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友會 NO.70

20年前，有鑒於台灣肝病猖獗

張文宇教授號召社會賢達成立

「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正式踏上為國人消滅肝病的防治道路

20年後，台灣肝病防治漸傳佳績

如今，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全民運動

讓保肝成為你我的一部分

讓 2030年根除病毒性肝炎不在是夢想

讓我們一起牽手努力邁向「健肝島」的世界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20歲生日快樂

▲張文宇教授 (後中 )帶領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篩檢團隊舉辦「首次」免費肝炎篩檢活動

(攝於 /2009.09.26 高雄市 小港區紅毛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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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Feature
保 肝 報 導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受訪 /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張文宇 董事長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已

經成立二十年了，感謝各位的支持、幫忙

與肯定，讓基金會能夠更確實、更迅速、

更心無旁騖的，全心全意投入學術研究、

肝病相關防治。這 20年間，我們秉持著

「肝」願為民服務的心，最終目的就是希

望台灣及世界各地肝炎能快快消滅，讓台

灣成為更好、更美麗、更健康的好所在。

讓 2030年根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標順利達

成，確保保肝成為每位民眾生活的一部

份，期望未來有您的支持與參與，讓保肝

溫度持續進行，讓消滅肝炎的目標更靠

近。

我們即將開啟高雄偏鄉地區的

「C 型肝炎殲滅計畫」並展開 22 家

FORMOSAN-LIKE 洗 腎 中 心「 無 C 洗

腎」前瞻計劃，且持續性地提供社區篩

檢服務、增加更多的衛教宣導、研究

肝病治療方法及成立線上肝病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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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首創外展門診 搶救烏魚子故鄉
高雄市桃源區C肝微根除
叫我第一名 

「台灣是 C 型肝炎高盛行區！」在過
去 20 年，台灣對 C 型肝炎的研究不
多，且集中在北部都市，一直以為盛
行率很低。但基金會實際下鄉之後，
才發現偏鄉地區是最需要醫療資源的
地方，卻是被遺忘的高盛行區，才開
始投入 C 肝防治的治療。

受訪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余明隆 副執行長
文章出處 /聯合報 /「滅 C肝、護梓官」高醫啟動 C肝殲滅行動

受訪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戴嘉言 醫療總監
文章出處 /HEHO健康網 /從最後一名到第一名 高雄桃源靠篩檢逆轉致癌 C肝

註：全台五大 C肝村分布【苗栗縣苑
裡鎮】、【台中后里區】、【雲

林縣元長鄉】、【嘉義縣義竹鄉】

及【高雄市梓官區】

高雄市梓官區人口數約三萬六千五百

人， 早年因公衛資源不足、針頭器

械消毒不徹底，導致Ｃ型肝炎盛行，

成為全台五大「C 肝村」註之一。

偏鄉資源匱乏  罹患肝炎不自知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戴嘉

言醫療總監表示，高雄市桃源區為 C型肝

炎高盛行區，針對當地五百名居民篩檢發

現，盛行率達 21.6%，平均每五人就有一

人曾罹患或現在是 C肝患者。由於當地醫

療資源有限、交通不便，僅一成患者知道

自身罹患 C肝，對於肝炎認知相當不足。

    二十年來，高醫附院肝炎防治中心與台

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團隊持續走訪偏遠

鄉鎮，走遍全台 74個鄉鎮市，近十二萬

人接受篩檢，推廣「防治在地化」模式，

提高篩檢、診斷與治療資源的可近性，並

繪製全台 C型肝炎地圖。

走出醫院  打造一條龍的在地醫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與高雄

市桃源區衛生所攜手合作，盤點常住人口

1,073人，逐一聯繫，並設立常駐篩檢站，

提供機動性到宅篩檢，打造出全國第一個

微根除 C型肝炎的地區，九成九篩檢率、

九成五治療率，防治成效卓越。

戴嘉言教授表示，經調查發現，約有

五成感染者不知自身感染 C型肝炎病毒。

國人應提高警覺，高危險群者 30歲以上

要接受過一次 C型肝炎篩檢，一般民眾則

45歲以上要接受過一次 C型肝炎篩檢。

超過三成以上 C肝患者並無症狀，甚至肝

指數正常，必須藉由血液篩檢，才能得知

是否感染。

地毯式篩檢  在地化治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醫療體系

及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結

合民間及社區力量，共同組成「愛肝大聯

盟」，於 2019年 03月 11日展開 C型肝
炎殲滅行動，在梓官區赤崁里活動中心開

設「高醫梓官 C肝整合照護中心」門診，
這是醫學中心首次將 C型肝炎特別門診延
伸到漁村，也是全台第一個篩檢與醫療在

地化的 C型肝炎防治模式。

希望藉由肝臟學醫師進駐、診斷，讓

居民就近接受治療，共同洗刷「Ｃ肝村」

的汙名，不再當「肝」苦人。

殲滅 C 肝  刻不容緩

據高醫附院肝炎防治中心與台灣肝臟

學術文教基金會 20年前的調查發現，當
地 C型肝炎成人感染率高達 3成，甚至有

村落每 3人就有 1人感染 C型肝炎情況，

但接受 C型肝炎藥物治療比率卻不到 1成。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余

明隆副執行長認為，由於居民就醫意願低、

就醫不便及擔憂藥物副作用等因素，造成

治療不易。而在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張文宇董事長的支持下，高醫肝膽科醫師

群決定主動走出醫院、走入社區，於高雄

市梓官區赤崁里活動中心設置肝炎篩檢站，

挨家挨戶進行地毯式篩檢，截至目前為止，

已有近千位居民受惠。

余明隆教授表示，民眾只要來「高醫

梓官 C 肝整合照護中心」門診，就可以從

診斷、檢查、治療到追蹤，全都處理完畢。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可以在 2025年之

