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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的關鍵字 # 疫情 # 變動 # 成長

2020 是一個奇特的年份，它讓我們相愛，也讓我們學會分離

好像說明著，這是一個學習告別的年代。

疫情：席捲全球

新型冠狀肺炎 COVID-19發展至今已經一年了，此病毒危害到全世界，讓我們

都紛紛戴上口罩，繃緊神經，進入無人模式。在病毒的內心裡不知已經演化了多

少代，侵襲了世界大大小小的國家、更有多數人因染疫而告別了這個世界。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新型冠狀病毒不再無藥可解，但許多無辜的生命早已喚不回

來，這徹底的讓我們學著分離。

變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當全世界都籠罩在新型冠狀病毒的陰影下，臺灣卻宛如平行世界般，不僅維持著

正常的生活機能，還出現了大量的報復性出遊等，或許是難以感受到新冠病毒的

威脅，近期配戴口罩對臺灣人來說，已成為了全民運動。

當世代越來越進步的同時，面對疫情，在預防及治療上還有許多路要走，期許我

們都能樂觀面對，卻不能失去警戒，在這個人人恐慌的時代，做好自身健康，才

能保護自己與身邊的人。

成長：#TaiwanCanHelp

一場疫情改變了全世界，但也因為疫情肆虐，讓人們情感的連結與信任更加深

厚，更因為疫情讓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台灣。

疾病無國界，關愛更深遠。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疫情讓台灣醫療照護的成就，

願意與世界分享，從現在到未來，讓我們一起團結抗疫，健康醫療、全新生活進

一份努力。

最後，讓我們向所有醫護人員與無名英雄們致敬、致謝。

他們在面對未知疫情時，盡心盡力，幫助世界上更多人守護生命和健康，也再次

對台灣的醫療成就，付出了極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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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篩檢 要治療 肝會好

Liver Feature
保 肝 報 導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結合了部分

地區許多洗腎室，實施無 C洗腎前瞻計

畫，從過篩到治療，從治療到追蹤，持續

性地提供更多的服務，並增加更多的衛教

宣導、更在研究肝病治療方法及成立線上

肝病諮詢上下足功夫。今年更是得到了相

關肯定，更能協助相關血液透析院所得到

認證證明，基金會的每一小步都是醫學上

的一大步。

我們都希望「來篩檢」能成為新全民

運動，「要治療」是多了更多的就醫選擇

與機會，「肝會好」更是早起發現早期治

療的醫囑。

距離 2025年消滅 C型肝炎還有 4年

的時間，無肝病的願景已經不遠了，基金

會將會更積極的去推動、去尋找那些還未

參與篩檢的民眾。期望未來繼續有您的支

持與參與，讓保肝溫度持續進行，讓消滅

肝炎的目標更靠近。

1990年前 C型肝炎不被他人所知，

現在不僅被大家廣為流傳，更能有效的治

癒 C型肝炎，2020年諾貝爾生醫獎，頒

發給發現 C肝病毒的 3位學者，這是非常

有意義的創舉，讓消滅 C型肝炎病毒成為

不可能中的可能。

回顧這些年來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

會對於 C型肝炎所做的努力，不斷的尋求

改善及增進 C型肝炎療效的方法，從最

初的干擾素到以長效型干擾素 (pegylated 

interferon)合併雷巴威林 (Ribavirin)，到全

病毒基因型 DAA問世，我們不斷的跟著

台灣政策，為國人健康貢獻甚鉅。

但是當 C型肝炎防治與治療步上軌道

還不夠，我們要做的還有更多。近年來洗

腎透析治療的品質及技術不斷提高，但血

液透析的病人因為免疫力低下、頻繁接受

侵入性醫療處置及治療照護過程中醫療照

護人員頻繁的接觸等多重因素，有更大的

機會發生及惡化，而 C型肝炎病毒感染即

是其中一個重要且常見的致病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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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血加驗肝炎 讓未來肝淨溜溜 望工程 2025 C
消除   肝最後一哩路C

