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直判若兩人！

鴨鵝等肉食沒有減，我很能吃

「我有了糖尿病大約十年

有糖尿病後一直要服好多

十歲的吳先生，是一名
「糖胖症」患者，去年
吧，當年是因為去泰國旅行時受

藥，後期要注射胰島素，每餐進

的，一整隻雞都能吞下！

十一月接受減重手術，這手術的
傷求醫，驗血時意外發現血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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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的不單是令他減磅，更重要是

遇上要外出應酬，惟有自己躲在

食前都要打針，在家還好處理，

初時我以為糖尿病沒甚麼大

一旁注射，很不方便；雖然又服

標，之後便開始服藥。

「我之前重七十八點三公斤

事吧，沒有太嚴肅對待，只是減

改善健康，控制糖尿病！

（一百七十二磅），現時不到

制；加上血壓又高，心臟又差，

藥又注射，血糖都無法好好控

腰圍由三十幾吋，減到現在的

肝酵素又上升，腎功能衰退，最

少吃澱粉質食物和甜食，其他雞

二十七吋；血糖由十幾度，降至

近一次驗蛋白尿報告出現兩個

五十三公斤（一百一十六磅）；

今天的五點三度；血壓上壓由

＋，所有病都衝着來，所以當醫

生建議我做手術，我馬上答

一百四十幾，今天是完全正
常。」吳先生一邊說着，一邊展

應！」吳先生說。

手術後翌日，吳先生血壓回

復正常，毋須再服藥；血糖亦大

幅下降至可接受水平，現時每天

治 糖胖症

示手機中血糖及血壓記錄相片。

吳先生展示減重
手術後的成果。

設計：林彥博
撰文、攝影：陳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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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生手術前後的對比。

