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和醫療檔案

歷史談起。
養和醫院綜合腫瘤治療中心
蔡清淟醫生說，﹁香港六十年代
開始應用電療治療癌症，利用Ｘ
光射線殺癌細胞，但由於能量較
低，故滲透入器官範圍較淺層，
惟大多數的腫瘤都位於身體較深
入位置，故能量未必足夠。﹂

兩代改進 加強能量
當時放射治療技術，應用在
治療鼻咽癌、乳癌、子宮頸癌
等，但受制於其能量，控制腫瘤
機會不高。﹁個別癌症對電療反
應好，例如鼻咽癌，惟代價相當
大，患者會骨骼
受損、後頸燒
焦、口水腺萎
縮，黏膜嚴重潰
瘍等。當時治癌
成 功 率 少 於
。﹂
50%
進入八十年

可以深入器官，同
時不會對皮膚造成
太大傷害。﹂蔡醫
生說。
惟當年的影像

準腫瘤。
踏入九十年代，影像技術
進步，磁力共振、電腦掃
描、正電子掃描等，可以清
楚檢視腫瘤實際範圍及大小，

不過這時的立體三維圖像只

劑量，無法因應
能全個接受 100%
各部位情況而加減劑量。惟腫瘤

並製成三維圖像，令電療規劃得

例如鼻咽腫瘤前面是眼球，瘤中

無可避免地會穿過周圍的組織，

附近有器官組織，輻射線進入時

更準確。﹁當時電療儀器亦有改

間又有神經線穿過，電療時如想

技術未發展成熟，

握腫瘤在病人體內的確實位置，

革，採用直線加速器提升能量對

醫生未能百分百掌
階段，出現高能量電療﹁鈷

及其與周邊正常組織的關係，故

保住眼睛就要減劑量，故無法全

六十﹂，﹁它是一種天然的輻射

代，電療進入新

電療用於治療鼻咽癌，有相
當好的效果，一般早期鼻咽
癌達九成治癒率。

付腫瘤。﹂蔡醫生說。

最新的高速螺旋放射治療技術，則
進一步改良，以高能量及電腦掃描定
位令照射位置更精準，治療效能
更強、時間更短、副作用
更低。

當時電療技術無法做到準碓地瞄

螺旋放射治療技術於2001年面
世
其
度旋轉 合 個 射角度
世，其360度旋轉配合51個照射角度，
比一般直線加速器放射治療儀的只有9個
照射角度，更能有效治療癌症及減低其他
組織受損機會。

物質，發射出來的輻射能量高，

圖為放射治療師進行治療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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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療技術改進

蔡清淟醫生說，新一代
高速螺旋放射治療技
術，治療時間比前
快三分之一。

一
般人或許不明白先進的

放射治療︵或稱電療︶

有幾重要，但肺癌擴散至骨骼的

印尼華僑張先生就深知其重要

性，從網上搜尋資料得悉香港有

一部螺旋放射治療儀，或許能幫

助，專程回港求醫。

不說不知，原來香港只有一

部螺旋放射治療儀，位於養和醫

院放射治療部，每日朝八晚十工

作，比我們的工時還要長。因為

需求大，病人輪候最少五星期，

張先生也要排隊。

幸最新的﹁高速螺旋放射治

療儀﹂投入服務，輪候情況有改

善。這部新儀不但﹁高速﹂，更

能提升治療效能。

到底放射治療如何幫助癌症

病人呢？我們得由香港放射治療

病人每次接受電療前，該部高速
螺旋放射治療儀都會先為病人掃
描一次，確保照射位置精準。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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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療癌症領域上，醫療界不斷研究改善，除了
手術、藥物外，放射治療儀器亦不斷更新。
最新一代的放射治療儀，加入先進技術，即高清
影像加高速螺旋，令治療更精準有效外，一些棘手的
治療個案，及已擴散的癌症，都有機會透過新儀器改
善病情。
撰文：陳旭英 攝影：張文智 設計：章可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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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計劃治療方案時利用多角度
攤分射線，便能減少對其他器官
的傷害，同時五十一個角度同攻

H e l i c及
al

一個位置，其殺癌效力亦較強。
而所謂Ｈ Ｄ，即
，前者為螺旋式照射，後者
Direct
為定位照射，﹁這是一部結合兩
種放射治療的儀器，加上高清影
像是用來定位，每次進行電療前
都照一次電腦掃描，確保照射位
置沒有誤差！﹂
原來昔日電療儀，定位只是
靠目視，放射治療師憑經驗調校
照射位置；其後改良至電療前照
Ｘ光，治療中期做一次，完成療
程後再做一次，但當中是否有偏
差，則無法得知及即時糾正。
﹁高速螺旋儀內置的電腦掃描系
統，每次開始前都可以對照預早
輸入的治療能量數據，兩者對照
後便能知道放射線靶位是否正
確，如發現分毫偏差都可以立即
移動治療牀以矯正。﹂蔡醫生
說。