前，完成把 C 型肝炎在台灣根除的最終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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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讓下一代         B肝威脅 
公費疫苗擴大接種

準媽媽若產檢結果為 B型肝炎表面抗

原陽性 (HBsAg+)，應於待產時主動告知院

所，以確保寶寶於出生後能按時完成 B型

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及 B型肝炎疫苗

的接種，讓我們共同守護寶寶的健康。

新生兒Ｂ型肝炎預防接種的重要性 

臺灣地區為Ｂ型肝炎高感染地區，成

人之帶原率達 15%-20%，受感染者年齡

愈小，愈容易成為慢性帶原者，而新生兒

感染約 90%會成為慢性帶原者，5歲以下

幼兒感染，約 25%∼ 50%會成為慢性帶

原者。

提醒您，只要按時完成預防接種就能

有效預防Ｂ型肝炎的感染。

新生兒Ｂ型肝炎 (Hepatitis B) 接種時程

第 1劑：出生 24小時內儘速接種，愈早

愈好。

第 2劑：出生滿 1個月。

第 3劑：出生滿 6個月。

注意事項 

1.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度疾病者，宜待

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2.母親非Ｂ型肝炎帶原者之低出生體重新

生兒（≦ 2,000公克），其第 1劑Ｂ型

肝炎疫苗，於體重超過 2,000公克或出

生滿 1個月後接種。

接種禁忌 

先前接種本疫苗或對本疫苗任何成分曾發

生嚴重過敏反應者。

接種後可能發生的反應

一般少有特別反應，若有相關疑問請詢問

相關專科醫師。

文章出處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之新生兒接種 B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

者，該族群幼兒帶原比率可由 0.29%降至

0.14%，並降低猛爆性肝炎發生的風險。

呵護下一代 產前應進行 B 肝相關檢驗

為再提升阻絕 B型肝炎母嬰垂直傳染

成效，疾病管制署公告，2019年０7月０

1日 (含 )以後出生，且母親為 B型肝炎

表面抗原陽性 (HBsAg+)之新生兒 (無論母

親之 B型肝炎 e抗原檢查結果 )，均可於

出生 24小時內迅速接種 1劑Ｂ型肝炎免

疫球蛋白 (HBIG)及第 1劑 B型肝炎疫苗，

且越早施打越好。且寶寶需在出生 30天

大，及 6個月大的時候，接種第 2、3劑

B型肝炎疫苗，才能發揮完整保護力。

嬰幼兒Ｂ型肝炎預防接種　帶原率降

至 1% 以下

在臺灣，成年人的 B型肝炎帶原率曾

高達 20%，其主要原因就是母嬰垂直傳

染，也就是 B型肝炎帶原媽媽在生產過程

中，將 B型肝炎病毒傳染給新生兒。一般

而言，當 B型肝炎帶原血中 e抗原呈陽性

時，表示病毒量高且傳染性高；反之，e

抗原為陰性，表示病毒量低且傳染性低，

但仍有傳染風險。

台灣自 1986年 07月起，疾病管制

署全面實施嬰幼兒 B型肝炎預防接種計

畫，6歲以下兒童帶原率已由政策實施前

10.5%降至 0.8%以下，孕婦之 B型肝炎

表面抗原與 e抗原陽性率，也逐年下降，

分別由原 17.5%與 7%，下降至 2018年

之 5%與 1%以下。

根據研究顯示提供母親 B型肝炎表面

抗原陽性 (HBsAg+) 及e抗原陰性 (HBeAg-)

預防 B 型肝炎母嬰垂直感染，公費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 實施對象擴大！

疾病管制署宣布，2019 年 07 月 01 日 ( 含 ) 以後出生、且母親為 B 型肝炎表面抗原

陽性 (HBsAg+) 之新生兒 ( 無論母親之 B 型肝炎 e 抗原檢查結果 )，均可於出生 24 小

時內迅速接種Ｂ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 及第 1 劑 B 型肝炎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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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Clinic
保 肝 醫 館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Ｂ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 公費接種

對象

１. 註母親為 B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陽

性者之新生兒。

2. 註不論其出生體重亦或早產，如臨床狀

況穩定，於出生後應儘速注射第 1劑 B型

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及 B型肝炎疫苗，

越早越好，不要晚於 24小時。

3. 出生體重若小於 600公克，其 B型肝

炎免疫球蛋白 (HBIG)於出生後仍應儘速

接種。至於其第 1劑 B型肝炎疫苗，建議

於臨床狀況穩定且其生命安全無疑慮後再

行接種。

4. 滿 12個月大時，應進行Ｂ型肝炎表

面抗原（HBsAg）及Ｂ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HBs）等檢測，以瞭解其預防接種

