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兩年我的呼吸是相當辛

再等了一年。

可有其他方法？他們提議我到香

苦，永遠無法吸夠氣；在家還可

試，但不適合放閥門。我問醫生

小時前剛接受蒸肺手
港找林醫生，他可能有治療方

以走幾步，但外出無法步行，要

十餘歲的李先生，三個

術，皮膚黑黝黝的他精神尚好，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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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坐在輪椅上向記者訴說這些年來

▲

吸煙二十年的代價

坐輪椅。

的求醫經歷。

一六年來了香港養
我在二 ○
和醫院找林醫生，林醫生幫我檢
查後，說可以做蒸肺治療，但當

和香港的醫院聯繫，去年

一 ○
年患上一
「我是在二 ○
場重感冒，久久未癒，住院期間

我下一年再來；我下一

五月終於等到儀器將到埗

期間我兒子就一直幫我

年再問，但仍未

的消息，知道快將可以接

時那部儀器仍未抵港，叮囑

有，於是又

接受了很多檢查，發現有肺氣
腫，幸好不是太嚴重，出入家
居、外出活動都不是太大問
題……」

受治療。香港的醫生
水平及治療水準
度較高，

肺氣腫病人李先生知道有一種嶄新的蒸肺技術可以幫助他，
上月遠道從昆明抵港，接受蒸肺治療。

然而隨着歲月過去，李先生
肺氣腫病情愈見嚴重，稍為多步
行或操勞都會令他氣喘及咳嗽。

設計：林彥博

攝影：李宇家

如是者過了四年，二 一
○ 四年他
從老家昆明出發到北京，尋求治
療機會。
「當時我去了北京的醫院

李先生的肺部電
腦掃描橫切面圖
片，橙色位置
顯示仍然有
功能。

林冰醫生說，蒸氣治
療目的在減少肺容量，
改善病情。

撰文：陳旭英

想做單向閥門手術，醫

鏡，做過測

肺氣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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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員為我照氣管

嚴重

療

檔

案

養和
醫

患嚴重肺氣腫病人，呼吸十分吃力，有時就連走兩步、換一
件衣服等小動作都會氣喘如牛，生活十分困難。故醫學界一直致
力研究新治療方法，希望幫助肺氣腫病人改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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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很 期 待 到 香 港 做 治 療 …… 」 李
先生說。
負責為他進行蒸肺治療的養
和醫院呼吸系統科中心主任林冰
醫生說，治療肺氣腫有多種方
法，除了藥物外亦有多種手術選

是由於煙齡長，

擇，例如肺減容手術、單向閥門
等，但病人需符合手術條件，治

對肺部已造成很大傷

功能亦一直差下去。

療才能得到預期效果。像單向閥

術前測試時，醫生發現他肺內有

林冰醫生說，李先生二

行電腦掃描及功能性掃描（氙氣

秘密通道，即使放了閥門都無法

降，故有

一六年來求診時，當時先為他進

「吸極都不夠
氣」的感覺。

然而事隔三年，李先生的肺

最差，而左右下肺的功能尚可。
二十年。他向記者說，當發現疾

功能可能再下降，於是林醫生再

能需高於百分之二十。

最少一百四十米；第三，換氣功

腫；第二，是六分鐘內可以行走

個要求：第一是上肺為主的肺氣

治療的肺氣腫病人，需達以下三

林冰醫生說，適合接受蒸氣

積廢氣 肺脹大

電腦掃描。

為他詳細檢查，包括吹氣測試及

病與吸煙有關，他即時戒煙，可

像李先生二 ○
一 ○
年
確診肺氣腫時，原來已經吸煙

中，發現李先生右上肺的尖後段

），檢視他的
通 氣 CT/Xenon CT
肺功能。結果在功能性電腦掃描

改善氣體積聚在肺內，故評定他
不適合手術。
而肺減容手術，由於外科手
術創傷較大，現時已較少採用。
醫學界及後研究出其他減少肺容
量的治療方法，蒸氣治療是其中
一種。
肺氣腫是如何影響病人？林
冰醫生說，肺氣腫屬慢阻肺病，
患者的肺氣泡在香煙或空氣中的
有毒物質刺激下而發炎、腫
脹，腫脹的肺泡一方面無
法有效換氣，另一方面因
失去彈性，無法收縮將無
用氣體呼出，故患者肺部
積存廢氣。當肺葉內的空
間被廢氣佔據，患者吸入
的氣容量自然進一步下

▲李先生肺部電腦掃描正面圖片，
右上肺呈黑色代表沒有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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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病情無法逆轉，他的肺

