和丈夫都能客觀地
看整件事，但是說真的，他們倆都擔
心手術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也擔心
兒子在手術後的適應不如想像中那麼
理想。在這方面，南仔媽媽表示希望可
得到臨床心理學家的意見和協助。

臨床心理學家跟南仔的媽媽討論，以
評估中取得的資料來看，其實南仔在
適應肝病方面有很不錯的表現，這不
單是南仔本人的性格和適應能力的
關係，也是整個家庭環境的配合的結
果，所以南仔在這方面的條件已經不
錯。手術成功與否，當然有賴移植隊
伍的努力，但是瑪麗醫院的移植隊伍
向來是優秀的，每位工作人員都能盡
心做好他們的工作，務求移植成功和
癒後理想。為人父母的擔心當然可以
理解，但是他們的責任，就是陪伴着
南仔，支持和鼓勵他面對和應付手術
後的一切事情。至於南仔可能潛在的
對手術的恐懼，臨床心理學家則在另
外一次面談中嘗試跟他討論和處理。

南仔在第二次單獨見臨床心理學家時

顯得較為輕鬆，部份原因應該是身體
在兩次覆診期間都算穩定，他生活上
的一切已重回正軌。他表示自己對移
植手術的看法沒有改變，就是假如不
需做手術當然最好，但若是要做的話
就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從他跟臨床心
理學家的對話中可以清楚看到，南仔
並不像成年病人般在等候做手術時有
各樣可以引起不良情緒的、跟現實生
活和未來有關的想法，他只是一如既
往地全情投入他的日常生活。他在面
談期間提及他過去踢足球的輝煌戰
績，說得眉飛色舞，臉上也流露着開
心得意的神采。臨床心理學家嘗試問
他過去的失敗或失落的經驗，他想了
一會卻說已不大記得了。由此可見南
仔面對「逆境」的適應能力和反彈能
力。

南仔在最後一次見臨床心理學家時，
正面的問及肝移植的事宜，包括做手
術和康復所需的時間，以及他要注意
的事情。他最注重的還是在康復期間
有甚麼可以做的事，因為他最害怕就
是悶悶的被困在病房內。於是，我便
把有關的資料告訴他，也讓他知道，在
他身體情況許可下，他仍可看電視、聽
音樂、接電話，甚至可以玩電腦遊戲，
但是在進食和活動範圍上則可能在一
段時間內都有所限制，而且要按指示

服藥。況且，他的媽媽如身體健康，應
該可以於白天留在病房內陪伴他。南
仔聽過後，覺得這個情況比他想像中
的好，也就欣然地接受了。

南仔在心理評估約六個月後，幸運地
得到一個肝臟移植的機會，手術順利
完成，他只需留院約廿天左右就出院
了。

在這個案中，臨床心理學家的工作重
點包括：

1. 評估病童在患病過程中在各方面的 
 適應。

2. 瞭解父母對病童的病情和面對肝移 
 植的想法。

3. 認同病童父母的感受，並就評估病 
 童的結果，向父母提供適當的輔導。

4. 為病童提供適當的、有關移植的資 
 料，以求促進病童手術期間的適應。

其實，這個個案的臨床心理干預工作
並不太複雜，因為病人本身和家庭成
員都在他的患病過程中作出適當的調
整，病患和治療並沒有替他們在生活
上造成太大的障礙，病人也可以正常
人的心態生活，這一點，大概是其他長
期患病者應該效法的。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臨床醫療心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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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在港之發展史
一九九一年瑪麗醫院開始第一個遺贈
肝臟移植手術，此手術在港發展緩慢
之原因主要是每年死後捐贈器官之人
數多年來持續在20個上限，遠比外
國少，原因是傳統觀念認為死後需保
留全屍，即每年100萬人當中只有3個
人願意死後捐出器官救人，因此有半
數在輪候遺贈肝移植之病友，因肝衰
竭而死亡，病者在深切治療部等到遺
贈肝的機會更少於一成，九成人因等
不到遺贈肝而肝衰竭死亡。

一九九三年瑪麗醫院開始首次嘗試
於小朋友進行活體左肝臟移植手術。
九四年開始成人活體左肝移植手術，
至一九九六年手術技巧成功至成人活
體右肝移植手術。

活體肝臟移植手術令更多肝衰竭病人
得以存活，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家庭
能保存完整。

肝臟移植簡介
肝的來源

 a. 活體肝捐贈

 b. 遺贈肝捐贈

 c. 分肝手術

遺贈肝臟移植之做法
捐贈者必需是腦幹死亡，血液循環正
常，一直接受着呼吸輔助器提供足夠
的氧分傳送至身體各器官直至遺贈
肝被取出，在捐贈者體內取出遺贈肝
需三個小時，取出肝時必需保存血管
完整，並立刻冷凍，馬上接駁至受肝
者體內，這樣遺贈肝不會因缺氧時間
長，有細胞壞死的機會。

保存血管完整非常重要，不然肝管會
受到破壞。移植至已切除壞肝之病者
後，當所有血管和肝管縫合，膽汁很快
會產生。

如何在有限之資源上去救多些
生命？

A. 分肝手術
把遺贈肝一分為二，救活兩人性命，由
於右左兩肝有獨立之血管，如動脈、靜
脈和獨立膽管，右半肝可移植至一位
成人體內，左半肝可移植至小朋友或
體型較小的成人體內。

B. 活體肝移植
活體捐肝最重要的原則是：絕對自願，
無任何強迫因素或金錢及物質利益的
驅使。根據接受者的體型和需要，捐

香港大學瑪麗醫院肝臟移植例數

腦死亡捐體肝移植
活體肝肝移植

瑪麗醫院肝臟移植至2008年人數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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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者可以捐出左側肝段 (25%)、左葉
肝 (34%) 或右葉肝 (66%)。

在沒有選擇的餘地，經肝衰竭病者和
其家人要求下，才考慮近親肝臟捐贈。
捐贈者必需先呈交申請文件至Human 
Organ Transplant Board (人體器官
移植委員會)，經審慎批核，以防器官
買賣，方能批准進行。再者，活人捐贈
者的血型必需與受肝者相容，肝臟面
積足夠捐出部分肝臟給受肝者，及肝
功能良好和沒有其他病歷。

輪候遺贈肝的計分制
本港是有一套公平公正的輪候遺贈肝
的計分法。

MELD 是適用於成年病人的肝病末期
評分系統，是根據病人的血清總膽紅
素、血清肌酐及國際正常化比值 (INR)
評分。評分最低是6分至最高的40分，
這評分方法可預測病人在沒有接受移
植手術的情況下三個月內死亡的可能
性，評分最高病人表示病情是危急的
病人(40分以上的病人不會獲得額外
優先權)。病人的評分會經常更新，因
為病人在等候期間病情可能會惡化。
這個評分系統確保肝臟能夠分配給當
時輪候冊上評分最高及情況最危急的
病人。

患有代謝性疾病的病人列入輪候冊後
每3個月會額外獲得2分。肝細胞肝癌
病人不會獲得額外的評分。如出現同
分的情況，輪候時間較長的病人會優
先獲得手術機會。

PELD是適用於12歲以下的末期肝病
兒童評分系統，是根據兒童病人的血
清總膽紅素(Total bilirubin)、血清白
蛋白(Albumin)、INR 讀數、生長遲緩 
(根據性別、體重及身高) 來判斷兒童
肝病者是否可能在三個月內死亡的可
能性，評分由 –10分至40分或以上。

以上評分會經常更新，因為病人在等
候期間病情可能會惡化，這評分系統
確保肝臟能夠分配給當時輪候冊上評
分最高及情況最危急的病人。

醫管局會監管以上評分準則，確保評
分公平和公正。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

瑪麗醫院人工肝研究感想
邱家駿醫生 
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
肝衰竭唯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肝移  
植，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在香港以至
整個亞洲，肝臟供應都大大落後患病
者的需求。在這個困難環境下，香港
瑪麗醫院在十多年前就開展了活肝移
植的研究，並給予很多肝病患者帶來
新生命，但仍有很多病友，因為沒有
合適的捐肝者，又或是病情轉壞太快
而無法進行肝移植。為了給予這些病
人一個更大過度至肝移植的機會，一
些先驅在很多年前便開展了人工肝的
研究。人工肝粗略可分為生物人工肝
和非生物人工肝，而又以後者為主流。
非生物人工肝其實是一種體外循環技
術，利用透析，過濾和吸附的方法清
除肝衰竭產生的有毒代謝物，從而達
至穩定病人狀況和延長病人壽命的目
的。

瑪麗醫院在20 02年引入分子吸附
再循環系統( molecular adsorbent 
recirculation system,簡稱MARS)，
坦白說，早期我們對此技術認識不深，
因此成效並不理想。而一場沙士，更
令這項研究完全停頓下來。沙士過
後，百廢待興，而我在范上達教授的
支持和鼓勵下重新對MARS進行研

究。我們分析以往的個案，發現如果
病人在肝衰竭後期才接受MARS治
療，效果並不顯着，主要原因是病人
大多已進入多重器官衰竭階段，因
此整體死亡率十分高。我們其後對
MARS重新定位，針對在肝衰竭早
期應用MARS，主要作用為防治惡化
(prevent deterioration)而不是拯救深
害(salvage devastation)。四年以來，
我們現在對此項技術掌握更多，並在
研究上取得一些初步成果。我亦希望
能藉這篇文章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們的個案。

個案一

A女仕，32歲，獨身，尼泊爾籍外傭，
因急性肝衰竭併發肝性腦病和肝腎綜
合症轉住我院作肝移植考慮。她隻身
來港，舉目無親，根本沒有可能找到活
肝捐贈者給她做活肝移植。就是她能
夠僥倖獲得屍肝，進行屍肝移植，我
亦深信她在手術後會被送返原地。試
問她在回尼泊爾後，又如何能夠找得
到適當的跟進，更枉論負擔昂貴的醫
藥費? 在沒有其他可行的選擇下，我
們決定替她進行MARS。在三次療程
後，她的情況逐漸穩定下來，最後更
能完全康復，只是她一心來港希望掙
錢回老家的夢想便幻滅了。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110  ｜ ｜  111

個案二

B先生，55歲，已婚，育有一子一女，乙
肝帶菌者並患上肝硬化，因肺炎併發
肝衰竭轉介我院接受治療。他的太太
因血型不合，沒法作為活肝捐肝者，
每天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丈夫身體轉差
而乾着急，心情煞是難受。她更因為自
己不能捐肝而背負不必要的內疚，常
常自責不已。我雖曾不只一次告訴他太
太這不是她的過錯，但夫婦二人都為
此病受盡肉體和心靈上的折磨。我們
為他開始MARS治療，試圖給他爭取
多點時間。在個多月的時間內，我們為
他進行了12次療程，正當我們都因為
沒有屍肝捐贈而感到沮喪之際，一個
捐贈者突然出現，拯救了他及他的家
人，亦令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康復
後，夫婦二人回到深切治療部探我
們，並送上手信老婆餅。我可以告訴
你，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老婆餅。

個案三

C先生，50歲，已婚，肝癌病患者，接
受太太捐贈右肝進行活肝移植。手術
後初期進展良好，其後卻因腹腔內出
血及感染令供體肝功能受損，需要兩
次進行剖腹手術及重新使用機械通
氣。此時情況可謂十分危急，因為短
時間內肝功能不恢復的話，他的唯一
生存機會便是再接受肝臟移植，但是

這又談何容易。病人逐步步向死亡，
我們無奈如實把病情告訴他太太，她
剛剛從手術恢復過來，卻又要面對這
樣的一個消息，心身都承受着很大的
痛苦。病人一旦失救，我們便不單浪費
了太太半邊寶貴的肝臟，更會令她肚
上的疤痕，永遠成為令她憶起喪夫傷
痛的烙印。在這個困難的情況下，我們
決定採用MARS，可幸在多次療程後，
他的情況逐漸穩定，加上感染受控，
最後更能完全康復。

病人康復，是給予我在研究工作上最
大的鼓勵，可惜的是，並非每一個故事
都有一個完滿結局。

個案四

D先生，40歲，獨身，肝硬化，在我院
接受治療。其後情況 轉壞，開始接
受 MARS治療。在一個半月的治療期    
間，接受了14次療程，情況尚算穩定，
並出入深切治療部多次。D先生是一
位很合作和樂天的病人，護士小姐們
都很樂意照顧他。我們都希望他能過
度到肝移植，而他自己亦深信能有這
樣的一天。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們突
然接到消息，一位腦死亡病人家屬願
意捐出死者肝臟，我們都感到非常雀
躍，並為D先生進行準備工作。正當一
切就緒之際，捐肝者家屬在最後一刻
反悔，D先生接到消息後恍如晴天霹

靂，自此變得十分沮喪。在這次打擊    
後，我們再看不見他積極的態度和燦
爛的笑容，而慢慢他的身體亦進入多
重器官衰竭階段，MARS的作用亦越
不明顯。我們雖然都不願意放棄，但
亦心知他身體已不大能承受肝移植的
手術。就在冬至那一天，他跟我說不希
望繼續接受治療，而我亦決定尊重他
的意願。三天之後，D先生便離開了我
們。

個案五

E小姐，36歲，單親母親，因暴發性肝
衰竭進入我院深切治療部。她入院時
情況危殆，我們更即時替她開始應用
MARS治療。可惜治療並不奏效，她
更於三天後出現腦水腫，已不適合進
行肝移植。她有兩個孩子，長子八歲，
次女四歲。他們在親友陪同下探望媽   
媽，他們看着媽媽因病全身浮腫，臉色
枯黃，加上插滿一身的喉管，都顯得不
知所措。令我不安的是，兩個孩子都
沒有哭，甚至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在病
人彌留之際，小女孩喊了一聲媽。看着
這種情景，護士們和我鼻子都酸了，我
想跟他們說些解釋和安慰的說話，但
我真的不知該怎麼說。最後在家屬同
意下，我決定為病人拔去喉管，好讓
她自然離去。那天下班後，我的心情久
久未能平復。

邱家駿醫生的話

我經常跟病人說一個譬喻：肝衰竭患
者就如一艘將要沉沒的船，我們沒有
方法阻止船沉沒，但我們盡方法令它
下沉的速度減慢，好讓船上乘客能有
足夠時間逃生。研究人工肝的意義，
正正就是這樣。我們用MARS給病人
爭取多點時間，冀盼他能過度至肝移
植，但若最後病人還是不能得到捐贈
肝臟，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

這幾年間，我們用MARS治療超過
五十位病人，我衷心感謝所有參予是
項研究的病友，他們的參予，令我對
肝衰竭及人工肝應用的認識加深，可
謂獲益良多。我亦希望憑着這些經   
驗，能讓我在往後日子更準確和有效
地幫助有需要的病人。

祝各位身體健康。

肝透析治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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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手術的危險
肝臟移植手術有可能導致死亡。遺贈
肝移植接受者手術併發症發生率約為
15-20%，活體肝移植則為30%。移植
手術後，接受者需要長期服用免疫抑
制劑。

嚴重併發症包括：
 - 肝動脈、肝靜脈或門靜脈栓塞

 - 移植肝無功能

 - 肝功能恢復遲緩

 - 膽管併發症

 - 腹腔內出血

 - 膿毒症

 - 腎衰竭

 - 肝癌復發

 - 肝炎復發或排斥導致肝衰竭

輕微的併發症包括：
 - 傷口感染

 - 肺部問題     
  (感染、胸膜腔積液、肺部水腫)

 - 糖尿病

 - 高血壓

 

肝臟移植後的一般情況
由於肝臟是人體其中一個重要器官，
故此肝臟移植後需接受嚴密之維生指
數監察。肝臟移植手術在香港已發展
得非常成熟，成功率高達90%以上，手
術時間大約10小時，病人身上大多沒
有引流，為減輕手術後的壓力，病人會
被轉送深切治療部接受嚴密監察，病
人有靜脈注射之止痛劑和鎮靜劑，口
部有一氣喉接駁至呼吸輔助器，由於
氣喉是通過聲帶，病人是沒法說話，
還有胃喉和尿管，經一夜呼吸輔助後，
早上6時鎮靜劑會被停止注射，病人會
在大約2至3小時漸漸清醒，當呼吸輔
助器顯示病人能夠自我呼吸，氣喉和
胃喉會從病人口中除去。

這時病人可說話和作深呼吸運動，
4-5小時後便可飲微量水份，若一切正   
常，病人會慢慢進食非常清潔之流質
飲料。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

肝臟移植後深切治療
維生指數監察：

病人手上會有一條動脈監察(arte-
rial line)，此管會接駁到維生指數
監察器，每分秒之病人血壓、心跳、
呼吸、體溫都會在監察器顯示出
來。

肝腎功能檢查

每隔4小時血糖測試，以評估肝之
代謝糖功能。

每隔6小時會作驗血評估，包括 
(Complete blood picture)內之紅
色素、白血球數量和血小板量。肝
功能(Liver function test)如膽紅素
(Bilirubin)、肝細胞製造之酵素指
標(AST，ALT)，白蛋白(Albumin)
和球蛋白(Globulin)。凝血酶原時
間(PT、INR、APTT)、腎功能包括
鉀、鈉與磷(potassium,sodium, 
phosphate)，尿酸(urea)和肌氨酸
酐(Creatinine)，從嚴密之驗血評  
估，可顯示已移植之肝臟是否正常
運作。

大劑量的抗排斥藥如 Hydrocorti-
sone 靜脈注射第一劑量會在手術
進行中注射，而第二劑量會在手術
後24小時後注射，Simulect 10mg/ 
20mg 靜脈注射第一劑量會在手

1.

2.

3.

術進行中注射，而第二劑量會在手
術後(56小時)靜脈注射。

若手術後肝腎功能漸漸回落至正
常水平，抗排斥藥FK506(他克莫
司 Tacrolimus)會在手術後24小時
內開始服食，由於此藥有腎毒性，
故每天早上在服藥前先作驗血評估
體內血液中含藥物之劑量而作出調
整。

MMF(Mycophenolate Mofetil)麥
考酚酸酯也會在手術後36-48小時
內開始服食，作用是預防器官移植
者之急性排斥及治療反覆性器官
排斥，因此藥會減少白血球數量，
增加細菌感染機會，所以會以白血
球數量調節劑量。若乙型肝炎帶菌
者需在手術後繼續服食抑制乙類
肝炎病毒之拉米夫定藥(Lamivu-
dine)。

抗真菌劑如(Fluconazole)氟康唑
是用於預防念珠菌和隱球菌感染。

抗 生 素 ( A u g m e n t i n ) 和 胃 藥 
Ranitidine(Zantac)。

每天都需要Ｘ光檢查肺部是否有積
水現象。

手術後第1-2天都會有腹部超音波
檢查，以查明血管接駁是否順流，
若血液和Ｘ光檢查一切回復正常，

4.

5.

6.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114  ｜ ｜  115

捐肝者
捐肝者手術大約4小時，捐贈者會在
手術室內之甦醒房作1小時觀察，然後
轉到深切治療部作監察如肝功能血液
評估，捐贈者大多需小量氧氣供應和
靜脈注滴，手術後第2天開始進食和
轉往病房接受康復治療。

瑪麗醫院深切治療部的環境及儀器簡
介：(請參考附送之DVD)

肝臟移植手術後病人經深切治療病
房緊密護理後，如病情穩定便會轉到
A/B3肝膽胰及肝移植外科病房繼續
護理。

肝 膽 胰 及 肝 移 植 外 科 病 房      
(A/B3)
病人轉到A/B3病房初期，盡可能安排
在獨立房間護理及限制探病人數。由
於病人手術後要服用抗排斥藥，因此
免疫力較低，所以如有感冒徵狀、發
燒的親友不要前來探病，改以電話問
候。

可在手術後3-4天轉到肝臟移植組
病房繼續接受康復治療。

肝膽胰及肝臟移植外科病房

病房內的獨立房間

對病人的期望
我們鼓勵病人在醫護人員的協助下盡
量幫助自己度過手術後的復康療程。

止痛及活動
手術後傷口的痛楚及全身麻醉之後遺
症，會令病人沒有胃口進食及影響病
人情緒，不想活動，這些都是引致減
少病人做深呼吸運動的因素，從而誘
發手術後肺炎、血液循環不足等的後
遺症。因此病人需要打止痛針或口服
止痛藥來控制傷口痛楚，減低了傷口
痛楚便可在物理治療師的幫助下作適
量的運動。多做深呼吸運動可提升肺
部功能，減低肺炎機會，最好就是離
床坐於椅子上做，效果更佳。

飲食
手術後的病人需要大量體能去應付身
體復原，因此我們鼓勵病人在許可的
情況下多喝水多進食。但要注意手術
後初期，病人只可食用醫院安排的非
常清潔餐及飲用水，因此家人不需自
攜 食 物
或 湯 水
給病人，
但 須 自
備 即 棄
餐 具 。
而 醫 護

人員會每天根據病人的驗血報告及維
生指數去判斷可否解除非常清潔餐。
此外，我們會在病人出院前安排約見
營養師，為病人和家屬講解肝移植後
的家居飲食注意事項，並依照營養師
指示安排飲食。

傷口護理
肝移植後的傷口一般在手術後二十至
三十天拆線，沒有發炎之傷口不需要
每天清洗消毒，但亦要注意個人衛生，
應盡量保持身體清潔。而已拆線又沒
有發炎之傷口可作普通護理，於洗澡
後用清潔毛巾抹乾即可。

驗血
肝臟移植術後之病人需要定期抽血檢
驗(包括常規血及FK506濃度水平)，
請準時吃藥及定期覆診。

準備出院
在住院期間，我們會播放由A/B3病
房 護 理 人 員製
作的影片，主要
講 述手 術 後 的
情況。另外，亦
會 派 發 一本 內
容 與 病 人 息 息
相關的“肝臟移
植 病 人術 後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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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錦囊”，閱後有助更了解肝移植術後
要注意的事項。出院前除了約見營養
師，亦會安排肝臟移植組護理員(林姑
娘，何姑娘或關姑娘)講解出院後的覆
診、驗血，藥物認識及傷口護理等。

護士心聲
我們在病房內二十四小時與病人朝夕
相對，雖然大部份時間都花在護理程
序上，但心裡亦明白病人心靈的慰藉
也很重要，所以有時間也會盡量與他
(她)傾談及分享，鼓勵他們積極、勇敢
面對人生。

當遇上有急性肝衰竭的病人需進行緊
急肝移植手術，我們一面要替他(她)擔
憂手術是否可順利完成，亦一面在極
短時間內做好手術前的準備功夫，那
種心情實在難以形容!

因知道離床多坐和活動是最佳的物理
治療及預防肺部感染的良方，雖然知
道病人手術後傷口疼痛不願活動，亦
寧願冒與病人發生磨擦的風險，在止
痛藥的支援下要病人離床活動，在此
希望已康復及將作移植手術的病人體
諒。

眼見病人康復出院，回到自己的工作
崗位，重享家庭生活，對我們來說這
是最大的鼓勵，也是我們喜歡在這裡
工作的原因。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

肝膽胰及肝臟移植外科護士

 點 滴 體 會
我們是一群肝膽胰外科的資深姑娘，自1991年瑪麗醫院開展肝臟移植手術後，
我們病房A3/B3從此熱鬧起來了。

屍肝肝臟移植術後的護理；活體肝臟捐贈者的術前準備及術後護理；活體肝臟
受體的術前準備及術後護理；抗免疫抑制劑的應用⋯⋯等等，我們學習，學習，
學習。肝臟移植從每年二至八例，到現在的每年七八十例，我們進步，進步，進
步。我們度過了許多難忘的夜晚，迎來了無數雅潔的黎明；辛苦了，累了，疲乏  
了，但我們贏得了病人死裏逃生的感激，親人重聚的歡樂。

我們知道我們的工作是如此的平凡，但我們常言：“無需太擔心，我們會盡力，
瑪麗是一間好醫院”。我們將用辛勤的雙手，擦亮瑪麗—這顆明燈，為病人謀福
澤，給香江添光彩。

                                   一群白衣天使

200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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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肝移植病人及其家屬的話:

‘活出彩虹，生命重燃’
生命無常，請你們好好珍惜生命，關懷愛錫身邊的摯親及好友吧!

我在醫院工作已有十數個年頭，病房 — 一個充滿擔憂、恐懼的地方，竟成了我
生活裡的一片天地。每天當我回到工作崗位看到不少病榻上等候肝移植的病人
以及其憂心忡忡的親屬，更讓我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奈。大部份的病者因腹脹
問題引致呼吸困難，而肝功能不斷衰竭亦導致病者神智昏亂，甚至陷入昏迷。在
肉體上及情緒上深受折磨，他們變得虛弱，變得倚賴，連起居生活飲食，也要依
靠別人，心情變得暴躁，我們這班護士姑娘們自然成為病人的發洩對象，感覺是
非常難受，奈何病者的痛苦遠超越我們這短暫受委屈的時刻。這個時候其實是
病者和家人最需要我們的時候，細心的聆聽，輕聲的安慰，一句關心的說話，盡
量協助病者一切的起居生活，縱使是片言隻語，未必能減輕病者痛苦，但也表
達我們對病者的關懷，給予一點溫暖，一點不離不棄的感覺。

猶幸上天不負有心人，在最關鍵時刻，某些病者終可等到換肝手術;有些則得到他
們至親至愛，甚至乎好友教友無私奉獻自己身體的一部份，去拯救危在旦夕的
病者，那一刻捐肝者勇敢堅毅的決定瞬即改變了一個瀕危死亡邊緣的人，一幕幕
溫馨感人，賺人熱淚的情景浮現在眼前，教人更覺人世間親情友情的可貴。

手術後你們既然得到重生的機會，更應該為自己為家人着想，於康復過程中加
一把勁，幫自己盡快復原，離開醫院，重投社會，回饋你所得着給予世界上其他
要幫助的人士。

眼見到肝康會成立多年，越來越多病後康復者及其家人積極熱心地舉辦及參與
各式各樣的義工活動，推廣‘助人自助,活出彩虹’的真理，作為一個平凡的病房
小天使，都感染到他們及其家人的喜悅之情，我們期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健康快
樂的生活，努力積極面對人生。 

病房小天使

肝臟移植後的藥物治療
肝臟移植主要應用於治療嚴重或晚期
的肝病，包括肝硬化、肝臟衰竭、自體
免疫性肝病、遺傳性疾病如威爾遜氏
病、膽管發炎或阻塞性疾病等。當病
人接受了肝臟移植手術後，身體的免
疫系統會視這個新的肝臟為一個「外
來物」，因而嘗試攻擊和破壞新的肝
臟，造成排斥反應。肝臟移植後的排
斥現象可以出現於手術後幾小時、幾
天、幾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所以可分類
為急性及慢性排斥反應。

為了預防急性排斥反應，在進行肝臟
移植手術期間及完成手術初期，醫生
會使用免疫抑制劑Basiliximab(巴利
昔單抗)及高劑量類固醇來防止身體排
斥新移植的肝臟，當病人情況較為穩
定後，便會使用其他抗排斥藥物。此
外，為了預防病人在手術期間受到感
染，醫生也會處方抗生素。進行肝臟
移植手術後初期，由於需要使用較大
劑量的免疫抑制劑，康復者身體的抵
抗力減弱，可能會增加受到感染的機
會，所以同時要服用一些預防感染的
藥物。長遠來說，康復者必須長期服
用抑制免疫系統的抗排斥藥物，並定
期到肝臟移植科覆診讓醫生檢驗身體
狀況。

在處方抗排斥藥物及其他藥物時，醫
生會考慮康復者的身體狀況而決定藥
物的種類及劑量，所以每位康復者所
服用的藥物可能會有所不同。此外，
每位康復者對藥物也有不同的耐受
性，如在治療過程中出現任何不適或
懷疑是藥物的副作用，應立即諮詢醫
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肝臟移植後常用的抗排斥藥物
肝臟移植後常用的口服抗排斥藥物可
分為以下四種類別：

1. 類固醇
 － Prednisolone(潑尼松龍)

2. Calcineurin抑制劑
 － C yc lo sp o r in (環孢素)及  
  Tacrolimus(他克莫司)

3. 抗代謝藥物
 － Mycophenolate Mofetil(霉
  酚酸脂)及Mycophenolate  
  Sodium(霉酚酸鈉)

4. TOR抑制劑
 － Sirolimus(西羅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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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每天服用2次，應相隔12小時，早 
 晚定時服用

‧ 如覆診前需要量度藥物在血液中的 
 濃度，應在抽血後才服用此藥

‧ 避免食用西柚或飲用西柚汁，因為 
 西柚會提高此藥在血液中的濃度

‧ 由於此藥與較多藥物有相互影響， 
 服用其他藥物前應先請教醫生或藥 
 劑師

(ii) Tacrolimus，FK506他克莫司 

作用

‧ 能抑制免疫系統淋巴細胞反應，預 
 防排斥反應

劑量

‧ 此藥的劑型有0.5毫克、1毫克及5毫 
 克膠囊

‧ 劑量因人而異，因為醫生會根據患 
 者血液中的藥物濃度而作出調整， 
 確保藥物的濃度維持在安全範圍， 
 以免濃度太低或太高，導致出現排 
 斥問題或藥物副作用，故需定時量 
 度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

副作用

‧ 高血糖、高血壓、高血鉀、肌肉酸 
 痛、瘙癢、胃腸道不適、頭痛、癲 
 癇、急性溶血性貧血、腎毒性、容易 

 受感染等

注意事項

‧ 如每天服用2次，應相隔12小時，早 
 晚定時服用

‧ 應空肚服用(餐前1小時或餐後2至3 
 小時服用)

