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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  
 

「英國肝臟信託基金」（ British Liver Trust）的工作宗旨是： 

 支持各種肝病的患者 

 增進對肝臟及相關健康問題的知識和了解 

 鼓勵並資助新型療法的研究 

 為實施更好的服務而展開遊說。 
 

我們所有出版物均經過醫療專家和肝病患者的審核。 

我們的網站提供所有類型成人肝病的資訊，而我們的服務熱線則就一般和有關醫療的查詢給

予意見和支援。 

請致電 0800 652 7330 或訪問 www.britishlivertrust.org.uk 

 

肝臟 
 

肝臟是人體的「化工廠」，肩負著幾百項對維持生命至關重要的任務。肝臟性質強韌，就

算大部分受損，仍然能夠發揮作用。它也可以自行修復 — 甚至進行大面積的再生。 
 

肝臟具備約500種不同的功能。重要的有： 

 抗感染和疾病 

 消除並處理毒素及藥物 

 濾清體內血液 

 控制膽固醇水平 

 生成激素並維持平衡 

 生成負責體內大多數化學反應（例如凝血和組織修復）的化學物質- 酶和其它蛋白

質 

 處理經消化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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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膽汁，幫助食物在腸內分解 

 儲存能量，當身體最需要能量時可以迅速使用 

 儲存糖分、維生素和礦物質（包括鐵質） 

 修復受損細胞並進行自我再生。 

 

肝病是怎樣形成的 
 

肝損傷會隨年日漸漸形成。不管是否由病毒感染引起，肝臟的任何炎症均被稱為肝炎。突

發性的肝臟炎症被稱為急性肝炎。肝臟炎症持續超過六個月時，則被稱為慢性肝炎。 
 

纖維化是指在發炎的肝臟中形成疤痕組織。纖維化的發展時間因人而異。即使存在疤痕組

織，肝臟也可繼續以相當理想的狀態發揮作用。對肝炎病因的治療可以防止肝臟進一步受

損，並修復部分或全部的疤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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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指炎症和纖維化擴散至整個肝臟，並破壞肝臟形狀和功能。隨著肝硬化形成，疤

痕組織會更廣泛地擴散，可以透過超聲波掃描檢測出來。即使來到這階段，患者也可能沒

有任何肝病的病徵或症狀。在肝細胞工作容量嚴重受損至無法修復或肝臟組織無法再生

時，永久性損傷便告造成。 
 

這種永久性細胞損傷會導致肝功能衰竭或肝癌。所有必須由肝臟處理的化學物質及廢棄物

質會堆積體內。此時，肝臟損傷程度嚴重至整個身體會因為廢棄物的堆積而中毒，這階段

被稱為晚期肝病。在肝病的最後階段，廢棄物的堆積會影響多個器官，這稱為「多器官功

能衰竭」。當多個器官受累，患者接續便有可能死亡。 

 

什麼是癌症？ 
 

人體由幾十億個不斷生長、死亡及再生的細胞組成。細胞的死亡、再生、生長及發育一般

受到緊密控制。一旦控制失效，細胞便開始異常生長和分裂，聚簇形成一個被稱為「腫

瘤」的包塊。這些腫瘤可以是良性，又可以是惡性。「癌症」是對惡性腫瘤的稱謂。 

 

肝臟良性腫瘤 
 

肝臟良性腫瘤駐留在肝內，不會擴散到其它器官或身體的其它部分。它們通常只在有限時

間內成長，且不產生症狀。 
 

大多數良性腫瘤都是偶然才發現的。如果它們體積大、易出血或引起任何不適，偶爾會需

要進行手術切除。 

 

惡性腫瘤 
 

惡性癌腫是無控制生長的細胞，它們不斷入侵、侵蝕或破壞正常健康的組織。 
 

癌症不是一種單一疾病。事實上，有200多種不同類型的癌症，每種癌症都有自己的名

稱、病因和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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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 
 

