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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成為 2017世大運醫療團的一
員，和選手們一起度過這個驚奇

的旅程。醫療團隊的成員包括醫師、物

理治療師以及與選手形影不離的運動防

護員，一起照護選手及隊職員的健康。

這次在台灣主場比賽，無法解決的

問題都可以立即轉診求助。若在醫療不

便的國家，醫療團隊就更為重要，故藥

物及醫療用品都需要仔細規劃，並要了

解選手村或比賽場地是否限制金屬攜入

或冷凍噴劑的使用。

比賽通常是系列賽，醫療團隊要思

考的是如何讓選手能在短期間內調整成

最佳狀況，或是考慮能不能立即上場比

賽，故針對疾病的處理及想法可能有不

同的處理方式。

每種比賽對於醫療的規範都不同，

所以參加賽事之前，醫療團隊或是賽場

的醫護人員都應該了解。知道這些規則

是因攸關運動員的權利，醫護人員或醫

療團隊貿然的行為，可能會讓運動團隊

被判犯規或是讓運動員失去比賽機會。

世界反禁藥組織每年公布運動員禁

用藥物或禁用治療方式，因為禁藥可能

會影響比賽的公平性，醫療團隊要協助

運動員避免使用相關物質而受到懲罰，

醫療團隊的每一項治療都要記錄清楚。

醫院與運動場邊的醫療是截然不同

的。在醫院治療運動員，有很多的診療

工具，如核磁共振、電腦斷層、超音波

及Ｘ光等。此外，來門診求診的運動員

通常是受傷過了幾天才來，治療方式與

賽場旁急性期處理不同。因比賽的時間

與醫療工具的限制，醫療團隊需要更強

化自身的技能，如理學檢查、脫臼復位

及石膏固定等。有時需要在短時間內判

斷運動員是否可以繼續比賽，這也需要

熟練的經驗與快速正確的評估，才能做

出明智的決定。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
醫療團隊經驗分享
◎林口長庚復健科主治醫師　陳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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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台北世大運長庚醫療團隊成員於總統府
合照

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系學士
經歷：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

中華代表團隊醫
2017WTA台灣公開賽賽場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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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世界大學運動會醫療團龐大，

由 9名醫師和 26位運動防護員
組成，醫療中心更有完整長庚各科門診

及急診配置。此外，從選手村到比賽場

地，一直到台灣英雄大遊行，所到之

處無不給予熱情的招呼與鼓勵，回家比

賽，真的很不一樣！

中華射箭代表隊自 2016年加入長
庚運動整合照護小組的照顧隊伍，世大

運賽前的移訓，選手譚雅婷右肩狀況尚

可，前臂穩定反而出現狀況，肌肉的疲

勞，加上求好的心理，賽前不到 1週的
時間，都還不是很穩定。就防護的角

色，盡力協助處理肌肉上的疲勞、物理

及徒手的治療和中醫針灸的介入，雅婷

也很認真的每天訓練前及賽後，都到醫

護室報到，總算在賽前讓雅婷有穩定的

表現，箭靶上的箭著點平均集中在 9或
10分的範圍內，加上台灣加油團的助
威，在個人及團體對抗賽皆順利闖進冠

軍戰。

在射箭這個項目，勝負只在一箭，

甚至是幾毫釐的差異，每天破百的箭

數，只為比賽時完美的 10分，每到放

箭的那刻，無不為選手感到膽顫心驚；

不是不相信選手，而是頂著眾所期待的

勝利，放箭的指尖所承受的壓力，絕對

不只是 42磅的拉力而已！此次反曲弓
男團和複合弓個人首度闖進軍金牌戰，

雖然未留下金牌，但 4銀 1銅的表現依
舊值得讚賞。

朋友問我，我們台灣真的那麼強

喔？我很驕傲地說，台灣選手的潛力無

限，勝利來自無比的意志，許多先天條

件都不如國外選手，但因為國人熱情的

支持，堅定了選手想要勝出的意志，激

發出所有潛能，才有這屆舉國歡騰的世

大運佳績。

2017

2017 臺北世大運射箭隊隨隊防護∼

回家比賽，真的很不一樣
◎高雄長庚運動醫學整合照護小組運動防護員　張予親

  筆者（左）協助選手譚雅婷放鬆疲勞的旋
轉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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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紀念醫院自民國 65年成立以
來，培養出許多優秀的醫師人

才，歷年來在長庚接受過住院醫師的訓

練也為數眾多。為了將散落在社會各個

角落的長庚人凝聚起來，故於 87年初
成立「長庚醫師聯誼會」。

聯誼會會員醫師主要是受過長庚訓

練，目前在外開業或至其他醫療院所任

職的醫師。本會為聯絡長庚院內醫師、

離職醫師的感情，並促進彼此學術、經

驗及互惠交流為宗旨，建立長庚離職醫

師回院從事教學、研究、診療及再教育

的管道，並提供院內醫師院外資訊及各

類協助，維護醫療業務的安全與權益、

改善醫療經營及改進醫療資材

之事項。

目前會員人數合計 414
人，本屆理事長為新光醫院放

射診斷科主治醫師陳良光，會

員入會採自主申請，申請入會

聯絡人：鄭聖儒小姐，聯絡

電 話：0975-367-344，E-mail: 
drclub@cgmh.org.tw。

 106年年終餐敘程文俊主委（右三）與醫師聯誼會會員合照

會員福利項目表 

1. 桃園長庚本人自費健檢 9折優待。

2. 長庚醫院及本會所簽約之特約廠商
消費 9折優待。

3. 長庚圖書館內可使用醫院電子資料
庫全文閱讀，遠端可部分檢索。

4. 免費使用長庚員工院外停車場。

5. 免費參加本協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6. 申請參加長庚醫院舉辦之教育訓
練。

7. 可進入長庚醫院圖書館閱讀，書籍
不可外借。

8. 參加長庚各項社團活動及電影欣
賞。

長庚醫師聯誼會
◎林口長庚管理部研究助理　鄭聖儒

◎林口長庚管理部專員　郭政賢　校閱

歡迎加入歡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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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下半年度（7∼12月）106年度下半年度（7∼12月）

長庚醫療體系榮譽事蹟彙編長庚醫療體系榮譽事蹟彙編
獲獎年月 舉辦單位 得獎名稱 得獎單位

106年 7月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105年度癌症防治績優醫院／醫學中心
—金牌獎
1. 疑癌追緝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
2. 子宮頸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
第一名

3. 乳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4. 大腸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5. 乳癌最佳救援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6. 縣市最佳合作夥伴獎

林口長庚

106年 07月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1. 癌症防治績優典範獎
2. 大腸癌、乳癌、子宮頸癌、口腔癌篩檢
效率王—醫學中心第二組第一名

3. 大腸癌生命搶救王—醫學中心第一名
4. 縣市最佳合作夥伴
5. 防癌尖兵—劉妙齡個管師

高雄長庚
癌症中心

106年 7月 世界衛生組織健
康促進醫院國際
網絡理事會

世界衛生組織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網絡會員
認證

林口長庚

106年 7月 衛生褔利部國民
健康署

大腸癌篩檢效率王區域醫院第三組—
第一名

基隆長庚
癌症中心

106年 7月 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

105年醫院癌症篩檢／診療品質提升計畫
大腸癌生命搶救王地區醫院／診所—
第一名

桃園長庚

106年 7月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 106年度推動家庭暴力暨性侵害及
性騷擾防治工作有功團體

林口長庚

106年 7月 遠見雜誌 全台醫院好感度調查—全台民眾票選最
佳醫學中心—第二名

林口長庚

106年 7月 讀者文摘 106年信譽品牌－金獎 桃園長庚
健診中心護理部

106年 8月 教育部 105學年度大專校院學校衛生輔導，本校
評列—特優

長庚科技大學

106年 8月 國家生技醫療產
業策進會

醫療院所類—標章
學貫中西—建構創新中藥教學模式與優
質學習環境

嘉義長庚
藥劑科

106年 8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第 18屆醫療品質競賽文獻查證臨床組
—銅獎

基隆長庚
藥劑科

106年 8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第 18屆醫療品質競賽文獻查證臨床組
—銅獎

基隆長庚
藥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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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月 舉辦單位 得獎名稱 得獎單位

106年 9月 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

2017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
賽—金牌獎

林口長庚
檢驗醫學科盧章智科
主任、王信堯住院醫
師、微生物組劉翠萍
組長
高雄長庚
醫研部

106年 10月 教育部體育署 106年度體育推手獎－贊助類金質獎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106年 10月 TAF全國認證基
金會

ISO15189醫學實驗室認證 基隆長庚
檢驗醫學科

106年 10月 英國醫學會 BMA Medical Awards 106年外科類
—「F l a p s  a n d  R e c o n s t r u c t i v e 
Surgery」—第一名