‧ 如覆診前需要量度藥物在血液中的 
 濃度，應在抽血後才服用此藥

‧ 避免食用西柚或飲用西柚汁，因為 
 西柚會提高此藥在血液中的濃度

‧ 由於此藥與較多藥物有相互影響， 
 服用其他藥物前應先請教醫生或藥 
 劑師

3. 抗代謝藥物 －     
 M yc opheno la te  M o fe t i l  
 (霉酚酸脂)及Mycophenolate  
 Sodium(霉酚酸鈉) 

作用

‧ 抑制免疫系統和阻止抗體產生，
 一 般 會 與 其 他 抗 排 斥 藥 物 如
 C yc lo sp o r in、Tacr o l imus、  
 Prednisolone一起使用

劑量

‧ Mycophenolate Mofetil的劑型有 
 250毫克膠囊及500毫克藥片

 以舒緩藥物的副作用

‧ 切勿自行更改藥物劑量及停藥，當 
 停止使用類固醇時，應漸漸減低劑 
 量及配合增加其他免疫抑制藥物， 
 突然停止服用類固醇可能會導致急 
 性排斥

2. Calcineurin抑制劑  
(i) Cyclosporin環孢素  

作用

‧ 能抑制免疫系統淋巴細胞反應，預 
 防排斥反應

劑量

‧ 此藥的劑型有10毫克、25毫克及 
 100毫克膠囊、藥水(100毫克/1毫升)

‧ 劑量因人而異，因為醫生會根據患 
 者血液中的藥物濃度而作出調整， 
 確保藥物的濃度維持在安全範圍， 
 以免濃度太低或太高，導致出現排 
 斥問題或藥物副作用，故需定時量 
 度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

副作用

‧ 腎毒性、高血壓、高血鉀、低血鎂、 
 毛髮增生、牙肉腫脹、頭痛、疲倦、 
 胃腸道不適、容易受感染等

注意事項

1. 類固醇 － Prednisolone潑尼松龍

作用

‧ 類固醇具強力消炎及抑制免疫能力 
 的作用，用於預防及控制排斥反應

劑量

‧ 此藥的劑型有1毫克及5毫克藥片

‧ 移植初期類固醇的用量會較大，之 
 後醫生會視乎患者的排斥情況而減 
 低劑量

副作用

‧ 低劑量及短期服用此藥，嚴重的副 
 作用會較少，一般以腸胃不適的症 
 狀為主，如消化不良、腹脹等，另可 
 能會有失眠的情況

‧ 如長期大劑量服用，可能會出現鹽 
 分及水分積聚、皮膚變薄、低血鉀、 
 高血壓、高血糖等副作用

‧ 由於免疫能力受到抑制，此藥亦可 
 誘發感染

‧ 其他副作用包括骨質疏鬆、肌肉萎 
 縮、白內障、青光眼等

注意事項

‧ 如每天服藥1次，可於早上服藥

‧ 建議飽肚服用以減低腸胃不適

‧ 醫生可能會同時處方胃藥或補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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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cophenolate Sodium的劑型有 
 180毫克及360毫克腸溶藥片

‧ 一般成人的口服劑量為每天服2 
 次，由於此藥對白血球及腸胃有影 
 響，醫生會視乎患者的驗血報告及 
 對此藥的耐受性而調整劑量

副作用

‧ 噁心、嘔吐、腹痛、腹瀉、便秘、血 
 壓上升、水腫、頭痛、背痛、皮疹、 
 白血球或紅血球減少、容易受感染 
 等

注意事項

‧ 如每天服用2次，應相隔12小時，早 
 晚定時服用

‧ 服用膠囊或藥片時必須以清水整粒 
 送服，不應打開膠囊或磨碎藥片

‧ 勿與中和胃酸的胃藥同服，因為可 
 能會影響此藥的吸收，應相隔至少 
 2小時

4. TOR抑制劑 － Sirolimus西羅莫司
作用

‧ 抑制免疫系統淋巴細胞反應和 
 阻止抗體產生，預防排斥反應

劑量

‧ 此藥的劑型有1毫克及2毫克藥片、 
 藥水(1毫克/1毫升)

‧ 開始療程時此藥的劑量會較高，之 
 後患者會服用較低的維持劑量

‧ 劑量因人而異，因為醫生會根據患 
 者血液中的藥物濃度及所服用抗排
 斥藥物的組合而作出調整，確保藥 
 物的濃度維持在安全範圍，以免濃 
 度太低或太高，導致出現排斥問題 
 或藥物副作用，故需定時量度藥物 
 在血液中的濃度

副作用

‧ 高膽固醇、高血脂、噁心、嘔吐、腹 
 痛、腹瀉、便秘、血壓上升、水腫、 
 頭痛、關節疼痛、背痛、貧血、容易 
 受感染等

注意事項

‧ 每天定時服用此藥1次

‧ 如覆診前需要量度藥物在血液中的 
 濃度，應在抽血後才服用此藥

‧ 避免食用西柚或飲用西柚汁，因為 
 西柚會提高此藥在血液中的濃度

‧ 如患者同時服用Cyclosporin，應 
 與此藥相隔4小時服用

‧ 由於此藥與較多藥物有相互影響， 
 服用其他藥物前應先請教醫生或藥 
 劑師
參考資料︰(1)  Lexi Comp

,
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2)  British National Formulary,  
  54th edition

抗排斥藥物的選擇
在進行肝臟移植手術初期或首3個
月，康復者所服用的抗排斥藥物劑量
一般會較高，而且種類亦較多，如同
時服用Prednisolone、Tacrolimus及
Mycophenolate。當康復者情況較為
穩定時，抗排斥藥物的劑量便可以減
少，如情況許可的話，康復者可以不需
服用Prednisolone，因為長期服用類
固醇可能會有較多副作用。然而，一些
本身患有自體免疫性肝病的康復者則
可能需要長期服用類固醇。

在治療期間，醫生會定期監察康復
者的情況及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如
骨髓功能受到抑制，Mycophenolate
的劑量便可能需要減低甚至停藥；
如腎功能受到影響，Cyclosporin或
Tacrolimus的劑量便可能需要減低甚
至停藥；如發現康復者身體對新的肝
臟有排斥現象，便需要增加藥物的劑
量或種類。所以，每個康復者所服用的
抗排斥藥物均有所不同。

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對身體的
影響

1. 藥物副作用
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可能會有機會患
上高血壓、腎功能不全、糖尿病、高膽
固醇、高三酸甘油脂或骨質疏鬆等疾

病，所以醫生會定期為康復者檢查身
體狀況，需要時會為康復者調整抗排
斥藥物的劑量或種類，以及處方降血
壓藥、降血糖藥、降血脂藥等來控制
病情。除藥物治療外，康復者亦應注
意飲食及進行適量運動以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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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icosteroids
類固醇
Cyclosproin
環孢素
Tacrolimus
他克莫司
Mycophenolate 
Mofetil /
Mycophenolate 
Sodium
霉酚酸脂 / 霉酚
酸鈉
Sirolimus
西羅莫司

高血壓

抗排斥藥物引起的副作用比較

腎功能
不全

糖尿病 高膽固醇 高三酸
甘油脂

骨質疏鬆

++

+++

+++

-

-

+[1]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備註：

[1] 類固醇雖然對腎臟沒有直接的毒性，但所引致的高血壓可能會令Cyclosporin 
 或Tacrolimus引致的腎功能不全加劇

[2] 有研究顯示Tacrolimus對腎臟的毒性可能少於Cyclosporin

2. 增加受感染的機會
由於抗排斥藥物的作用為抑制免疫系
統，接受藥物治療期間，康復者可能較
容易受到感染，所以應避免出入人潮
擠擁的地方或接觸傳染病患者，以減
低受感染的機會。如出現任何感染症
狀(包括發燒、喉嚨痛)，應通知醫護人
員。此外，除非醫生建議，否則不應接
種疫苗，因為可能會引起嚴重的感染
症狀。

3. 增加皮膚對陽光的敏感度
抗排斥藥物可能會令已進行肝臟移植
手術的康復者對陽光的敏感度增加，
而且亦會增加患有淋巴腫瘤及皮膚癌
的機會。為了避免皮膚發生病變，如
未有作好防曬準備，切勿暴露於陽光
下，外出前應穿上適當衣物及在身體

沒有遮蔽的部位塗上防曬用品，或使
用傘或帽子等遮擋猛烈陽光。

肝臟移植後的預防感染藥物
肝臟移植手術後初期，由於免疫抑制
劑用量較大，身體抵抗力減弱，增加了
感染的機會，所以醫生會根據康復者
的情況而處方一些預防感染的藥物。

常用藥物包括：

1. 預防真菌感染的Fluconazole(氟康 
 唑)或Nystatin(制真菌素)

2. 預防病毒感染的Acyclovir(阿昔洛韋)

3. 預防肺囊蟲肺炎的Co-trimoxazole

4. 預防乙型肝炎復發的Lamivudine 
 (拉米夫定)、Adefovir(阿德福韋)或 
 Entecavir(恩替卡韋)

Fluconazole
氟康唑

預防真菌感染

‧

‧

‧

‧

一般成人的劑量為每天50至400毫克，視乎不同感
染而定
如服用此藥的藥水劑型，建議於飯後含在口中約3至
5分鐘然後吞下，並盡量在30分鐘內不進食或飲水
此藥一般需服用約3個月，醫生會根據患者的情況而
決定繼續或停止用藥
副作用包括頭痛、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等

參考資料：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 2007; 25: 2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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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ivudine
拉米夫定
 

預防乙型肝炎復發

‧
‧

‧

‧

‧

抑制肝炎病毒複製，減少病毒數量
並非所有接受肝臟移植的康復者均需要服用，視乎
受肝者本身是否乙型肝炎患者，及捐肝者的情況
(anti-HBc是否呈陽性)而定
一般成人的劑量：Lamivudine為每日1次，每次
100毫克；Adefovir為每日1次，每次10毫克；
Entecavir為每日1次，每次0.5至1毫克
應空肚服用Entecavir(建議於餐前2小時或餐後2小
時服用)
這類藥物沒有明顯副作用，一般為頭痛、暈眩、疲
倦、腹痛、腹瀉、噁心等

Adefovir
阿德福韋
　

Entecavir
恩替卡韋

　

參考資料：(1)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Nystatin
制真菌素

預防真菌感染

‧
‧
‧

預防及治療稱為「鵝口瘡」的真菌感染
一般成人的劑量為每天4次，每次5毫升
建議於飯後含在口中約3至5分鐘然後吞下，並盡量
在30分鐘內不進食或飲水

預防病毒感染
Acyclovir
阿昔洛韋
　

預防病毒感染，如疱疹病毒感染(Herpesvirus)
一般成人的劑量為每天3次，每次400毫克
此藥一般需服用約3個月，醫生會根據患者的情況而
決定繼續或停止用藥
副作用包括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等

‧
‧
‧

‧

預防肺囊蟲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
Co-trimoxazole, 
Trimethoprim/
Sulfamethoxazole
 

一般成人的劑量為每天1次，每次480至960毫克；或
每星期服2至3日，每天960至1920毫克，分2次服用
此藥一般需服用約3個月，醫生會根據患者的情況而
決定繼續或停止用藥
副作用包括噁心、嘔吐、腹瀉、皮膚敏感等
服用此藥時應多飲水
G6PD缺乏症，俗稱為「蠶豆症」患者如服用此
藥 可能會 出現 溶血 現象 ， 所 以 醫 生 可 能 會 處 方
Pentamidine以預防肺囊蟲肺炎，此藥一般每4星期
吸服1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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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後可以懷孕嗎？
由於進行肝臟移植手術後，醫生需要
觀察康復者的情況一段時間來調整抗
排斥藥物的劑量及種類，一般建議康
復者在手術後至少一年才考慮生育問
題。如有生育計劃的康復者，應先與醫
生商量，因為抗排斥藥物可能會對胎
兒有影響。文獻上也有記載肝臟移植

康復者成功懷孕及誕下正常嬰兒的個
案，但由計劃懷孕開始便必須由醫護
人員密切留意康復者的情況，因為康
復者必須繼續服用抗排斥藥，而在懷
孕過程中，身體的變化可能會影響藥
物在血液中的濃度，所以可能需要調
整藥物的劑量。

以下為抗排斥藥物的孕婦分級及餵哺母乳的建議：

C

C

C

D

C

藥物名稱 孕婦用藥分級 注意事項#

備註：

(1) 孕婦用藥分級C － 動物研究顯示藥物對胎兒有不良影響，但並沒有對懷孕婦 
 女進行對照試驗；或尚未進行動物試驗及婦女研究。此類藥物只能在對胎兒的 
 潛在利益大於潛在風險的情況下使用

(2) 孕婦用藥分級D － 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藥物對人類胎兒有風險，但當藥物對懷 
 孕婦女的益處大於胎兒的風險時，則可能需要使用此藥

(3) # 口服避孕藥可能會與抗排斥藥物產生相互作用，從而影響避孕效果

參考資料： (1)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2)  Seminars in Perinatology 2007; 31: 3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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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
去氧熊膽酸

改善肝臟移植後膽汁滯留的情況

‧
‧

‧
‧

促進膽汁分泌，有助減少膽石形成
一般成人的劑量為每公斤體重每日服用10至15 毫克
(10-15mg/kg)
建議於進餐時或餐後服用
副作用輕微，包括胃痛、腹瀉等，一般耐受性良好

參考資料：(1) Lexi Comp’s Drug Information Handbook, 16th edition

肝臟移植後的其他藥物
除了抗排斥藥物及預防感染的藥物
外，醫生會按康復者的情況而處方其
他藥物，包括改善肝臟移植後膽汁滯

留情況的Ursodeoxycholic acid、預
防胃腸潰瘍的抑制胃酸分泌藥物、預
防肝動脈栓塞的抗凝血藥物等。

母乳中含有此藥，雖然份量可能不
多，但由於服藥人士一般會同時服
用其他抗排斥藥物，如欲餵哺母乳
應先諮詢醫生意見

母乳中含有此藥，不建議餵哺母乳

母乳中含有此藥，不應餵哺母乳

在開始療程前4星期至完成療程後6
星期應同時使用兩種可靠方法避孕
暫時未有資料顯示母乳中是否含有
此藥，所以不建議餵哺母乳

在開始療程前至完成療程後12星期
應使用可靠方法避孕
暫時未有資料顯示母乳中是否含有
此藥，所以不建議餵哺母乳

Prednisolone
潑尼松龍

Cyclosporin
環孢素
Tacrolimus
他克莫司
Mycophenolate Mofetil /
Mycophenolate Sodium
霉酚酸脂 / 
霉酚酸鈉

Sirolimus
西羅莫司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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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康復者在藥物上需注意的事項

肝臟移植手術後服用藥物是每日的重要事項。

服用藥物的劑量和時間必需遵守且準時，不要提前、忘記或延遲服藥時間而影響
病情。

每次覆診時，應檢查所配發的藥物數量是否足夠，如有任何疑問應立即處理。

康復者切勿自行服用未經醫生同意的藥物，以免影響抗排斥藥物的作用或出現
副作用。〔有關抗排斥藥物（免疫抑制劑）與一些中藥相互作用的資料，可參考前
文「肝病患者服用中西藥物時應注意事項」〕(第77頁)

若其他醫生處方藥物，需要時可與肝臟移植科醫生聯絡，以避免藥物之間的相
互作用產生不良反應。

應按時服用藥物，以免藥物的濃度不足而出現排斥反應。若錯過服藥時間應盡
快補服，但若接近下次服藥時間，則不應補服，應按原定時間服用，切勿同時服
用雙倍劑量。

不應私自改變劑量或停服由肝臟移植科醫生所處方的任何藥物。

藥物應按指示存放，一般可存放於室温，避免放在浴室、高溫或暴露於陽光之
下。

康復者在療程期間，如有噁心、嘔吐、食慾不振的藥物副作用，可考慮少食多餐，
並注重口腔清潔，有助舒緩不適；而進食乳酪則有助舒緩腹瀉，多運動、多飲水
及進食水果有助舒緩便秘。

1.  

2.  

3.  

4.  

5.  

6.  

7.  

8.  

9.   

病人疑問

覆診時常聽到別的病友要服用類
固醇，是甚麼併發症才需要服用？
類固醇是其中一種抗排斥藥物，醫
生會視乎患者肝臟排斥的情況而
決定是否需要處方類固醇，並會
配合其他抗排斥藥物如FK506及
MMF 一同使用。

本人的丈夫已接受肝臟移植兩年
多，因患病多年而患上抑鬱症，究
竟抗抑鬱藥物是否可混合肝臟移植
後的抗排斥藥物同時服用？
只有某些抗抑鬱藥物可能會與抗
排斥藥物有相互作用，而醫生在處
方藥物予患者時也會考慮到其情
況及所服用的藥物，所以不應過分
憂慮，如需要更多資料，可諮詢醫
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本人的丈夫常不定時服用FK506，
會否影響藥物效果？
FK506應相隔12小時服用以維持藥
物在血液中的濃度，而且必須空肚
服用，若服藥不定時，可能會影響
醫生調節藥物劑量及藥效。

前幾次覆診，驗血報告已顯示我的
膽管有少許閉塞，現在需要服用膽
管藥，服用後是否可以減輕病情，
注意食物的選擇是否有幫助？
選擇低膽固醇食物有助減輕病情，
而利膽藥Ursodeoxycholic Acid

1. 

2. 

則有助促進膽汁分泌及減少膽石
形成。

本人是乙型肝炎帶菌者，進行肝臟
移植後除服用抗排斥外，還需每天
服用Lamivudine，現打算懷孕，可
否暫停服用藥物？若懷孕期間照
常服用這些藥物，會否影響胎兒發
育？

懷孕初期不建議服用Lamivudine，
懷孕後期服用則有助減低嬰兒患上
乙型肝炎的機會。然而，由於抗排斥
藥物如FK506、MMF及Sirolimus等
可能會影響胎兒發育，藥廠也建議
服藥人士採取適當的避孕措施，所
以即使有生育計劃，必須與醫生詳
細商議。

偶然喝一杯涼茶或廿四味，是否不
適合我們這些肝臟移植的病友？

由於這些飲品含有多種中草藥，可
能會影響病友的身體狀況，所以不
建議自行飲用。

傳統坊間普遍服用的補身藥材如
靈芝、黨蔘、當歸、人參、北芪、鹿
茸等，肝臟移植的病友可否進食少
量？

補身藥物可能有增強免疫系統的功
能，從而影響到抗排斥藥物的藥效，
所以不建議病友自行服用藥材。

3. 

5. 

6.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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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進行肝臟移植後的藥物有
甚麼不同？
兒童進行肝臟移植的病因大多為先
天性疾病，如先天性膽道閉鎖或新生
兒肝炎。進行肝臟移植後所服用的
抗排斥藥物較成人的選擇少，主要為
Prednisolone及Tacrolimus，但一般
需要服用較高劑量以預防排斥反應。

在藥物的劑量方面，醫生也會定期檢
驗藥物在血液中的濃度及觀察康復者
的情況而作出調整。如康復者需要服
用乙型肝炎抑制劑，醫生一般會處方
Lamivudine。至於預防感染及其他藥
物，大致上與成人康復者的種類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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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後飲食指引
手術後首1-2星期飲食應注意事
項:
手術後當你可以進食時，先由微量水
開始進而飲用流質、軟餐直至一般的
正常餐。院方會為你安排非常清潔膳
食和非常清潔飲用水，家人不能為你
帶來街外或家中所準備的食物，以免
細菌感染。

移植後食物的選擇：
肝臟移植後初期必須

1.

2. 

3. 

4. 

5. 

6. 

7. 

購買新鮮或急凍和有營養的蔬果
及肉食

食物要洗淨兼煮熟方可吃，生果要
去皮及用開水洗淨

食物應以清淡為主，減少煎炸、油
膩及戒吃醃製食物

食具要洗淨及必須煲滾才可使用

不可吃上餐或隔夜剩餘的食物

移植後飲食的限制是要視乎肝臟的
功能而定

要攝取足夠的優質蛋白質，以協助
身體恢復失去的肌肉及抵銷類固
醇激素引起的肌肉組織萎縮，而優
質蛋白質食物包括肉類、雞蛋及奶
類等。

本人是一位捐肝者，但手術後想繼
續服用避孕藥時被醫生阻止，究竟
是甚麼原因？

手術後，捐肝者需要臥床多作休
息，下肢會較少活動，可能會出現
靜脈栓塞的情況，而由於避孕藥
中的雌激素也可能會增加出現靜
脈栓塞的機會，所以在進行某些

8. 

備註：

(1)  

(2)  

(3)  

以上提供的藥物資料只作參考用途，目的是讓市民對有關的藥物有更多了解，
由於大部分為處方藥物，即必須經醫生診斷後處方才可服用，所以不應自行購
買服用，必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服用藥物期間，如出現任何不適情況或認為病情已好轉，均不應擅自停藥，必
須先諮詢醫生或藥劑師的意見。

由於藥物的供應商時有變更，書中的藥物相片只作參考，患者正服用的藥物的
外觀可能有所不同，如有疑問應向藥劑師查詢。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藥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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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時，醫生可能會建議高危人
士暫時停止服用避孕藥，然後視
乎患者活動能力的恢復進度而決
定何時可服用避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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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壓飲食指南
鹽的功用除增添菜餚的美味，主要是
供應身體需要的鈉質，鈉質是礦物質
的一種，在人體內的生理功能包括維
持體內的水份、酸鹼、血壓平衡及有助
傳送神經訊息。飲食中鈉質攝取量與
高血壓、水腫，有顯着關係。

其他飲食及生活上導致高血壓的
因素包括：
1. 身體過重

2. 缺乏運動

3. 酗酒

4. 低鉀攝取量

飲食注意事項：
1. 保持標準體重

2. 減低鈉質攝取量(即少吃高鹽分的 
 食物，請參閱下列含多量鈉質食物 
 表)

3. 多吃蔬果(這類食物能提高鉀質攝 
 取量，有助保護心臟)

4. 勤於運動 

5. 飲食要均衡，以攝取足夠營養

6. 避免抽煙、喝酒

下列食物含多量鈉質，高血壓病人應
避免進食以控制體內鈉質水平：

高鈉食物（高鹽分）：

1. 所有用鹽醃製過的食物

 a) 肉類：  

 b) 家禽： 腊鴨、鹽焗雞、豉油雞、 
    燒鵝、鹵水食物。

 c) 魚類： 罐頭魚、煙魚、魚醬、江瑤 
    柱、鹹魚、蝦醬。

 d) 菜類： 所有罐頭菜、罐頭粟米 
    粒、梅菜、菜甫、鹹酸菜、 
    五柳菜、榨菜、雪裡紅、冬 
    菜、大頭菜、醬瓜、荀乾。

 e) 豆製品：罐頭豆、豆豉、麵豉、 
      腐乳、南乳。

2. 調味品： 

 茄汁、茄醬、外國醬油、喼汁、蠔 
 油、生抽、老抽、味精、雞粉、海鮮 
 醬、柱候醬、豆豉醬、叉燒醬、XO 
 醬、烏醋。

3. 蛋類：

 鹹蛋、皮蛋。

避免進食的食品
1. 半生熟的肉食和蛋，腐爛或過期 
 的食物

2. 凍食熟肉、魚生等

3. 高危食物如蠔、貝殼類海產

4. 未經煮熟之蔬菜及沙律

5. 過熟或有瘀痕之水果

6. 難於清洗乾淨及去皮之水果如提 
 子、士多啤梨、車厘子及奇異果等

7. 醃製食品

8. 含 活酸乳菌之 奶 類飲 品：酸乳  
 酪雪糕、雪條等

9. 散裝或已開封的餅乾、蛋糕、麵包、

 糖果及果仁等

10. 未經煮沸之自來水和未經妥善冷 
 藏之「隔夜」湯水

8. 

控制高血糖
抗排斥藥FK506 及類固醇激素可令體
內血糖增加，出現糖尿病。預防這問
題要控制糖份攝取量，若出現此問題
應約見營養師為你建議餐單，若未能
控制血糖，可能需服食降血糖藥或注
射胰島素。

控制體重
保持標準體重是非常重要，體重增加
或減少會導致血壓高及其他併發症，
故除注意飲食外，要有適當的運動以
助有效地消耗卡路里。

必須注意事項：
一般街市買回來的新鮮蔬菜及瓜類、
魚肉類及蛋類必先清洗乾淨及煮至熟
透，方可進食。

水果必須選擇新鮮的，並需清洗乾淨
及去皮，罐頭裝水果亦可進食。奶類飲
品要高溫處理紙盒裝、芝士要獨立包
裝、細罐裝淡奶、煉奶和奶粉均可。

小食必須是獨立包裝的餅乾、蛋糕及
麵包，少量包裝、罐裝之糖果薯片蝦
條皆可食用。罐裝及保鮮紙盒裝之汽
水飲料、錫紙包裝沖劑都可飲用。

選擇均衡飲食，足夠卡路里、低脂
肪、低膽固醇的食物，多吃蔬果以
增加纖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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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腿、煙肉、鹹牛脷、罐頭
肉、醎牛肉、肉醬、肉批、
肉腸、腊味、燒味、牛肉
乾、豬肉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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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涼果： 

 話梅、檸檬乾、加應子、鹹薑、陳皮、

 欖角、所有乾果。

5. 五穀類：

 蝦子麵、麵線、淮鹽餅乾。

6. 中西糕餅及點心類： 

 各種鹹西餅、咖哩角、豬肉卷、各種 
 茶樓點心。

7. 用鹽炒的硬殼果：

 花生、杏仁、瓜子、腰果、合桃等。

8. 飲品：

 梳打水、礦 泉 水、保 衛 爾、牛素  
 (Oxo)、雞精、好立克、朱古力奶、阿 
 華田、麥精奶、唂咕粉、罐頭湯、紙 
 包湯。

9. 其他：

 芝士、花生醬、沙津醬、三文治醬。

 朱古力糖、拖肥糖(Tof fee)、糖膠 
 (Caramel)、鹹薯片、鹹薯條、蝦片、 
 芝士圈等。

 梳打粉、鬆肉粉。

 有鹽牛油或植物牛油(Margarine)

合適調味

當限制鈉質時，可多花心思及嘗試採
用些低鈉質的調味品來添加食物的
色、香、味，如胡椒粉、醋、糖、五香
粉、花椒、黑椒粒、八角、香草、陳皮、
薑葱、蒜、芥末、香茅、辣椒、檸檬汁、
青檸汁等。

調味雖以清淡為主，亦可選用新鮮蔬
菜以配合菜式如洋葱、蕃茄、西芹、鮮
菇。

市面上的代鹽及無鹽豉油含大量鉀  
質，可作適量使用。

低鹽豉油所含的鈉質較一般豉油稍 
低，但仍須注意份量。

素食篇
近年一些人因宗教信仰或崇尚健康
而選擇吃素，傾向素食的人士有逐漸
增加的趨勢。素食確實可減低飽和脂
肪、膽固醇的攝取，並且提高纖維和碳
水化合物的吸收。但需要注意進食足
夠熱量來維持理想體重。

植物性和動物性的食物均提供豐富的
營養素，各有所長。動物性蛋白質含足
夠人體必須的胺基酸(蛋白質)，容易被
消化吸收。相反，植物性蛋白質不完全
具備人體所需的氨基酸，屬於不完全
蛋白質，營養價值稍遜。要充分攝取

及運用植物性蛋白質，素食者應利用
素食的種類互相配搭，以產生互補的
作用，從而提高素食品的營養價值。

除進食生果、蔬菜外，素食者要精明
地選擇及配搭植物性食物方可達至均
衡營養。

五穀類
麥片、粟米、
穀麥、糙米

奶類
鮮奶、奶粉、
芝士、酸乳酪

果仁類
腰果、花生、
合桃、杏仁

種子
芝麻、蓮子、

南瓜子、瓜子、
葵花子

豆類
眉豆、綠豆、
紅豆、馬豆、
腐竹、豆腐、

黃豆

素食組合方式

1. 奶類 / 蛋 + 五穀

2. 奶類 / 蛋 + 豆類

3. 奶類 / 蛋 + 果仁類

4. 奶類 / 蛋 + 種子

5. 五穀 + 種子

6. 五穀 + 豆類

7. 豆類 + 種子

8. 果仁類 +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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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者要特別注意維他命B12、鐵質、鈣質、鋅是否足夠。

營養素
維化命 B12

鐵質

鈣

鋅

缺乏可引致的病徵
惡性貧血、虛弱

缺鐵性貧血

骨骼與牙齒受損
骨質疏鬆症
麻痺
免疫功能下降
肢皮炎

主要食來源
蛋、奶品、穀類
早餐麥片
蛋、深綠色蔬菜、乾果
*減少濃茶及咖啡以助吸收
主要是奶品類，其次是深綠
色葉菜、豆腐、加鈣豆奶

全麥、麥芽、酵母

市面上的素食館以麵筋和腐竹製成的「鹵齋」，大多經過油炸及含有大量色素、
味精，並非健康之選。煮食時，應盡量選用芥花籽或橄欖油，有助吸收足夠必需
脂肪酸。其實素食也是門學問，要吃得健康最重要進食多元化，不可偏食某一
種素品。因各素品均有它特有的營養價值，必須吃得均衡，才可保健。

糖尿病飲食篇
糖尿病患者因胰島素功能失效或分泌
不足，引致血糖升高。體重過高亦會
減低胰島素功能。雖然糖尿病不可以
根治，但患者只要恰當地調節飲食及
運動，並因應需要時定時服藥 / 注射
胰島素。病者若維持血糖及血脂在正
常水平，可預防患上因糖尿病而引起
的併發症，如心臟病、中風、視網膜病
變、週邊神經病變和慢性腎衰竭。

飲食原則

1. 飲食均衡

 每天的飲食要包括適合身體需要的 
 營養、適量的肉類、五穀、蔬菜、水 
 果和奶類食物。

2. 按時定量進食

 多餐少吃，包括早、午、晚三餐和一 
 至兩次茶點。接受胰島素注射者除 
 以上餐數外，要在睡前進食小點。

3. 避免吃甜食

 避免吃高糖份的食物包括一切糖 
 類、蜜糖、葡萄糖、葡萄適、利賓 
 納、汽水、糖水、蛋糕、蜜餞糖果。

4. 適量選用醣質

 醣質食物包括五穀類、根莖類、奶 
 類、豆類及水果。此類食物會經消 
 化後轉化為葡萄糖而產生熱能，供 

 給活動體力所需，要依照營養師為 
 你編定的餐單進食。

5. 減少高脂肪油膩食品

 減少高脂肪的食物及少吃動物脂   
 肪，例如肥肉、雞皮、骨湯、油炸食 
 品；少用油炸方式煮食。

6. 多選用高纖維食物

 進食適量的高纖維食品，例如紅 
 米、全麥麵包、全麥餅乾、麥片、水 
 果、蔬菜和乾豆類。

7. 味道宜清淡

 烹調時，不宜用過多的油、豆粉、 
 糖、鹽或豉油，減少加工食品例如 
 牛肉乾、豬肉鬆和罐頭食物。

8. 減少出外進食

 酒樓食肆的食物較油膩及含高脂 
 肪，故熱量會偏高，應避免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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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選擇

 
肉類

蛋
五穀、澱粉、
乾豆類

瓜菜類
水果

奶類

配菜

油

適量
瘦豬肉、瘦牛肉、瘦羊
肉、雞、火雞、魚、蝦、
蟹、帶子

雞蛋、鴨蛋
飯、粉、麵、紅米飯、麵
包、餅乾、麥餅、乾豆、
粉絲
所有瓜菜、根莖類、豆類
新鮮水果例如橙、柑、雪
梨、蘋果、香焦、提子等
脫脂奶或低脂奶、奶粉、
淡奶、保鮮裝奶、低脂肪
芝士或酸乳酪
甘針、雲耳、冬菇、草
菇、磨菇、蝦米、瑤柱、
菜乾、紫菜
芥花籽油、橄欖油

避免
罐頭例如午餐肉、回鍋肉、
香腸、腩肉、肥排骨、皮、
腸、腦、肚、臘味、燒味、
鹹魚
鹹蛋、皮蛋
即食麵、伊麵、油麵、甜
包、糕點、甜餅乾、油條、
曲奇餅
甜酸瓜、菜類
罐頭水果、蜜餞涼果、加有
糖份的果汁、乾果
煉奶、甜麥精飲品、甜朱古
力飲品

紅棗、蜜棗、黑棗、南棗、
無花果、羅漢果、桂圓肉

豬油

肝臟移植手術前後運動須知
手術前常見的問題
1. 