成效與感染狀況，及早採取後續補接種與

追蹤措施。

註 1、註 2：
嬰兒之出生體重如低於 2,000公克，於其
出生體重滿2,000公克或出生滿1個月後，
仍需依時程接種 3劑 B型肝炎疫苗，而出
生接種劑次不列入計算。

疾病管制署 https://www.cdc.gov.tw/

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急性病毒型 B 型肝炎

  →預防接種→疫苗簡介→公費疫苗→ B 型肝炎 (Hepatitis B)

 →預防接種→公費疫苗項目與接種時程→ B 型肝炎免疫球蛋白

(HBIG) 接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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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垂直感染以及用藥原則

註

肝帶原育齡婦女B型肝炎 
防治真簡單

大哉問 

針管重複使用 醫護人員
針扎意外

輸未經檢驗
的血袋

性交

肝炎傳染途徑

B 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是一種世界性的疾病，主要好發在亞洲、非洲、南歐與
拉丁美洲，在台灣，B 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陽性率約為 15 ～ 20％。預防 B 型肝炎病毒
感染可避免急性或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當肝臟受到病毒、細菌或寄生蟲之感染，
或因酒中毒、藥物或化學物質等之傷害，使肝組織內發生肝細胞變質、壞死、白血球浸
潤等炎症反應，稱為肝炎。

明顯降低，有效降低母嬰垂直傳染機率高

達 70%，且在產後幾個月之觀察確認此等

措施對新生兒及孕婦是安全的。

醫師指導下 孕婦可安心用藥

因此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自 2018 年 02 月 01 日 起， 血 液 中 含

有 B型肝炎病毒濃度≧ 106 IU/mL之孕

婦，自其懷孕第 28週至第 32週起，給

付 惠 立 妥 Tenofovir(300 mg) 或 喜 必 福

Telbivudine(600mg)每日一粒，至產後 4

週為止。

然而選用惠立妥或喜必福之理由是考

量其對胎兒發育之影響少且產生抗藥性之

機率低。

此等孕婦餵哺母乳一般被認為是安全

的，但其長期之可能影響尚待未來數年繼

續密切觀察。

文章出處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撰稿 /高醫附院健康管理中心 謝孟軒 助理教授

預防 B 型肝炎 孕育健康下一代

台灣目前有 B型肝炎疫苗及 B型肝

炎免疫球蛋白注射的政策，不但阻斷母嬰

垂直傳染，也減少了學齡前孩童之水平傳

染，但 B型肝炎帶原仍無法完全禁絕。

針對接種 B型肝炎疫苗的世代追蹤研

究之結果，發現確實仍有 10%左右的失

敗率，而其主要原因乃是 B型肝炎帶原媽

媽血中 B型肝炎病毒濃度太高（≧ 106 IU/

mL）所致。

美國學者綜合分析全球 26個臨床研

究，共 3,622個 B型肝炎帶原孕婦及其

新生兒，證實在懷孕第 28週後（稱為第

三孕期，Third Trimester），血液中的 e

抗原陽性且 B型肝炎病毒量大於 2x105 

IU/mL之孕婦，服用 3種口服抗 B型肝

炎病毒藥物，分別為：干安能 (商品名

Zeffix®，學名 Lamivudine)、喜必福 (商品

名 Sebivo®，學名 Telbivudine)、惠立妥 (商

品名 Viread®，學名 Tenofovir)任何一種，

直到產後中止（不同研究中止服用藥物之

時間點不同，自產後第 2天至 4個月不

等），能使生產時孕婦血中之 B肝病毒量

註：育齡婦女指 15歲 ~49歲之間的女性人口。

Ｂ型肝炎的傳染途徑

Ｂ型肝炎是經由含有Ｂ型肝炎病毒的

血液或體液透過皮膚或黏膜進入體內而感

染，可分成

1. 垂直傳染

帶原之母親經由胎盤或分娩時傳染給新生

兒，台灣有 40∼ 50％的帶原者經由此途
徑傳染。

2. 水平傳染

經由皮膚、粘膜的傷口接觸到帶有 B型肝
炎病毒的血液及體內分泌物。

其途徑有：輸血、打針、血液透析、

針灸、刺青、紋眉、穿耳洞、共用牙刷或

刮鬍刀、性行為的感染；帶原者的陰道分

泌物、唾液及精液中可能帶有 B型肝炎病
毒，但平常不至於因此造成感染，但病毒

濃度高時則仍有可能引起感染。

B 型肝炎患者的保肝知識

肝炎多半沒有症狀，症狀的輕重也不

能藉以判斷病情嚴不嚴重。

當發現自己是 B型肝炎帶原者時，應
及早找專科醫師檢查，以確認自己的肝臟

狀況。

1. 定期追蹤

B型肝炎帶原者的肝臟損傷程度，通
常是沒有明顯症狀的，因此，定期追蹤是

相當重要的。由於每個人狀況都不同，追

蹤時間應由專科醫師評估。

2. 藥物治療

目前全民健康保險已有條件給付 B型
肝炎治療，而B型肝炎藥物治療成效很好，
可進一步請教專科醫師，決定是否接受治

療。

3. 正常的生活作息與良好的飲食習慣

B型肝炎患者生活作息要正常，且飲
食均衡，避免食用醃漬類及含有黃麴毒素

等食品。也要避免抽菸、嚼食檳榔及過量

飲酒。重要的是避免服用成分不明的藥物

及偏方，以免增加肝臟的負擔及代謝率。

台灣十大癌症死因中，肝癌排名第 4 位，其中 B 型肝炎帶原者約 300 萬人，約有一
半 B 型肝炎患者是經由母嬰垂直感染，而 B 型肝炎患者得到肝癌的機率，是一般人
的 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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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癌症的B肝病友：

