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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了解肝臟掃描講座 (上) 

摘錄自肝臟專科醫生黃嘉興醫生(Dr. David Wong) 之醫學專題講座。Vivien Chung 筆錄及翻譯 
 

  

大 部 分 人 都 聽 過 超 聲 波

(Ultrasound), 電腦斷層掃描 

(CT Scan) 及磁力共振 (MRI) 。 

但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它們在

醫療上的作用呢? 今天, 我們

邀請了多倫多西區醫院的肝

臟專科醫生黃嘉興醫生和我

們講解有關這三種肝臟掃描 

科技。 

  

超聲波(Ultrasound) 

  

超聲波掃描過程不需要使用

任何輻射, 它的影像可以顯示

出結節或病變的細胞, 有篩查

及監控的作用但不能辨別病

變細胞屬於良性或惡性。通

常醫生會建議乙肝病患者每

六個月到醫院做一次超聲波

檢查，監察情況。至於肝臟

沒有受損的肝病患者，由於

他們患肝癌的風險比較低，

醫生或許會建議這些患者一

年做一次超聲波檢查。有些

人問，藥物可以治療肝病嗎？ 

黃醫生說藥物是可以幫助減

低患肝癌的風險。而如果你

的醫生說你的肝臟有問題但

目前不需要做任何的療程，  

 

原因是有些人自己的抵抗力

可以控制肝炎的病毒，除定

期觀察以外, 不需要即時做任

何治療。 這對於病人來說是

一個好的消息。 

  

超聲波作用雖好，但由於它

不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料讓醫

生了解結節或病變的細胞究

竟發生了什麼問題。(例如：

超 聲 波 時 常 顯 示 到 

hemangioma（肝血管瘤），

但它並非癌細胞組織，平常

得如胎印一般。)所以，醫生

通常在發現超聲波影像有點

問題的時候便會聯絡病人，

建議病人做一個 CT scan, 即電

腦斷層掃描。 

  

電腦斷層掃描(CT Scan) 

 

電腦斷層掃描程序快捷，可

以在短時間內拍下好多個掃

描影像。 為了增強影像的清

澈度，技術人員會為病人注

射顯影劑，  使身體組織間的

對比更清楚，大大提高醫學影

像診斷的敏感度及準確性。通

常技術人員會在注射顯影劑之 

 

後立刻拍下第一組影像，其

後在注射九十秒後，三分鐘

後，及十五分鐘後各拍下影

像，每一次共拍 50 張。 

  

當然，電腦斷層掃描亦都有

它的弊處。 有些人會對注射

顯影劑會出現過敏。 他們需

要在做掃描之前的幾天服用

醫生處方的藥， 防止在注射

顯影劑後出現過敏反應。至

於對顯影劑有非常嚴重過敏

的人，他們是不適合用電腦

斷層掃描的。 

  

另外，因為顯影劑對腎臟

會有一定的副作用，醫生

在建議病人做電腦斷層掃

描之前，必須驗血確保腎

工能正常。也不會建議已

經有腎病，長期慢性疾病

如糖尿病或高血壓的病人

做這種類的掃描。由於電腦

斷層掃描的過程會涉及輻射，

因此醫生只會在有需要的時候

建議做電腦斷層掃描。 

 

 

                       (下期待續…)



 
 

本人於上期簡訊中提及多倫多西區醫院肝臟診所、舉行一個與乙型肝炎有關的大型項目，目的是為華裔人士提

供一個免費的快速檢驗乙肝病毒的機會。而這個項目已進行得如火如荼。第一次免費檢驗已於八月二十二日於

萬錦市的萬錦廣場進行。已錯過今次機會的朋友可以於九月十三日抽空到士嘉堡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或九

月二十六日到文華中心(唐人街)參與。而此項目將會伸延到十月份。有關項目的檢驗日期和流動檢驗站的地

點，詳情請遊覽網頁 www.torontoliver.ca 或至電(416)603-5359 查詢。 

本互助團體是今次活動的其中一個協辦單位。大部分的核心會員都積極參與義工的工作，希望通過今次這個

有意義的項目、使大眾對乙肝的關注和認識。肝臟診所的醫護人員和義工們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神。但