手術前的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師會向病人作基本的胸肺功
能評估及講解手術前後，物理治療的
目的及方法，以預防手術後的併發症。
這包括介紹手術後的呼吸方法，咳嗽
時的傷口保護，和促進血液循環的腳
部運動。

手術後物理治療的目的及方法
手術後物理治療的目的包括：保持肺
容量，預防肺炎及痰液積聚，防止深
層靜脈血栓的形成和促進康復等。

1. 保持肺容量
手術進行時，病人需要接受全身麻   
醉，這令肺功能減弱；手術後活動減
少，加上傷口疼痛，也會導致肺容量
減少。手術後病人應多作深呼吸運動
及使用呼吸運動輔助器，以保持肺容
量。

i 深呼吸運動

 病人清醒後，應盡快開始進行深呼 
 吸運動。

 深呼吸方法：空氣由鼻孔吸入，深緩 
 地進入肺的底部，跟着屏氣3-5秒， 

肝臟除了動脈、靜脈外，還有門脈
這個獨特的血液循環途徑。在躺下
休息時，身體會從其他消化器官收
集血液，將營養輸送至肝臟。站立
時會使輸送至肝臟的血流量減少
20-30%；而走路的話，就更減少一
半。只有躺下來時，才能使肝臟的
血流量增加，使衰弱的肝臟加快復
原。腹水是因肝臟門脈血壓上升，
令血液中的水份從門脈壁被壓滲出
至腹腔中而形成的。若肝臟本身腫
脹，腹腔便因而變得腫脹，這時便
會感到背部至上腹部有壓迫感或
鈍痛感，需多作休息。一旦出現黃
疸徵狀或因為肝硬化而腹水積存
時，運動量須因應當時的情況而減
少。但間斷做伸展四肢的紓緩運動
或短時間的悠閒散步是可以的。

肝硬化時，鈉與氯的肝臟存量皆
會增加。鈉貯存於體內會有吸水
的特性，因此會引發腹水或腳水腫
情況。若肝病患者腿部水腫的情況
一般，穿着壓力襪可以改善血液循
環，減低水份積聚於足踝或小腿，
有助減低因腫脹而引起的不適。在
躺下或坐着時，可平放雙腿，用枕
頭墊高，多活動足踝，有利於水腫

2. 

消退。若肝病患者雙腿變得嚴重腫
脹，則不建議穿着壓力襪。因為腿
部大量的積水會回流至心臟，增加
心臟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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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地從口部呼氣 (這樣為一 
 次深呼吸)。

姿勢： 端坐在床上或椅上，放鬆肩膊

次數： 每小時10次深呼吸

ii 呼吸運動輔助器

病人可以
從病人資
源中心購
買 呼 吸
運動輔助
器。在物
理治療師
指導下，作深呼吸運動。它能讓病人
自我評估呼吸運動的表現，而姿勢和
次數則與深呼吸運動相同。

2. 預防肺炎及痰液積聚
手術後因受到麻醉藥的影響，肺部會
較易積痰；加上傷口疼痛和害怕影響
傷口癒合，病人多不願意用力咳痰。若
肺部有痰液積聚，可引發肺炎影響康
復，嚴重者可導致死亡。高齡、慢性肺
病患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及長期
吸煙人士等，都是手術後肺炎的高危
患者。

物理治療師會按病人的需要，使用不
同的胸肺物理治療方法，幫助病人清
除痰液。

方法如下:

i 咳痰法

病人盡量端坐在床上，身體稍微前傾，
雙手按着傷口 (請參考後頁圖)，然後
深深吸一口氣，用力將痰液咳出來。

如 想 達 到 更
有效的咳痰，
可先做5次深
呼吸運動，然
後再咳痰。這
樣為之一個循
環，如是者每
小時重覆2-3

個循環，直至把痰液清除為止。

在上述運動時若感到傷口疼痛，病人
應利用止痛器或止痛藥物控制痛楚，
以便有效地作深呼吸及咳痰運動。

ii 姿位排痰法、拍痰、抽痰

如病人排痰不暢，物理治療師會為病
人進行姿位排痰法、拍痰或抽痰等。

3. 防止深層靜脈血栓形成，增進 
 血液循環
手術後，因麻醉藥的影響，血液循環
會減慢；加上手術初期活動減少，會導
致深層靜脈血栓的形成。如血栓隨着
血管游走往肺動脈，便有機會形成肺
動脈栓塞，嚴重可導致急性心力衰竭
或死亡。

為避免以上併發症的發生，病人可採
用以下方法:

i 穿着壓力襪

壓力襪為腳部靜脈提供額外的承托  
力，因而改善血液在循環，減低血栓形
成的機會。壓力襪須於入院後，經醫
護人員量度尺寸，才到病人資源中心
購買。

注意：

-  盡量避免襪頭捲起或摺起，引致壓 
 力不平均。

-  留意腳趾的血液循環，如發現腳趾 
  蒼白或感到腳痺，即表示壓力過 
 大。這多與壓力襪的尺寸不合適或 
 穿着不恰當有關，應立即脫下及向 
 醫護人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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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進康復
手術後，病人
如 能 盡 早 恢
復活動，可以
增加肺容量和
減低肺炎的機
會。一般接受
肝臟移植手術
的病人都可在
手術後的第二
天，在醫護人員協助下離床坐椅；而物
理治療師亦會在第二至三天幫助病人
離床步行，從而增加肺容量、體力、促
進血液循環及增加胃腸的蠕動。

問與答 
以下是病人常遇到的問題

咳嗽的時候會否影響傷口癒合呢？

傷口的縫合是很穩固的，只要咳嗽時
按着傷口，咳嗽對傷口的癒合並不會
造成影響。相反如果不把痰液清除，
可能會導致肺炎，後果更加嚴重。

活動會否令傷口痛楚？手術後不是應
該留在床上休息的嗎？

手術後需要一定的休息，適當的活動
也同樣重要。活動能增加血液循環，
促進康復，減低患上肺炎的機會。如
果傷口疼痛，可按止痛器紓緩痛楚及
慢慢走動。

手術後，物理治療過程中雖然覺得傷
口疼痛，是否應盡量避免使用止痛藥
物以減少止痛藥物的副作用？

一般而言，手術後的傷口疼痛常令人
害怕和緊張，情況嚴重的甚至會影響
呼吸、心跳、血壓及重要器官功能的
恢復。在進行物理治療的過程中，如
能用有效的止痛方法，可以增進活動
能力，減少併發症的發生，加速復原。
此外，止痛藥的劑量是由麻醉科醫生
或主診醫生因應病人情況而調配，所
以是十分安全的，一般的副作用都很
輕微。

我身上連接着喉管、鹽水及尿袋，能否
下床走動呢？

一般的輸液導管、傷口引流或尿袋    
等，經醫護人員處理後是可以帶着步
行的。

肝癌病人或肝臟移植手術後的病人，
是否應多休息？做運動會否減低身體
對抗癌病的能力和影響復原？

雖然病者在患病期間或手術後，應有
適當的休息；但近十年的醫學研究報
告證實，帶氧運動對降低焦慮、減輕
疲勞、減少反胃、幫助睡眠、改善身體
功能和體重控制方面，有莫大裨益。
而中等強度的帶氧運動，對處於不同
治療階段的癌症病人，如康復期、恢復
期、緩和照料期，皆有相當的效果。 

康復回家後的物理治療
每個病人的康復是因人而異的，應按
照個人體力和康復進度，循序漸進，
逐步增加運動量(包括運動強度、時間
及次數)，以達至運動的效益。初癒者
可進行適度的運動，如：悠閒散步，輕
量體操或做些家務來保持身體的活動
能力；過劇的運動，如；踢足球、爬山
等則應避免。若病人需服食類固醇，可
能會出現肌肉萎縮無力、骨質疏鬆、
關節疼痛、足踝腫脹等副作用。適量
的帶氧運動能減少上述副作用，同時
能鍛鍊心肺功能，對病人康復的進度
有很大的益處。在手術後兩個月內，
康復者應避免提舉超過15-20磅重量
的物件及仰臥起坐運動，以免影響傷
口癒合。在手術後三個月，康復者可選
擇游泳，但必須在合乎衛生規格，有
氯氣消毒的泳池進行，避免到海灘或
河溪等地方，以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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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人可參照以下圖表訂出不同的鍛鍊計劃。

鍛鍊計劃
 
開始階段

 
鍛鍊階段

保持階段

週

1
2
3
4
5

6-9
10-13
14-16
17-19
20-23
24-27
28+

每週運動次數

3
3
3
3
3

3-4
3-4
3-4
4-5
4-5
4-5
3 

運動強度 
(儲備心跳率的%)

40-50
50
60

60-70
60-70
70-80
70-80
70-80
70-80
70-80
70-85
70-85 

運動時間
(分鐘)

12
14
16
18
20
21
24
24
28
30
30

30-50

2. 可參考的每週家居運動計劃

逢 星 期 一 、 三 、 五 
10 分鐘 熱身運動
20-30 分鐘 帶氧運動
10 分鐘 緩和運動

逢 星 期 二 、 四 、 六 
10 分鐘 伸展運動
20 分鐘 肌力鍛鍊運動

逢 星 期 日 
10 分鐘 熱身運動
20-30 分鐘 鍛鍊身體平衡、手眼協調、反應敏捷等運動
10 分鐘 緩和運動

注意事項

參考文獻：
1. www.studenthealth.gov.hk/
2. 醫院管理局物理治療統籌委員會冊子
3.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2006). ACSM’s guidelines for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3rd edition,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資料提供：瑪麗醫院物理治療部

(1) 適當的運動強度只會產生短暫的疲勞及酸痛感。在運動時，若有胸口 
 痛、呼吸困難、頭暈、眼花、心律異常、持續關節及肌肉疼痛，應立即停 
 止，並諮詢醫生或物理治療師意見。
(2) 若病者有任何疑問，可請教物理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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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排斥徵狀及乙型肝炎肝
臟移植孕婦須知
何謂器官排斥？
排斥現狀是因體內的遺傳基因信息對
非自體的物體產生排斥，免疫系統會
攻打這個外來的器官，使產生發炎。

肝臟移植後出現排斥有何徵狀及
如何斷証？
通常肝臟移植後出現器官排斥的徵狀
有疲倦、發燒、肚痛、食慾不振等，甚
至肚積水和肝臟脹大。可是許多康復
者排斥的徵狀都不明顯，到定期覆診
抽血測試才被察覺。若血液報告有異
點，最可靠及可信的確診方法是抽取
少許肝臟細胞作化驗。

為何會有排斥情況出現？
主因是抗排斥藥劑量不足、藥物吸收
出現問題、康復者不遵從治療指示、
或有些較特別個案，如本身免疫系統
紊亂、丙型肝炎和巨細胞感染(CMV 
infection)。

排斥有幾多類別？
分三類：如極急性、急性及慢性排
斥，三類中最普遍及容易處理是急
性排斥。

何時出現排斥情況？
急性排斥多在肝臟移植後7至10日出 
現，但最常見是在手術後1至2個月出
現排斥，有些康復者會間歇性出現排
斥情況。

有何治療方法？
假若確診排斥情況出現，首要考慮
加強抗排斥藥FK506 (他克莫司) 劑
量，為防止 加 劇副作用，會 考慮加
入其他抗排斥藥如Mycophenolate 
(Cellcept, MMF; Myfortic) 麥考酚
酸或Sirolimus (西羅莫司)，若排斥
情況沒有改善，這時會加入類固醇 
(Prednisolone)，加強消炎及抑制免疫
能力的作用，初步治療會用靜脈注射
法，慢慢情況受控制便改用口服劑，
治療成效需觀察血液測試中肝酵素水
平。

乙型肝炎肝臟移植婦女康復者是
否可懷孕？
乙型肝炎肝臟移植婦女康復者是可以
懷孕，她們可在肝臟移植一年後開始
考慮這個問題，但需要抗排斥藥劑量
調較平穩，身體狀況一切都穩定下來，
並與醫生商討才能作出决定。

究竟懷孕會對這群婦女產生甚麼
後果？
文獻指出肝臟移植一年後，當身體狀
況一切穩定下來，懷孕成功率有70%
以上。雖然曾有記載懷孕期間出現併
發症，但並沒有出現肝衰竭或因懷孕
而引發死亡病例。但常見早產或初生
嬰兒體重不足，原因暫時未能查証。

乙型肝炎肝臟移植婦女懷孕期間
需要甚麼生理觀察？
患普通乙型肝炎肝臟移植的婦女需定
時覆診，每次需抽血驗肝腎功能、抗
排斥藥血液濃度和血糖等，而乙型肝
炎帶菌的肝臟移植懷孕婦女需三個月
抽取血液測試評估肝酵素(ALT)、乙型
肝炎病毒(HBV DNA)數量，這些懷孕
婦女多傾向血壓高、妊娠和糖尿病。
乙型肝炎肝臟移植懷孕婦女會被當作
高危一族，需肝臟移植科、產科、內科
共診。

乙型肝炎帶菌肝臟移植婦女懷孕
期或產後是否容易引發乙型炎爆
發？有何徵狀？有何治療法？
若此類病人已長期服抑制乙型肝炎病
毒複製劑拉米夫定(Lamivudine)這種
情況是不常見的。假若服食以上藥物
也出現乙型熿肝炎爆發，這時需評估
血液中乙型肝炎病毒(HBV DNA)數

量，觀察徵狀是否有疲倦、發燒、食慾
不振、黃疸，甚至需作超聲波檢查肝
臟是否脹大。若證實乙型肝炎爆發，
可加另一抑制乙型肝炎病毒複製劑或
轉其同類乙型肝炎病毒複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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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衰竭病人及肝臟移植康復
者的口腔護理
很多肝衰竭病人及肝臟移植康復者常
會有不同的牙齒和牙周問題，其實大
多數問題都是和一般人士所患的口腔
疾病大同小異，其中最常見的是牙周
病和蛀牙。

牙周病
牙齒是依靠健康的牙周組織﹝牙齦(即
牙肉)、牙周膜、牙槽骨﹞支撐才能穩
固。牙周病是一種影響牙齒周圍組織
的慢性疾病。輕微的牙周病會引致牙
齦紅腫發炎，如果置之不理，牙周病會
慢慢惡化，嚴重時更會造成牙齒鬆動
甚至脫落。

研究顯示，香港有超過九成市民患上
不同程度的牙周病。初期的牙周病，
病徵並不明顯和嚴重，往往會被忽
略，甚至沒有察覺已患上牙周病。因
此，很多人都沒有尋求適當的治療，任
由牙周組織慢慢受到破壞。隨着時間
過去，牙周組織會萎縮，牙齒漸漸失
去支撐，變得鬆動，甚至脫落。因此，
很多人誤以為年紀大時，一定會失去
牙齒，其實只要好好保護牙齒，是可以
一生都擁有一副健康的牙齒。但當他
們發現問題，牙周組織已受破壞，要
補救便太遲了。

牙周病的成因
牙周病是由黏附在牙齒表面的牙菌膜
引致的。牙菌膜是一層細菌薄膜，如果
牙齒沒有得到徹底清潔，它就會長時
間積聚在牙齒表面，尤其是在牙齒與
牙齦之間的位置 – 齦溝。若牙菌膜
長期積聚，細菌會分泌毒素，刺激牙  
齦，令牙周組織發炎，引致牙周病。

健康的牙周組織 發炎的牙周組織

顯微鏡下的牙菌膜

牙菌膜

懷孕期或預備懷孕的乙型肝炎帶
菌肝臟移植婦女是否需要停服抑
制乙型肝炎病毒複製劑「拉米夫
定」(Lamivudine)？這些婦女在懷
孕期需服用抑制乙型肝炎病毒複
製劑「拉米夫定」(Lamivudine)，
應注意甚麼事項？
這些婦女若已服用抑制乙型肝炎病毒
複製劑「拉米夫定」(Lamivudine)，而
血液測試乙型肝炎病毒(HBV DNA)
數量仍高者是不需要在懷孕期停服
「拉米夫定」(Lamivudine)，但此藥
是暫時臨床研究並未發現有引發畸胎
形成，現也採用新藥如Telbivudine 或
Tenofovir 取替Lamivudine，新藥需
被認較「拉米夫定」副作用少，但臨
床實驗也不足。假若這些婦女已服用
「拉米夫定」一段時間，而血液測試
乙型肝炎病毒呈陰性，在懷孕期她們
可選擇停服「拉米夫定」或繼續服用
此藥，需定期抽取血液測試乙型肝炎
病毒(HBV DNA)數量和肝臟功能，若
有需要，懷孕期或產後要再服用抑制
乙型肝炎病毒複製劑。

乙型肝炎帶菌肝臟移植婦女所生
的嬰兒應注意甚麼事項？
這些嬰兒出生後12小時內應注射乙型
肝炎免疫球蛋白和乙型肝炎疫苗，而
第二劑乙型肝炎疫苗應在出生後一個
月注射，而第三劑在出生後六個月注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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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嚴重牙周問題時，便一
定要盡快約見牙科醫生，讓
牙醫清除牙石和施行牙根刮
治或牙周手術，使牙周袋消
失。萎縮後的牙周組織是無
法復原的，所以現在便須徹
底清潔牙齒，保持牙周健
康，避免進一步受牙周病的
侵害，因而失去牙齒。

‧牙齦邊緣紅腫
‧刷牙時牙齦容易出血
‧可能有牙石積聚

‧牙齦邊緣嚴重紅腫
‧刷牙時牙齦容易出血
‧牙齦萎縮，部分牙根露出，使牙齒看來長了
‧牙周膜及牙槽骨萎縮，形成牙周袋
‧牙石積聚
‧有口臭

徵狀和解決方法
輕微牙周病的徵狀不易察覺，如果情況沒有得到適當處理，牙周病會惡化至中度甚至
嚴重的程度。

 徵狀 解決方法

輕
微
牙
周
病

	

輕
微
牙
周
病

紅腫

要解決很多人都有的牙齦紅
腫出血問題，每天必須徹底 
清潔牙齒。雖然當刷毛碰觸 
到紅腫出血的牙齦時會感到 
不適，及有出血的情況，但
仍須把該位置的牙菌膜清
除。只要用正確的方法刷牙
及用牙線，輕微的牙齦發炎
在大約一星期內便可以自然
痊癒。

須往牙科醫生處檢查牙齒及
洗牙清除牙石。

牙菌膜長時間積聚會令問題
惡化，輕微牙周病便可能演
變成這階段。因此，應每年
洗牙清除牙石，並且每天刷
牙及使用牙線，徹底清潔牙
齒。

如果有中度牙周病的病徵，
就應馬上到牙醫處接受洗
牙、牙根刮治等治療，清除
引致牙周病的牙菌膜和牙
石，並學習正確的刷牙及用
牙線方法，每天徹底清潔牙
齒。這樣，就可以讓牙周組
織回復健康，避免牙周病惡
化。但要注意的是，萎縮了
的牙周組織是不會長回原來
位置的。

	

	

	

‧牙周組織萎縮加劇，牙齒看起來更長
‧有膿液從牙齦邊緣滲出
‧牙齒失去支撐，變得鬆動和移位，使牙罅變闊， 
 造成牙齒咬合位置改變
‧咬食物時牙齒「無力」
‧牙齒甚至會脫落

嚴
重
牙
周
病



清除牙菌膜預防牙周病
(一) 每天早、晚刷牙，趕走牙齒表面的牙菌膜

必須培養早晚刷牙的習慣。除了要掌握刷牙技巧外，還要選擇適當的工具。
牙刷的種類大致可分為普通牙刷、電動牙刷。

1. 普通牙刷
可隨個人喜好選擇牙刷設計，
但要選擇刷頭較小的軟毛牙刷，
牙齦便不容易受損。

2. 電動牙刷
在清潔牙齒的功效上，
電動牙刷和普通牙刷並無太大差異。

比一元硬幣的直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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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牙的技巧
要有效地清除牙菌膜，必須做到以下的要點：
 刷毛斜斜地放在牙齦邊緣
 最多以三隻牙齒為一組，每組牙齒輕柔地來回刷最少十次
 所有牙齒的表面都要刷，包括外側面、內側面和咀嚼面
 刷牙所用的力度必須輕輕的，否則會刷蝕牙齒和弄傷牙齦，令牙齒變得敏感。

刷牙沒有一個既定次序，為避免漏刷某些地方，就要編定一個刷牙次序，避免遺
漏。

	刷外側面

上排牙齒

刷毛斜斜地放在牙齦邊緣 每組牙齒來回刷最少十次

下排牙齒

電動牙刷的價錢較一般牙刷貴，但手部活動能力較差的人士可考慮選
用。由於電動牙刷的旋轉速度快，錯誤使用會磨蝕牙齒和損害牙齦，要
留意停留在每隻牙面上的時間必須短，使用時必須沿着每隻牙齒的牙齦
邊緣輕輕移動。如有需要可向牙醫詢問使用電動牙刷的方法。

注意事項 	刷內側面 

上排牙齒

下排牙齒

	刷咀嚼面

上排牙齒

下排牙齒

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深入探究肝臟出現嚴重病變處理法



156  ｜ ｜  157

	用手指操控牙線

取一條20至25厘米長的牙線，
在同一位置打三個結繞成一個圈
    
   

用雙手的拇指和食指操控牙線
    
  

(二) 每天用牙線，趕走牙齒鄰面的 
 牙菌膜
刷牙可以清潔牙齒表面，但是牙齒與牙
齒之間的接觸面，即「牙齒鄰面」，便
需要使用牙線來清潔。

	選擇牙線

牙線用來清除牙齒鄰面的牙菌膜。
市面上可以買到的牙線種類很多，
可隨自己的喜好選擇。

使用牙線的方法
可運用手指或牙線叉來操控牙線：
	將牙線左右移動，慢慢滑進牙縫
	牙線滑入牙縫後，把牙線緊貼其中一
個牙齒鄰面
	由牙齒的最低點開始，輕輕上下拉動
牙線兩三次，徹底清潔該牙齒鄰面

手指必須盡量貼近牙齒，左右移動牙
線，慢慢滑進牙縫

把牙線緊貼其中一個牙齒鄰面，由牙齒
的最低點開始，輕輕上下拉動牙線兩三
次來清潔

再把牙線緊貼另一邊的牙齒鄰面，由牙
齒的最低點開始，輕輕上下拉動牙線兩
三次來清潔

跟刷牙一樣，用牙線清潔牙齒鄰面是沒
有一個既定次序的，只要每個牙齒鄰面
都能清潔到便可以。

使用牙縫刷的方法

  

清潔較寬牙縫的牙齒鄰面

如患有牙周病而引致牙齦萎縮，牙根與
牙齦之間會形成較寬的罅隙，這情況下
可選擇使用牙縫刷代替牙線。使用牙縫
刷時，只需把它楔入牙縫中，前後移
動，清潔牙齒鄰面。

(三) 檢查好簡單，預防做滿分

每年的口腔檢查對預防牙周病非常重
要：

提出改善建議

牙科專業人員會針對你的口腔健康狀
況，提出改善清潔牙齒技巧的建議。

清除牙石

牙石會令牙菌膜更容易積聚，刺激牙
齦，而日常的清潔牙齒方法不可以清
除牙石，惟有牙科專業人員替你洗牙，
清除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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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牙成因、徵狀和解決方
法、蛀牙預防方法
蛀牙
蛀牙是指牙齒組織受到破壞，形成牙
洞，由牙齒表面開始，逐漸蔓延至牙
齒的深層組織。蛀牙的形成跟日常的
飲食習慣有極大的關係。

蛀牙的成因

 細菌 糖分 酸素

   一段時間後

  酸素侵害牙齒

成因
當我們吃喝時，牙菌膜內的一些細菌
會吸收食物和飲品中的糖分，產生酸
素，酸素會令牙齒表面的礦物質流
失。幸好口腔內的唾液有中和酸素的
作用，能夠阻止礦物質持續流失，可
是唾液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中和酸
素。如果吃喝次數頻密，唾液便不能
有效發揮作用，牙齒表面的礦物質便
會持續流失，漸漸形成蛀牙。

‧ 琺瑯質的礦物質流失
‧ 肉眼難以察覺
‧ 患者不會感到任何不適

‧ 蛀壞部分蔓延至象牙質
‧患者可能會感到不適，
 甚至痛楚，尤其進食
 冷熱甜酸食物時

‧ 蛀壞部分深入牙髓，令牙髓發炎
‧ 患者感到持續劇痛
‧ 牙髓化膿、壞死
‧ 牙根部分形成牙瘡或
 更嚴重之感染

徵狀和解決方法
蛀牙由牙齒表層的琺瑯質開始，漸漸蔓延至象牙質，如果不及早處理，最後牙髓亦
會受到感染，引致牙痛、生牙瘡等。

蛀牙 徵狀 解決方法

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牙瘡

如 果 牙 齒 的 礦 物 質 持 續 流
失，牙齒便出現牙洞。但蛀
牙是可以預防的，只要注意
飲食習慣，控制吃喝次數，
並且往見牙科醫生，在牙齒
表面塗上牙面氟化物劑，加
速唾液補充流失的礦物質，
令牙齒回復原狀。

牙洞已形成，需要到牙醫處
補牙。

如 果 蛀 壞 的 牙 齒 不 及 早 修
補，就會演變成這階段，這
時便需接受較複雜的治療，
如牙髓治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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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牙預防方法
(一) 飲食習慣非常重要
很多人有一個誤解，以為只要牙齒刷得乾淨便可以預防蛀牙。其實除了保持口腔清
潔外，要有效地預防蛀牙，需要從飲食習慣入手，安排一個良好的吃喝時間表。

蛀牙是因為牙齒表面的礦物質持續流失而造成的。吃喝的時候，牙菌膜內的細菌吸
收食物中的糖分，然後產生酸素

那時牙齒表面的酸鹼度(pH) 
便會急速下降。當酸鹼度降
至pH5.5的水平時，牙齒表
面的礦物質便開始流失。口
腔內的唾液需要一段頗長的
時間才能中和酸素，補充牙
齒表面流失了的礦物質。

如果吃喝的次數頻密，
酸 素 便 不 斷 產 生 ， 那
時唾液便沒有足夠時間
發揮中和作用。牙齒長
時間在低酸鹼度的水平
下 ， 礦 物 質 便 持 續 流
失，蛀牙機會便大大增
加。因此，減少吃喝次
數可減低蛀牙的機會。

 飲食習慣

	為了減少吃喝的次數，每天定時吃早、午、晚三餐。
	如果兩餐之間覺得肚子餓，可吃茶點，但兩次進餐/茶點之間要相隔至少1.5至
 2個小時
	兩餐之間若覺得口渴，應喝清水解渴。
	避免高糖份的飲食。

(二) 氟化物牙膏不可少
氟化物(fluoride)能有效幫助防止蛀牙，
所以必須選擇含有氟化物的牙膏刷牙。 

只要牙膏內含有氟化物，就能有效防止
蛀牙。

 細菌 糖分 酸素

 礦物質 礦物質

  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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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的功用

1. 在第一階段的蛀牙 
 期間，牙齒表面的
 礦物質流失，牙洞 
 還沒有形成，適量 
 的氟化物能有效加 
 速唾液補充流失 
 的礦物質，令蛀 
 牙得以修復。

2. 氟化物能鞏固牙 
 齒，加強牙齒抵 
 抗酸素侵害能力。

3. 氟化物能抑制 
 牙菌膜的滋 
 長，削弱細菌
 產生酸素的能力。

(三) 定期檢查牙齒

及早發現蛀牙

每年的口腔檢查可及早發現蛀牙，治
療過程便比較簡單，所需時間亦較
短。

牙醫可以就病人的個人需要建議適切
的預防牙患方法，例如：為容易患蛀牙
的病人定期塗牙面氟化物劑或處方氟
化物漱口水。

牙醫亦可為病人提供專業指導，改善
刷牙及用牙線的技巧。

肝功能衰竭之病人，往往血小板   
低，血凝固有問題，刷牙容易流牙
血，應如何處理？

肝衰竭病患會不會令人增加患上蛀
牙或牙周病的機會？

本人是一位肝臟移植康復者，終身
服食抗排斥藥，容易受細菌感染。
若需補牙或脫牙，是否應向牙科醫
生提出有必須服食抗生素以防細菌
感染？

每次見牙科醫生時，肝臟移植康復
者需要將詳細病歷交給牙科醫生，
他會按照你接受的治療，決定是否
需要服食抗生素以防細菌感染。有
需要時，他亦會諮詢你的醫生，以
確保你得到最適切的治療。

換肝後長期服用的抗排斥藥物會
影響口腔健康嗎？

換肝後服用的抗排斥藥物不會增
加患蛀牙及牙周病的機會。而服用
Cyclosporine A 的人士，如果未
能徹底清潔牙齒，在牙肉邊緣有牙
菌膜積聚，牙肉紅腫的情況可能比
一般人嚴重。因此，他們應定期到
牙醫處檢查及洗牙，在有需要時接
受進一步治療。如果能每天徹底清
除牙菌膜的話，牙肉應該不會腫脹
的。服用新一代抗排斥藥物的人士
應較少有牙肉腫脹的問題。

問與答

1. 

