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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肝臟專科醫生 Dr. Morris Sherman 之醫學專題講座本期主題 : 肝癌 -  

 

 

 

 

 

 

 

 

 
 

 
 

 

乙型肝炎和肝癌改變了中國和

世界的歷史發展，中國有幾位

著名的領導者便是因肝炎病

逝，他們包括孫中山，毛澤

東和蔣介石。 
 

今天讓我們來談談，為什麼乙

型肝炎患者擔心有肝癌? 如果

你不關注將會發生什麼事? 如

何篩查才對肝癌有幫助? 有什

麼治療方法? 
 

為什麼我們需要擔心肝癌? 
 

癌症的成因有很多。因為肝臟

過濾的血液來自身體各部位，

所以身體任何部分的癌細胞都

會跟隨血液送到肝臟、並且可

以停留在肝臟開始生長。例如

開始於腸道的癌細胞通常會轉

移至肝臟。 
 

以往因患有乙型肝炎而死於肝

癌的人士當中，男性大約有百

分之二十五，而女性則約佔百

分之十。今天乙型肝炎患者通

過藥物、替諾福韋(Tenofovir]和

恩替卡韋 (Entecavir))醫治乙肝

的同時，也降低了他們患有肝

癌約百分之五的風險。肝癌是

唯一的肝源性死亡原因，在接

受治療乙型肝炎的患者中，大

約有百分之四十的肝癌患者可

以延長生命。在慢性肝病患者

當中，男性較女性有更大機會

患上肝癌，但原因未明。由篩

查而檢測到的肝癌腫瘤少於二

點五厘米(2.5cm)是幾乎可以治

癒的。若使用射頻消融方法

(RFA)治療，其治癒率高達百分

之九十以上，而移植的治療率

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這些治

療方法足以令因肝癌死亡的數

字大大降低。 
 

關於肝細胞癌在美國的監控情

況，大約百分之四十的肝細胞

癌被發現於診斷肝臟疾病的患

者中。下表列出美國目前肝癌

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實際數字 比率 

發病率 748000 10.8/100,000 

死亡率 695000  10/100,000 

 

肝癌篩查應該多久進行一次? 
 

六個月進行一次篩查比十二個

月後才做較好，因為少於二點

五厘米的肝癌腫瘤可以盡早被

發現並進行醫治。每六個月和

每三個月做篩查的結果差不多

一樣、死於肝癌的患者數字相

同。因此建議每六個月進行肝

癌篩查一次。 
 

如何進行肝癌篩查? 
 

超聲波是一個非常好的測試，

它能夠檢測到小於一厘米(1cm)

的腫瘤，但不適用於肝硬化患

者，也不適合用於肥胖人士。

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測試

對超聲波的有效性沒有幫助。 
 

那些檢查可以發現肝癌? 
 

初步檢驗可以通過驗血，如檢

測甲胎蛋白 (Alpha-fetoprotein)

簡稱 AFP 的水平增幅。大約百

分之四十診斷肝臟疾病和肝癌

的 方 式 包 括 : 超 聲 波

(Ultrasound)，它利用聲波描繪

肝臟內部的影像; 電腦斷層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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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Scan); 核磁共振圖像(MRI 

掃描 ); 肝臟纖維化掃描 (Fibro 

Scan)。另外大概百分之六十的

肝癌患者需要肝臟活組織檢查。 
 

肝癌的治療方法? 
 

切除(Resection): 將肝臟長有腫

瘤的部分割除，同時也把細小

的肝腫瘤除掉。如果可以割除

所有癌瘤，病人治癒的機會便

很高。如果癌瘤已過大並分散

在肝臟不同的位置，又或者擴

散至肝臟以外的其他部位，這

樣便不可能完全切除。採用切

除方法可以令百分之七十的患

者延長五年壽命，但有一半的

機會癌瘤再次復發。 
 

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 如

果腫瘤大於通常的標準，可以

先通過治療使其縮細然後考慮

移植手術。若細小的腫瘤只局

限於肝臟某範圍內，這情況也

可以考慮移植手術。採用肝移

植去醫治肝癌，患者延續五年

壽命的機會可達百分之八十五

至百分之九十。延長壽命至十

年的機會也有百分之七十，但

癌症可能復發的機會有百分之

五至百分之十。 
 

射 頻 消 融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是一種相當安全的微

侵入治療方法，也是目前世上

最廣泛使用的腫瘤消融技術，

醫生利用儀器(如超聲波 

(Ultrasound)、電腦斷層掃描

(CAT Scan)、核磁共振圓像(MRI)