很可惜，於萬錦廣場內的大多數華人對這個項目並不感興趣，反應也不熱烈。可能是主辦單位在廣告上還未做

到完善，但宏觀整個萬錦廣場的美食街(food court)，當天進出的華人超過一千人。而主辦單位所設置的檢驗站

就在其中，場地內大部分的華人是知道此活動正在進行中，但反應竟然如此冷淡真令人費解。要知道華人是感

染乙型肝炎比例中較大的族群，而因乙型肝炎而引致的肝硬化及肝癌則多不勝數，他們對此免費檢驗有此反應

真的令我感到奇怪和意料之外。是否他們害怕被別人知道自己做此測驗而受到歧視? 又或者因為乙肝患者在未

到嚴重階段時並沒有明顯的病徵、 所以他們掉以輕心? 似乎大部份的華人對乙型肝炎這個嚴重的慢性疾病所持

的態度有所偏差。希望各位會員能夠通過本團體所舉辦的講座而得到啟示，影響你們身邊的親戚朋友，令他們

重新認識到乙型肝炎的嚴重性和醫治的迫切性。 

通過參與今次的活動，本人深深地體會到在華人社區推廣乙型肝炎的教育工作並不容易，路程長而艱鉅。正因

為這些原因，本互助團體更加有其存在的價值和空間。希望各界朋友能夠給與支持，積極參與我們的活動，並

提供意見，令本團體發揮最大的作用，服務更多華人。 

 

主 席 Joe Ip 

 

 

 

 

 

 

 

 

 

 

 

 

 

 

 

 

 

 

 

 

 

 

 

 

 

 

 

 
問題 1 : 聽朋友說，有糖尿病的人對糖的代謝作用出

了問題，因肝臟是儲存過多糖分的地方，所以很大

機會對肝臟造成損害，請問是否真實。 
  

答: 糖尿病是不會直接引發肝病。然而糖尿病及脂肪

肝是有關連的，個別的糖尿病患者為高風險的脂肪

肝人士，尤其是有高血壓,高血脂水平和癡肥。若糖

尿病受到控制，因脂肪肝而引起的肝臟問題就可避

免。留意你的飲食和腰圍尺寸，就可以預防脂肪

肝及糖尿病的形成。 

問題 2 : 我是乙型肝炎患者，近日發覺皮膚出現黑

點，並分佈在手臂和面上，有人說這是老人斑。請

問這些黑點是否與肝炎有關。 

 

 

 

答: 褐斑或俗稱老人斑是隨著年齡增長的普遍皮膚現

象。雖然亦叫肝斑,但是和肝臟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些色素的形成是由於身體某部位經常接觸到陽光

例如手背,手臂或臉部。它們是沒有害處的。保護你

的皮膚避免陽光照射，便可以避免這些色斑的形成

或變深色。 

若果你是有嚴重肝病的人，

便可能會有蜘蛛狀血管瘤

(見圖)出現。通常於臉、頸、

上胸及背部出現的，這些便

不是肝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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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護士鄔潔美(Colina Yim, RN(EC), MN)解答 



 
 

 

乙肝患者樂觀過生活                                                                                                                          

投稿者為退休人士，曾任職於大學健康網絡(UHN)醫療工程師達三十五年。                                    Dominic Lee 

 