肝癌有兩大類別：繼發性和原發性。 
 

1.繼發性肝癌 

繼發性肝癌，有時稱為轉移性肝癌，是一種首先在身體其它部位出現，然後擴散至肝臟的

癌症。 
 

肝內診斷出的繼發性癌症可能是其它器官內有癌症的早期病徵。 
 

2.原發性肝癌 

原發性肝癌是始發於肝臟的癌症。其兩種主要類型是： 

 肝細胞瘤，亦稱為「肝細胞癌」 

 膽道系統癌，包括膽道上皮癌（膽道癌）和膽囊癌 

 

肝癌的發病情況如何？ 
 

在英國，繼發性肝癌比原發性肝癌要常見得多。儘管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每年約有

15,000人罹患繼發性肝癌。相比之下，每年約2,600人被診斷為原發性肝癌。 
 

 

 

儘管原發性肝癌鮮見於英國和其它發達國家，但在非洲和亞洲卻相對普遍。 

 

肝癌的病因 
 

繼發性肝癌 

在身體其它部位形成的原發性癌症一直是繼發性肝癌的起因。 
 

當身體另一個部位形成癌症時，少量癌細胞可能會脫離，並進入血流。因為肝臟會過濾血

液，所以血流中的任何癌細胞都極有可能駐留在肝臟形成癌結節（轉移）。 
 

如果始發（原發性）的癌症體積太小而檢測不到，稱其為「原發部位不明的繼發性癌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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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發性肝癌 

1. 肝細胞瘤或肝細胞癌 

原發性肝癌的主要起因是肝硬化，患處由於長時間受損而形成疤痕。任何引起肝硬化的疾

病均可能導致肝細胞癌，但硬化的某些起因與肝細胞癌有著特別強烈的聯繫，包括病毒感

染引起的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由於飲酒過量造成的硬化，或者是血色病（又名：血色素

沉著症，是一種由體內鐵質超載引起的罕見遺傳病）。 
 

患上肝硬化並不意味著你會患上原發性肝癌。一百例肝硬化患者中，只有三、四例會繼續

發展成為肝細胞癌。 

 

2.膽道系統癌 

大多數患者中，發展成膽道上皮癌或膽囊癌的原因尚不明確。可是，有下列問題的患者最

可能患上膽道上皮癌： 

 一種稱為原發性硬化性膽道炎的肝臟問題 

 由於肝臟內的多個結石或寄生蟲感染（肝吸蟲）引發的慢性膽道炎症。 

 

什麼人易患肝癌? 
 

繼發性肝癌的風險因素 

你只有在身體其它部位患有始發癌症，才會患上繼發性肝癌。最容易患上繼發性肝癌的是

那些大腸（結腸）癌、胰腺癌、胃癌、肺癌或乳腺癌的患者。 
 

 
原發性肝癌的風險因素 

在英國，最容易患上原發性肝癌的人群包括： 

 男性，患肝細胞癌的可能性是女性的兩倍 

 肝硬化患者，特別是由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酒精或不常見的肝狀況 - 血色病引

起的肝硬化 

 長期使用合成代謝類固醇的人（危險性略有增加） 

 



www.britishlivertrust.org.uk Fighting liver disease

 6 

 吸煙人士 

 慢性腸炎患者，例如潰瘍性結腸炎或膽囊炎症（危險性略有增加） 
 

 

在發展中國家，最容易患上肝細胞癌的人群包括那些長期暴露於黃曲霉毒素B的人群，而

黃曲霉毒素B可能存在於霉變的大米、小麥、花生、穀物和黃豆中（在亞洲和非洲較常

見）。 
 

 

 

降低罹患肝癌的風險 

儘管不可能完全消除患上肝癌的風險，但你可以透過採取以下措施來降低風險： 

 避免飲酒過量 

（對於男性，建議每天飲酒不超過三個單位，女性則不超過兩個單位）因為飲酒會

增加你患上肝硬化（原發性肝癌的主要起因）的風險 

 透過接種乙型肝炎的疫苗、實行安全性行為，並且不與他人共用可能被血液感染的

用具（比如針頭、剃刀和牙刷），以避免感染乙型和丙型肝炎（兩者均為肝硬化的

主要起因） 

 戒煙，或從不嘗試吸煙。 
 

此外，如果你身體的其它部位發現有癌症，可以透過接受早期症狀篩查，以控制發生繼發

性癌症的風險，特別是當原發性癌症位於胃部、食道、胰腺或結腸。 

 

