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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特訊

蔡俊明醫師是國內的肺癌治療的權威。

年初雖然從台北榮民總醫院屆齡退休，仍掛

心著病人，繼續看診。退休後受到各方的邀

約，他體會到病人的需求，決定擴大看診範

圍，將自10月14日起，來到中山附醫開設門

診，以提供病人可近性的醫療，並期待蔡醫

師協助再提升本院肺癌治療水準。

蔡醫師出身白袍世家，自高醫大醫學

系畢業後，於北榮胸腔部擔任住院醫師，當

時肺癌治療選項屈指可數。他仍記得老師曾

說過，若要病人死得快一點，就讓他打化

療。可見當時醫界對肺癌治療的束手無策。

而後，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進

修，專研肺癌細胞培養的藥物試驗。研究院

當時正在執行肺癌的外分泌研究，令他感到

興趣。進修返國後，他帶領北榮肺癌團隊發

展出藥物併用的細胞試驗模式與判讀方法。

在標靶藥物問世後，更將化療與標靶藥物靈

活運用，並主導多項臨床試驗。

不同於現今各式藥物蓬勃發展，及篩

檢與治療的技術進步，肺癌治療由胸腔鏡

手術、新的化療藥物、標靶藥物再到免疫治

療，低劑量電腦斷層篩檢…等，進展快速。

其中低劑量電腦斷層在篩檢的運用，被視為

近年醫學上重大的進展，可望透過篩檢早期

發現肺癌病人，目前本院已居台灣早期肺癌

治療中心。

而肺癌的治療，未來的趨勢朝向手術、

標靶藥物、化學藥物治療等「偕同治療」。

但是，同樣面對肺癌病人，一樣運用化學藥

物與標靶等藥物治療法，蔡醫師的治療效果

就是比較好，其中訣竅乃憑藉著長期累積的

經驗與建置強大的實驗室資料庫支撐著。

「不要排斥嘗試任何一種治療方式」，

蔡醫師表示以近年研究為例，採用單一的化

療方式，病人的生存期約10-12個月、採用

標靶藥物治療者為20-24個月，但接受標靶

藥物與化學治療者，可以超過36個月，甚

至可達四年或更久。

蔡醫師退休後，學習放慢腳步、放鬆心

情，藉由去不同醫院看診的機會，希望多了

解不同醫院的生態，也期待病人得以分流，

不至於等太久。

中山附醫邀請蔡俊明醫師加入本院醫療

團隊，以強化本院整合醫療功能，並將自今

年10月14日起，安排每週五上、下午開設

胸腔腫瘤科門診，及醫師培訓課程；並與本

院曾受康健雜誌
註
報導為醫界重磅推薦25雙

救命神手之一的胸腔外科陳志毅副院長攜手

合作，為大台中地區之胸腔腫瘤病患服務。 

治療肺癌的大師－蔡俊明醫師
將蒞臨中山附醫，廣為民眾看診 醫療部 整理

註：康健雜誌211期(2016年6月)－癌症找對醫師開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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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現年68歲，自從30多歲時的某

