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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已經走過一半了，在此期間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仍然抱

持著以消滅國病為使命，積極地走訪民間

進行免費肝炎篩檢活動，並進行衛教推

廣，目的讓民眾能夠更加清楚了解自身的

身體狀況，藉此讓民眾更加重視健康的重

要性，及時就醫才能最有效地防止肝臟疾

病的持續蔓延。

很欣慰的是，C肝的治癒率已經接近

百分百，從一開始的干擾素到後來的口服

藥，這些都是一種成長。對於民眾而言，

也已經不再是會令人害怕的疾病。而現在

更加要需要注意的是盛行率逐年提高的脂

肪肝，因為脂肪肝的發生因子很多也很常

見，同時是我們常忽略掉的一個警訊，所

以往往當願意面對時，已是中度或重度脂

肪肝。但脂肪肝是屬於可以治癒好的疾

病，且越早治療，恢復正常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

金會持續推動免費肝炎篩檢活動，及推廣

肝炎相關知識，使得民眾對肝病不畏懼，

讓保肝成為每個人的生活一部份。

也希望後輩學子更加努力進行肝炎研

究，造福人群。這條路很長，不好走，但

是我們不能放棄，要繼續不斷努力共創美

好的未來。

受訪 /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張文宇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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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黃釧峰 副教授

高醫肝膽胰內科過去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台灣一般Ｃ型肝炎人口約佔總人口之百分

之 2-5%，而在台灣南部某些鄉鎮Ｃ型肝炎的盛行率甚至高達到 40-60%。感染Ｃ型肝炎之

後有七成至八成會轉成慢性Ｃ型肝炎病患者，若不治療的話將逐漸惡化。

若能成功將病毒清除可以減少肝硬化及 7成肝癌發生的風險。使黑白人生變回彩色。

小分子立大功　Ｃ肝有你真好

慢性 C型肝炎的治療刻不容緩醫界多

年來一直積極的努力尋求改善及增進慢性

Ｃ型肝炎療效的方法。

從傳統型干擾素單獨治療，一直到以

長效型干擾素合併雷巴威林治療慢性 C型

肝炎，即治癒率的效果越來越好，最佳平

均可達七成以上，若是病毒基因型第二型

的患者甚至可達 8成 5以上的成功率。然

而，長效型干擾素合併雷巴威林之治療仍

有近三成之病人無法痊癒。近幾年來 C型

肝炎治療跨入了小分子治療的領域，主要

直接藉由抑制病毒非結構蛋白複製達到病

毒清除，目前已取代長效型干擾素做為治

療 C肝第一線用藥，治療成功率可到 9成

以上，並且無明顯副作用。

C 肝新藥 創造信心

近 來 有 所 謂 全 病 毒 基 因 型 的

DAA(d i rec t ly  ac t ing  an t iv i ra l s ) 問

世， 如 Glecaprevir+Pibrentasvir、
Sofosbuvir+Velpatasvir, +Voxilaprevir治療

8-12週 上述組合皆可提供平均 9成以上

治癒率，

對於 DAA治療失敗的族群再次接受

治療燃起最後的曙光。由於此全口服 DAA

治療效果極佳副作用少，目前歐洲肝臟醫

學會及美國肝臟醫學會皆聲明”除非患者

短期內有預期會死於肝臟以外其他疾病的

可能，所有 C型肝炎患者皆應接受抗病毒

藥物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也宣言在西元 2030時

要大大減少病毒性肝炎盛行及死亡率。

新藥納健保 荷包沒煩惱

目前健保署已於 2017年 2月逐步納

入健保使用，並逐年放寬條件，目前已有

逾 20000名 C肝病友受益。截至 2018年

上半年度為止 ;目前健保署給付 6種組合，
給付的原則主要考量三大項 : 病毒基因型

別 (目前僅感染病毒基因型第三型無法受

益 )、肝臟纖維化 (分四級目前以纖維化3,4

度進展性纖維化優先 )、肝腎功能考量 (若

干藥物對於肝衰竭腎衰竭患者無法使用 )。
綜合上述，建議所有 C肝患者皆應主動積

極接受專科醫師評估是否能及早接受全口

服抗病毒藥物治療，擺脫肝病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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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高醫附院健康管理中心 謝孟軒 助理教授

