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科醫生跟進病情，要照胃鏡

色素過低，先進行輸血，然後再

肉手術，及服用藥物兩
及腸鏡。劉先生在注射了鎮靜劑

受完胃鏡檢查兼切除瘜

周，上腹痛消失的劉先生，精神
後，經過四十五分鐘的檢查，終

接
奕奕地向記者說，幸好及時找到
發現了失血源頭。

檢查過後都說我是胃痛，處方了

時以為胃痛，見過家庭科醫生，

「我大大話話痛了半年！初

道失血問題，例如潰瘍、嚴重胃

出現貧血徵狀，就需要排除消化

泰說，年長男士，如沒有大病而

養和醫院外科專科醫生蕭永

胃之延伸 十二指腸

疾病源頭，否則他還在受上腹奄
奄痛之苦，更有機會引發腹膜炎

胃藥給我，服完，好一點，但之
酸倒流或是腸胃道癌症。

症，到時可能有生命危險！

後久不久又痛，於是又服藥。每

嚴重貧血的患者會感覺疲
累，上落樓梯時感乏力，日

次服藥後兩三小時就不痛，消痛
了，就能睡覺，但有時又會半夜

常欠精神，面色較為蒼
白，比較怕冷等；輕微貧

痛醒……」劉先生向記者說。
就這樣痛一會，好一會，斷
斷續續維持了半年，劉先生才在
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發現問題嚴
重。「我本身是糖尿病患者，
三十幾年了，一直有內分泌專科
醫生跟進。而我每年都定期驗身
的，會照肺、檢查心臟、驗血
等，之後報告會自動送交我的內
分泌專科馬醫生。記得月前馬醫

），
g/dl

生看到我的報告後即發現我的血
色素好低，只有九點六（

），他懷疑
正常應該是十五（ g/dl
我可能腸或胃出血，建議我趕快

▲

72

2016 06 01

28/5/2016 22:37:42

G666_ADW.indd 1

入醫院檢查清楚！」劉先生說。
劉先生上月入院後，由於血

劉先生在進行胃鏡及腸鏡檢
查後，終於查出失血真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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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腹奄奄痛，時好時壞，持
續了半年的劉先生，一直以為
是普通胃病。

MEDICAL & HEALTH

血者可以完全沒有病徵。
像劉先生的狀況，蕭醫生安
排病人照腸鏡及胃鏡，結果發現
腸道有少量良性瘜肉，但與流血
無關，而引致血液流失的主因，
是十二指腸潰瘍及發現有幽門螺
旋桿菌。
簡單來說，劉先生所患的是
十二指腸潰瘍，由幽門螺旋桿菌
引起。十二指腸在哪裏？蕭永泰
醫生說，十二指腸是胃的延續，
小腸的開端。醫生常說的胃潰
瘍，其實包括了胃潰瘍及十二指
腸潰瘍。
為何上消化道會出現潰瘍？
蕭醫生解釋，正常情況下胃有胃
酸，消化食物。當胃或腸道保護
膜無法保護時，就有可能出現潰
瘍。而幽門螺旋桿菌是其中一種
令腸胃道保護膜失去保護功效的
細菌。

瘍。

士帶菌又引致慢性發炎，致有潰

士沒有任何病變，但有少部分人

代表有胃潰瘍，大部分有此菌人

人口帶菌。但有幽門螺旋桿菌不

桿菌，發展中國家更達一半以上

有三至四成人口腸胃有幽門螺旋

易治療。蕭醫生說，在發達國家

菌的一群反而是幸運兒，因為容

兩類患者中，有幽門螺旋桿

固醇消炎止痛藥。」蕭醫生說。

潰瘍患者，常見原因是服用非類

響了保護能力。另一類上消化道

炎，及令十二指腸黏膜改變而影

旋桿菌有關，這菌令胃部慢性發

十二指腸潰瘍患者，都與幽門螺

「我們發現大部分胃潰瘍及

十二指腸直徑為四至五厘
米，緊貼腹後壁，是小腸直徑
最大的一段。胰管和膽管的開
口均位於十二指腸，所以它既
接受胃液，亦有胰液及膽汁注
入，是消化道的重要管道。

三成人
 有幽門螺旋桿菌

十二指腸位於胃與腸道之
間，是胃部的延伸，小腸的第
一部分。成人的十二指腸，長
度為二十至二十五厘米，大約
相等於十二截指頭，故稱為
十二指腸。

「是否發病，與本身是糖尿

幽門螺旋桿菌常見於亞
▲
洲人胃部，可引致潰瘍。

六十餘歲的劉先生，最近半年一直
胃奄奄痛，服過胃藥後好一陣子，之後
又痛過。他以為胃痛都是這樣難斷尾，
誰不知，痛楚背後是更嚴重的病變！
▲蕭 永 泰 醫 生 指 出 ， 胃 痛
病人如年紀較大及有危險病
徵，就應盡快檢查清楚。

消化道器官，是處理食物讓人體有
充足養分的重要維生系統，消化道病
變，不但會影響營養吸收，更會引發其
他問題，其中一項是失血！

胃
肝臟
胃內視鏡

胰臟
十二指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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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 十二指腸