等)的導引影像定位下，將極細

的電極針準確插入腫瘤區域。

治療時針頭會放出無線電射頻

(Radiofrequency)電波，電波經

過的組織會因離子激盪擾動而

產生熱力，治療區內的溫度會

開始上升，當區內溫度達到攝

氏六十度以上時，治療區內的

組織和腫瘤便會燒灼壞死，所

以也俗稱電燒。由於產生的溫

度不是太高，對治療區外的鄰

近組織如血管等危險性較低。

射頻消融方法比較適合用於三

厘米以下的腫瘤。 
 

化學栓塞 (Chemoembolization): 

很少用於治癒肝癌 ，但是可以

控制腫瘤。其副作用包括一些 

噁心，疲勞，脫髮和容易感染

疾病。乙型肝炎痊癒者在接受

化療期間有可能肝炎復發，所

以患者必須同時接受乙型肝炎 

的治療。 
 

索拉非尼 (Sorafenib): 是一種

批准用於晚期原發性肝癌的藥

物。其副作用是包括腹瀉，食

慾不振，體重減輕，皮疹和手

足反應。 
 

其他一些治療但尚未被證明為

有效的療法包括 : 放射治療

(Radiotherapy) 、 放 射 栓 塞

(Radio embolization)、肝動脈灌

注化療(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另外標準化療

(Standard chemotherapy)是對人

體有害但是無效的療法。 
 

高風險罹患肝癌的人士應作定

期檢查。每隔六個月使用超聲

波進行篩查。如果早期診斷出

癌症，並立即向肝臟專科醫生

求診，這樣便可以提高治癒機

會。雖然末期肝癌不能治癒，

但通過治療可以延長壽命。 

 

 

借本團體第一期簡訊於雞年刊

登的機會，祝大家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按照過往幾年的安排，

本團體會選擇三月份舉行新春

聯歡會。由於每年參加的朋友 

 

眾多，所以義工們都十分重視

這個聚會，並安排在聚會前一

個多月舉行會議籌備各大小事

項，希望給與各朋友一個與健

康講座不同形式的活動、帶給 

 

大家輕鬆愉快的時光。新春聯

歡會終於完滿結束，但在短短

的幾小時聚會背後，義工們付

出大量的私人時間準備聚會、

例如設計遊戲，聯絡會員出



 
 

 

 

席，準備禮物和食物(在有限

的預算內)等等。就義工們對

聯歡會付出精神和時間，本人

衷心感謝。其實出席聯歡會的

朋友也被義工們的情操感動，

除讚不絕口外，也承諾繼續支

持本團體的活動，同時也捐出

不少現金和支票資助本團體，

而聚會過後也收到朋友發出的

致謝電郵。這一切一切的稱讚

和鼓勵都為我們注上新的能

量，使我們更有信心去嘗試

開辦新的活動。再次感謝各位

朋友對本互助團體的支持。 

華人乙型肝炎互助團體由創立

至今，曾為本團體服務的義工

為數甚多，在眾多義工中，本

人想介紹其中一位給大家認

識 ， 她的名字是 Katherine  

Chan。她是本互助團體其中一

位創會成員，但因移居溫哥華

而未能繼續為本團體服務，但

她並沒有因此而對本團體的事

宜不聞不問，相反，有關本團

體的一切事情她都主動了解並

時刻掛在心裡，除關心本團體

的發展外，也擔心運作的資金

是否充足，她更身體力行，從

溫哥華寄出支票資助本團體的

日常開支。其實 Katherine 不單

止對本團體處處關心，她對多

倫多華人社區也建樹頗多。每

年三月份，多倫多西區醫院聯

同多倫多中文電台舉辦的電話

籌款活動(部分善款用於華人社

區的健康教育項目)，她多年來

都積極參與，除出錢出力外，

她為了鼓勵各位朋友捐款，曾

多次捐出名畫給與捐款最多的

朋友。她對華人社區和本互助

團體的貢獻，實在難以用數百

文字描寫出來，希望她重臨多

倫多時可以抽空出席本團體的

活動，和大家分享服務華人社

區的經驗和心得。 

 

