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型肝炎
肝臟是最大的固體內臟器官﹐位於胸腔
下面﹐腹部右上方。雖然肝臟的大小取決於
人的年齡﹑身體大小和形狀﹑性別﹑以及病
況﹐但在大多數成年人當中﹐它的大小與足
球相若。
肝臟有許多重要功能。它充當血液的過
濾器。它代謝養分及其他物質﹐例如藥物。
它貯存能量。它合成身體運作必不可少的蛋
白質﹐包括那些在我們出血時幫助血液凝結
的蛋白質。雖然肝臟是個復原力很強的器
官﹐能夠自我修復﹐但它易受到許多不同來
源的損傷﹐包括病毒﹑毒素﹑遺傳病﹑以及
甚至自身的免疫系統。

乙型肝炎
乙 型肝炎是許多可損害肝臟的病毒之
一。它影響全球三億五千多萬人。接觸到乙
型肝炎病毒之後﹐就會開始出現急性乙型肝
炎。雖然許多人接著會消滅這種病毒﹐並培
養出持久的免疫力﹐但有些人會受到持續的
感染(通常稱為慢性乙型肝炎)。估計在加拿
大的人口當中有0.7至0.9%患了慢性乙型肝
炎。

傳播乙型肝炎
乙型肝炎是通過以下途徑傳播的﹕血液
接觸﹑與受感染的人發生不設防的性行為(在
精液和陰道分泌物裏可找到這種病毒)﹑以
及可能在分娩時由患了乙型肝炎的母親傳給
新生嬰兒。血液接觸可能在以下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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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個人衛生用品(例如剃刀和牙刷)﹑共用
吸毒裝備﹑以及接觸裸露的傷口。雖然這種
病毒有時會存在於唾液裏﹐但通過接觸不是
可見帶血的唾液傳播這種病毒的危險性極其
低﹐而這種病毒也不會通過共用器皿﹑接
吻﹑擁抱﹑或其他一般的接觸傳播。

慢性乙型肝炎
如果在接觸到病毒之時是新生嬰兒﹐患
上慢性乙型肝炎的危險性相當高(除非在出生
時有接種疫苗)﹐但如果在接觸到病毒之時是
成年人﹐危險性就很低。許多人只
會在接受例行篩查時或查探其他異
常化驗結果的原因期間才得悉自
己感染了乙型肝炎。
人的免疫系統與這種病毒如
乙型肝炎是由血
何相互作用﹐會因人而異﹐以及
液接觸傳播的
隨著時間過去而有不同。換言
之﹐有些人將接著患上或會持續
存在多年但幾乎無損肝臟的慢性
乙型肝炎﹐而其他人就可能會肝臟
受損。在某些人當中﹐免疫系統攻擊
受乙型肝炎感染的肝臟細胞﹐目的是要消滅
這種病毒﹐結果導致肝臟發炎和受刺激。要
識別出哪些人是有持續肝臟受損的危險﹐以
及必要時提供治療﹐恰當監測受慢性乙型肝
炎影響的人是必須的。
雖然乙型肝炎不容易治癒﹐但現時有極
佳的治療﹐也有清晰的策略﹐去防止和減少
併發症﹐以及避免這種病進一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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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查探

乙型肝炎感染經常是無聲無色的。換句
話說﹐許多患了乙型肝炎的人都沒有任何症
狀﹐不過對於那些有症狀的人來說﹐症狀通
常是非特定的﹐例如輕微疲勞或腹部不適。
經過許多年﹐由乙型肝炎病毒造成的肝臟發
炎可能引致疤痕組織形成。如果是十分晚
期﹐肝臟的疤痕組織可能達到名為肝硬化的
水平。肝硬化是指肝臟的疤痕組織的一種特
定模式和程度。對於患了肝硬化的病人來
說﹐持續肝臟受損最終可能引致種種跡象和
症狀﹐例如愈來愈疲累﹑腹部積水(腹水)﹑
食道或胃部的靜脈出血(靜脈曲張)﹑以及頭
腦不清(腦病)。乙型肝炎可能令您有更大危
險患上肝癌。及早診斷出乙型肝炎感染﹑恰
當的監測﹑以及治療(如病情需要)﹐將會防
止這種病的傳播﹐並且減少出現併發症的機
會。