次捐血意外得知感染了C型肝炎，但是因為

身體無不適症狀而不以為意。直到65歲退

休後，覺得要開始重視身體健康，才發現原

來肝一直在發炎，血中病毒好幾百萬單位，

抱著一定要健康的決心接受干擾素和雷巴威

林一年的療程，終於戰勝了C肝病毒。之後

每半年定期回診追蹤，竟然在三年後的今天

發現長出了肝癌，即時手術治療。

李小姐現年37歲，從小就是一個不活

動的B肝帶原者，因為肝指數持續正常，並

未規則檢查。由於2010年國健局宣導B、C

型肝炎應每半年追蹤，才配合追蹤建議改為

每六個月回診一次，直到一年前發現B型肝

炎表面抗原消失，及已產生B型肝炎表面抗

體的結果，真是令人振奮!這表示B型肝炎自

然痊癒了!不必再每半年門診報到了?今年八

月李小姐因腸胃症狀到肝膽腸胃科求診，經

腹部超音波的檢查，發現一顆2.5公分的肝

癌，趕快接受手術切除肝腫瘤。

正視B、C型肝炎
文/肝病防治中心 個案管理師

B、C型肝炎病毒感染寄生於肝臟中，

病毒複製後隨著血液循環而具有傳染力，長

年下來病毒可能造成肝臟反覆或持續性的發

炎。所以，一般例行性的檢查AST(GOT)、

ALT(GPT)會確認肝臟是否發炎。而肝癌高

危險群，已經確認是B型肝炎帶原者及C型肝

炎感染者，則應加驗肝癌指標-甲型胎兒蛋白

(AFP)及腹部超音波影像檢查，以確認肝臟健

康狀態。

目前，針對B、C型肝炎病毒所導致的肝

臟發炎，建議給予長效型干擾素或是口服抗

病毒藥物治療，抑制並減少血中病毒濃度來

達到改善肝臟發炎的效果。由於C型肝炎的病

毒基地位於肝細胞質中較易根除，所以常常

會聽到醫師們苦口婆心地勸病患接受治療。

而B型肝炎病毒基地位於肝細胞核中，困難根

除，所以病人需長期用藥，或是停藥後容易

肝炎復發的狀況。需要特別澄清的部份是，

B、C型肝炎都是肝癌的高危險群，接受藥物

的治療可以有效改善肝臟的發炎情形，能減

少肝纖維化、肝硬化的發生，也可能間接降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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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肝癌的風險。但是，如果在已經肝硬化、

肝癌的階段、疾病末期才接受治療，也有為

時已晚的可能。

此外，B、C型肝炎還有不同的地方，B

型肝炎的表面抗體代表對B型肝炎具有免疫

力，不怕被傳染B型肝炎。C型肝炎抗體為C

型肝炎的感染標記，代表已感染過C型肝炎

或正感染中；C型肝炎即使病毒達到根治，

抗體也不會消失。另外，C型肝炎抗體不具

有免疫力，所以C型肝炎治癒後，又有共用

(圖片為必治妥施貴寶公司提供)

針頭、不潔的刺青、穿體洞等血液、體液傳

染的途徑接觸，還是有可能再次感染C型肝

炎，這個部份需要特別注意。

最後，B、C型肝炎都是肝癌的高危險

群，提醒B型肝炎帶原者，B型肝炎早期多

為母嬰垂直感染，應多注意媽媽、兄弟姐妹

及子女是否感染B型肝炎，確認之後才能安

心，如果是B型肝炎帶原者或C型肝炎感染

者，請務必每半年至肝膽腸胃科門診追蹤，

以確保肝臟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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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做為聯合診斷時，可有效提升對肝癌診

斷的靈敏度。

DCP被作為腫瘤標記，除了可應用於肝

癌之診斷和療效評估之外，亦可應用於復發

與否之輔助診斷；因此DCP結合傳統影像診

斷對於肝癌是很有用的輔助診斷。

DCP 和 AFP 來源機轉不同

DCP的血清半衰期比AFP短很多（40~72

小時 vs. 5~7天），與肝癌的分期和生存情況

相關，可協助判斷肝癌患者的治療效果和預

後。當罹患肝癌時，過度異常增生DCP而濃

度急速升高，DCP 與 AFP 的來源機轉不同也

不相關，因此同時偵測相輔相乘，比兩者單

獨使用更佳。DCP的缺點是血液中維生素K缺

乏的病人即使沒有肝癌細胞也會升高，長期

阻塞性黃疸、肝內膽汁鬱積、服用抗凝血劑

(Warfarin)及使用某些抗生素，都會影響數值

的準確度。

根據國際抗癌聯盟（UICC）統計數據

表明，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僅有10%左

右，如此高死亡率與早期診斷率偏低有密

切關係；因此，提高早期診斷率，是降低

肝癌死亡率的關鍵。

臨床常用的血清甲型胎兒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對肝癌的敏感度並不

高，有30~40%的肝癌患者無AFP升高情

形，因此AFP並不是早期診斷肝癌的完美

指標；而腹部超音波檢查準確度也會因檢

查者而異。若可以發現有用的血清腫瘤標

記，對肝癌的篩檢診斷大有幫助。

近期的報告顯示，血清脫羧基凝血酶

原又稱DCP（Des-r-Carboxy Prothrombin）

是一種異常的第二血液凝固因子，它會出

現於肝癌患者的血清中，因此在1984年首

次被稱為肝癌標誌物。由於DCP與AFP的產

生機轉不同，所以在腫瘤標記中，將DCP與

文/健康管理中心 林敬斌 醫師

肝細胞癌之腫瘤標記 ( D C P )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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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驗 室 設 定 D C P 正 常 人 參 考 值 為