大部分牙肉出血的原因是牙肉發
炎、紅腫

因為刷牙時許多人都會刷漏了牙
肉邊緣，導致牙菌膜積聚

牙菌膜其實是細菌薄膜，會分泌
毒素，刺激牙肉紅腫發炎

當刷牙或進食時，觸及牙肉發炎
的位置，所以就會容易出血。雖
然肝衰竭的病人血凝固會有問
題。但一般來說，刷牙時不會流
很多血，可能會覺得口中有些少
血腥味，但慢慢就會自動停止。

但是不要因此就避免刷這些位
置，反而應特別注意徹底清潔這
些牙肉邊緣位置，當持續保持這
些位置乾淨，發炎的情況就會改
善，牙肉回復健康時，流血的情
況也會消失。

相反，如果為了避免牙肉出血而
不刷牙肉邊緣，或不用牙線，牙
肉發炎的情況就會惡化，牙肉就
更容易出血了。

‧

‧

‧

‧

‧

‧

2. 

肝衰竭本身不會增加病人患上
蛀牙的機會。

但肝衰竭病人可能需要少吃多
餐，或飲用含高糖份的補充營養
奶粉，牙菌膜裏的細菌會利用飲
食中的糖份製造酸素。長期頻
密飲食，牙齒長期處於酸性環境
中，蛀牙的機會就會增加。

此外，肝衰竭病人可能因病情影
響體力，令他進行日常活動如刷
牙等有困難，口腔衞生情況可能
因此變差。這情況亦會增加患上
蛀牙及牙周病的機會。

因此，肝衰竭病人應每年至少到
牙醫處檢查牙齒及洗牙，及早治
療牙患。如有需要，牙醫可以為
容易患蛀牙的病人定期塗牙面
氟化物劑或處方氟化物漱口水。

如果因病情影響而需要少吃多
餐，飲用含高糖分的補充營養
奶，肝衰竭病人應盡量保持兩
次進餐／茶點之間要相隔至少
1.5至2個小時。亦可用飲管飲用
補充營養奶及清水以外的飲品，
以減少飲品接觸牙齒的。

‧

‧

‧

‧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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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服食類固醇激素，藥物副作用有
骨質疏鬆、鵝口瘡、血液中糖分增
加，故常用口腔手術後之藥性漱口
水，但這年內味覺開始差，這是否
用法不當？

長時間使用藥性漱口水，是會令味
覺改變，所以藥性漱口水是不宜長
時間使用的。使用前必須先諮詢牙
科醫生的建議。

用牙線會令牙肉受損流血或弄闊
牙縫嗎？

因為牙線是由很多很幼的線組成，
是不會弄闊牙縫，如果初期使用時
有牙肉流血的情況，主要是因為那
個位置不清潔，本身牙肉紅腫，只
要繼續用牙線清潔，就會痊癒。

可以使用牙簽來替代牙線，清潔牙
縫嗎？

牙簽的形狀並不切合牙縫兩旁牙齒
鄰面的弧度，縱使把牙簽放進牙
縫，它亦不能緊貼牙齒鄰面。因此，
牙簽既不能徹底清除食物渣滓，亦
不能清除牙縫間的牙菌膜。所以必
須使用牙線，才能有效地清潔牙齒
鄰面。

牙齒會不會隨着年紀增長而脫落？

其實只要好好保護牙齒，注意飲
食習慣，每天早晚徹底刷牙和用牙   
線，每年到牙醫處檢查及洗牙，令
牙齒遠離蛀牙及牙周病的威脅。牙
齒是可以用一生的。

不吃喝甜的食物或飲料便不會蛀 
牙！

不對。蛀牙是由於牙菌膜內的細菌
吸收食物中的糖份，製造酸素，令
牙齒表面的礦物質流失而造成的。
即使日常進食的食物或飲料不是甜
味的，但只要含有糖份，每次吃喝
後都有蛀牙的機會。因此，要預防
蛀牙便必須減少吃喝次數。另外，
要有效地預防蛀牙，便須使用氟化
物牙膏刷牙。

洗牙會否磨損牙齒？

洗牙是由專業的牙科人員把牙石清
除，不會磨損牙齒。由於粗糙的牙
石表面會積聚更多的牙菌膜，令牙
周病惡化，因此定期洗牙對牙周健
康是有益的。

5. 

6. 

7. 

8. 

9. 

10. 

參考資料

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的網頁和24小
時口腔健康教育熱線可提供各項牙科
資料以作參考：

‧ 牙齒俱樂部：

 www.toothclub.gov.hk

‧ 24小時口腔健康教育熱線：

 2713 6344

個案分析

梁先生

牙周病：梁先生應儘快找牙科醫
生檢查口腔，診斷出牙周病的嚴
重程度，及早接受治療。不應以
為牙齒一定要脫掉而引致延誤治
療。

要找出患牙周病的原因，及學會
如何徹底清潔牙齒，以防止情況
持續惡化。

梁先生應考慮週末時在本港接
受註冊牙科醫生的診治，因為本
港的註冊牙科醫生都曾接受專業
訓練及經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認
可。在鑲配好假牙後，梁先生應
向牙科醫生尋求專業意見，學習
如何徹底清潔牙齒，確保口腔健
康。

吳鈞浩

‧

‧

‧

如果在中國大陸工作時遇到牙痛
等急症而需要看牙醫，就要確定
在中國大陸找有專業資格的牙醫
診治。

‧

糖尿病人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血糖，
比較容易患上嚴重牙周病。因此要
好好控制血糖。

牙肉腫痛是牙周病病徵之一，所以，
吳先生應馬上找牙科醫生詳細檢查
口腔，以診斷是否患上牙周病，及早
接受適當的治療，以免延誤病情。

一般漱口水不能清除牙菌膜，亦不
能治療牙周病。所以，應學會如何
徹底清潔牙齒，特別是牙齦邊緣的
位置，及用牙線清潔牙齒鄰面。

吳先生應較頻密(大概每4至6個月)
往見牙科醫生一次，接受詳細口腔
檢查和洗牙；及早接受適當的診斷
和治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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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受肝移植孕婦的口腔常識
口腔檢查及治療
曾接受肝移植婦女在計劃懷孕前，應
先往見牙科醫生接受口腔檢查治妥牙
患。在懷孕期間，最適當接受口腔檢
查及治療的時期是懷孕四至六個月  
內，因為在此期間，胎兒各方面已較穩
定，體積亦較細小。此外，孕婦的孕吐
情況通常亦已減輕。不過，孕婦應向
牙科醫生說明自己已經懷孕，以便他
能在治療時作適當安排。

孕婦應避免在懷孕期間接受複雜的牙
齒治療，如拔除智慧齒等。這類治療
應盡量安排在懷孕前或產後進行。

懷孕期間的口腔護理

1. 保持牙周健康

懷孕期間，由於荷爾蒙分泌改變，
孕婦如果未能徹底清除牙齦邊緣
的牙菌膜，她的牙齦容易受牙菌膜
所分泌的毒素刺激而致紅腫及出
血，這現象稱為「妊娠期牙齦炎」
(Pregnancy Gingivitis)。為預防及
控制「妊娠期牙齦炎」，孕婦應用
正確方法早晚刷牙及每天用牙線，
徹底清除牙菌膜，以保持口腔衛生
及牙周健康。 

2. 預防蛀牙

很多孕婦在懷孕期會偏吃甜酸食
物，或少吃多餐；然而，牙菌膜會利
用食物中的糖份製造酸素，從而引
致蛀牙；酸性飲食則可直接侵蝕牙
齒，令琺瑯質表層的礦物質流失，
造成酸蝕現象，可引致牙齒敏感。
要防止蛀牙，孕婦應盡量避免太頻
密飲食，每天定時吃三餐，如有需
要吃茶點，要注意兩餐/茶點之間應
相距至少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平時
應飲清水解渴。要防止酸蝕，亦應
避免吃喝太多酸性飲食。

為保護牙齒，孕婦應使用含氟化物
牙膏刷牙，因為氟化物可以促使初
期蛀牙的受損部分復原；鞏固琺瑯
質，以抵抗酸素的侵蝕；抑制牙菌
膜內細菌的活動，減低產生酸素的
機會。如果孕婦經常有孕吐情況，
或偏吃甜酸食物，亦可在刷牙及用
牙線外每天使用含氟化物漱口水，
以減低患上蛀牙和酸蝕的機會。

兒童成長常見牙齒問題及護理
兒童牙科問題
肝病童多在出生時發現膽管閉塞，到
非不得以時，即肝衰竭，黃疸症狀出
現時，若情況許可，才排期肝臟移植，
捐肝者多是父母，假若父母兩者都
是乙型肝炎帶菌者，這時才考慮近親
捐贈，但必需血型吻合，不幸地兩方
面都不能在考慮之列，就需輪候遺贈
肝，可是現時每年都少於二十個遺贈
肝捐贈，多達四份之三病人在輪候期
間離世。

這些病童持續地入院接受通膽管程
序，在此期間，病童多是發燒、疲倦、
食慾不振，多被建議少食多餐，口腔
衞生常被忽視，故此兩三歲已甚多蛀
牙，需見牙醫。幸運地接受了肝臟移
植，雖然終身服食抗排斥藥，現多選
擇他克莫司(FK506) 或加麥考酚酸
(MMF)，兩種藥不會令鈣質流失或牙
肉增生，對牙齒沒不良影響，為防影響
小童發育，類固醇是不在治療之列。

但在資料搜集時，察覺小童父母多誤
解牙齒問題是藥物的副作用，面對抗
排斥藥會抑制免疫系統，康服者對任
何感染抵抗能力較差，所謂「病從口
入」，口腔衞生是不能忽視。

本人以一個母親的經歷，希望韋教授
能在以下問題提供多方面教育和資訊:

1. 在嬰兒時期，如何照顧兒女的牙齒
健康？

從嬰兒出生開始，家長應每晚定時
為孩子抹口腔。嬰兒約在6個月至10
個月左右開始出牙，隨着上下門牙
陸續長出，家長亦須同時抹孩子已
長出的牙齒。家長可嘗試用較柔軟
的嬰兒牙刷及開水替寶寶刷牙，讓
孩子逐步體驗刷牙的感受。家長幫
孩子刷牙時，可讓他坐在你的大腿
上或讓他躺在床上，這樣會較容易
看清楚孩子的牙齒。

怎樣觀察歲半或兩歲的兒童是否蛀
牙？

患初期蛀牙的部位發生在牙齒表面
的琺瑯質，孩子不會有痛的感覺，牙
齒表面通常是完整的，看不見有蛀
洞，但可能會呈現啡黃或白斑。當蛀
牙蔓延至象牙質時，牙齒開始出現
蛀洞，進食時會感到牙齒疼痛。事
實上，家長應在孩子長出第一隻牙
齒後六個月內帶孩子往見牙醫作第
一次口腔檢查，最理想是在一歲，最
遲也須在三歲前，然後每隔半年至
一年定期檢查口腔一次。牙醫可向
家長提供適切孩子需要的口腔護理
指導，讓孩子自小養成良好的口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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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習慣。因純粹是簡單的檢查，
孩子在輕鬆愉快的過程中容易與牙
醫建立良好的關係，日後更能與牙
醫合作。

若果全口腔都是蛀牙，怎麼辦？長
痛不如短痛，全身麻醉小童作一次
過補牙是否理智？

家長可視乎孩子的合作程度而選擇
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的治療方法。
若孩子持續對牙科治療十分抗拒而
不能跟牙醫好好合作，選擇全身麻
醉作一次性治療可避免對孩子構成
不良的牙科經歷。

在3至4歲小童，補牙有幾多種方法？

補牙是把牙齒蛀壞的部分除去，然
後用牙科物料充填牙洞，目的是止
痛、恢復牙齒原來的狀態和功能，
以避免蛀牙惡化或因乳齒過早脫
落而導致恆齒排列不整齊。補牙
的物料有多種，若蛀牙範圍並不廣   
泛，可選用汞合金、複合樹脂、玻璃
離子水門汀或玻璃離子樹脂；若受
蛀牙破壞的範圍太大，可鑲配不銹
鋼人造牙冠。牙齒經過修補後，可
能感到有點不習慣，需要幾天時間
適應。如情況持續沒有改善，甚至
愈來愈嚴重，就要找牙醫再作詳細
檢查。

3. 

4. 

漱口水是否有用？

一般來說，為避免誤吞服漱口水，
小童不適宜使用漱口水。如有特殊
需要，例如當孩子剛完成手術後而
未能如常刷牙時，家長在牙醫的
指導下，可使用含Chlorhexidine 
Gluconate可有效抑制牙菌膜滋長
的漱口水，替孩子抹口腔，以治療藥
物引起的口腔潰瘍及防止牙周病。
含有Chlorhexidine Gluconate 的
漱口水不能長期使用，否則會令牙
漬容易沉積於牙齒表面，影響味覺
及會引致復發性口瘡。

服食抗排斥藥抑制免疫系統，在保
護口腔健康，有何建議？

可長期服用的抗排斥藥，現多選擇
他克莫司(FK506)或加麥考酚酸
(MMF)，兩者皆不會引致鈣質流失
或牙肉增生的副作用，對牙齒沒有
不良影響。類固醇更是不作治療之
用，以免影響小童發育。因此，徹底
清潔牙齒、良好的飲食習慣，以及
定期接受口腔檢查，是保護牙齒、
預防牙患最重要的秘訣。

5. 小童在成長期，甚麼是急性牙齒治
療？如遇撞斷牙齒，怎麼辦？

一般來說，急性牙齒治療是指牙
痛、口腔膿腫或牙齒受到碰傷。若
有急性牙患，家長應及早帶孩子往
見牙醫進行治療。假如牙齒意外地
撞斷了，孩子應盡快通知父母，家
長可嘗試找回折斷的部分；如有流   
血，家長可用清潔的紗布或手帕按
在流血的地方止血，然後立即往見
牙醫作詳細檢查，牙醫會因應情況
按需要作出治療。受碰撞的牙齒在
五年內仍有頗大機會壞死，家長應
遵照牙醫的指示定期覆診。

怎樣防止兒童蛀牙，是否有防範於
未然之策？

牙齒表面經常黏附着一層牙菌膜。
每次吃喝時，牙菌膜的細菌會利用
食物中的糖份產生酸素，令琺瑯質
的礦物質流失。雖然唾液有中和酸
素的作用，能夠阻止礦物質持續流
失，可是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中和
酸素。如果吃喝次數頻密，唾液便
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牙齒表面的礦
物質便會持續流失，形成蛀牙。要
預防蛀牙，家長要有以下對策 : 

6. 

7. 

8. 

刷牙最重要 : 刷牙能清除牙齒
表面的牙菌膜，家長應教導孩
子每天早上和睡前刷牙，並要

一) 

二) 

三) 

選用適合的牙刷和含氟化物的
牙膏，以正確的方法來徹底清
潔牙齒。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 孩子的
早、午、晚三餐要吃得飽，餐和
餐之間只吃一次茶點，並只喝
清水。在正餐或茶點以外的時
間不應吃零食或喝有味道的飲
品，如果想吃零食或喝飲品，要
留在正餐後一次過吃掉。

定期接受口腔檢查 : 要確保牙
齒健康，應在孩子長出第一隻
牙齒後的六個月內帶孩子作
第一次口腔檢查，然後每隔半
年至一年定期檢查口腔一次。
牙醫可提供適切孩子需要的口
腔護理指導，讓孩子盡早養成
良好的口腔護理習慣以預防牙   
患，亦可為牙齒塗上牙紋防蛀
劑或高濃度氟化物以減少蛀牙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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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何現多考慮兒童箍牙？有甚麼
好處？這些肝臟移植的兒童是否
適合此治療？在口腔衞生，需留意
甚麼？

牙齒矯正治療(箍牙)是把排列不整
齊的牙齒移到理想的位置，接受治
療可美化儀容、改善牙齒咬合位置
及改善咀嚼功能。孩子是否需要接
受牙齒矯正治療，必須先徵詢牙齒
矯正科醫生的意見，清楚了解孩子
的口腔情況及治療的細節。曾接受
肝臟移植的兒童亦可進行牙齒矯
正治療，只要身體健康狀況穩定、
口腔健康正常，並有良好的護齒習
慣便可。裝上牙齒矯正器後，孩子
必須加倍注意口腔衞生，以免患上
蛀牙和牙周病。如果配戴活動牙齒
矯正器，必須每天早上、睡前清洗
牙齒矯正器及徹底清潔牙齒，然後
再重新戴上活動牙齒矯正器。配戴
牙齒矯正器後有嚴重不適，應立即
往見牙齒矯正科醫生檢查。

保護牙齒，終身受用，何解？

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我們的牙齒，
擁有健康的牙齒，才會令人笑得更
漂亮，吃東西時更開心，身體自然
會更健康。否則，牙痛會引致進食
困難，身體也會變得不好，嚴重的
牙患甚至會引致失去牙齒，並要付

上高昂的治療費用。

從小刷牙方法太大力，牙肉是否會
萎縮，長期如此，長大後會帶出甚
麼後果？

經常使用刷毛太硬的牙刷或使用
太大的力度刷牙會刷蝕琺瑯質、經
常吃喝高酸性的食物和飲品而令
琺瑯質受酸蝕、經常磨牙而磨蝕琺
瑯質、或患上牙周病而導致牙齦萎
縮和牙根外露，都會引致象牙質外
露而產生牙齒敏感。象牙質內滿
佈微細管道，當直接受到外來刺
激時，比如吃喝冷熱酸甜食物和
飲品，或者刷牙和用牙線碰觸到牙
齒，便會感到一陣刺痛。

是否有更多新治療方法更能保護
自己的牙齒，使年老時候不用牙肉
啃東西？

治療牙患的方法日新月異，要避免
複雜而昂貴的牙科治療，就要好好
保護的牙齒、預防蛀牙及牙周病。
大家必須記着以下秘訣 : 

10. 

11. 

12. 

一) 

二) 

要徹底清潔牙齒 : 每天要早晚
使用含氟化物的牙膏刷牙及使
用牙線，將積聚在牙齒表面和
鄰面引致蛀牙及牙周病的牙菌
膜全部清除，並徹底清潔黏附
在假牙或矯齒器上的牙菌膜；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 : 減少吃
喝的次數、口喝時只喝清水、減
少吃喝高酸性的食物和飲品以
免牙齒被酸蝕而造成敏感、少
吃堅硬的食物以避免牙齒崩裂
等；

定期檢查牙齒 : 牙醫可按個別
的口腔狀況提供輔導、進行一
些以預防為本的治療如洗牙、
塗上牙紋防蛀劑、或牙面氟化
物劑等以預防口腔疾病，並及
早診斷和治療口腔疾病；

不要吸煙 :  吸煙可能產生口
氣、容易造成牙漬、並增加患口
腔癌的機會；吸煙者患牙周病
的機會比非吸煙者高出至少五
倍，而香煙內的尼古丁會削弱
口腔組織的康復能力，也會使
身體抵抗力降低，令牙周病的
病情變得嚴重。

咀嚼無糖香口膠 : 無糖香口膠
所含的是甜味劑，不含糖分，
因而不會被牙齒表面的細菌利
用作新陳代謝，故不會令牙齒
蛀壞；而且，咀嚼無糖香口能令
唾液分泌增多，有效中和牙菌
膜產生的酸素，令流失的礦物
質得以補充，因而減少蛀牙的
機會，有助預防蛀牙。

三) 

四) 

五) 

希望提出治療方法，詳盡原因，以提
升公眾健康教育，改變常抱一知半
解，不認真探討事實真相的態度。

資料提供：韋漢賢教授
                    香港兒童齒科學會

                    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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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肝者手術後大約3-4星期出院，出院後要依據覆診日期往瑪麗醫院專科大樓S座4
樓肝臟移植門診覆診。以下資料可供受肝者參考。

受肝者覆診密度參考：

覆診時間表如下：

 覆診次數 1星期1次 2-4星期1次 4-12星期1次

 手術後首2個月    
 手術後3-12個月    
 已康復之受肝者首1-5年內     
 康復超過5年之受肝者     

備註：肝臟移植後之病人須終身服食抗排斥藥，因此每次覆診需接受驗血評估。

右頁是出院指導以作參考

肝臟移植病人之覆診須知
     出院指導(只供參考)
     

香港大學瑪麗醫院
肝臟移植中心

電話：2855 5800

 姓名   體重 公斤
 移植號碼 性別 身高 厘米
 出生日期 血型  
 診斷  
 移植肝1  日期  
 移植肝2 日期 
 現在服用藥物如下：

  他克莫司(Tacrolimus, FK506)    

  麥考酚酸酯(Cellcept, MMF, Myfortic)    

  環孢霉素(Cyclosporine A)     

  強的松龍(肥仔丸)(Prednisolone)      

  硫唑嘌呤(Azathioprine)    

  阿昔洛韋(Acyclovir)     

  氟康唑(Fluconazole)    

  Septrin    

  制菌霉素(Nystatin, Mycostatin)    

  拉米夫定(Lamivudine)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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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驗查與評估

肝功能驗查
Complete blood picture, Liver 
function test + GGT, Renal function 
test + phosphate, Random glucose, 
Cyc A/FK 506 toxicity level, PT/ 
APTT/INR.

首3個月覆診需作CMVpp65驗血評
估，後6個月一次，1年後有需要時才再
作此驗血評估。至於Lipid profile + 
Fasting glucose，首3個月評估一次，
後每6個月一次。

Urate需首1年每3個月評估，肝臟移植
後超過一年者，需每隔6個月評估一
次。

乙型 肝 炎表面抗原(H e p a t i t i s  B 
Serology)需術後3個月評估，後6個  
月，再後1年一次。

乙 型 肝 炎 病人的乙 型 肝 炎表面抗
原[Hepatitis B Serology (for HBV 
patients)]需每個月評估至1年後才3個
月評估一次。

乙型肝炎病毒及氧核醣核酸[HBV 
DNA (for HBV patients)]需每個月評
估至1年後才3個月評估一次。

丙型 肝 炎表面抗原(H epa t i t i s  C 
Serology)需術後第3個月評估，後6個

月，肝臟移植病友術後超過1年，需每
年評估一次。

肝癌病人AFP甲種胎兒蛋白，首3月每
次覆診都需作血液評估，後3-12個月
只需作一次評估，手術後1-5年者需3
個月評估一次，超過5年之康復者只需
6個月評估一次。

以下是以此參考以供病友留意哪些是
血液檢查之重要指標如：

肝細胞壞死指標(AST，ALT)

AST和ALT是肝細胞製造的酵素之
一，貯存在肝細胞中，當肝細胞壞
死時，才釋放於血液裡，此時血液
中的含量因而上升。由於肝臟機能
相當複雜，故不能只靠AST和ALT
數值來判斷肝臟是否健康，需配合
其他檢查。

膽紅素(Bilirubin)

紅血球平均可存活120天，老化的
紅血球會代謝出膽紅素，再經肝細
胞進行化學作用，再排入膽汁中。
若肝細胞受損或膽道阻塞時，膽紅
素便無法排出，而逆流回血液中，
所以血液中的膽紅素上升即表示
肝細胞運作異常，或膽道發生阻礙
而無法暢通。

膽紅 素 分為間接膽紅 素與 直 接
膽紅素，二者合稱總膽紅素，一

2.  

1.  

出院指導(只供參考)

我，___________________，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
瑪麗醫院接受肝臟移植，我明白我需要終身覆診和服藥。出院後我會遵
守以下指導：

1) 出院後如有以下問題，請電：
 辦公時間：2855 5800        肝臟移植中心
 緊急情況：7306 9491         肝臟移植聯絡員
           7306 9409

2) 如有以下問題，請務必致電肝臟移植聯絡員：
 2.1) 排異現象 – 眼白皮膚發黄，尿色變深，發熱，肝區疼痛
 2.2) 感染現象 – 發熱超過38℃ 或100℉，寒顫，劇咳，氣喘，腹瀉
 2.3) 服用FK506 或環孢霉素後的問題 – 腹瀉超過24小時，嘔吐，不
  能服藥

3) 我會遵囑服藥及按時就診
 3.1) 上午9時/下午9時最好空腹服用FK506或環孢霉素
 3.2) 覆診該日早晨的FK506或環孢霉素待門診抽血後再服用，請牢記
  將FK506或環孢霉素帶到門診
 3.3) 依照電話指導回院覆診檢查或撤換藥物

4) 我願意：
 4.1) 避免服用中藥及未經移植門診許可服用其他藥物
 4.2) 避免進食醃製食品及未煮透和腐爛食物，水果需削皮及開水沖洗
 4.3) 避免與有傳染疾病的人接觸（如感冒、水痘、疱疹、肺結核、
  肝炎）
 4.4) 避免到人多空氣混濁地方
 4.5) 戒酒，戒煙
 4.6) 避孕；若計劃生育，需通知移植門診
 4.7) 多作運動，節制飲食，控制體重
 4.8) 通知牙醫進行牙科治療時需給與抗生素
 4.9) 如有更換地址、電話或預備外出旅遊時即時與移植門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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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抽血會檢驗直接膽紅素(Direct 
B i l i r ub in)以及總膽紅素( Tota l 
Bilirubin)。

血清總蛋白（Total Protein）

血 清 總 蛋 白主 要 成 分有白蛋 白
(Albumin)和球蛋白(Globulin)。白
蛋白是由肝細胞合成，球蛋白則是
由肝細胞與免疫細胞分泌合成。若
肝臟受損，白蛋白的合成會減少，
血清中白蛋白數值也下降，此時球
蛋白數值反會上升，這是因為受損
肝臟無法消滅病菌，免疫細胞因
而分泌較多球蛋白以消滅病菌。所   
以，肝炎或肝硬化病人會因為白蛋
白減少而球蛋白增加。

甲 種 胎 兒 蛋 白 ( A F P 或 稱
α-fetoprotein)

癌細胞會分泌胎兒蛋白，胎兒蛋白
正常並不表示沒有肝癌，因小型肝
腫瘤，胎兒蛋白可能正常，故要附加
肝功能檢查及腹部超音波檢查，才
能確定是否肝癌。

鹼性磷酸酶(ALP)

鹼性磷酸酶主要是由肝臟、骨骼、
胎盤和小腸製造，再經肝臟排入膽
汁中，若膽道阻塞，膽汁會回流到
血液中，造成血液中的鹼性磷酸酶
數值升高。數值異常也可能是其他

3.  

因素，如青少年因青春期骨骼發育
及孕婦胎盤分泌都會影響鹼性磷酶
的多寡。

凝血酶原時間(PT)

大部分的凝血因子由肝臟製造，若
肝功能異常，凝血因子的數量會減
少，導致較長時間才能凝固止血。

丙麩氨轉太酶(γ-GT)

這是一種貯存在肝和腎，用作分解
蛋白質的酵素，屬於膽道酵毒之一，
當膽道有部分阻塞時這數值便上
升。此外，服用安眠藥、癲癇藥物及
長期飲酒也會導致丙麩氨轉太酶素
上升，故酒精性肝炎病人，血液中
的數值必定偏高。

鈉與氯

據最新之研究，當肝硬化時，鈉與
氯的肝臟貯存量皆會增高。鈉貯存
於體內後，有吸附水分的特性，此
時會引發腹水或水腫的情況。

膽固醇

膽固醇在腦、腎上腺，以及神經等
組織中有很多，而肝臟、腎及皮膚
中也有不少。膽固醇是膽酸、性荷
爾蒙、腎上腺皮質荷爾蒙的成分之
一，如果膽固醇在膽管或膽囊的上
方增多且變硬，可能會成為膽固醇
的結石。

4.  

