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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日子總是有點意思。

在這忙碌的生活裡，有個可以依偎在身邊的人事物，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

15 特別企劃

-篩檢活動 檢驗項目大公開

-免費肝炎篩檢活動不停歇

-2016亞太肝臟研究學會單-主題會議

07 保肝醫館

-甲型胎兒蛋白AFP

-台灣面臨環境病！登革熱找上門！

-週週運動 有效預防脂肪肝

-甚麼！新藥治療率可達九成！

-可近性醫療 篩檢前進偏鄉

-愛上奉獻

05 創科者的話

-推動肝病防治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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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0年 小港區肝炎篩檢活動

創科者的話Pioneer Note

2005 年，張文宇教授退休後，在高醫附

院肝膽胰內科擔任榮譽教授及顧問醫師，

服務至今也 50 多年了。

張文宇教授為了將醫療服務帶入群眾中，

在民國 88 年成立了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

術文教基金會，帶領著全台數十位專科醫

師共同投入肝炎防治以及肝病研究，除了

深入窮鄉僻壤篩檢與衛教，也進行大規模

調查並時刻舉行學術研討會。

肝病是台灣的國病，為了能夠更專精肝炎

領域，張文宇教授曾前往日本鹿兒島大學

專攻消化器內科，回國後展開肝病研究之

路，並發表多篇論文，使高醫附院肝膽胰

內科，成為台灣知名的肝病研究機構。

民國 72 年，張文宇教授帶領高醫附院肝

膽內科前進山地部落落實肝炎篩檢活動，

偏鄉地區的醫療資源匱乏，當地居民看到

有醫師前往紛紛盛裝前來，令張文宇教授

感嘆。

長期以來，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

金會在張文宇教授的帶領下，第一線的篩

檢、衛教等預防醫學逐漸交棒給年輕醫

師，讓義診的腳步不曾停歇，並針對偏鄉

地區設立定期就醫巴士、捐助偏遠地區孩

童肝炎疫苗等，並開設特別門診，使偏鄉

地區居民有便利的醫療管道。

治療肝病對張文宇教授而言曾是遙不可及

的夢想，但這個夢想在他的努力還有肝炎

學術治療與臨床治療不斷地推陳出新下，

透過篩檢、衛教，從預防醫學及定期追蹤

慢慢做起，渴望肝病蔓延時時刻刻被控制

住，肝癌死亡率就會逐年下降。

張文宇教授時常強調「傳承」的重要性，

青出於藍說起來很簡單，事實上卻很難做

到，他期許自己在無私的奉獻與傳授下，

肝病研究能有很大的進展。

受訪／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張文宇教授

撰寫／蔡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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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不明顯
上腹痛楚
食慾不振
體重下降
疲倦及噁心 