9.1~27.8mAU/ml，臨床診斷肝癌以40mAU/

ml為臨界值，手術前後一星期檢測DCP，

若DCP 值低於40mAU/ml則顯示手術效果卓

著，手術後每3個月檢測DCP及 AFP值，加

上超音波檢查，以持續追蹤是否復發，效果

良好。

日本於1980年代肝癌的五年生存率為

5.1%，其後執行每3個月一次（AFP加DCP）

篩檢計畫和積極治療，爾後實施的十五年調

查結果，肝癌病人的生存率由24.9%提高至

42.7%註。

註：(1990-2005)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Viral Hepatitis and Live Cancer, April 2012。 

Lumipulse® G DCP 是一免疫反應試劑套組，乃利用化學冷

光酵素免疫測定法(CLEIA)，定量檢體中的DCP，用於肝癌的

輔助診斷

有研究報告指出DCP數值高的肝癌病

人較易出現肝內轉移、門靜脈侵犯、肝靜

脈侵犯及較差的預後，本院率先採用日本

肝臟腫瘤常規檢查標記，搭配超音波檢

查，可以有效輔助肝癌的早期篩檢，歡迎

洽詢本院健康管理中心04-24739595分機

32017、32018。

日本在多年前已經使用

DCP檢測輔助肝癌早期

篩檢及常規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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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太太已高齡76歲，雖然走路時需

要柺杖幫助，但還可以偶爾幫忙顧店、帶

孫子。因為慢性B型肝炎與肝硬化，一直規

則門診追蹤與治療。一年多前，發現右肝

一個2公分的肝腫瘤，決定積極接受治療。

但是，本身有糖尿病及心衰竭等慢性病，

接 受 手 術 與 全 身 麻 醉 風 險 高 ， 在 多 方 考

量下，決定接受經皮肝腫瘤射頻消融術治

療。

在台灣罹患肝癌（正式名稱：肝細胞

癌）的高危險群，包括B型肝炎帶原及C型

肝炎感染者、慢性肝炎與家族中有人罹患

肝癌者；此外，各種化學或天然致癌物，

如黃麴毒素及酗酒導致的酒精性肝炎、肝

硬化等，也是致癌的危險因子。近年肝癌

治療技術躍進，針對不同的癌症分期與病

患身體狀況，有越來越多的治療選擇，且

效果也越來越好。 

原發性肝癌的治療方法

原 發 性 肝 癌 治 療 ， 一 般 可 分 為 根 治

性與緩解性方式。根治性的治療，包括由

外科醫師執行的肝腫瘤切除或肝臟移植手

術，與肝膽內科或放射科醫師執行的經皮

局部消除治療(ablation therapy)。經皮局

部治療包括無水酒精注射(PEI)、射頻消融

術(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RFA；即俗

稱的「電燒」治療)、微波消融、冷凍消融

及海扶刀等。緩解性的治療如：經動脈栓

塞治療術、局部放射線治療、化學治療及

標靶治療等。

哪一種治療方法才是最好的選擇？其

肝癌根治性治療另一選擇

射頻消融術 ( R a d i o  F r e q u e n c y  A b l a t i o n )
文/肝膽腸胃科 陳宣怡 主治醫師

實因人而異。在選擇治療方式時，需要參考

肝癌的大小、生長位置、腫瘤數目及患者的

身體狀況，如肝功能好壞、是否有肝硬化、

體能等，由肝膽專科醫師做完整的評估，制

訂個人化的治療。

經皮局部消除治療的選擇？

在台灣，常見的經皮局部消除治療有無

水酒精注射與射頻消融術。射頻消融術有兩

種方法，包括無線(電)射頻消融術(RFA)和微

波凝固療法(MCT)。RFA是利用高頻電流產

生無線電波導入腫瘤組織，使分子震動、摩

擦生熱而產生熱能，使腫瘤細胞的蛋白質凝

結性壞死。相較於無水酒精注射，射頻消融

術對於腫瘤定位與安全範圍更為準確。臨床

治療時，依據肝腫瘤的位置與大小，可合併

PEI、RFA治療，以擴大消融範圍，減少腫瘤

殘存的機率。

經皮局部消除療效如何？

經 皮 局 部 消 除 治 療 效 果 ， 類 似 於 肝 局

部切除手術(肝臟切除範圍較小)，以治療小

型肝癌來說，腫瘤完全壞死的有效性約90-

100%，局部復發率為10%，局部復發原因有

腫瘤旁有血管造成無法加熱完全而殘存，或

治療前腫瘤已有影像無法偵測到的衛星小病

灶，於追蹤時才逐漸發現等。因此，經皮局

部消除治療對於小型肝癌的效果良好。但對

較大型的肝癌，則療效降到50-80%，不如肝

葉切除(肝臟切除範圍較大)。射頻消融術，

腫瘤消除率初期與手術治療接近，治療後5年

的復發率約80%，局部的復發率則較手術切

除略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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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消融術(RAF)的治療過程，恢復時間？   