您不能不知道的日常注意事項與因應措施
受訪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余明隆 副執行長
撰稿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徐成鼎 主治醫師

另外要注意的是，上述身懷高病毒量

之孕婦於產後 4週時停止服用惠立妥或喜

必福後，應密切追蹤肝發炎指數之變化，

至少持續半年。

對於處於生育年齡（約 20∼ 45歲）

之女性 B肝帶原者

若需要治療，其可能面臨的情況包含

下列幾種 :

(一 ) 未懷孕者因病情所需考慮接受治療

時，建議優先選擇干擾素注射，因

其療程固定，約一年左右，副作用

不會太嚴重且成功控制病情之機率

可達 30∼ 40%，比較不會影響懷孕

之機會。

若不想承受干擾素之副作用而希望

選用口服抗病毒藥物，則應考慮惠

立妥（目前為 TDF，或 TAF），若

在服藥期間懷孕，其對胎兒之影響

甚少，且其發生抗藥性之機率甚少。

(二 ) 懷孕期間因 B型肝炎急性發作，可考

慮使用惠立妥或喜必福治療。

(三 ) 產後哺乳期間發生 B型肝炎急性發

作，仍以惠立妥治療為佳。

(四 ) 上述高病毒量之孕婦於產後 4週時停

止服用惠立妥或喜必福後，應密切

追蹤肝發炎指數之變化，至少持續

半年。

(五 ) 若先生為 B肝帶原者而太太在生育年

齡中，先生治療的原則同 (一 )。

以上詳情等相關疑問請詢問相關專

科醫師。

B 型肝炎被認為是台灣的『國病』，目前因政府推動全面接種疫苗、健保給付藥物、

以及各地區醫療體系和團隊的努力之下，帶原者的數量已下降到兩百萬人。

然而台灣十大死因中，惡性腫瘤持續高居第一位。提到腫瘤的治療，大部分癌症除

了初期可以手術切除後痊癒之外，其他期別的治療都跟癌症化學治療藥物幾乎脫不

了關係。

那 B 型肝炎帶原跟癌症的治療有甚麼關係呢？

化療藥物的免疫抑制  活化 B 型肝炎病毒

因為部分癌症化學治療藥物在治療的

過程中，會有免疫抑制的效果，使身體原

有的抵抗力下降。身體的抵抗力下降之後，

若是 B型肝炎帶原者，本來未活化或被抑

制的 B型肝炎病毒就有機會大量再活化且

感染更多正常肝臟細胞。當化學治療藥物

的藥效慢慢消退，身體的免疫功能恢復之

後，就可能會去攻擊被 B型肝炎感染的肝

細胞，進而造成肝功能急劇升高以及身體

的不適，嚴重者更可能造成肝代謝不良，

甚至肝衰竭到需要換肝的地步。

所以有慢性 B型肝炎帶原者 (B型肝炎

表面抗原 HBsAg陽性 )，或是曾經有感染

過 B型肝炎 (HBsAg陰性 , B型肝炎核心抗

體 Anti-HBc陽性 )的病人，在進行癌症化

學治療的療程中，一定要非常小心自己身

體的變化。

癌症治療前先檢驗  防止急性肝炎發生

目前在台灣大部份的醫院，只要是在

治療癌症且需要接受癌症化學治療藥物的

患者，在治療前就會檢驗是否有 B型肝炎

帶原。且目前台灣健保有給付 B型肝炎帶

原者，在癌症化學藥物治療之前，就可以

開始使用口服抗 B型肝炎病毒之藥物，在

一般狀況之下，其健保預防時限為癌症化

學治療結束後的六個月。而急性 B型肝炎

中、低風險程度復發的患者 (如表 A)，應

該向主治醫師討論是否有需要自費使用口

服抗 B型肝炎病毒之藥物，以策穩妥。並

且一定要到門診定期追蹤抽血，以達到定

期監測的效果，以便提早發現，盡早處理。

在日常生活裡需隨時注意是否產生急

性 B型肝炎復發之症狀，如有出現表 B所

敘述之症狀，請盡速就醫。切記在癌症化

學治療後的 2個星期內 (也就是免疫力最弱

以及剛要恢復的那段時間 )，儘量避免出沒

公眾場所，以減少其他病毒及細菌的感染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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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病人在治療癌症且需接受癌症化

學藥物治療前，應先和主治醫師討論是否

有急性 B型肝炎發作的風險，這才是預防

急性 B型肝炎發作的上上之策。

Q：什麼樣的病人容易在癌症化學治療的

療程中併發急性 B型肝炎？

A：總體評估就要考慮到 B型肝炎活性以

及接受哪種癌症化學藥物的治療。

以表 A為例，只要是 B型肝炎活性較

高的病人 (血液檢查有 HBsAg陽性、B型

肝炎 e抗原 HBeAg陽性、高的 HBV病毒

量的病人 )、接受全身化學治療、B細胞

淋 巴 癌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治療、以及癌症化學治療藥物裡

有包含高劑量類固醇、或是因為病人合併

其他風濕免疫科疾病需要使用高劑量類固

醇者，併發急性 B型肝炎的機會就會比較

高。

表 A 急性 B 型肝炎復發的風險程度

風險程度 (%) B 型肝炎活性狀態 造成免疫抑制的藥品及治療

高 (>10%)
HBsAg(+), 高 HBV病毒量 , 

HBeAg(+)

