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父親。

年前，黃先生決定將自
己半個肝臟捐出，救活

「一向有乙型肝炎的父親，
在定期電腦掃描中發現肝臟有腫
瘤，醫生給我們兩個選擇，一是
繼續觀察，如有變化才作決定；
二是快刀斬亂麻，盡快進行活肝
移植，杜絕癌腫瘤惡化的機
會！」黃先生向記者說。
雖然黃先生有一位弟弟，但
仍在求學中，所以當他知道有這
個選擇時，沒有給予弟弟提出捐
肝的機會，自己一力承擔。今天
他和父親，都健康地在崗位上工
作，父親體內流着他的血，他的
生命是父母賦予的，兩父子，沒
有計算彼此得失，一家平安就是
最大的幸福。
肝臟移植在香港只有二十餘
年歷史，治療了近一千二百人，
昔日多用於嚴重肝硬化、肝衰竭
病人身上，近年肝臟移植技術成
熟，逐漸擴大應用範圍，其中一
類是用於治療肝癌病人，以提升
存活率。
養和醫院外科專科醫生陳詩
正說，香港的肝癌患病率高，與

陳詩正醫生說，乙肝帶菌者比非帶菌者，患肝癌機會高一百倍。
▲

區域內的乙型肝炎帶菌者比率非

常高，達百分之十，即香港七百

萬人中就有七十萬名乙型肝炎帶

菌者。乙肝在香港已是風土病，

我治療的肝癌病人中，十個有九
個是乙肝帶菌者。」

肝腫瘤 生長迅速

乙肝是引致肝癌的重要原

因，四分之一乙肝帶菌者，會死

於肝炎有關的疾病如肝癌或肝硬
化。

陳詩正指出：「中年的乙肝

帶菌者患肝癌的機會率，每年是

百分之一，而這機會率是累積

的，例如乙肝病人在確診並跟進

十年，就累積了百分之十的肝癌
發病率。」

為何肝炎會演變成肝癌？陳

詩正說，肝炎帶菌者經歷多個過

程才演變成肝癌，最初是輕微肝

炎，慢慢變成肝硬化；在肝硬化

過程中，肝臟要修補衰亡的細

胞，故該部分的新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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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大有關係。
「香港位於南中國地區，這

肝臟移植可
以救活肝癌病
人，並將存活率
大大提升！

療

檔

案

養和
醫

肝癌是香港排行第三位
的殺手病，每年奪去一千五百人性命。 患
上肝癌，即使手術切除後復發率仍高。如何及早治療、提
升存活率一直是醫療界致力研究的目標。近年活體肝臟移植技術成
熟，除了救活不少肝衰竭病人外，亦提供機會予肝癌病人及家屬，
以此方法提高肝癌治療存活率。

黃先生，正是犧牲小我，將一半肝臟捐給父親，救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活了父親，救活了一家人。

MEDICAL & HEALTH

黃先生五年前捐肝予父親後，父親肝癌
▲
治癒，一家人樂也融融。

代謝特別快，如生產肝細胞過程

由於肝炎患者每年有百分之

法是手術切除。「切除肝腫瘤的

當不幸發現患肝癌，最佳方

是，當一個

位置出現腫瘤並

切除後，其他位置的肝

臟同樣經歷了肝炎，亦有肝硬化

數量，新原發肝癌出現機會可大

研究發現如能控制肝炎病毒

個原發腫瘤。」陳醫生說。

腫瘤，其實不是復發，而是新一

有機會變癌。故日後肝臟再出現

較快。換言之，其他位置日後也

的，只是出現腫瘤位置的癌變比

情況。整個肝臟的病變是同步

迄今為止，香港肝臟移植個案接
近有一千二百宗。

描（超聲波、

一肝癌病發率，故要透過定期檢

存活率，視乎腫瘤大小，如腫瘤

港大的肝臟移植研究團隊，一直
研究如何將肝臟移植手術做到最好，

電腦掃描或是磁力

跟進肝炎病毒指數及肝功能，以

查及早發現病變。「一厘米大的

一厘米大，切除後有八成存活

最初都是選擇移植右肝。近五年技術
成熟，開始研究移植對捐贈者風險較
低的左肝，及如何將手術做得更完
善﹕以較小的捐贈肝臟體積，提升病
人存活率，及提高安全性與捐受雙方
的康復進度。

