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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成來自身體的

療

十五歲的馮先生，年少
時第一次痛風發作，至

力大，期間痛風多次發作，政府
醫院醫生給他處方別嘌醇，但病
情仍難以控制。

感到右腳趾公劇痛，當時還以為
仙鹼、類固醇、消炎止痛藥，疼

科陳醫生，用盡藥物，包括秋水

去年四月一次暴風式痛風發

白天踢足球時不小心受傷所致。
痛依然，最後陳醫生給他處方生

「我年幼時舉家移民新西

由於痛聲驚動了父親，他入房檢

作，馮先生到養和醫院見風濕病

查，一邊按我的腳趾公一邊說：
『唉，莫非遺傳了給你？』
翌日帶我見醫生，檢查後確

當時醫生處方了消炎止痛
陳嘉恩說，痛風是因為身體內的

養和醫院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診痛風。」馮先生說。

藥、秋水仙鹼。一般醫生會處方
尿酸水平過高，積聚在關節引致

時給他服秋水仙鹼。之後的

影響腎功能，故只是在發作
，就會在關節丶滑囊
0.42mmol/L
積聚尿酸結晶。尿酸積聚有機會

「當血液中的尿酸水平高於

發炎，急性發作時劇痛。

數年，馮先生痛風偶有發
引致發炎，當尿酸積聚到某個程

馮先生二十五歲時
狀；當痛風發作後，如果一直沒

初尿酸水平高時，可以沒有徵

度，就會導致痛風發作。患者最

回流香港。任職建築
有處理，其後發作次數就會愈來

）l 或 非 布 司 他
Allopurino

能溶解的物質，這個黃嘌呤

謝最後變成尿酸，尿酸是不

），皆屬於黃嘌
（ Febuxostat
呤氧化酶抑制劑，因為嘌呤代

（

酸藥作長期控制，主要用別嘌醇

下來，病人便應開始服用降尿

丶秋水仙鹼。當急性發作穩定

急性治療是服消炎止痛藥

先要止痛及消炎。

遠控制。當患者急性發作時，首

說，治療痛風分為急性治療和長

如何治療痛風？陳嘉恩醫生

急性與慢性治療

助排走尿酸。

在生育期內，女性荷爾蒙能夠幫

多，女性患者較少，原因是女性

馮先生經適當治療後，加上太
太為他預備的愛心無糖梳打
水，至今一年都沒有再發作。

師的他工作繁重，壓

方止痛藥。

作，每次發作時醫生都處

年輕，擔心長期使用別嘌醇會

別嘌醇控制尿酸，但醫生指他

尿酸積聚致關節發炎

物製劑抗白介素 ，
-1 五 天 內 注 射
三劑，病情才能受控。

蘭，中六那年，晚上睡覺時突然

今患病十多年。

三

痛風除了影響關

者喜愛進食高嘌呤食物、飲酒但

結石積聚，但陳嘉恩醫生說，痛

節及腎臟外，亦與高

代謝物。」

風主要原因都是自身排走尿酸能

氧化酶抑制劑在它變尿酸
前將其阻截，患者便不會
製造尿酸，從而達到降
尿酸的目標。
另一降尿酸方法
是加快排走尿酸，例

▲

劑，病人必須腎功

如服用促尿酸排泄
病徵是腳趾公痛，

能正常及每天最

使用。

故這藥不普遍

少飲三公升水，

通常男性患者較

痛風典型的

腦血管健康。

酸過高，或會影響心血管、

身體的「壞朋友」，當尿

生說，這些都可以理解為

代謝綜合症有關。陳醫

血壓、高血脂、肥胖等

陳嘉恩醫生解釋，食物中的
「 嘌 呤 」 （ p u r i n）
e ，或稱為
「普林」，經進食丶分解之後就
會變成「尿酸」，
「人體的正常新陳代
謝下都會產生嘌呤，
佔身體總尿酸八成。
所以我們經常說戒
口，最多只能減少從