. B細胞淋巴癌之藥品

   (特別是 rituximab)

. 全身性癌症化學治療藥物

. 高劑量類固醇

中 (1-10%)
HBsAg(-), Anti-HBc(+), Anti-

HBs(-)

. 腫瘤壞死因子抑製劑 (TNF inhibitor)

. 酪氨酸激酶抑製劑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 其他細胞因子和整合素抑製劑 (other 

cytokine and integrin inhibitors)

. 肝脈栓塞化學療法 (TACE)

. 中劑量類固醇

低 (<1%)
HBsAg(-), Anti-HBc(+), Anti-

HBs(+)

. 甲氨蝶呤 (Methotrexate)

. 硫唑嘌呤 (Azathioprine)

. 6-巰基嘌呤 (6-mercaptopurine)

. 低劑量類固醇

註：HBsAg 為 B型肝炎病毒是否有帶原            (+)：有帶原 / (-)：無帶原
HBeAg 為 B型肝炎病毒複製活性強弱        (+)：活性強 / (-):活性弱
Anti-HBs 為對 B型肝炎病毒是否有保護力 (+)：有 / (-)：無
Anti-HBc 為曾經是否有得過 B型肝炎        (+)：有 / (-)：無

Q：急性 B型肝炎發作的症狀有哪些？

A：發病通常不明顯，疾病的嚴重度從僅

有血清檢驗才能測出之無症狀感染患

者，到會引發致命情況的猛爆性肝炎，

每個病人都情況都會所不同。

急性 B 型肝炎的常見症狀表 B

發燒 身體虛弱

關節疼痛 食慾不振

噁心或嘔吐 疲勞持續數週到數月

腹痛、腹部腫脹 黑尿 (棕色或橙色尿液 )

黃疸 (眼白和皮膚變黃 ) 黏土色大便 (淺色大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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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Liver Story
肝 馨 故 事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C型肝炎治癒分享 /匿名撰稿 陳小姐

一年多前，因為要動一個小手術，需要頻繁的進出醫院，心情已經是相當低落了，

卻沒料到在術前為了手術麻醉所做的檢查，又得知一個讓我跌入谷底的消息：

『我得了 C 型肝炎。』

我開始懷疑老天爺的決定，為什麼會是我…而如今的我，反而感激這樣的安排。

透過手術檢查得知的錯愕消息

大約一年多前，我因為需要動一個小

手術。那時候因為要頻繁的進出醫院，心

情已經是相當低落了，卻沒料到在術前為

了手術麻醉的檢查又得知一個讓我跌入谷

底的消息：我得了 C型肝炎。

當下真的是完全不想相信，也百思不

得其解為什麼。不只是完全沒辦法理解為

什麼我會得 C肝，也完全沒辦法理解為什
麼會是我 ....

茫然地聽著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黃

志富主任跟我說明 C型肝炎對我的影響
以及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我的感覺其實

是相當違和的。肝臟是非常沈默的器官，

我的家族並沒有病史，我一直以來也沒有

不舒服。要不是這次的檢查，我也不可能

會知道我的血液裡面多了一種別人沒有的

病毒，而且這些病毒會慢慢地削弱我的肝

臟，讓它纖維化。

遵照醫囑治療 向 C 型肝炎說再見

整個醫療過程非常感謝高醫附院肝膽

胰內科的護理人員們以及黃志富主任，謝

謝他們讓我知道 C型肝炎是很好被治癒
的，只要按時服藥就好了，治癒率很高。

且衛生福利部健保給付條件放寬，讓

我能安心治療 C型肝炎。

只要每天固定時間服兩次藥，配合

醫生的指示定期回去抽血檢驗，真的很簡

單。我記得我在服藥的第一個月後，病毒

就沒了。這真的是很振奮人心的消息，也

讓我相信我是真的有可能痊癒的！

經過了三個月的療程後，我血液中已

經再無任何 C型肝炎病毒，我的肝臟纖維
化也在後續兩三次的超音波追蹤回覆到正

常健康的狀態。我們的肝臟跟身體一樣都

會自己修復的，只要我們好好善待它。

這次的經驗讓我開始定期注意我自己

的身體，痊癒之後的我就好像沒有得過 C
肝一樣。身體完全沒什麼副作用，只要定

期回診追蹤即可。我很感謝老天爺給我這

個機會去發現它，並且給我時間讓我能治

癒好，要不是要開這個小手術我不知道在

我的肝臟壞到什麼程度了才會注意到這件

事。

現在的我很開心且感謝自己在當時

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果斷選擇去醫院進場維

修。我所信任的醫療專業幫我更新除錯了

後，我又能繼續快樂地跑上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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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民眾零距離的肝心服務
跨海擁抱澎湖