肝癌徵狀

保肝醫館Liver Clinic

在門診常會遇到病患拿著檢驗報告問說：

「醫師！我的甲型胎兒蛋白不正常，我會

不會得了肝癌？」，甚至有民眾會問說：

「醫師！我有肝癌，但為什麼我的甲型胎

兒蛋白是正常的？」等等問題。

甲型胎兒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
是一種由胎兒腸胃道，卵黃囊及肝臟所分

泌之球蛋白。它可以經由羊水，通過胎盤

進入母體血液中。因此在懷孕期間的婦

女，血清中甲型胎兒蛋白也會上升，大約

在妊娠的第 28 週至 32 週會達到最高。

但如果母體血清中甲型胎兒蛋白異常上

升，也必須考慮胎兒發育異常之可能。此

外一些源自於生殖細胞的腫瘤，如畸胎瘤

病患其血清中甲型胎兒蛋白也有可能異常

上升。

除了上述情況外，肝臟疾病也有可能伴隨

血清中甲型胎兒蛋白的上升，其中又以

肝癌為最常見造成異常上升的疾病，因

此甲型胎兒蛋白也被用於肝癌高危險群

病患之篩檢參考準則，一般建議慢性肝炎

病患每六個月、肝硬化病患每三個月應檢

驗血清甲型胎兒蛋白濃度，若異常或持續

上升須小心罹患肝癌之可能。此外甲型胎

兒蛋白也可應用於診斷肝癌及肝癌治療後

的追蹤，在治療前甲型胎兒蛋白高的肝癌

病患，治療後若甲型胎兒蛋白下降回到正

常範圍，代表治療效果好甚至肝癌完全清

除，相反的若治療後甲型胎兒蛋白持續上

升或先下降後上升，則代表治療效果差或

肝癌復發轉移。

但並非全部肝癌病患甲型胎兒蛋白都一定

會上升，有一部分肝癌病患甲型胎兒蛋白

是不會上升的，在這種情況下甲型胎兒蛋

白就無法當成診斷或追蹤的工具，因此在

肝癌高危險群病患之追蹤篩檢上，不只要

檢驗血清甲型胎兒蛋白還必須合併腹部超

音波檢查，才能避免遺漏甲型胎兒蛋白正

常之肝癌。

除肝癌外，肝細胞再生過程中也會分泌甲

型胎兒蛋白。因此在肝炎，尤其急性肝炎

或肝硬化病患其血清中甲型胎兒蛋白也可

能有上升之情形，此上升情形是間接反應

肝細胞壞死後的再生，不過仍然必須小心

排除肝癌的可能。因此甲型胎兒蛋白高不

一定就是肝癌，但正常也無法絕對排除肝

癌。所以肝癌高危險群病患必須合併其他

檢查工具來追蹤，而非僅靠血清甲型胎兒

蛋白檢驗。

撰寫／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葉明倫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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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關心您的健康

減少容器使用、徹底清洗容器

巡檢室內外

有可能積水的容器

倒掉積水、

將不要的器物丟棄

應刷去蟲卵、收拾容器勿積水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有點熱、又有點濕

的環境，正是蚊子最喜歡的生長環境。

登革熱 (Dengue)，是一種由登革病毒所

引起的急性傳染病，會經由蚊子傳播給人

類。

依據不同血清型病毒，分別為Ⅰ、Ⅱ、Ⅲ、

Ⅳ，四種型別，每一型都具有感染力。

如果感染到某一型的登革病毒，就會對那

一型的病毒「終身免疫」，但是對於其他

型病毒僅具有短暫免疫力（2-9 個月），

意思是假如曾得到過第Ⅰ型登革熱，那就

對第Ⅰ型登革熱終身免疫，但還是很有可

能在被感染第Ⅱ、Ⅲ、Ⅳ型登革熱。

當重複感染不同型登革熱，可能會引起體

內不同程度的反應，從像感冒症狀的發

燒、倦怠、噁心嘔吐到出疹、四肢冰涼，

甚至出現腸胃道症狀、肝臟腫大、嚴重出

血等登革熱重症。

一旦發現有感染登革熱症狀者，應盡快就

醫，並聽從醫師囑咐，自我隔離約3-5天，

避免再被蚊蟲叮咬。

由於目前尚無預防接種的疫苗，也沒有特

效藥物可以治療，所以感染登革熱者，一

定要聽從專科醫師的囑咐，並配合衛生政

府組織實施登革熱噴藥相關事物。

1. 居家預防：

A. 裝設紗窗、紗門

B. 花瓶與盛水器需每週清洗一次

C. 穿著淡色長袖衣物並抹上防蚊液

2. 巡倒清刷：

A. 巡檢室內外有可能積水的容器

B. 倒掉積水、將不要的器物丟棄

C. 減少容器使用、徹底清洗容器

D. 應刷去蟲卵、收拾容器勿積水

Q：

我本身是 C 型肝炎患者，如果有登革熱

病媒蚊咬了我，又咬了家裡的人，那請問

家裡的人會得 C 肝嗎？

A：
C 型肝炎本病毒主要是經由打針注射或被

汙染的血液製劑傳染的。目前並無研究證

實登革熱病媒蚊叮咬會傳染 C 型肝炎。

平時應做好正確的清潔工作

哩肝災 - 肝病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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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亞太肝臟醫學會（APASL）研究發