別嘌醇是常用的降尿酸
藥物，服用前須檢驗遺傳
基因以免有過敏。
▲

患病。

力差，再加上飲食不節制，因而

飲水量不足，所以才會出現尿酸

三成嘌呤，其餘七

制
控

宜
得
痛風發作典型病
徵是腳趾公劇痛。

一般人對痛風的認識，是患

恩醫生說。

愈頻密。」陳嘉

到底痛風患者是否無啖好食，發作時是否痛得死去活來？患者馮先
生及風濕科專科醫生為大家詳細解構。

食物中吸收的兩成至

時，
作
生發
馮先 。
脹
發炎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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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說
陳嘉恩制尿酸水
如不控風仍然會
平，痛作。
不斷發

經常聽說有人痛風發作，腳趾公疼痛難擋，無法步行，要急送醫院治
療！又經常聽痛風患者訴苦，要嚴格戒口，很多美味食物和美酒都不可嚐，
否則痛風發作至少捱疼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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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製品嘌呤含量不
高，痛風者可適量進
食。
▲

腫脹。至於病情穩定開始服用降

養和

另外亦可為病人進行超聲波
檢查關節以了解關節尿酸溶解狀
況。服藥六個月後，而尿酸指數
持續穩定達標，關節積聚的尿酸
會明顯減少。亦有研究發現病人
根據上述建議服藥三個月後，能
夠清除關節積聚的尿酸。

痛風與腎病的關係
一般人普遍認為痛風會傷
腎，兩者是否有關係？陳嘉恩醫
生解釋，如果尿酸積聚在腎內，
有機會影響腎功能、阻塞輸尿
管：腎臟有很多腎小管，尿酸水
平高亦會積聚在腎小管，影響腎
功能。所以任何有尿酸過高或曾
經痛風發作的人，都要實行每天
最少飲兩公升水，其中一半是清
水的生活習慣。
年長人士尿酸過高，但同時
有心臟問題或腎臟問題的人士，
就要適量飲食，避免引發肺積水
或腳水腫。
不少痛風患者未能好好控制
病情，致經常發作，陳嘉恩醫生

陳醫生說，由於馮先生在外

罐裝或盒裝汽水、甜飲品都含高糖分，痛
風患者應避免飲用。 
（資料圖片）

用。

讓他在酷熱的地盤工作時可以飲

品，為他準備大量無糖梳打水，

罐，而太太為了鼓勵他戒甜飲

他，在陳醫生勸告下已減為一

每天習慣飲三罐冰凍可樂的

作。」馮先生說。

。非常感
酸 水 平 是 0.32m m o l/L
恩，服藥至今一年都沒有發

議我轉服非布司他，現在我的尿

別嘌醇對我效用不大，陳醫生建

「由於之前服用的降尿酸藥

酸藥。

三個月仍需服用秋水仙鹼及降尿

制下，五月底才穩定下來，之後

時，在各種藥物包括生物製劑控

馮先生去年四月中見陳醫生

法溶解，故不斷發作。

以下尿酸溶解的水
0.36m m o l/L
平，結果多年來積聚的尿酸都無

有處方降尿酸藥，但未能達到

惡。回港後接受治療，醫生雖然

好好處理尿酸，令痛風愈發愈

國多年來只服消炎止痛藥，沒有

▲

秋水仙鹼主要作用是減低發

尿酸藥時，因尿酸下降會誘發痛

炎，從而減輕痛風引發的痛楚和

風發作，所以要一併服用秋水仙
鹼來作預防。
陳醫生解釋：「服藥後尿酸
會慢慢下降，尿酸水平達到
0.36mmol/以
L 下就會開始溶解，
當尿酸溶解時，有機會引發痛
風，所以在首三至六個月，患者
要服秋水仙鹼避免因發炎而引致
痛楚。」
秋水仙鹼有機會引致肚瀉，
如病人腹瀉嚴重需停服，醫生會
慢慢調校降尿酸藥，避免尿酸水
平變化太大。