承繼各位創會成員的精神，並

獲歷屆義工的努力幫助，現今

的互助團體已初見成績。期望

在各位朋友的支持和監督下，

華人乙型肝炎互助團體得以穩

健成長，再創佳績。 

 

 

 

 

總理杜魯多出席溫哥華新春活動並探訪

Katherine 開辦的畫廊。 

 

 

 

 

問題 1 : 在報紙中看到有一位香港醫生說甲型肝炎

免疫針有效期為十年。而我所注射的是甲型和乙型

的混合防疫針。請問十年後是否要重新注射這混合

防疫針才得到甲乙型肝炎的免疫作用。謝謝! 

 

答: 根據加拿大公共衛生局的保障抗體濃度指引，

適當的甲型和乙型肝炎疫苗劑量有可能持續有效最

小二十年甚至終生。同時身體也保存對病毒免疫的

紀錄。若抗體的數字在血液中下降至不可測量，免

疫保護作用是仍然有效。無論如何，如果你是高風 

 

險被感染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的人士，當免疫水平下

降時，請查詢你的家庭醫生是否需要注射增強劑。 

問題 2 : 請問在乙型肝炎驗血報告中提及的乙肝病

毒數量代號(log)是代表什麼? 這數字要多少才是安

全? 

 

答: log (對數) 被用於 HBVDNA (乙型肝炎病毒脫氧

核糖核酸) 的檢驗報告。對數 2 相等於 100，而對數

3 就等於 1000，若報告中 HBVDNA 是對數 3 或少

於 3 即代表乙肝病毒並不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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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醫院肝病中心執業護士鄔潔美(Colina Yim, RN(EC), MN)解答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                        

                               社區資助計劃 

 

 

講座預告: 

地點: 多倫多全科醫院 Peter Munk Building11 樓  Astellas Conference Room (請使用 Munk Elevator 到達 11 樓) 

地址: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 585 University Ave., Toronto, ON M5G 2N2    時間: 早上 10:30 –12:00  

 
2017年5月6日 (星期六): Dr. David Wong 主講, 病毒性肝炎的分類, Types of ViralHepatitis, 廣東話及國語翻譯 

 

2017年6月10日 (星期六):  Dr. Scott Fung 主講, 我有脂肪肝風險嗎? Am I at risk of Fatty Liver? 廣東話及國語翻譯 

 

多謝以下公司贊助本團體部分經費 

 

 

 

 

 

 

 

 

 

 

 

 

 

請支持華人乙型肝炎互助團體 

 

 

支票抬頭：Liver Education Fund, Toronto General and Western Hospital Foundation 

請註明: Chinese Education Fund A/C# 579051250105 

地址: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Centre for Liver Disease at Norman Urquhart Wing 13/F , 200 Elizabeth Street, 

Toronto, ON M4G 2C4 或直接把捐款交到多倫多全科醫院肝病中心 
 

編輯:  Flora Ken 

委員會成員 (排名不分先後):  Colina Yim (註冊執業護士), Joe Ip (主席), Flora Ken, David Cheung, Bonnie Ng, Larry Wong,    

                                                   Patricia Wong, Henry Choi, Vivien Chung, Christine Lam, Lucy Zhang, Leyung Wong 

電郵:  liversupportgroup@hotmail.com           

電話:  647-847-1572 (請留口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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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yung Wong 
 

        Tel: 416.340.4800, Ext 2983     Fax:  416.340.4371 
       25 Woodbine Downs Blvd., Toronto, ON M5W 6N5    
                                www.thpharmacy.com             
與多倫多全科醫院肝病中心 攜手並肩 為您的專科藥物提供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