是腎臟的治療方案，並以高劑量

以設計出一套避過附近器官特別

難局面。幸好有新式螺旋儀，可

無可避免會傷及腎臟，這形成兩

住化療，但傳統電療照射腰椎，

需要有良好的腎功能才能承受得

有幫助。﹂

上多個部位有腫瘤的病人，特別

覆蓋全身，對一些癌症擴散，身

厘米，基本上在一次照射下可以

有四十厘米，新儀則達一百六十

線加速的放射治療，照射長度只

複雜個案。腫瘤專科關永康醫生

對付一些擴散性腫瘤，以及一些

新治療儀在應用上，更可以

傳統化療的白金類藥物，但後者

因突變，無法用標靶藥，只能用

他位置，患者並沒有Ｅ Ｇ Ｆ Ｒ基

會，然而癌細胞己擴散至身體其

無法承受第二次電療，但有了高

官、組織造成的傷害，病人大多

的復發個案，由於首次電療對器

又例如一些曾接受放射治療

將有更多病人受惠。

府醫院能盡快引入新治療儀，亦

療，對控制病情大有幫助。如政

務後，癌症病人將能得到更快治

旋放射療程病人，但新機投入服

目前雖未有首名完成高速螺

受惠者，他由於腰椎被癌細胞侵

過進行大範圍的照射。﹁傳統直

進行，在新式螺旋儀便可以一次

的治療個案，昔日可能要分數次

另外一些腫瘤分布多個位置

可以有效對付癌細胞的方案。

計一個可減輕附近組織傷害，卻

速螺旋新儀，便可以更靈活地設

由於將即時掃描影像與治療規劃對照，故每次照
射都能達到最佳效果。

集中攻擊腰椎的癌細胞，這個案

這部螺旋放射治療儀之所以冠上
「高速」之名，因它能發出高能量射
線，令病人可以縮短三分一治療時間。

蝕，需要接受電療及化療控制；

放射治療要達到最佳效果，是可以調
最佳效果，是可以調
控每一點的能量，以達致殺死癌細
以達致殺死癌細
胞又不傷正常組織的效果。
的效果。

才由無法可治，變成有法可醫。

分段治療
普通

如不治療，患者恐怕沒有生存機

多個腫瘤
照射時間

指出，四期肺癌患者張先生便是

複雜個案有救

高速螺旋
51
（360度旋轉）
同時治療
比一般快三分一
直線加速器
9

螺旋放射治療
51
（360度旋轉）
同時治療
普通
照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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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儀器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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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年再升級第二代螺旋放射治療系
統，以三維影像作為核對系統。
上周，更新的﹁高速螺旋放
射治療儀﹂投入服務，標榜Ｈ

牀上時間。﹂蔡醫生說。

內置掃描 定位矯正

他舉例，一些較為複雜治療

能量較強，屬高能量放射線，整

﹁以前治療時間較長，新機

以減到三十分鐘，減少病人的不

定身體會相當疲累，使用新儀可

四十五分鐘，長時間被治療架固

個案，病人需要躺在治療牀上

體運作較快，令電療時間可以比

適；又例如一般乳癌電療約為

Ｄ，到底它比上代有何優勝？

前快三分一以上，減少病人躺在

二十分鐘，如用新儀器則約十餘

分鐘。病人治療時間縮短，儀器

便可以治療更多癌症病人，減少

病人輪候時間。

新儀器所發出的是高能量射

線，那麼射線穿過的皮膚組織，

豈非受更大傷害？蔡醫生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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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攻擊腫瘤；但如以 100%
能量照
射，又會傷及神經線，難以兩全
其美。

螺旋新儀 多角度入
幸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出現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儀﹂︵Ｉ Ｍ
Ｒ Ｔ︶，上述情況得到改善。
﹁強度調控是將要電療的範圍切
割成細點，每一點都可以調
校能量，由零至一百度都可
以。每個腫瘤受輻射情況可
以因應附近是否有重要組織
而調校劑量，並可以用多方
位照射，減低輻射線對其他
組織傷害機會。﹂

由於每次治療前都由電腦掃描照射一次，故每次都會將掃描取
得的腫瘤及所有組織位置的影像，與治療計劃的影像作比較，找出
相關的三維空間的誤差並立即修正，確保每次都以最精確的位置進
行治療，以達到殺死癌細胞，又可以減少對鄰近組織的傷害。

於新機同樣有五十一個角度進

而比起一般直線加速放射治療儀，腫瘤病人接受治療須先安裝
具侵入性的立體定位固定架，螺旋式放射治療儀只需蓋上立體定位
固定架，減少對病人的傷害及不適感。

目前政府醫院及各大私

最新的高速螺旋放射治療系統，目前全球只有三部，分別位於
德國、比利時及香港。它比上一代螺旋儀優勝之處，是加入電腦掃
描定位技術及提高能量，故能縮短治療時間及做到更精準。

院，均有提供強度調控放射
治療服務。
然而，舊式強度調控放
射治療儀受制於只得九個角度進
入人體，一些較深入及形狀複雜
的腫瘤在照射時，輻射線難免傷
五年
及 其 他 器 官 組 織 ， 故 二 ○○
養和引入亞洲首部螺旋放射治療
儀，屬新一代強度調控，可以
三百六十度旋轉及並有五十一個
位置進入，更靈活地透過多角度

九
○

解構高速螺旋放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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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集中對付腫瘤的同時，亦
能減輕對附近組織的傷害。

腫瘤專科關永康醫生講解螺旋放射治療如何彈性
規劃，達到比傳統強度調控放射治療（IMRT）更
佳的效果。

圖為一名大腸癌轉移至骨的患者，採用螺旋放射
治療，避開神經線等正常組織。

圖為另一名肺癌患者擴散至腦部多處位
置，旋轉放射治療儀可以集中能量對付分
散於多個位置的小腫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