肝癌症狀 
 

肝癌的早期階段通常沒有症狀，因為就算只是部分運作，肝臟同樣可以運行良好。 
 

如果你注意到任何症狀，症狀通常並不明確，而且類似於其它肝臟疾病的症狀。它們可能

包括： 

 乏力（疲勞）和虛弱 

 總體感覺健康狀況欠佳 

 缺乏食欲 

 感到噁心（反胃），想嘔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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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減輕 

 肝臟部位疼痛或不適（把你的右手放在肋骨的右下邊，它將剛好蓋住你的肝臟） 

 皮膚瘙癢 

 皮膚上可見呈放射圖案的蜘蛛腳狀微血管（蜘蛛痣） 

 肝腫大，有觸痛感（你可以在右肋下面感到觸痛） 

 深色尿/灰白便（糞便） 

 失去性衝動（性欲）。 
 

嚴重症狀 

一些症狀可能是某種嚴重問題的病徵。如果你具備下列任何情況，應立即尋求醫療指導： 

 皮膚和眼睛發黃（黃疸）— 通常是肝病的第一個、有時是唯一一個病徵 

 腹部腫脹，可能是由於癌症本身的發展或是液體在腹內淤積（腹水） 

 高熱，顫慄 

 吐血 

 深黑色柏油樣大便（糞便）。 

 

肝癌如何診斷？ 
 

對你的診斷通常取決於你患有繼發性肝癌還是原發性肝癌。 
 

如果你患有繼發性肝癌，很有可能在診斷出原發性癌症的時候就被發現。例如，也會對腸

癌患者做檢查，尋找到達肝臟的任何擴散。在這種情況下，你的繼發性肝癌通常由癌症專

科醫生（腫瘤科醫生）或外科醫生進行診斷。 

 

如果你患有包括膽道系統癌的原發性肝癌，診斷通常遵循類似的模式： 

 你的家庭醫生將記錄你的病歷 — 問明有關症狀 — 再進行詳細的臨床檢查。 

 然後你的家庭醫生會採一些血樣，並可能安排做一次腹部超聲波。 

 你會被安排去看一名專科醫生（外科醫生或腸胃科醫生/肝臟專科醫生），醫生或

會做更多驗血檢查，並安排你拍攝肝臟的特殊影像（參看下文）。 

 如果成像結果未能確定，你可能會被安排去做活組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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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檢測方法 
 

驗血 

驗血提供有關你肝臟一般健康狀況的資訊。此外，如果懷疑患上肝細胞癌，也將測量血液

中一種稱為「甲胎蛋白」的蛋白質。在十例肝細胞癌患者中，約五至七例的甲胎蛋白水平

會隨著病情的發展而上升。經治療後，甲胎蛋白水平通常會逐漸下降，所以它對於判定治

療成效來說是一種有用的工具。 

 

在膽道系統癌中，驗血測得的腫瘤標誌物CA19-9及癌胚抗原水平也有可能會上升。 

 

醫學影像 
 

超聲波 

超聲波，也就是用於證實妊娠期一切安好的同一技術，會把聲波發送進體內。回聲被拾

音，用於構成一幅肝臟狀況的圖像。超聲波不會造成疼痛。 

 

電腦斷層掃描 (或稱CT掃描) 

電腦斷層掃描機從不同的角度拍下身體的 X 光片，然後輸送進電腦。電腦將圖片進行加

工，以提供一系列身體被掃描部分的截面（或「片層」）圖片，供醫生深入觀察肝臟和其

它器官。 
 

儘管掃描是無痛的，但有些人在電腦斷層掃描機裡會感到幽閉恐怖。在極少數情況下，有

些人會發生噁心或對所用造影劑有過敏反應。這可以立即得到治療。 
 

核磁共振成像 

核磁共振成像運用射頻波和一個強力磁場（而不是X光），為體內器官和組織創建一幅清

晰而細緻的圖像。 
 

核磁共振成像雖然不會痛，但噪音很大，而且有些人會感到幽閉恐怖。因為核磁共振成像

使用強力的磁場，你必須得告訴醫務人員你身上有否佩帶任何環墜或任何金屬物品，如心

臟節律器或骨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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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血管造影 