共振）。

控制肝炎防復發

「由正常細胞，變成肝炎細

及監察甲胎蛋白數量。「六至七

肝炎病人都需要定期驗血，

胞、肝硬化細胞、有病變的細胞

剩下的三至四成人，甲胎蛋白正

中出錯，就會變成肝癌。

）、肝癌細胞，整個
（ dysplasia
過程需要約三十至四十年，故大

常，故要配合影像掃描。」陳醫

肝癌腫瘤，三個月後會變成兩厘

率。如二至五厘米，大約百分之

成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會上升，

部分肝癌病人都年屆五十歲以

生說。

米，半年後就變四厘米，一年後

五十五，治癒與復發機率只是一

▲ 香港的肝植移植歷史約二十餘年，已
經進行近一千二百宗移植手術。

上。」陳詩正說。

就八厘米，即一年內可以由一厘

半半。
為何如此？肝癌的治療特性

香港醫學界在一九九三年開始第
一宗肝臟移植手術，該名是接受屍肝
移植的兒童病人；一九九四年第一宗
成人活肝移植個案；一九九六年香港
大學范上達教授進行全球第一宗右肝
移植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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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變八厘米。故建議肝炎病人，
應每三至四個月接受一次影像掃

本港肝臟移植歷史

乙肝帶菌者需定期驗血，監察肝功能。

大降低！
甚麼人要服控制肝炎藥物？
陳詩正說：「肝炎病毒活躍人士
及所有肝癌病人，都應服藥控
制，原因一，肝炎病毒活躍程度
抑壓至最低，產生新腫瘤的機會
便降低；原因二，肝功能保持良
好，日後如有腫瘤出現要再做外
科手術，都能應付；原因三，肝
癌治療屬大手術，要經歷麻醉，

注射肝炎疫苗 減肝癌風險
苗。香港衞生署於八十年代為所有香港出生兒

而八十年代前出生的本港居民，仍有機會感
染肝炎。要預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是接受
乙肝疫苗注射，可向家庭醫生查詢。
童，提供的疫苗注射項目中，已包括乙型肝炎，

肝炎帶菌者比率由九十年代的百分之十四下降至
百分之十。

這些都會短暫影響身體免疫系

以切除整個區為目標。研究發現

癌細胞極少跨越兩區，故手術時

整個肝臟分為數個區域，但

正電子掃描發現病人肝腫瘤有血

移植提升其治癒率。「如術前的

病人，肝臟外科專家研究以肝臟

為了挽救這類有血管入侵的

能，如心肺或肝功能

會向病人提供另一方案，就是進

惟輪候屍肝需時，所以醫生

有些類別只有四成，為

類病人有八成存活率，

肝者是太太，女性體形較嬌小，

體積較大，例如丈夫患肝癌，捐

「人體有左肝及右肝，右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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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故肝炎病毒會較活躍。」

血管侵入 治癒率低
外科手術切除是目前最有效
治療肝癌的方法，以不接觸腫瘤
而取出腫瘤為原則。為確保落刀
準確，手術期間會以超聲波儀器
在肝臟上做掃描監察，並於腫瘤