屢次的篩檢活動，感謝願意來參與

篩檢的民眾們；感謝每回主辦的同仁，為

篩檢活動前置作業時的溝通與協調，總是

投注不少心力；也感謝我們一同參與過篩

檢活動的每位工作人員，大家總是盡心盡

力的配合，為的無非是讓每場篩檢活動能

順利進行；更感謝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

會多年來，舉辦無數場免費肝炎篩檢的活

動，讓我們走進社區，橫跨了偏鄉與離島，

只為提供民眾零距離的肝心服務。

大力的宣導肝炎篩檢是阻斷疾病發展

的首部曲，也唯有透過 B、C型肝炎篩檢

才能讓肝炎患者早期發現、及早治療。

蔚藍海岸與萬里晴空交織成的海天一色，迎著海風，內心如同靛藍海面一般，純

樸而踏實、熱情。 我們帶著這股豐沛的力量，準備迎接澎湖居民，帶給他們零距

離的肝心服務。

撰稿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林姿君 助理

▲攝於 /2019.07.25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最熱誠的態度 最貼心的溫度

最細心的專業度

7月大暑的午後，肩後的背包與手中

的行李箱，說明這是一趟遠行的任務。

隨著出發時間的到來，機場廣播再次

響起，同伴間也相互提醒著該登機了。

經過 30分鐘的飛行，映入眼簾的是蔚

藍海岸與萬里晴空交織成的海天一色。就

在此時飛機準備降落，迎接我們的是一片

紅霞投射於海面上的波光粼粼，「澎湖，

我們來了」，同時也宣告基金會 20周年系

列—兩日離島肝炎篩檢活動，正式起跑。

翌日一早，大夥抵達三軍總醫院澎湖

分院，隨即分頭進行場地佈置以及篩檢流

程的排定，而後各司其職地擔負自己的工

作角色，待一切就緒，便展開今日肝炎篩

檢的活動。期間，同仁們吆喝著民眾並熱

心的引導他們一同來參加肝炎篩檢，從問

卷填寫、基本量測、領取採血管、抽血，

以及學習線上查詢篩檢資料，並告知在一

個月內即可收到書面篩檢結果。

貼心的服務是基金會為民眾提供免費

肝炎篩檢的第一步。肝炎篩檢首場活動，

在大家相互配合下圓滿結束。

拒絕肝苦第一步 抽血篩檢最重要

參與基金會多次肝炎篩檢的活動中，

這是第一次加入離島肝炎篩檢活動，篩檢

過程經常會因為人潮的多寡，需要等候民

眾的耐心與包容，來等待工作人員一一協

助完成篩檢。相較於醫療資源較足夠的都

市地區，此行更深刻感受到參與離島或是

台東篩檢的民眾，他們有著滿滿的珍惜與

體諒，珍惜篩檢活動移師澎湖、台東舉辦；

體諒工作人員為了服務到每位參與篩檢民

眾的用心，而不得已讓鄉親們需耗時排隊

等候。

然而有時人群中，一句簡單的謝謝，

就足以給了我們莫大的鼓勵和動力。

▼ 仔細核對抽血條碼及問卷是否一致，是最重要的小事。

 (攝於 /2019.07.25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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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澎湖台東
728世界肝炎日暨20週年慶免費肝炎篩檢巡迴活動 

絕蹤肝炎力求

Liver Activities
護 肝 活 動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今年適逢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歡慶 20 歲生日，分別與八家醫療院

所合作，從澎湖離島開跑，最後橫跨中央山脈到了台東，共計上千名民眾踴躍參

與，檢視自身健康。

八大醫療院所 齊力根除肝炎

世 界 肝 炎 聯 盟 (World Hepatitis 

Alliance)於 2018年發表，全球每年有

134萬人死於病毒性肝炎，比愛滋病、肺

結核及瘧疾等傳染性疾病還多；且每 10

位病毒性肝炎患者中就有 9位不知道自己

已罹患肝炎。

俗話說「肝若好人生是彩色」，有健

康的肝臟，人生才能活的精彩亮麗。肝臟

是人體最沉默的器官，目前國人對於肝炎

預防及治療還沒有最新及正確的觀念，所

以肝炎患者經常發現有問題時，即已錯過

最好的治療時機。

一直以來，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始終以 2030年根除病毒性肝炎及傳達正

確的肝病防治知識為目標，對於離島偏鄉

居民的肝病防治，一直是基金會所重視的

問題。

適逢基金會 20周年紀念，攜手與三

軍總醫院澎湖分院、衛生福利部澎湖醫

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

院、高雄市立旗津醫院、衛生福利部旗山

醫院、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共同合作，希望

透過巡迴篩檢活動，找出潛在「肝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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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當澎湖肝苦人 遠離沉默殺手