肝血管造影是對供應肝臟的血管進行的一種 X 光研究，如果在電腦斷層掃描和核磁共振成

像之後對診斷仍有疑問，便需進行肝血管造影。其操作是使用一根導管（一根可彎曲的細

小軟管）穿過腹股溝上的一個小切口置入血管。然後將染料經導管注入，「照亮」腫瘤裡

的血管。 
 

肝血管造影片通常在局部麻醉的情況下進行，也有可能對你注入鎮靜劑。因此，可能會要

求你在醫院裡過夜（最短住院時間六小時）。檢查通常只會令人不舒服，而不會造成痛

楚，你應該在第二天就可以開車。 
 

 

腹腔鏡檢查 

腹腔鏡檢查會利用裝在可彎曲光纖管末端的帶照明燈微型攝像頭，從皮膚的一個小切口

（「鎖孔」）將其插入你的體側來拍攝肝臟圖像。如有必要，可以同時採集肝臟活組織切

片。 
 

腹腔鏡檢查在全身麻醉下進行。檢查後會疼痛，但通常用止痛片足以減輕痛楚。檢查後 

24 小時不應開車。腹腔鏡檢查一般在白天完成，但偶爾有必要在醫院過夜。 
 

肝穿刺活組織檢查 

在肝穿刺活組織檢查中，會採取一小片肝作研究。將一根細的空心針穿透皮膚刺入肝臟，

提取一小片組織樣本。 
  

檢查通常在局部麻醉下進行，即可能須要在醫院裡過夜，不過有些人會獲准在當天晚些時

候回家。由於檢查會產生不適，而且在極少數情況下會有內出血或膽汁滲漏的風險，必須

至少臥床六至八小時。請向你的醫生詢問有關這種檢查的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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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在你進行任何治療之前 — 藥物、手術或調研 — 你必須表示同意（允許）。未經你本人同

意，不會進行治療。在表示同意之前，你需要了解： 

 你為何需要治療 

 治療期間會發生什麼情況 

 治療方案的優點與缺點 

 治療的明顯風險或副作用是什麼 

 備選治療方案是什麼 

 如果你不接受治療，會發生什麼情況。 

 

治療方案 
 

有多個可行的治療方案。有些治療方案旨在根除癌症，以達到治癒的效果，如果並不可

行，則方案的目的是把腫瘤縮小。遺憾的是，只有少數患者有可能治癒。 
 

你所接受的治療方案將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 

 癌症在肝內的確切位置 — 有時候有幾個 

 癌症的階段（腫瘤的大小及程度） 

 你的一般健康狀況，特別是你的肝功能的一般狀態（許多原發性肝癌患者由於肝硬

化而致肝細胞受損） 

 

適合所有類型肝癌的治療方法  
 

手術 

對治所有肝癌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是手術。它是唯一一個提供治癒機會的方法，但不一定可

以實施。你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手術將取決於許多不同的因素，包括： 

 癌症的大小和位置 

 癌細胞是否已經擴散到肝外 

 手術後肝的其餘部分是否能夠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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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部手術最盛行的形式為「部分肝臟切除術」，肝臟受癌症影響的部分會被切下並去除。 
 

如果你患上由肝硬化損害肝細胞而引起的肝細胞癌，那麼通常就不可能進行部分肝臟切除

術。可以考慮肝移植，但只有少數人適合做肝移植手術。 
 

肝臟手術是一種帶有一定嚴重風險的大手術。 

 

部分肝臟切除術可能造成的風險 

有些患者在部分肝切除後得了黃疸（皮膚和眼白發黃）。在這種情況下，黃疸通常只是暫

時的，並且當某些新的肝細胞再生時會消退。 
 

用於這種手術的切口是橫向的，沿著肋骨架下方的自然形狀和曲線。由於術中神經末梢會

被切斷，你的疤痕部位周圍會有麻木感。有這種麻木感的患者一般沒有報告指稱他們的生

活受到影響。 

 