RAF治療前，患者必須先接受止痛藥及

輕度麻醉，然後電燒探針在超音波(或電腦

斷層)定位及指引下，經皮膚穿刺到腫瘤部

位後加熱破壞腫瘤細胞。消融結束、移除探

針後，患者需臥床休息約12小時，包含以沙

袋加壓6小時，避免傷口出血。

此治療最大風險是在加熱殺死癌細胞

的同時，也可能因熱傷及其他器官。可以施

行人工腹水術，來保護腫瘤旁的器官，減少

併發症的發生。此外，亦需注意與穿刺有關

的風險，包括出血、穿孔、傷口發炎、感染

等。一般而言，發生併發症的風險多在5%

以下，且大多可治療與避免，真正引起嚴重

併發症者很少見。

副作用包括輕微發燒與疼痛，約2-7天

可緩解。此外，針對腫瘤周圍容易復發的區

域，射頻消融時必須同時處理，腫瘤範圍越

大，越會影響肝功能指數的暫時性上升，通

常約1-2週可恢復，並不會因此影響未來的肝

功能。在治療後2-4週，必須進行電腦斷層掃

描或磁振造影來判斷是否消融完全，並評估

治療效果，以決定後續的治療與追蹤步驟。

陳宣怡醫師與肝膽腸胃科醫療團隊，

提供優質又親切的服務

陳宣怡 主治醫師

現職	 中山附醫肝膽腸胃科主治醫師

學歷	 中國醫大中西醫學系雙主修畢業

											中山醫大醫研所碩士班畢業

經歷	 中山附醫內科住院醫師

											中山附醫內科總醫師

											中山附醫肝膽腸胃科研究醫師

											中山附醫肝膽腸胃科專科醫師

專長	 肝臟疾病治療(肝癌、肝硬化、肝炎)

											肝膽及胃腸消化道疾病、消化道癌症

											診斷與治療性消化道內視鏡

														(胃鏡、大腸鏡、潰瘍性出血、

														胃食道靜脈瘤出血、息肉切除)

											超音波檢查與治療

											一般內科疾病

門診時段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 ● ●

下午 ●

夜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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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液體補充：