醫師看診 主動問「肝炎篩檢了嗎」

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表示，中央地

方攜手努力三到四年，已治療十萬名Ｃ型

肝炎患者，但仍有四成感染者尚未篩檢及

治療。建議可「抽血加驗肝炎」，因國人

愛看病，喜歡領藥、抽血、做檢查，若能

在驗血時透過雲端大數據自動挑選出沒做

過肝炎篩檢的人加驗肝炎，而中間檢查費

用差額由公務預算支付，期望提高篩檢量。

中研院特聘研究員陳建仁說，健保署

擁有完整的就醫資料，國健署有Ｂ、Ｃ型

肝炎高風險地區以及受刑人、洗腎、梅毒、

愛滋病等特殊族群篩檢資料，只要整合，

就可成為未來肝炎普篩的重要數據。他也

建議所有醫師看診時主動問：「做過肝炎

篩檢嗎？」

彰縣超前部屬 特殊族群為首要族群

彰化衛生局從 2005年執行肝炎篩檢

至今超過 20萬人，目前 C型肝炎盛行率

約 3.4％，雖然不是國健署定義的高風險

區，但協助執行計畫的高雄長庚醫院內科

部胡琮輝教授表示，彰化衛生局執行力強

主要在衛生局的長期耕耘及超前佈署。

彰化衛生局找出因針頭汙染導致 C型

肝炎高風險的四大特殊族群，藥癮、愛滋

感染者、矯正署機關、末期腎病透析患者，

直接運用公權力介入治療。這四大族群接

受各種治療前，必須先篩檢，且一定是會

回診的族群。以矯正機關為例，入監受刑

人都需要檢驗 HIV，卻沒有檢驗 C肝，以

前篩檢率僅一到兩成，治療率更低，衛生

局介入後篩檢率達百分百，治療率達八成。

學者建議 開放所有醫師開立處方

中研院士陳培哲說，治療Ｂ、Ｃ型肝

炎的口服藥目前僅限消化系專科醫師才能

開立處方，建議健保署開放所有醫師都能

開立相關處方，且能強制醫師提醒與介入，

達成「肝炎篩檢家家催、口服藥品處處開」

的目標，促使醫師主動出擊。

而在醫療上，臺大醫院副院長高嘉宏

特別為Ｂ型肝炎患者抱屈，由於目前Ｃ肝

藥物的健保給付原則，只要體內有病毒就

提供給付，相較之下，人數眾多的Ｂ型肝

炎患者在治療上卻限制重重，不少病人體

內病毒活躍，卻礙於肝指數和肝纖維化不

夠嚴重，無法獲得給付。

台灣在肝炎防治上，中央擬定政策，

目標清楚且有執行力，相信一定有機會能

「肝肝淨淨」，讓慢性肝患者及早治療、

降低肝癌風險，同時達到 2030年消除慢

性肝炎的目標。

洗腎感染機率高 篩檢降低交叉感染風險

洗腎患者入院前也需檢測 C型肝炎，但檢

測後，就讓患者使用專用的機器洗腎，未

進一步協助治療，一是患者自認年紀大，

洗腎辛苦不願再吃藥，二是洗腎 C型肝炎

帶原率達 11％，交叉感染機率極高，全面

介入篩檢與治療已大幅增加治癒率。

已知洗腎患者 C型肝炎發生機率高，

每年新增末期腎病透析患者約 100位，我

們將針對準備進入洗腎的患者，進行篩檢

與治療，只要這些 C型肝炎傳染途徑都斷

航，就有辦法進一步達到全面消除。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肝膽

胰內科莊萬龍教授表示，從此經驗來看，

消除 C型肝炎若有公權力介入，就有辦法

達標，而每一家醫院、社區對待員工、民

眾，若都能像彰化縣全面篩檢，就有辦法

全面消除 C型肝炎。

文章出處 /聯合報
文章出處 /聯合報

國內Ｂ、Ｃ肝炎患者近三百萬人，如
何做好肝炎防治，減少肝臟纖維化、
肝硬化及肝癌，已成重大議題。衛福
部部長陳時中出席台灣肝病醫療策進
會與聯合報共同舉辦「台灣肝淨未來
論壇」，首度提出「抽血加驗肝炎」
的措施，配合健保大數據，期望早日
達到全民肝炎普篩。

消除 C 型肝炎邁入全面普篩，台灣肝

臟研究學會與聯合報健康事業部、衛

生福利部國家消除 C 肝辦公室與基隆

市肝病防治協會共同舉辦專家會議。

Liver Feature保 肝 報 導保 肝 報 導Liver Feature 0706



一劍三雕！                   治好C肝不只防肝癌 
胃癌淋巴癌風險大降7成

無形殺手在身邊 即篩即治沒煩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與台灣肝臟學

術文教基金會於 728世界肝炎日前夕舉辦

記者會，呼籲「來篩檢、要治療、肝會好」

護肝三招。

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余明隆公布最新

研究，追蹤 1萬多名 C型肝炎患者從 260

人大幅降低至 60人，且清除 C型肝炎病

毒，不只降低肝炎、罹患肝癌的機率，還

減少 6成 7罹患胃癌和 7成 3惡性淋巴癌

的機會。

肝功能檢查僅是肝臟健康預防指標

余明隆指出，C型肝炎患者中有 45%

人肝功能雖然正常，但已有 23％呈現顯著

肝纖維化第三或第四期；肝炎症狀並不明

顯，等患者出現疲倦、食慾不振，甚至黃

疸、小便茶褐色等病情已不樂觀。

余明隆表示：「對於 C型肝炎治療，

應該越早越好，除了可減少肝硬化、肝癌

等肝臟相關併發症外，還可以進一步降低

肝外惡性腫瘤的風險。」呼籲 45歲以上

民眾至少要接受 1次肝炎篩檢，若有吸毒

史、洗腎史、腎功能、糖尿病的民眾，則

為高危險群，應儘早篩檢。

肝病有台灣國病之稱，是危害國人健康的第一大殺手。

肝癌連續40年列在癌症死亡前2名，全台每年有約1萬多人確診肝癌，其中八成是B、

C 型肝炎造成的。高雄醫學大學最新研究發現，成功治療、並清除 C 型肝炎病毒不只

能防範肝癌，還可以降低七成淋巴癌和胃癌的機率。

Liver Clinic
保 肝 醫 館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文章出處 /風向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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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無法以體重控制與治療三高達