肝癌手術的併發症 
 

肝細胞癌 

 出血而必需回到手術室做手術，一百例中約有一例。 

 胸部感染，十例中約有一例。  

 傷口感染，二十例中約有一例。 

 膽汁自肝表面滲漏，十例中約有一例 

 肝功能衰竭（剩下的肝暫時無法發揮功能），二十例中有一例。 

 腹水（腹內體液），五例中有一例。 

 黃疸，四例中有一例。 
 

遺憾的是，十例肝細胞癌患者中約有一例會因手術死亡。 
 

膽道癌 

 出血而必需回到手術室做手術，一百例中約有一例。 

 胸部感染，十例中約有一例。 

 傷口感染，二十例中約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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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汁自肝表面滲漏，六例中約有一例 

 肝功能衰竭（剩下的肝無法發揮功能），十例中有一例。 

遺憾的是，十例膽道癌患者中約有一例會因手術死亡。 

 

繼發性肝癌 

 出血而必需回到手術室做手術，一百例中約有一例。 

 胸部感染，十例中約有一例。 

 傷口感染，二十例中約有一例。 

 膽汁自肝表面滲漏，十例中約有一例。 

 肝功能衰竭（剩下的肝無法發揮功能），一百例中有一例。 
 

遺憾的是，一百例繼發性肝癌患者中約有三例會因手術死亡。 

 
  

我們並不是用這些資訊來嚇唬你，而是幫助你對治療方法作出知情選擇。 

 

肝細胞癌的非手術治療方法 
 

注射乙醇 

乙醇是一種純酒精，可以注射到肝臟癌瘤，讓其脫水而殺死癌細胞。用一根非常細的針穿

透皮膚，乙醇會隨針注射進腫瘤。要破壞癌腫可能需要注射五次以上。 
 

如果你的腫瘤數量少且邊界規則，通常適於注射乙醇。 
 

射頻消融 

射頻消融是一種用熱力破壞癌腫的途徑，透過把針刺入腫瘤進行。當針刺入腫瘤內部時，

用高頻電流加熱並破壞癌瘤。並非所有腫瘤均適合進行射頻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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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塞術及化療栓塞術 

栓塞術及化療栓塞術是直接作用於腫瘤的化療類型，以減少抗癌藥物在患者血液內的副作

用。栓塞術透過把一種含有微型膠樣圓珠或海綿膠碎片的物質，經動脈注射進肝臟，可起

到封閉作用，阻斷腫瘤的血液供給，以阻止腫瘤的生長。 

在化療栓塞術中，藥物（如多柔比星）會同油性染料（碘化油）混合，在使用栓塞物質之

前注射。藥物被封閉起來，只作用於腫瘤，且持續較長時間。這種療法在局部麻醉下進

行，需要住院達兩天。旨在改進以這種輸送藥物途徑的新方法正在研究中。你的醫療顧問

可為你提供有關這些療法的更多資訊。 

 

膽道癌非手術治療方案 
 

支架 

膽道支架用於治療膽道內發生的梗阻。在膽道內狹窄（縮窄）之處，醫生可以插入一條稱

為支架的細小金屬絲網或塑膠的導管，以撐開膽道使其不至於塌縮。支架可以保持永久固

位，有助膽汁排入十二指腸。通常按一種使用內窺鏡的步驟來放置，這種步驟稱為「內窺

鏡逆行胰膽道造影術」。這是一條帶微型攝像頭的空心導管，穿過你的食道並下行至膽道

區。另一種常用的方法是「經皮穿刺膽道造影術」，將一根空心針穿過皮膚（局部麻醉並

使用鎮靜劑之後）插入梗阻的管區以引導並放置支架。 
 

 

光動力學療法 

光動力學療法是一種相對新穎的技術，旨在盡量減低對正常組織的損害的同時破壞癌細

胞。患者會先被靜脈注射「光敏化」藥物，以使細胞對光更加敏感。然後，在給予光敏化

藥物後最多兩天之內，將一盞低功率的紅燈（通常由激光器發出），在放置膽道支架時定

向在治療區上。這樣會啟動藥物，使其侵襲附近的癌性組織，並由此促進膽汁從肝內排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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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其它非手術治療方法 
 