術後至排氣前，請勿進食，也不可過

度飲水，以免腹脹不適，若會口乾不適，可

用棉棒沾開水潤口。醫師會開立點滴適當補

充。

(5) 手術後的休息與活動：

床上翻身運動：手術後 1~2 天內，由於

傷口疼痛，許多人不敢下床活動，

但是如果持續維持一個姿勢不動，容易

造成臀部尾骨處紅腫潰爛（褥瘡），所以請

務必要在床上自行翻身活動。

手術後第二天，可依醫師建議下床活

動，嘗試坐在床沿或床旁原地踏步，可促進

下肢血液循環。首次下床應注意突然改變姿

勢所引起的姿態性低血壓。為避免下床時有

暈眩的感覺，可先坐於床緣休息 10 分鐘，再

走到床旁椅坐下休息 10 分鐘，在家人的陪同

下床活動。

至於出院後的居家照顧，可分幾個方向：

(1)出院後須按醫師指示回門診複診。

(2)出院後傷口未拆線時，依醫護人員指導的

    換藥方法，由自己或家屬協助換藥。

(3)傷口有紅、腫、熱、痛或有不正常分泌物

    時應立刻就醫。 

在日常飲食的調養方面須注意：

(1)禁酒類及生水，食物及飲水務必煮熟、煮

   沸。

(2)養成良好個人衛生和飲食衛生習慣，以避

   免感染。

針對肝癌切除手術後的護理指導，可分幾

個方面進行：

(1) 傷口方面

手術通常會放置引流血水的引流管，

術後傷口保持乾燥很重要，如果傷口滲液

染濕了紗布，要通知護理人員換藥。為保

持傷口乾燥，未拆線前以擦澡方式清潔身

體，待7-14天拆線後方可沖澡。

(2) 傷口疼痛

若無法忍受疼痛時，可依醫囑注射止

痛針，通常二次止痛劑給予的時間需要相

隔 4~6 小時，以免藥物引起呼吸抑制及降

低腸蠕動等副作用。另外亦有自控式止痛

劑可供選擇。

(3) 引流管方面：

鼻胃管：是由鼻腔放到胃部，主要引

流胃液，預防腹脹，不可因不舒適而自行

拔管。若管子引起咽喉不適，可以漱口藥

水清潔口腔，以減輕不適；如固定管子的

膠布有鬆脫，可請護理人員重新固定。放

置時間長短，要視每天抽吸量及排氣情形

而定，醫師會做最後拔管的決定。

傷口引流管：主要引流腹腔內術後殘

餘的血水，血水若不引流至體外，容易造

成傷口化膿發炎，而延長傷口癒合。引流

管未拔除時，活動沒有任何限制，只要不

要把引流管牽扯滑落即可。

導尿管：主要是方便尿液的排出，若

無排尿問題，醫護人員會依醫師指示儘早

移除。

文/肝膽腸胃外科病房 黃亭諺 護理師
肝膽外科 李祥麟    主任

肝癌切除手術後的護理及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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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免食用酒釀、豆腐乳、臭豆腐等發酵 

    處理及發霉食品。

(4)採清淡(低鹽)、高纖維、均衡飲食習慣。

(5)合併有食道靜脈曲張的病患，避免進食

   粗糙、堅硬之食物，應細嚼慢嚥，或以

   流質飲食取代。

(6)食慾差時，以少量多餐的方式增加攝取

    量。

(7)有肝昏迷現象時，請依營養師建議選用

    奶類與植物性蛋白質食品。

在肝癌病患治療後的追蹤方面則須注意：

(1)每3至6個月抽血檢驗肝功能及胎兒蛋

白。

(2)定期超音波或電腦斷層檢查。

必要時可能再縮短追蹤時間。胎兒球蛋

白質超過400ng/ml通常代表有肝細胞癌。但

是有五分之一的病人不產生胎兒球蛋白，而

且小於四公分的肝癌中，三分之二胎兒球蛋

白少於200ng/ml。因此臨床上通常結合胎兒

球蛋白檢測及超音波檢查以增加偵測的準確

性。

超音波檢查在偵測二公分以下的腫瘤有

其限制性。一般1公分以下的腫瘤建議每三

個月做一次超音波。超過2公分的腫瘤，影

像學的診斷能力應當足夠。因此本來有肝硬

化的病人，若超音波、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

三種檢查中有任何兩種檢查符合肝癌特徵，

就可確定診斷，即便胎兒球蛋白值正常。

當偵測出肝細胞癌再發時，治療的考

量和初次發現時相同，都要考慮肝功能及腫

瘤現況，再做完整評估，決定如何治療。同

時評估是否有遠處轉移，以免造成治療之困

擾。

平常應特別注意異常症狀，如出現時

得立即就醫。例如：(1)有茶色尿或黃疸現

象，如皮膚、掌心或鞏膜泛黃。(2)容易瘀

血或刷牙容易流血等出血現象。(3)腹部腫

大、腹脹、下肢水腫、食慾差。(4)有吐

血、大便顏色呈黑色或紅色，應儘速送醫。

最後在日常生活建議上：(1)不亂服成

藥或未經科學證實的偏方，以免增加肝臟代

謝負荷。(2)生活規律、不熬夜。(3)均衡飲

食、天天排便。(4)定期追蹤、不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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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移植於肝癌病患的角色
文/外傷科 丁麗娟 個管師
肝膽外科 李祥麟 主   任

2.	藥物引起(如halothane,	sulphonamides等)

3.	代謝性肝病(如Wilson氏病，Reyes氏		

				症候群等)

三、 遺傳性代謝肝病

1.	肝醣貯積症

2.	α1-抗胰蛋白脢缺乏症

3.	Wilson氏病

4.	其他(tyrosinemia等)

四、 肝臟惡性腫瘤

1.	肝癌(肝硬化並不等於肝癌)

2.	膽管癌

3.	肝肉瘤

五、 再移植

六、 其他

1.	肝內結石

2.	多囊性肝病、Caroli氏病等

由於手術侵襲性高，肝癌復發率亦高，

移植在最初並非肝癌的標準治療。過去，若

病患無法接受手術切除或射頻燒融等治療的

話，往往就是墜入絕望深淵。然而，隨著移

植醫學的進步，義大利國家癌症研究中心，

1996年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著名的

米蘭準則(Milan	Criteria)後，肝臟移植成為

肝癌的標準治療之一。目前肝癌病患，接受

肝臟移植的5年存活率均達70%以上，不遜

於因良性疾病而接受移植的成績。但必須符

肝臟移植是近三十年來醫學上最大突破

之一。以治療非肝癌所致的末期肝病而言，

長期存活率、生活品質、重返工作崗位率或

節省長期醫療支出，肝臟移植已被證實是唯

一有效之治療方法。

肝臟移植適用於不可逆的進行性肝病，

且無其他方法可以有效治療。在台灣最常見

的適應症，成人是B型肝炎引起的肝硬化；

兒童則是膽道閉鎖症。適應症細分如下：

一、極期慢性肝病: 