5.  

6.  

7.  

8.  

9.  

肝功能問題
血清白蛋白低--------------------- 肝臟代謝運作障礙，如肝硬化後期。
凝血酶原時間長------------------ 同上
AST、ALT高----------------------- 同上
同上  ------------------------------ 肝細胞壞死、病變、肝炎
膽紅素高-------------------------- 同上
同上------------------------------- 膽汁分泌阻塞
ALP高----------------------------- 同上
γ-GT高--------------------------- 同上
同上------------------------------- 酒精性肝損傷
甲種胎兒蛋白高------------------ 肝癌細胞

除血液檢查外，其餘的檢查和評估有： 
尿液檢查 

由於肝臟分泌膽紅素，當膽汁經由膽
道進入腸中時，會受腸中細菌的作用
而造成膽紅素之變化，使形成尿膽   
素，此尿膽素會再經由腸道的吸收而
送回肝臟處理；一旦肝細胞有了障礙，
尿膽素會再由肝臟中通過，並經由尿
液排出體外，若尿液中含尿膽素，意味
肝功能可能出現問題。

肺部Ｘ光檢查

通常康復者在手術後3個月和6個月要
作肺部Ｘ光檢查。當肝臟發生腫大時，
橫膈膜被向上推動，這種狀態可以經
由肺部Ｘ光檢查而得到了解。此外，有
肝硬化時，可用Ｘ光檢查了解食道有否
靜脈瘤，為了準確了解康復者的肝臟健

康，肝臟移植後1-5年或超過5年之康復
者需1年接受一次肺部Ｘ光檢查。

腹部超音波檢查

這種檢查可找出肝臟腫瘤及腹水的復
發，有需要時會作此類檢查。

電腦掃描檢查

針對肝癌而接受肝臟移植者會隔3個
月接受電腦掃描腹部及胸部以防有腫
瘤擴散，至於超過5年之康復者會每6
個月接受電腦掃描檢查。

資料由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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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歷程篇

引言

經歷困難及磨練，其實不是一件壞   
事，它能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生活，幫
助別人，注重精神生活品質。

無論這經歷帶給自己重重痛苦，一切
將成過去，不必為此氣餒，由於生命不
能像寶石可存永恆，故此我們更應珍
惜這短暫的生命，樂觀豁達對待生命
中的潮起和潮落，使重生更有意義。

本頁可反映經歷突變，不是自己弧單
獨行⋯⋯⋯還有你的親人與你同在，
一同承擔。「愛」給予力量，驅走徬
徨。

康復者把心中的鼓勵和感謝說出來，
也許這一夕話，可作他人借鏡。

心路歷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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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先生個案
 筆者是一名普通科註冊護士，在
深切治療病房工作了十多個寒暑，照
顧了不少接受肝臟移植的病人。但論
到訪問他們，倒是第一次，心裡難免有
所擔心 —— 擔心不能將他們的心路
歷程，詳盡的表達給各讀者。

 訪問那天，筆者的目的地是位於
新界的天水圍 —— 一處被喻為「悲情
城市」的地方。由九龍市區出發，到達
天水圍，往往用上一小時的車程。心裡
不期然想起：病人由天水圍回到港島
瑪麗醫院覆診，豈不是要用上兩小
時？來回便需要三至四小時之久。這
還沒有包括等候見醫生、等候抽血的
時間。筆者深深相信：病人每次回醫院
覆診，便需要用上一整天的時間，這好
比一般白領儷人的朝九晚五的生活。
對於病人來說，更是身心疲累。

 當見到被訪者 —— 黃先生時，
內心驚訝不已。只因在電話傳來的聲
音中，筆者覺得黃先生是一位充滿朝
氣活力的青年人。沒料到眼前的他，竟
然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人。為甚麼不
幸的事，總是接二連三發生在他的身
上呢？

發病過程
 黃先生於一歲時，已被證實患上
了小兒麻痺症。由於當時鄉間的醫療
設備有限，不能替他做手術。他的童年
只能於地上爬行，年青的他也不能穩
定的坐下來。直到黃先生來港定居，才

有機會到大口環根德兒童骨科醫院接
受診治。經過了兩次大型手術，憑着
黃先生樂觀的性格和鬥志，他終於可
以過着常人的生活。

 可惜，好景不常。千禧年後，黃先
生的體重開始不斷下降，膚色漸黑。
兩年後，才發現感染了丙型肝炎，後來
還演變成肝硬化。至2003年終，病情
每況愈下，黃先生常感全身乏力，夜間
發熱，有時還神志不清，甚至昏迷而需
進院治療。

 2004年初，病情轉危，急須進行
肝臟移植手術，生命才可以延續。但
等候「遺贈肝」遙遙無期。於是，黃先
生的妻子毅然決定將自己的部份肝臟
捐出來給她的丈夫，用以續命。同年
八月，黃先生接受了「活體肝移植手
術」。有着妻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 
懷，半年後，他的身體狀況終於穩定
下來，猶如重獲新生。

康復過程
 憑着自己及 家人的努力，加上
幸運之神的眷顧，在康復初期，黃先
生並沒有受到任何感染。手術後的
三至四個月，他除了回醫院覆診，絕
少外出，大部份時間留在家中休息。
大約在9至12個月後，電動輪椅的申
請獲得批核了，才可外出逛街，更可
以開始出外尋找工作！近來，他已不
需要入院接受治療，實是可喜可賀。

藥物治療及併發症
 黃先生現在每天也需服食抗排

心路歷程篇

斥藥 —— 類固醇(Prednisolone)
及預防乙型肝炎復發的藥物⋯「拉
米夫定」(Lamivudine)。此外，每星
期也需要注射一次丙型肝菌干擾素
(Tuterferone)，療程需時九個月。在每
次完成注射後的首兩天，黃先生總是
感到身體異常不適，之後數天，不適
的情況便逐漸減少，精神開始充沛起
來。可惜的是，直至現在，他仍不能完
成整個療程。因為，每次當黃先生進
入注射療程的第三個月時，都因為藥
物的副作用而停止：身體內的肝酵素
時高時低，白血球的數量又不斷下降
……。之後，他便需要調理身體，待回
復健康後，才能重新開始九個月的療
程。就是這樣，教黃先生擔憂不已。

 至於覆診方面，在出院初期，是
每星期一次，慢慢地轉為兩星期，跟着
便三至四星期一次。但若身體出現毛
病而需入院治理，覆診的週期又得從
頭開始。

 現時，全港大約有五百多人接受
了肝臟移植手術，這令筆者感到醫者
們的偉大。因為，他們從不假手於人。
縱然做手術至通宵達旦，早上也會堅
持為病人覆診。

擔憂的事
 不說不知，最令黃先生感到擔心
的，竟是電話的響聲。原來每次回醫院
覆診時，病患者總是需要抽血檢驗肝
功能指數。如發現肝功能指數不正
常，醫院便會致電給他們，通知他們

需要再次回來見醫生及做抽血檢查，
這可能表示病情有所變化。故此，每次
覆診後，黃先生最害怕的，便是家中
的電話響起，擔心電話的另一端，傳來
醫護人員的聲音。

 另一方面，黃先生也為他的工作
而感到憂心忡忡。留在家中已有一段
時間，他希望能重操會計行業，同時又
希望得到僱主的體諒，因為他需要定
期請假，回到醫院覆診。

人生觀
 黃先生畢生需要與抗排斥藥和注
射療程為伴，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感到
人生有所遺憾。他只希望身體狀況穩
定，肝酵素不要再時而起，時而落；能
夠和家人一起共聚天倫，已感無憾。所
謂「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黃先
生的生命雖荊棘滿途，但他正面的人
生觀卻叫人感動。黃先生於手術後信
奉了基督教，得到宗教的支持，他的心
志更堅定，更懂得積極地面對人生，比
起昔日更珍惜生命。

末記
 訪問已接近尾聲。最後，黃先生
以過來人的身份，向病友提議：不要
亂吃海鮮類食物，多做適量運動，參
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充實人生。除此
以外，也可尋找一個適合的宗教信
仰來疏導不安的情緒。如有需要，醫
院及自願團體，均有專業人士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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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澤鵬  男  55歲
病因:肝癌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活體肝臟移植
 本人是乙型肝炎帶菌者，生活很
正常，無吸煙和飲酒，唯一工作時間  
長，工作壓力較大，睡眠較差，每半年
驗血和超音波檢查，最近幾年都很
正常，以為不幸的事不會發生在我身
上。

 在二零零四年八月發現肝臟有兩
個位置有癌腫瘤要做手術切除。我滿
懷希望發覺得早，而且很細粒，深信
癌症不會再來，但在二零零五年五月
和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肝癌連續兩次復
發，用無線射頻燒灼法治療，此時心
裡只祈望癌症不要那麼快來。

 二零零六年九月肝癌再次復發而
且有四粒，先做手術再進行無線射頻
燒灼法治療，經今次我感覺四次肝癌
威力愈來愈大，再來會怎樣?愈來愈多
粒或擴散到其他器官？我開始覺得徬
徨，很幸運我偶然能在今次私家醫院
病房結識到一位準備換肝的病友和一
位在瑪麗醫院已換肝八年的病友，他
將原本只有幾天壽命經瑪麗醫院教授
和醫生們拯救下，令他死裡逃生的經
歷告訴我，並介紹廖子良醫生給我，很
感謝他給我專業寶貴意見。

 二零零六年十月我開始到瑪麗醫
院肝臟移植覆診，那時太太表示願意

捐肝給我，醫生說如肝臟無復發，就
不用做移植，我也希望永遠永遠不再
復發。在覆診期間認識一班肝康會的
病友，他們很關心問候及提供親身經
歷和一些意見給我參考，在此很多謝
他們。

 二零零七年一月照電腦掃描發現
肝臟有一個陰影，再照正電子掃描發
現有三粒癌腫瘤，當時太太和兩位女
兒都表示願意捐肝，但我很不想她們
為我冒險身上留下疤痕，因一家四口，
大女兒剛剛完成學業踏出社會工作，
小女兒還在外國讀書，太太幫我一齊
經營一間小公司，但經醫生解釋捐肝
和換肝的風險，再經身體評估。我非
常感謝接受太太捐肝，在兩個女兒和
親人鼎力支持下，安排在復活節假期
間做手術。大女兒向公司請假，小女兒
放假回港，一齊照顧父母，一家四口共
同闖這難關。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進行肝
臟移植，手術後醫生告訴我的舊肝臟
經病理化驗比二月份正電子掃描多了
兩粒，共有五個位置有癌腫瘤，我覺
得自己能逃出此劫，要衷心感謝瑪麗
醫院人員，特別是范教授、盧教授、
陳醫生、戚醫生，深切治療室，A3和
B3病房的護士們，在他們悉心照顧          
下，我和我的太太康復得很快，在三月
三十一日出院了。

 手術後倆夫妻早晚步行，每次一

小時左右，三個月後我開始慢步跑和
游泳，飲食方面多吃蔬菜和水果。少
吃煎炸和醃製之食物，身體康復很順
利，覆診驗血報告和其他定期檢查都
正常。直至二零零七年十月肝臟出現
排斥酵數升高至ALP:386 ALT:1123 
AST:844，醫生催促我入院治療，每天
早上驗血，下午有結果時，調較增加或
減少類固醇、排斥藥，在此深表感謝
陳醫生和戚醫生他們在星期六、星期
日晚上休息時間再到病房為我調較藥
物。

 經歷多次的手術，我太太不離不
棄地照顧我、鼓勵我，在關鍵時刻，她
無私地捐肝給我，她為了我和這個家
不辭勞苦默默耕耘二十多年，使我十
分感動和衷心感謝她，令我懂得珍惜
身邊每個親人和珍惜生命可貴，更體
會到「復生不忘助他人」，我決心多做
義工，幫助他人，感謝醫生們為我賺多
餘下的時間，生活得更有意義及更精
采。

藥物治療情況:
 手術後，我曾減抗排斥藥FK 506
劑量，後出現排斥狀況，故此需接受類
固醇靜脈注射，我現在需服FK506mg
早晚一粒，MMF750mg(麥考酚酸)早
晚一次，Adefovir阿德福韋預防乙型
肝炎復發，Ursofalk改善肝臟移植後
膽汁鬱滯，類固醇已改口服，更減低
劑量，藥物暫沒有副作用出現。

起居飲食:
 我非常小心起 居飲食，一日三      
餐，多在家準備，着重「食物金字塔」
的建議。運動方面，一日早晚合共慢步
行三個鐘，現在身體狀況平穩，開始練
習跑步，遲些我會開始游泳。

工作方面:
 以前我是做小生意的，病後已轉
賣給親友，放棄了以往勞勞役役的生 
活，現在多做義工，幫助他人，衹求再
生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

對他人的建議:
 希望以過來人的身份，建議其他
病友，在需要時尋求多個醫生的建議，
積極面對病情，開朗的心情可令康復
速度加快，也需接受家人的關懷，因
為他們是與我們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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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海
 丙型肝炎引發肝硬化，並併發靜
脈曲張、嘔血、曾因肝昏迷留院接受
治療，幸運地等了9個多月，在1997年
7月接受了遺贈肝肝臟移植手術，獲得
重生。

藥物治療的苦與樂
 手術後需接受丙型肝炎干擾素 
(Interferone) 注射療程大約10個月，1
星期3支，雖然許多病友投訴注射後，
藥物副作用非常難受，發冷發熱，比感
冒症狀更難受，幸運地沒有發生在我
的身上，謝謝上天的眷顧。

 唯一藥物副作用是血壓高，上壓
在140至150水平，而下壓是80水平，
初時是不用服食降血壓丸，但在年前
因腳腫，腎功能開始失調，檢查結果
大約40%腎功能失調，有尿蛋白，故此
腎科醫生要求我服食降血壓藥，所以
現在每天需服抗排斥藥MMF、降血壓
藥、去水丸。腳腫雖難受，現也習慣，放
工後在家掛高雙腳，去腫效能較好。
因腳腫，醫生不斷地為我調較降血壓
藥，希望達到最好的水平。

 我現在情況穩定，腎科覆診是每
隔3個月一次，前年因家住屯門，故此
已轉回屯門腎科覆診，覆診肝臟移植
組是每隔6星期一次。

唯一不幸的事故
 2003年因食道靜脈出血3次之
多，後發現胰臟發大，故接納醫生意
見切除胰臟，現在一切都正常。

飲食方面
 我沒有戒口，也沒有吃補充劑，
每餐多吃魚和菜，我一星期3日需回內
陸工作，多在酒店和較高級餐館用膳，
因食物較新鮮，環境衞生有保障，不會
吃生食物，強調要煮熟，體重維持適
度水平。

運動方面
 沒有特別每天定時做帶氧運動，
祇是偶然散步，但來回中、港，徒步的
機會較多，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運
動的好方法。

為人樂觀
 在發病時，我也沒有太大的憂
慮，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相信隨緣，
每次病發後出院我也如常上班，直至
肝臟移植，事業沒有多大影響，祇是工
作性質有變，紗廠有部份遷到湛江，我
需兩面兼顧。我的女兒已25歲，一家
人性格開朗，有空便去旅行散心，但必
須是良好的衞生環境，醫療設備較完
善的國家才在考慮之列。

投身義工工作
 重獲新生，令我更樂於助人，除了
加入1998年范上達教授協助我們一
班康復者成立本會即香港肝臟移植協
康會外，我也加入病人聯盟做委員，現
在病友越來越多，組織的擔子也越
重，更需要多些自願人士加入，努力為
有需要的病友提供多方面支援。

李國強  男  59歲
病因：乙型肝炎引發肝衰竭
病歷：
 我本身是一個乙型肝炎帶菌者，
我從不因這個原因而去愛惜自己生
命，如提早退休和多加休息，我認為
個人的才華和智力需不斷發揮，才不
枉此生，故此在九零至九二年我為了
工作不斷進出中國內地，到九三年才
轉到香港電訊公司工作，轉換了工作
環境，這時才不需太奔波，一星期工作
三十九小時，比以往工作輕鬆得多，只
需負責國際電訊收發網絡，不幸地在
2000年7月某日放工後，進入肝衰竭
情況，更到達肝昏迷狀態，在2000年
7月21日做近親肝臟移植手術，捐肝者
是我的太太，初完成肝臟移植手術
後，病情非常反復，曾因發病需入院
兩次，半年後體力回復正常。

工作情况：
 手術後一切良好，體力思考也非
常正常，無奈地因公司重組，我被迫
提早退休，於是選擇當司機。兩年多
後家人害怕工作會令我的肝臟工作過
勞，故阻止我繼續工作，最後我終說
服家人，讓我在家居的私人屋邨當上
保安管理主管一職，現需輪夜班工作，
訓練新人，我非常樂在其中。我因自己
的經歷更能體恤他人，現在工作除可
發揮個人所長，還可打發時間，因為
我兩個兒子已長大成人，工作穩定，一

家人生活非常融洽，我感到非常幸福
及滿足，更計劃做多幾年便退休，與太
太安享晚年。

藥物副作用：
 現每3個月覆診 一次，驗 血 及
肝臟掃描顯示肝功能正常，術前有
糖尿需服藥，但現已停藥，而抗排斥
藥FK 506早上服1mg，晚上則服食
0.5mg，最近腎功能有輕微失調，而傳
統乙型肝炎用的干擾素「拉米夫定」 
(Lamivudine)出現抗藥性，需隔日加
一粒新一代乙型肝炎干擾素「亞德福
韋雙酯」( Adefovir)。

牙齒健康：
 我不懂牙齒護理，但最近因裝上
固定假牙，便開始懂得用牙線清理牙
縫，至於洗牙是兩年一次。

飲食方面：
 多以清淡為主，均衡飲食，沒有
進補，以免加重肝臟工作。

運動：
 現在一天工作12小時，除多爭取
時間休息，空閒時多選擇慢步作運
動，打太極30至40分鐘，運動除訓練
體質，還可分散注意力，減少負面的想
法。

日常娛樂：
 選擇到社區中心學唱粵曲，多認
識朋友，訓練中氣增強肺功能，又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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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表演可增強自信，抒發情懷，增強
羣體合作性。

將來的期望：
 兒女健康成長，自己要多做運
動，飲食均衡，令身體健康，多預留空
閒時間與家人相處，年紀漸長，不要太
執着，接受年輕人的建議，一家人快快
樂樂地生活。

呂潔卿  女  48歲
憶述病況
 我有三個哥哥，自小母親已離世，
而我很少與父親及三位哥哥分擔自己
的煩憂，所以形成很獨立的性格。我
是在八三年因捐血而得知自己是乙型
肝炎帶菌者，後來三位哥哥也驗出是
乙型肝炎帶菌者。我有一個女兒，離
婚後她跟隨父親移居加拿大，彼此常
有通訊，母女間之感情很深厚。

 在零三年我因肝硬化而引致肝功
能失調，那時已需常常進出醫院接受
治療；腹部積水、腳腫、皮膚變黃、容
易疲倦及體質一天一天的差下去，我
甚至不能回到工作崗位。我是一位公
務員，幸運地得到同事和上司體恤，到
病重時我獲安排停薪留職。

 由於獨居，一切都是靠自己照顧
個人起居，直至病情開始變重時，飲
食就有賴社工安排義工送飯給我吃，
正因如此，我曾經兩次在家肝昏迷，都
是義工送飯至門外，沒有人應門才急
忙找社工來救助我。我雖體質差，但
我仍會盡己所能打掃家居，就算抹三
下地要坐下來休息一會，我也會堅持，
但當病情變得越來越差，我甚至有一
次吃了一碗白粥後嘔吐得整個客廳都
髒了，我嘗試動身去抹髒物，身體軟弱
無力至動彈不得，那時我坐在地上，
不停的哭泣流着眼淚，感到非常無
助，雖然如此，但仍是鼓勵自己要站起
來，用意志戰勝困境，直至地上的髒物

已乾了，極度辛苦的才可把它清潔了。
那時期排大便也不能自我控制，經常
把被舖及洗手間弄污，也只能用花灑
沖走汚物，家中的環境簡直是一塌糊
塗。

誰救了我的生命
 第三次肝昏迷，是女兒在八月廿
二日回港探望我，也是我在深切治療
部的第二天。當時情況亦非常嚴重，
倘若再等不到遺贈肝，我可能會在幾
天後離開這個世界，那時腹部積水大
如十月懷胎，每次回醫院放腹膜積水
可多達十公升，躺卧在床上好比一個
活死人，身體瘦如骸骨，全身皮膚變
黃。由於女兒當時還未足十八歲作捐
肝者，她仍要等待到八月廿六日才可
符合法律的規定，她早在二月期間已
經致函特區政府、律政司、醫管局主
席與及范上達教授，期望能得到恩
准。直至她年滿十八當日，院方原本已
為她安排了在八月三十一日為我們進
行活肝移植手術，幸運地就在手術的
前兩天，當日下午三時左右，我被告知
有一遺贈肝，於是在當天的晚上我就
進入了手術室接受了屍肝移植。在這
之前我一直都沒有告訴女兒關於直系
親屬倘若血型相同是可以捐肝的。自
己也曾經過一番思想掙扎，如果不讓
她知道，我一旦離世就會為她帶來終
身遺憾！因為這是她的權利，在毫無
選擇的情況下，我逼於無奈告知她一
切，試問哪一個做父母會願意自己的

子女剛年滿十八歲就要做出如斯大的
犧牲。我的內心實在非常感激捐贈者
及其家人，拯救了我和女兒的生命，亦
感激幫我做手術的范上達教授、廖子
良醫生、陳詩正醫生和所有的醫護人
員。也要多謝的是盧寵茂教授在我的
手術期間，他雖然放了大假，但手術後
他的假期還沒放完便來深切治療部探
望我。

手術後體質
 我的肝移植手術是在二零零四年
八月三十日完成的。手術後四個月就
出現第一次排斥，隨後於零五年五月
期間，肝酵素突升上1700，抽取肝細
胞組織發現有排斥現狀，故需吃強的
松(Prednisolone)一段時間控制排斥，
此時甚至出現假糖尿，需要每天測試
血糖和自我打糖尿針藥(Insulin)，辛苦
地過了幾個月，最終可停藥，現在一切
都受到控制，覆診也漸漸減至六星期
一次。為了強化肌肉和多做些帶氧運
動，希望藉此能夠自我幫助減輕藥物
為我所帶來的副作用，我選擇每星期
三次到健身院鍛鍊身體，有時在星期
六我也會參加一些瑜伽訓練。

如何選擇有意義的生活
 我的日常生活是很有規律，除照
常上班外，平時放工後也會多做運
動，保持均衡飲食。現在的我一如以
往還繼續參與義工工作，每隔一個星
期天便會到一間佛教團體的機構義務
派發飯餸給獨居老人；在平安鐘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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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院友之友」參加定期的老人院探
訪，在香港友愛會的「囚友之友」裏去
監倉到訪沒有親人探望的囚犯。最近
更加入了瑪麗醫院的癌症中心當上義
工，到病房探訪的工作亦已展開。

過往義工的生涯令我更珍惜生命
 我是一個非常活躍和樂於助人的
人，早在十多年前我已參與善終服務
了！起初只是每年都參加善終服務會
所舉辦為癌症病人籌款的登山活動，
那時我也需要五個多鐘頭才可完成山
路崎嶇和險要的路程。雖然辛苦，但每
當內心一想到那些躺在病床上的癌症
病人，日夜受着身心靈上的苦痛與煎
熬，而我仍然能夠健康的走動，相比起
他們，我的所謂辛苦，簡直是微不足
道！後來在這個機構的「安家舍」做了
一年義工，幫助一些喪親之小朋友做
釋懷工作。

 過往我亦曾在聖若翰救傷隊裏做
了三年的義工服務，同一時間亦加入
了香港防癌會當上了義工，到南塱醫院
做探訪、支持和鼓勵那些末期的癌病
病人。這些經驗令我能夠體會人無論
身處任何逆境，更加不應示弱，要自強
不息；永不言敗，永不放棄。尤其面對
生命，我是絕對不輕易放棄自己的。正
因如此，我在發病期間不斷尋求各類
醫治方式，唯一希望是減輕及舒緩疾
病所帶來的痛苦，也積極去爭取生存
之機會。

 當抱病在床作垂死的掙扎時，周

遭每一個人對我是十分支持的，前南
塱的一群義工，他們在我危難時為我
摺了一千五百隻紙鶴來為我祝福。其
實，當下一刻我想我已經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人了！她們的愛令我感到安慰，
心境平靜如水，更大滿足及安慰的是
女兒在加拿大有親人的愛護，個性獨
立，居住環境理想，生活快樂和身體
健康。想到如此，生老病死於我而言，
亦可安然放下。

個人之體會
 每一個人出生就有自己應該要承
擔的責任，生命是非常寶貴的。更何況
此刻在這生命的流轉當中，能夠再一
次得到重生，因此更要好好去珍惜，並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那麼幸運地擁有
生命Take Two 的機會。不單止是這
樣，更要珍惜身邊每一個人，好好地珍
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時刻保持活在
感恩的世界裏。也不用擔憂往後的日
子會如何，無論發生任何事，切勿為自
己做太多未發生而又未知的事情假
設，做自己的編劇，過於憂慮，胡思亂
想，加重自己的煩惱和精神負擔，這樣
做不但只對健康或病情沒有好處及改
善，既無幫助，又無得益。因為世事無
常，反之積極面對種種的挫折和困
難，保持正面的思想，多嘗試去尋找可
以幫助解決困難的方法。

 人生是不能由自己操縱的，不如
意事十常八九，又何須過於執着，但快
樂與否決定於自己用甚麼態度來生

活。昨日已逝，明日是迷，面對今天，
盡力而為。只要做好今日的一切，現在
依然生存，不就是已經得到無比及莫
大的幸福嗎？

 我將人生比喻像跨欄比賽一樣，
選手們盡力的把每一個欄都跨越過，
可惜有些時候，部份欄不能跨過而欄
隨即跌下，可是他們依然繼續努力前
進，直至完成那項比賽為止。每一個
欄就好像我們人生旅途上所遇到的挫
折、痛苦、失敗與成功，悲傷和喜樂，
一切一切，就算是連一個欄也沒有跨
得過，但只要我們盡了自己的最大努
力，無論最終結果是如何，得到的有
多少，失去的有多少，也不必再計較。
倒不如好好的反思和回望我們這輩子
做了些甚麼？你為別人做了些甚麼？

 雖然無機會認識捐贈肝給我的人
和他的親人，唯一可報答他們的救命
之恩是要好好生存，時刻都要照顧好
自己的心，因為心靈平靜是治療百病
的良方。生病時其實是身體有病，而並
不是心生病，心是帶動思想的，因此更
要珍惜及愛護自己的肝臟。不論是活
肝或屍肝，因為實在是得來不易，不要
辜負曾經為我們作出過犧牲和付出心
力的人，幸福並不是必然的！生活要有
規律，凡事感恩，要做一個樂觀豁達的
人。萬事隨緣皆有味，一生知足樂無
窮！我想這樣做也可以等同報答了拯
救我生命的教授、醫生、所有醫護人
員與及支持和關愛我的同事和朋友。

沒有你們的支持和幫助，我根本就不
能夠在這裏和大家分享個人的經歷與
感受。衷心的感謝你們再一次帶給我
這樣美麗和燦爛而充滿意義的人生。
同時亦都多謝我女兒曾經義無反顧的
願意為我作出犧牲！

祝福每一個人都身體健康。

後記
 時間過得真快，今年的二月尾，
剛好就是我接受遺體肝移植三年半
了，昔日在走進生命盡頭的一刻，依然
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在這幾年間，曾經經歷過三次排
斥，最後的一次在零六年八月，恰巧和
做肝移植手術的日子相同，真是有紀
念價值啊!