到改善嚴重脂肪肝之效果者，目前可嘗試

Pioglitazone與維他命 E。

前者是治療糖尿病的老藥，後者屬於

氧化劑。無糖尿病者可用維他命 E注射 (每

天400—800單位 )，但長期注射不切實際，

過量可能會有死亡率上升、出血性中風、

些許攝護腺癌風險的增加。Pioglitazone會

造成水腫、心衰竭等副作用，導致膀胱癌

的疑慮。因此，欲使用此二藥，須要先做

肝臟切片檢查，並照會肝膽專科醫師評估

利弊方得使用。

所幸，目前有進入臨床第三期試驗的

新藥： Obeticholic acid，初步報告能改善

肝功能、肝纖維化，且副作用偏低 (皮膚

癢 )，此藥核准上市指日可待。

怎麼知道自己有無脂肪肝？

脂肪肝大多肝功能是正常，診斷脂肪

肝主要是藉由肝臟超音波。正常肝臟實質

是偏黑色，但脂肪肝呈現偏白色 (如圖 )。

若超音波的遠端衰減現象明顯，也就是淺

層肝臟較白，但深層肝臟因較多脂肪緣故

而轉黑，會判定為中度或重度脂肪肝。

其他檢查如：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

可診斷脂肪肝，但因耗時且昂貴，不會用

來做第一線的檢查。一旦知道脂肪肝後，

應立即做肝纖維化檢測，以往常須要肝切

片才能得知纖維化程度，目前高醫肝膽

內科有無痛的非侵襲性肝纖維檢查儀器

(Fibroscan、ARFI)，自費千餘元，五分鐘

內可完成檢查。

脂肪肝不僅影響肝臟，造成肝炎、肝

硬化與肝癌，也跟三高、心血管疾病息息

相關，很多患者反而最後是受到心血管事

件的危害 (如中風、心肌梗塞 )。

調整生活習慣、體重控制、規則運動

與妥善控制三高，才是治療脂肪肝的根本

之道。

已知有肝纖維化者，請每半年接受超

音波檢查，不能因抽血正常就以為肝臟沒

問題，若有肝腫瘤才能藉此早期發現並早

期治療

七分靠飲食 三分靠運動

一般保肝藥對脂肪肝並無療效，減重

才是最好的治療。減重大於 3%，可開始

讓肝炎改善，減重大於 10%，可以消除肝

纖維化。以一位 70公斤的成年人為例，

約需減重 2~7公斤。減重速度每週約 1公

斤，若減太快容易引起膽結石，也可能反

過來加重脂肪肝。

脂肪肝患者大多併有高血壓、高血

糖、高血脂，因此需要定期量測血壓、血

糖、膽固醇、三酸甘油脂。飲食方面可以

採取「地中海型飲食」，多攝取蔬果、堅

果，宜少鹽少糖、戒菸酒，並養成每週運

動的習慣。

要預防脂肪肝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對脂

肪肝，呼籲民眾要好好愛護自己的身體，

適當的飲食與運動，並維持正常作息，都

能大幅的降低脂肪肝，保肝要確實，才能

真正享受肝淨生活。

撰稿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梁博程 醫師

B 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是一種世

界性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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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r Clinic保 肝 醫 館保 肝 醫 館Liver Clinic 1110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新觀念

藉由飲食、體重控制與運動，若能適

度的減少 10%以上的體重，通常就可以明

顯的改善脂肪肝與肝功能異常的嚴重度。

但若是在營養師的指導下，仍無法達

到良好的飲食與體重控制，必要時可在醫

師指示下藉助藥物或是減重手術（針對病

態性肥胖病患）來達到控制非酒精性脂肪

肝病變。

非酒精性脂肪肝 易造成肝硬化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雖然也是以脂肪

肝為表現，但其致病機轉與酒精造成的完

全不同。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主要是因為

過多的脂肪堆積在肝細胞裡面，進一步導

致肝臟發炎，肝臟長期發炎就有可能導致

肝硬化及後續併發症。

所以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一般分成

「單純脂肪肝」與「非酒精性脂肪肝炎」

兩類，之間的差異主要是在有沒有造成肝

臟細胞氣球化變化之發炎現象。

在臨床上區分病患是「單純脂肪肝」

或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炎」也是相當重要

的，因為「單純脂肪肝」在長期狀態下造

成肝硬化的機會並不高；相反的「非酒精

性脂肪肝炎」在長期肝臟發炎的關係下就

較有機會造成肝硬化，甚至肝癌。

至於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的治療藥物，

雖然部分降血糖藥、降血脂藥、護肝藥與

維生素 E或許可以改善肝功能。但最重要

的仍然是開始健康的生活型態。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已逐漸成為國人

肝病的主因，針對高危險族群病患的照護

也是日漸重要，如此才能避免進一步肝硬

化與肝癌的發生。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

高危險族群的照護及用藥

主要是包括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

胖、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症候

群、與年齡超過 60歲的族群。

臨床上遇到這類族群病患同時有肝功

能指數異常時，要特別注意非酒精性脂肪

肝炎的可能性，即使肝功能指數正常，這

類族群病患也需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檢查

以追蹤脂肪肝的變化。

至於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高危險群的

照護，不管是單純脂肪肝，或已經產生非

酒精性脂肪肝炎，最重要的是建議病患生

活型態的改變，包括飲食控制、體重控制

與適度運動。

如果是有合併糖尿病，高血壓，高血

脂的病患，通常可藉由藥物達到良好的血

糖、血壓與血脂的控制，同時也能夠改善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變。

撰稿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葉明倫 副教授

李女士是位年約 60 歲婦女，於本院門診接受高血壓與糖尿病治療，因肝功能指數持

續異常被轉診至肝膽胰內科門診。 經過檢查後發現李女士有嚴重脂肪肝合併肝硬化

的情形。 聽聞此結果李女士大感震驚， 追問「脂肪肝不是不會怎樣嗎？」、「為什

麼我還會肝硬化？」、「那接下來怎麼辦，有沒有藥可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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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分期及治療