降尿酸藥 溶解尿酸
「病人通常要服藥三至四個
星期，尿酸才會下降至穩定水
平。大概三個月時間，經過藥物
調整後尿酸指數能達標，而且期
間沒有痛風發作，就可以嘗試停
服秋水仙鹼。在關節內的尿酸晶
體未完全溶解的這段時間，仍然
有機會碰上痛風發作。在這過程
中，千萬別停服降尿酸藥，並且
要再加服短暫治療急性痛風的藥

肉汁和老火湯

物。」陳醫生說。

其他

他的病人，相對

青口、扇貝、蝦、蟹、魚卵、魚子醬

服用別嘌醇的病

的食品可以幫助排走尿酸，建議

沙甸魚、鯖魚、馬介休、銀鱈魚、銀魚、鰻魚

海鮮類

人，心臟病死亡
率較高，但陳醫
生指出目前未有
確實定論。她在
處方藥物時，會
留意病人的心臟

竭、冠心病的痛風患者，在病情

健康，有心臟衰

說，「一般人尿酸水平如高於

年都沒任何問題。

陳醫生提醒痛風患者日常生

太太的梳打水鼓勵

控制好的基礎下，服非布司他數

，尿酸便會開始積聚
0.42mmol/L
在關節；如要溶解尿酸結石，尿

0.42m m o l/

。很
酸 水 平 必 須 低 於 0.36mmol/L
多病人驗血後，即使尿酸水平在
正常值的上限內（即

活要控制高嘌呤飲食、戒酒及多

常用的一線降尿酸藥別嘌

多吃水果，飲用牛奶、乳酪、芝

飲水。「奶類食品及高維他命

醇，病人服用前需檢驗遺傳基因

飲預先包裝的甜飲品。我有病人

）
L ，就以為自己安全，但尿酸可
能仍未能溶解。」陳醫生說。

，如結果是陽性，比不
HLAB5801
帶此基因人士，服後出現過敏機

根據上述飲食控制，病情慢慢改

士等，如果肥胖就要減重，減少

會高二百倍。而這種過敏，並非

善，最後可以毋須服藥。」
馮先生於去年復活節期間的

作，多個關節都

鵝肉、兔肉、鹿肉

魚類

陳嘉恩醫生說，素食類食物所含的嘌
呤，比肉類嘌呤對尿酸的影響程度較低。

即時出現，有機會服藥半年甚至
一年才出現，除了皮膚出疹，眼

而非布司他效力較好，毋須

受影響，包括膝

暴風式痛風發

調校太長時間，及不會影響腎功

關節、腳眼、手

丶口都會出現過敏徵狀。

能。即使病人的腎功能較差，都

指、食指、近端
關節及手腕。

肝臟、腎臟、心臟

野味

▲痛風患者宜選無糖或低糖
飲品。

啤酒、紅酒、白酒、烈酒

動物內臟

在高嘌呤食物中，豆類及菇類都含較高
嘌呤，而素食人士需要從豆類和菇類吸收蛋
白質，如果他們同時患痛風，就不可能奉行
素食？

適宜服用。
雖然曾經有研究指服非布司

當痛風發作時，應完全避免以下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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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

「蔬菜類食物中的嘌呤會令人體產生尿
酸，但它們產生尿酸水平較低，例如菇類屬
於中嘌呤食物，痛風患者只需要控制分量便
可。大部分豆類亦屬中嘌呤，乾豆嘌呤含量
則較高，應減少進食；豆製品例如豆漿、豆
腐的嘌呤量則較低，可以適量食用。」陳醫
生說。
內臟屬高嘌呤食物，
痛風患者宜少吃。

檔

如有高尿酸問題，平日必須飲足夠水。

痛風患者
無法奉行素食的迷思
大部分肉類都屬較高嘌呤食物，痛風者
大歎無啖好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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