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十二歲的何先生，這廿

餘年來一直受胃痛困

擾，他常備胃藥在身，一痛便服

藥，服藥後好一陣子，但未幾又

再痛，於是又服藥。但去年底見

家庭醫生取藥時，醫生說既然這

些年來都有胃痛，不如照一次胃

鏡檢查清楚，再看有甚麼方法可
以徹底解決問題。

「其實我都好不情願照胃

鏡，這麼多年來都慣了胃

痛，但家庭醫生說我又吸煙

又有飲酒習慣，還是照一

照安全吧。幸好照後沒

有發現大問題，胃沒有

穿沒有潰瘍，但就找

到幽門螺旋桿菌，醫

生說這細菌就是引致

我胃發炎的主因，要

▲

徐成智醫生指出功能性的胃
痛，較難在短時間內徹底治
癒。

72

2017 07 12

9/7/2017 1:24:15

G724_ADW.indd 1

攝影：李玉梅
撰文：陳旭英

療

檔

案

養和
醫

都市人，很多都說自己
有胃病，曾受胃痛之苦，部
分更是經常胃痛，求醫、
服藥、病徵改善，未幾又
再胃痛。

究竟胃痛是否無法根
治？胃痛背後是甚麼原
因？持續無法痊癒的胃
痛，會否引來嚴重後果？
今期由腸胃肝臟專科醫生為大
家解開都市人胃痛之謎。

設計：林彥博

都市人普遍
有胃痛，不少患
者經常復發，無
法斷尾。

我服一個抗生
素療程，之後再驗。
可能這種細菌長年累月在我
的胃內，服了一次抗生素療程後
未能殺絕，要服第二次療程才能
成功殺菌。
然而，月前我再胃痛，這次
索性見專科醫生，希望能解決胃
痛這問題。」何先生說。
基於何先生的
生活習慣，專科醫
生認為要再進行胃
鏡檢查，並取胃黏
膜細胞進行病理分
析，及檢查是否仍
然有幽門螺旋桿
菌。結果發現何先生胃內仍
然有幽門螺旋桿菌，而且
具抗藥性，故一直胃痛未
癒。

排除其他內臟問題
養和醫院腸胃肝臟科專科徐
成智醫生說，胃痛是都市人常見
病徵；胃痛背後有多種原因，必
須針對問題根源採取適當措施及
服用適當藥物，才能徹底解決問
題。
徐成智醫生說：「胃痛病人
被轉介至專科醫生治療時，我們

▲

亦有些患者在排便後，
胃痛改善。
部分胃病患者在進
食後有胃脹痛之感。

分析成以下三類：第一是胃酸過

致，很大機會是胃問題。從病徵

問題，或消化或功能性問題，並

多問題，第二是胃脹、胃氣問

首先要分辨是炎症、潰瘍、結構

審視病人有沒有服用藥物或採用

題，第三是胃抽筋問題。這三類

都可令病人胃痛，但三種問題的

自己醫自己的方法。」
徐醫生說，胃痛病人求診，

住、頂住等病徵，排便時上腹會

加劇，有沒有胃脹、胃氣、谷

有關病歷，例如進食後痛楚會否

們會分析這是否真正胃痛？配合

口對下、肚臍對上位置說痛，我

士胃內有保護機制，黏膜層可保

會刺激胃部會出現胃痛。健康人

如沒有進食，胃空空如也，胃酸

流；患者進食後胃痛明顯減少，

除了胃痛外，通常伴隨胃酸倒

「第一類胃酸過多的病人，

治療方法都不同。

否感到痛楚，或排便後胃痛感覺

護胃免受胃酸刺激，但當患者胃

通常是急性胃痛，病人會指住胸

紓緩，都可以幫助醫生了解

部持續胃酸過多或有發炎現象，

保護黏膜功能減弱，胃便會有痛

是否有胃部問題。
「如胃經常痛，

進食後胃痛加劇，

否是大腸問題？如

治療胃酸倒流引起的不適，及治

藥便能改善胃痛徵狀，同時可以

這類病人，服用特效降胃酸

感，甚至黏膜受損、潰瘍等。」

可以是胃、十二指

療胃酸刺激引起的胃炎，甚至潰

但排便後不痛，會

腸及膽等消化器官

首先分析他的問題是否

頂、谷住的病人，最典型病徵是

「第二類是進食後感胃脹、

瘍。

真正胃的問題，以決定病人

上腹像氣球般脹了、谷住，只進

問題。故病人來到時

需要進行甚麼檢查程度，及如何

食少量食物已感到胃十分脹，因

收縮能力，所以像氣球一樣脹

為病人胃部長期氣脹，失去正常

治療病源。」

三類病徵分辨胃痛

頂、脹，便會拉扯神經線，引發

住。而胃外有很多神經線，當胃
劇，又不是排便後胃痛紓緩，大

痛楚。這種脹痛屬消化不良類

如患者不是進食後痛楚加

多能排除痛楚由其他內臟器官引

9/7/2017 1: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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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筋的一群，屬功能性胃痛，較難

建議接受殺菌的抗生素療程。

盡早殺清細菌，能盡量降低黏

膜發炎造成損傷的機會，減少日後
演變成胃癌風險。」

令胃部長期發炎，胃炎令胃部汾泌

五十五歲以上病人如有

六十歲以上人士，故

▲

別，通常結構是沒有問題。

而在胃痛患者中，很多屬胃

根治。」徐說。

半夜痛脹至無法忍受到急症室求
炎，當中成因除胃酸過多外，就是

痛楚，直至收縮自行停止，或去到
較少胃酸，當胃酸度不足，幽門螺

新的胃部病徵，醫生會

由於胃癌常見於

急症室注射針藥或服藥，才能解除
旋桿菌更有機可乘可以長居胃囊

建議照胃鏡。如發現幽

以確定胃內情況及有沒

有幽門螺旋桿菌；亦可

▲

胃抽筋人士非常痛苦，很多
時要到急症室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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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是胃痙攣，患者通常在