當人新確診患上乙型肝炎時﹐必須去見
具備這方面的專門知識的醫護人員﹐這是很
重要的。醫護人員可能是護士﹑家庭醫生﹑
或專科醫生(肝病學家或腸胃病學家)﹐他將
會進行初步查探﹐以確定血液裏有多少乙型
肝炎病毒拷貝(病毒載量)﹑感染到了哪個階
段﹑潛在疾病是什麼程度或哪一期﹐並且排
除其他可能並存的肝病。這些資料大部分都
可以通過身體檢查﹑驗血﹑以及腹部造影(通
常是超聲波)取得。
肝臟活組織檢查 - 涉及用針採集肝
組織樣本給醫生在顯微鏡下進行檢視 - 可有
助確定病毒造成的發炎有多嚴重﹐以及有多
少疤痕組織存在(如有的話)。分期是確定肝
臟的疤痕組織數量(纖維化)的程序﹐而在過
去肝臟活組織檢查是唯一被使用的方法。沒
有疤痕組織的正常肝臟是0期。肝臟的疤痕
組織數量增加﹐再加上其模式的改變﹐會令
其分級上升到較高期數。1期是疤痕組織最
少﹐而4期就是肝硬化。雖然活組織檢查是
一項安全的醫療程序﹐但它具入侵性﹐因此
有一定風險﹐包括復原期間出血和疼痛。肝
臟活組織檢查除了具入侵性之外﹐還有其他
缺點﹐其中一個是它只會在巨大器官的十分
細小部分採集樣本﹐因此在某些情況下﹐所
顯示出的損壞程度可能會與存在於肝臟其他
部分的不同。

診斷和篩查
現時可用來診斷乙型肝炎的驗血有多
種﹐這些驗血結合起來可有助確定某人是否
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以及他的免疫系統有
什麼反應。
具有一或多種上述危險因素的人﹐以及
孕婦和肝酵素檢驗有異常情況的人﹐應接受
乙型肝炎的篩查。在世界許多地方﹐乙型肝
炎頗為常見﹐生於那些地方的人(包括但不限
於亞洲﹑非洲﹑南太平洋群島﹑中東大部分
地區﹑東歐﹑以及中南美洲)應該接受檢測。
如認為自己可能有患上乙型肝炎的危險﹐要
與醫護人員商談。

消化系統
橫隔膜

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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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部

量度纖維化的無創方法
肝臟活組織檢查一直是肝病的分期的最
高標準﹐並且對許多病人來說仍是一個理想
的選擇。然而﹐醫護人員愈來愈多使用有效
的方法來確定肝臟纖維化的程度。在新興的
其他分期方法當中﹐以下是在加拿大最常用
的。
FibroScan®是一種用來評估肝臟纖維化
程度的無創方法。它是一種技術﹐用來量度
肝臟的僵硬度﹐而這是與肝臟纖維化的程度
有密切關係。這種掃描涉及把探針放置(無痛
的)在皮膚表面﹐而這只要幾分鐘就可完成。
採集樣本的範圍是典型肝臟活組織檢查所見
到的大約一百倍。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項
醫療程序會得出可靠的讀數。加拿大各地多
間中心設有FibroScan®。
FibroTest及APRI (AST/血小板比值(ASTto-Platelet Ratio Index)) 屬無創方法﹐倚賴
以驗血為基礎的計算來量度肝臟纖維化的程
度。醫療保險可能不會支付FibroTest的費
用﹐因此接受檢查的人將要自掏腰包。A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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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以普通驗血為基礎的簡單方程式計算
出來的。
無論用什麼方法來估計纖維化﹐要確保
所取得的資料在作出治療決定方面是有用
的﹐專家解讀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尤其是
在乙型肝炎方面﹐肝臟活組織檢查可能仍會
提供有關疾病活動的寶貴資料﹐而這是無創
方法不能做到的。醫護人員能夠確定哪些檢
驗最適合您的情況。

處理
並非每個乙型肝炎患者都需要立即用藥
物治療。然而﹐由於這種病毒的活動以及它
與免疫系統相互作用的方式可能隨著時間過
去而改變﹐人人都應該接受定期監測。有些
人需要治療﹐有些人需要監測是否患上肝
癌﹐而所有人都應該接受長期跟進。

酒精
酗酒可能使乙型肝炎患者有更大危險會
病情惡化和患上肝癌。雖然安全酒量不容易
界定﹐並且因人而異﹐但每天喝不多過1至2
杯(1杯是指5盎司葡萄酒﹑1.5盎司烈酒﹑或
355毫升啤酒)﹐以及不是每天都喝﹐是個合
理的目標。患了較晚期肝病的人或會需要更
進一步減少喝酒﹐或甚至戒酒。要與醫護人
員商討這個問題。

其他疾病
需要用會影響免疫系統的藥物(例如癌症
的化療)來治療的疾病﹐也可能影響病毒感
染者的乙型肝炎活動。開始進行這些治療之
前知道某人的乙型肝炎狀況是很重要的﹐以
便可對乙型肝炎進行密切監測或(在某些情況
下)治療。

藥物
現時乙型肝炎的治療方法十分有效阻止
這種病毒造成的損害及控制病毒載量。此
外﹐在某些情況下﹐藥物能夠刺激免疫系統
製造抗體對付這種病毒﹐而這也可能會有助
控制這種病毒的活動。有證據顯示長期治療
(數年)可導致肝臟疤痕組織有改善(逆轉)。治
療也可能會減低某些人患肝癌的危險。
乙型肝炎的治療方法分兩大類﹕干擾素
和口服核苷/核苷酸類似物。

