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十歲的鄭女士，六年前
在檢查中發現腎臟出現

開刀，所以她都很放心等候醫生
安排。

體外衝擊波治療在一個月後

進行，鄭女士憶述治療期間聽到

「啪啪聲」，像有些東西被拍打

一樣。治療很快完成，她當天回

家時精神奕奕，可能是打了止痛

針，身體沒感到有任何痛楚，但

她睡至半夜，卻有點背痛，需要
服用止痛藥紓緩。

三成病人無病徵

養和醫院泌尿外科專科醫生姚

銘廣醫生說，體外衝擊波雖然沒有

傷口，但衝擊波的能量會對腎臟附

近身體組織造成一點影響，故病人
治療後會有輕微痛楚。

姚醫生指出，腎結石在香港

非常普遍，以中國統計數字來估

計，大約百分之五成年人有腎結

石。「大部分腎結石個案，沒有

明顯病徵，所以病人並不知道，

很多時是進行身體檢查時無意中

發現；另一類病人是由於腎結石

跌入輸尿管引起阻塞，產生痛楚

而發現。所以實際患者數字，估

計比我們臨牀所見的為高。」

三至四成腎結石患者沒有病

徵，是透過檢查無意中發現，另外

六至七成患者是因有病徵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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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石。

光，檢

「當年我因為腰痛見中醫師，
他建議我到醫療中心照
查腰骨狀況，誰知腰骨沒有大問
題，但就發現右邊腎有腎石！
醫師說，我體內的腎石『幾
大粒』，難以透過中藥幫助排
出，建議我找西醫處理。」鄭女
士說。
其後鄭女士見泌尿外科專科
醫生，再照掃描確定這粒腎石超
過一厘米，建議進行體外衝擊波
碎腎石。
鄭女士說，當時腎石沒有造

三 招 齊 發
▲

姚銘廣醫生說，
大部分腎結石個案
是因為出現病徵，
求醫後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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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痛楚，但了解到有機會阻塞輸

電腦掃描發現腎臟內有
結石。

尿管，而體外衝擊波不用在身體

▲

若腎結石卡於輸尿管，
會引致尿液阻塞。

療

檔

案

養和
醫

腎石是富裕社會的常見疾病，很多時與患者多吃
肉、少飲水有關，致腎石有機會慢慢地形成。

當腎石跌入輸尿管引起阻塞，患者會出現極度腰
痛，必須緊急處理。然而如果在檢查中無意發現腎石而
並未引起痛楚，可以暫時不處理嗎？今期由泌尿外科專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科醫生為大家詳細解構。

▲

MEDICAL & HEALTH

姚醫生

指出，無意中發

現、沒有病徵的腎石個

案，如果體積大會阻礙尿液排出

腎臟，嚴重或會損害腎功能；體

積小的會跌入輸尿管，造成尿液

阻塞，甚至感染。兩者都會損害

腎功能，腎功能受損就無法逆

轉。所以一旦發現有腎石，原則

上需要處理。」

腎石卡尿管極痛楚

跌入輸尿管的腎石有機會自

行排出嗎？姚醫生說，輸尿管是

一條具彈性的幼管，大約一至二

毫米闊，供尿液通過。

腎結石跌入輸尿管有機
會引致發炎，及令患者
感到極度痛楚。

複雜的輸尿管石個案需要分
▲
階段處理，例如先在輸尿管放
支架，解決尿梗阻問題，再進
行下一步治療，處理結石。

▲未有及時處理的腎石有
機會跌入輸尿管。

「尿液

由腎臟經輸尿管

排到膀胱的過程中，

外圍的平滑肌會蠕動，幫助尿

液排到膀胱。但當有腎石跌入輸

尿管引致阻塞，尿管會脹至數毫

米闊，刺激神經線反應，病人會

感到痛楚。

至於腎石是否能自然排出，

則需要從腎石的大小、形態、表

面粗糙還是平滑去評估。如果結

石小於四或五毫米，表面平滑，

就有一半機會經輸尿管從尿液中

排出。

如果結石形狀不理想，表面

粗糙、不規則，就較難自然排

姚銘廣醫生說，腎石有不同種類，最常見是草酸鈣結石（c a l c i u m
oxalate），約七至八成患者屬這類，目前原因不明。
「草酸是從食物中吸收，患者日後需減少進食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例如菠
菜、椰菜、朱古力。但不應減少攝取鈣質，因為鈣質可以吸附腸道內的草酸，
減低形成結石的機會。」
第二類常見的是尿酸結石，進食大量肉類可令體內尿酸過多，如病人有尿
酸問題、患痛風、新陳代謝問題亦會引發尿酸高，增加出現尿酸結石的機會，
這類病人需要同時處理病源。
另外磷酸氨鎂結石（又稱為感染性結石），主要由一種造成泌尿系統感染
的細菌所產生的化學物引致，較常見於女性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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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種類的腎結石會呈不同形狀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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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衝擊波有機會將細菌感

染、發燒等情況，進行體

細菌，卡在輸尿管有機會引發細
染情況加劇，這類個案會

姚醫生亦會根據腎石的移動

荷爾蒙分泌、尿酸是否過高、新

陳代謝等問題，如有發現就要處

理源頭，以防腎石繼續積聚。

入侵性治療方法

不過姚醫生指出，大部分出

現腎石的病人都沒有上述問題，

主要可能與家族史或飲水少有

關，這類病人就會先評

估腎石的大小及其位

置，繼而建議處理方

案。如果病人年紀大，

手術風險高，腎石沒有

構成即時危險，可以先
短期觀察。

如果病人較年輕，

腎石長遠地影響腎

功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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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大部分泌尿系統結石都有