Ｂ肝用藥五雄鼎立

目前 B型肝炎臨床治療仍以口服藥物

為主流，上市的口服藥物共有 5種，包含

干安能 (Zeffix)、干適能 (Hepsera)、喜必

福 (Sebivo)、貝樂克 (Baraclude)及惠立妥

(Viread)。干安能和干適能上市時間較早，
但抗藥性比例較高，目前很少做為第一線

用藥；另喜必福也有較高的病毒抗藥性發

生比例，所以全世界及台灣臨床上治療 B

肝以貝樂克及惠立妥兩種藥物使用最多，

兩種藥物具有抑制病毒能力強、抗藥性比

例少等優點。

韋立得後起新秀

由 Gilead 所開發的 B 肝新藥，於 

2016 年 11 月 10 日被美國 FDA 核准，
而後在同年的 12月 19日亦被日本厚生

勞動省所核准。韋立得亦屬於核苷酸類

似 物（nucleoside/nucleotide analogue，
NAs）類藥物，可視為惠立妥的二代藥物。
韋立得的作用機轉與惠立妥相同，皆是藉

由抑制 B型肝炎病毒複製，來減少肝臟發

炎機會。以往惠立妥藥物進入人體後，會

先經由腸胃道吸收，再進入血清，會進入

腎臟，所以能有效減少藥物造成腎病變的

機率。血清中的藥物會部分流入腎臟而造

成腎毒性；而韋立得大部分藥物會直接進

入肝臟，只有少數藥物會進入腎臟，所以

能有效減少藥物造成腎病變的機率。

用藥安全大提升

在安全性部分，韋立得顯示出造成

骨質密度下降程度較低，而對血清肌酸酐

增加程度亦有較低的傾向。其他不良反應

部分，在 NCT01940341試驗中，韋立得

與惠立妥相較，不論在不良事件總比率

（74% vs. 71%）、等級三或四不良反應

（4% vs. 4%）皆相近，顯示出這兩款藥

的耐受性接近。

由於往年治療 B型肝炎的藥物惠立妥

存在腎毒性、骨質密度流失等副作用。而

現在新上市的韋立得，其抗病毒療效與現

行藥物一樣好，但減少了腎病變、骨質密

度流失等副作用，使得用藥安全性提高。

根據WHO估計，全球 B型肝炎病毒（HB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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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V 慢性感染所引起的肝硬化和肝細胞癌而死亡，是目前全世
界主要公共衛生議題之一。

隨著 B型肝炎藥品的發展，願意接受治療的 B肝感染者已越來越多，而藥品的改良
也從一開始的抗藥性高的問題到現在變成抗藥性低，這可說是 B型肝炎藥品的發展上一
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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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與Ｃ肝相互關係

全球約有一億三千萬人口罹患慢性 C

型肝炎。三分之一以上的慢性 C型肝炎病

患超過發展出至少一項肝外病症。以往研

究顯示，慢性 C型肝炎病患罹患糖尿病風

險相較於慢性Ｂ型肝炎至少增加 50%，也

是正常人的三至四倍。特別是 C型肝炎病

毒是一種糖尿病誘發因子，Ｃ型肝炎病毒

的相關蛋白質會導致胰島素阻抗性增加與

葡萄糖代謝恆定異常，胰島素阻抗性增加

亦會進而造成肝臟纖維化的加速進行。Ｃ

型肝炎的病毒量與胰島素阻抗性呈正相關

的關聯。隨著慢性肝炎的進展，糖尿病的

病情也可能因此惡化。另一方面，糖尿病

的發生會對於慢性 C型肝炎病患的預後產

生諸多不良影響，包括降低治療效果、肝

臟纖維化增加、肝癌風險提高與肝移植後

死亡率與併發症提高。由歐美及台灣全國

大型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慢性 C型肝炎

的感染常早於糖尿病的診斷，慢性 C型肝

炎病患常常在其組織病理尚屬早期時即已

發生糖尿病。慢性 C型肝炎病患其糖尿病

的盛行率大約為 15-33%，血糖代謝異常

比例可以高達 72%。對於先前未曾被診斷

出第二型糖尿病的病患而言，慢性 C型肝

炎病患相較於非慢性 C型肝炎病患有 3.5

倍血糖代謝異常的風險。是以對於糖尿病

患者而言，慢性C型肝炎的篩檢是必要的。

Ｃ肝口服藥 改善 C肝減少糖尿病風險

慢性 C型肝炎為一種可以經由短期

藥物的使用達到根除的傳染病。慢性 C型

肝炎的治癒不僅可以顯著減少胰島素阻抗

性，更能減少第二型糖尿病發生的風險。

近年來慢性 C型肝炎的治療藥物有相當快

速的進展，口服抗病毒藥物 (DAA)的問世

提供臨床治療上超過九成的治癒率、更短

治療期間與極少副作用的治療方式。目前

對於慢性 C型肝炎治療後消滅慢性 C型

病毒後，慢性 C型肝炎相關的胰島素抗性

與糖尿病是否隨之改善，目前未有定論，

但初步研究認為 DAA消除 C型肝炎病毒

感染，對於胰島素抗性與糖尿病的控制，

有正面的影響。是以對於慢性 C型肝炎

感染的病患而言，早期的治療不僅可以減

少肝臟纖維化的惡化，應可改善胰島素阻

抗性與葡萄糖代謝恆定異常的現象。目前

DAA用藥較傳統使用干擾素除療效較好

外，副作用也相當低。大多數 DAA都由

肝臟代謝，所以腎功能患者差者幾乎都可

使用，只有 Sofosbuvir這以腎臟代謝為主

的 NS5B抑制劑對於腎功能患者差者為相

對禁忌症。至於 DAA的藥物交互作用，
大多數的血糖藥物也不需調整藥物。

大部分的民眾幾乎不會把糖尿病跟肝炎聯想在一起，但其實糖尿病與肝炎疾患的關

係相當密切，尤其是第二型糖尿病，而第二型糖尿病的危險因子除了肥胖、三高外，還

可能包括Ｃ型肝炎。

撰稿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黃釧峰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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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幾年在癌症的治療上，陸續有新的藥物的發展帶給癌症病患莫大的希望。在