腸胃手術

最後展示他減肥前後的對比照，
唐琼雄醫生說，手術對糖胖症
病人有即時效果。
▲

療

檔

案

養和
醫

肥胖和糖尿病在過去逾半世紀以來，一直是已發展國家的重大醫療問
題。過去，大家認為只要好好控制飲食和肯運動便能改善，事實並不如此。

近十年，香港醫學界為病人施行減重手術，不但解
決了肥胖問題，更重要的是完全治療病人的糖尿病。
外科手術如何治療內科病？今期由專家詳細解構。

早晚只須服一粒藥，血糖便可
保持在六度以下。
吳先生接受了甚麼手術，
可以一次過解決了三個疾病？

傳統治療
 以控制為目標
養和醫院外科專科醫生唐琼

雄醫生說，吳先生所患的「糖胖
症」，過去只能透過藥物及改善

研究發現可以透過外科手術，治

這一條糖尿病情發展

陸續出現。

生活習慣來治療，但近十餘年，

療內科病，而且不單是改善病

大約在二十年前，這治療舊

路，只能面對，無法逃脫。

甚麼是糖胖症？「糖胖症

路出現契機。
「美國肥胖人士比率高，每
三個人有一人肥胖，所以很多人

回復正常。」唐醫生說。

發現術後病人未出院，血糖已經

』及癡肥『 obesity
』
『 diabetes
結合的疾病，因為肥胖人士很多

控制為目標，以共存（

荷爾蒙刺激胰臟細胞
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患者的糖

美國糖胖症病人在減肥手術
轉為注射胰島素。而當患者有了

療基礎；到藥物無法控制時就要

）態度對待糖尿病，病情輕
with
的就以運動節食減肥加藥物為治

living

傳統以來治療糖尿病都是以

接受減肥手術，有醫學研究人員

『

食道

時都有糖尿病。」唐醫生解釋。

d i a b e s i t』
y 是英文糖尿病

以保留袖狀形式，將大部分胃切
除，達到縮胃效果。

將小腸末端接駁至上消化道，
讓食物更快到達小腸。

情，更可以完全根治疾病！

手術圖解
尿病不藥而癒，可以完全停藥，

小腸
吳先生手機記錄
了每天血糖數值。

袖狀胃切除術
（Sleeve Gastrectomy）
：
Roux-en-Y胃繞道術 ：

胃
胃

治糖

p e p t i d e Y Y』

基於上述兩項發現，外科醫

糖問題。」唐醫生說。

分泌胰島素，病人便不會有高血

腸，荷爾蒙早發出訊號刺激胰臟

生，即進食後食物較快到達小

胰島素。如果這個反應能早些發

荷爾蒙刺激胰臟的胰島細胞分泌

）；我們進食後當食
素（ incretin
物來到這位置，腸壁分泌這兩種

）及『
（
PYY
glucagon-like
） ，屬腸促
peptide』
1（ GLP-1

稱為『

體小腸末端有兩種荷爾蒙

第二項發現是，人

即時的。

後患者血糖不會過高，而效果是

激胰臟分泌更多胰島素，故進食

術後，腸道荷爾蒙改變，因而刺

的二型糖尿病人在手

個重要發現是成年

「當中第一

響血糖的機理。

行研究，逐漸發現影

後引發很多醫生進

效果長達十年。之

巧手腸胃

生的手術研究循這兩方面着手，

14/7/2018 2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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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手術逾二十種，目前香港醫學界
主要進行以下兩種手術。目前已有逾一千五百名
病人接受同類手術。唐琼雄醫生指出，下列手術以微創
方式進行，可以用三孔式的腹腔鏡，亦可以用單孔式。他強
調，必須由接受這類手術訓練的資深外科醫生進行手術，確保安全
及達到預期效果。

糖尿病十多二十年後，併發症便

▲

MEDICAL & HEALTH

▲

▲

一是胃不是用
實驗中證實機理，稱為『前腸理

）超

唐醫生說，醫學界定下明確
指引：「體重指數（

過二十七點五，用盡藥物或內科

論』及『後腸理論』，食物早些
到達後腸就能刺激荷爾蒙分泌；

來儲存食物，
食物應快速經

方法都難以控制血糖的病人，應

達三十二

食物避免接觸前腸部分，能減低

題。當手術後啟動病人的後腸受

過胃進入小

腸末端調到上

超過三十七，應以手術為

點五或以上的，建議手術治療；

B
M
I
效了。」唐醫生說。

瘦，手術對這病人來說已經沒有

差，糖尿病史逾二十年，人消

又如病情屬晚期，腎功能極

也無補於事，無法治療病情！

胞，手術後就算有荷爾蒙刺激，

才做手術，胰臟完全沒有健康細

「如病人到藥物完全失效時

人獲得改善的效果較少。

因為研究發現太遲進行手術，病

接受手術治療應把握時機，

首要治療方案。」

B
M
I
昔日因大肚腩無法蹺腳的吳先生，
現時可以輕鬆蹺腳。

甚麼病人適宜接受手術治

覺飢餓。

後，病人食慾大大下降，不再感

研究發現胃內有一種稱為 Ghrelin
的食慾荷爾蒙，故切除部分胃

）改變；而縮胃手術
酸（ bile acid

例如術後令腸道細菌改變、膽汁

少醫生繼續研究，有更多發現，

減重手術在近十餘年仍有不

失！」唐醫生解釋。

臟正常工作，糖尿病因而消

刺激效果，前腸又減少胰阻，胰

食道的位置，
便能令小腸荷爾蒙啟動刺激胰臟
細胞機制，分泌胰島素。
由此，發展出兩項手術，一
是縮胃手術，二是胃繞道手術。

B 體重指數（BMI）：27.5以上（BMI愈高，
胰島素抗阻愈嚴重，手術效果愈明顯

「以減肥手術方式治療糖尿
病，可說是顛覆了醫學界！糖尿
病人毋須再面對中風、心臟病、
腎衰竭、糖尿眼、糖尿爛腳等風
險。而手術後的效果長達十年，
即就算日後糖尿病再來，都可以