台北長庚
顯微重建整形外科
魏福全院士

106年 10月 亞太風濕病學會 106年亞太風濕病卓越中心 基隆長庚
台北長庚
林口長庚
桃園長庚
風濕過敏免疫科

106年 10月 醫療品質策進會 智慧醫療類標章
1. 推動住院醫師里程碑評核機制及資訊化
運用提昇效率

2. 行政管理領域—全方位電子化醫材管
理系統

嘉義長庚
急診醫學科、教學
部、資材課

106年 10月 醫療品質策進會 擬真情境競賽
1. 急重症照護一般組—銅獎
2. 精神照護組—銅獎

嘉義長庚
急診醫學科、內科
部、護理部

106年 10月 醫療品質策進會 實證醫學競賽
文獻查證新人組—佳作
文獻查證臨床組 I—銅獎
文獻查證臨床組 II—潛力獎
文獻查證菁英組—潛力獎

嘉義長庚
藥劑科、教學部、精
神科、護理部、直肛
科、藥劑科、呼吸治
療科、感染科、胃腸
肝膽科、教學部

106年 10月 衛生福利部 通過醫院評鑑—優等（醫學中心） 高雄長庚

106年 10月 衛生福利部 通過教學醫院評鑑—合格（醫學中心） 高雄長庚

106年 10月 衛生福利部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健
保 IC卡註記宣導—優秀團體

林口長庚

106年 10月 壹週刊 106年第十四屆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
醫療院所類第二名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106年 11月 中華民國醫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

106年度台灣醫療典範獎 長庚決策委員會
程文俊主任委員
基隆長庚
腫瘤科王正旭醫師

106年 11月 財團法人器官捐
贈移植登錄中心

106年度優秀器官勸募醫院第一類器官捐
贈—第一名

林口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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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月 舉辦單位 得獎名稱 得獎單位

106年 11月 社團法人國家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
會

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醫療器材及設備組

長庚大學
醫療機電所李明義特
聘教授

106年 11月 社團法人國家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
會

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創新臨床應用
獎」及「最佳產業應用獎」

長庚大學
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
所吳旻憲教授

106年 11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106年醫病共享決策醫療機構實踐運動方
案一—實踐績優獎

桃園長庚

106年 11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2017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論文
優良團體獎地區醫院—第一名

雲林長庚
管理部

106年 11月 社團法人台灣醫
事檢驗學會

106年度醫檢貢獻獎 長庚大學
生技系趙崇義特聘教
授

106年 11月 醫策會 醫療機構管制藥品試評標竿醫院 基隆長庚
藥劑科

106年 11月 科技部 科技部 106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長庚大學
生化分生科吳嘉霖副
教授

106年 11月 台北區緊急醫療
應變中心

台北區輻傷急救責任醫院評核演習—金
質演習獎、優等獎

基隆長庚
急診醫學科

106年 11月 桃園市政府 106年醫院督導考核—績優醫院 林口長庚
桃園長庚

106年 12月 國家生技醫療產
業策進會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醫療院所類（護理特
色專科組）—衝破生命的桎梏—優質
的燒傷護理—金獎

林口長庚
護理部燒傷團隊

106年 12月 國家生技醫療產
業策進會

醫療院所類（醫事服務組）—生命從呼
吸開始—卓越呼吸照護，守護未來主人
翁—銅獎

林口長庚
呼吸治療科團隊

106年 12月 國家生技醫療產
業策進會

SNQ國家品質標章獎 林口長庚
護理部燒傷團隊、呼
吸治療科團隊、眼科
部團隊
桃園長庚
腎臟科團隊

106年 12月 桃園市政府衛生
局

桃園市 106年優良醫師 林口長庚
一般外科蔡駿逸主治
醫師
桃園長庚
腫瘤科高振益醫師、
胸腔內科謝孟亨醫
師、腎臟科塗昆樺醫
師、復健科林瀛洲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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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年月 舉辦單位 得獎名稱 得獎單位

106年 12月 桃園市政府衛生
局

桃園市 106年優良醫事人員 林口長庚
呼吸治療科卓秀英技
術組長、復健科語言
治療陳美慧副組長、
職能治療黃恢濤組長
桃園長庚
行政中心醫檢部吳竹
蘭部主任、復健科楊
建志物理治療師

106年 12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第 18屆醫療品質競賽—主題改善類
—銅獎

基隆長庚
品管中心

106年 12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第 18屆醫療品質競賽—實證查證類
—金獎

基隆長庚
教學部

106年 12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第 18屆醫療品質競賽—實證查證類
—銅獎

基隆長庚
教學部

106年 12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第 18屆醫療品質獎 HQIC實證醫學應用
類臨床運用組銀獎—建立新型抗癲癇藥
物濃度監控的重要性

林口長庚

106年 12月 臺灣醫療品質協
會

醫療品質競賽初階組銀品獎—提升周產
期產嬰搶救照護品質

台北長庚
護理部安全圈

106年 12月 台灣醫療品質協
會

106年醫療品質競賽
1.銅獎
2.優品獎
3.優品獎

嘉義長庚
血液透析室、醫事
處、經管組、精神
科、藥劑科、工務
處、護理部、藥劑科

106年 12月 亞洲胸腔鏡教育
委員會

亞洲微創胸腔手術卓越中心—認證 林口長庚
胸腔外科

106年 12月 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

106年侵入性醫療處置照護品質提升計
畫—第一類執行成效績優醫院

基隆長庚

106年 12月 社團法人國家生
技醫療產業策進
會

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學研新創獎 基隆長庚
中醫科黃澤宏主任

106年 12月 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醫療品質
策進會

第 18屆醫療品質獎主題類—主題改善
菁英組—金獎暨創意獎

高雄長庚
護理部

106年 12月 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
進會

健康檢查品質認證 桃園長庚
護理部健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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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產生加成效應，增加跌倒的風

險。

這類會造成眩暈、平衡障礙及跌倒

風險增加的藥物，又稱為跌倒風險增加

藥物（表一），最常見的有中樞神經

系統或精神科用藥（抗憂鬱藥、抗精

神病藥、抗老年癡呆症藥物）、苯二氮

平類藥物、抗巴金森病藥物、巴比妥類

藥物，抗癲癇藥物和鎮靜藥，其他還有

心血管類藥物（如毛地黃、α-腎上腺
素受體拮抗劑、鈣離子通道阻斷劑和利

尿劑）、止咳製劑、非類固醇消炎止痛

劑、抗血小板藥物、嗎啡類藥物和泌尿

解痙劑、降血糖藥物、毒性化療藥物和

抗青光眼製劑等，也都可能增加跌倒風

險。

藥品本身特性及藥物使用方式，也

會影響跌倒風險的高低。病人年紀越

大、用藥劑量越大、藥品半衰期較長或

使用較久時間等，都會增加跌倒的風

險；不過許多不良作用都可在停藥之後

減輕。建議老年人使用跌倒風險增加藥

物時，應採用最低有效劑量和縮短使用

時間，以避免副作用。

 預防跌倒的策略

首先應評估風險，可根據跌倒評量

表評估（表二），其次應作身體評估

倒在老年人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它常常造成老年人入院、殘疾、

需要他人協助照護甚至死亡。2013年
「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報告中，64
歲以下過去曾跌倒佔 13.3%，但在 65
歲以上族群中跌倒機率為 16.5%。
跌倒不只會引起身體傷害，有些更

因為曾有跌倒經驗而害怕跌倒，因而減

少外出活動，導致身體功能和活動能

力逐漸喪失。因此對於 65歲以上老年
人，如何評估高風險的族群，預防跌倒

是非常重要急切的工作。

2013年英國國家健康與臨床卓越
機構指引，將跌倒定義為非故意或非

預期的失去平衡，掉落地面或較低的

平面。跌倒危險因子可分為內在因子和

外在因子：內在因子包括下肢無力、握

力差、平衡障礙、功能和認知障礙及視

力缺損等；外在因子則包括多種藥物使

用（≥ 4種藥物）、環境不安全（如照
明不良、地毯鬆散或浴室安全設備不足

等）、曾有跌倒經歷及步態或平衡問題

的老年人有較高的跌倒風險。

 藥物與老人跌倒關聯性

老年人常因使用藥物而發生頭暈、

眩暈及低血壓等副作用而造成跌倒，若

合併使用多種藥物可能會引起藥物交互

藥物與老人跌倒
◎台北長庚藥劑部藥師　梁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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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測量直立血壓、評估視力、檢查藥

物、測試平衡、步態和下肢力量）及改

善危險因素，這樣可以使跌倒的風險降

低 30∼40%。定期評估所使用的藥物，
避免不必要的藥品，包括成藥或健康食

品；處理急性疾病並檢查慢性病的治療

情況，檢查視力及聽力的情況。

 注意事項

規律運動，增加肌力及平衡感，必

要時使用適當的輔具。如使用影響中樞

神經系統藥物或血壓的藥物時，更應該

追蹤大腿肌肉的平衡力、步態和血壓

值。

藥物方面，針對服用跌倒風險增加

藥物的病人加強衛教，安排合宜用藥時

間，如避免晚間使用利尿劑等，以減少

跌倒風險；檢討病人的多重用藥，減少

藥物造成的副作用，降低跌倒的風險。

表一　可能導致或惡化直立姿勢藥物和跌倒風險增加藥物

造成影響 導致或惡化直立姿勢 跌倒風險增加

藥品 用於心臟疾病的血管擴張劑
抗高血壓藥物
利尿劑
β受體阻斷劑
鈣離子通道阻斷劑
腎素－血管張力素系統抑制劑
α－腎上腺素受體拮抗劑
多巴胺類藥物
抗精神病藥物（不包括鋰鹽）
抗憂鬱藥物