診。這類患者胃結構上沒有問題，

情緒緊張人士，大有機
會患有胃痛。

痛楚。
內。這是一個循環不息的病症，幽

門螺旋菌將其殺清後能

有幽門螺旋桿菌的。幽門螺旋桿菌

這類患者大多屬緊張型人士，
門螺旋桿菌令胃弱，胃弱讓菌更有

但因為整個胃部收縮，收縮時產生

平日壓力大，很多時吃飽晚飯後感

情而定，例如胃黏膜有

否避過癌症？要視乎病

「香港百分之四十人士胃內有

沒有萎縮，胃部健康狀

▲

有幽門螺旋桿菌人士未必有胃

幽門螺旋桿菌，國內則百分之

機可乘。

幽門螺旋桿菌作惡
時候會出現不同類別的胃痛，可以

痛病徵，但容易有消化不良及患胃

況等。」

三種情況都有。專科醫生會從病徵

炎。這類屬反應性胃炎，具持續

以採用非入侵性的吹氣

徐醫生說，每一位病人在不同

中找出規律，分析病情後找出治療

性。少部分人有併發症，例如胃出

檢查。

接受胃鏡檢查，可

方法。

血、胃潰瘍，患者患胃癌風險亦增

七十。

胃脹滯，半夜痛醒，嘔出食物。」

有飲酒及吸煙習慣人
士，胃功能相對差，胃痛
機會大。

「三類病人中，以胃酸過多的

加，故醫生發現病人帶此菌，都會

工作壓力及食無定時致胃
痛，是上班族常見現象。

人較容易治療。而感到胃脹、頂、

▲如懷疑有結構問題，建議照
胃鏡檢查清楚。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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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炎藥勿亂服

改善飲食及生活

「來見專科的病人，通常胃痛

問題持續一段時間，一般病徵持續

三個月以上甚至經年。我們會審視

原有藥物是否適合病人，或作調

整，第二是了解胃痛的病歷是單一

部分自行購買消炎藥人士，

嚼及吞嚥過急，是否常進食肥膩辛

最後是了解飲食習慣，是否咀

原因或是三個原因都有？

常見引致胃炎原因。故現時醫生

有機會服後胃出血，排出如芝麻

辣食物，有沒有飲酒、吸煙等，都

服用非類固醇消炎藥，亦是

在處方消炎藥物時，都會向病人

糊般的黑色稀爛糞便。另外服用

查問是否有胃痛病歷，如有，一

影響消化系統能否運作正常。

胃痛患者最好戒煙，改
▲
善胃部消化功能。

含豐富鐵質食物或鐵丸、降胃酸

般會同時處方保護胃壁藥物，以

「最常因服消炎藥而出現併

題。如有懷疑，需要照胃鏡確

分析，判別病人是否有胃出血問

黑，故醫生會從病徵及病歷作出

藥、含鉍藥物都可以令大便變

徵，稍後亦需要教導病人重新建立

要解決問題，首先解決當前病

情緒緊張時就容易胃痛。

向性格緊張，容易憂慮及焦慮，當

有功能性問題的病人，通常偏

減低副作用、減低胃炎及胃出血

發症的是長者病人，或本身有胃

定。如擔心有結構問題，懷疑有

飲食定時、完全咀嚼後再吞嚥、放

服用消炎藥物可能引起
胃痛。

炎及有幽門螺旋桿菌人士，故醫

幽門螺旋桿菌，或服藥後病徵未

風險。

生處方消炎藥前都會問清楚病

藥物除了改善胃酸過多的降胃

鬆心情等良好生活習慣。」徐說。
在確定沒有其他嚴重的結構

酸藥、治療幽門螺旋桿菌的適合抗

有改善，都建議照胃鏡。
如最近曾服胃藥、抗生素，亦會令細菌變化，
影響檢測結果；如進食後胃部分泌胃酸，菌量亦
會減少。

歷。」徐醫生說。
亦特別提醒大眾，少至一粒

性問題，上述三類胃痛病
吹氣測試準確度為百分之
九十五。

消炎藥足以令胃壁受損，故一

生素外，亦有藥物可改善胃氣、胃

則，胃痛可能又會復發。

飲酒、戒煙，並改善飲食習慣。否

素。同時他建議何先生最好能減少

生，醫生處方了能有效殺菌的抗生

有帶抗藥性幽門螺旋桿菌的何先

經胃鏡檢查及種菌後發現胃內

病人胃炎情況。

脹等。炭丸、益生菌亦常用於改善

因，醫生針對情況處方
不同藥物。
▲吹氣測試可以檢查胃內是否有幽
門螺旋桿菌。

定要向醫生說明自己的情
況，服藥前要諮詢醫生，
不應自行購買消炎藥。
服用消炎藥物，在病徵
有改善後就應停服。
新一代消炎止痛藥
如環氧化酶

最常見引致胃炎原因是幽門螺旋菌，香港百
分之四十人士有此菌，即每三人就有一人有。

進行簡單的吹氣測試，可檢查胃內是否有幽門螺旋
菌。徐成智醫生解釋，這是一個化學方法，求診者飲用藥
水或藥丸，如胃內有幽門螺旋桿菌，它特有的尿酸酵素
就能與藥物產生化學反應，吹出氣體能檢測得到。
沒有胃痛病徵人士，都可能有幽門螺旋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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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傷害胃壁機會大減。

吹氣測試
驗幽門螺旋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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