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年八月，王小
姐因為突如其

來胃痛，約見養和醫健
位於金鐘太古廣場的內科
消化系統中心徐醫生檢
查。沒想到簡單的胃病，原
來是惡疾的警號。
「我從來沒有胃病，向來

腫脹，覺得可疑，於是摘取胃潰

瘍組織送往化驗。結果發現是胃

淋 巴 癌 …… 轉 介 我 見 腫 瘤 科 醫 生

跟進。」王小姐向記者說。

八個胃炎兩個潰瘍

估不到胃痛背後，原來潛藏

了胃淋巴癌，揭示胃痛絕不簡

養和醫健腸胃肝臟科專科醫

單，亦不能輕視。

痛我覺得很不尋常，而且疼痛嚴

生徐成智說，很多時都市人胃

沒有胃痛，所以那陣子忽然胃

重至步行都有困難，並持續痛了

痛，會懷疑可能有胃潰瘍。的確

由於胃痛難受，未見醫生前

上腹疼痛，而痛楚位置對斷症

「胃潰瘍最常見臨牀病徵是

胃潰瘍是常見造成胃痛的原因。

先自行購買成藥，服後有好轉，

非常重要，我們會從位置爭取

▲

胃潰瘍是指胃部受損，

最多的資料，以作判斷。

「醫生問完我的病歷後，認

胃潰瘍即胃壁受
損，當胃酸刺激到這
位置便會劇痛。

即發炎、流血、阻塞等，

題，建議照胃鏡檢查清楚。我當
時都同意，估不到在胃鏡檢查
中，徐醫生發現我胃內有一個大
潰瘍，面積達三厘米以上，並有
曾經出血的跡象。以我胃痛只是
出現兩、三天，沒理由有這麼大
的潰瘍。

徐成智醫生說，因胃痛而照胃鏡
病人，約有一至兩人是胃潰瘍。

為我忽然胃痛絕非一般消化道問

息，但她仍然如期赴約。

到見醫生當天，胃痛大致已止

姐說。

兩三日，不能不見醫生。」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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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屬結
構 性 問
題，通常胃
鏡檢查能找
出原因。但如
果胃痛是功能
性問題引起，無

上常見的情況是，十個因胃痛而

胃潰瘍常見嗎？徐醫生說，臨牀

因胃痛而求診的病人，確診

有任何端倪。」徐醫生說。

嚴重，用內視鏡檢查都不會發現

消化，食物約於進食後 大約一到

如果是十二指腸潰瘍，進食經胃

壁受胃酸刺激，病人胃痛減少；

食後由於有食物在胃內，阻擋胃

損位置因而產生痛楚，患者在進

瘍，代表胃壁受損，胃酸刺激受

時間，與病症嚴重

辨；而痛楚持續的

者不容易從病徵分

功能性問題，但兩

楚，則較大機會屬

或像扭毛巾式的痛

病人形容是痙攣性

無論長期或是急性胃痛，
都應查出原因。

求診的病人，經檢查後八個都只

兩個小時進入十二指腸後，這時

論病人痛楚有幾

是胃發炎，只有一至兩個才是真

程度沒有很大關係。

候才會引起痛楚，故進食後疼痛

壓力會引致功能性胃
▲
痛。

正有胃潰瘍。

進食沒有大關係，因為很多時由

「功能性胃痛發生的時間與
不過，有時病人的病徵剛好

壓力引致；有些病人痛至嘔吐，

加劇，十二指腸潰瘍機會較高。

或是功能性問題，要先從病歷中

相反，故最終都要從胃鏡檢查中

胃潰瘍較少會痛至嘔吐，但最後

胃痛患者到底有結構性問題

盡量取資料以作初步判斷，例如

才能確定。」徐醫生說。

桿菌導致慢性胃炎而產生潰瘍；

釋，潰瘍最常見原因是幽門螺旋

為何會有胃潰瘍？徐醫生解

說。

都要照胃鏡檢查，才能清楚確定

分清楚是胃還是十二指腸問題。
如果病人能清楚陳述病歷，醫生

如果病徵與進食有直接關

原因，或排除胃潰瘍。」徐醫生

很多時胃痛病人都會自
▲
行服胃藥。

胃潰瘍常見原因

大致可判斷病源。而最準確是做
胃鏡檢查，可以檢視胃內是否有

源在胃部的機會較高。通常胃潰

係，即在進食後半小時胃痛，病
「潰瘍性的胃痛徵狀在進食

瘍引致的痛楚是比較強烈的，如

發炎或潰瘍。

前後有明顯分別。如果胃有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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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出現併發症如