鴉片類藥物
抗精神病藥物（不包括鋰鹽）
抗焦慮藥物
安眠藥物和鎮靜劑
抗憂鬱藥物

資料來源：瑞典國家衛生和福利委員會

表二　跌倒評量表

項目 是 否

1.是否每天服用四種以上的藥物？
2.自己或朋友是否察覺你最近「聽力」不如從前？
3.自己或朋友是否察覺你最近「視力」不如從前？
4.過去六個月內，是否曾經跌倒兩次或兩次以上？
5.是否經常穿著過鬆的拖鞋或者過長的睡袍？
6.需費力才能拿取高於你頭部的物品？
7.需費力才能撿取地上的物品？
8.需費力才能進出浴缸？
9.需費力才能從椅子站起或坐下？

10.須扶靠物品行走？
11.家裡有未固定好的小地毯？
12.家裡樓梯兩側未裝扶手？
13.是否將雜物堆放在走道上？
14.家裡是否有昏暗的樓梯間？
說明：「是」的項目越多，跌倒的可能性越高，要特別留意小心。 

資料來源：衛生署保命防跌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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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肝炎是導致肝硬化、肝癌的

最大元兇，所謂病程三部曲：慢

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B型肝炎病
毒自從 1965年被發現後，在自然病程
下，會導致慢性肝炎、慢性肝炎急性發

作、肝硬化甚至於惡化而產生肝癌。

據統計全世界每年約 20萬人死於
肝硬化、30萬人死於肝癌。經過 20年
來的努力，目前已經有 2種短效型及長
效型干擾素和 6種口服核苷酸類似物，
詳見本期文章「慢性Ｂ型肝炎藥物治療

簡介」。

C型肝炎病毒自從 1989年被發現
後，由於近年來新藥之研發有長足的進

展，C型肝炎的治療從短效型及長效型
干擾素加上雷巴威林快速進展到高治癒

率的全口服抗病毒藥物上市。新型全口

服抗病毒藥物只需服用 3∼6個月，治
癒率可達 90%以上，成效相對顯著，
詳見本期文章「治療 C型肝炎∼直接作
用抗病毒藥物（DAA）」。

2015年 9月，世界衛生組織於蘇格
蘭召開世界肝炎高峰會，擬定肝炎防治

的格拉斯哥宣言，對於病毒性肝炎的預

防、診斷、照護和治療之全面普及是人

權，因此呼籲各國政府在其權力範圍內

應與醫療專業人員、非營利組織、藥廠

等所有利害關係人，儘速發展並執行全

肝癌的最大元兇∼「病毒性肝炎」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系副教授暨主治醫師　許朝偉

面性的肝炎資助計畫，致力於消除這個

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這也是本期專刊

的目的之一。

自 2017年 1月 24日起，健保署將
肝臟纖維化 F3或較嚴重的肝硬化 F4患
者納入全口服抗病毒藥物治療，因此

需要非侵入性檢查來幫助鑑別；如纖

維化大於或等於 F3之定義為：肝臟纖
維化掃描≧ 9.5Kpa或聲波幅射力脈衝
成像≧ 1.81，詳見本期文章「別讓肝纖
維化困擾你∼非侵襲性的超音波輔助檢

查」。

肝癌治療的進展在近十年來有很好

的成績，從肝動脈栓塞、肝動脈化療、

放射線治療、質子治療、酒精注射治

療、消融治療、標靶藥物治療、開刀

或肝臟移植等都已經積極展開。今年又

有新的免疫療法藥物在美國上市，相信

很多傳統方法無法治療的病人，皆迫切

等待新的免疫療法，期待能為肝癌病人

創造新希望與曙光，詳見本期文章「肝

癌治療新希望∼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

法。」

現職：長庚大學副教授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
經歷：胃腸肝膽科系超音波檢查中

心主任

10 39卷 2期 

44



封
面
故
事

 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
全球 B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盛行人口約
2億 4千萬人，每年超過 78萬名患者因
慢 性 B型肝炎所引起的肝硬化和肝細胞
癌而死亡，為全球重大健康議題之一。

治療慢性 B型肝炎主要目的是藉由
控制 B型肝炎病毒來防止肝臟疾病惡化
與肝癌發生，進而提升存活率與生活品

質，而終極目標仍希望根除 B型肝炎病
毒。現有慢性 B型肝炎治療藥物包含兩
大類：干擾素與口服核苷酸類似物。前

者包含傳統型與長效型干擾素，後者有

6種口服抗病毒藥物，各有其特性，可
惜均未能達到完全消滅 B型肝炎病毒的
理想。

由於這些藥物的研發與後續健保給

付，已使絕大多數台灣慢性 B型肝炎患
者得以免於肝硬化與肝癌發生的命運。

以下便針對慢性 B型肝炎治療藥物逐一
介紹。

  干擾素

一、 傳統型干擾素（Interferon，Intron 

A）

干擾素有毒殺病毒與免疫調節雙重

作用，須以皮下注射方式進行，每週 3
次，其副作用有發燒、肌肉痠痛、頭痛

等類似流行性感冒症狀，偶有胃腸不

適、食慾不振、掉髮、血球數目降低、

情緒失調及甲狀腺功能異常等現象，須

與臨床醫師密切配合與追蹤。由於施打

不便與副作用的憂慮，未能受 B肝病友
廣泛接受。

二、 長效型干擾素（pegylated 

interferon、Pegasys 180mcg）

於 2005年美國 FDA通過使用於慢
性 B型肝炎治療，同年核准在台灣使
用，2006年通過健保給付。與傳統型干
擾素作用相同，但只須 1週施打一次，
藥效高於傳統型干擾素，副作用較低，

治療時間為 1年，無抗藥性問題，目前
亦為第一線用藥選項之一。

  口服核苷酸類似物

一、 干安能（Lamivudine、Zeffix 

100mg）

第一個口服抗病毒藥，利用抑制 B
型肝炎病毒複製的作用達到治療慢性 B
型肝炎的效果，副作用少，偶有胃腸不

適症狀。由於用藥方便與低副作用，被

B肝病友廣泛使用，使得 B型肝炎病毒
造成的肝病得以有效控制。

慢性B型肝炎藥物治療 簡介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陳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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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使用易產生抗藥性，使用 1年
後有 24%產生抗藥性，使用 5年後則
高達 70%有抗藥性，而隨著新藥的研
發，已退出第一線用藥選項。

二、 干適能（Adefovir、Hepsera 

10mg）

可抑制 B型肝炎病毒複製，用於治
療慢性 B型肝炎與其他口服抗病毒藥產
生抗藥性時。長期使用下少數人會有腎

毒性的疑慮，特別於老年人、合併有糖

尿病或高血壓與腎功能不全者，須密切

追蹤腎功能指數。此藥長期使用下仍有

抗藥性的可能，由第 2年的 3%∼第 5
年 29%，現階段亦非第一線用藥。

三、 貝樂克（Entecavir、Baraclude 

0.5mg ／1mg）

可抑制 B型肝炎病毒複製，副作用
少，須空腹使用（用餐前／後 2小時），
通常使用 0.5毫克，若有干安能抗藥性
者，須使用 1毫克，在已有肝失償的病
人亦可使用 1毫克劑型。
長期使用下抗藥性機會低，第 5∼

6年時只有 1.2%，但若已有干安能抗藥
性後選擇 1毫克治療，抗藥性機會便會
提高，由第 1年的 6%∼第 5年的 51%
不等，必須注意！目前於國內外 B肝治
療指引中為第一線用藥選項之一。

四、 喜必福（Telbivudine、Sebivo 

600mg）

可抑制 B型肝炎病毒複製，少數人
於治療過程中有周邊神經病變與肌酸磷

酸激酶上升，須注意是否有肌肉痠痛或

無力等臨床症狀，於停藥後可恢復。

研究顯示，在臨床使用過程中腎絲

球過濾率會於 1年後上升，對腎功能不
全者可避免腎功能惡化，孕婦可使用。

抗藥性第 1年為 4%、第 2年為 17%，
現階段亦非第一線用藥。

五、 惠立妥（Tenofovir、Viread 

300mg）

可抑制 B型肝炎病毒複製，使用
過程中可能有腎毒性與骨質密度降低的

風險，比例並不高，須定期臨床追蹤。

據現有用藥 8年的臨床研究數據，抗藥
性為 0，若有其他口服抗病毒藥抗藥性
者，可選擇此藥治療，孕婦可服用，目

前為第一線用藥選項之一。

六、 韋立得（Tenofovir Alafenamide、

Vemlidy 25mg）

目前健保尚未給付，與惠立妥類

似，但可用較少的劑量達到 B肝病毒控
制的效果，臨床研究顯示造成骨質密度

下降程度與腎毒性均較低。目前兩年臨

床討驗結果尚無抗藥性產生，但仍需未

來長期的研究報告。現在於歐洲肝病研

究學會列為第一線用藥選項之一。

  如何選擇治療的藥物

現階段國內外慢性 B型肝炎治療
指引中，長效型干擾素、貝樂克與惠立

妥均列為第一線藥物選項，韋立得則是

2017年新版歐洲肝病研究學會治療指引
新加入的藥物。

長效型干擾素獨具毒殺病毒與免疫

調節雙重作用，結束 1年療程後有 3∼
7%的患者，有機會達到 B型肝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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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消失的機會（即 B型肝炎消失），
長期追蹤後有約 11%的病人可達到此
目標，這樣的臨床療效高於各類的口服