這些新的癌症治療藥物中，最熱門也最受矚目的非”免疫療法”不可。那免疫療法又是

什麼樣的治療？為何會被視為未來癌症病患的新救星呢？

未來救星 免疫療法

免疫療法與傳統癌症治療包括手術，

化學藥物，標靶藥物，或放射線治療最大

的不同在於免疫療法是透過病人自己的免

疫系統去破壞癌細胞，而不是像傳統癌症

治療是直接破壞癌細胞。因此免疫療法並

不具有單獨癌症專一性，反而具有治療多

種不同癌症的特性。而新型態的免疫療法

主要又區分為兩種不同機轉的藥物。

1.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中存

在著所謂＂免疫檢查點＂受體，免疫檢

查點受體可以避免免疫系統去破壞正常

細胞，而癌細胞正好利用大量表現免疫

檢查點受體來避免免疫系統去破壞它。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就透過抑制免疫檢查

點受體來讓免疫系統可以重新辨識並破

壞癌細胞。目前已有多種免疫檢查點抑

制劑在全球上市。

2.細胞免疫療法，包括以抽取自體免疫細

胞，將其增生加強辨識癌細胞後，再輸

回病患體內來增強免疫系統對癌細胞的

破壞。

有利有弊 副作用產生

雖然免疫療法可能帶給癌症病患一線

曙光，但同樣的也有可能產生嚴重副作用，

以目前較常用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為例，

常見的副作用包括疲勞，噁心嘔吐，腹瀉，

皮疹及搔癢，食慾不振，發燒，疼痛等都

有可能出現。甚至可能出現肺炎，肝腎功

能異常，甲狀腺內分泌功能異常等較為嚴

重的副作用。

免疫療法應用及試驗

免疫療法應用在肝癌病患身上，目前

包括”保疾伏Opdivo (Nivolumab)”，及”
吉舒達 Keytruda (Pembrolizumab)”都有

應用在肝癌治療相關的臨床試驗結果已發

表，同時後續的臨床試驗也持續進行中。

其中”保疾伏”使用在晚期肝癌病患

的第 1/2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對蕾莎瓦

(Nexavar)治療無法耐受或治療失敗的病

患，使用”保疾伏”可以達到平均約 20%

的治療反應率與 74%的病患可以存活超過

9個月。在此臨床試驗的結果發表後，”
保疾伏”於 2017年 9月獲得美國藥物食

品管理局 (FDA)核准可以使用於晚期肝癌

撰稿 /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葉明倫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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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目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在臨床治

療上最大的難處還是在於健保沒有給付，

病患需要自行負擔昂貴的費用。以”

保疾伏”為例，其使用方式與劑量為每兩

週施打一次，每次給予體重每公斤 3毫克

的劑量。若以成年人體重 60公斤為例就需

要每兩週給予 180毫克”保疾伏”，費用

約為每個月 20萬上下 (依各家醫院收費有

所不同 )。以如此的費用，大部分病患往往

無法負擔，必須寄望於未來健保能夠給付。

免疫療法現階段仍然以單線治療為

主。但已經陸續有合併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與標靶藥物的臨床試驗正在進行。少數的

病例報告也顯示合併這兩種不同機轉的藥

物可以增加治療反應率，但副作用也有可

能相對增加。因此仍須有大規模的臨床試

驗報告來證實合併治療的療效。

病患在第一線蕾莎瓦治療失敗後的第二線

治療。台灣衛生署也於今年核准”保疾伏”

於晚期肝癌病患的治療。另外一個藥物”

吉舒達”在其第 2期臨床試驗中，結果發

現”吉舒達”對於先前曾接受全身性治療

的晚期肝癌病患可以達到約 16%的治療反

應率，平均無惡化存活時間約為 4.8個月。
後續第 3期臨床試驗目前正在進行中，目

前美國藥物食品管理局 (FDA)尚未核准”
吉舒達”應用於肝癌病患的治療。其他免

疫檢查點抑制劑或其他類免疫療法目前臨

床試驗結果仍未發表。

再接再厲 負擔與成效

雖然存在嚴重副作用的風險，免疫檢

查點抑制劑對於蕾莎瓦治療失敗的晚期肝

癌病患仍然能帶來一線的希望。

" 保疾伏 Opdivo (Nivolumab)"，" 吉舒達 Keytruda (Pembrolizumab)"，

"益伏 Yervoy (Ipilimumab)" 等三種藥物已在台灣上市可使用於治療多種

不同癌症。

目前可用於治療晚期肝癌之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保 肝 報 導Liver Featur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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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肝囊泡