另外在 2017年美國癌症聯合委員會 (AJCC)推出第八版肝癌的 TNM分期，T是依照腫

瘤的大小和侵犯程度，N是肝臟局部淋巴結的轉移情況，M是遠處轉移，依照不同的期別

有不同的治療方式。

要決定肝癌臨床分期的方式是依照影像學檢查如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等，肝癌有其特

殊的顯影方式，若電腦斷層顯影方式不典型，或是腎功能不全，可考慮選用核磁共振。MRI

沒有輻射影響，可以多串行參數成像，並具有瀰散加權成像、波譜分析和灌注加權成像以

提高診斷率。近年來又有肝細胞特異性對比劑 (Gd-EOB-DTPA)的使用，在電腦斷層難以分

辨的腫瘤或許可由核磁共振解決。要有正確的分期才會有適當的治療方法，不同的分期也

有不同的預後。

目前肝癌的觀念仍是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效果最好，因此希望例如慢性 B、C肝炎感染、

肝硬化、家族中一等親曾罹患肝癌等有肝癌危險因子的民眾能定期追蹤，內容包括抽血檢

驗肝功能、胎兒蛋白與腹部超音波檢查篩檢，這樣才不會錯失治療的良機。

化療藥物的免疫抑制 活化 B 肝病毒

王小姐的檢查結果是超音波發現肝腫瘤，血清胎兒蛋白高達五萬。因此便趕緊排腹部

電腦斷層與腫瘤抽吸細胞病理檢查。經確定診斷後並啟動分期評估，在經過本院肝癌團隊

會議討論後，根據期別與病患及主要照顧家屬共同擬訂治療計畫，病人依團隊會議所訂之

癌症分期接受最適當之治療，因此減少了無謂之身心傷害並獲致最佳之治療效果。

肝細胞癌一般簡稱之肝癌，是成人肝臟原發性癌症中最常見的，主要的致病因是慢

性 B型或 C型肝炎、酒精性肝炎以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目前肝癌的分期主要是用巴

塞隆納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系統分期，其根據病人日常生活功能 (PS, 

performance status)、腫瘤大小、腫瘤數目、血管侵犯程度、腹水、血清白蛋白值及膽紅素

值等肝功能指標 (CPS, Child-Pugh Score)，做為臨床肝癌治療的選擇依據 (如表格 )。

撰稿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張庭遠 醫師

王小姐 35 歲年輕女性，本身是 B 型肝炎帶原者，但長期以來身體並

無不適，直到最近右上腹疼痛，一開始她也不以為意，以為是胃痛，

後來間歇性疼痛維持了一個月，體重漸漸下降，她才去門診就醫。

肝癌分期

(stage)

日常生活功能

(PS)

肝功能指標

(CPS)
腫瘤大小及數目 治療方法

0 期 正常 A
只有一顆腫瘤且

2公分以下 依狀況可採取手

術切除、酒精注

射、電燒或肝臟移

植等治療

早期
正常

A-B

只有一顆腫瘤或

三顆小於 3公分

中期 多顆腫瘤

晚期
有症狀～時而

臥床休息

腫瘤侵犯肝門靜

脈有淋巴結轉、

有遠端器官轉移

化學栓塞或合併

其他治療

標靶治療、免疫療

法或放射線治療

末期 需長時間臥床 C 症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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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肝癌治療肝癌治療新希望
新福音中晚期肝癌患者中晚期肝癌患者新福音 日常體能狀態分級