抗病毒藥物，再加上無抗藥性，故被列

為首選藥物之一。

研究顯示年輕 B肝帶原者、肝功能
指數較高、病毒量較低者及女性等條件

均適合使用長效型干擾素，但須與臨床

醫師討論並配合臨床追蹤，以避免副作

用困擾並達到最佳治療效果。

若是選擇口服抗病毒藥物，因需長

期治療，必須使用低抗藥性藥物，故可

選擇貝樂克或惠立妥，兩者長期使用後

有 95%以上的病人可達到血清無病毒
狀態，惟 B型肝炎表面抗原消失的機會
僅 5∼8%。若年紀超過 60歲，有骨質
疏鬆疑慮者、腎功能異常或洗腎病人，

可優先選擇貝樂克或韋立得。

  結語

慢性 B型肝炎治療是一條漫長的
路，雖有人幸運得到 B型肝炎表面抗原
消失的目標，但多數都需長期治療，無

論選擇哪一種藥物，均需配合臨床醫師

定期追蹤與服藥，切勿因病毒已控制或

肝指數正常而任意停藥，臨床經驗告訴

我們有許多任意中斷藥物者經歷肝失償

而死亡或需肝移植。

現階段健保給付期間有限，無法長

期用藥，因健保到期而停藥者同樣需要

定期回診，以免錯失再次用藥的時機。

傳統型干擾素

長效型干擾素

干安能

干適能

貝樂克

喜必福

惠立妥

韋立得

名稱 商品名 台灣可用於B肝治療

1992

2005

1999

2004

2006

2007

2010

2017

INTRON® A

PEGASYS®

ZEFFIX®

HEPSERA™

BARACLUDE™

Vemlidy®

SEBIVO™

VIREAD™

 慢性 B型肝炎治療藥物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經歷：長庚大學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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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C型肝炎治療發生革命性的
進步，從每天服用 5∼6顆雷巴

威林和每週皮下注射干擾素長達 24∼
48週，根治率 60∼70%，發展至今只
需要口服藥 1∼4顆 12週，且根治率達
95%。治療的對象不受年齡限制，不受
肝硬化限制，不受洗腎限制，您的心和

您的觀念已經更新了嗎？

 怎知道有無 C型肝炎？

抽血驗 C 肝抗體（anti-HCV）是
第一步驟，如果帶有 C肝抗體，就要

進一步驗 C肝肝炎病毒（HCV-RNA）
（表）。病毒是被感染且變成慢性長

存，慢性 C肝肝炎病毒只有少於 1%的
人會自動清除，如果不治療，會在體內

軟土深掘，可能變成肝硬化、產生腹水

及產生肝癌。此外，C肝肝炎病毒不只
是傷害肝，它還會造成身體其它器官的

病變。

  和平共存，可能嗎？主動出擊才

是上策！

106年 1月 24日開始健保給付慢性
C型肝炎的治療，坦克干
和速威干或維建樂和易

其瑞。給付對象為慢性 C
型肝炎的病人，第 1基
因型及重度纖維化（第 3
級或第 4級），根治率
90%以上。

106年 8月 1日，健
保給付多了賀肝樂，治

療更簡便了！可惜，9月
底醫學中心的健保配額

就已用罄，向隅者眾！

健保署又跨出一大

治療C型肝炎∼
直接作用抗病毒藥物 (DAA)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教授　沈一嫻

  台灣慢性Ｃ肝肝炎的盛行率 資料來源：大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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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公告於 107年 1月 1日開始，再加
入索華迪和夏奉寧，治療對象包括第

1、2、4、5、6基因型及肝硬化已經有
腹水者。健保署第一波只提供基因型 1
且沒有肝功能失償者，第二波提供第 1
型有肝功能失償者、肝臟移植後有 C型
肝炎且沒有肝功能失償者（第 1型、第
4型）。

 如何治療慢性C型肝炎？

諮詢胃腸肝膽科醫師，安排抽血驗

肝功能、腎功能、C型肝炎病毒、C型
肝炎基因型，評估纖維化的程度，以便

判斷是否符合健保給付？適合用哪一藥

品？並主動告訴醫師目前用藥，醫師會

排除藥品交叉作用。治療期間，聽從醫

師的 指示服藥方法，定期回診。

 治療成功後需回診嗎？

療程結束後的 12週和 24週，需半
年回診。治療成功、根治 C型肝炎病
毒，會大大降低肝癌的危險性，不是完

全免除肝癌的危險。

現職：長庚大學教授
　　　長庚醫院倫理委員會委員
學歷：台大醫學系
經歷：長庚醫院胃腸科主任
　　　肝臟科主任
　　　數據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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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肝炎抗體陽性 驗 C型肝炎病毒

健保的規定

符合規定
健保付錢治療

不符合規定

自費治療 繼續定期追蹤

C型肝炎病毒陰性

不需要治療

C型肝炎病毒陽性

應該治療

表　抽血檢驗 C型肝炎治療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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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我有 C型肝炎，公司健康檢
查報告說我肝粗粗的，我是不是肝硬

化？」48歲的江小姐在門診著急地向我
詢問，類似這樣的問題，困擾著許多肝

膽胃腸科的病人。

毒性肝炎在台灣盛行率非常高，

B 型肝炎患者約有 300 萬，C
型肝炎則在 70萬以上，其他包含脂
肪肝、酒精性肝炎及自體免疫性肝炎

等，肝病被稱為台灣「國病」並不誇

張。肝臟發炎之後受到破壞最終的結

果會產生肝硬化（cirrhosis），肝硬化
患者有許多併發症，包括：腹水、出

血或感染等，另外每年約有 3∼5%肝
硬化患者會演變為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而肝纖維化（liver fi brosis）
是形成肝硬化最重要的路徑，能夠早期

準確診斷並治療肝纖維化，防止其進入

肝硬化的階段。

對於肝纖維化的診斷方式可以分為

侵襲性與非侵襲性的檢查。侵襲性檢

查的黃金診斷方式乃是肝臟穿刺切片

（liver biopsy），但一講到要做切片，
許多患者依然避之唯恐不及，近來，隨

著影像科技技術的進展，也有一些非侵

襲性的影像檢查可以診斷肝纖維化。

  非侵襲性的超音波檢查

 傳統超音波（Conventional ultrasound）

超音波是最方便的檢查，透過腹部

超音波，可以探測肝臟纖維化相關的一

些參數，包括：肝臟大小、質地、邊緣

平滑與否、再生性結節、脾臟大小、脾

靜脈直徑及肝門靜脈直徑，用以判斷慢

性肝炎患者是否演進為肝硬化，然而其

常需要主觀的判斷，因此易受觀察者間

變異影響。

 肝纖維化掃描（Transient elastography，

TE；FibroScan）

使用物理撞擊方式，產生推動波，

使肝組織產生擠壓而產生垂直方向的切

變波，利用超音波探測肝組織（約直

徑 1cm、長度 5cm的區域，為肝切片
的 100倍以上，更能反映整體肝纖維化
的狀況），同樣的檢查步驟至少會重複

10次再經過計算，整體檢查一般能在
5分鐘內完成，檢查結果可提供臨床醫
師判斷病人肝纖維化及脂肪肝做為參考

（表）。

別讓肝纖維化困擾你∼
非侵襲性的超音波檢查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李承翰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教授　戴達英　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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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具侵襲性，但是有一些限制情況依

然存在。由於脂肪組織及液體會影響彈

性波的行進，因此有些狀況會影響肝纖

維掃描的準確度，如腹水、中央靜脈壓

上升（如心衰竭病人）、過度肥胖、

或肝臟發炎（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上升），膽道阻塞與膠原病變的患
者，其纖維化的準確度會下降。目前此

項檢查尚未納入全民健保給付，病人需

自費受檢。

 聲波輻射力脈衝成像（Acoustic 

Radiation Force Impulse，ARFI）

利用超音波探頭發射的超音波進入

肝臟，在短時間產生的微小位移及垂直

探頭方向的切變波，其傳播速度隨著肝

纖維化程度上升而增加，可探測切變波

並定量，該檢查步驟會重複 10次再經
過儀器計算。目前是採用測量兩點各 10
次來降低變異值，檢查時間約 10分鐘。

ARFI的優勢為非侵襲性超音波檢
查，空腹 3小時即能接受檢查，可以利
用超音波定位，避開大血管與腫瘤，甚

至較不受腹水或脂肪肝影響，不過目前

發表文獻仍以 C型肝炎的居多，也較為
可靠。

表　肝纖維掃描與聲波輻射力脈衝成像比較 

肝纖維化掃描 聲波輻射力脈衝成像

B型肝炎 C型肝炎 C型肝炎

肝纖維化（F2） 7.9 kPa 7.1 kPa 1.34m/s

嚴重肝纖維化嚴重（F3） 8.8 kPa 9.5 kPa 1.55m/s

肝硬化（F4） 11.7 kPa 12.5 kPa 1.80m/s

說明：

1.肝纖維化掃描： 統合分析文獻中，肝纖維化掃描診斷肝硬化的敏感度可以達到 87%、特異度
則為 91%，而在顯著肝纖維化（F2∼4）的靈敏度和特異度為 70%和 84%。根據一篇統計
超過 2千 7百位 B型肝炎患者的統合分析文獻，顯著肝纖維化（F2）的分界點為 7.9 kPa，
嚴重肝纖維化（F3）的分界點為 8.8 kPa，而肝硬化（F4）的分界點則為 11.7 kPa（其肝硬
化的靈敏度和特異度為 84.6%和 81.5%）。C型肝炎患者的分界點略有不同，顯著肝纖維化
（F2）的分界點 7.1 kPa，嚴重肝纖維化（F3）的分界點為 9.5 kPa，而肝硬化（F4）的分
界點則為 12.5kPa。