  1980 年的某一天在醫院工作時被針刺到，大約兩個

星期後開始覺得很累，沒有胃口進食，整天渴睡，

聞到食物油味道即時反胃和想嘔吐。一個月後並無

好轉，仍然整天覺得疲憊需要休息。當時剛好接近

聖誕節，本打算利用假期好好睡大覺，發覺小便開

始變很深啡色，自己感覺胃部漲大，好像填滿了十

磅硬荳，但表面卻沒有明顯膨脹跡象， 後期才知道

那時候是肝臟發大壓著胃部。時近聖誕節，醫院值

班醫生不多，因為極度不舒適， 去了急症室三次。

當時肝炎被認為主要是飲酒導致。但是我從來不煙

不酒，所以並沒有察覺到我之病由。     

 在 80 年代加國很少出現感染的肝炎病例個案，慶

幸在第三次入院時遇到的值班醫生曾經在南美洲遇

見過肝炎病例，懷疑我感染肝炎，立即把我送進隔

離病房。後來醫院確認了，接受我留院治療。知道

自己染上肝炎，心情極差和矛盾，證明前陣子猜測

是對的，但心有不甘，為何工作百般小心，還是感

染到肝炎。 住了二個月隔離病房，一個月康復病

房，出院之後身體很虛弱，難以回復以往的日常活

動。 之後積極參與運動，健康有明顯好轉，體重增

加，活力恢復正常。 

當時還欠缺有系統的醫療跟進，因為住了這麼久醫

院，上班又是在醫院，有點厭煩。 醫生確診我己轉

為是慢性肝炎帶菌者，一生都會帶菌。 每年的肝病

檢查也沒有什麼突破， 完全康復不樂觀，有一種死

囚絕望心態，但反而自覺體力轉好，便誤認為健康

還是可以了。 

1988 年加入 Dr. Sherman 的肝臟研究時期，有大量移

民進入加國， 醫療機構 注意到亞洲移民肝炎發病率

很高，漸漸地開始有系統的跟進病情。 

肝病十年後 1990 婚變，心情非常惡劣，變成單親一

人帶著兩個踏入青春反叛期的子女。照顧他們的 

日常起居生活已經極度困擾，那會注意到什麼健康

和飲食，為求方便快捷，經常進食和外賣給子女唐

人街之叉燒，油雞飯等等好味即食物品，加上日積

月累的操勞，肝功能再次走下坡，起首有硬化之跡

象，隨時有肝病復發之機會。  八年之後 1998 年，

認識現任的妻子，有了她的關懷照顧、起居飲食變

得很有規律，生活正常，心情開朗。同時期也更加

感謝 Dr. Sherman 多年不斷的耐心跟進。在沒有葯物

之下，多年來肝功能竟仍然可以維持正常運作。 

子女長大了，他們也建立了自己的天地，老爹責任

總算可以稍微鬆一口氣。2004 年再婚，婚後生活安

定愉快，飲食營養調理得更好。2006 年正式從醫院

退休。2008 年 Dr. Sherman 給我一個驚喜消息，說我

自身產生抗體，困擾我多年的肝病毒消失了。他認

為我年紀不輕，能夠自己產生抗體並不普遍，難以

康復的多不勝數。 

本人曾經染上大病，曾經經歷人生低潮，體悟到困

境時的無助和傷痛。2008 年得到旺市市政府的支持，

我 和 眾 好 友 創 立 旺 市 第 一 華 人 長 者 中 心 

(www.vaughanchinese.com) 。希望讓旺市長者朋友能

夠通過本會所設立的平台參與活動，發出一個互相

關懷訊息， 一個凝聚動力。 注重心境健康和體力健

康非常重要。心境健康能減少孤單和寂寞，為會員

體力健康，本會組織免費晨練和其他活動，詳情請

遊覽網頁    www.vaughanchinese.com，或來電

905-832-8554 內線 7731 留言。 

本會很榮幸能夠協助加拿大肝臟基金會聯同多倫多醫院

肝臟互助小組一起 擔任義務工作，宣導正面訊息，小組

定期邀請專業人仕講解肝臟醫療的知識講座，推廣中國

人注重肝炎病，分享如何改善生活習慣和注意飲食

健康，鼓勵中國肝炎病人參與討論，讓病者悉知若是及

早治療，有多種新的特效肝炎藥物是可以控制病情。

 

http://www.vaughanchinese.com/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                        

                               社區資助計劃 

 

 

 

2015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李建國 (Dominic Lee) 主講太極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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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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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靜儀 Jinny Bao   

                     416-603-5800 內線 5919 

Tel: (416) 674-0300       Fax: (416) 674-1055    
25 Woodbine Downs Blvd., Toronto, ON M5W 6N5 
www.thpharmacy.com 
與多倫多西區醫院肝臟診所 攜手並肩 為您的專科藥物提供服務          

請支持華人乙型肝炎互助團體 
 

多謝以下公司贊助本團體部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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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