化學療法（化療） 

化療是用藥物殺死癌細胞，或阻止癌細胞複製的一種治療方法，旨在使腫瘤縮小，並減慢

病情的發展。以注射或片劑形式給藥。 
 

化療不會治癒你的癌症，但可以控制癌瘤甚至縮小它的尺寸。這有助於減輕症狀並可能延

續生命。在極少數病例中化療用來收縮癌瘤，以至可以對癌瘤實施手術。 
 

不是每個患者都能夠進行化療。如果你患上膽道癌或有任何黃疸的病徵（皮膚或眼球發

黃），你可能無法進行化療。 
 

化療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包括： 

 貧血 

 感染風險增加 

 淤青風險增加。 

在接受化療後，你需要定期驗血以監測藥物的效果，並觀察你對治療的反應如何。 
 

臨床試驗 

醫生一直試圖尋找治療患者的最佳途徑。你的專科醫生會與你交流有關參與臨床試驗的可

能性。這會牽涉到使用新藥物或新的用藥方法來治療。 
 

你並非必須參與臨床試驗，就算你不參與，對你的照料也不會因此受影響。如果你參與試

驗，你可能會接受有助治療的特別監測。參與研究的醫生將告知你有關臨床試驗的細節資

訊。 

 

照顧支援 
 

有時可能沒有一種適合你的治療方法，或許因為你的癌症進展太快，治療對你沒有益處。

另外有時候，在衡量過各種選擇之後，患者選擇不接受任何治療。不管你選擇哪一種治

療，你的癌症治療中心應該支持你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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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可能沒有可選的治療方案，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任何方法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幫助和

支持。 
 

補充飲食 

如果你發現進食困難，有很多的營養補充品可供處方。有些是可以噴灑在食物上的食用

粉，有些則是可當正餐的飲品。一天在餐與餐之間啜飲一些營養補充品，可以確實地補充

你的卡路里攝取量。請向你的醫生或營養醫師洽詢這方面的協助。 
 

應付經濟困難 

你的家庭醫生或麥美倫護士（Macmillan Nurse，如有的話）可以幫助你獲得援助、暖氣

費、度假及其它與你疾病有關的家庭開支的補助金。他們也可以幫助你為你自己或為照顧

你的人員申請補貼。約見一名社會工作者也許會有幫助，同樣地，請向你的家庭醫生或護

理護士提出。 

 

處理症狀 
 

隨著病情的發展，你會出現不同的症狀。你是否會出現所有症狀或其中任何一種症狀並不

確定，但下列資訊可以幫助你認識一些處理這些症狀的方法。 
 

 

腹水 

腹水是指液體在下腹區（腹腔）淤積。腹水形成的幾種原因可能包括： 

 腹腔壁的癌細胞引起體液滲漏，進入腹腔。 

 由於肝臟並沒有正常運作，所以其周圍的靜脈壓力增加，引起液體滲漏，進入腹

腔。 
 

類似腹腫大、不適的腹水症狀可以透過服用利尿劑，或將一根臨時引流管插入下腹排出體

液，便可得到緩解。遺憾的是，儘管可以施行這兩種治療，但腹水還是可能會復發。 
 

疼痛 

腹部（有時在背部）會出現疼痛。如果疼痛影響到你，有各種止痛藥可供嘗試。你將會從

服用一些簡便的止痛藥開始，例如撲熱息痛(paracetamol)或可待因(codydramol)；有些患

者並不需要比這些藥效更強的止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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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沒有療效，那麼就會給你服用一種嗎啡基的止痛藥，如硫酸嗎啡片(MST)。不

要擔心會對嗎啡上癮，鎮痛使用的嗎啡與「消遣性」使用嗎啡的作用原理不一樣。 
  

一天兩次、通常是在早晨和晚上睡覺前服用硫酸嗎啡片。原理是，嗎啡緩慢釋放到血流，

並由此為持續緩解疼痛提供基礎。如果你的疼痛無法控制，通常會給你服用液態嗎啡或瓶

裝速效片以「加強」鎮痛效果。記錄下你服用的液態嗎啡的用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可

以作為你增加嗎啡片劑用量的指標。 

 

