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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乙肝病毒攜帶者需知 

摘錄自多倫多西區醫院肝藏診所網頁

若我是乙肝病毒攜帶者即代表甚麼? 

乙肝病毒攜帶者即表示該人感染慢性乙型肝炎,通常終生携帶著; 

當身體免疫系統不能在受到感染的六個月內把病毒消滅便會變成

慢性感染, 這時免疫系統會盡量平衡地控制著病毒而同時避免損

害肝臟。 

我們不認同所謂的"健康攜帶病毒"的說法。所有慢性感染者都有

乙型肝炎併發症的風險, 雖然有些患者的風險比其他人高。長期

肝損傷可導致產生疤痕組織，如果疤痕組織廣泛則稱為肝硬化, 進一步導致肝衰竭，令罹患肝癌的風

險提高; 大概每三個慢性病毒攜帶者便有一個會死於乙型肝炎感染的併發症; 如患者有持續性的損傷，

乙型肝炎絕不是好消息，需要接受治療。 

如何防止把病毒傳染給他人? 

乙型肝炎感染是可以預防的,有暴露於乙型肝炎病毒風險的人應採取預防措施: 

注射疫苗是預防乙型肝炎感染最安全及有效的方法; 疫苗分三針於六個月內注射。對於初生嬰兒疫苗

注射：醫生特別關注母親或家人患乙型肝炎的嬰兒和初生嬰兒,因為在幼兒期

若被感染的話，通常會變成慢性終生感染, 故須於嬰兒出生時立即注射疫苗; 

然而，疫苗可能需要六個月後才產生效用，故同時要給他們注射一種可立即

對抗乙型肝炎的病毒抗體 / 免疫蛋白的疫苗 HBIG; 感染的風險取決於母體的

病毒載量, 可循驗血途徑知道,如病毒載量非常高,(超過 8 log 或

1,000,000,000),  單靠疫苗未必能有效保障嬰兒, 有些醫生會在妊娠晚期（懷孕

最後三個月）首先治療母體, 以減低嬰兒受病毒感染的風險。 

使用安全套：如果你有很多的性伴侶，減低傳播乙型肝炎或性病傳染風險的方法是使用安全套; 有穩

定性伴侶的亦應通過簡單的血液測試檢查是否有乙型肝炎; 若性伴侶從未接觸過乙型肝炎，便應接種

疫苗，直到六個月內三針疫苗接種完畢前須使用安全套。

不要共用個人物品：牙刷、剃刀和指甲鉗可能染有少量至肉眼看不見的血液；如果使用時不慎受損，

可用漂白水 （1 份漂白液對九份水）清潔損傷部位。 

不要共用針筒注射藥物。如有需要，可參加針筒交換計畫。 最後乙型肝炎是不會通過分享食物傳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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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大行動、在各