▲

泌，胃酸過多令胃壁長期受刺激
流血不止、胃穿孔

在，潰瘍愈見嚴

下而受損；第三是服用有消炎成
便麻煩。

其次是壓力，因為會影響胃酸分

份的止痛藥，傳統的消炎藥、非

胃出血量不多，病人只會感到痛
楚。

有些病人的血向下消化道流

走，血液經消化系統消化後會變

胃出血時，胃不喜歡血液而產生

不同，「胃部有胃酸及食物，當

血，與十二指腸潰瘍造成的流血

胃潰瘍造成的流

通常因胃痛而求診的病人，

快見醫生進行檢查。

成形。病人如有這類情況，應盡

一樣，呈黑色及爛爛散散的，不

蠕動，故排出來的大便像芝麻糊

胃壁受損，而長者很多時需要服

▲

反應，故病人胃痛會加劇及嘔

痛楚已經持續一段時間，部分患

成黑色，同時因為血液刺激腸道

用阿士匹靈預防心臟病、中

吐，如流血量較多甚至會吐出血

者可能已自行服用中和胃酸藥，

徐醫生解釋，

風，亦有機會引致胃壁受

液和胃酸，有時吐出血塊，呈深

痛楚得到一定紓緩。

而空腹服消炎藥，就有機會引致

損。
另外胃酸倒流人士、消

紅色、棗紅色，甚至黑色。但如

士，當胃部分泌胃酸，胃壁

未必是胃問題。徐醫生指有些嚴

重疾病的病徵會令人誤以為是胃

要查清原因，應照胃鏡，有需要時抽取組織化驗。

炎，致出現潰瘍。故無論任何年

痛，故在追查的過程必須提高警
覺。

「如果病人平時好端端但突

其他原因 誤當胃痛

會詢問病人是否有胃痛問題，如

然胃痛，或稱這一生都未試過如

多個器官需要考慮，第一冠心

有會處方胃藥以保護胃壁。而病

如胃壁一旦受損，情況持續

病，我們有三大冠心血管，其中

此痛楚，我們追查的方向會有不

下胃壁便會發展成胃潰瘍。潰瘍

一條血管（左前降支）的神經線

人亦應飽肚服藥，避免胃壁受傷

形成後，人有自癒能力，會自行

位於心臟間的橫膈膜位置，如血

同。如果病人突然劇痛，我們有

修復，故病人胃痛一段時間後，

所以如求診的胃痛病人本身

管阻塞會引發像胃痛的感覺。
引致胃黏膜受損的原因依然存

胃痛自然地消失。然而，當持續

害。

傳統消炎藥會傷胃，故醫生

吐血或屙黑糞

紀，都有機會出現胃潰瘍。

不斷受刺激下，都有機會引致發

如果服藥後沒有改變，可能

化不良人士、進食不定時人

壁，最常見的例子是女性因經痛

類固醇消炎止痛藥都會傷害胃
經常飲用酒精人士亦
▲
傷害胃壁，引致胃潰瘍。
醫生會視乎胃痛模式、急
症或是慢性，追查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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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急性膽囊炎病人誤以為胃痛

▲

是冠心病高危人士，即有三高丶

如果胃痛從前腹伸延至
背部，便有機會是其他問
題。

化驗。」

膽石或膽囊炎都會引起
像胃痛般的徵狀。

只有四十歲的王小姐，因突

第二個可能性是胰臟炎，急

急性盲腸炎痛楚是從腹部中間開

腸炎。盲腸位於右下腹，典型的

第五，亦是很普遍的，是盲

病變。

幸自己沒有遲延，因而及早發現

她來說雖然是晴天霹靂，但她慶

組織化驗後，確診患淋巴癌，對

然胃痛而求醫，經胃鏡檢查及抽

性胰臟炎會引發很大痛楚，及多

始，並於數小時內向下伸延至右

有癌症機會較大，故必須排除這

很幸運地我的淋巴癌毒性不

我及早發現病情。

議照胃鏡時我沒有拒絕，結果讓

是見醫生會較安心。而當醫生建

有胃痛，但我沒有取消預約，還

「其實我見徐醫生時已經沒

數會嘔吐。胰臟炎是消化器官之

後背，故需要排除胃痛病人是否
有胰臟炎。

裂，常見於高血壓病人。大動脈

是一個惡性潰瘍，故建議照胃

徐醫生特別提到，高齡病人

撕裂的痛楚亦會令人誤以為是胃

及標靶藥物治療，雖然治療未完

高，經血液腫瘤科醫生安排化療
「潰瘍不一定是胃酸過多造

結，但我胃內的腫瘤已消失。」

鏡，並同時抽取組織進行化驗。

成，亦有其他機會，臨牀上最常

王小姐向記者說。

後伸延至背脊、肩胛骨中間位
置，即女士胸圍扣位置。這種從

見造成胃潰瘍的原因是淋巴癌，

醒大眾不可忽略病徵，要及早求

她希望藉着自己的個案，提
改善。如果長者有胃潰瘍病徵

醫。

這類病人長期服降胃酸藥都不會
第四是膽石，膽囊在右腹，

時，一定要照胃鏡及抽組織進行

險的。」徐說。

前到後的撕裂的痛楚，是非常危

痛，「這痛楚很特別，從前腹向

第三個可能性是大動脈撕

不可忽略 不應遲疑

下腹。

徐醫生說。

而入院，經胃鏡檢查後發覺不是

長期服藥人士，日後胃潰瘍風險較高，
故建議長期服降胃酸藥。而胃有幽門螺旋桿
菌人士，在服用殺菌藥物後，復發的機會便
降低。

吸煙及飲酒習慣，中央肥胖及中

如確認是胃潰瘍，並排除其他原因，一
般會建議服用特效抑壓胃酸藥，又稱質子泵
抑制劑，療程一般四至八星期，長短因病情
而異。如高齡患者曾經胃出血而需要入院輸
血的話，會建議長期服用特效胃藥，以預防
將來再有胃出血情況。

胃問題。

如因為其他原因引致，就要視乎病人年
紀、潰瘍的大小，是否已出現併發症而作出
適當處理。

年以上， 會建議進行心電圖。」

如病人確認有胃潰瘍，如何治療呢？徐
醫生說，如果病人是因為服用消炎藥而引致
胃潰瘍，完成消炎藥療程後，胃潰瘍情況自
然會自行痊癒。

但通常病人感到腹部中間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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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人胃痛持續一段時間，屬慢性痛
楚，腸胃科醫生通常都會建議照胃鏡。胃鏡
的好處除了可以看清楚胃內情況，同時可以
抽取組織進行化驗，如有潰瘍正流血中，亦
可以即時止血。

一，其痛楚通常會由前腹蔓延至

都市人長時間工作而沒
有進食，胃酸過多便會引
發胃痛。
▲

MEDICAL &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