菌感染，病人會發燒，嚴重的或
先處理感染，再移除腎

人輸尿管置入塑料支架，

會引起全身性感染甚至休克，故

腎石跌入輸尿管引起的痛楚
令尿管回復暢通，同時控

石。醫生會用膀胱鏡在病

非常強烈，有人形容是僅次於女
制感染。
待感染受控後，病人

激光擊碎並取出腎石，或者用體

可以選擇通過輸尿管鏡以

當病人因腎石卡在輸尿管引

姚醫生提醒，體外衝擊波有

外衝擊波碎石。大原則都是視乎

重，檢查與治療會同時進行。首

機會影響附近組織，少數個案會

致痛楚而到醫院求醫，姚醫生說

先為病人止痛，並即時安排病人

出現併發症，有機會令腎臟或附

腎石的位置，病人是否感染、病

進行電腦掃描，檢視清楚結石位

近組織出血，但機會率低，少於

會從臨牀檢查中確定病人是否有

置、大小、形狀及硬度，以及對

百分之一；對於一些打算生育的

人狀態來決定治療方法。」

於附近組織的影響，從而決定處

年輕女性，而腎石位於盤腔，衝
擊波有機會傷及卵巢，會建議用

「不同硬度的腎石有不同的

速度去判斷最佳治療方案，並會

輸尿管鏡把腎石取出。

處理方法，如果腎石硬度較低、

至於在檢查時無意中發現的

與病人分析不同處理方法的好

擊碎。如果病人腎石體積大、硬

腎石，姚醫生會追查病人腎石出

體積較細小，無論是在腎內或在

度高，而且卡在輸尿管及出現併

現的原因，例如血液內的鈣質水

處，讓病人選擇。

衝擊波具創傷性

理方法。

感染或發燒，如果輸尿管阻塞嚴

背部延伸到股溝位置。

受影響輸尿管附近的腹腔側邊、

士分娩時的痛楚。痛楚範圍包括

必須盡快處理。」姚醫生說。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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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尿管，都可考慮以體外衝擊波

發症，則未必適合即時進行體外

術後醫生亦會處方藥物放鬆輸尿管肌肉，增加排走結石
機會。

檔

平、副甲狀腺是否有問題致影響

但腎石患者，即使經手術處理，之後都要多飲水，
防止腎石再形成。姚醫生建議病人每天飲至六至八杯水。

療

碎石術。特別是當病人出現感

多喝水有
助預防腎
石。

▲腎結石當中以「鹿角石」的處理最
為複雜。

姚銘廣醫生說，細小的腎
石，即大約二至三毫米，病人可以透過
多飲水，有機會將其自然排出，觀察期約半年
至一年。

案
醫

飲水排腎石？

便較高，結石就應盡快處理。少
於兩厘米的腎石，一般都可以透
過衝擊波擊碎，讓腎石隨尿液排
出體外。
如果腎石體積較大，需要用
較具入侵性的方法，例如經皮穿
腎結石與飲食有關，患者在
術後應保持均衡飲食習慣。

6.避免進食大量花生，因花生草酸含量高。

▲過量進食花生，也有機會增
加腎結石形成風險。

5.避 免進食過多肉類，有研究發現動物蛋白質與腎結
石的形成有關。

刺，即在背部開小切口，在超聲
波引導下把腎鏡放入體內，找出
腎石擊碎後取出。
另一個選擇是利用柔軟的輸
尿管鏡，從尿道進入至輸尿管頂
端，用激光直接打碎腎石。病人
需要全身麻醉。

分階段清理腎石
大部分病人傾向選擇體外衝
擊波碎石，姚醫生提醒術後受影

2.避免高鹽分食物。

石後，碎石有機會令輸尿管黏膜

受損，病人首一至兩天會出現血

尿，之後碎石會逐漸排出，排出

腎石時或有短暫性微痛，醫生會
為病人處方止痛藥。

一般病人在術後一至兩星期

覆診，跟進排石情況，如果仍有

腎石未排出，或需要再次進行體

外衝擊波碎石或其他手術。

腎石有不同形態，其中以「鹿

角石」的處理過程最複雜。「鹿角

石有很多細菌，可以令腎臟組織發

炎，令腎小球受損，最後損壞腎

臟。如果鹿角石仍在腎盂中間，體

積大的可採用經皮穿刺術取出，細

小的可以用體外衝擊波擊碎。部分

個案需要用綜合方式治療，例如在

腎的下盞可以用經皮穿刺，再用輸

尿管鏡清理其他不同位置腎石。」
姚醫生說。

另一個案是五十六歲的張先

生，在身體檢查時發現右腎有鹿角

石，其腎功能正常，也沒有任何病

徵，不過由於腎石數量多，他需要

分階段清除腎石。醫生首先利用經

皮穿刺術，把張先生腎臟內體積較

大的腎石取出，第二階段分別進行

兩次軟輸尿管鏡碎石術，將腎石擊

碎，才能取出所有腎石，整個治療
過程差不多六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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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太多肉類會增加腎結石
形成風險。

1.多飲水。

體外衝擊波碎腎石屬無創治
療，但其能量在擊石時亦有
機會對附近組織造成影響。

響位置會感到輕微痛楚；擊碎腎

▲

MEDICAL & HEALTH

飲食減腎石風險

3.避免進食太多高草酸食物，並要攝取足夠鈣質。

4.多進食檸檬、橙，所含的果酸（citric）可減低腎結
石形成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