癌症患者在接受治療前，也需要評估

日常體能狀態（ECOG分級），日常體能

狀態可分為六級：

ECOG 0分表示患者無疾病症狀、能

正常生活，此為最佳的狀態，若出現疾病

症狀，則依患者能否正常步行、以及臥床

時間、生活自理程度予以分級，ECOG分

數越高，表示患者體能狀態越差。

BCLC 肝癌分期 決定治療方式

完成了肝硬化分級及日常體能狀態

分期後，就能進一步評估肝癌分期，目前

最常被採用的肝癌分期方式為巴塞隆納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 BCLC) 系

統分期，根據肝硬化程度、日常體能狀態、

腫瘤顆數、腫瘤大小及血管侵犯程度予以

分期：BCLC 0期表示為非常早期、體能狀

態佳、單一顆腫瘤小於 2公分者，但是，

隨著腫瘤顆數變多、腫瘤大小變化、血管

侵犯、癌細胞轉移程度及肝硬化嚴重程度

上升，BCLC分期依嚴重程度分別診斷為

A期到 D期，中晚期肝癌即是指 BCLC分

期中的B期及C期，可評估接受藥物治療，

肝臟無聲抗議 小心觀察症狀

中晚期肝癌的症狀，經常包括消化道不適、

腹脹，不明原因疲倦、體重下降，或出現

黃疸症狀，少部份病患會有右上腹疼痛感，

但大部份都是沒有特殊疼痛感的，因此被

稱為無聲的器官。

肝癌治療 先從分期開始

肝癌的治療，與其他癌症最大的不同

在於，60%-70%的肝癌病患經常伴隨肝硬

化的問題，而肝硬化的程度會直接影響肝

癌治療的選擇及有效性，因此，肝癌的治

療也需要特別關注肝功能以及肝硬化的分

期。

肝 硬 化 分 級（Child-Turcotte-Pugh 

Score）需要注意『三分級、五指標』，肝

硬化評估的五個指標包括：是否出現腹水、

肝腦病變、總膽紅素上升造成黃疸，另外，

因為肝臟是製造白蛋白及凝血因子的主要

器官，因此白蛋白及凝血時間的變化也是

評估肝功能的主要指標。

而 D期則為末期，只能評估是否適合接受

換肝，普遍因腫瘤轉移其他器官、換肝機

率較低，因此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仍然是

最好的方式。

積極治療 肝癌新希望

中晚期肝癌患者，自 2007年起多項

標靶藥物陸續上市後，除了化學治療外，

增加許多第一線及後線治療選擇。   

惡性腫瘤有二大特性，第一是不受控

制的生長，第二是快速擴散的轉移能力，

而標靶藥物即是作用於阻斷癌細胞增生的

訊息、抑制癌細胞生長，目前國內有二種

一線治療的標靶藥物，疾病控制率可達六

至七成，平均存活期約 13個月。

2020年國際增加一項用於肝癌一線治

療的新選擇，是同時使用免疫＋抑制血管

新生標靶治療中晚期肝癌，可說是肝癌的

雞尾酒療法。

免疫藥物的作用，在於啟動人體本身

的正規軍隊 -免疫細胞，辨別偽裝、躲藏

的癌細胞進而殺死癌細胞，同時合併抑制

癌細胞增生的標靶藥物，在第一線雙管齊

下的治療方式下，腫瘤縮小的機會高達三

成，而引發國際討論的是，有十分之一的

機率能看到腫瘤完全消失，這在過去肝癌

治療上是很罕見的，此項合併治療的華人

平均存活期更延長至 24個月。

依照以上五個指標的嚴重程度給予分

數，依總分評為三級肝硬化：

A級（輕度）肝硬化的階段，病人仍

然能維持日常生活；B級（中度）肝硬化

程度時期，肝臟已經無法支持正常生活運

作；C級（重度）肝硬化，則是俗稱的肝

衰竭，評估換肝的機率較高。

衛福部資料統計，國人十大死因中，癌症連續 38 年位居首位，每 10 分 27 秒就有

一人因癌症死亡，其中肝癌已連續 40 年排名前二名。據統計，每年肝癌新增大約一

萬人，更有近八千人死於肝癌。

在台灣，造成肝癌主要的成因以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為主，但這無聲的器官，經常在

發現時已經是中晚期，常受到肝硬化、肝功能變差而增加治療難度，因此早期篩檢

慢性 B 型肝炎及 C 型肝炎並接受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受訪 /高雄醫學大學 余明隆 副校長

ECOG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 : 美國
東岸癌症臨床研究合作組織評估量表

Child–Turcotte–Pugh五個項目相加得出總分。
得分越高，肝硬化越嚴重。

分數 1 2 3

腹水 無腹水 容易控制 嚴重棘手

肝腦病變 無 輕度
中度或重

度

總膽紅素

(mg/dL)
<2 2~3 >3

血蛋白

(g/dL)
>3.5 2.8~3.5 < 2.8

凝血時間

延 (秒 )
(或 INR)

<4
(1.7)

4~6
(1.7-2.3)

>6
(2.3)

肝硬化嚴重 A級 (輕度 ) B級 (中度 ) C級 (重度 )

總分 5-6分 7-9分 10分以上

肝運作
尚可支持平
日作息

無法支持平日
作息

肝衰竭，需換肝

ECOG

癌症患者生活品質
病人體能狀態

0 正常，無疾病症狀

1
有症狀，可正常步行，對生活

無影響

2 臥床時間 <50%
3 臥床時間 >50%
4 需長期臥床，無法自理生活

5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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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Story
肝 馨 故 事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國際晚期肝癌標準治療

在第一線藥物治療一段時間後，可能會面臨藥物失去效用而需要接續其他治療，此時

仍有其他第二線或第三線標靶藥物及免疫藥物的選擇，依照病人的狀態選擇適合的藥物，

例如當胎兒蛋白大於 400ng/mL時，即可以使用 Ramucirumab標靶治療，第二線後積極治

療，仍然有很好的平均存活期，但別忘了肝癌治療過程中，不同的藥物仍有不同程度的副

作用，大多是可以調整劑量或使用藥物緩解，時時觀察症狀、及時反應給家人及醫療團隊，

才能獲得兼具生活品質及效果的治療。

標靶 免疫治療 雙免疫免疫+標靶

治療反應

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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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場       萬人感動篩檢民眾的     就是力量微笑