表，單靠著運動很難降低體重，但如果搭

配規則性的有氧運動，則可以有效的改善

內臟脂肪且能改善脂肪肝，並減少罹患心

血管疾病的風險。

整天坐在辦公室，很難不發現因為長期久

坐、姿勢不良，造成肚子大、屁股大、大

腿緊緊相依的悲慘情況。

專家建議，每天堅持多走一段路、多爬一

次樓梯，都是對預防脂肪肝是有益的。每

周運動五次各 30分鍾（運動 357準則），

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項目，間歇性運動，

搭配良好的飲食習慣，都有效幫助你遠離

脂肪肝。

以鍛鍊全身體力和耐力為目標，就算體重

沒下降，也促進到了全身血液循環，運動

不僅可以使交感神經興奮、血漿胰島素減

少、更能抑制三酸甘油脂的合成，並促進

脂肪分解。

間歇性運動訓練可增強體力，也能訓練和

保留更多肌肉，有助雕塑身體線條，且提

升運動代謝力，增強運動減重的效果。

脂肪肝患者應以低強度、長時間的有氧運

動為主。以有氧代謝為動力性活動，以幫

助患者有效降低脂肪、促進肝內脂肪消

退。

運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運動量要慢慢增

強，並做到持之以恆、才能讓身體更健

康。

在運動過程中，常常感覺肌餓難受嗎？

運動要吃得飽吃得好，應盡量選擇食體體

積大，熱量低的蔬菜，烹煮時也不要把食

物切得太細、煮得太爛，這樣才可以增加

飽足感。

最後最後，切記，運動中一定要適時補充

水分噢。

運動，該怎麼吃？

上上下下左左右，跟著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

油，跟著老師動吃動。

                                                        －自由發揮 GYM

今年二月，C 肝治療邁入新時代，亞太

肝臟醫學會（APASL）一項華人地區全

口服 C 肝新藥研究發現，投藥前如先確

定病毒基因型別，精準用藥，治癒率達

99%，就連肝硬化也能被逆轉，治癒率可

達 98%。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余明隆教授表示，國

內 C 肝患者人數約在 50 萬至 70 萬之間，

病毒可區分為不同基因型及亞型，台灣病

人以 1b 居多，占 55%，目前治療方式以

干擾素合併雷巴威林為主，但副作用較

高，治療成功率僅六成至七成。

研究指出，基因型 1b 型患者罹患肝癌的

風險明顯偏高，且對於 C 肝目前標準治

療干擾素的治療反應不佳，加上容易產生

副作用，影響病患治療意願，這正是台灣

肝癌患者逐年增加的主因。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余明隆教授指出，以

往使用干擾素治療無效的 C 肝病患，只

能束手無策、毫無想法，但全口服抗病毒

藥物研發問世後，開啟了 C 肝新希望，

令醫界大感振奮。

C 肝口服藥物徹底改變 C 肝治療指引，

安全性高、副作用低，逾九成治癒率，為

了確保療效，病患投藥前基因檢測就成為

治療關鍵，如藥費能更親民，未來定能大

幅減少國內肝癌新增人數。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余明隆教授表示，高

醫參與臨床研究的 C 肝患者，治療成效

相當顯著，台灣近期會有三至四種的口服

C 肝藥物上市，有些藥費高達上百萬元，

如何選擇、精準用藥成為重點，因此若能

於治療前透過病毒基因檢測，將可協助醫

師為病人決定最佳的治療方式，確保療

效。

受訪／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余明隆教授

出處／聯合晚報即時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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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戴嘉言教授指出，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長期推動