 每一次的排斥，都需要花上大半
年的時間才可以完全受到控制，其間
最不能夠缺少的藥物，就是類固醇激
素(Prednisolone)，不論在醫院裏注
射或出院後服食，這些藥物都會陪伴
我度過排斥的難關，有人話倘若身體
服用類固醇太多，就會做成骨枯，這
點我亦非常清楚，但我不會去想這個
問題，反而會感到開心，因為身體出現
了排斥，但慶幸那一刻仍然有藥物可
以控制得到，否則後果就⋯⋯，至於
骨枯那個問題，我想倘若個人願意去
多做一些負重運動，從而使到骨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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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增加，絕對是會有一定幫助的。類
固醇同時亦會令我的血糖升高。當然
FK506也一樣，不過注射一針類固
醇，血糖立刻就會颷升至20或30水
平，幸好當時自己努力堅持控制飲食，
因此第三次排斥，祇需服用降糖尿
藥，而再不用好像第二次的時候一樣，
要自己打糖尿針藥(Insulin)。我不是一
個糖尿病患者，血糖之所以升高，主
要是由於藥物所引起。但教授也曾
說過，雖然祇是假糖尿，不過亦不排
除是有機會轉變成為真糖尿的，但我
深信，發生這種由假會變成為真的
情況，當然是視乎自己在這階段有否
做到戒甜食及節制飲食，所謂病從
口入，有句話是這樣說的：「You are 
what you eat?」。就好像經常進食高
脂肪食物，體內膽固醇必然會高，這其
實是同一個道理。與其要我變成真的
糖尿病患者，而做成將來有很多食物
都不能吃，我寧願在這刻犧牲一時的
口腹之慾，總好過為自己帶來終身的
抱怨和後悔。眼前最重要的並不是食
得如何美味豐富，健康才是首選。

  我當然希望往後的日子再不會有
排斥，不過世事難料，尤其是手術之
後身體的變化會怎麼樣，並不是我們
可以預知得到的；更何況那個移植在
我們身體裏的器官，本來就不是原出
於自己的。因此我腦海裏時刻都在想
着，手術後無論身體有任何的反應變
化，一切都是正常的，能夠保持這種

觀念和思想，人就自然會變得放輕鬆，
也不會那麼恐懼和憂慮，從而減輕自
己的精神負擔。對於想繼續生存，總
得要付出代價，就像我們要終身食藥
一樣，所以亦應該要以平常心去接受，
將來要發生的事並未來臨，何需去多
想呢？把握當下，珍惜活在這刻就已
足夠了！

 遇見過許多同路人，都會互相詢
問對方吃多少份量的藥，我亦不例
外，不過我之所以會問，純粹是祇是
略為帶過這個問題，我並不在意別人
要吃的份量，也不會拿出來作比較。
接觸過一些認識的同路朋友，當他們
知道某某吃的藥比自己少，就非常羡
慕；但我就不會這樣想，因為我明白到
每個人的體質都不一樣，每個人手術
後所出現的變化也不同，無論醫生開
多少藥給我們，他們都是因應我們個
別的情況所需，知道別人比自己吃的
藥少，我祇會講：「咁咪好囉！」

 雖然經歷過排斥，曾注射過類固
醇，也曾打過糖尿針藥，但一切的事情
對於我絕對講不上是一種「苦」，因為
這幾年的日子裏，我所擁有的實在太
多了！我擁有自由，我可以重新投入社
會工作，更可以繼續我的義工生活，同
時亦有機會參加「世界器官移植人士
運動會」，與不同國家的移植人士，互
相分享彼此的經歷；更重要的是我可
以與至愛的女兒團聚，生存的日子我
已賺了！原本不可能會再有的一切，現

在竟然可以再一次擁有，因此我會更
加珍惜，現在的我是開心、快樂、滿足
和感恩。

 有時候我都會有一種很傻的想
法，當每次身體有問題而需要入院留
醫，我都會覺得開心，因為又可以在病
房裏面，見到我的救命恩人范上達教
授、盧寵茂教授和一群仁心仁術的醫
護人員。平日在門診部是沒有多大的
機會可遇見他們，我內心時刻都會記
掛着所有曾經救過我生命的人，無論
我身在何方？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的救命之恩。

 面對生命的無常，我們總得要以
平常的心去接受已發生的事實，人生
的歲月有限，惟有好好的學習生存，為
了生存，我們要維護健康，身體健康不
但對自己有利，也讓朋友家人放心。所
以，人要以實際的行動，來向曾經救助
過我們的每一個人，衷心地表達一份
感激之情。祝願各人身體健康，願與
每一位同路人共勉之，當然，亦包括還
在輪待換肝的朋友們，讓我們一起加
油，努力！

容嘉儷
肝臟移植日期：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
病發過程
 本來和一般人無異的我，生活平
淡安穩，但在二千年四月十日開始，因
感冒和急性肝炎引發肝衰竭，此時不
但發高燒，腹部積水，皮膚眼白變黃，
靜脈曲張而引致出血，由於父母及兄
弟的血液不吻合，不能作捐肝者，正當
家人和我慌惶之際，我的小學同學亞
雪在我進入肝昏迷狀態，提出自願作
捐肝者，並向教授提出尋求法律和合
法申請捐出她的肝來救活我，發病九
個月後在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我最後
接受非近親捐出半個肝而得以重生。

在肝臟移植前內心的掙扎
 在發病清醒期，此位好朋友好同
學好知己亞雪，不斷多次向我提出願
作肝臟捐贈者，不過被我拒絕，因我
明白到此手術風險大，若接受這位好
朋友的恩惠，我也不能保證自己會否
是一個幸運者，能成功地康復過來，
想到如此我感到非常內疚和不安。最
後得到病友以過來人的經驗分享，及
在家人、朋友苦苦哀求下，終於願意在
手術同意書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肝臟移植後之情況
 在深切治療部康復期間，我從醫
生口中得知自己的腎功能失調，該段
期間不需靜脈血液透析。當我轉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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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科病房時，有嘔吐情況出現，後查出
是肝管道窄，最後需要接受肝管道擴
張治療。

 在康復後一個月，我感到身體有
如焚燒的感覺，傷口又大又痛，當時心
情非常沉重，情緒極之波動，甚至要
接受臨床心理學家之輔導。此時我發
覺病房中四周的病友是充滿愛心，對
我非常關懷和體恤，她們不斷與我分
享個人的寶貴意見和經驗，讓我提升
勇氣，努力度過艱苦的歲月。

手術後頭三年的經歷
 手術後第一年，我感到自我形象
低落，甚至失去自信，我更不能接受肚
皮上留下如此大的傷疤，同時患上失
禁，記憶力弱，活動能力有限。

 在 手 術 三年 內 不 斷 有 慢 性 排
斥，需要服食大劑量的「強的松」
(Prednisone)和抗排斥藥，我常常
害怕容易受細菌感染，甚至有一段
長時間持續發燒，自停類固醇激素
(Prednisolone)，身體上的毛髮開始
脫落，我的皮膚很敏感，容易起紅點，
故在覆診時我會要求皮膚科醫生處方
一些藥膏治療。我與一些年輕女士沒
甚麼分別，我是一個唯美主義者，喜
愛防曬的化粧品，到美容院做皮膚護
理，基本有少許電流的潔膚和緊膚機
也會照用，它們對我並沒有任何副作
用。

飲食方面：
 注重均衡飲食，不作多餘的營養
補充。

運動方面：
 一星期我會打兩次羽毛球，每次
大約一個小時，近半年開始一星期上
兩堂瑜珈，運動令我精神煥發，心情
開朗。

現在的身體狀况
 雖然手術後遇到重重障礙，但我
可以肯定此手術是一項非常偉大的科
學工程，此手術成功之因素是有一羣
有愛心的醫療部隊努力不懈地做到最
好。雖然我知道傳統社會觀念，大部
分中國人對於死後器官捐贈仍然非常
抗拒，但我願意付出一點力量幫助器
官捐贈的推廣。

 最後，本人認為肝臟移植發生在
自己身上是一個寶貴的體驗，這體驗
令我的性格和行為徹底改變了。

後記
 自上次訪問後身體都沒有大的變
化，現定期四個月覆診，驗血報告及肝
臟電腦掃描都正常，而藥物治療方面，
現需早晚服食抗排斥藥FK506 1mg。

 工作順利，朝九晚六，祇是年紀大
了，容易疲倦，而我的好朋友亞雪改了
另一名字叫妙龍，感謝上天的眷顧，胃

口好，也多做運動如打羽毛球及玩瑜
伽。我現在心情輕鬆，放大假便與家
人到外地旅行，今年也因工作關係，到
了美國公幹，順道遊玩，雖然忙碌，但
非常高興。

 我已感到滿足，曾遇一位康復者，
因情緒緊張，患有胃酸倒流，身體一天
比一天差，面色蒼白，體重下降，他給
與我很好的啟發，應接納自己的不足，
這不足祇是需終身服食抗排斥藥以保
持身體健康，是微不足道的所謂缺憾！
所有肝臟移植後的朋友們，我們是正
常人，與其他人沒有分別，不要歧視自
己，珍惜現有的光陰，多些關懷自己的
親人，更要愛惜自己，這才不會辜負救
活了我們的教授和醫護人員。

寫給天國人的信  
俞長俊  男  68
肝臟移植日期：二零零零年二月

 七年前我曾經在“香港肝臟移植
協康會”三周年特刋上寫了一封無法
投遞的感謝信，信中細述了我對曾捐
獻給我肝臟的一位恩人的思念和感
激。

 他給了我新的生命，至今我多活
了八年。

 每次趁車路過瑪麗醫院我總是會
跟身邊的人稱“這是我的醫院”，我對
它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不能忘記，也不
敢忘記醫院裡的各教授范上達、盧寵
茂、廖子良、陳詩正、黎青龍⋯⋯ 好多
好多的醫生護士們，是他們在我處於
生死邊緣線上攜手挽救了我的生命，
實在是難以忘懷。

 我是個基督徒，我深信不疑地認
定那些能在臨離世界之一刻對別人充
滿愛心、勇敢地衝破中國人古老的教
條捐獻出自己的器官，讓那些生活在
病痛絕望的病人重新獲得生命，這是
何等“偉大”啊！他們在生命終止後必
定獲耶穌基督頒發一份通往天國的審
判書，你們在天國安息吧！

 天國的人啊！請放心，我會沿着你
走過的道路，仿效你充滿愛心的精神
捐出自己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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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繼忠  男  45歲
電腦導師
憶述發病過程
 本人一直不知自己是一位乙型肝
炎帶菌者，於三十九歲那年作婚前檢
查才發現。我是在九九年十月結婚，很
不幸在婚後三個月突然發覺肚脹，那
時往聯合醫院求診，醫生告訴我患了
肝硬化，若接受治療可延長生命三年，
不接受治療就只有三個月命，我只好
告知妻子，當時很無助，兩人抱頭痛
哭。幸得親友不斷為我們四出尋求有
關援助，最後找到盧寵茂教授，才獲
得所有關於肝臟移植的資訊。

 當時心情很矛盾，等遺贈肝需時
可高達三年以上，唯一可解決之方法
是讓太太捐半個肝給我，這是我十分
不願意的，因為若在手術過程中遇有
不測，兩個人的生命就會完結，但太
太說與我一起就等如背着一個計時炸
彈，隨時會爆炸。

 情況一日比一日差，肝酵素一天
一天地提升，我最後接受太太的好
意，在二千年三月七日做移植手術。

康復過程
 我可說是一位幸運兒，由於我選
擇在病情未到最壞的情況進行手術，
因此一切都非常順利，手術後沒有任
何併發症，住院一個月便可回家休養，
我只休息了一個月便回到工作崗位，那

時我是一位電腦導師，一切都很快適
應過來。

我的改變
 我以前是一個非常執着的人，生
活習慣沒有規律，情緒起伏很大，現
在改變了許多，心情保持輕鬆，凡事不
斤斤計較，最開心莫過於手術後三年
我與太太決定當上父母，現有一個三
歲的小兒子，非常乖巧，兒子帶給全家
人喜樂，也很懂事，懂得關心父母，還
記得上幾個星期我與太太到澳門旅遊
兩天，回到家門，小兒子問我：「爸爸
去澳門好玩嗎？」這扮大人的口吻令
我驚訝，啼笑皆非，我們還計劃多生一
個孩子與兒子作伴。

 現在太太每天都要上班，家務便
由我母親負責，我每天都會做十五分
鐘運動，注重均衡飲食，手術後這幾
年來我只患過三次感冒，唯一不快的
事情是政府對職訓局資助減少了，我
因此而失業，幸好我擁有物業，現靠出
租物業和太太的收入維持生計，並希
望能盡快找到新工作。

現時的心態都是一切隨緣，家中各人
生活愉快，彼此關懷。我會珍惜生命，
做一個好兒子、好丈夫和好爸爸。

後記
 過去一年我祇須四個月覆診一
次，早晚服食抗排斥藥FK5062.5mg
及一日一粒抑制乙型肝炎的拉米夫定

(Lamivudine)，驗血和超音波報告非
常正常，醫生更讚我保養肝臟健康得
宜，更希望我能多些與其他康復者分
享健康心得，這使我非常高興。

 我現在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送
兒子上學後，我會跑步15分鐘，常約
三五知己打網球，這些都是我手術前
不慣做的，原來，運動對心身健康是非
常重要。

 工作方面除做業餘電腦導師，多
餘時間分擔家務，減低妻子的壓力，不
過最近唯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母親
患上肝硬化，體能差了許多，她接受我
的建議，多做運動，接受治療和足夠
休息，使肝臟功能不再惡化，這已令全
家人感到安心。岳丈在三年前因肝硬
化而引發肝臟衰竭逝世，使我更珍惜
生命，僥倖不是必然，得一機會復生
更應珍惜寶貴生命。

姜仲華女仕  62歲
手術日期 :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醫療過程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我被証實患
上肝硬化。直到二零零六年三月，我便
因肝功能衰退而腹部出現積水，須入
院進行腹水抽取。可是，當每次抽取腹
水後，我體內積水的速度和幅度均加
劇，在短短五個月之內，我便須要進出
醫院五次，由起初抽取三公升的積水，
增至抽取十三公升。

 到了二零零六年九月中，瑪嘉烈
醫院的醫生為我安排了微創手術進行
肝腫瘤消除。事後，醫生告知如非進
行肝移植，我的病況便不會好轉。因
此便轉介我到瑪麗醫院肝移植專科
進行檢驗。到了二零零七年一月初，我
的肝硬化被証實已達末期，急需肝移
植。但由於家人均為乙肝帶菌者，我只
能等待遺贈肝。不過，輪候遺贈肝的
人士遠比捐贈的多，因此，我內心亦感
到很渺茫，我只好天天不斷的禱告等
候。

 直到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晚
上，主診醫生通知我有一個合適的遺
贈肝，於是在二十八日早上立刻為我
進行移植。最後手術順利成功，生命
得重燃，我亦於手術後十五天出院休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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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後點滴
 我在手術後休養了四個月，再次
融入社區生活。

 過去一年半所經歷的時間裏，我
因病只有軟弱和絕望，但因着別人的
器官捐贈使我生命得延，因此，我立志
要回饋社會。康復後我與家人一起參
予義工工作，將溫暖與希望帶有須要
的人。最近我加入「樂齡女童軍」，令
我的生活更充實。

感謝
 絕處逢生，全賴瑪麗醫院B3全體
醫生護士和工友。衷心感謝你們的照
顧和幫助。更須感謝的，就是遺肝捐
贈者的家人，因為沒有你們慷慨捐贈，
我也可能看不見今天的陽光。

 器官捐贈真確能把絕望變成希
望！

妙手仁心，扶危救急
醫護精湛，敬業樂群

 謹以此詩貢獻給瑪麗醫院肝膽胰
內外科、移植小組等全體醫護仝仁的
無私奉獻精神！

 二00三年初夏的一天，我因持
續高燒幾天，看過賽馬會診所，也看
過執業醫生。病情沒有好轉，那時正
當沙士爆發的階段，懷疑自己是不是
感染了沙士。後來我到瑪麗醫院急診   
室，醫生立即為我做了肺部X光片檢 
查，初步診斷肺部沒有問題，消除了沙
士的疑慮，但要留院觀察，經過檢查
化驗，結果肝臟出了大事，肝硬化併發
症引起發炎。我被轉到A3肝膽胰內科
病房。經范教授、盧教授、廖醫生等內
外科教授、醫生的細心檢查診斷。研
究決定需要為我做肝臟移植手術。並
約見我的家人，陳詩正醫生向我及家
人解釋了移植手術的資訊。等待遺贈
肝可能需時三年以上。就算等到也未
必能適合自己。按我當時的病情，手術
越早做越好，如果下一次復發就很危
險。他說：我的家人、親友有沒有人願
意自願捐肝給我。當時我的心情很矛
盾，明白到遺贈肝的困難性，但我的兄
弟姊妹他們都生活在家鄉。在港最親
的人也只是太太跟二個女兒，大女剛
升讀中一、小女就讀小學。我跟太太
同是家庭支柱。在此情況下，唯一可
捐出肝臟給我也衹是太太一人。其他

在港親友我都不敢向他們開口，因這
手術非同小可。但如果讓太太捐肝，
我也很不願意，萬一手術過程中遇上
有甚麼不測，這個家怎麼辦呢﹖兩個
女兒怎麼過呀﹖我的疑慮得到醫生清
楚詳盡的解釋，評估了風險，終於放下
心頭大石，沒有太大的壓力。為了家庭
的完整、和諧，我太太挺身而出，為了
我的生存，她接受了可能是她人生中
最痛苦的選擇。經過了種種的檢驗，
太太具備了捐肝的條件。移植組馬上
為我們安排時間進行手術。

  二00三年七月廿一日早上八時，
我們被送進手術室，分組進行了艱巨
而精湛的手術。下午大約五、六點鐘，
手術大功告成。我們分別轉送深切治
療病房。直到深夜一、二點，我清醒過
來，看到自己被很多喉管牽引着，覺得
全身乏力，眼睛向四周望了一片。在床
前的男護士見我醒了，很高興地告訴
同事。又走到床邊問我：『你發生了甚
麼事知道嗎﹖』我回答他說：『我做了
手術。』又問我痛不痛，『知道是誰捐
肝給你嗎﹖』我說是我太太，他就指着
我太太病床位置叫我看，我順着他指
的方向看過去，可惜只見到一點病床，
見不到她的人。(因為病床在角落，視
線見不到)

 第二天清早，范教授親自來到了
我的床前，看了記錄簿，語重心長地
說：『很好。』還問我覺得怎麼樣？有

甚麼地方不舒服嗎？吩咐我要好好休
息。中午的時候，姑娘用輪椅推着太
太來到我的床前，見到太太那憔悴傷
痛的樣子，我的眼淚情不自禁地淌下
來，是我害了她受的苦。她見我平安無
事也滴下了喜樂的淚珠。

 過了一會兒，范教授、盧教授帶領
一眾醫生又出現在我面前察看病情，
這些日子裡，從早到晚他們來看了我
好幾次，我深深地感動着，他們是多
麼關心着病人。經過他們的精心診
治，我很快轉到A3病房，在A3住了大
約一個星期便康復出院。出院後的一
個星期，出現腹瀉，一天瀉了幾次，第
一次覆診，我把此情況告訴醫生。調減
了用藥的劑量，腹瀉好轉了。在家休息
不到三個月，我又回到了工作崗位。我
以前是從事倉務工作，必須體力勞動，
由於手術康復初期，身體虛弱，粗重工
作做不了，只能從事一些輕巧的工作。
復工一段時間的鍛鍊，很快又恢復了
以前體力工作。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幸運兒，再次
締造了我新的生命。如今我能夠重返
工作崗位，家庭能快樂、幸福、圓滿地
生活着。這所有的一切一切，完全歸
功於肝臟移植組的教授、醫生、護士
們，有他們的悉心的治療和護理，才有
我得來不易的今天。

 藉此機會，再次衷心感謝肝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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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小組全體醫護工作人員，這份恩情，
我們一家人永遠銘記於心。同時感謝
太太在我危急的時刻，義無反顧，無
怨無悔為我作出犧牲。讓我深深地感
受到『生命誠可貴，親情價更高』。

 希望就在明天，只要積極而勇敢
面對現實，不再沮喪與失望，黑暗過
後就是黎明，曙光出現了，明天會更
好。最後祝願在病榻中受折磨，等待
換肝的病友早日痊癒，重獲新生。祝
福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二00八年一月廿日
肝康會會員：王永紅 上

活着，就是為了愛
馮樹榮   57歲

 在二００三年秋天的一次普通咳
嗽診治後，我聽從內子的囑咐，作了一
次抽血檢查乙型肝炎。由於身體一向
很好，在警隊二十九年工作期間不曾
取過一天的病假，平時也有做運動，
只是在轉季節的日子時，我的喉部會
因敏感而產生咳嗽，本以為吃藥便好
轉，因此，我沒有把抽血檢查一事放在
心上。可是，檢查的結果證實我是乙型
肝炎帶菌者而且肝酵素非常高。隨後
我到威爾斯親皇醫院抽血和抽取肝組
織化驗，最終我被確診患了肝癌。當醫
生宣佈這個化驗結果時，我與內子是
在一起的，我強忍內心的折騰和恐懼，
一邊表示接納醫生建議的治療，一邊
對雙眼通紅的愛妻作出安慰。

 自此她便伴着我進出醫院十數
次。在治療期間，我曾因肝功能損壞而
出現在腹水，肚子漸漸脹大起來，身體
日漸消瘦。家人為使我有體魄來應付
日後的癌病治療，每晚飯後都輪流攙
扶我到附近的公園散步，縱使我心底
不大願意外出，但總被他們的誠意和
耐性感動而邁起腳步。事實上，有他
們陪伴和鼓勵，我的心情得以放鬆了
很多，經過適當的治療，我的腹水便退
了，而且我再次返回崗位工作。

 二００四年初我轉往瑪麗醫院接
受肝癌治療和輪候肝臟移植。在一次
內子陪伴我覆診的時候，當她知悉自
己的血型是適合肝臟移植時，便立刻

要求陳詩正醫生安排她辦理捐肝給我
的手續。後來，我的盤骨又被發現有陰
影，需要再作檢查來確定是否可以作
肝臟移植手術，但內子聽了便立即要
求廖子良醫生先讓她捐出肝臟救我，
然後再為我作其他檢查。經醫生解釋
後，內子才不再堅持。唉，她真傻，哪
有人常常掛着口邊要求將自己宰割呢？
我最終也心軟了，答應她捐肝給我，因
我也很渴望生存下來，繼續愛護她，與
她同諧白首。

 二００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我與內
子被安排進行肝臟移植手術。那天早上
五時左右，我與內子在瑪麗醫院Ａ座四
樓病房外走廊坐着，我握着她那被歲月
磨得粗糙的手和凝視她兩鬢那些不知
何時已長出的銀髮，我感謝她為家庭
所付出那數不清的愛。若我能生存下
來，我將珍惜與她共度的每一天。

 那次手術很成功，在得到瑪麗醫
院肝臟移植教授、醫生和其他醫護人
員的悉心照料下，我倆很快便康復出
院。兒子亦為了方便照料我們，安排我
們搬到他沙田的家中療養。

 二００四年八月初，我須再次入院
檢查。住院期間，內子每天都有探望，
並沒有任何不妥的現象。可是於八月七
日凌晨，我內子突然發高燒重返瑪麗
醫院，當天，我曾多次到病房探望她，
她對我說只是有發燒和曾經抽筋，不用
擔心，而當時我見她的精神也很好，彼
此有講有笑。那天晚上我再次探望她
時，她對我說陳醫生指出她的肝臟回

復得很好，當時我聽了很是高興。之後
她用眼神示意我拿點水給她沾沾嘴
唇，那刻，我看見她流露的笑容真是很
美麗，我將一生一世都不會忘記她那
甜美的笑容。我給她拿了水及用水沾
沾她那乾涸的嘴唇後，忽然她說雙腳
抽筋，我便立即替她按摩，而在按摩
時，她不斷摸着我的頭說感到很舒服，
當時我也感到很滿足，但願將來我返
回天家的時候，也能這樣侍奉她。

 二００四年八月八日早上，我從醫
生知悉內子被送進深切治療室，但不
到一刻，兩個兒子就分別致電給我說媽
媽病情危殆，於是我便立即奔走到深
切治療室外的走廊，跪下懇切地禱告，
可是，沒料到⋯⋯。

 由於愛妻是突然離逝，需要解剖，
因此，她生前作出死後捐贈器官遺愛
世人的意願也未能完成。期後，肝臟移
植科教授宣佈她的死因是十二指腸潰
瘍引致靜脈受損，致令內出血致死。而
且教授說依這樣的潰爛程度推斷，她
生前應感到十分痛楚。而我卻不明白：
她為甚麼從來沒有把這個病告訴我？
是否怕說出來後，我會不肯接受她把
肝臟捐給我呢？

 康復後，我便返回崗位繼續警務工
作直至退休。退休後我加入瑪麗醫院病
人資源中心做義工服務。期間，我又到
『善寧會』接受輔導，在那裏我與同路
人可以無拘無束地覆述喪失摯愛所帶
來的痛苦。後來我更加入了『善寧會』
轄下的『心愉組』工作。當中，我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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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紀，擁有不同學歷和人生經驗的
組員，而且，還學習到他們那份真誠的
服務精神。我們為會員籌組娛樂節目和
講座，目的是藉此讓他們知道，我們不
是要活在回憶之中，而是要努力向前，
更深信只要有關懷和微笑，世界便會變
得更可愛，而在我們生命中，曾為我們
帶來無限溫馨的人，也會感到安慰。

 參加義務工作，使我更能肯定自
己的價值觀；能夠幫助別人，是我對社
會及關懷我的人最好的回饋。再者，如
經上所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二十
：35），的確，做義工帶給我無限的喜
樂和得着，使我深深體會互助互愛的
精神。我在資源中心負責借輪椅的工
作時，當那些需要我協助坐到輪椅上
的病人向我報以微微一笑或是說聲：
『謝謝』，我便感到十分鼓舞和喜悅；
當見到他們身體康復，與他們的摯愛
步出醫院時，我便感到歡欣和默默地
祝福他們：念天地悠悠，但願人長久。

 自從得病和經歷喪妻之痛，我對
生命的價值觀完全改變了，我不再以
世間財寶為念，事實上，我真是很懷念
昔日與內子共甘苦的日子；珍惜每星
期六、日，兒媳回來與我共聚的歡樂日
子；珍惜眼前人，感激和關懷那曾在生
命中帶給我溫馨日子的伴侶、父母、子
女、兄弟和姊妹；珍惜⋯⋯每天都是神
的恩賜。雖然，我曾在生命中遇過傷痛
和失望，但我並不以為是生命的終結，
我是不會自暴自棄的。

 最後，祝願各位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丁開枝  56歲 
2007年9月7日換肝
 本人的職業是一名裝修工人，因
職業關係，幾乎每天的午餐都在餐館
酒樓用膳。可能因此在三十多歲時發現
染上乙型肝炎，而且指數十分高，當時
進行中西藥結合治療，經過一段時間，
指數下降，往後的日子亦保持到醫院進
行抽血檢查，報告結果都理想，因此本
人以為病情已受控制，並注意飲食的
搭配，盡量清淡健康，以防肝病復發。

 但在2004年的中旬，我在家中突
然吐血，份量頗多，但人仍然清醒並
無特別不適情況，當晚入院檢查，結果
顯示已是肝硬化，並已經到達晚期的
階段，因在發現有乙型肝炎後已注意
飲食，自己及家人沒有吸煙及飲酒的
習慣，不知是否與職業及仍舊外出用
膳的原因而導致出現肝硬化，突然證
實病情變壞讓我深感錯愕。當時醫生
建議我接受藥物治療，服用「怡肝樂」
及試驗階段的中藥互相配合治療，再
評估成效。若藥物治療沒效，便需要排
期換肝。當時我是家中經濟支柱，尚有
小兒子仍在求學階段。但為了身體着
想，亦只好被迫提早退休，經濟壓力轉
嫁至太太及大女兒身上，在家中靜養
期間，心情顯得複雜，自覺變成了家人
的負擔，由生產者變成消費者，幸好家
人對我十分支持，經過一段低谷期後，
我的心情亦慢慢轉變為放鬆，每天早
晚散步，積極地鍛鍊身體配合治療。

 在往後的兩年時間內，我積極配

合服藥的指引，並多做運動。但每年總
會因肝功能衰退引發其他疾病，甚至
需要入院治療。在07年4月1日因身體
再度不適入院，檢查結果發現肝硬化
已經變成有肝癌的症狀，需要安排換
肝。幸而得到妻子及子女的全力支持，
表示願意活體捐肝。可惜天意弄人，太
太及二名子女驗血結果都表明不適宜
活體捐肝。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家人
只好着手查詢在國內的醫院進行換肝
手術的可行性。在得到眾多朋友的幫忙
下，我在5月29日順利入住國內的一所
醫院，在住院二十天後仍是沒有進一步
消息，便回香港繼續等候。但等候了一
個多月，因擔心病情再拖下去會影響到
癌細胞擴散，到7月13日第二次入住同
一所醫院繼續等候換肝。據知從2007
年開始，中國內地實施了新的器官移
植法例，肝源比過往短缺。此次入院四
個月中，只見當地醫院完成了兩例換肝
手術。當時等待的心情真的十分難受，
特別是一些小道消息傳到時，心情都
是由希望轉為失望。看見一些相互支持
的院友，因等不到肝源而辭世時，更是
痛心萬分。但我仍抱着不要灰心，不要
氣餒的心情去面對每次的失望，因為
我了解到，現在的困窘不只是自己孤獨
去面對，妻子及子女們時常探望及陪
伴給予我很大的支持。面對希望及失
望的交錯，亦讓自己學會了用積極的人
生觀去鼓勵身邊的病友，每天都讓病
友們開懷大笑一番。終於在9月7日早
上接到通知，當天會安排換肝手術，全
家亦覺得興奮，太太及子女們馬上休假

趕來醫院為我打氣，共同迎接此刻的來
臨。

 當天下午三時左右被送往手術室
作準備，當晚經歷了約八小時的手術，
凌晨一時送到深切治療部留醫了一天，
當我醒來時已是9月8日的早上。醫生均
表示手術十分順利。9月9日下午轉房
肝移植的加護病房繼續接受治療。手
術後最初的幾天的傷口的痛楚真讓我
十分難受，身體不斷發熱，但只能卧床
休息。四天卧床治療後，我終於可下床
作少許走動，但因為身體仍不斷發熱，
因此睡眠的質素不是很好，往往半夜
要起來多次讓身體散熱，我繼續以積
極的態度去配合治療，每天把散步的
時間及次數增多，康復進度十分理想。
在9月22日情況穩定後出院，當天轉回
香港瑪麗醫院繼續跟進。在瑪麗醫院
的醫生及護理人員的全面檢查及細心
照料下，於9月29日離院返家。在康復
治療的期間，家人和我都嚴格遵守醫
院的指引，做足消毒衛生的措施，在平
日少到人多之處，出門必定帶口罩，餐
單亦是少油鹽，多菜少肉，肉類多為魚
肉，堅持早午晚三次戶外散步，每天合
計約三至四小時。手術後四個月了，最
近的檢血結果亦在標準範圍內。