肝臟單純囊腫被認為大多是先天因素

引起的，屬於一種肝臟纖維囊腫病變，而

肝臟的纖維囊腫病變，成因是先天性膽管

板（ductal plate）的持續重組異常。一般

而言，肝囊泡可分為肝臟單純囊腫以及非

肝臟單純囊腫。肝臟單純囊腫隨著年齡的

增加會緩慢增大而被偵測出來，多數小於

5公分，女性比男性多。

診斷依據如何判別

在超音波的檢查中，會顯現出肝臟的

無回音病灶，通常是純黑色的圓形構造，

並且在病灶後端出現回音增強的情形。由

於肝臟的單純囊腫佔了全人口數的3.6%，
不算少見，因此當超音波的影像出現這種

特徵，醫師就會推測該病灶為無害的肝臟

單純囊腫。

肝臟單純囊腫通常沒有症狀，少數

情形因為水泡破裂、長得太大而壓迫其他

的臟器、膽管，或因為內部的出血、感染

造成腹部疼痛以及黃疸，所以才被診斷出

來。

肝囊泡與其引起之併發症

隱性遺傳的多囊性肝臟病變在兒童期

就可以顯現，因為伴隨著腎臟的隱性多囊

性病變，是一種很快就會致命的疾病。

顯性遺傳的多囊性肝臟病變，雖然有

時也會伴隨著顯性多囊性腎臟病，不過預

後較多。在這類的族群，使用女性荷爾蒙

會加速囊腫增生。

此外，有時肝囊泡在肝臟是多發性的

表現。而在多發性肝囊泡中，這些肝囊泡

的內膜跟膽管一般是類似，只有少數情形

是鱗狀上皮，而這罕見的情形則有可能衍

生為鱗狀細胞癌。

其他可能併發癌症的情形，如微小膽

管錯構瘤，有衍生為膽管癌的可能。

肝臟紫斑症的病人則是所謂的血囊

腫，而所謂的「水泡」中其實是血。輕微

的紫斑症其實也沒有症狀，但是嚴重的紫

斑症還是會造成肝衰竭、內出血。

治療方式

無症狀的水泡通常並不需要另外處

理，如果真的出現了需要診斷或治療的情

形，可以使用細針抽吸術、引流術、外科

開窗術，或者是注入硬化劑來治療。

有些民眾在接受健檢的時候，經腹部超音波檢查之後，發現肝臟竟也會「長水

泡」其實那並不是水泡，在醫學上則是有個專有名詞為「肝囊泡」。

撰稿 / 高醫附院健康管理中心 謝孟軒 助理教授

Liver Clinic 保 肝 醫 館12



目前有效的可以預防此途徑感染的方

法共有三種：

1.出生時施打 B型肝炎疫苗，此方法可以

使嬰兒感染率由九成降到二至三成。因

此於台灣自民國 73年 7月以來開始全

面施打 B型肝炎疫苗。

2.出生 24小時內於高傳染力孕婦，意即

e抗原 (HBeAg)陽性的孕婦幼兒注射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3.B型肝炎口服藥物治療，雖然疫苗和免

疫球蛋白已經大大降低母子垂直傳染機

率，但是根據文獻報導仍 3-13%的機

率 B型肝炎病毒會經由胎盤傳染給胎

兒，因此自民國 107年 2月健保署開放

B型肝炎帶原同時體內高病毒量的孕婦 

(HBV DNA106IU/mL)， 可以在第三孕

期時 (第 28周起 )至生產後 4周使用口

服抗病毒藥物，可使幼兒 B肝帶原率由

10％大幅降至 1％。

相信未來可以有效根除 B型肝炎在台

灣的感染率。

B 型肝炎傳染在台灣

是相當重要的議題，雖然

目前台灣出生而全面施打

B 型肝炎疫苗，大大降低

B 型肝炎的感染率，但是

全世界目前每年仍有五千

萬的新感染患者，其中大

部分是藉由母子垂直傳染

途徑所感染。

出處 / 九大消化系專科聯盟 林忠成醫師

Liver Clinic保 肝 醫 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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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症候群—
淺談肝臟醫學的曲徑通幽