甲、肝實質肝病	

1.	壞死後肝硬化(病毒性、藥物引起)

2.	酒精性肝硬化

3.	自體免疫肝病

4.	隱因性肝硬化					

5.	新生兒肝炎及其他肝病(先天性肝纖

				維化等)

乙、膽汁鬱滯性肝病

1.	膽道閉瑣症及其他肝病

				(Alagille氏症候群、Byler氏病等)

2.	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

3.	硬化性膽管炎

丙、肝血管疾病

1.	Budd-Chiari	症候群

2.	靜脈阻塞疾病(veno-occlusive	disease)

二、 猛暴性肝衰竭

1.	病毒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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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下條件，才可能有此成效：(1)在影像

學上，不能有血管侵犯。(2)接受腦死捐肝

者，若只有單顆肝癌，須小於5公分；若為

多發性肝癌，則不可多於三顆，其中最大顆

之直徑不大於3公分(Milan	Criteria)。(3)接

受親屬活體捐肝者，若只有單顆肝癌，須

小於6.5公分；若為多發性肝癌，則不可多

於三顆，其中最大顆之直徑不大於4.5公分

且三顆肝癌直徑總合不可大於8公分(UCSF	

criteria，美國舊金山大學準則)。也是我國

健保署所採用的審核標準。因此，許多肝癌

患者受惠於肝臟移植。

另外，針對肝癌降期治療是指若腫瘤超

過移植的標準，則先以肝動脈栓塞、射頻燒

融，甚至切除術來進行肝癌治療，設法先降

低肝癌期別。經治療一段時間後再評估腫瘤

分期，如符合標準，仍可進行移植手術。在

米蘭標準下經降期治療再接受移植的病患，

五年存活率最高可達90%，不亞於非降期患

者。

目前移植標準的缺點，以腫瘤大小和數

目來評估，無法完全反應肝癌的腫瘤，例如

目前無參考胎兒蛋白(AFP)指數的高低。所

以陸續多項標準被提出，也需要更多研究來

發現新的肝癌標記，選擇適當的病患接受肝

臟移植。

對於肝臟切除和移植治療肝癌的比較

來說，肝切除治療費用相對低、安全、且死

亡率低，缺點是復發率高，無法同時治療慢

性肝病和肝硬化。肝臟移植的優點是復發率

低，可同時治療肝硬化及肝癌，但費用較

昂貴，技術門檻要求相對高，且捐贈來源有

限。所以若肝功能許可仍以手術切除為第一

優先考慮，術後的病理報告也可做為日後治

療或移植的參考。

目前，在肝切除手術及其它肝癌治療

的進步下，已大幅改善肝癌的存活率和存活

時間。肝臟移植提供小型肝癌同時治療腫瘤

及慢性肝病的機會。相信未來加上肝癌標記

的發展和標靶治療的進步，能提供更全面性

的治療。筆者除了希望國內器官捐贈的觀念

能更提昇外，亦必須指出，在與時間賽跑的

等待過程中，經過嚴密的評估，病患之配偶

或五等內血、姻親，可以捐出部份的肝臟來

拯救至愛。當然活體肝臟移植，必須在確保

捐贈者安全的前提下進行。而受贈者在術

後，必須終身服用抗排斥藥，也得面對可能

發生的大大小小併發症及復發的可能性。對

病患、家屬及醫療團隊而言，都是不簡單的

事。然而，在肝臟移植成為例行手術且具有

良好療效的今天，我們應該以更積極的態度

來面對眼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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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動人生病友會
文/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 陳孟皓 秘書