「可近性醫療」，期望解決偏鄉資源缺乏

的處境，由醫療團隊前進鄉鎮，進行相關

篩檢活動。

以肝病篩檢來說，實際執行後發現，「醫

師直接進入當地進行治療」的效果，比

「肝病篩檢後提供報告，請患者自行前

往」的效果更佳。

去年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團隊進駐高雄

市梓官區衛生所設立「肝病治療特別門

診」，多年來共篩檢一萬五千多人次，檢

驗出兩千多 C 型肝炎案例，顯示高盛行

地區醫療需求高，故結合公衛體系資源，

方便病患就近追蹤檢查與治療，可有效提

升肝病治療率。

那時還在念書的我，看到班上同學的紙上

寫著「Love in devotion」，當時的我不

懂得紙上的意義是甚麼，但我想這一定是

他的快樂來源，而我想甚麼時候我才能找

到自己的快樂來源呢？

畢業後，我不斷的摸索自己，直到踏入了

非營利組織，盡己所能開始去幫助需要幫

助的人，並且從中獲得和感受快樂。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成立以

來，努力推動社區肝病篩檢活動，而我也

跟著篩檢團隊的腳步，前進許多偏鄉和資

源匱乏地，每每都是伴隨著天空微露出的

日光，就得梳洗換裝，準備出門，一天篩

檢工作就此展開。

朝五晚三的篩檢工作，是常態，除了路途

遙遠外，還要準備各個耗材並且到篩檢現

場準備。非護理背景的我，多半承擔社區

肝炎篩檢中問卷、基本檢測、採血管的發

放等行政庶務工作。也因為如此，我有更

多的機會透過對話來認識社區篩檢的民

眾，聽聽當地民眾和我分享逗趣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 20 出頭的少年前來做肝病

篩檢，他的兩隻小腿有著滿滿的刺青        ，

我好奇又帶點害怕的口氣問他：「你刺這

一整片不會痛嗎？」他說：「跟朋友比賽

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自 1994 年起，

在高雄市梓官區沿海部分，進行過幾次的

大型篩檢活動，所得出的數據顯示出高雄

市梓官區的 C 型肝炎抗體盛行率在成年

居民中曾高達 41.6%，造成如此高盛行

率的原因可能與當地醫療資源有關。

即使在同一地區，依據不同的職業背景

與地理環境，C 型肝炎的盛行率也有所差

別，為了能更詳細且客觀的了解 C 型肝

炎對於高雄市梓官區的影響及變化，台灣

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將採取巡迴式肝病篩

檢活動，在高雄市梓官區全力出擊進行大

規模篩檢活動。

將針對梓官區 15 個里，一一實施篩檢活

動，並配合梓官衛生所搭配整合性篩檢項

目，更搭配腹部超音波篩檢以提升民眾參

與意願，將社區健康照護推廣出去。

阿！」我把口中的「你們很無聊耶！」這

句話吞了下去，換成了簡單的肝炎防治衛

教，瞬間我感到快樂，因為我奉獻了自己

的所能，哪怕只有短短的兩分鐘，哪怕對

方可能聽聽就忘了，但我知道自己小小的

舉動，很有可能改變一個人一件事，成就

對方大大的快樂。

有許多的快樂都在我們的生活週遭，沒有

利益的互動是最單純的美好。每場篩檢的

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忙碌的日子也總

是過得特別快，餘光裡快速掃蕩今日篩檢

的一切，沿路經過的整個社區密布著太多

迷人的微小風景，民眾嘴巴裡的感謝，手

心裡的溫度，都是我很大的動力，同仁間

互相幫忙的默契，又是另一種一起奮鬥的

革命情感    。而我們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藉由協助民眾接受肝炎篩檢，喚起民

眾對肝炎防治認知的重視。

註 1：使用清潔不完全的針頭刺青，有可能透過血液感染

罹患肝炎。

註 2：歡迎加入肝病篩檢團隊擔任志工，樂於助人就像家

人一般。

受訪／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戴嘉言教授

撰稿／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林庭宇

註 1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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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活動 檢驗項目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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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Special Report

特別企劃Special Report

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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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肝炎篩檢而言，抽血是必要的檢查項目之一，透過篩檢進一步的抽血檢驗，可得知

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況，抽血檢查每一項目都有其特殊意義。

然而檢驗項目眾多，您知道自己檢驗的項目有哪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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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肝炎篩檢活動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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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邀請未篩檢過、型肝炎之民眾前來參與篩檢活動

檢驗項目依當天

篩檢現場為主

主辦單位有權

更改上述篩檢

時間與地點之權利

歡迎來電洽詢

篩檢相關問題

提醒您

參加篩檢請攜帶

身分證與健保卡

特別企劃Special Report

亞太肝臟研究學會單一主題會議2016亞太肝臟研究學會單一主題會議2016
The Asia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詳請請至主題會議網站查詢
或至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官網上查詢