澎湖，臺灣海峽最閃耀的明珠，壯麗

的海洋景色，讓澎湖處處充滿大自然的禮

讚。

然而，肝癌卻是奪走澎湖居民寶貴性

命的主因。2014、2015連續 2年肝癌為

死因之首，而白沙鄉 30-64歲居民罹患 C

型肝炎，比例更高達 24.3%。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自

2018年起，為加強澎湖地區在地化醫療

服務，與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及衛生福利

部澎湖醫院合作，成立「肝病防治教育推

廣中心」，除了固定駐點看診之餘，更加

強落實肝病篩檢，期許能找出更多未確診

人口，為肝炎防治盡一份心力。

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擁抱肝淨人生

20年來，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始

終堅持，深入偏鄉、社區及各大醫療院所，

透過免費的肝炎篩檢活動，一步一步的走

過了 74個鄉鎮，辦過 683場篩檢，喚醒

12萬人對「肝臟」的重視。

由於肝臟是「沉默的器官」，大部分

肝病的發生，並沒有明顯症狀，民眾發現

時通常都為時已晚，導致治療效果不佳。

為阻斷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

除了政府提供的新生兒 B型肝炎疫苗外，

也呼籲民眾多加利用篩檢活動，檢視自己

的健康之餘，更能對 B型或 C型肝炎有正

確觀念及認知。也提醒已知有 B型或 C型

肝炎的民眾，一定要定期至醫院接受追蹤

治療，就可以有效預防肝癌發生。

我們不遺餘力的從衛教宣導、防治到

診斷、消滅肝病，希望能減少國人因不自

知而延誤就醫的機會，以達早期發現、早

期治療的效果。

所以，讓我們一同邁開腳步，集結更

多力量，找出不知道自己有 B、C肝炎的

肝苦人及殊於追蹤、治療的人，期待您的

參與，成為幫助台灣邁向「健肝島」的溫

暖推手。

▲肝病防治不嫌晚 從小建立保肝觀念遠離「無聲殺手」
(攝於 /2019.07.31 高雄市 市立小港醫院 )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戴嘉言教授，利用民眾等候抽血之餘，加強對肝病知識的衛教宣導 
(攝於 /2019.07.25 澎湖縣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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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配合政府政策與口服藥物的提

升，應呼籲治療當做預防，保肝應落實行

動。

希望藉此國際學術交流平台，讓研究

持續創新，建立更多的共識與肝病防治的

方法，促進全人民的健康，朝更多肝臟學

的議題努力。

研究只為找出最好的治療方式

本次會議也特別邀請到陳建仁副總

統，分享在台肝病防治的相關方針，陳建

仁副總統表示 : 「台灣過去一直是肝炎和

肝癌的高盛行區，過去數十年來台灣一直

在相關政策上努力，包含目前政府提供

B、C肝及新生兒疫苗等補助，大幅降低

肝炎及肝癌死亡率。然而衛生福利部目標

2025年全面消除 C肝，呼應世界衛生組

織 (WHO)理念，將健保給付抗 C肝病毒

藥物條件放寬，期勉各界攜手努力防治肝

病。」

▲學術研討會的來賓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醫學研究員，愛是不分國界的，透過學術研討會是

讓彼此更好更進步的最快方法。  (攝於 /2019.08.03 高雄市 高醫國際會議中心 )

國際專家學者來台交流 為肝病防治獻策

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與高雄醫學

大學共同舉辦 2019肝臟學國際研討會，

特別邀請美國、日本、韓國、香港及台灣

等肝臟學學者一同參與，透過相互交流與

分享國內外肝病防治上的最新進展，及日

後肝病的前瞻性研究成果。

防治肝炎 東西方有別

此次會議除了分享台灣肝臟學術文教

基金會近年在 C型肝炎高風險地區、原住

民偏鄉地區的 C型肝炎治療成果及臨床醫

學研究外，海外學者也分享各國對 B型肝

炎及 C型肝炎的學術研究所發現的新型治

療方法。也針對非酒精性脂肪肝及脂肪性

肝炎近期的臨床試驗學術研究，探討發病

機制與治療及代謝相關問題。

隨著東西方國家在病毒性肝炎治療

上的進展，但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人數卻不

斷增加，東西方醫療同樣面臨脂肪肝的危

機，藉由肝臟學研討會，探討整合性肝臟

學醫療，以提升肝臟醫學的未來發展，對

於肝病研究學者來說，提供了莫大的啟發

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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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附院

肝膽胰內科

莊萬龍教授

● 研究計畫績優獎
● 研究成果績優獎
  「一般教師組」
● 研究績優教師
「優秀論文獎」

● 研究計畫績優獎● 研究計畫績優獎
● 研究成果績優獎
  「一般教師組」
● 研究績優教師
「優秀論文獎」

● 研究成果績優獎

 「一般教師組」

● 研究成果績優獎

 「年輕教師組」

高醫附院

肝膽胰內科

余明隆教授

高醫附院

肝膽胰內科

黃志富教授

高醫附院

肝膽胰內科

戴嘉言教授

高醫附院

肝膽胰內科

黃釧峰副教授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醫師群
榮獲2018年高雄醫學大學

研究績優教師獎

研究成果績優獎/年輕教師組

研究計畫績優獎
研究成果績優獎/一般教師組
研究績優教師 「優秀論文獎」

Liver Dynamics
肝 篩 動 態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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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肝炎護肝腳步走透透         逗陣行把握先機  滅C肝不再是奇蹟

篩檢日期與時間 篩檢地點 備註

2020年 01月 19日 (日 )