「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肝若不

好，人生是黑白的」這句簡單的廣告詞

從十幾年前至如今仍朗朗上口，看似簡

單卻道盡了擁有健康肝臟的重要性。根

據我國衛福部統計處資料顯示，過去十

年因肝病致死人數雖有趨緩的趨勢，但

仍一直高居我國國民前十大死因，其中

肝癌更為十大癌症死因順位第二名，因

此肝病防治一直是近年來國健署持續努

力推動的一大方向。

本院秉持著強化民眾健康促進及預

防保健的精神，於2003年10月成立肝炎

衛教室，提供了疾病、檢查、治療及日

常生活應注意之衛教諮詢，並為推廣特

色醫療貫徹實施全人醫療照顧；2009年

11月更進一步成立肝病防治中心，一路

走來本院對肝病患者的感動照護始終如

一；而為達到以病人為中心的高品質安全醫療，

持守專業醫療團隊的組成、建置資訊端的管理，

定期整合臨床資訊與追蹤病人病情變化，藉此可

提供特定及高危險群患者之連絡、定期回診的監

控照護與從中整合重要之癒後指標以提供治療之

參考。此外2015年7月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的成

立更為本院肝癌患者之治療與照護提供了一大助

力！

肝病防治除了是我國積極推動的預防保健政

策外，更是全球共同努力的健康保健目標，2004

年為了向發現B型肝炎病毒及發明B型肝炎疫苗的

科學家布倫伯格(Baruch	S.	Blumberg)教授致敬，

WHO將他的生日(7月28日)訂為世界肝炎日，希冀

透過世界肝炎日的訂定及全球的響應，提昇民眾

與患者對肝病的認知，進一步促使政府部門改善

肝病防治服務的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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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本院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為響應

世界肝炎日，與肝病防治中心及癌症防治中

心一同連結肝炎與肝癌患者，特於7月30日

盛大舉辦「肝動人生病友會」。

病友會當日安排本院肝膽腸胃科、一

般外科與中西整合醫療科醫師及衛教個管師

帶來各式精彩的肝病相關主題，從肝炎治療

與照護、肝癌手術及術後合併中醫調養的角

度，帶給與會者醫療新知與概念外，更邀請

了兩位肝癌病友分享其抗癌的心路歷程，希

望能夠透過病友會的運作與病友間分享互動

帶給病友正確的醫療知識及對抗疾病的力量

與支持。

其中分享的患者林先生原本是一位43

歲每天工作超過11小時的精密工業員工，

兩年多前因為急性胃痙攣就醫才意外發現自

己體內藏有顆6公分的肝臟腫瘤並確診為肝

癌一期，經轉診接受肝栓塞治療三個月無效

後，接受本院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彭正明主

任為其操刀達文西手臂肝臟切除手術，追蹤

至今兩年半未再復發，而術後的林先生也改

變生活步調與心態，學習用輕鬆樂觀的態度

面對人生並改行開設咖啡廳。林先生表示因

感念抗癌期間接受各方的幫助與關懷，因此

每一次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舉辦的癌症病友

會 註，都會到場親自手沖咖啡與病友分享，

也分享自己的重生過程，並以親身經驗告訴

大家「一旦發現身體有異樣就要立刻就醫，

配合專業醫師的治療，每個人都可以跟他一

樣打敗病魔、戰勝肝癌，重新擁有彩色的人

生。」

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彭正明主任表示，

肝癌一直高居我國十大癌症死因第二名，發

生的年齡層廣從10幾歲的青少年到老年人

皆有，其中B肝或C肝患者是高危險群。而肝

臟是人體重要的器官，負擔了人體許多的責

任，但卻只會緩慢地發出投訴信號，可說是

一種沉默的器官。從許多的肝病案例顯示，

初期只有輕微症狀甚至全無病徵，患者完全

不會察覺自已身體出現問題，加上許多人認

為肝指數正常就好，甚至寧願相信偏方、廣

告等，也不願到醫院做徹底檢查而延誤了病

情，等到發現體重減輕、肝臟出現硬塊時都

已經是中晚期；因此彭主任建議，B肝或C肝

帶原患者應定期至醫院抽血及接受腹部超音

波檢查，落實及早發現及早治療的精神，定

能讓黑白人生翻轉為健康彩色的人生。

註：目前本院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運作之癌症
病友會包含「胰然自得‧胰臟手術病友會」、「甘胃
人生‧胃癌手術病友會」及「肝動人生‧肝癌手術病
友會」。

病友林先生與達文西微創手術中心彭主任(左一)

及劉信誠醫師、謝慶隆醫師(右二、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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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可不知的藥物保存方法
文/藥劑科 蔡敏鈴 藥師