肝炎防治 拉近城鄉與醫病間的距離

自從我進入肝膽胰內科接受專科訓練

以來，就開始跟著老師們參與基金會的肝

炎防治與衛教工作。期間不但學到不少與

肝炎防治相關的技能與知識，也了解到偏

鄉與肝炎盛行率高的地方，是極需要醫療

資源投注，以期改善肝炎盛行率偏高，治

療因為肝炎所引發的相關肝臟疾病，和當

地民眾健康需要多加關注的區域。

隨著基金會規模的日益擴大，投入肝

炎的防治與衛教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工作

的成效也日益顯著。而長期在偏鄉與肝炎

盛行率高的地方投入肝炎的防治與衛教工

作，使得基金會和這些地區的民眾關係更

加緊密，不管是對於我以及投入相關工作

的師長，同仁以及工作人員，更覺得長期

的努力成果有了回饋，也更以從事肝炎的

防治與衛教工作為榮。

善意的循環與延續

在基金會同仁們的努力不懈地與各

地區衛生所邀約合作，我們今年總計完成

100場以上的肝炎篩檢活動。本以為是不

可能的任務，但集結大家的力量，我們真

的做到了！

今年的篩檢活動中，充滿了很多在地

台灣人情味的小故事。在風和日麗的早晨，

我們天還未亮就搭上公務車，前往我們的

目的地甲仙衛生所，當我們還在準備時就

有民眾在等待，熱情的衛生所護理師端出

了一盤盤的家中水果，請民眾和工作人員

們吃，犒賞大家的辛勞，也藉此拉近與民

眾間的距離。

還記得有場篩檢在屏東縣瑪家鄉，那

天剛好遇到他們的豐年祭，場面很多人也

熱鬧，一邊在做篩檢，一邊在欣賞原住民

的文化和熱情，真的很有趣，讓肝炎篩檢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抽血活動，而是讓人熱

血沸騰的一件事情。

由於近年來慢性 C型肝炎在治療上

有突破性的進展，新的抗 C型肝炎病毒

藥物 -直接作用抗病毒藥物 (Direct-acting 

antiviral agents , DAAs)- 的 治 療 成 效 卓

越 (目前健保給付的 DAAs之治癒率高達

98%以上 )，因此衛福部希望能在2025年，

提早達到世界衛生組織 (WHO)消除 C型

肝炎的目標。

許多民眾在了解肝炎防治的理念，

紛紛表示肯定、讚賞與支持，更用實際行

動帶著一家大小共襄盛舉的來參與相關活

動，使得基金會消滅肝炎的目標得以循環、

延續，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期待與各位攜手打造「去篩檢、要治療、

肝會好」的願景。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是

由高雄醫學大學肝膽胰內科張文宇教

授，於 1999 年所創立。自基金會成

立以來，一直致力於肝炎的防治與衛

教工作，尤其是偏鄉以及肝炎盛行率

高的地方。這二十年來，基金會舉辦

了許多場的肝炎的防治與衛教活動，

成效斐然，也獲得不少肯定。

「Finding the missing millions 找 出

失蹤的百萬病患」為 2020 年世界肝

炎日的口號。而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

術文教基金會配合國民健康署舉辦

相關肝炎活動，從高雄出發，以高屏

澎東為主，舉辦百場免費篩檢活動。

撰稿 /高醫附院肝膽胰內科 謝孟軒醫師 撰稿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助理 伍薇儒

我們還遇到了恆春一年一度的搶孤大

賽，衛生所護理師說搶孤是恆春的一大盛

事，活動當天人潮非常的龐大，還使得篩

檢公務車進不去，只能靠工作人員將篩檢

耗材與禮品，徒手一箱一箱的搬進篩檢現

場，由於篩檢場地離搶孤舞台非常的近，

工作人員根本就是跟大聲公在比拚，激烈

程度也跟搶孤不分上下！

工作人員們在回程路上，大家都快沒

有聲音了，但看到搶孤的精采活動，同時

也幫助了當地居民，讓大家是相當難忘，

這或許是篩檢中的小確幸吧。

東港有三寶：櫻花蝦、油魚子、雙

糕潤，每次出外篩檢最期待的就是當地特

產，當地衛生所護理師也很替我們著想，

總是照顧我們周到，沒想到篩檢當天是媽

祖的遶境活動，原來是媽祖在呼喊我們，

我們也有沒有辜負媽祖的期望，篩檢了不

少的民眾，為東港民眾的健康盡一份心

力。

我們除了要照顧偏遠的地方，還要照

顧我們海邊的民眾，彌陀、林邊衛生所的

民眾是我見過最熱情的民眾，在護理長一

聲令下，民眾絡繹不絕的湧進來，蜂擁而

至的人潮，苦了我的工作人員，還好衛生

所護理師很幫忙，熱情的民眾也沒有忘記

排隊的國際禮儀，大家也沒有因為天氣燥

熱、人潮眾多就發脾氣，當然大家也不忘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保護彼此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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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 Activities
護 肝 活 動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跟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一直都是非常友