2.聲波輻射力脈衝成像：2013年發表的統合分析文獻中，利用 ARFI與肝臟切片對照，診
斷顯著肝纖維化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可達 74%和 83%，診斷肝硬化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為
87%。另一篇統計 518名慢性肝炎病人（B型肝炎 51位，C型肝炎 380位，酒精性肝炎 77
位）的文獻中，計算出理想的分界點，F ≥ 2：1.34m/s，診斷的靈敏度和特異度為 79%和
85%；F ≥ 3：1.55m/s，診斷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為 86%；F＝ 4（Cirrhosis）：1.80m/s，
診斷的靈敏度和特異度為 92%和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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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臟纖維化程度與預後關係

肝臟纖維化程度，與病人的治療和

疾病預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對於

慢性肝炎的病人而言，追蹤腹部超音波

及判斷其纖維化程度是相當重要的，肝

組織切片是肝纖維化與肝硬化的黃金標

準診斷方法，然而它卻存在著一些缺

點，如抽樣誤差、腹水或嚴重肥胖病人

不合適（仍可接受經由頸靜脈肝臟切

片）、罕見且嚴重併發症（腹膜內出血

＜ 0.7%、死亡＜ 0.3%）。
台灣目前慢性 C型肝炎的患者，若

欲接受評估是否能符合健保給付條件下

使用直接作用抗病毒藥物（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DAA），除了肝臟生檢
外，肝纖維化掃描與聲波輻射力脈衝成

像都是已經被承認的檢查方式，隨著各

種非侵襲性的檢查正在逐漸發展中並投

入臨床應用上，希望能夠帶給患者更多

元診療的選擇。

肝纖維化掃瞄儀探頭規格有M及 XL，適
應不同體型的探測深度做選擇，可同時探
測病人肝纖維化及脂肪肝程度，在 10次
探測（成功率至少需 80%）之下，獲得
較準確之結果。

學歷：長庚大學醫學系

 美國人類研究受試者保護認證是國際公認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最嚴格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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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知道肝癌的可怕，尤其是當

病情發展成無法手術的晚期肝癌

時，通常生命只剩 3∼6個月。雖然，
現在國際上各個治療指引都建議使用口

服標靶藥物來延長患者生命，但是有效

將腫瘤縮小的反應率卻只有 2∼3%而
已。

最近，一種新的治療方式帶來一線

曙光，那就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

（checkpoint inhibitor）。根據最近發
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 JAMA〉的 1/2
期臨床試驗報告〈checkmate-040〉顯
示，使用 nivolumab（anti-PD-1單株抗
體）來增強對肝癌發生免疫作用的治療

效果，對大部分肝癌患者副作用不大，

更重要的是治療反應率可以高達 15∼
20%，平均有效反應時間可達 9.9∼17
個月。

 免疫系統治療癌症的原理

免疫本來就存在我們身體中，主要

目的是清除身體外來侵犯的所有病原

體，包括癌細胞。可是現實世界中，免

疫似乎沒有對癌症起明顯的作用，經常

看到癌細胞在晚期到處擴散。研究顯示

癌細胞會狡猾的騙過免疫系統，讓免疫

停止對癌細胞的攻擊。

免疫要清除癌細胞需經過兩個步

驟，首先免疫發現癌細胞表面上特殊的

成分來識別癌細胞，可是只有發現癌細

胞並不會啟動免疫的攻擊，因為另外需

要透過免疫檢查點來決定是否要啟動。

現在已經發現很多免疫檢查點如

PD-1、CTLA4等，會讓免疫停止攻擊
癌細胞，這就像癌細胞啟動免疫的煞

車系統讓免疫停止對它的攻擊（圖）。

Nivolumab可以結合 PD-1這個免疫檢
查點，抑制來停止這個煞車的作用。如

此，免疫系統在辨識癌細胞後的活化過

程就可以順利進行而發揮抗癌作用。利

用這個方法已經成功地治療黑色素瘤以

及延長肺癌病人生命。

  臨床試驗〈checkmate-040〉

結果簡介

採用 nivolumab作為治療晚期肝癌
患者的試驗的結果，研究分為兩部分：

一、 劑量漸增期（dose-escalation 

phase）

有 48個病人參加，主要目的為了

肝癌治療新希望∼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
◎林口長庚胃腸肝膽科助理教授　林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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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治療副作用及決定治療劑量。副作用

發生大部分是跟免疫系統的活化有關

係。約有 1∼2成患者會出現輕微的皮
膚疹、搔癢、疲倦、生化檢查異常或腹

瀉等副作用；比較嚴重的併發症有天皰

瘡、腎上腺功能不足及肝臟疾病，幸好

這些合併症都沒有造成病人死亡。基本

上這些副作用或合併症都是病人可以忍

受或可以治療的。

二、 劑量擴增期（dose-expansion 

phase）

有 214個病人參加，主要是了解治
療效果。報告指出，雖然只有 1/5患者
有效，但若是有效，超過 2/3的患者可
以在治療的前 3個月中出現，而且超過
一半的病人到研究結束時仍然維持療

效。

意味著有效療效可能在治療初期就

會出現療效，而且效果可能不只 9.9個
月。對所有治療的病人來說，一半以上

的肝癌患者可以有超過 6個月的疾病穩
定，這對整體患者的生命延長將會很有

幫助。

第一部份試驗報告中位存活期為 15
個月；而第二部份試驗受試者的中位生

命存活期尚未達到，意味患者可能有更

長的存活機會。

這個報告另一個特點是針對 4個
不同族群的患者同時做分析。研究中

收錄了 4組各約 50位不同的晚期肝癌
病人，分別是：(1)未曾接受標靶藥物
治療、(2)曾經標靶藥物治療失敗、(3)
慢性Ｂ型肝炎、(4)慢性 C型肝炎的患
者。研究結果顯示，患者的療效不論有

效反應率、療效反應持久的時間、疾病

受到控制超過 6個月的比率以及疾病進
展不惡化的存活時間都差不多。結果不

受是否曾接受過標靶藥物或者慢性肝炎

病毒感染的影響，研究同時也觀察到因

nivolumab治療而活化的免疫系統也會
治療慢性 C型肝炎病毒，只是療效並
不是很好。由於有效抗肝癌的療效只有

1/5，研究者曾經嘗試尋找預測有效的
方法，可惜現行的預測方法仍然無法在

治療前找出預期有效的病人。

 圖 A　免疫系統的檢查點（PD-1）與癌
細胞上的 PD-L1結合，造成免疫系統的
活化受抑制，使 T細胞不攻擊癌細胞。

A B

 圖B　Anti-PD1單株抗體與 PD-1結合，
使癌細胞上的PD-L1無法與PD-1結合，
停止 PD-1抑制 T細胞的活化的功能。
因此，免疫系統可以攻擊癌細胞，完成
消滅癌細胞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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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治療未來展望

美國食藥署根據臨床試驗報告

（phase 1/2），已經核准了晚期肝癌患
者在經過第一線標靶藥物失敗後，可

以使用 nivolumab作為第二線藥物的治
療。大型第三期臨床試驗針對晚期肝癌

患者比較以 nivolumab或標靶藥物作為
第一線治療的研究，預計在 2018年底
會有結果，預期可能有良好的療效，未

來晚期肝癌患者將可多一個第一線治療

的選擇。

現在有越來越多採用不同的免疫檢

查點抑制劑來治療肝癌患者的臨床試驗

正在進行中，科學家也正在嘗試將這個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與其他的肝 癌治療方
法，如肝動脈栓塞術或放射治療術合併

使用，企圖增加免疫系統認識癌抗原的

機會來增強免疫系統的活化，嘗試將免

疫檢查點抑制劑與標靶藥物結合所造成

的增強效果來治療晚期肝癌，這些未來

的試驗有可能大大的突破現在晚期肝癌

治療的困境。

表　無法手術治療的嚴重型肝細胞癌以標靶治療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比較

標靶藥物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代表藥物 蕾莎瓦（Sorafenib） 保疾伏（Nivolumab）
給藥方式 每天口服 靜脈注射，每 2週給藥
藥效機轉原理 阻斷腫瘤及附近血管生長分裂所