主題會議網站 消化系醫學會

APASL STC

特別企劃Special Report

您是否曾經做過 B、C型肝炎檢查呢？

您知道嗎？對一個肝病患者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定期追蹤。

社區調查發現，大部分慢性肝病病人，事實上都不知道自己有肝病，

所以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鼓勵社區民眾踴躍走出戶外參與肝病篩檢活動。

亞太肝臟研究學會（The Asian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APASL）於 1978 年在新加坡成立，至今

逾有 30 年，是提升肝臟醫學研究與醫學

教育為目的的重要國際組織。

亞太肝臟研究學會致力於促進肝臟醫學之

進步，因此至 2004 年起每年都舉辦相關

學術會議，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之肝臟學學

者參與會議活動。而今年，高醫附院肝膽

胰內科代表台灣高雄爭到亞太肝臟研究學

會單一主題之主辦權。

由亞太肝臟研究學會與台灣消化系醫學

會所主辦的「2016 亞太肝臟研究學會單

一主題會議（APASL），已於 6 月 10 至

12日假高雄展覽館盛大舉行並圓滿落幕。

本次會議主題為「Hepatitis C : Before 
and Beyond Cure」，包含四大主題的會

議探討「C 型肝炎：流行病學、自然病程

與全球影響」、「新時代的 C 型肝炎患

者治療」、「C型肝炎治療前後的併發症」

及「C 型肝炎感染的肝外症狀」等等，亦

邀請亞太地區、歐洲和北美專家等介紹肝

臟病學之研究和臨床知識，希望藉此國際

醫學交流平台研討肝臟各項學術成果，並

共同見證臺灣醫療水準的進步，提昇臺灣

肝臟醫學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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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SL Single Topic ConferenceAPASL Single Topic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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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亞太肝臟研究學會（APASL）單一

主題會議於 6 月 12 日在高雄落幕，會議

主題聚焦 C 型肝炎。與會的國內外專家

學者認為，隨著醫藥科技進步，政府決策

和醫衛工作應致力於提升民眾對 C 型肝

炎的認知，破除疾病污名及歧視，並從篩

檢、診斷到治療，協助患者治癒 C 型肝

炎。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到世界肝炎聯盟

（World Hepatitis Alliance）主席、C 肝

信托基金（The Hepatitis C Trust）執行

長查爾斯・高爾（Charles Gore）。

亞太肝臟研究學會（APASL）在今年六

月已經順利結束了，此會議不僅聚焦在探

討 C 型病毒肝炎的議題上，更包含了多

種流行病學與治療藥物等等。

APASL 的與會來賓來自世界各地，有國

際知名肝臟權威的中研院陳定信院士及

陳培哲院士，更有世界肝炎聯盟（World 
Hepatitis Alliance）主席 查爾斯�高爾

（Charles Gore），還有 APASL 前會長

Masao Omata，更邀請到台灣陳建仁副

總統到現場演講，還包括台灣肝臟研究學

會會長簡榮南教授、台大高嘉宏教授、高

醫大莊萬龍教授（APASL 會長）、陽明

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李美璇博士等人，場

面精采。更有國際新藥的四巨頭，來台尋

求肝病治療合作對象，國內新藥廠商也大

高爾建議政府將眼光放長遠，共同致力於

消滅 C 肝努力。高爾特別推崇澳洲政府

的積極作為，他指出，澳洲政府是最佳的

談判者，向藥廠討價還價，致力於統一價

格，讓感染者有能力接受治療，可望提前

在 2025 年達成消滅 C 肝的目標。

而高爾也到高雄展覽館的 WHA 攤位中，

替大會抽出兩位幸運兒，以於大會期間贈

送贈品，為研究會又增加了亮點。

量投入肝病新藥開發公司，這些都是台灣

生技業邁向國際的契機。

APASL 不光只是一場會議，更是一個探

討新藥發展的機會，更讓台灣廠商備受重

視，讓肝臟研究者有機會分享新一代長效

型干擾素對慢性C行肝炎的成果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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