好的關係，每年基金會都會不遠千里而

來，今年是我第一次和旗山醫院合作篩檢

活動，聽說往年人潮都很多，使我既緊張

又期待又害怕，但是學姐們為我們設想的

很周到，不嫌麻煩的一次又一次的與我們

討論環境、工作人員分配、動線流程等，

當天學姐說還提供我們早餐，終於來到了

當天，當天一早抵達時，民眾都已經快要

排隊到馬路上，好險有旗山醫院的工作人

員幫忙分流民眾並和我們工作團隊相互

配合，使我們這次篩檢的活動流程順利進

行。

※ 備註：當天大家都不敢去上廁所，連喝

水的機會都沒有，哈哈哈。

跨越 168 的距離 相約一起篩

高雄到台東距離 168公里，遙遠的

距離卻澆不熄我們滅肝計劃，很感謝國民

健康署及台東衛生局的支持，讓我們有機

會來台東，連我們的醫師也親力親為的為

台東民眾宣導護肝的重要性，當然還有我

們的篩檢團隊到台東為民眾做免費的肝炎

篩服務，台東的民眾更是用熱情回應我們

的付出，最後在這裡感謝台東馬偕醫院的

幫助，也感謝衛生所的工作人員，讓所有

人有休息的地方，還有當天所有的工作人

員，辛苦大家了！

當然還有很多心中的感謝，說也說不

完，在這裡我真心感謝所有參與篩檢活動

的人，不管是民眾，還是幕前或幕後所有

的工作人員，辛苦大家今年參與各式各樣

大大小小場次的篩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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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高盛行區篩檢活動 
烏魚子故鄉滅C肝

政府擴大 肝篩檢 
別忽略你的權益

C

就地篩檢 C 肝防治模式

為了能讓肝炎在梓官地區能夠盡早被

滅除，基金會與鳳山中山扶輪社合作，成

立了一個專案計畫『滅Ｃ肝．護梓官』，

從烏魚子的故鄉－高雄市梓官區出發，逐

一踏訪梓官區 15個里，為當地居民做常

態性篩檢，更在當地設立附設門診，讓民

眾能就近追蹤與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以 2030年消除Ｃ型肝

炎為目標，而我們卻以 2025年Ｃ型肝炎

消除為願景，在基金會提供篩檢服務，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肝膽胰內科

提供追蹤與治療的方針下，滅除Ｃ型肝炎

的活動正式開跑，期望透過篩檢找出Ｃ型

肝炎陽性個案，並能提供病程評估、衛教

與治療等外展服務，期盼能將烏魚子的故

鄉－高雄市梓官區的Ｃ型肝炎在當地根

除。

年滿 45-79 歲民眾 
終身 1 次 B、C 肝篩檢

國民健康署提供民國 55年次或以後

出生且滿 45歲及年滿 40至 60歲具原住

民身分的民眾，搭配成人預防保健終身可

接受 1次 B、C型肝炎篩檢服務。為配合

國家消除 C肝政策，經諮詢專家意見，也

核定擴大放寬年滿 45至 79歲的民眾，都

可接受終身一次的 B、C型肝炎篩檢服務，

以早期發現、提供適當治療，避免演變為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國健署及各縣市需要

備妥相關工作，並擴大相關篩檢服務。

全民健保自 108年 01月起，只要確

認感染 C肝，不論有無肝纖維化，均給付

C型肝炎口服新藥治療。因此，民眾如果

C肝篩檢為陽性，應儘快前往醫療院所就

醫，並依醫師評估建議接受治療，保障自

身健康，也能有效預防肝炎傳播。

國健署提醒，大部分肝病並沒有明

顯症狀，民眾容易因警覺性不夠而延誤就

醫，千萬不要不篩檢、不治療就延誤病情。

多方的支持 讓居民有福同享

我們更是配合梓官區當地盛大活動找

出未篩檢之居民，如：梓官區漁會海鮮節、

梓官就業求職服務、梓官各里別活動中

心、各里節慶活動，期望透過不同型式的

篩檢活動，讓居民了解自身健康狀況和滅

除肝炎的重要性，並透過衛教師，告知已

有肝炎的居民能接受進一步診察及接受健

保口服藥的治療。

篩檢團隊此時此刻已進駐梓官辦公室

兩年之久，這段期間我們全心全意投入學

術研究和肝病相關篩檢。最終目的希望台

灣及世界各地肝炎可快快消滅，讓台灣成

為更好更健康的好所在。

然而，能夠無後顧之憂的為民眾解

答肝臟學上的相關問題，必須感謝梓官鄉

親和社友們的熱心義舉，還有國際扶輪社

3510地區 鳳山中山扶輪社、高雄市政府

衛生局、高雄市梓官區區公所、高雄市梓

官區赤崁里社區發展協會的承辦，在所有

艱難的過程中給予許多幫忙和資源，讓推

動此計畫的理念和精神更緊密相連。

再忙 也要小心肝

有 B、C型肝炎者，只要定期接受追蹤、

治療，就可有效阻斷肝炎、肝硬化、肝癌。

基金會多年來以高雄出發，往屏東、

澎湖、台東等地，更深入偏鄉實施在地醫

療，舉辦免費肝炎篩檢及衛教活動，提供

完善的篩檢項目，除 B、C型肝炎外，更

加驗了肝癌指數 (甲種胎兒蛋白 AFP)，年

齡層更是彈性從 20歲以上就能參加，歡

迎民眾多加參與，走入社區加入我們，愛

肝運動一起來。

Ｃ型肝炎是全球肝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也奪走許多人的生命。唯有透過平時

的檢查，才能早期發現是否感染慢性肝炎，治療上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為了落實高雄市梓官區的『滅Ｃ肝．護梓官』計畫，國際扶輪社 3510 地區鳳山中山

扶輪社與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針對高雄市梓官區居民進行挨家挨戶大規

模、不重複的逐戶肝病篩檢。 

國內每年因慢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死亡約 13,000 人，肝癌更是高居癌症死因第二