干擾素
干擾素是一系列的蛋白質﹐由身體細胞
釋出﹐幫助擊退病毒感染。在某些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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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干擾素可有效控制乙型肝炎感染。干擾
素α-2b (Intron A®) 是在治療乙型肝炎方面最
先廣泛應用的干擾素。目前﹐聚乙二醇干擾
素α-2b (Pegasys ®) 代表了對乙型肝炎的干
擾素為本治療的標準護理﹐它是以每周皮下
注射一次的方式施用。使用聚乙二醇干擾素
的標準治療期是介乎24至48周﹐期間這種藥
會改變病人免疫系統與乙型肝炎病毒相互作
用的方式。
干擾素為本治療的主要好處是它施用一
段有限時間。這或會避免了需要長期服藥﹐
並且對那些也許想避免長期服
藥的生育年齡婦女可能尤其有
用。
從病人的角度來說﹐在考
乙型肝炎病毒
慮干擾素為本治療之時﹐最主
要的考量往往是相關的副作用
和施用方法。以注射的方式來
施藥雖然是容易和安全的﹐但
對於許多病人來說﹐它很多時
並非屬意的用藥法。病人應該
與主診醫生商討﹐干擾素是否
合適的治療選擇。

口服抗病毒劑
口服抗病毒劑是與乙型肝
炎病毒的重要成分相似的治療
方法(通常稱為核苷/核苷酸類
似物)。施用這些藥物讓它們可融入這種病毒
的新增拷貝裏。然而﹐它們合併之後﹐會干
擾複製的過程﹐那麼病毒就不能複製。
現時在應用中的核苷/核苷酸類似物有
多種﹐它們在化學結構﹑藥效﹑以及乙型肝
炎病毒對其影響產生抵抗力的能力等方面均
不同。最新及最有效力的藥劑是思替卡韋
(Baraclude®)和泰諾福韋(Viread®)。在某些
情況下有用的其他藥劑包括拉米夫定(Heptovir®)﹑阿德福韋(Hepsera®)﹑以及喜必福
(Sebivo®)。這些藥物全部都以藥片形式面
世﹐並且是口服的﹐每天一次。
除了十分有效之外﹐口服核苷/核苷酸類
似物還有其他優點﹕容易施用和副作用輕微
或甚少。偶爾﹐病人可能會噁心和反胃。有
些藥劑會有影響腎臟功能的危險﹔因此必須
進行恰當的監測。這些藥物與干擾素的其中
一種主要分別是使用口服核苷/核苷酸類似物
的治療通常是長期的(數年)。
向醫生打聽一下﹐您的口服抗病毒藥物
是否設有付還計劃﹔另外可瀏覽資訊中心(網
址www.badgut.org)﹐取得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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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和肝癌

Gastrointestinal Society(腸胃協會)

某些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會有較大危險患
上肝癌(通常稱為肝細胞癌)。識別出哪些人
有最大危險患上肝癌是很重要的﹐於是醫療
專業人員就可以採取措施﹐恰當地監測病人
和及早偵測出疾病。
幸好﹐如發現得早﹐有許多有效的治療
方法可用。某些病人每隔六個月接受定期腹
部超聲波造影一次﹐以篩查是否患上肝癌﹐
這可能會是有好處的。然而﹐並非每個乙型
肝炎患者都需要定期接受超聲波監察﹐病人
應該與醫護人員商量。

855 West 12th Avenue
Vancouver, BC V5Z 1M9
www.badgu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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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疫苗
乙型肝炎疫苗(例如也可防止甲型肝炎
的Twinrix®)是一種保護人不會染上這種病
毒的有效方法。如前所述﹐如果在接觸到病
毒之時是新生嬰兒﹐患上慢性乙型肝炎的危
險性相當高﹐但如果在接觸到病毒之時是成
年人﹐危險性就很低﹔因此﹐使用疫苗來防
止乙型肝炎傳播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寶寶
出生時給他接種疫苗。那些從未接種過疫苗
並且屬高危的人也可能會從接種疫苗之中得
益﹐病人應該與醫護人員商量。

前景
乙型肝炎的將來是怎樣﹐在於醫護人員
和公眾的教育﹐於是專業人員能夠識別出和
照顧許多患了這種病的人。有些乙型肝炎患
者需要治療﹐有些就需要監測是否患上肝
癌﹐而所有人都應該接受長期跟進。我們希
望﹐對乙型肝炎的治療選擇的研究﹐以及持
續有興趣知多點關於這種病﹐將會在未來的
歲月產生出以下的結果﹕
·· 識別出新的方法﹐去幫助按個別情況使
治療盡可能完善﹐
·· 更清楚了解綜合療法在乙型肝炎的治療
中所扮演的角色﹐
·· 更新和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 統一﹑普及的新生嬰兒接種乙型肝炎疫
苗﹐以及
·· 完善的手法去識別出哪些人會從肝癌篩
查之中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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