療？

D 糖尿病年期（Duration）：愈短愈好，一般
少於五年最佳。

將病情推遲二十至三十年。如病

C C-肽值（C -peptide）：C-肽值顯示剩餘胰
臟功能，數值高代表胰臟功能仍好，手術
有效；數值低，術後效果有限。

人五十歲發現患糖尿病，手術後
可以將病推遲到八十歲！」唐醫
生說。

應把握手術時機
「最早發現減肥手術有治療
糖胖症效果的是美國醫生，他們
將小腸接駁食道，食物完全不經
胃及十二指腸，直接到達小腸末
端。
其後由意大利籍醫生從動物

甚麼人士接受手術後
會有較佳效果？

消化道，接近

考慮手術治療；

B
M
I

肥胖人士最常見的胰島素抗阻問

糖尿病人需要經常
篤手指驗血糖，是一
項苦差。

腸；二是將小

▲

A 年齡（age）：愈年輕，胰臟功能愈好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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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藥物無法控制
時，糖尿病人便要注
射胰島素。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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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醫療手術類別

司最初拒絕批出賠
償，在唐醫生解釋後全數

美容類別。然而近數十年來，各

手術在歐美被納為減重手術，屬

因為糖尿病人同時肥胖，而這類

藥。他住頭等病房全數醫療費獲

術後所有指數回復正常，毋須服

服用兩種血壓藥的藥劑師個案，

一名有血壓高、脂肪肝、正

獲批。

國醫學界都認同肥胖是疾病，減
百分百賠償。

糖胖症之所以稱為糖胖症，

重帶來的效果不單是外觀，而是

唐醫生說，他最初為病人進

大肚腩、睡眠窒息症並要用手杖

術歲數上限的男病人，高血糖、

另一位六十五歲接受縮胃手

行這類手術時，醫療保險公司並

輔助步行；術後血糖正常，毋需

減低各種疾病的風險。

不承保，但他多番向保險公司陳

用手杖，昔日因肚腩巨大無法自

在去年十一月

而吳先生

償。

獲 得 保 險 賠

廁所。同時亦

於可以自己上

弛肚皮後，終

切去減重後鬆

在唐醫生為他

行如廁的他，

詞解釋，提供理據，現時大部分
保險公司已接納這類手
術屬治療性質，病人能
獲得醫療保險賠償。
他引述其中一名
超I 過 四 十 六 的 病 人
BM
個案，糖尿病加高血壓
並有睡眠窒息症及脂肪
肝，晚上需要佩戴呼吸
機，在手術後所有指數
回復正常，醫療保險公

而早期糖尿病人因為身體無法分解糖份
阻礙吸收而消瘦，當服藥控制血糖後，身體回
復吸收後會逐漸肥胖，而肥胖令身體對胰島素
產生抗阻，兩者互為因果，結果是糖尿病人難以
瘦下來。
昔日有研究為肥胖病人置入胃水球，病人因而
進食少了而減了磅，但沒有改變身體控制能量吸收

▲昔日可以一餐吞一隻雞，今天只吃兩三
條小魚加瓜菜。

上天給我多一次機會，不能

會踩健身單車，保持運動。

兩三條小魚和瓜菜；每天在家亦

現在進食很有節制，每餐吃

住！

不能多亦不能吃得急，否則會頂

物，第二個月才開始吃固體，量

時間適應，第一個月要吃流質食

不過縮胃加胃繞道手術後要

種藥。

現在不用注射胰島素，只需服一

日，空腹血糖已經跌到六以下，

血壓已經回復正常，術後第二

新感受。「術後當天下午，我的

手術後，亦經歷了脫胎換骨的全

吳先生覆
診，向唐醫生
報告近況。

再放任了！」吳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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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故七成人在取出胃水球後體重回升。

唐琼雄醫生指出，肥胖不再是美容問題，不是
一個人貪吃、懶運動導致肥胖或有糖尿病，部分病
人是身體控制能量吸收機制出問題，故肥胖是一種
病不是一個美容問題。

吳先生努力在家
做運動，半點不
躲懶。
▲現時在毋須服藥下，
血壓都能保時正常。
▲吳先生向記者展示良
好的血糖數值。

糖 尿 病 與 肥 胖 的 關 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