於是我愧疚的跟病人夫婦道歉並且開了轉

診單請病人前往醫學中心就診，進行後續

診療，然後再次抱歉：「真對不起沒有幫

到您們。無論診斷結果如何，可不可以告

知我，我才能幫助更多病人。」

幾個月過去，依舊無聲無息。我除了

有些扼腕沒能知道最後的答案，甚至開始

胡思亂想：會不會有甚麼不好的結果？會

不會最後連診斷都來不及了呢？就當快要

遺忘這個病人的這個上午，又看到熟悉的

病人太太在診間外揮手。她進來興奮的告

訴我她先生換肝手術成功了。

 原來病人轉到醫學中心之後，已經

出現肝衰竭的跡象，隨即排入換肝名單，

數週後才等到合適的肝臟，進行換肝手

術，手術後又是一段觀察期，直到手術確

定成功了，病人太太就趕到我的診間外，

準備告知這個好消息。

一段相遇 得知重要的結果

在我的醫師生涯中，曾經在診間遇到

一名婦人，原來是約莫半年多前，婦人的

先生因為反覆腹脹難耐持續數日，經多方

求診未果之後前來求治。

記得病人沒有喝酒的習慣，血清檢驗

出現輕微肝炎，卻沒有常見病毒性肝炎的

標記，超音波檢查發現少量腹水、脾靜脈

擴張，但肝臟的外觀大致正常，都卜勒超

音波則顯示肝靜脈略為擴張，但血流並未

完全阻塞。一周後的胃鏡檢查則證實了超

音波下看到的胃食道靜脈曲張。

當時第一個印象是：沒有明顯肝硬

化的外觀，卻出現門脈高壓徵象，且肝靜

脈可能有部分阻滯，難道是寄生蟲或血

管炎造成的肝內血管阻塞？難道是 Budd 

Chiari症候群？不過接觸旅遊史除了數月

前曾吃過燒酒螺之外，沒有特別發現，血

清免疫檢驗也沒有相關過敏或風濕免疫的

異常數值，而 Budd Chiari症候群可以如

此迅速惡化的，也只有文獻上看過。                               

經治療後，病情還是沒有改善，疾病

診斷已陷入膠著，面對持續惡化的病情。

肝臟相關的疾病除了常聽

到的肝炎、肝硬化、肝癌之

外，還有一個平常比較少聽到

的，他叫做「布加症候群」雖

然少聽見，但是卻也是滿常見

的疾病之一，通常以青年男性

多見，以 20 ～ 40 歲為多見。

受訪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劉大維 內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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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症候群—
淺談肝臟醫學的曲徑通幽

療，要記得酒癮是一種個人與社會的疾

病，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從制度面改

善問題，而酒癮患者是病人，他們內心往

往是想戒酒的，但生理上的痛苦會讓他們

難以戒斷，讓自己與家人逐漸失去希望，

要幫助病人，除了藥物治療，可以參考許

多歐美國家的治療方式，例如團體治療

等，或許對酒癮患者將有實質幫助。非酒

精性 (脂肪肝 )肝炎，其實與文明病「代

謝症候群」是一體兩面，許多血糖控制藥

物與健康補充品都可以減輕脂肪肝、改善

發炎狀況，但是減重與運動還是不二法

門。

其他不明原因的肝炎，可能需要考慮

少見的、或仍未證實的病毒性感染，或者

是病患不知情下攝入傷害肝臟的食物、藥

物所致，只要遠離相關因素一段時間，肝

臟就會自己修復。若是自體免疫肝炎，免

疫抑制藥物投予之後病情多半可以獲得控

制。

盡心盡力 為民努力

在醫學訓練的過程中，我們以病人為

師，從病人身上學習，但學習的過程不一

定是順利的，最後的結果不一定是好的，

而最後的答案可能是更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我們將盡心盡力，然後期

待最好的結果，做最壞的打算，最後即使

遇到了更大的問題，我們還是充滿希望與

好奇的。

因為這就是醫學迷人的地方。

「他最後的診斷是『布加症候群』」

太太拿起診間的紙筆顫抖地寫道，我細問

病因，太太也說不上來：「醫師只告訴我

們這個診斷，等 (先生 )更穩定了，再親

自來跟劉醫師道謝。」

急性的布加症候群

原先猜測的 Budd Chiari就是所謂的

布加症候群，文獻上確實有提到可以急性

發作表現，而且往往是找不到病因的。要

第一時間診斷確實有些不容易。

Budd Chiari症候群的主要機轉就是

肝靜脈的阻滯，因此高品質的都卜勒超音

波對診斷是很有幫助的，至於治療則因不

同的病因而異，前述這位病人急性肝衰竭

而以肝臟移植治療的案例可說是相當罕

見。

確認病因 對症下藥　

門診裡最常見的肝炎，大抵是病毒

性、酒精性與非酒精姓 (脂肪肝 )肝炎為

主。C型肝炎已經有療效絕佳的口服抗病

毒藥物，在 2017年納入健保給付，只要

針對肝臟功能與合併藥物簡單挑選病人族

群，絕大部分的慢性 C型肝炎患者都可

以有效治癒，免除後續的併發症。而慢性

B型肝炎在肝細胞核內的病理機轉，還是

消化科醫師與藥物研究單位最頭痛的問

題，目前的藥物可以有效抑制病毒複製，

一樣可以大幅減少併發症，且新進藥物的

副作用更低，效果也更好了。

酒精性肝炎有許多輔助藥物可以減

輕戒斷症候的痛苦，但是對於成癮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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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屬於自己的代名詞感動來自於大家
就像坐時光機，回想過去