 以本人的經歷共勉各病友，不要
對前路灰心，更要以積極的心境去面
對，最重要是配合治療及注意飲食，尤
以手術後更要小心，換肝後就彷如復
生一樣，要好好的愛護新的肝臟，繼續
活出精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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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賢儒
2007年5月17日進行肝臟移植手術
 早在96年3月，因常感疲倦而前往
私家診所檢查，其後證實患有乙型肝
炎，並在診所醫生的轉介下到醫院作
跟進。

 後來，由於有一段長時間病情都
很穩定，故以為不會再有問題而停止
再到醫院覆診。直到2003年11月的一
個晚上，在家裡吃飯時因有噁心的感
覺而到廁所吐了幾口東西，卻發現吐
出來的全是血，便立刻坐的士到威爾
斯親王醫院看急診。經檢查後，醫生
告知是食道靜脈曲張而引起的內出
血，需住院十多天，期間並做了2次的
內窺鏡手術，才可以出院。那時醫生便
告知病情已是中期肝硬化，並要求我
每3個月到醫院覆診一次。

 自此以後，身體便開始出現腹
水、腳腫的現象，病情亦漸趨嚴重。故
此，便開始四出求醫，並曾數次到杭
州看中醫，可也不見病情有所好轉。在
2007年2月26日，腳腫的情況十分嚴
重，連走路也感辛苦，到醫院看急診，
醫生說是急性肝衰竭，除了換肝外己
無其他任何方法可保命，並在同年3月
19日被轉介到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科。

 由於家人都是乙型肝炎帶菌者，
故只能排隊等遺贈肝。在等遺贈肝期
間，在深切治療部及A3病房的醫護人
員的鼓勵及悉心照料下，順利挺過15
次洗肝(MARS)及3次腹部放水。

 感謝天父，在5月17日終於等到合
血型的遺贈肝，並在當天進行了移植
手術。手術後在深切治療部住了一天
就被轉到A3病房。其後康復得很好，
在6月4日便能出院回家休養。可是，6
月20日覆診時却發現出現排斥的現
象，並在A3病房醫冶了10天才穩定下
來，其後便一直沒再出任何問題。

 在醫生的同意下，10月份便開始
照常上班，且在公司的體恤下被安排
負責較輕鬆的工作。到現在已工作快4
個月了，期間體力和精神都愈來愈好。
現在，覆診的診期為4星期一次，正在
服用的藥物有FK506早晚各1.5毫克，
MMF早晚各750毫克，類固醇一次5毫
克以及怡干樂100毫克。

 能夠得到重生，全是教授、醫生、
醫護人員的努力，以及遺愛人間的捐
肝者。願人們把愛心獻出，讓你們的愛
在世上流傳。人在做，神在看，你們的
善行神清楚，神會把它記下。

 願所有的病人早日康復。

換肝七年話當年 
吳淑惠                      

 2008年6月，我由台灣來香港瑪
麗醫院肝臟移植科覆診，偶然看到門
診門口的告示板上寫着肝康會徵稿啟
示。我內心非常雀躍，因為我的換肝
歷程，時時在我腦中顯現。七年來，說
不盡的感激又感激。不吐不快，我要藉
此機會用笨拙的筆訴說當年我的情形
，但筆墨仍只能訴說一二 ⋯⋯

 2001年4月，我來香港換肝，當
時我肝硬化末期，伴有腹水及兩顆腫
瘤。我已深知，時日不多，只是日日苦
撐，眼看周遭親友往生，我放不下自己
還有一個智障女兒，心甚痛苦。當時我
弟從網路得知換肝可救命，但當時去
登記等待肝臟移植的，恐怕兩年都輪
不到我，於是我的女婿挺身而出要捐
肝給我，可是台灣礙於法令，不接受三
等親之外的人捐肝。我的家人全是B
肝帶原者，女婿是五等姻親。我弟弟就
打電話給香港的范上達教授，認真詢
問女婿捐肝會否影響到自己的健康等
等。范教授回答都沒有問題，只這麼一
句，我們頓時燃起重拾健康的希望，
一家人陪伴來到香港換肝。就這樣我
去換肝歷經19個小時，我的家人在門
口等候很久，都說不見醫生出來。之後
只見我滿身插管被推出來，我醒來後，
內心喜悅，但也深覺愧疚，因為我是倒
臥着，而醫生是站立着，想像他們19個

小時，一定是汗流夾背，精神緊繃，三
餐不繼，廢寢忘食。他們那靈巧的手，
除了切還要接，還要縫，神經接神經，
血管接血管。手術的高難度乃當今最
難的功夫，當時活體移植手術，世界也
在效法。醫生是經過無數次勤練從動
物實驗中，取得經驗而應用在人身上，
他們的高超技術已到爐火純青，在我
們換肝人中間無不讚頌。我共住了十天
很順利就出院了，卻在第21天，有點發
燒而再住院，檢查後發現肝動脈阻塞，
伴同膽漏。經過抽 肝組織，肚子旁邊
掛導管流膽汁，又是全身管子連儀器，
進進出出，深切病房，我的新肝竟然有
1/6是黑的，也就是說已經壞死了1/6，
本來一個受肝者，要有2/3的肝，才能
維生，現在只剩下2/3X（1-1/6）＝5/9，
這樣的肝不能活，我整個人覺得好辛
苦，呼吸氣喘如牛，沒有食慾，忽冷忽
熱，苦撐着靠點滴過日。但是醫生卻胸
有成竹的說，沒有問題，但最好就是再
換一次肝，可是那來的肝，香港是沒有
死刑的地方，一般人的觀念也想留全
屍，所以也不會捐肝，唯一的希望是意
外身故，並且願意捐肝，這希望甚微。
不過我自己也作了心理準備，想還是順
其自然，不要奢望，我年紀也大了，多
動一次刀，徒增痛苦，所以我自己已做
好心理準備，不想再換肝了。但范上達
教授，盧寵茂教授，廖子良醫生，天天
巡房時，竟一再鼓勵及加油打氣。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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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無人捐肝也會有意外的肝，按照瑪
麗醫院的慣例，一個月起碼都有兩個
肝。我是優先順位的，即便是血型不
同，也可以換，後續他們有辦法處理。
他們篤定一切又是沒有問題。我一臉
茫然，其他已經換肝的病友(肝康會)也
堅定的說，把一切擔憂交給醫生，叫我
放心，他們是很有辦法的。

 我是一個基督徒，我知道生命是
上帝在掌管，也許上帝已派了那麼有愛
心的天使，來拯救我。我看着他們這些
白衣天使，簡直就想像他們真的是上
帝賜能力，賜愛心在他們身上，他們在
守護我。在病榻中，我覺得這三位醫
生未曾有假期。因為我看見他們一天
數次，有時清早，有時深夜來巡房。就
連星期六、日，也看到他們。有一天我
沒有看到范教授，我說沒有看到范教
授，病房護士說他昨天去法國開會，
並且昨晚還打電話來詢問你(吳淑
惠)的病況。當時我熱淚盈眶，這麼好
的醫生那裡去找。他們真是全心全意，
心裡記掛的是病人的身心靈。他們出
國了也沒有置身度外，他們把醫治病
人當成是一種美好的事業。所以在他
們身上除了高超不凡的技術，還有人間
少有的愛心、恆心、耐心。他們真是顧
念我們，其實我們算甚麼，他們所做的
正在寫這世界的歷史，多麼可敬，多麼
偉大。盧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他不諱言
說：他們也會有疏失，我真不知要如何

安慰他，因為他們太好了，太謙卑了。

 在B3病房我也發現了護士們的
態度和藹可親，做事十分認真，又勤
勞。我在大陸、香港、台灣都住過醫
院。但是香港特別不同，也許是制度
上的問題，護士有按時間要我們下床
運動，(重病者除外)他們定期幫我們
換床單，摺床鋪，不准有家人隨伺在
旁邊，家人另有探訪時間，其他都是護
士代勞，定時送藥，送飯菜，陪伴聊
天，上至梳洗，下至幫忙便溺，不像其
他國家，一人生病，全家累倒。護士會
問，家屬在哪？如果是病情輕的，自己
可以料理，病情重的，可要家人或請看
護不可。所以我心想，香港護士們肩
負這麼多事情，真正減少了家屬的困
擾跟負擔。他們是鐵打的神仙。而且
也是無怨無悔，笑面迎人，讓我覺得好
溫馨，在他們的悉心照顧下，我有點不
捨離開。

 我更要說的是在這段期間，上帝
干預了這件事，因為瑪麗醫院，頭一個
月沒有肝來，第二個月，也沒有符合我
的血型，而這中間，這三位醫生再一次
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用許多方法為
我打醫療補營養，我原先換肝失去的
20磅體重也還回來了。我的1/6黑色肝
也退回去一點，留在外面的膽汁有一
天也涸乾了，我那忐忑不安的心情也
好起來了，我自己本來也不願意再開
刀，竟然不必再換第二次肝，我活得

很好，終於可以出院了。

 護士中有一位叫林家瑤的姑娘(香
港護士都叫姑娘)據說是教授與病人
之間的溝通橋樑，她的記憶力超強，她
可以滾瓜爛熟的說出你的用藥名稱、
數量、時間。我每次港、台來回覆診抽
血。第二天打電話問她，我的酵數如
何？她可以馬上按電腦告訴你，她連
身份證號碼都印在腦中了，我十分佩
服。

 總之這個醫療團隊，讓人放心，
折服。我的換肝歷程雖辛苦，一個月一
次來覆診。乃因我要吃一顆「怡肝健」
的藥。此藥台灣不供應，我每個月一次
來港。2006年改三個月一次，2007年
到至今改半年一次，我是怕坐飛機的
人，這樣也近60幾趟，已練就了，我雖
然辛苦但不痛苦，還帶喜樂，活着的七
年來也非常值得，讓我經歷了愛，並時
常以感恩的心，帶給別人喜樂。非常
感謝這個醫療團隊。讓我重獲健康，
並愉悅的迎接上帝賜與的每一天。

受肝者：一片光
手術日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三年我的母親於瑪麗醫院
病逝，終年五十歲，死因是肝硬化。離
世前幾年的日子，令她吃盡了不少苦
頭，腹部積水、腳部抽筋，經常進出醫
院，已是習以為常；但這些經驗對我日
後面對這個病症有了很大的幫助。

 一九九四年由於我在香港和國內
也設有加工工場，經常要週末往廣
州，週一又要趕回港應付香港的工作，
我的身體健康也在不知不覺間出現了
問題。就在一次往廣州工作回來後，忽
然整個人也像虛脫一樣，軟了下來。求
醫後，才得知是肝病發作，在休息了十
多天及注射多支針藥後，體力總算是
恢復過來。當然又是要繼續投入工
作，因為這是香港人的工作精神嘛！

 時光如流水，又過了兩、三年，人
到中年總會發福，為何我的腹部竟有
37、38吋腰圍之多呢？應該要多做些
運動，修修腰部了，但屢見無效，反而
覺疲累。這時才心知不妙，即往就診求
醫，繼而轉介往瑪麗醫院肝臟內科，
亦開始漸漸步入了母親往日的黑暗日
子。我的肝臟開始有硬化的徵狀：積
水、抽筋、進出醫院等，通通我都知道
要應付及面對的。雖然很不幸我從母
親懷內已感染到乙肝病毒，但又幸運
地我有一線光明的希望，因為香港已
進入了醫學上新的一頁，換肝手術已
進行了一段日子，更幸運的是 —— 我
太太已和我商議過，如果有需要的話，

心路歷程篇 心路歷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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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會給我一片肝。(雖然當時我倆並不
知道她那片肝是否適合我，但一切都
心領了。)

 時光真的如流水，到了一九九九
年，我的肝臟可能真的太硬崩崩吧，就
連她的芳鄰：「腎臟」也受不了，而要
提出警號。據醫生所言，我的肝臟再
惡化下去的話，會影響到腎臟的運
作，後果會是更加嚴重，所以立即將
我列入肝臟移植的『刻』(立刻之意)名
單內。事實上這時候的病情已影響到
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當時太太便跟
醫生商量，決定立刻進行肝臟移植手
術。過程中得到親友的支持、朋友的
慰問、病友的交流，一切都十分順利，
當然最重要是多謝太太的慷慨解囊與
醫生的拔刀相助，手術才可以完成。

 手術後至今已有九年光景，幸運
地身體總算平安，也未有任何大問題
出現，亦可回復正常的工作。只可惜我
父親和姨母相繼於零三年及零六年去
世，原因都是肝硬化。自己可以算是醫
學成就上的得益者，但身旁仍有親友
受肝病折磨，對他們的感受，我也有
深刻的體會。為了使到肝病患者、或需
要等候其他器官移植的人士，都能夠
重獲新生，我和太太已加入了由一群已
接受肝臟移植手術的病友，所組成的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當義工，努力
地推動器官捐贈，希望在我得到一片
肝(一片光)之餘，也希望其他病患者也
有『一片光』。

二零零八年一月

邱穎儀
病因：藥物引致肝衰竭
手術日期：一九九八年六月
病發過程：
 在九八年二十七歲那年，我是一
位西醫診所護士，因皮膚黃，故被提
醒驗血查明病因，無奈報告顯示膽紅
素高，我曾到菲律賓旅行，因此懷疑自
己感染肝炎，後才查証是醫治皮膚的
抗霉素引致肝衰竭，於是入住了東區
醫院，接受維他命K1注射，臥床休息，
等待肝功能回復正常水平，可惜沒有
進展，體質弱常感疲倦；眼白也發黃，
再轉送瑪麗醫院內科部，當時被認為
藥物引致肝功能失調，要觀察一段時
間，待肝臟自動復原。

 過了大半個月，手腳開始腫、有腹
水、常嘔吐、身體軟弱無力，連照顧個
人衛生也沒能力，最後我被轉送到肝
臟移植組，我的血型是O，一位妹妹
和爸爸的血型是AB，最細的妹妹雖
然與我血型吻合，但因肝的體積細不
能捐出半個肝給我，最後決定由媽媽
作捐贈者，這時她已四十九歲，在未到
達最差的情况，院方也希望我繼續排
隊等待遺贈肝，這時情緒七上八落，
病房內每一個人所講的說話，我也當
作全說給我聽，一時間滿腦子塞滿雜
念，我感到非常絕望，也不敢向親人吐
心聲，強忍着身心不適，吐了再吃過，
在家人面前強顏歡笑，每一個人都以
為我是樂觀的。最後見到一位等了五
年遺贈肝的病友不幸去世，我的情緒

已到極低點，每晚不能入睡，神志模
糊，有一天更企圖由窗爬出跳樓自殺，
無奈被病房工友阻止，這時馬上轉介
了我作臨床心理學輔導，更給與我一
天休假回家團聚，但是未到半夜，我
已感到身體極度不適而被送回醫院
去。

 過了三個月，我的腎功能失調需
作血液透析，情況一天比一天差，有一
天收到一個好消息，一位腦幹死亡者
血型與我吻合，其家人願意捐出遺贈
肝救活他人，可惜到最後這家人因捨
不得，以保留全屍而放棄捐贈。此時
醫生也認為再不能等下去，於是安排
媽媽作肝捐贈者，在接受麻醉藥時，
媽媽產生藥物過敏症而需進入深切治
療部。

 在無計可施時，突有一遺贈肝血
型是AB，但那時技術上移植血型不吻
合的肝臟成功率只得50%，經多方面
批核，我被接納為受肝者，但手術前先
清洗體內抗體才能安排接受肝臟移
植，在手術過程中若需輸血，也要接
受AB型，到現在因身體不斷的新陳代
謝而轉回O型血。

康復過程：
 我在深切治療部住了兩星期，身
上有引流，胸部有積水，在普通房住
了十四天，待胸部積水退了才回家，而
身上的引流是在出院後一個星期覆
診才除去。因我的個案較特別，故需
吃非常大劑量的抗排斥藥，早晚服食
FK506 10mg，引致異常手震。

併發症出現：
 出院後5個月，我常感胃痛，小便
顏色較深，我於是打電話回肝臟移植
組匯報近況，更被邀請再度入院觀
察，那時bilirubin, AST和ALT指數提
升，需用靜脈注射類固醇，後慢慢轉
為口服，維持了半年，副作用祇是嘴唇
多了汗毛，眼眉毛較長，臉蛋脹圓、輕
度血壓高。停服類固醇，一切回復正
常。

 由於我的病因是因藥物引發肝衰
竭，故此現在需早晚服FK506 2mg，
完全沒有藥物副作用。

工作情況：
 在發病時我已辭工，故康復後兩
個多月我已開始找新工作，那時教授
不建議我在體質未完全進入狀態和抗
排斥藥的劑量未完全適應時，選擇再
回西醫診所工作，以防容易受細菌感
染。我前身是一位牙科護士，故此我
先找臨時牙科工作，直至習慣以往工
作模式，再者不影響覆診時間，幾個月
後我開始重拾牙科護士工作的信心，
便嘗試找全職工作，雖通過面試，再進
而身體驗查，都會因為我是一個肝臟
移植康復者而不被接納，但我沒有因
此而氣餒，我祇抱着一個信念是先要
接受自己，才被別人接納。後有一位牙
科醫生願意僱用我，站在個人立塲，
我感到非常無奈，工資低過我前身做
牙科護士的起點，有時被催促「快手Ｄ
喇」，我更手震不停，回家檢討後，立
意一定要克服心理障礙，勇往直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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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如何艱苦，我希望別人有一天會對
我另眼相看。最後跟他合作了兩年，技
能已掌握和增強了自信心，這時我再
轉至一所規模較大的牙科診所，這位
牙醫曾在澳洲實習，親友是一位腎移
植康復者，故不介意我的病歷。

 我現在的僱主是我第一份工僱主
的丈夫，他也是一位牙醫，是他的妻
子推薦我給他，待遇很好。

人生觀的改變：
 以前我會以金錢掛帥，很多目標
如儲錢買樓、結婚、享受人生多選擇
與朋友吃喝玩樂，現在改變很大，先
以家人為主，重視他們的感受，假日多
在家中與親友聚會。

有趣的是現在膽量甚大，以前最怕滑
水、坐電單車尾，現在，我都一一做
到。處理困難時我會勇於面對。

起居飲食：
 均衡飲食，少吃調味品，以新鮮
蔬菜魚類為主，因工作時間是早上十
時至晚上七至八時，故此運動不足，但
我選擇淋巴推拿以減低長時間站立腿
部易腫的問題。

向病友提出建議：
 不要執着，把握現有的東西，掌
握今天的時間，盡量做到最好，康服
者要嘗試接受自己，接受終身服食抗
排斥藥。想深一層，我們都不是四肢
殘缺，比起許多長期病患者已非常幸
福，不需要太自我保護：如不敢工作，

害怕辛苦會傷肝，到頭來變得消極，自
覺無用，自我形象低落。我們的日子是
賺回來，應好好作心理調節以平衡自
己。

後記
 我現在只需三個月覆診一次，驗
血報告一切正常，祇是我的壞習慣是
愛在睡前大吃大喝，因而引致小許胃
酸倒流。為了身體健康，我開始改掉這
壞習慣，也盡量有足夠睡眠，一星期上
一課舞蹈班，夏天游泳，工餘時間返教
會及在「肝臟移植協康會」當義工。

 信仰是心靈支援，做義工除付出
時間，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每個
活動尋找資料，籌劃及準備過程，都是
義工們互相成長的好機會。

 唯一使我不能開懷是社會上仍
然對我們這群肝臟移植康復者帶有歧
視，例如每當我吃藥，同事們總是怪
怪的凝視着我，還說：「你的肝臟不是
已醫好了！為何還需服藥？」很希望大
家明白肝臟移植後，也需服藥補養肝
臟。更希望假若大家遇上身體有甚麼
毛病，必須尋求醫治，所謂病向淺中
醫，除自己辛苦，也令親人擔憂，積極
態度，在生命的旅途中是非常重要，在
旅途中遇上困難，除了是磨練也是一
種體驗，令生命更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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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耀華  46歲  男
於2005年6月11日換肝腎
提起往事，依然感觸非常。

 一家四口，原本生活樂也融融。一
次看病，確診患上腎衰竭，還有早期
肝硬化。簡直晴天霹靂，我該怎樣做
才好呢？我用了一個最愚蠢的方法去
逃避現實。

 新年，皮黃骨瘦去長輩家拜年。
「為甚麼這樣消瘦，是否生病﹖」我向
他們解釋我減肥，立即被親戚責罵，
不停罵⋯⋯我行我素。我更加努力去
工作，因為想多賺一點錢。

 三年後，腎功能去到末期，醫生
勒令我暫停所有工作，要我回醫院接
受腹膜透析，俗稱「洗肚」。在病房學
習洗腎期間，母親病重，我無法抽身
見她老人家最後一面，亦無法告知他
們我患上腎病，只有支吾以對，不能回
鄉。因為我還未能接受得到這個鐵一
般的事實，自己為甚麼會患上這種病？
為甚麼禍不單行？身為長子，母親離世，
甚麼事情都不能做，內心痛苦非常，後
來姑娘發現我為此事而難過，與醫生
商量，批準我請假一天，回鄉奔喪。事
後他們才知我患上腎病。我亦非常內
疚，讓家人承受着巨大傷痛。

 二零零三年肝臟起了變化，肝酵
素持續時高時低。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份，驗出甲胎蛋
白偏高，需要做一次電腦掃描，證實有

一粒如黃豆般大的瘤在肝裏。我的病
情開始惡化，必須聽從醫生吩咐，前往
瑪麗醫院做一個身體檢查是否適合器
官移植。

 二零零五年三月中住院檢查身體
期間，我首次肝昏迷。當我醒轉過來
時，自己竟然在深切治療病房。亦不知
手腕為何有瘀痕兼隱隱作痛。從太太
口中拾回當天記億。我大字形綁在床
上，不受控制，仍然掙扎起身，無意識
地叫個不停，只要踏出升降機就可以
聽到我的叫聲。情境真嚇人，簡直是一
個瘋癲的人。

 出院後不久，我第二次昏迷，被送
入東區醫院，幸運地在急救過程中也
能被救醒。當我回家住了兩晚，東區醫
院來電，因為血液裏驗出有巨細胞，明
天必須馬上入院再次接受治療，進行
治療期間我第三次昏迷。

 如是者我又遇上昏迷。太太急召
救護車，把我送往東區醫院深切治療
病房，身上纏滿儀器，插入之靜脈喉
管一兩天後，手背便會出現；紅、腫、
痛等徵狀，於是姑娘會為我重新插上
喉管，有時插上幾次才可找得到通的
血管。有時會為我抽痰，插上胃喉等。
一切治療令我身心疲累。醫生曾經問
過我的太太，是否肯捐出部份器官，太
太說願意，但我反對，一個人有事，好
過兩人都有事，總要有個大人擔起整
個家。經移植組醫生開完會之後，已經
否決了。現階段等待遺贈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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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病情好轉，乘坐非緊急救護
車往東華醫院繼續治療。在東區醫院
還可以食肉類，轉去東華就不准食，
有腎病已經有好多東西不能進食，營
養師開出零蛋白質餐單，有菜、有粟米
粒、有菇、有飯、有粥，餐餐都是青菜
餐，食物的總類只有幾樣。還可以食水
果，選擇不多。亦要天天食瀉藥排出
體內毒素，經常趕不及上洗手間。由
於血壓低，需服食會令我反胃的鹽丸。
上吐下瀉。身體日漸消瘦、虛弱、情緒
低落。於是家人要求請半天假外出吃
晚飯，提早慶祝父親節，得到醫生批
准。美食當前難忍口，有節制地進食小
量雞肉，青菜都顯得特別美味。飯後，
一家人送我返回醫院，感覺温馨。

 當我第五次昏迷，自知病情越來
越不樂觀。無奈、無助的感覺湧上心
頭。藥物幫不上忙，深切體會到快將失
去生命。我不甘心，我還年輕，未曾真
正體驗過人生，亦有好多事等着我去
做，傷心的心情實在無法形容，太太
也無法開解我，令到她與我同哭泣。
這時兩位熱心教友專程來探我，為我
祈禱。感謝他們在最傷感的時侯給予
支持和鼓勵，心情安靜下來。

 現在，我患上了睡眠恐懼症，睡覺
後我會昏迷。這是第六次肝昏迷。思
緒不太清晰，夢境與現實分不清，慣常
做的事我會記得，特別太太在我身旁
一起唸經，唱聖詩，仍然感到一份温
暖。

 過了兩天，姑娘走到我床邊通知，
可能有機會做後備移植手術，之後話
當無聽過，約兩小時後又說有。心想，
換腎消息最少要聽上二次才有機會。
而換肝病人有半數在輪侯器官期間離
世。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同時可以
換肝和腎的病人接近於零。自己極希
望接受手術，這只不過是我的幻想吧！
心裏計出的概率比中六合彩頭獎更艱
難。

 零五年六月份，感覺不真實下進
行全面評估是否適宜進行換肝腎手
術。再進行體內排毒，體外潔淨身體。
並由負責手術之廖醫生向我和我的家
人解釋換肝腎有10％風險，成功率大
過覆診前的估計，隨後秘尿科黃醫生
解釋手術性質，當捐贈者有任何異常，
便會立即終止手術。

 清晨約四時三十分，家人陪伴我
到手術室門口，姑娘說：有話快說，要
進入手術室。大兒子對我說：「爸爸，
我們等你出來！」我請太太打電話讓
我的朋友為我祈禱，我會願意接受一
切。

 我又可以甦醒過來，我最討厭把
我的手腳綁在床上，我立即扯開繩和
儀器，立即被姑娘制止和怒吼，才知完
成手術。令我感到驚奇和難以置信，
一生人竟有兩次生命！真是由上天所
恩賜的奇蹟。

 這大半年在家的日子少之又少，

今天能夠回家，感慨良多。實在要多謝
你們：當兩家人，最傷心難過的時侯，
願意把寶貴的器官捐出，挽回我的生
命，你們無私的奉獻，我與家人永遠
難忘，康復後，必定盡個人的力量，回
饋社會。更加感謝全組醫護人員悉心
護理。每次張開眼睛，不分晝夜，總是
在我身旁，噓寒問暖為我打氣，令我
好感動，我要努力撐下去。一生中，最
重要的是太太對我的不離不棄。她要
容忍我，為我付出許多，把我照顧得如
此周到，沒有太太的支持，就沒有今天
的我。在此衷心多謝太太的付出。

 在康復期間，好想做這樣，好想
做哪樣。但我知道現階段甚麼地方也
不能去。因為體弱，容易感染細菌。唯
一指定要去的地方就是回醫院覆診。

 手術後第127天，終於可以外出晚
宴，好奇怪，我並沒有因此而高興，心
情好緊張，怕餐具污糟，怕食物不清
潔，連食水也怕不夠潔淨，弄得雞手
鴨腳，又不時擔心會否感染細菌。不知
道是生理上出現問題還是心理作用，
我需要見心理醫生，轉化我的不安情
緒。

 休養半年，心中渴望能夠幹一些
有意義的事情。於是去參與一連串的
義工活動。首先，『經濟日報』為已接
受移植會員和輪侯器官的人仕拍攝
VCD，去學校推廣宣傳器官捐贈。其
中一項與太太一起拍了一輯支持器官
捐贈短片，在電視中播出，希望引起市

民有捐贈器官的想法。

 現階段要尋找工作謀取生計，非
常憂心。經親戚提議下，抱着即管試
試的心態去報考僱員再培訓課程。若
然能夠成功取得保安員證書，自己有
多一個選擇就業的機會。一切順利，
我當上保安員工作。書展首天，是我第
一天工作。其後，工作上的需要，我經
常要去不同的地方，與人溝通，個人的
自信心也增強了，使我更有具大的推
動力去做好這份工。我非常投入工作，
為家而奮鬥。亦發覺到現有的一切已
很值得珍惜，不需要太多金錢和物質
了。

最難忘的經歷

 感謝上天的恩賜，帶領我走回起
點，像剛出生的嬰孩般，要包尿片，
用了接近兩個月時間，學識轉身、坐、
行、食、上洗手間等。

重生後的人生觀

 領會到一生沒有甚麼是必然的。
親情、健康、財富、生命，全都是主的
恩賜。日後走完整個人生再也沒有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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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騰   男

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廿七日接受肝臟
和腎臟移植，捐肝者是他的家姊，捐腎
者是他的妹妹，他現有妻子和一個八
歲大的兒子。

憶述病情
我早在十多年前已知自己有肝硬化，
但那時候肝臟移植手術還未發展成
熟，所以我的醫生並沒有建議我到瑪
麗醫院求診，但病情一日一日的惡化
下去，結果到了二零零零年四月，我終
於在家中吐了約兩公升的血，因而立
即到了急症室，幾經搶求後才能蘇醒，
而間斷地在醫院住了很長的時間。當
時因肝硬化，所以已有肚脹和腳腫情
況，但我一直都不察覺到自己的腎臟
也開始出現問題，結果一次昏迷後，
我便要開始接受一星期兩次的洗腎治
療。回憶起洗腎過程非常痛苦，我更
因靜脈曲張而嘔血和大便出血，甚至
兩次需插導管止血，更常常因尿毒素
過高而神智不清，那時我已結束了自
己的公司不能再工作了。

我有五兄弟姊妹，感情非常好，哥哥
因是乙型肝炎帶菌者故不能作捐贈
者，妹妹有脂肪肝，大姊姊因有沈重的
家庭負擔，害怕手術失敗之後果，所
以捐肝一事對她來說更是百上加斤。
而肝腎一同移植成功率亦只有六至七

成。那時候的我對生存已不存在太大
的希望。

後來得到一位熱心的康復者黎詠儀介
紹我姊姊認識一羣捐肝者，詳盡認識
到捐肝者康復情況，於是姊姊決定捐
肝救我，配合妹妹早已作出的捐腎決
定，令我有機會接受這項手術。

手術後與康復過程

任何手術也有風險，我們五兄弟姊妹，
三人同時做一個有生命危險的大手
術，如出了什麽意外，我們五人就會失
去了大半，所以那天我不停地禱告，如
果出了事就帶走我一人吧！她們是無
辜的，絕不能有半點意外在她們身上
發生，結果我們三人都能成功踏出手
術室，感謝主！感謝教授、醫生、醫護
人員，因他們的努力，令我可再重生。

手術需時二十多個小時，奇跡地我只
需接受一天的深切治療，跟著便轉到
A3專科病房，住了二十一天的我便可
拆線回家休養。因為我的腎臟也要移
植，所以需終身服食Prednisolone(肥
仔丸)，此藥令我腳痛無力，有一次，甚
至倒在地上也沒法自行爬起來，落樓
梯更容易絆倒，腰和頸肌肉軟弱無力，
肌肉痛和骨質疏鬆令我要常常進入醫
院接受治療，幸運地有一天在K18內科
部與一病友相遇，他建議我多吃鈣質
或可減輕問題，我嘗試多吃鈣質食物，

一個月後情況改善了許多，後來更獲
職業治療部為我度身訂做鞋墊，結果
情况得到改善。手術後一年多我因膽
管窄而作過兩次膽管擴張手術，裝入
小管長達一年半才除去此小管，我現
在需吃Urosalf 每日三次每次一粒。

日常生活

我以往是做廣告宣傳策劃的，現在空
餘時便義助一些學校、慈善團體和機
構策劃一些活動，有空時更與新舊病
友作交流探訪，互相分享復康心得，互
相關懷照顧，我常常參與康民署舉辦
之活動如游泳、機械健體，有時也會與
一武術同好交流中國武術。其他活動
如：踏單車、行山、打羽毛球、乒乓球，
我也樂於參與，現在生活是很開心
的。

苦惱的事

因我是肝腎一同移植，所以覆診次數
也比單換肝臟的人多，更因腹部做了
數次手術，腹部肌肉因無故收緊而產
生扭曲之痛症，有時還需入院小休。

最難忘之經歷

在我發病那段期間，絕望、無助，我已
沒有時間和精神去照顧我的兒子，當
時，我兒子四歲，樣子是挺可愛的，有
次因幼稚園放假，他很早便來探我，還
親手做了個勞作送給我，但當時我又

是半睡半醒的在病床上，不願多談半
句說話，完全沒有因他突然的出現而
高興，到探病時間完了也沒有送這小
寶寶離開，約30分鐘後，我的手機響
起來，妻子在電話告訴我他不願離開
醫院，原因是他想再見見我，還問我
是否永遠也是這樣子，以後不會再回
家....。我聽了後眼淚忍不住匆了出來，
我拖着虛弱的身軀到了醫院大堂，見
他們母子二人孤伶地在等着，當兒子
見到我的出現，立即跑過來，妻子更裝
作開心地說：「你看，爸爸一定會番屋
企的。」他聽見後，不但沒有開心，還
立即摟着我不放，大哭起來!!