上午 09:00~16:30

屏東三地門青葉國小

（屏東縣三地門鄉青葉村光復巷 1之 2號）

肝炎篩檢

肝炎衛教

◎其相關肝炎篩檢活動場次尚洽談中。

欲了解最新消息請關注『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官網及 Facebook社群網站

所發布之篩檢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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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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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高雄市梓官區赤崁社區發展協會來函，希望基金會能從當地赤崁里及赤東里
出發，邁開滅除「C肝村」名號的第一步。於是基金會成立專案團隊，於 2019年展開為期
2年的滅 C肝計畫，在赤崁活動中心成立『C型肝炎整合照護中心門診』。居民透過肝炎
篩檢發現報告異常，即可透過外展門診，定期追蹤自己的病況，不用再舟車勞頓到大醫院

花時間排隊抽血檢查，替梓官居民們帶來更多的就醫便利性。

而世界衛生組織 (WHO)希望於 2030年消滅 C肝，台灣則希望在 2025年消除 C肝，
消滅肝病的最後一哩路，需要你我一同集中更多力量，找出尚不知自己有 B型肝炎或 C型
肝炎，及疏於追蹤治療的人。

◎ C型肝炎外展門診檢查項目請以門診現場為主。

◎ 主辦單位有權更改 C型肝炎外展門診相關時間地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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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C 型肝炎外展門診就醫時，請攜帶身分證與健保卡。

◎ 洽詢 C型肝炎外展門診相關問題，請洽 0917-358-368 or 0970-338-842 薛小姐。

C 型肝炎外展門診表

門診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15:30~18:30

 (黃昏門診 )
8:00∼ 12:00 8:00∼ 12:00

門診地點 赤崁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 57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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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資訊不漏接
Donations List

捐 款 名 錄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Step1. 下載愛肝小站 APP

Step2. 輕鬆掌握健康資訊

隨著時代的進步，數據電子化的時代，財團法人台灣學術文教基金會建立一套 APP
名為「愛肝小站」。

以往看報告只能用紙本，而如今下載愛肝小站，隨時登入就可以隨時查詢健康檢
查報告，方便許多。再也不會有報告容易遺失的困擾囉！

在裡面我們也會常常刊登最新消息及義診活動，讓您輕鬆掌握訊息，重要資
訊不漏接！

▲ Android系統請掃此QRcode

▲ APP開啟介面 ▲您的健康報告一目了然 ▲還有歷年的數據可以查看

▲ iOS系統請掃此QRcode

Donations List捐 款 名 錄 33Liver Dynamics 肝 篩 動 態32



謝謝一路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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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107 年 12 月～ 108 年 10 月捐款名錄

107 年 12 月份捐款名錄
150,000元 林O德；
100,000元 黃O富；
10,000元 陳O伶；
2,500元 無名氏；
1,000元 李O嬌、李O瑾、陳O瑞、
周O嶂、蔡O源；
300元 曾O中；
200元 蔡O珊；
100元 陶O中、黃O芳、黃O鈞

108 年 01 月份捐款名錄
50,000元 李O柏；
2,000元 鄭O烋；
1,000元 李O靖、劉O明、吳O燕；
800元 李O人；
500元 曾O桃、許郭O貞；
200元 黃O婷；
100元 曾O芳、謝O瑾、曾O中

108 年 02 月份捐款名錄
500元 林O華、蔡黃O綿；
200元 蕭O明

108 年 03 月份捐款名錄
10,100元 無名氏；
3,000元 林吳O雀；蔡O捷
2,000元 周O正；1,600 元 黃江O柳
1,200元 葉O良；
1,000元 陳O秉、劉O霆、周O彰、
蔡O源、葉余O鑾；
600元 張O清；
500元 鄭O華、龔O琴、陳O英；
300元 黃O鈞；
100元 鍾O英、曾O中、謝O瑾

108 年 04 月份捐款名錄
5,000元 無名氏；
2,000元 簡O雄；
1,000元 胡O瑜、林O銘、楊O；
500元 曾O桃；
100元 鍾O英、黃O鈞

108 年 05 月份捐款名錄
4,000元 王O璇；
2,500元 林O銘；
200元 洪O玲；
100元 黃O鈞

108 年 06 月份捐款名錄
500元 潘O明、林O麗；
300元 張O筑；
100元 謝O瑾、鍾O英、鍾賴O娥、
黃O鈞

108 年 07 月份捐款名錄
100,000元 呂O永；
30,000元 侯O、莊O復、李O青、
施O雄；
20,000元 林O河、陳O廷、沈O良；
10,000元 李O柏、吳O上；
3,000元 黃O恩、黃O淳；
2,000元 呂O儒、吳O玲；
500元 陳O華
200元 曾O中；100元 黃O鈞

108 年 08 月份捐款名錄
46,924元 黃O富；
11,000元 王O弘；
10,000元 韓O榮；
6,655元 陳O英；
3,000元 謝O彥、施O全；
2,030元 周O雄；
2,000元 林O銘；
1,000元 蔡O雄；
500元 郭O發；
413元 侯O鴻；
300元 劉O嫻；
200元 蔡O德、蔡O輝；
100元 謝O瑾、黃O鈞、曾O中

108 年 09 月份捐款名錄
1,000元 葉O良；
500元 溫O宏、鄭O德、許O凱、
葉余O鑾；
100元 黃O鈞、曾O中

108 年 10 月份捐款名錄
50,000元 葉張O淑；
3,194元 黃O富；
2,000元 周O嶂；
100元 陳O珠、謝O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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