需要的生化途徑，造成腫瘤停止

生長及擴散。

透過結合 PD-1使體內免疫系統
活化，可恢復免疫系統對腫瘤的

攻擊，消滅腫瘤細胞。

治療反應比率 低（約 3%） 高（15∼20%）
維持腫瘤穩定的時間 約 2.8個月 若在前 3個月治療中有反應，持

續穩定療效期可能可達 9.9個月
平均治療患者生命 約 6∼10個月 約 15個月
治療指引建議第一線治療 是 無

當第一線治療無效時 有第二線標靶藥物 可作為第二線治療

藥物引起嚴重副作用比率 8∼11% 約 6%
常見的副作用 手足皮膚症、腹瀉、疲倦、高血

壓

皮膚反應（皮疹、搔癢等）、腹

瀉、疲倦、肝功能異常

健保給付 有條件下給付 尚未給付

現職：長庚大學學術組助理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超音波中心主

任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常務理

事
　　　台灣肝癌醫學會秘書長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藥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經歷：台灣肝癌醫學會國際教育研

討會會長
　　　林口長庚醫院超音波中心副

主任
　　　台灣腫瘤消融醫學會秘書長
　　　署立宜蘭醫院胃腸科主治醫

師
　　　台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主治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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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學界對於肝硬化病人定期追蹤

的方法並無一理想結論，多數學

會建議僅須超音波檢查，而忽略胎兒蛋

白的角色，原因在於肝癌病人僅有約 6
成會有胎兒蛋白上升的情況，所以用胎

兒蛋白上升來偵測肝癌發生的敏感度欠

佳。

然而臨床上偶有肝癌病人在超音波

甚至肝臟電腦斷層掃描都看不到腫瘤，

卻只表現胎兒蛋白上升的情況。這顯示

超音波和胎兒蛋白在肝癌的偵測上有互

補的功能。

基於這樣的觀察，醫療團隊藉由病

歷分析，發現從 2002年 1月∼2010年
6月期間，共有 5,664位肝硬化病人曾
在嘉義長庚接受超音波及胎兒蛋白檢

查，分析其中 1,597位長期接受追蹤病
人，單獨使用超音波或單獨使用胎兒蛋

白偵測肝癌的效力，與同時使用超音波

加上胎兒蛋白在偵測肝癌效力的差別。

結果在追蹤期間共有 363位病人（佔
22.7%）發生肝癌，當以傳統的 20 ng/
ml當閾值時，胎兒蛋白在偵測肝癌的敏
感性和特異性分別是 52.9%和 93.3%，
超音波在偵測肝癌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分

別是 92%和 74.2%，兩者並用的敏感性

和特異性則分別是 99.2%和 68.3%。
由於胎兒蛋白上升的情況也會受肝

臟發炎程度影響而有起伏波動的變化，

所以單獨一次的胎兒蛋白上升可能會造

成偽陽性，但如果是因發生肝癌則胎兒

蛋白是會逐步上升而不下降，因此若參

考胎兒蛋白的連續性變化，以 20 ng/ml
為閾值再加上胎兒蛋白過去一年來上升

值超過兩倍為偵測標準，併用胎兒蛋白

和超音波在偵測肝癌的敏感性和特異性

可達到最佳的 99.2%和 71.5%。
結果顯示胎兒蛋白和超音波在偵測

肝癌有互補效果，同時執行是定期追蹤

肝硬化病人的最佳策略。值得一提的是

本研究中 363位發生肝癌的病人中，僅
有 213位是可以接受治癒性的開刀或消
融治療的所謂早期肝癌，其餘 150位病人
發現腫瘤時已屬無法治癒的晚期肝癌，

原因是無定期接受追蹤檢查，以至於失

去早期治療的契機。由過去的研究顯示

肝癌長大一倍所需時間約 4∼6個月，
故藉此提醒每位肝硬化病人每 3個月應
同時接受超音波和胎兒蛋白檢查。

肝硬化病人應定期同時接受
超音波和胎兒蛋白檢查
◎嘉義長庚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張德生

學歷：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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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患有慢性腎病 80多
歲的老婆婆，因為呼吸喘、水腫及意識

變差，送到嘉義長庚就醫。當時病人在

昏昏沉沉中，答應兒子願意洗腎，未

料清醒後驚道：「你們怎麼讓我洗腎

了？」。兒子回說：「2007年醫師就告
訴你要洗了，你到現在才洗腎，等於賺

到十年。」

年前在外院被醫師宣告腎功能已

經變差需要洗腎時，病人就相當

排斥，決定轉到嘉義長庚就醫；婆婆

就診時，高達 10多種藥物使用，因此
筆者替病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馬上減

藥，避免藥物造成腎臟負擔，同時提高

服藥意願。

十年來每次門診，婆婆的兒子、媳

婦都會一起陪同。問診時，筆者先觀察

病人有沒有準時吃藥、或是亂用偏方、

電台藥物或黑藥丸等，而媳婦也非常盡

責地與衛教師及營養師等醫療團隊合

作，調整婆婆的飲食及生活習慣。

這樣的共同照護網絡，確實可以延

緩患者進入洗腎的時間。而能確實做到

病人延後十年才開始洗腎的成績，不只

需要病人的配合，家屬也是關鍵。

 什麼是洗腎（透析）治療？

人體要能夠正常的運作，體內的水

份和電解質必須維持在穩定而平衡的狀

態，而腎臟的功能即是調節體內的水份

及電解質，使得體內多餘的水份及廢物

不至堆積在體內，造成水份及電解質的

不平衡，甚至引起併發症。

當慢性腎臟病人腎絲球過濾率下降

至 15 ml/min/1.73m2以下，便會開始逐

漸出現尿毒的相關症狀，如：食慾不

振、噁心、嘔吐、呼吸喘、口腔有異

「腎」選洗腎時機
◎嘉義長庚腎臟科透析室主任　董淳武

 慢性腎臟病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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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皮膚搔癢、水腫和電解質不平衡

等，此時就要以周全的準備，在適當的

時機，順利的進入洗腎（透析）治療，

來改善病人的症狀與生活品質。而透析

治療的方式可分為血液透析治療與腹膜

透析治療兩種。

 血液透析治療

即俗稱「洗腎」或「洗血」，乃利

用血液透析機器及人造透析器（人工腎

臟），將病人的血液流經血液透機，過

濾移除人體血液中多餘的水份及代謝廢

物。每週需至透析治療室進行 3次透析
治療，每次透析時間約 4小時。選擇
血液透析的病人，必須先做好動靜脈瘻

管，以便每次進行透析治療時扎針，使

得血液可順利進入透析器及送回體內。

 血液透析優缺點

優點

  有效移除多餘水分及廢物。
  由專業的醫護人員負責執行全程透析
治療，較有安全感。

  家中不用準備任何醫療設備及用品。
  與其他血液透析病人及醫護人員，有
固定且頻繁的時間互動。

缺點

  每週需前往透析單位 3次。
  固定的透析時段。
  需使用機器。
  需手術來建立瘻管、需扎針。
  治療中可能會有抽筋或頭暈，治療後
可能感覺疲倦。

  兩次透析之間體內會累積大量的廢
物。

  飲食及水分限制較嚴格。
  永久性的瘻管通路會有阻塞以及感染
的風險。

 腹膜透析治療

即俗稱「洗肚子」，人體的腹膜是

一層薄膜，延展性很好，且有許多血管

遍布其中，可以過濾血液，是很好的

天然半透膜。病人可藉由腹膜透析導

管將透析液灌入肚子（此引流及灌入透

析液的導管是以外科手術經由腹壁植入

腹腔），藉由透析液利用腹膜作為半透

膜，可過濾及清除體內過多的水份及代

謝廢物。

病人不用至透析治療室，只要在

家中或適當場所執行換液，每次換液

約 20∼30分鐘，一天需操作 3∼5次換
液。在下次換液前的這段期間內，病人

可以從事家事、上班以及上學等活動。

腹膜透析又可區分兩種治療方式，

連續性可活動式腹膜透析 CAPD（可由
自己執行）或全自動腹膜透析 APD（藉
由機器協助）。

 腹膜透析優缺點

優點

  較少的飲食限制。
  較優質的透析生活品質。
  治療時間較具彈性，可依自己的作息
彈性調整。

  每月只需返院門診 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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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感染的可能，包括腹膜炎以及導管出
口處感染等。

  可能增加體重及血中三酸甘油脂。
  蛋白質流失。
當面對末期腎臟病時，病人必須

先接受腎功能無法復原的事實，再配

合醫師與腎臟照護團隊的治療建議，

依自己的作息需求，選擇適合自己的透

析方式。不應聽信坊間謠言，勿用偏方

草藥，把握黃金治療時間，讓自己在身

心狀態都準備週全的情形下，順利的接

受洗腎（透析）治療，以免錯失治療時

機。再者，洗腎不會讓年輕病人的職業

生涯受阻，當出現尿毒相關症狀時，不

洗腎反而會無法好好工作，洗腎治療是

可以改善尿毒症患者的體能、讓工作時

精神好的方法。

近年來全國醫療機構開始推動醫病

共享決策概念，民眾從中能獲得重要醫

療知識、放心接受治療及受到尊重，

且有助於改善焦慮程度。而當病人需

要進入洗腎（透析）時，醫療團隊和衛

教團隊會讓病人充分了解各種腎臟替代

治療，並安排參觀洗腎透析中心，與腹

膜透析病人交流。另外，衛教中心亦可

隨時接受病人的電話諮詢；最後，由醫

師、照護團隊與病人、家屬討論 2∼3
次以後，藉由醫病共享來選擇適合病人

的洗腎（透析）治療方式。

末期腎臟病變除會導致病人身體不

適，也會造成心理上莫大的衝擊，所以

需有正向積極的人生觀來面對疾病；另

外，不論是到醫療院所進行血液透析治

療或居家進行腹膜透析治療，在整個治

療的過程中，亦須親友的參與和支持，

幫助病人減少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現職：嘉義長庚血液透析中心主任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