人生觀的改變：

我在今次人生經歷中明白到，生命並
沒有「八達通」，它不能像八達通咭一
樣，放在餘款擦咭機上過一遍，就知
剩餘價值。我們任何一個人既不能預
知生命的餘下時間，也不知下一秒將
會發生什麼事，所以希望各位能珍惜
生命，把握每分每秒，去過你的精釆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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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名「濼濼」的個案
六年前，十歲的濼濼正努力溫習，希望
能夠在香港升讀大學。
病歷分享
 濼濼一出世已患上膽管閉塞，自
小便常常進出醫院，4至5歲開始，便
因為靜脈曲張而引發腸胃出血，當時
祇是一個幼稚園學生的濼濼，多次痾
血、嘔血，而隨者年紀漸長，次數也越
來越頻密。

 9歲的一個晚上，濼濼又伏在浴
缸旁嘔吐大作，嘔的不是食物，而是
源源不絕的鮮血，濼濼都嚇呆了。母親
立即把濼濼送入瑪麗醫院治療，醫生
建議濼濼排隊接受遺贈肝臟移植。起
初濼濼還不願意做手術，但隨着再一
次的腸胃出血，他終於接受醫生的建
議，靜靜地等待奇跡的出現。幸好天
公造美，輪候了幾個月，終於成功接受
了遺贈肝肝臟移植。

感謝身邊每個支持他的人
 別人的愛護及關懷使濼濼非常
感動，無論幼稚園或小學，老師也被
知會了他的病歷，隨時留意着濼濼的
感受，不斷的給與支持和鼓勵，父母、
兄妹、親友、老師及同學的支持和愛
護，令濼濼繼續勇敢地面對這惱人的
病患。

性格開朗、樂天、不受束縛
 肝臟移植手術後，喜歡運動的濼
濼，照常跑步，踢足球，在運動塲上他
真的是如魚得水，踢足球跑足4至5個

小時，仍樂此不疲，每天除了上課及溫
習功課，他還會在球塲上與同學較量
球技或跑跑跳跳，友誼加足球⋯⋯是
濼濼的快樂泉源。

 濼濼思維快、領悟力高，可惜心
散，又不喜歡被逼溫習，若果老師不給
與任何壓力，他反而會自覺地溫習，提
升自己的學習興趣。

 雖然自己沒有別人那麼好運，他
們不需面對這些痛苦的經歷，但濼濼
思想正確，凡事不執着，努力做好自己
的本份，好好照顧自己的健康，勤力溫
習來報答父母。

也有年青人的反叛期
 在中學一年級及至三年級，濼濼
自覺性格上與一般年青人沒有分別，
他覺得思想已經成熟，不需要父母嘮
叨，他要求自己的意見受到尊重。即使
與同學在玩到半夜，自己仍覺並非做
壞事，故此他覺得父母的呵責無理，使
他甚為不滿。這段時間，他常常為這
些事故生媽媽的氣，雖然有時也覺得
媽媽的說話是出自關懷，會靜靜地反
省，但仍不肯在態度及說話上妥協。

濼濼治療沒有影響日常生活
 濼濼每天祇需要服食抗排斥藥
FK506 2.5mg兩次，他會主動吃藥，
不需要媽媽提點。他多次參加暑假學
校舉辦的旅學團，遠至南非，近至上
海，每次媽媽都會為他制定一個時間
表，以便較對時差，不會遺漏吃藥，也
會準備一份詳盡的病歷，以便不時之

需，萬一有事，也可在彼邦尋求醫治。

手術後常見的併發症
 手術後往往腸臟較易粘附，許多
時會引起肚絞痛，自移植之後，濼濼常
常有腸塞的症狀，通常衹需吊鹽水及
禁食幾天就會痊癒。不幸在2005年的
冬天，嚴重的腸塞又叫濼濼捱了兩刀，
第一次手術並不成功，濼濼仍然痛得
死去活來。幾天後醫生再要求為濼濼
進行第二次手術，切除過份粘附而壞
死的部份小腸，濼濼覺得很沮喪，漫
長的痛苦經歷實在令他感到疲倦和氣
餒，再也拿不出勇氣來。

 媽媽哭了，說了一句話：「沒有一
個母親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來，要看
見他們捱苦。」這句子警醒了濼濼的內
心深處，他深深感受到媽媽無私的付
出，終於答應勇往直前，接受手術。濼
濼日後更在自己的Blog寫上：「媽媽，
你的眼淚不會白流！」母子終於一起走
過這個谷底。

曾有自我形象低落的感覺
 濼濼多類運動都非常精通，但最
怕游泳，並不因為他怕水，衹是不想坦
蕩蕩的，讓人看見上腹難看的傷疤。

 在今次世界移植人士運動會上，
他看見各運動員跑到熱烘烘後，隨手
拉起運動衣抹汗，傷疤更難看的多的
是，又何需介懷呢？

對病友的建議
 濼濼建議器官移植康復者要懂

得珍惜生命，以平常心面對自己的經
歷，多與親友分享自己的感受，互相體
恤、愛護，嘗試欣賞上天賜與的天分，
不要執着，明天當會更好。

濼濼母親在今次訪問的回應
 濼濼是他三個孩子之中，教她付
出最多心力的，她曾兩個多月不眠不
休、衣不解帶的在醫院照顧他，內心
的傷痛更是不能言傳。一個職業女性
需要兼顧多重責任，壓力很大，尤其
是濼濼反叛的那幾年，更叫她非常難
受。不能責罵，只可聆聽、忍耐、講道
理及期待。2005年濼濼腸道手術是她
倆人關係的突破，可能是他看到媽媽
的傷痛和付出，令他逐漸改變過來。
現在的濼濼懂事得多，懂得體貼自己，
也自動自覺努力讀書。

 她也體諒濼濼多次住院治療，在
學業方面是一道障礙，他需要付出多
倍努力才能趕上同班程度，因為頻頻
腸塞，彼此也不放心讓他到外地升讀
大學。幸好本港除了大學，還有很多專
上學院，選擇也多，希望不會對濼濼
做成壓力。

 今次訪問，母子各抒己見，也是
一個讓她們彼此更認識對方的好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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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怡個案
 2001年出生，不幸患有膽管閉塞
症，需在5個多月大接受肝臟移植，由
於母親是乙型肝炎帶菌者，父親的血
型不吻合，心怡得到姨媽捐出小部分
肝臟救活了生命。她今年已七歲大，是
一位小學一年級生，性格活潑開朗，積
極、喜歡探究事物、主動和有愛心的小
女孩。

生命的考驗？
 生死的經歷對我們是多大的重
創，雖然心怡只得七歲，但這個經歷
沒有令她畏縮，歲半已常被護士姐姐
為她抽血檢查，但心怡也能忍受痛
苦，沒有大哭大叫，心怡父母怕她不
能抹去這陰影，不過，心怡的動力令
父母感欣慰，她有多方面潛質，動靜皆
能，如琴棋書畫、舞蹈和武術也精通。
她充滿活力，珍惜任何學習機會，同
樣她會在其中取得平衡，有充足睡眠，
有空更會回病房探望及鼓勵其他病
童，偶然邀請其他康復了的小朋友去
踏單車、行山等活動。心怡深信自己生
活在愛內，愛令她獲足夠的支援，因
而懂得施與及關懷他人，心怡形容自
己的生命好比彩虹般美麗，體驗是正
面的點滴。

爸爸是她的仰慕者
 心怡深受爸爸影響，飯後常坐在
爸爸旁邊，聽爸爸講《三國演義》，她
深深感受到書中內容帶出的深奧意
義：「人應以和諧為主」，知識帶給她

無限樂趣，所以她能輕鬆適應校園
生活，也能以深淺角度去掌握及面對
各種困難，以一個七歲的小朋友，有如
此的智慧，是非常難得。

 心怡喜歡中國文學，也喜愛提筆
學習寫作，文章字裏行間充滿生氣，她
為人積極、處事正面、樂天、有動力，
這可能是成長在愛的家庭有莫大的啓
發。

生活帶給她無窮樂趣
 心怡生 活非常充實，除了上學
外，也培養出多元化的興趣，古代文
人的四藝：「琴、棋、書、畫」，她都
一一學習，這些逸閒雅事，除陶冶性
情，也是鍛鍊思維的最佳方法，身心
獲益，她明白父母付出甚多，她珍惜學
習的機會，欣賞學習過程。

懂得回饋社會
 心怡雖年紀小小，但非常懂事，
她沒有能力做甚麼大事，但幼稚園三
年級，那時只有6歲，她已勇敢在公開
的推廣器官宣傳活動中站在傳媒間協
助推廣此訊息，她分享自己的經歷，她
深深感受到無助的同類小朋友的傷
痛，渴望她們能好像她有復生的機
會，有機會欣賞生活每一刻。

飲食方面
 心怡着重均衡飲食，堅守「健康
飲食金字塔」原則：即每日3碗五穀
類，5杯開水，2碗清湯1杯果汁或清
茶，水果每日1至2份，每日肉、魚、豆
類及蛋3至5兩(1兩=1個兵乓球般大

小的肉類)，蔬菜或瓜類每日4至6两 
(即2/3或1平碗熟菜)，奶品類每日2杯
(1杯=240毫升)，油鹽糖亦吃最少。

多做運動
 在父母的鼓勵，心怡明白透過運
動消耗熱量的重要性，過多的營養和
沒有運動會令脂肪積存體內，妨礙健
康，故此她每天都做運動，每星期學
中國武術，使有良好的體魄。

牙齒健康
 學習用牙線除去牙縫的污垢，以
防牙石產生，睡前不吃甜品，防止糖份
粘附牙肉或牙面上，早晚刷牙，以防蛀
牙，心怡媽媽一年會帶心怡到牙科醫
生洗牙兩次，希望健康的牙齒可令心
怡終身受用。

藥物治療
 幸運地心怡的身體沒有排斥姨媽
捐給她的肝臟，不用服食抗排斥藥，
這並不是每個肝臟移植的康復者都如
此幸運，她是小數的一羣，她也需定期
覆診，抽血驗查。

對同類病友的建議
 心怡希望所有與她同一類的病友
及其親友不要抗拒治療，接受別人的
關懷，這是動力的支援，在傷感和困難
中，思想的鬥爭是難免的，學習享受其
過程，積極尋求多方面的協助。

周綺婷
 有別於一般嬰兒，我出生時是黃
色的。

 起初父母和醫生都不明所以，經
過照燈治療後我也沒有起色，依然是
黃。直到我被送到瑪麗醫院，經醫生
檢查後發現我需要換肝。

 當時在香港，替小孩進行近親肝
臟移植手術的技術尚未成熟，而我的
情況又很壞，急需做手術才能維持生
命，所以在澳洲接受換肝手術是我活
下去的希望。幸運地，我的消息經報章
和電台的廣泛報導後，有很多熱心的
香港人十分慷慨地捐款，盼能為我這
個不幸的嬰兒籌得往澳洲的款項。經
過短短數天，已籌得足夠善款，使父
母和我得以成行。

 我的父親把他身上三分之一的肝
臟捐給我，當時我還是一個嬰兒，對
於那段期間所經歷過的畫面，我其實
也是從父母所說的一點一滴之中拼湊
出來的。

 我知道有位婆婆為了捐錢給我，
連戶口裏僅餘的十塊錢也拿出來；我
知道有多位與我素未謀面的讀者在閱
讀關於我的報導後寫信給我的父母，
鼓勵和支持我們；我知道無論在澳洲
還是香港，都有很多樂於助人的記者
和醫護人員協助我們；我知道澳洲當
地有不少善心人士為我們張羅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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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最好的幫忙；我知道我被推入
手術室的時候流露了一個依依不捨的
眼神；我知道父親得知手術成功後激
動得令接駁在他身上的儀器不斷叫
鳴......

 手術進行了十六個小時，當醫生
推開手術室的門宣佈手術成功時，我
的人生就變得美麗而燦爛了，我的家
人一直以來的擔心惶恐就隨之消散
了。我們返回香港那刻是最感動的，來
接機的家人喜極而泣，彷彿我和他們
已分隔半個世紀。

 轉瞬間距離做手術已經有十六個
年頭，細細回想，發現生命的確不容
易。手術後的我身體比較虛弱，經常
要進出醫院，而平時亦要到醫院覆診。
瑪麗醫院佔了我童年回憶中很重要的
部分，記得住院的晚上我躺在病床凝
視着空洞洞的天花板，良久也睡不着，
不知怎的我對醫院總有着一種茫然的
恐懼。醫院是白色的，醫生也穿白袍，
天真幼稚的我曾經輕狂地幻想如果醫
院是彩色的話會不會好一點，又或者
如果醫生們不穿白袍改穿便服會不會
構成有趣的景象。

 我曾經看見過很多跟我一樣需要
換肝的嬰兒，在醫生們精湛的醫術和
護士們的悉心照料下，他們已經康復，
是一個個健康快樂的孩子了，在覆診
的時候我會遇見他們，他們總是為寂

靜的診療室帶來歡樂雀躍的笑聲，使
人聽到也滿心歡喜。在跟孩子的父母
的交談中，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偉大，
我在他們的眼中看見欣慰與慈愛，特
別是那些曾捐肝給兒女的父母，他們
覺得能夠看着孩子健康成長，就是最
大的喜悅，所有在做手術時捱過的痛
熬過的苦也一一忘記了，孩子的健康
是他們快樂的泉源。這令我感動之餘
又使我憶起家人對我從小到大的照
顧，父母總希望孩子健健康康，其餘
的都不重要了。

 有時我會想，如果沒有了這些換
肝的經歷，我會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我會渾渾噩噩？我會好學上進名列前
茅？抑或是得過且過地在這世上存活？
不過轉念又想，這樣猜想出來的我已
經不是我了。小時候的病其實不算甚
麼，反而患病的經歷使我或多或少比
同齡的朋友成熟。

 我要感謝很多很多的人，沒有了
他們，相信我也未必能活到今天。感
謝全港的熱心人士，感謝多位妙手回
春的醫生，感謝慈愛的護士，還要感
謝我的家人，而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偉
大而勇敢的父親，我覺得他是世上最
可敬的人。

 生命中所有的經歷都不是多餘
的，黑夜之後晨光閃現，今後一切會比
以前更耀眼更璀璨。

何謂幸福的人生？

 幸福是甚麼？是『擁有財富 + 家
庭美滿 + 事業有成 』？非也！若是欠
缺了最重要的元素『健康』，這絕對不
會是幸福的人生。這個道理在於長期
病患的一群及其家人裡，是最能深深
感受得到！ 

 自一九九三年聽到醫生陳述丈
夫的病情：『現在已是肝硬化的晚期
了！』這一刻開始，已奪走了我享有的
幸福快樂，面對一切的種種壓力令笑
容不再浮現。估計不到人生的變化來
得如此急速，起初接受不了這殘酷的
消息，也曾抱怨『為何偏偏選中我』！
不甘的是因為他當時只得三十五歲，
正值黃金之年，可惜命中註定他出生
時已從母體感染了乙型肝炎，是鐵一
般的事實，逃也逃不了，世界不會因你
而改變，生活依然要繼續。積極面對，
做應做的事才是真正的方向。

 我希望把丈夫生命完結的時間推
遲，好好保養他的身體。不讓他再受
其他壓力，遇上困難事，我只能默默
去解決。不斷去尋找這方面的知識，
也試過委實亂求醫之過程，誰說那兒
有奇蹟、那醫生的醫術了得、那些保
健產品會改善病情一一都去試；亦嘗
試帶丈夫天天到中醫師那裏飲用他的
獨門秘方。丈夫病情並沒有因此而好
轉，卻是負擔了一大筆醫療開支！

 他的病不僅是他的個人問題，在

家庭裡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引發了骨
牌效應，例如子女當時年紀小，小學生
並不太懂得處理家中的變化，記得有
一次學校社工打電話給我，要安排做
家訪，原因是發覺孩子很不開心，要
找出正確影響的源頭；他的父母親也
意識到他並沒有能力照顧終老，亦考
慮新的生活動向而遷走；也計劃結束
經營日夜忙碌的事業，目的是爭取多
點相伴時刻。

淺談病變
 常言病向淺中醫，卻因肝臟疾病
常識膚淺，疏忽了那似乎無症狀的表
面，病發時已經晚期，也是重症階段，
家庭醫生立即轉介丈夫往瑪麗醫院求
醫，那時肝臟移植在本港並未成熟，
根本沒有考慮的機會。肝臟科仍未有
專科的門診，甚至因為瑪麗醫院擴建
而要轉往西營盤診所，往往診治要等
候上一整天，由於受到病假太多的壓
力而轉往私營診治！

 丈夫病情並未有因長期的治療
而改善，反之就病變帶來的影響令體
質越來越差，隨肝硬化引發而來的症
狀紛紛湧現，肝臟的靜脈血管壓力過
高，導致食道靜脈曲張、潰瘍，為了阻
止吐血出現，要活生生地於十多處曲
張的部位套上橡皮圈。經常地發燒、
腎功能亦因失調而退化了、胰島素無
法分泌而引起糖尿病、脾土不開，更膨
脹好幾倍、高血壓引起的暈眩經常跌
倒撞傷發瘀、血小板之低，連抽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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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也不宜，入院的次數也越來越頻
密，醫院彷彿是渡假的場所！

 性格做成了命運，他那樂天的性
格也許幫助他能夠熬過這些年月，甚
至等待到孩子的成長，而且救了他。到
了2000年家庭醫生表示要隨時有心理
準備，除了換肝已別無他法，而他所能
做的亦到此為止，唯有重返瑪麗醫院
求助。

 當在醫院談論肝移植之問題，輪
候遺贈肝已不知等到何年何月，問題
是連等的時間也沒有！請求醫生讓我
負這個責任，那時的他仍然躺臥在床
上，但起了很大的反應並向醫生說：
『她願意捐，我不願受』，當然醫生是
會按他的意願而為。為此苦惱的我隨
後跑到在K座的電梯的大堂，面向着
山邊的大玻璃窗痛哭，淚水不禁像泉
湧般落下，旁若無人。往後在醫院看到
別人同一樣的情況，內心最能感受到
他們的心境，別人是幫不了，最好別作
打擾。

 那時的傷心是知道離別使者已在
門外等待、是眼白白地看着他一天的
比一天痛苦、是我無能力幫助他解決
問題、是聽取醫生的意見，讓孩子來
嘗試！試問世上有那一個父母願意讓
孩子去冒險，把他帶上屠宰場？我明白
他拒絕的內心原因，凡手術沒有百份
百的成功，他走了家庭最壞的是變成
單親，在手術中若是出了岔子，家裡的
孩子便變成無親無故，更甚至要輟學！

 醫生再三提醒：『愈遲去解決問
題，相對成功率愈低！』。有一天，十八
歲的大兒子走到醫院來對他說：『維
持一個完整的家庭我也有責任。』他
的誠懇態度軟化了他的執着。

刻骨銘心的時刻
 手術那天的清早隨着兒子推往手
術的那一刻，好比千刀萬剮的割在身，
一家四口子中，有一半要面對着手術
的風險，過去丈夫多年抗病的掙扎，
在我立場已經接受了這命運的現實，
可是孩子若是在手術中承受了任何風
險，我將會抱憾終生!內心不停地向命
運的主宰祈求他倆平安推出手術室，
尤其是兒子！每分每刻的忐忑不安，
害怕手術風險的變數產生，整天與女
兒相依守候，沒有離開醫院是為了隨
時候命。幸得姐弟、好友紛紛到來支
持鼓勵，直至看見孩子從手術室轉往
深切治療，從呼喚中得到他的回應那
一刻才如釋重負。

人生的得着
 多年受病魔的纏繞，苟延殘喘的
體質使他康復過程漫長，如糖尿病令
傷口癒合困難、膽管閉塞、套腸、小腸
氣⋯⋯等等的後遺症使他於移植後依
然經常進出醫院。十多年的掙扎過程
裡，不知有多少個大年初一、端午節、
中秋節、聖誕節、甚至生日都在醫院
裡度過，記得他第三次要在醫院裡過
生日之前，他千叮萬囑切忌再買生日
蛋糕到醫院給他，這已變成了他的忌

諱。所以非常了解別的患者所面對的
一切痛苦、困難與心境，因為大家都
涉險在同一的命途中。子女們也因為
在艱苦中成長，磨練得比同齡的更懂
事、更成熟，這樣已經足以令我值得安
慰。

 抗爭過程的經歷，深深感受到醫
護界的恩惠，對他們的努力不懈、關懷
照顧無言感激，更體會到在醫者而
言：『人雖不及救之 未有不惻焉動於
中者』。亦意識到他現在的生命已經
是賺取得來，除了他個人的努力，扶助
他的不乏有教授、醫生、護士、兒子、
家人、甚至病友。既已受惠於社群，更
理應盡其社會責任予以回報，事實施
比受更為有福。

領悟到「庖丁解牛」的養生之道在於
順應自然，才能保護身體和天性，不善
養生的人，容易傷性毀命。也啟發了人
生原來是很簡單，遇困難事都應該向
前看，懂得「珍惜、知足、感恩」你就
擁有了生命的快樂。              

陳若鵬太太

樊先生
一位捐肝的父親
 二零零六年九月四日，星期一清 
早，天晴；窗外一切如常；對我而然，
卻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早上六時，我
將要進入手術室，把我部份的肝臟移
植給剛滿八個月大的女兒。

 零六年初，小女兒呱呱落地，一家
人滿心喜悅；可是兩星期後，黃疸卻未
退，排便呈灰白色；經多次確診後，其
為先天性膽管閉塞，並在她八個星期
大的時候，需要進行通膽管手術，該
手術長達八小時之久，等待的心情一
點也不好受，手術完成後，觀察期近
三個多星期，可是效果並不理想；及後
醫生也經近四個多月的努力，可是最
終也需進行肝臟移植手術。在這一刻
前，我們每天甚至每刻也為着小女兒
憂心、勞碌，曾有一段時間，每天清早
趕往醫院，探望女兒後，馬上趕回工作
崗位，放工後即飛往醫院，至午夜十二
時許才返家，每天也周旋於醫院、工
作、家，實在疲累不堪；可是我們並沒
曾想過放棄，相信女兒是我們最大的
能量。再加上家人的幫忙與支持，公司
及同事們的體諒，醫生們，醫護們的
關懷及鼓勵下，以及遇到一些同類病
案的父母，通過他們的經驗，使我們
更瞭解以及手術後的有所準備，亦明
白到這是一條漫長之路。當天，手術
進行了長達十多個小時，成功地把我
的部份肝臟移植給女兒；很是神奇，本

心路歷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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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篇

此書能順利出版，全賴瑪麗醫院慈善基金慷慨捐贈本書製作經費和

一班熱心社會公益的機構和善長慷慨支持!       

瑪麗醫院慈善基金

鳴謝 — 贊助機構之排名不分先後心路歷程篇

來一臉黃黃黑黑的女兒，手術後她的
臉上漸漸開始白裡透紅起來；我們終
於也跨過這個難關了；這也延續了女
兒的生命；此刻的她正開懷大笑，活
活潑潑的跳躍着。我作為一個捐肝
者，我的身體跟前並無兩樣，生活
正常，我現已繼續工作；同時我作為
一個父親，我認為這是一件的份內之
事，無庸置疑，這是值得的，我今生無
悔。

捐肝者：一線光
手術日期：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人生總有歡喜，難免亦常有淚』
這首歌的主唱者 ⋯⋯ 羅文先生，大家
都知道他的死因是肝病。而我的翁姑
及姨母也是因肝病過世；丈夫和很多
肝病患者一樣，都要面對百般折磨，幸
好得到一群杏林中的高手與肝病魔決
戰，從危困中把他們挽救回來。在此
深表感謝瑪麗醫院的醫護人員悉心的
照顧和關懷。

 回想當年我丈夫肝病發作時，隔
天便要抽肺積水，直至後期積水多得
令他無法躺臥，他所經歷的痛苦，我
深深感受得到。其實我比他更加辛苦
及疲累，一方面要照顧一個病人，另一
方面又要照顧家中的子女，還要應付
工場裡的工作，幸好當時有一班好員
工的幫助和家人的支持，人雖然消瘦
了不少，但仍可支撐下去，直至我把一
片肝移植給丈夫，完成手術為止。

 現在我們一家人可以愉快地一同
生活，全賴一個信念，就是希望在人
間。所以我們康復後，仍要努力推動
器官捐贈，使更多病患者都能夠有一
線生機。好像我們一樣從『一線光』得
回『一片光』，時常充滿喜樂，不再流
淚。

二零零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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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界的積極宣傳和呼籲下，肝臟移植近年已得到香港社會大眾的
關注。第一冊「肝」戈化玉帛的內容，主要針對肝病患者的需要；我們希
望將第二冊《天下無雙之肝康縷析》推廣至社會大眾，讓各階層認識保護
肝臟的重要性。本冊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從肝臟基本功能說起，深入淺
出，說明肝臟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教育巿民從生活小節開始，愛惜肝臟這
個重要的「化工廠」。

范上達  教授
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外科學系系主任

 瑪麗醫院作為香港唯一的肝臟移植中心，為此對肝病的治療、肝臟移
植的發展、肝臟健康，以致器官捐贈推廣活動等均不遺餘力，銳意發展。

 我謹向這群為這本書勞心勞力的義務工作者的無私奉獻，對肝病患者
的愛心與關懷致謝，祝願能有更多肝病患者及市民能透過這書認識肝病和
從中得到裨益。

賴福明  醫生
港島西醫院聯網總監

 繼去年《肝戈化玉帛》一書為肝病患者提供各種治療、護理及心靈輔
導等資訊，今年再有新書《天下無雙之肝康縷析》的推出，充分體現香港
肝臟移植協康會、瑪麗醫院、醫院管理局健康資訊天地對疾病預防及健康
教育的承擔，三方攜手再次孕育出美滿成果，令人感到鼓舞。

羅思偉  醫生
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