這種切除方式，患者存活率較

管侵入，而腫瘤小於五厘米，如

發率高。故這類病人即使接受手

高，復發率亦較低。如病人肝硬

進行肝臟移植，其存活率可以由

邊緣外再多切約一厘米，以防殘

化嚴重，肝功能太差，就只能取

四成提升至八成。」陳詩正醫生

術切除，治癒機會率卻不高。

走腫瘤，以留下較多肝臟組織，

說。
復發率就相對較高。

差，就未必能進行手

者。醫生會向家屬解釋捐贈者的

何有此分別？原來如果

故需要捐出右肝，才足夠男士應

風險。

腫瘤有血管侵入，則復

除的肝癌病人中，有一

而可以接受手術切

行活肝移植，但必須要有捐贈

捐肝風險需了解

當然這類妥協式切除方法，日後

留癌細胞或令它擴散。

▲ 肝臟分為多個區域，切除腫瘤時以移除整個
區為準則。

術。

手術要視乎病人的身體機
動輒十數小時的肝臟移植是大手術，
圖為陳詩正醫生為病人進行手術。

由於肝炎患者比沒有肝炎人士患肝癌機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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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詩正醫生提醒，由於不斷有內地人移居本
港，而九○年代初期於內地出生人士未注射乙肝
疫苗，故預料本港的乙肝帶菌率將有所提升。
高一百倍，故建議沒有肝炎人士盡早注射預防疫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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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

醫

的是體形健碩的兒子，捐出較細

又例如患癌的是母親，捐肝

點五，即每二百名這類
百分之 ○
捐贈個案，有一個死亡。

用。而太太捐右肝的死亡風險是

能確切了解手術

多研究數據，才

史，有待收集更

今只有廿多年歷

一九八九年於澳

肝炎是引發肝癌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故肝炎人士應定期檢查。

傷口痛楚更劇烈。亦因為如此，

▲

的左肝便足夠母親應用，捐贈者
對捐肝者的影

素方面，我們做

▲

有一千分之一機會死亡，母親有
響。有關生活質

捐贈者在捐出部分肝臟後，
過研究，發現捐

洲進行，距離現

八成存活率！」陳醫生說。

肝臟會再生長，何時才生長至舊
贈者因家人痊
癒，擔心及生活

貌？
陳詩正說，捐贈者捐出右肝
壓力消除，整體

黃先生於五年前捐出左肝救

後，右肝不會重新生長，但左肝

他腹部近八吋長的傷口結痂時長

後感覺腹部脹大，其實是左肝在

父親，他說這是作為兒子，義不

不過由於年輕力壯，黃先生

生活質素當然

逐漸生長。生長速度方面，大約

容辭的事。「其實最初父親不想

三個月後已大致上康復。「當時

會向四方八面長大。左肝位於腹

在術後六星期，肝臟可生長至昔

我捐肝，但我心意已決。當時我

感覺到自己復原八成，我以為之

出較多肉芽。反而父親在術後休

日的九成五體積，基本肝功能亦

沒有擔心，因為醫生說捐肝後，

後會有十成，但到目前為止，都

好。」陳說。

和昔日沒有大分別，但如進行微

自己的肝臟會重新生長。當時我

是八九成。我感覺近年較容易疲

部中間位置，故有些捐贈者在術

細分析，會發現肝臟結構未完全

唯一的考慮，便是希望不影響學

倦，不知是手術關係，還是自己

的健康，黃先生絕不後悔。

但自己少少影響，換來父親

感。」黃先生說。

廁所解決，有點『直腸直肚』之

事後當一感到便急，便要盡快上

囊阻擋肝臟位置需要一併切除，

年紀漸長。另外因為手術時，膽

他復原得好，痛楚亦較少。

養了一個月才上班，他的傷口比

復原，需要多六星期才完成，即

業，可以盡快回到課堂上。」黃

另一位病人的正電子掃
描，顯示腫瘤有血管侵略。

術後三個月就可以完全回復昔日

課程，並計劃在一年內完成，故
不希望捐肝手術會影響學業進
度。
結果黃先生在手術後休息了
大約兩星期便復課，他說初期感

圖為肝癌病人的正電子掃
描，顯示腫瘤沒有血管侵
略。

先生說。原來當年他正修讀碩士

命會否縮短？長遠肝功能會否轉

至於對捐贈者長遠來說，壽

康復良好 體力稍弱

肝功能。

肝炎患者應定期照影像掃描，
配合驗血，及早發現癌變。

到腹部傷口痛，加上走動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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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目前未有足夠數據。
「全球首宗活肝移植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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