士班進修中

 腎臟疾病之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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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過去 20∼30年來上消化道內視鏡
的應用，從食道、胃與十二指腸病變的

診斷演進到治療，內視鏡治療疾病的層

面主要為食道與胃部病灶；近 10∼20
年來內視鏡在胃出口阻塞疾病之治療技

術逐漸提昇，許多以前需手術治療的疾

病可由內視鏡所取代。

相對於手術治療，內視鏡在治療的

過程中較少侵襲性，雖然仍存在一些可

能會產生的風險或併發症，但選擇合適

的病人可減少這些問題的發生並使得胃

出口阻塞症狀達到有效的緩解。

 兒童胃出口阻塞疾病之常見病因

 ● 嬰幼兒肥厚性幽門狹窄症。

 ● 消化性潰瘍疾病。

 ● 化學性灼傷。

 ● 先天性原因：胃瓣膜、胃複製畸

型、移位性胰臟、環狀胰臟、胃扭

結。

 ● 發炎性原因：膽囊炎、胰臟炎、嗜

伊紅性胃炎、克隆氏疾病、結核感

染。

 ● 非類固醇止痛消炎藥物（NSAID）。

 ● 手術傷口引起之併發症：胃切除

術、胃出口整型術、食道切除術、

迷走神經切除術。

 ● 瘜肉／腫瘤：增生型瘜肉、發炎性

瘜肉、腺肌瘤、淋巴癌。

 ● 其他：異物、巨細胞病毒感染、不

明原因胃出口阻塞。

  胃出口阻塞之臨床表徵與評估

方式

典型臨床表徵為噁心、嘔吐、上腹

痛、容易飽、腹脹、體重流失與電解質

不平衡。評估方式有腹部 X光片或上消
化道鋇劑影像檢查、抽血檢查及內視鏡

檢查。

 內視鏡治療術術前處置

一、使用靜脈輸液矯正脫水與電解質不

平衡。

二、放置鼻胃管減輕胃腸壓力。

三、內視鏡治療術：主要運用氣球擴張

術、電燒術與局部類固醇注射術。

  內視鏡治療術對胃出口阻塞疾病

之臨床運用

氣球擴張術

一、消化性潰瘍疾病之幽門狹窄：成人

治療兒童胃出口阻塞的新進展∼

內視鏡治療術
◎林口長庚兒童胃腸肝膽科主治醫師　趙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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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幽門狹窄與幽門桿菌感染

引起消化性潰瘍病變有關，因此除

了內視鏡擴張治療外，仍需要制酸

劑與幽門桿菌之抗生素之根除治

療。兒童的消化性潰瘍引起幽門狹

窄，有些是消化性潰瘍導致，但有

些則是灼傷、異物傷害或慢性使用

NSAID等藥物引起，常用來治療
兒童發炎性幽門狹窄的氣球大小為

4∼15mm，治療中會將生理食鹽水
注入氣球，運用氣球灌水產生的張

力達到擴張效果，大多經由幾次的

氣球擴張治療後，胃出口阻塞的症

狀會緩解。

二、嬰幼兒肥厚性幽門狹窄：常規治療

方法為手術幽門肌肉切開術，也可

藉由藥物阿德比緩解肌肉張力達到

症狀緩解的效果。

三、胃灼傷：常因為意外吞入侵蝕性化

學物質所導致，嚴重可能導致胃出

口與幽門潰瘍糜爛與狹窄。

四、先天胃幽門瓣膜（蹼）：過去治療

經驗仍以手術切除為主，多次的內

視鏡電燒加上氣球擴張治療，可明

顯緩解胃出口狹窄的症狀（圖）。

五、手術後胃出口阻塞：胃切除術後，

有時因迷走神經之同步切除會出現

胃出口阻塞之臨床症狀，約 7成的
病人運用內視鏡氣球擴張術可緩

解。

六、晚發型原發性胃出口阻塞：此疾病

在兒童相當罕見，內視鏡氣球擴張

術治療效果良好，治療 1年後很少
有復發情形。

七、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引
起胃出口阻塞：運用內視鏡治療此

類疾病仍很少見，但多次的內視鏡

氣球擴張治療有不錯的臨床效果。

八、慢性發炎病毒導致胃出口阻塞：如

結核感染、克隆氏症或嗜伊紅性發

炎，可藉由內視鏡氣球擴張治療達

到緩解臨床症狀的效果。

進階輔助氣球擴張之治療方法

一、病灶處局部類固醇注射：藉由類固

醇局部注射，可減低組織的硬度且

減少擴張後膠原蛋白的增生。

二、病灶之電燒切開術：電燒可除去硬

痂並燒開病灶處，增加氣球擴張治

療的效果。

 圖　胃瓣膜接受內視鏡氣球擴張術治療前（左）、治療中（中）、治療後（右）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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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視鏡氣球擴張術治療的併發症

與預後

治療的併發症以出血與胃破裂為

主，出血情況往往不嚴重，但破裂會引

起腹膜炎，破裂之比率約在 5∼10%；
長期追蹤研究中顯示幽門桿菌消化性潰

瘍成人病人的成功率約 70∼80%，而灼
傷胃出口阻塞的成人病人約 70%；兒童
的長期追蹤研究文獻很少。

  其他治療方法

一、胃出口處之內視鏡支架擴張治療：

經由內視鏡術施行支架於胃出口狹

窄處可達到治療效果，但支架容易

有移位或傷害組織的併發症，因此

一般保留於需長期擴張治療的病人

（如癌症病人）使用。

二、內視鏡黏膜切除術：適用於胃出口

有瘜肉病變，經由切除瘜肉可達到

治療效果。

  結語

近 20年來由於內視鏡治療術之演
進發展，有許多原先需藉由開刀方式治

療之胃出口阻塞個案，也漸可由內視鏡

治療術達到治療效果。新的技術如局部

類固醇注射，電燒切開術與黏膜切除術

有助於治療胃出口阻塞之特殊個案，本

院已運用內視鏡擴張術，或另輔以電燒

切開術與類固醇注射術，成功治療多位

兒童胃出口狹窄病童。

內視鏡擴張術與手術在胃出口阻塞

病人的治療效果衡量，有賴未來更多臨

床經驗與研究後才會有答案。

 不用排隊，不用提領現金，用醫指付繳費，讓您一指搞定！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學術組副教授
長庚大學部定副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靜脈暨腸道營
養委員會委員
台灣小兒消化醫學會理事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經歷： 兒童胃腸肝膽科主任

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醫學中
心（UCLA）兒童胃腸營養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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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我的小孩感冒怎麼都不會

好？」

診時常常聽到家長問這句話，進

一步詢問病史及身體檢查，得知

小朋友在一次上呼吸道感染後，咳嗽一

直斷斷續續沒有痊癒，聽診可以發現呼

吸有哮鳴聲，因此懷疑小朋友有氣喘的

可能。

家長可能以為小朋友又沒有喘不過

氣、呼吸困難等症狀，怎麼可能會有氣

喘呢？根據資料統計，台灣兒童的氣喘

盛行率逐年上升，台灣兒童氣喘診療指

引資料指出，氣喘患者出現的症狀有間

歇性的呼吸困難、喘鳴、胸悶及咳嗽，

其中大約只有 1/3的病人會出現呼吸困
難及喘鳴症狀。氣喘小朋友常常會以咳

嗽作為表現，這時千萬不要以為是感冒

還沒好而去忽略了咳嗽的症狀。

 氣喘

又稱為哮喘，與中醫的臟腑肺、

脾、腎相關，中醫最早使用「哮喘」這

個詞來描述這類病人是金元時代的《丹

溪心法》。而清朝的李用粹在《證治

匯補》中提到：「哮為痰喘之久而常發

者，因內有壅塞之氣，外有非時之感，

膈有膠固之痰。」這一句話十分貼切描

述氣喘這個疾病的特徵，「把氣管想像

成一根有彈性的圓形水管、在管子外面

綁著橡皮筋，就像是氣管外的平滑肌，

而圓形管子的內部則鋪著一層海綿，就

像是氣管內的黏膜細胞。」氣喘控制不

好或是接觸到外界過敏原時，外層的橡

皮筋就會收縮，造成管腔變小，造成氣

道壅塞，而裡面的海綿也會因為發炎反

應而變得腫脹，甚至分泌一些痰液進入

管腔中，造成管腔變得更小，阻塞了氣

喘小朋友的呼吸。

 症狀

氣喘的小朋友最容易在以下的情形

出現咳嗽症狀：早上起床或夜間睡眠

時、運動或是大笑後、季節交替、接觸

到塵蟎或花粉等過敏原、空氣品質差或

接觸到二手菸、感冒超過 10天仍持續
咳嗽。當發現這些咳嗽症狀時，就要想

是不是有氣喘的可能，應該要尋求醫師

的協助，否則氣喘控制不良會影響肺功

能，使得將來的日常生活、活動受限，

孩子氣喘　  不停，

來讓中醫 幫幫你
◎台北長庚中醫部內兒科住院醫師　黃彥斌

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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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影響生命。

