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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是人體最大的實質性器官，擔負著複 

雜多樣的生理功能，包括合成、代謝、轉運及

排泄等。 

當各種原因引起肝細胞損害或肝內外膽道梗阻

時，可引起肝細胞內各種物質代謝（如蛋白質、

脂肪、糖、膽紅素及肝酶等）的異常反應。 

常見的肝病血液學檢查如下： 

肝臟酶學檢查 

 丙氨酸轉氨酶（ALT）與天冬氨酸轉氨

酶（AST） 

 主要分布在肝臟的肝細胞內。肝

細胞壞死時 ALT 和 AST 就會升高。

其升高的程度與肝細胞受損的程度

成正比，因此是目前最常用的肝發

炎指標。 

 

 

 

 鹼性磷酸酶（ALP）與γ-谷氨酰轉移酶

（GGT） 

 ALP 是肝臟，膽管和骨骼中的一

種酶， GGT 是血液中的一種酶。

高於正常水平表明肝臟或膽管損

傷。是診斷膽道系統疾病時常用

的指標。 

肝功能檢查 

 膽紅素(Bilirubin) 

 檢測肝臟對某些內源性膽紅素，

膽汁酸等或外源性（染料、藥物

等）攝取物排泄清除能力。 

 膽紅素水平升高（黃疸）表明肝

臟受損或某些類型的貧血。 

 白蛋白(Albumin) 

 白蛋白是肝臟中製造的幾種蛋白

質之一。你的身體需要這些蛋白

質來執行其他功能。低於正常水

平的白蛋白表明肝功能退化。 

 國際標準化比率（INR） 

 實驗室測量血液形成凝塊所需的

時間。 

 

本期主題 :  了解您的血液檢查結果              

(摘錄自 Colina Yim N.P. 之醫學專題講座的部份內容。资料整理 : Lucy Zhang) 

 



 
 

 當肝臟受傷時，這些蛋白質不能

正常產生而導致血液凝塊時間增

長。 

肝臟腫瘤標誌物 

 甲胎蛋白（AFP） 

 用於早期診斷原發性肝癌的生化

檢驗指標，但它是一種非特異性

標記。 

 有些肝癌患者甲胎蛋白值可以正

常，故應同時進行影像學檢查如

超聲波、電腦斷層掃描(CT)、核

磁力共振（MRI），增加診斷的

可靠性，超聲波仍然是檢測肝臟

結節的最佳方法。 

乙型肝炎血清學检查 

 

 乙肝病毒 DNA（HBV DNA） 

 HBV DNA 是乙肝病毒感染最直

接、準確和敏感的指標，HBV 

DNA 陽性，提示乙肝病毒正在複

製和有傳染性。HBV DNA 越高

表示病毒複製越厲害，傳染性越

強。 

乙型肝炎抗原與抗體所代表的意義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與表面抗體

(Anti-HBs)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為陽

性，則表示體內有乙型肝炎病

毒，是乙型肝炎病患者。 

 乙型肝炎表面抗體(anti-HBs) 呈

陽性反應，則表示對乙型肝炎病

毒有免疫力，不會被感染。 

 注射乙型肝炎疫苗或者是感染乙

型肝炎後自然痊癒者，就會有乙

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HBs)，也

就是說乙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

HBs) 呈陽性反應。 

 乙型肝炎 e 抗原 (HBeAg)與乙型肝炎 e

抗體（Anti-HBe） 

 當 e 抗原呈陽性反應，表示體內

乙型肝炎病毒活性較強和非常活

躍，血液中有很多的乙型肝炎病

毒存在。 

 人體的免疫系統若無法有效抑制

病毒活性或將病毒消滅, 這些病毒

會不斷在體內進行複製。 

 人體內產生對抗 e 抗原的抗體，

就是 e 抗體（Anti-HBe）。 

 乙型肝炎核心抗體(Anti-HBc)  

 呈陽性，則表示他曾經感染過乙

型肝炎病毒。 

 只接受過疫苗注射者，不會產生

乙型肝炎核心抗體。 

某些肝臟功能檢驗有關肝外疾病時，檢查結

果也可見異常，因此在選擇肝臟功能檢驗及

分析結果時應結合臨床具體分析。 

 



 
 

  

今年的新春慶祝聚會剛剛於三月三十日完滿結

束，會場充滿著愉快和輕鬆的氣氛，各位朋友

都非常享受義工們為大家準備的節目(有獎遊戲)

和食物。其實能夠令大家放低日常繁忙的工

作、或家庭裏做不完的家頭細務，返回一個

充滿歡樂的大家庭裏，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

樂事。今次的聚會，除多謝各位朋友的踴躍

參加外，更要多謝多倫多全科醫院肝臟診所

的負責人 Dr. Harry Janssen 和診所的肝臟

專科醫生 Dr. David Wong 抽空參加聚會，

並且上台致詞給予本互助團體鼓勵和支持。 

 

 

 

 

其實本互助團體可以運作至今，真是要感謝 

Dr. David Wong 和護理醫師 Colina Yim。

本團體於多倫多西區醫院成立初期已得到他們

的幫助，尤其是 Colina 為本團體向醫院爭取

最多的資源，使本團體運作得以暢順和持續，

而 Dr. David Wong 已應邀成為本團體的醫

學顧問，與我們義工一起服務華人。本人深信

華人乙型肝炎互助團體在醫院肝臟診所的支持

下，同時也得到 Dr. Wong 和 Colina 的專業

指導，義工們必定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給予有

需要的肝病患者及其親人和朋友。 

 

 

 

 

 

 

 

 

 

 

 

 

 

 

 

 

 

 

 

 

 

 

 

主席 Joe Ip      

 

 
日期: 每逢星期六 

時間: 上午九時至十時 

地點:  多倫多全科醫院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200 Elizabeth Street, 1st Floor 

Eaton South Conference Room ES-01-450A 

教練: David Cheung and Henry Choi 

聯絡電話: (647) 847-1572(請留言) 

電郵: liversupportgroup@hotmail.com 

 

免費太極班 (只限會員參加,名额有限。) 

本團體的委員會成員參予今年三月的電台籌款活動。  

mailto:liversupportgroup@hotmail.com


 
 

 

 

  

 

2019 年 4 月 27 日  (星期六 ) :  D r .  Dav id  W ong  英語主講   -  肝臟移植 (Liver Transplantation) (提供廣東話及國語翻譯 )  
 

2019 年 5 月 18 日  (星期六 ) :  護理醫師 Elizabeth Lee 廣東話主講  -如何保持肝臟健康 (How to keep your liver healthy?) 

(提供國語翻譯 )  
 

2019 年 6 月 22 日  (星期六 ) :  心理治療師 Yammie Leung 廣東話主講  -  肝病與心理健  (Liver Disease and Mental 

Health) (提供國語翻譯 )

 
 

 

 

 多謝以下公司贊助本團體部分經費 

 

 

 

 

 

 

 
 

 請支持多倫多全科醫院肝病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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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顧問: Dr. David Wong (肝臟專科醫生), Colina Yim (護理醫師) 

委員會成員 (排名不分先後):  Colina Yim, Joe Ip (主席), Flora Ken, David Cheung, Henry Choi, Christine Lam,  Andrew Luk,    

                                                   Susan Wong, Raymond Wong, Yung-Wo Jao and Lucy Zhang  

電郵:  liversupportgroup@hotmail.com           

電話:  647-847-1572 (請留口訊)           

 
藥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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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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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