位朋友的鼎力支持

下終於完滿結束。

今年籌得善款超過

二十二萬元，比往

年多出五萬多，同時亦打破以往這個籌款活動的紀

錄。今年獲得如此佳績，除得到華人社區和各位華

人朋友的慷慨捐款外，也反映出多倫多西區醫院在

華人社區所作的貢獻是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有

了這些捐款，醫院就可以更靈活地舉辦各式各樣與

醫療、健康有關的教育活動，通過參加這些活動，

大家就可以增加醫學知識，對預防疾病、保健強身

也幫助不少。借此機會，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和捐

獻，希望來年與大家再創佳績。 

藉著今期簡訊的出版，對本互助團體其中一位會員、

龍氏(Lung's Family)家庭成員深感謝意。他們的捐款

是促成今次打破籌款紀錄的主要因素。在往年的電

台直播籌款廣播中，肝臟診所的醫務人員在訪問中

提及急需更換舊有的肝臟纖維掃描儀器。龍太太聽

後便與其他家庭成員商量，並決定藉著今次籌款活

動捐出八萬元給大學醫療網絡(UHN)作為購買肝臟

纖維掃瞄儀器的部份資金之用。這部新儀器將會放

置於多倫多西區醫院肝臟診所為病人服務。本團體

大部分會員均來自肝臟診所的病患者及其家屬和朋

友，新的儀器有助病患者得到更準確和更專業的治療。

對於龍氏(Lung's Family)家庭成員的慷慨解囊，實在

感激萬分。 

預防勝於治療，對大多數疾病、此乃最有效的藥方，

尤其對乙型肝炎更甚。雖然乙肝患者可用藥物控制

病情，但因每日服藥所帶出的經濟問題，心理問題

等等因素，對於一個乙肝病患者都是一個沉重的包

袱和負面的影響。若如果在感染前已作預防措施並

起防疫作用，這樣大家就不用恐懼染上乙型肝炎，

生活也許可以更美滿。乙型肝炎在華人社區十分普

遍，而部分人士根本自己是否帶菌者也不關注，那

怎樣叫他們去打預防針。或者他們會說自己很忙抽

不到時間，又或者說自己身體健康，飲食正常，根

本沒有可能感染乙肝病毒。以上種種原因都令大家

忽略了注射疫苗的重要性, 而感染乙肝病毒人數也隨

即增加。也有部份會員查詢有什麼方法知道自己是

乙肝患者。有見及此，多倫多西區醫院肝臟診所連

同他們的醫務人員、義工和本互助團體的義工，將

於八月份起連續三個月免費為大家進行乙型肝炎病

毒檢測，而今次這個大型項目的經費均來自三月二

十六日籌款活動的部分捐款。為了方便大家參與，

檢測站將會設置於大型華人購物商場。希望各界朋

友將此消息宣揚，共同將乙肝患者個案減少，同時

因今次活動而知道自己是帶菌者的朋友也可及早醫

治，并且積極面對。 
講座預告: 

地點: 多倫多西區醫院肝臟中心 103 室 Liver Clinic, 6B Fell Pavilion, Room 103 
2015 年 9 月 19 日 (星期六):   註冊執業護士鄔潔美(Colina Yim, RN(EC), MN) 主講肝臟纖維化掃描, 國語翻譯  

2015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李建國 (Dominic Lee) 主講太極與運動, 國語翻譯 

2015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六): 黃嘉興醫生 (Dr. David Wong) 主講,講題稍後公佈, 廣東話及國語翻譯 



問:我本人是乙型肝炎病患者，剛剛開始服葯。服

葯 後 第 一 次 驗 血 ， 報 告 指 出 乙 型 肝 炎 病 毒 指 數

(HBVDNA)是檢驗不到(undetectable)，意思是否說我

體內已沒有乙肝病毒而很快就可以停葯?  

答:HBVDNA 是乙肝病毒繁殖/增生的指標。當在血

液中檢測不到時，即表示病毒已被乙肝葯物抑制而

停止生產。換言之，病毒正處於”睡眠”狀態。但

即使 HBVDNA 檢測不到也不應該停止服葯。 

乙肝表面抗原(HBsAg)測試是用作檢測血液內的乙肝

病毒，若測試呈陽性，即體內存在病毒。若不是醫

生建議就不應該停藥。 

問:我是乙型肝炎帶菌者，應家庭醫生的忠告，現

在每一年造一次抽血驗查。請問在驗血報告中，哪

一組數字是比較重要而要特別注意。謝謝! 

答:乙肝患者的血液測試應包括因肝細胞受損後所

分泌出的肝酵酶(AST,ALT)。當肝臟受到傷害，酵酶

都會上升，正常的數值範圍會因不同的實驗室而有

所不同。例如多倫多西區醫院實驗室，正常 ALT 值

是低於 40 IU/ml，而 AST 值是低於 35 IU/ml。這些

數字告訴我們肝臟是否發炎，數字越高即發炎情況

越嚴重。  

另一組測試乙肝病毒繁殖/增生的數字是 HBVDNA，

數值低於 2000 IU/ml 是表示病毒處於不活躍狀態。

如果肝酵酶值正常而 HBVDNA 值低過 2000 IU/ml，

表示乙型肝炎已受到控制而無須接受治療。要注意

檢測 HBVDNA 是需要由負責抽血的實驗室作特殊處

理,血液會送到政府公共衛生實驗室進行測試。檢測

結果需 2-4 週才能到達家庭醫生手上。   

問:本人準備與家人到中國大陸旅遊，因肝炎在中

國十分普遍，所以我打算在出發前為我和家人打預

防針，不知道可否將甲乙丙三種預防針同時注射?要

多少日才起作用?而有效期又有多長? 謝謝!  

答:病毒性肝炎甲、乙和丙型在中國均十分普遍。

目前祇有甲和乙型的疫苗而丙型則未有。甲、乙型

肝炎疫苗可以單獨注射或混合注射(混合劑稱為

Twinrix) 。要疫苗生效，必須完成整個注射過程。

乙型疫苗和 Twinrix 同樣是分三劑注射, 即在接受第

一針後 1 個月和 6 個月。而甲型疫苗則分兩劑注射, 

即在接受第一針後 6 個月作第二針注射。若未完成

整個注射過程則不能保證百分百受到保護。  

一般甲、乙型肝炎疫苗會提供 5 至 10 年保護期，其

保護能力(抗體水準)會隨時間而自然下降，但身體

的記憶細胞能夠於保護能力最低時仍可保障你免受

感染 , 有些醫生會建議注射加強劑。  

請記着，如果已經感染乙型肝炎病毒， 疫苗則不會

產生作用。  

健康肝臟知多少 

歡迎各位朋友來信到 liversupportgroup@hotmail.com 發問，除問題外，來信者的姓名和資料都不作刊登。

所有問題將會轉交多倫多西區醫院肝臟診所註冊執業護士鄔潔美(Colina Yim, RN(EC), MN)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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