您可曾生病時將以前沒吃完的藥，

再拿出來吃？可知藥物若未妥善保存，

可能過期甚至變質，吃了非但不能「治

病」反而會「致病」；或是小朋友誤

食，還有中毒的可能。大家都知道，過

期的藥物建議不能再使用，但是！有些

藥物並不是過了保存期限，而是被您放

錯了位置而變了質。

常見的藥物保存問題

曬在陽光下的西藥

西藥大部分是化學製劑，陽光中的

紫外線會加速藥物變質。比如最常用的

維生素C片劑，如果在變質後服用，就會

使人產生膽結石。兒童常用的魚肝油也

很怕光，遇光後藥效會降低。所以對於

維生素、抗生素以及氨茶堿、硝酸甘油

及各種針劑等，儲存時最大禁忌就是陽

光。為避免遇光變質，最好放置在棕色

瓶中並置放暗處保存。

高溫下的益生菌

酶類可以助消化、益生菌類可以

治腹瀉，這兩類藥物是成人及兒童常用

藥，它們無論在服用還是儲存時都非常

怕“燙”。酶類成分為蛋白質，高溫下

會凝固壞死；益生菌是對人體有益的微生

物，碰到高溫，藥效就會降低。所以，吃這

兩類藥千萬不要用熱開水送服，另外，還要

注意低溫保存。

熱呼呼的免疫球蛋白

有些藥物的化學反應都會隨溫度的上升

而加快，溫度每上升10℃，化學反應速度就

加快2至4倍。因此，一般藥物都應該放在

20℃以下的地方保存。然而一些特殊的藥

物，如抗病毒的干擾素、增加免疫力的丙種

球蛋白等，應該放在2至8℃的冰箱冷藏保

存，否則容易降低藥物的功效，甚至發生變

質。低溫、冷藏是怕熱的藥物最適合的儲存

方式。

冰箱裏蓋子沒擰緊的止咳糖漿

小兒止咳糖漿、抗感冒糖漿，放到溫

度過低的冰箱裏，會降低藥物的溶解度，出

現所服的藥物和標注的藥物濃度不符合的情

況。而皮膚外用乳膏劑，一旦溫度過低，會

導致基質分層，影響藥物的均勻性和藥效。

因此，這些藥都放在室溫下保存即可。除此

之外，糖漿類藥物儲存另一“怕”就是微生

物。這類藥物因為加入了糖，如果蓋子擰不

緊，便容易滋生細菌。避免方法應是對此類

藥物擰緊蓋子，短期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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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潮的阿司匹林

特別容易潮解的藥品還有酵母片、維

生素B1、葡萄糖酸鈣及一些含糖多的糖衣

片等，膠囊劑也極易受潮。許多藥品在潮濕

的空氣中，會吸收空氣中的水分而潮解，藥

品可出現溶化、發黴、發酵、粘連等潮解現

象，此時藥物不能繼續使用。因此，平時應

盡量將它們放在密閉小瓶內，並置於乾燥處

保存。

藥物保存原則

當您從醫療院所領回各式各樣或瓶瓶罐

罐的藥物，該如何正確儲存才能確保藥品品

質呢？有以下幾個原則：

1.家中最好有個醫藥箱，或找個可上鎖、幼

兒不易開啟的抽屜或箱子存放，避免幼兒

誤食。

2.內服及外用藥分開分類保存，以免誤用。

避光、避濕、避熱是藥品的重要存放原

則，千萬不要把藥品放在濕熱的浴室、廚

房。

3.冰箱冷藏是指下層(2－8℃)，除非另有指

示，液體藥品不宜冷凍。

4.藥物開封後若無法於短時間內服完，請在

包裝上註明開封時間，以方便下次服用時

清楚知道藥物是否已過期。

5.時時檢視藥品效期，勿保存過期藥品或不

需使用之藥品，除非另有標示，打算丟棄

的藥品依廢棄藥品處理。

6.服藥後應隨手將藥物放回原袋內封好。

不可將不同藥物放置於同一容器或包裝袋

內，以免交互作用變質。藥物用完前不要

把外包裝丟掉。

7.若購買的是大包裝藥品，為了避免每天開

啟取用，增加變質的機會，可以小容器倒

出幾週的份量存放，等服用完了再由大包

裝補充。

8.眼藥水：一般放在室溫下即可。有特別標

示，需放在冰箱冷藏者，則依標示處理。

開封後一個月內未用完，應即丟棄。

9.胰島素製劑：如未開封則存放在冰箱冷

藏室。使用中(還沒用完)，可存放在室溫

下，留待下一次繼續使用。開封後應在一

個月內使用完畢。

10.保留藥袋及說明書、原包裝、有效日	期、	

					用法和用量等資料。

11.藥品一旦開罐，罐內所附的棉花和乾燥

			 	劑，就必須立刻丟棄，或定期更換，否

		 		則會因吸附水氣，成為藥罐內的一項汙

					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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