學生時代在基金會工讀的點點

滴滴，到如今出社會的全力付

出、樂於助人的習慣。也是因

為在工讀時期所受到的影響，

在出社會之後，也毅然決然的

做了我人生中的一個改變。

撰稿 /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助理 李貞誼

樂於助人　莫忘初衷

在肝臟基金會學到的除了專業知識

外，還有人跟人之間的互助相處、幫忙民

眾之後看到他們滿意笑容的那種成就感，

這也促使我在之後的工作上有了個目標在

及想幫助別人的使命感。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次基

金會出去義診篩檢，在問卷訪談的時候，

有位民眾跟我說「我前陣子才去檢查，發

現我好像是 B肝帶原，今天我是想再來

確認的」言談中，此位民眾語氣落寞好像

世界末日了感覺，而我能做的也只有默默

聆聽，在適當時候給予安慰鼓勵。後來在

結束的時候，那位民眾竟然走過來跟我說

聲謝謝，謝謝我耐心的聽他講話，並且安

慰他，讓他的心情好很多！當下我內心受

到的衝擊很大，因為我並沒有幫上甚麼，

只是在旁邊聆聽鼓勵，聽到民眾的謝謝，

心情也自然好起來，再怎麼累當下一切都

值得了。

一句屬於自己的代名詞

曾經看過一本書，裡面的主角說「在

人生每個階段中，都有一句屬於自己的代

名詞」在畢業之後，很多時候我會迷惘，

找尋不到自己的目標，因緣際會得到了進

入基金會工作的機會，雖然進來的時間不

長，但是我卻有一種很久沒有過的充實忙

碌感，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要的。未來我也

會繼續努力，為基金會盡一份力，期許自

己可以更上一層樓。在此階段，我的代名

詞是「助人、充實」，而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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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屬於自己的代名詞感動來自於大家

是很好，但仍有許多名眾在參加路跑之

餘，也順便來接受本基金會肝炎的衛教及

篩檢服務。由此可以看見本市市民對於肝

炎防治之重視，以及對於本基金會多年來

在本市從事肝炎防治活動的肯定。因此即

使這些工作有些辛苦，但是站在為民服務

以及防治肝炎的立場，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都認為，這些工作都是值得的。

繼續努力 共創美好

此外，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

金會也希望，藉由全民共同參與活動的機

會，能提升南台灣地區肝炎防治的成效，

以回饋社會。因此希望各位民眾，若對於

肝炎的各項疑問，可以向財團法人台灣肝

臟學術文教基金會洽詢，也希望若今後本

基金舉辦的各項活動，能夠踴躍參與，財

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會和民眾

一起攜手，為消滅肝病而努力。

運動加篩檢 一舉兩得

記得本校在 2017年舉辦第五屆為健

康高雄而跑路跑活動，當天吸引大約兩千

多位民眾一同響應參與。此外，當天還有

本校附屬醫療院所組成的健檢服務，包括

附設醫院、小港醫院、大同醫院、旗津醫

院、台灣骨質疏鬆照護協會提供現場民眾

免費的衛教活動及篩檢服務，有 HIV、肝

炎、骨質疏鬆、三高篩檢、防癌、體適能

等衛教活動；還有運動防護、物理治療，

以及現場抽獎摸彩等活動。

民眾的支持 是最大的鼓勵

當天本人是負責本基金會肝炎的衛

教活動及篩檢服務。雖然當日天氣狀況不

一場高醫辦的路跑活動，

讓民眾更加認識肝炎這個疾

病，並且有了肝炎防治的觀念。

雖然在宣導的過程中有些困難

有些辛苦，但是看到民眾對於

基金會的肯定及鼓勵，一切都

值得了。

撰稿 /高醫附院健康管理中心

謝孟軒 助理教授

團結熱情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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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C肝臨床試驗研究成果榮登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展現國際級醫療實力！

礎醫學的整合，擁有國際級的研究環境及

水準。結合國際藥廠艾伯維藥品在重大與

特殊嚴重疾病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是卓

越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的楷模。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莊萬龍副院長

指出，這篇於今年一月刊登在《新英格蘭

醫學期刊》的全球臨床試驗極具意義，

台灣與全球同步參與第一個 C肝泛基

因型全口服新藥 8周治療之臨床試驗。全

球有 20多國（美、加、法、紐澳、以色

列、南韓等）、多中心參與，高醫是亞太

地區唯二、台灣唯一參與的醫院，與梅約

診所等國際一流醫療院所並列，證明高醫

具高水準的臨床試驗人才和技術，是國際

藥廠導入跨國多中心臨床試驗的首選醫院

之一。

高醫研究躍登國際頂級期刊　

展現國際級醫療實力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鍾飲文院長表

示，高醫持續強化創新研發與產學合作，

長期致力與國際同步的臨床試驗，每年執

行數百件重要新藥臨床研究，包含癌症、

心血管疾病、肝炎以及風濕免疫等臨床試

驗。本次登上全球最具影響力、醫學期刊

全球排名第一的《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的

研究成果，即展現高醫國際級的臨床研究

水準及成果。

高醫臨床試驗中心是國內 6家國家級

臨床試驗中心之一，也是高屏地區領導重

要學術研究的指標，長期專注於臨床與基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展現國際級

醫療實力，參與全球 C型肝炎泛基因型

全口服新藥臨床試驗，研究成果日前刊登

在世界頂尖的《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凸

顯台灣在肝炎防治的學術貢獻與高醫國

際級臨床研究水準及成果。為持續推動肝

炎防治與各項疾病領域研發，高醫與艾伯

維藥品簽署合作備忘錄，期望結合產學力

量，引進更多臨床試驗來台，提昇台灣生

技人才培育，引入更多創新藥物、提昇國

人健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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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C肝臨床試驗研究成果榮登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