利用這部炫速電腦掃描儀的
「氙氣通氣CT」功能，可以清楚
看到肺部各位置的換氣功效。

門手術，病人李先生就因為於手

剛接受蒸肺治療的李先生，
精神大致良好。

李先生是否適合蒸肺治療

我們見他第一秒肺活量很

案

呢？林醫生分析他的檢查結果，

「他進行吹氣肺功能測試，請他

差，於是讓他吸氣管舒張藥，再

因

檔

吸氣後盡力呼氣以量度第一秒肺

成

儀器計算噴蒸氣時
間，完成後會自動停
止噴氣。

上。第一秒吹出的氣可

腫

2

顯示他的肺部力量

氣

治療時，屏幕顯示氣管鏡拍
攝的即時影像。

有多強，氣

肺

1

療

活量，發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

1

正常人應該有百分之七十以

2

養和

醫

肺氣腫是慢阻肺病的一種。
「慢阻肺病」即「慢性阻塞性肺氣管疾病」（C h r o n i 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的簡稱，因長期
蒸氣熱力令失去功能的
肺組織發炎、結痂、
吸煙或空氣污染等原因，令肺部發炎產生的氣流阻塞疾
收縮，改善現存肺
病症。慢阻肺病有兩個主要類型，一是肺氣腫
組織功能。
（Emphysema），二是慢性支氣管炎
（Chronic Bronchitis），兩者都會引致呼
接受蒸氣治療的病人需符合以下要求：
吸困難，而且每發作一次，肺功能
第一：雙上肺為主的肺氣腫
都會受損，這種受損是不能完
第二：6分鐘可以行走超過140米
全逆轉，即使治好炎症
第三：換氣功能需高於20%
後，肺部都無法百分
百回復病發前的
功能。

蒸肺

治 療 條 件

▲

分。他在各項檢查中顯示肺功能

▲

管有否阻塞。這數值如低於百分

很差，這類以上肺為主的肺氣

G816_ADW.indd 3

之二十，代表不足以維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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腫，符合蒸氣治療標準。」林冰

在詳細的肺功能檢查中，確

醫生說。

測試並量度呼氣後仍積存在

認李先生右上肺三個區域中的第

進行吹氣測試，情況沒有改

肺內的氣體，李先生數值是正常

一及二號位置最差，故蒸氣治療

深入患處 瞄準治療

人的二點五倍，即是他無法呼出

針對這兩個區域，並由電腦計算

善。」林醫生說。

肺內氣體，自然也無法吸入新鮮

林冰醫生解釋，蒸氣治療的

需要輸出蒸氣的時間。

常肺部體積是五公升，但李先生

目的，是為肺部減容積，利用氣

氣體，所以永遠都不夠氣。而正

因為氣體積聚在內而導致肺部體

管鏡到達肺內適當位置，通過熱

力令已失去功能或沒有功能的肺

積達八公升。

「正常人的換氣功能應有

林冰醫生將氣管置
入病人肺內需要治療
的位置。

部組織產生發炎效果，然後結

▲在肺內置入單向閥
門，可以改善肺氣腫
病人的肺功能。

八十分，但李先生只有四十四

林冰醫生正為病
人進行蒸肺治療，
旁為來自海外的醫生
在場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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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變化的過程需時二至三

個月，如果病人需接受第二次治

痂、萎縮，在肺組織萎縮過
程中產生拉扯力，從而騰出

療，需要相隔三個月。

先生於上月底接受「蒸氣減

在一切計算妥當後，李

中，故病人呼吸情況可能會比之

成治療後初期，由於氣管發炎

肺活量檢查，觀察改善程度。完

李先生會在三個月後才進行

肺容治療」，原本電腦計算

前略差。

李先生是香港的第三位接受

是會令比較大範圍的氣管發

好處是過程較簡單，但缺點

「在外圍氣管噴蒸氣，

生做了甚麼，因為他完全昏睡

何感覺？李先生說全然不知道醫

剛才接受蒸氣治療時，他可有任

能幫助他改善肺功能。記者問及

蒸氣治療病人，他很期望這治療

炎。我希望減少對外圍氣管

了。

李先生每吸一口氣，都會比之前

問他身體有沒麼特別感覺

而訪問當刻麻醉藥已消退，

氣，但因氣管鏡粗而氣管幼，故

時，他亦說沒有甚麼感

林冰醫生說，蒸氣治

覺。

多，肺活量會有改善。

療效果會較佳，併發症機會較
小。研究發現因為這個治療傷害

病人接受蒸氣治療時需要全

療位置，泵脹球囊封閉管

氣管鏡，當到達適當的治

療過程是從病人口腔置入

者有慢性氣管炎發作，發作時需

身麻醉，當他清醒後，肺部發炎

了肺氣管，故治療後有五分一患

要用抗生素、類固醇。」林冰

林醫生說：「肺部沒有神經

「研究發現，接受蒸

道，然後噴出蒸氣，完成

根據治療規劃，李先生右肺

線，所以當蒸氣噴出時，病人不

肺治療的病人，肺功能可

期間，會有不適感嗎？

一號及二號位置接受蒸氣減容治

會有感覺。蒸肺後，氣管組織會

三個月後才知曉。」

善，至於病人實際能改善多少，

後收回喉管。

療，處理了一點四公升廢氣積聚

說。

預計改善
 一成半肺功能

進入時困難度比較大。這樣做治

入更深位置，瞄準目標噴蒸

的影響，故我將氣管鏡再置

夠。

氣，但林醫生認為並不足

於肺葉的較外圍氣管噴出蒸

改善換氣功能。

空間，讓仍有功能的肺組織

病人需要接受吹氣
▲
測試，檢查肺功能。

大約有百分之十五的改
他組織拉扯，肺收縮，橫膈膜上

發炎、結痂，然後纖維化，將其
痂、痊癒程序後，該位置可減少

升，每吸一口氣比以前多。」

的肺組織。當組織完成發炎、結

一半即大約七百毫升廢氣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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