位。感染 B、C 型肝炎後每 4 人有 1 人會變成肝硬化，肝硬化後每 20 人有 1 人會併

發肝癌，是造成慢性肝病與肝癌死亡的主要原因。國民健康署將放寬成人預防保健

服務接受 B、C 型肝炎篩檢之年齡為 45 至 79 歲，每年可望至少增加 16 萬篩檢人數，

並將與各縣市衛生局合作個案管理，提醒民眾善用政府提供終身一次免費篩檢服務，

保護自身健康，擁有彩色人生。

資料來源 /國民健康署

透過逐戶拜訪梓官各地區，財團法人台灣肝

臟學術基金會的衛教護理師正在替民眾建立

良好的肝病衛教知識。

攝於高雄市梓官區赤東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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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緊治療 邁向肝好人生

Liver Dynamics
肝 篩 動 態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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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基金會努力成立專案團隊，於 2019年

展開滅 C肝篩檢計畫，在赤崁活動中心成立『肝炎在地化衛教門診』。居民透過肝炎篩檢

發現報告異常，即可透過衛教門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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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衛生組織 (WHO)希望於 2030年消滅C型肝炎，但台灣渴望在 2025年消除C肝，

消滅肝病的最後一哩路，需要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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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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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電洽詢相關問題，愛肝專線 0800-520-523

C 型肝炎外展門診表

門診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9: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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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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肝炎逗陣行

護肝腳步走透透

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長期致力於肝炎篩檢及衛教，更邀請藝人季芹協助拍攝公益

海報，呼籲民眾接受肝炎篩檢， 相信能為消除肝炎盡一份心力，達到 2025消滅 C型肝炎

的願景。

「去篩檢／要治療／肝會好」，主要在於我們的初衷是民眾要有篩檢的意識，走出來

篩檢方能接受治療與追蹤，肝才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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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檢日期 篩檢時間 篩檢地點

2021/03/06(六 ) 08:30-11:30 同安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同安路 183號 )

2021/03/07(日 ) 08:30-11:30 大舍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東路公厝巷 4號 )

2021/03/07(日 ) 08:00-12:00 赤崁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 57號 )

2021/03/13(六 ) 09:00-11:30 茂林衛生所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里 8-4號 )

2021/03/14(日 ) 09:00-11:30 茂林萬山區※地點待公佈

2021/03/14(日 ) 08:00-12:00 赤崁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 57號 )

2021/03/17(三 ) 09:00-11:30 桃源衛生所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南進巷 188-1號 )

2021/03/18(四 ) 09:00-11:30 桃源衛生所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南進巷 188-1號 )

2021/03/20(六 ) 09:00-11:30 杉林大愛區 ※地點待公佈

2021/03/21(日 ) 09:00-14:00 那瑪夏區 ※地點待公佈

2021/03/21(日 ) 08:00-12:00 赤崁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 57號 )

2021/03/21(日 ) 08:30-11:30 梓和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大宅街 38號 )

2021/03/24(三 ) 15:00-19:30 南寮社區活動中心 (彌陀區南寮路光華巷 1弄 101-1號 )

2021/03/27(六 ) 08:30-11:30 梓平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城隍巷 123號 )

2021/03/28(日 ) 08:00-12:00 赤崁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 57號 )

2021/03/28(日 ) 08:30-11:30 梓信社區活動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中學路 73號 )

◎其相關肝炎篩檢活動場次尚在洽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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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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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資訊不漏接
愛肝小站APP

Donations List
捐 款 名 錄

台  灣  肝  臟  學  術  文  教  基  金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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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下載愛肝小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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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隨時刊登最新消息及相關活動，掌握訊息，資訊不漏接！

Step1. 下載愛肝小站 APP

Step2. 輕鬆掌握健康資訊

▲ Android系統請掃此QRcode ▲ i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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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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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一路有您
1999年成立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秉持著走進社區，服務基層的精神，加強宣導

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另一方面協助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肝膽胰內科的團隊進行更深入

之肝病研究。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走入社區及偏鄉推動醫療在地化，讓民眾能有就地治療的機會，

同時也拉近醫病關係的距離。

為提倡以預防代替治療，各方善款將會運用在促進民眾對肝臟疾病的了解與防治觀念

上，也提供病友與家屬之間的心靈交流和經驗分享的機會。

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也希望能網羅更多學者一同來為肝病研究努力，以提供更好

的服務品質，一起成長茁壯，繼續為民眾造福。

感謝各界的愛心，有您們的支持與鼓勵，才能讓偏鄉篩檢與肝病衛教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有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未來，我們會持續建立民眾正確的保肝觀念，及了解

自身的健康狀況，以肝炎防治為目標，一起為消滅國並繼續努力。

愛心捐款方式

【郵政捐款】

帳號 42039560

戶名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ATM捐款】

代號 806元大銀行 十全分行

帳號 00169-100-9203-10

戶名 財團法人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網路捐款】

請上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線上捐款

網址 http://www.liver-formosa.org.tw/

【洽詢電話】

信用卡捐款、國外匯款或其他事宜歡迎來電洽詢台灣肝臟學術文教基金會

電話 (07) 320-8282

◎其相關捐款名錄可上基金會官方網站查詢 http://www.liver-formo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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