展現國際級醫療實力！

莊萬龍副院長進一步說明，此研究在

全球共收納 1208位無肝硬化的基因型第

1型與基因型第 3型 C肝患者，

以泛基因型 (可涵蓋基因型 1到 6型 )

的全口服新藥，經過 8週或 12週的治療，
治癒率高達 95%至 99%，研究成果令人

振奮。

C 肝患者的福音

國內約有 40萬 C肝感染者需要治療，
未來泛基因型新藥除可讓偏鄉治療更容

易，加上安全性高，對國家型根除 C肝計

畫更有絕佳的利基。莊萬龍副院長解釋，

台灣最常見的基因型是第 1型與第 2型。
其中第 1型較第 2型難治。基因型第 3型

雖然感染人數少，卻是 C肝最難治的病

毒型別，目前健保所給付的新藥皆無法使

用。在此研究中，基因型第 1型非肝硬化

患者治療更輕鬆，只要 8週完治，且治癒

率高達 99%。至於最難治的第 3型未曾接

受過治療的病人，不論 8週與 12週治療

的治癒率皆高達 95%，屬劃時代的突破。

莊萬龍副院長說，此臨床試驗使用之

新藥上 (3)月獲得衛生福利部藥物許可證，
是國內第一個被核准的泛基因型 (1-6型 )

全口服 C肝新藥，不易產生抗藥性，不

需併用雷巴威林，不需要肝腎功能嚴格檢

測，且針對無肝硬化、未治療過的病患，

療程只要 8週。目前健保給付之 C肝全口

服新藥療程為 12到 24週，且易受到病毒

量或抗藥性影響，造成使用限制或治療失

敗。此款泛基因型新藥可為國內 C肝治療

帶來新局。

台灣 C肝高盛行地區在雲嘉南高高

屏，對於交通不易、盛行率高的偏鄉，若

能使用不受限於基因型、療程短且安全性

高的新藥，可為醫師與患者帶來更便利與

有效的治療方案，也讓台灣歐美日同步、

領先韓國及中國大陸，實質支持政府 C肝

根除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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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攜手艾伯維
              放眼未來
高醫攜手艾伯維
              放眼未來

業發展，並攸關國人健康品質之提升，「艾

伯維在台灣積極進行臨床試驗，除了建立

足夠的本土數據，並讓本地醫師更瞭解新

藥的機轉。高醫附設醫院臨床試驗成果有

目共睹，雙方長期有良好緊密合作，期盼

以病人為中心之理念

鍾飲文院長表示，高醫醫學研究發

展本著「以病人為中心」之理念，期望經

由高醫國際級的臨床研究水準及成果，結

合艾伯維藥品在各項疾病藥物治療領域上

的創新藥物研究，加速新藥臨床研發，幫

助讓台灣患者使用國際上最先進的治療方

案，同時將台灣臨床研發的成功經驗，推

向國際舞台。

一加一大於二的突破

鍾飲文院長說，高醫與艾伯維過去五

年來合作進行 15項全球早期臨床試驗計

畫案，涵蓋 C型肝炎、肺癌、乳癌、血

癌、腎病及風濕免疫疾病等，投資金額逾

一億三千萬元。高醫在病人照護、資料庫

建立到臨床試驗，與全球一流醫學中心並

列。本次高醫研究團隊參與 C肝全口服泛

基因型新藥之臨床試驗案，榮登世界頂級

期刊，更顯示高醫國際級醫療實力。

艾伯維藥品台灣區總經理黃皓宇指

出，臨床試驗執行品質有助於生物製藥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與艾伯維藥品 (AbbVie)簽署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由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鍾飲文院長丶艾伯維藥品台灣區黃皓宇總經理共同簽署。高醫莊

萬龍副院長與肝膽胰內科黃志富主任出席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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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攜手艾伯維
              放眼未來
高醫攜手艾伯維
              放眼未來

持續攜手為台灣民眾帶來更多創新治療，

進一步提升醫療品質。」

黃皓宇總經理說，艾伯維持續在嚴

重、複雜疾病領域推出創新藥品，主要專

注在免疫學、腫瘤學、病毒學與腦神經學

四大領域在全球 175國、照顧逾 2800萬

名病患，包含在全球擁有最多 (高達 13個 )