 治療

西醫會指導家長藥物有分成平常

保養用，以及紓緩急性症狀發生時的

用藥，而中醫處理氣喘病人，也要先

區分病人處於「急性期」或者是「緩解

期」。

依照寒熱的屬性，在急性期，大致

把病人分為「寒喘」或是「熱喘」：寒

喘咳痰清白而稀薄偶伴有泡沫痰、怕冷

且經常手腳冰冷；而熱喘咳痰不暢，痰

質濃而不易咳出，伴隨口渴想喝冰水、

容易便秘。在這個時期經常會使用宣

肺、降氣、化痰的方法，依照孩子當下

寒熱的屬性分別給予適合的中藥材，藉

以減輕患者喘鳴咳嗽的症狀。

而在緩解期，通常是中醫所謂的

肺、脾、腎等臟腑失常，中醫師會透過

「望、聞、問、切」來進行體質辨證，

判斷是哪些臟腑出了問題，再開立藥物

治療，避免患者反覆感冒而誘發氣喘，

增強患者的免疫功能。除此之外，本院

針對兒童有承辦健保給付的「小兒氣喘

加強照護門診」，提供未滿 13歲（不
含 13歲）氣喘患童，接受中藥、針
灸、穴位敷貼、穴位按摩、氣霧吸入等

整合醫療，來協助控制氣喘並且改善生

活品質。

 生活、飲食控制

除了用藥，日常生活起居及飲食控

制也是重要的環節，有醫師提出氣喘小

朋友要有「三個堅持」，一是堅持服

藥，二是堅持忌口及避免過敏原，三是

堅持鍛鍊。

在堅持服藥方面，目前全球氣喘創

議組織（GINA）建議對於治療氣喘採
階梯式的治療，當氣喘控制不好時即升

階進入下一個階段，當氣喘控制良好時

即降階進入上一個階段，若配合醫囑治

療，應可達完全控制。

中醫雖然沒有階梯式療法，但會依

望、聞、問、切獲得的資訊，評估病情

及嚴重度後開立處方治療，達到古人所

說的：「正氣存內，邪不可干。」藥物

使用一定要遵從醫囑，若對藥物有疑慮

也要與醫師討論，不可以自行停藥。

飲食方面，針對寒性體質小朋友要

避免寒性食物，如：茼蒿、苦瓜、白蘿

蔔、竹筍、蘆筍、西瓜、楊桃、梨子及

大白菜等；而熱性體質的小朋友則要避

免熱性食物，如：辣椒、芝麻、蒜、榴

槤、韭菜、荔枝、龍眼、羊肉及鱔魚

等。要盡量避免帶殼的海鮮類，如蝦、

蟹也很容易引起過敏。

除了食物，在生活起居也要避免

接觸過敏原，環保署 105年 12月起使
用整合性指標 AQI來作為空氣品質指
標，氣喘小朋友氣道特別敏感，因此空

氣品質不良的時候（AQI數值大於 100
以上），就要避免外出，衣物也要避免

拿到戶外曬乾，避免空氣中的懸浮粒子

沾附在衣物上，進而刺激小朋友的呼吸

道和皮膚；室內可以配合空氣清淨機使

用，維持室內良好空氣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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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個溫暖潮濕的地方，適合塵

蟎生長，尤其塵蟎喜歡在濕度 60∼80%
的環境下生長，因此注意家中濕度的調

控也是很重要的環節，將濕度控制在

50%，避免塵蟎生長。
由於兒童時期的肺功能是決定氣喘

病預後的重要因素；兒童時期肺功能越

差，氣喘越容易持續至成人時期，因此

有規律的運動習慣也是很重要的。最重

要的觀念是氣喘小朋友並「不需要」限

制運動，在氣喘控制良好、沒有感冒或

其他感染的狀況下，選擇可以間歇性休

息的運動，如慢跑、游泳或球類等，運

動前進行至少 15分鐘的暖身運動，讓
身體漸進地適應運動狀態，氣喘小朋友

 小兒捏脊按摩：在小兒氣喘加強
照護門診中，醫師會針對患者膀
胱經經絡循行進行捏脊按摩治療

 足三里 &迎香穴：在小兒氣喘加強照護門診中，醫師
會根據患者當次就診情況進行耳針置留，刺激穴位達
到療效

也可以跟一般孩子一樣，擁有快樂的體

育活動的時光。

 結語

氣喘的孩子不管是在用藥方面、生

活習慣及環境方面，每個環節都很重

要，需要家長特別費心。只要兒童時期

的氣喘接受適當的照顧及治療，讓氣喘

急性發作次數愈少發生，可以避免氣喘

延續至成人時期。在兒童期小心照顧，

隨著年齡增長，一定會越來越健康，免

於終身氣喘的威脅！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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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食
營
養

美好的新年也要吃的開心吃的健

康，那就一起跟著營養師這麼做吧！

 聰明選擇「狗」健康

準備年菜時選擇新鮮蔬菜及肉類，

避免使用醃漬加工食品（如酸菜、火腿、

臘肉及香腸等），因醃製過程添加硝酸

鹽保存其風味及顏色，但經人體消化後

容易變成致癌物質—亞硝胺。

烹調時利用天然食材入菜，使用蔬

菜水果或是中藥材調味，減少鹽份攝

取，常見的如：番茄、檸檬、鳳梨、香

菜、洋蔥、香菇、海帶等。使用清蒸、

水煮、滷、拌、烤，減少勾芡與油炸的

菜色。

年節傳統零食多半含糖及含油量較

高，建議改用低卡無糖的果凍或是無調

味堅果，並選擇小包裝的零食點心，吃

得開心無負擔。

圍爐火鍋優先選擇新鮮肉片、魚片

或豆腐等，減少火鍋料的攝取，同時避

免蘸用過多沾醬，享受食物的原味。餐

後的飲料，以無糖的茶水取代含糖飲

料。

吃飽記得活動筋骨，與家人朋友一

起踏青走春，幫助腸胃蠕動並消耗熱

量。

 表　熱量 100卡的零食有多少？

項目 每 100大卡
原味腰果 約 10顆

牛軋糖 約 2顆

牛肉乾 約 30公克

麻荖 1顆

魷魚絲 約 30公克

旺旺仙貝 7片

原味蛋捲 約 2.5根

 開運旺旺做年菜

旺來運轉雞湯（4∼6人份）
食材： 鳳梨 1/2顆（約 250公克）、雞

腿肉 2支（或半雞）、乾香菇 10
朵、薑 1小塊、水 1800cc、鹽適
量。

作法：

1.所有食材洗淨，乾香菇以冷水泡軟，
雞肉切塊，鳳梨與薑切片待用。

2.雞肉以滾水川燙 2∼3分鐘，撈起
洗淨後備用。

吠吠揚揚「營」狗年，
旺旺來福養新春
◎林口長庚營養治療科營養師　顏慕忻、林詩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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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雞肉、鳳梨、薑片及水等入鍋，
以中大火煮滾後，改小火煮 10分
鐘。

4.加入香菇煮 10∼15分鐘，最後以
少許鹽巴調味即完成。

※烹調小技巧：食材中使用鳳梨，除

了利用水果酸甜風味之外，鳳梨酵

素具有可幫助蛋白質分解的特性，

除了幫助蛋白質的消化外，也可也

做為肉品處理過程中的天然軟化劑

使用，使得肉品的口感更柔軟。

杏福長年菜（3∼4人份）
食材： 芥菜 300 公克、銀杏仁 30 公

克、杏鮑菇 2朵、枸杞、薑絲少
許、鹽適量、油適量。

作法：

1. 將芥菜、杏包菇洗淨片，芥菜及白
果倒入加鹽的水中川燙後，撈起瀝

乾，枸杞浸泡約 3∼5分鐘，撈起
瀝乾待用。

2. 將切片的杏鮑菇放至不沾鍋乾煎，

可增加杏鮑菇口感及香氣，至出水

後起鍋。

3. 倒入適量的油，薑絲爆香，將芥
菜、杏包菇及銀杏倒入拌炒均勻。

4. 加入的少許的鹽巴調味，放枸杞拌
炒後起鍋即可。

※烹調小技巧：芥菜烹調前可先用熱

水川燙過再做烹調，可以使組織變

軟、保色並減少苦味。

三菇喜炒蝦（4∼6人份）
食材： 杏鮑菇 2朵、鴻禧菇 100克、生

香菇 40克、草蝦 12隻、洋蔥半
顆、蒜頭 2顆、鹽適量。

作法：

1.所有食材洗淨，杏鮑菇與洋蔥切
絲，生香菇切片，草蝦去頭剝皮，

食材備用。

2.洋蔥、蒜頭、辣椒（隨個人喜好調
整）爆香，帶洋蔥炒軟後加入所有

菇類，最後再加入草蝦拌炒。

3.少許鹽巴調味後完成。

旺來運轉雞湯

杏福長年菜

三菇喜炒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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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Chang Gung

戰勝肝病－
新治療、新技術、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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