嗎啡類藥物也可以用類似於尼古丁貼劑的形式給藥。這種輸送止痛藥的途徑可以用在無法

服用片劑的患者身上。 
 

 

記住一點，多數止痛藥會讓你便秘。便秘並不是指你上廁所的次數，而是你排便的容易程

度。如果你發現自己有便秘趨勢，請飲用足夠的水，並在家裡常備瀉藥，以幫助你排便。

儘量避免便秘的情形發生，因為這會增加你需要服用的止痛藥的用量，並因此更加劇便秘

的情況，而成為一個惡性循環。為了恢復常態，你需要打破這個狀態。當你服用止痛藥

時，很有可能會需要服用一些瀉藥。 
 

你也會發現止痛藥或甚至是你的疾病本身會引發嘔吐。如果是這樣，那麼你將可以使用有

效阻止這種狀態的止吐藥。 
 

在非常罕見的情況下，常規的方法仍然無法控制你的疼痛，你便會被轉介給專家治療，例

如麻醉師或專科護士，他們將能夠給予你特殊的治療。 

 

輔助藥物及替代藥物 
  

有許多輔助藥物及替代藥物可以用來緩解肝病症狀。但某些用於非肝臟相關疾病的藥物會

損害肝臟。目前，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並不清楚某些療法在處理肝病方面的作用和地位。這

些療法的使用必須作出更多研究。你可能會希望和你的醫生一起討論這些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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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詞彙 
 

致癌物  – 在接觸活組織時可能會引發癌症的任何實質。 
  

惡性上皮腫瘤 – 一種在組織內形成、使皮膚及身體內部器官（上皮）增厚的癌症。 
 

膽道癌 – 在膽道產生的癌症。  
 

 

腸胃科醫生 – 專項了解並治療消化性疾病方面的醫生。 
 

肝細胞癌 – 肝細胞的癌症。 
 

肝臟專科醫生 – 專門研究和治療肝臟問題的醫生。 
 

黃疸 – 皮膚及眼白發黃。 
 

轉移 – 惡性腫瘤從始發部位向遠處擴散。 
 

腫瘤科醫生 – 專門研究和治療癌症的醫生。 
 

原發性硬體化性膽道炎 – 一種不常見的肝臟疾病，引發膽道（肝內、外的管道，將稱為膽

汁的消化液運送至腸子）收縮。膽道收縮時，它阻斷膽汁的流動，引發肝臟疤痕的形成。 
 

部分切除術 – 手術移除身體的某些部位。 
 

外科醫生 – 專做手術來治療患者的醫生。 
 

潰瘍性結腸炎 – 直腸和結腸（腸的一部分）內形成潰瘍及炎症的一種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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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訊 
 

英國肝臟信託基金（ British Liver Trust）發行廣泛針對公眾編制的有關肝臟和肝臟問題的

宣傳冊。 
 

你可能會覺得特別實用的宣傳冊有： 

 肝硬化 

 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 

 肝病檢查解釋 

 肝臟移植 

 原發性硬化性膽道炎(PSC)。 

 

如要獲取更多資訊，請與我們聯繫： 

電話: 0800 652 7330 

電子郵箱: info@britishlivertrust.org.uk 

網址: www.britishlivertrust.org.uk 
 

本手冊只作參考用。在按照手冊內提供的任何資訊採取行動之前，應獲得專業、醫療或其

它方面的意見。英國肝臟信託基金不對因根據手冊內容採取（或不採取）行動而造成的後

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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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因你而不同 
 

 

肝病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採取更多措施... 
 

為了讓英國肝臟信託基金能夠繼續支援、資訊提供及研究計畫，我們需要你的支持。雖然我

們透過各種渠道盡力籌措資金，但是大部分資金還是來自志願捐助。你的捐款，能讓我們幫

助更多的患者。 
 

如果你希望透過組織或參與募捐活動來進一步幫助我們，請致電 0800 652 7300或電郵至 

info@britishlivertrust.org.uk。 
 

你也可以使用我們的網站來捐款 ，網址為www.britishlivertrust.org.uk， 

或寫信至 British Liver Trust, 2 Southampton Road, Ringwood, BH24 1HY 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