▲

要追查，所以外科醫生會為病人

機會自行停藥，病情無法根治。

▲

▲

士，例如心臟病人需服用亞士匹
進行胃鏡及腸鏡檢查，除了放大

是否有其他病變，這些問題都需

靈或其他影響血小板藥物，同時
的內視鏡頭可以清楚檢視胃、腸

病人免疫力差無關。但部分人

有幽門螺旋桿菌就有較大胃潰瘍
的情況外，還可以摘取組織進行
化驗，又或見到有出血情況，可

風險。因此有些心臟科專科醫生
在處方這類藥物前，會先詢問病

痊癒。療程完結後數星期再進行

以透過內視鏡配合小儀器立即進

蕭醫生說，如病人年長及有

呼氣測試，如陰性就能確定菌已

人有沒有幽門螺旋桿菌病歷，如

消化道的危險病徵，例如半夜會

殺清，日後復發機會低，未必需

殺清細菌，降酸劑亦能幫助潰瘍

痛醒、吞嚥困難、嘔吐、進食後

要照胃鏡。」蕭醫生說。

內視鏡中見到胃
壁有潰瘍及流血。

不自在等，就應照胃鏡檢查清

如呼氣測試仍然顯示有菌，

行止血程序。

如懷疑病人有幽門螺旋桿

楚。如病人四十歲以下，沒有危

病 人 就 要 用 第 二 線 藥 物

處方藥物。」蕭醫生說。

菌，病人可進行呼氣測試。但腸

險病徵，可以先進行呼氣測試或

徹底殺菌 潰瘍痊癒

胃道失血原因、具體潰瘍情況、

檢驗大便隱血，如有
發現才再安排照胃

十二指腸潰瘍病

為避免此情況，醫生都會先處方

人在未見成效前已感覺辛苦，有

人如同時發現有幽門

第一線藥物，如無效或復發，才

鏡。

螺旋桿菌，及沒有其

處方第二線藥物。

追查原因 不應忽視

首次藥物療程時未能殺清？蕭醫

為何幽門螺旋桿菌有機會在
桿菌藥物包括強效降

生說，可能細菌有抗藥性的，故

需要進行胃鏡程序，抽組織送到

桿菌生長速度極慢，未必能種到

pump
），屬抑制
inhibitor
劑，及兩種抗生素，

菌，亦有機會在胃鏡取組織時未

病理室種菌！然而由於幽門螺旋

一般兩星期療程就能

proton

酸劑（質子泵降酸劑

痊癒。「殺幽門螺旋

螺旋桿菌，潰瘍就會

星期藥物，殺清幽門

他病變，只需服用兩

內視鏡中見到胃
壁有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利用止血夾成功止血。

▲ 進食後感胃脹、腹
脹、腹痛都是常見腸胃
道病徵。

，傳統治幽門螺旋桿菌
（ Bismuth
藥），服後會反胃頂住感覺，病

有，就先確保殺清細菌，然後才

檔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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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到含菌黏膜樣本，致最後化
驗結果沒有發現；另外如病人曾
服用抗生素或胃藥，都有機會影
響檢查結果，故醫生診斷時會結
合呼氣測試、胃鏡等各項檢查，
確保沒有走漏眼。
如進行詳細檢查後，沒有發
現幽門螺旋桿菌，但胃或十二指
腸有潰瘍流血，應
如何治療？蕭醫生
說可服用降酸劑，
等候潰瘍痊癒，同
時處方鐵質藥物改
善貧血問題，但痊
癒後需要再跟進測
試，看是否有其他
細菌或其他原因引
致潰瘍。

勿忽略其他原因
部分病人經治療痊癒後復
發，醫生會處方第二線藥物，並
叮囑病人一定要完成療程，如仍
然未能徹底解決問題，應該如何
處理？蕭醫生說，如有上述情
況，就要與病人商討對策，例如
病徵是否嚴重影響生活？如病徵
輕微，病菌數量保持低位，其實
不一定要追殺細菌。如上述所
言，有些人體內有幽門螺旋桿

▲

病人有機會出現突發性潰瘍，即
十二指腸破損、流血，排出黑糞，患者
會暈甚至吐血。

蕭永泰醫生說，如果病人出現急性
流血，需要評估狀況、監察維生指數，
當情況穩定後照胃鏡，找出原因加以治
療。「大部分出血自行停止，小部分持
續流血就需要用內視鏡進行止血步驟，
嚴重的需要手術止血。如潰瘍位置穿
破，細菌走到腹腔，有機會引致腹膜
炎，危及性命。潰瘍穿破、有腹膜炎迹
象就需進行腹腔鏡手術或開腹
手術修補。」

如有胃酸倒流、胃氣脹痛、胰腺

沒有幽門螺旋桿菌引致的胃炎，

殺了此菌不代表沒有胃病，只是

菌是其中一個，

因，幽門螺旋桿

胃痛有好多原

「上腹痛、

菌共存。

徵，人類可以與

菌，終生沒有病

十二指腸潰瘍典型病徵是「肚餓
痛」，即肚餓時痛楚較明顯或強烈，半
夜痛醒，進食少量食物後痛楚改善。

炎、膽石等問題，亦會引致胃

▲

▲

劉先生說，幸好糖尿病
科醫生及時察覺血色素下
跌並轉介檢查，今天才能
安然無恙。
進行簡單的呼
氣測試，可以初步
檢查是否有幽門螺
旋桿菌。

胃鏡可以清楚檢查胃部情況，
並可摘取組織進行化驗。

如是慢性潰瘍沒明顯病徵，病人經
歷長期間發炎潰瘍致十二指腸收窄，會
嘔吐、進食量減少。

炎。我們應找出疾病背後的原

因，加以治療，不要視幽門螺旋

桿菌是所有腸胃道疾病兇手！」
蕭醫生說。

其他原因，包括非類固醇消

炎止痛藥引致潰瘍，或某些原因

致胃膜保護能力減弱，如免疫系
統疾病、燒傷病人。

十二指腸潰瘍後果可以很嚴

重，所以蕭醫生提醒大家不應忽
視。

劉先生在服用藥物十四日

後，上腹奄奄痛的病徵已消失。

稍後會再進行呼氣測試，確定是

否已殺清幽門螺旋桿菌。而腸道

的良性瘜肉亦已切除，現在可說
是放下心頭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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