適應症的生物製劑、早產兒預防呼吸道融

合病毒的單株抗體、全身性吸入性麻醉

藥、愛滋病毒藥物、C型肝炎全口服新藥

與晚期巴金森氏症藥物等。

為持續針對艱困疾病的患者找出最

佳解決方案，艾伯維每年將公司獲利的

16%、約合 40多億美元，投注於新藥研

發，預計在 2020年將有 20款新藥陸續問

世。除了內部積極研發，過去幾年陸續併

購癌症藥廠，跨足癌症領域。

黃皓宇總經理說，目前艾伯維在台

灣有 26種臨床試驗正在進行，耗資 9億

台幣，「我們深知合作比單打獨鬥的成果

更豐碩，最重要的醫學突破往往源自於合

作研發和夥伴關係。因此艾伯維積極與臨

床專家、政府、同業、大學、倡議團體結

盟合作，幫助全球各地的病患尋找解決方

案。這次與高醫簽署合作備忘錄，正是將

此理念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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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篩檢
   降低肝炎危害
       

社區篩檢
   降低肝炎危害
       肝要好  預防觀念不能少

高醫於 2011年創立肝炎防治中心，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肝膽胰內科主任黃

志富醫師表示，肝炎防治中心結合高醫院

內相關臨床科、社區醫學部、高醫校區相

關研究單位、院外醫療健康單位及社會公

益團體與志工，整合資源去深入基層、服

務鄉里，力行預防勝於治療的重要性。

主動出擊 全力以赴

為了讓民眾更加了解肝病防治，高醫

肝炎防治中心成立 7年來城市、偏鄉走透

透，截至今 (2018)年 3月 24日為止，已

舉辦 310場、涵蓋 5萬多人的肝病篩檢義

診活動，與 152場肝病防治衛教講座上萬

人參與。高醫砥手胼足於各偏鄉社區積極

投入肝病防治衛教宣導，善盡醫學中心之

社會責任。

Liver Activities 護 肝 活 動24



Liver Dynamics

肝 篩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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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ant you
 一同拒當肝苦人

◎其相關肝炎篩檢活動場次尚洽談中。

◎篩檢檢驗項目請以篩檢現場為主。主辦單位有權更改肝炎篩檢活動相關時間地點。

◎詳情請參考『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官網及社群網站所發布之篩檢

動態。

    http://www.liver-formosa.org.tw/與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liver/

◎請隨時注意『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社群網站所發布之訊息。

◎提醒您，參加篩檢活動請攜帶身分證與健保卡

◎歡迎來電洽詢相關篩檢問題。

篩檢日期 . 時間 篩檢地點 備註

22018年 07月 01日 (日 )
上午 07:30~11:00

橋頭衛生所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 5號）
肝炎篩檢、癌症篩檢

2018年 07月 07日 (六 )
上午 07:30~11:00

彌陀衛生所

（高雄市彌陀區中華路 1巷 5弄 1號）
肝炎篩檢、癌症篩檢

2018年 07月 14日 (六 )
上午 07:30~11:00

湖內衛生所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 203號）
肝炎篩檢、癌症篩檢

2018年 08月 19日 (日 )
上午 07:30~11:00

杉林衛生所

（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 93巷 2號）
肝炎篩檢、癌症篩檢

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今年依舊深

入社區提供免費的肝炎篩檢活動，並鼓勵

社區民眾「勇敢走出來」積極參與相關肝

炎篩檢活動。也因此讓許多民眾可以透過

篩檢及早追蹤治療，在健康上得到了幫助。

希望您能跟我們一起，誠摯地邀請身

邊未參與過、未篩檢過的親朋好友及街坊

鄰居前來參與肝炎篩檢活動。也期盼在未

來裡，肝病不再是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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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界的愛心，有您們的支持與鼓勵，

才能讓偏鄉篩檢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未來，我們還是會繼續的努力，讓更多民眾可以更加了解自身的身體狀況，

以肝炎防治為目標，為消滅國病繼續努力。

107 年 01 月份捐款名錄

50,000元 李○柏；18,760元 謝○彥；

8,000元 無○氏；7,000元 黃○逸、宋○衡；
2,000元 鄭○烋；1,650元 黃○惠、無○氏；
1,000元 李○靖；6,00元 林○勝；

5,00元 林○超；315元 莊○霜；

300元 蘇○珍；200元 曾○栩、林○添；

100元 林○秋、謝○瑾、隱○氏、無○氏；
50元 張○嫻、隱○氏

107 年 02 月份捐款名錄

100,000元 呂○穎；20,000元 邱○傑；
14,000元 謝○裕；10,000元 無○氏；

5,000元 無○氏；4,700元 謝○軒；

1,000元 李○嬌、邱○福；

500元 許郭○貞

107 年 03 月份捐款名錄

50,000元 莊○昇；30,000元 伍○秀；

5,000元 無○氏；3,000元 蔡○捷、無○氏；
2,000元 宋○雄；1,300元 無○氏；

300元 施○裕、潘○明；100元 謝○瑾、
無○氏 50元 黃○婷、黃○香、黃○香、

無名氏

107 年 04 月份捐款名錄

100,000元 戴○明；10,000元 無○氏；
2,800元 葉○良；1,500元 林○文、無○氏、
1,000元 陳○瑞、周○嶂、蔡○源、無○氏；
500元 溫○宏、300元無○氏；

100元 謝○瑾、曾○榮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107 年 01 月∼ 107 年 4 月捐款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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