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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霍先生在例行身體

檢查中發現有腎石，他

不痛不癢，醫生解釋可能引發問

體外
─

題，雖然腎石有不同的療法，但
是他還是採用最快方法
衝擊波碎石。

「我的腎石體積不大，數量

亦少，但因為我很快要離開香港

一段時間，如果在離港後腎石跌

出來，又不幸卡在輸尿管，引致

發炎、腎脹就麻煩了！所以我要

求醫生盡快為我處理。」霍先生
說。

霍先生接受體外衝擊波碎

石，手術成功後過幾天便上飛
機。

四十五歲的江先生是位糖尿

病人，糖尿病長遠對腎功能有影

響，故江先生每次覆診時，醫生

都會檢查其腎功能。最近一次覆

診，江先生告訴內分泌科專科醫

光，發

生，右背感到腫脹及疼痛一段時
間，醫生立即安排他照

現右邊輸尿管有結石卡住，引致

他腎水腫，轉介泌尿外科醫生跟
進。

「由於我本身腎功能已差，

塞了後令腎功能再下降，需要第

一時間處理，醫生提出可以用輸

尿管鏡或體外碎石。我選了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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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飲水少，突然背部劇痛人士，在排
除扭傷或撞傷因素，很大機會是腎石跌入輸
尿管而引起，當中以中年以上男士較多。
在腎內的腎石不會引發痛
楚，如跌出腎外卡在輸尿
管就會引起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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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會有腎石？當發現有腎石後要
如何處理。常聽見可以體外碎石，這是否最
安全又最有效之法？

姚銘廣醫生指出，一般
腎石患者會在三十至五十
歲出現病徵。

各種類型腎石。

兩位病人都選擇體外碎石治

現，當地的腎石病發率為百分之

疾病，鄰近地區如台灣的調查發

姚銘廣醫生說，腎石是常見

療，其中一個重要考慮點是毋須

九點六，十人有一個患者；中國

碎石。」

全身麻醉做手術，相對安全及安

十年前的研究，腎石病發率是百

非正式調查，腎石病發率是百分

分之五至八。而香港十年前一些

心，事實是否這樣呢？

男女患者 二比一

之二點五。「總括來說，病發率
一般介乎百分之五至

養和醫院泌尿外科專科姚銘
廣醫生說，十多年前大家都認為

十，是十分普遍的

腎石患者以男士

體外碎腎石，即以衝擊波在體外

口，大家都認為「無創」手術最

為多，男女患者比例

病。」

好。事實體外碎石非完全無創，

為二比一。

擊碎腎石，病人身體表面沒有傷

在碎石過程中，衝擊波都有一個

了體外碎石以外，亦有其他手術

驗累積下，泌尿外科醫生發現除

多年間在手術儀器的改良下及經

有關腎石的治療研究，這十

因有荷爾蒙保護，減

能在生育期內的女性

女性荷爾蒙有關。可

飲水量較少外，亦與

患者較多，除了男士

姚醫生說，男士

治療方法一樣可以達致良好的治

低腎結石風險，而研

很小的機會傷及腎或附近組織。

療效果。

姚醫生補充，很多有營養食物都含草酸，
故不應因過分擔心生腎石而不吃含草酸
食物。而身體需要鈣，亦不應減少
吸收鈣質。

▲

菠菜和豆腐一同進食，
可以減低腎石形成機會。

甚麼人有較大機會患腎石？

生說。

五十歲開始有臨牀病徵。」姚醫

累月才形成，病人大多於三十至

童患者相對較少。「結石是經年

年輕人至中老年人都有機會，兒

石，但姚醫生說不一定，兒童、

一般人以為中年人才會有腎

腎石高危人士

石病發率亦輕微回升。

究數據發現，女士在停經後，腎

「有很多研究指出高草酸食物，可能較易生石，如能減少草酸攝取
量可減腎石風險，傳說豆腐勿與菠菜同吃，但事實正好相反，高草酸食
物進入腸胃後，遇上鈣質食物如豆腐或奶，兩者會結合讓身體難
以吸收，結果是減低結石機會。所以，豆腐與菠菜應一齊吃。
結石形成雖然需要有鈣質，但食物裏適量的鈣質會令
草酸減低從腸胃的吸收，令腎結石風險降低。」
姚醫生說。

姚醫生說，有腎石家族病史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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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豆腐
應一同進食
職業司機長時間坐
着欠缺活動少飲水，
是腎石高危族。
▲

MEDICAL & HEALTH

經常聽說菠菜與豆腐不可一同進食，因為菠菜含豐富草
酸，豆腐含豐富鈣質，當兩者一同進食，草酸遇上鈣，便容易形成
草酸鈣結石。姚銘廣醫生說，這觀念不正確。

率較高，因為身體的水分較快被

當腎石形成後，對身體有甚
麼影響？

腎石阻塞 強烈背痛

▲

病風險會增加；居住在熱帶地區

蒸發；部分職業人士如司機，因

有感染引致發炎，患者亦會疼

痛。當腎石跌下去時令輸尿管腫

脹或腎腫脹而影響腎功能，可能

會造成腎功能永久受損。

腎石會否引致腎衰竭？姚醫

生說，「人有兩個腎，如兩邊輸

姚醫生說，如腎石未跌出腎
臟外，其實沒有病徵。當腎石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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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沙漠、東南亞國家等人士病發

長期坐着欠缺活動，故風險亦較
大。

痛，如跌入下尿道就腹股溝

上三分一位置，患者會背

腎石跌到哪處，如在輸尿管

由背部蔓延至腹股溝。視乎

阻塞，患者會感到劇痛，痛楚

通常腎石跌入輸尿管後引起

能會永久受損。」

暫時受損；如阻塞的時間長，可

發炎，患者會發燒，該邊腎功能

生。通常是一邊腎受影響，引致

尿管都阻塞引致腎腫脹，會有機

4 圖為含菌的腎石。

出腎臟進入輸尿管，引起阻塞，

放支架的手術。

姚醫生特別指出飲食與腎石

3 在X光引導下進行

會引發急性腎衰竭，但極少發

卡在輸尿管。

輸尿管腫脹，就會引發疼痛；如

2 X光片中可見腎石

的關係：「肥胖人士的飲食習慣
與結石有關，可能因為高脂飲食
亦影響身體酸鹼平衡，二來飲水
量亦可能較少，亦是形成腎石的
誘因。」
另外新陳代謝疾病例如副甲
狀腺腫瘤，或副甲狀腺荷爾蒙增
多，都有較大機會患腎石。
腎石主要可分為兩類，一是
非感染性，由身體代謝物形成
的。另一類腎石在形成過程中有
感染，屬感染性。

結石在下輸尿管與
膀胱之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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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碎石機可
以處理大至二厘
米的腎石。
進行體外碎石前，醫
護人員需經精密計劃定
出衝擊波或激光能量。

1 電腦掃描圖片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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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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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菜少肉，可減低患腎石風險。

MEDICAL & HEALTH

痛，有些人跌至最低的，男士可
才處理結石。」

如輸尿管只是阻塞但沒有發
法。姚醫生說如結石仍

況，會採取不同處理方

因應病人不同情

炎，患者病徵大多是疼痛、作
留在腎臟，而患者年紀

時處理，要放支架放尿，否則細

能感到陰莖頂端痛。

嘔；如有發炎，患者會發燒、發
大不想承受手術風險，

被細菌感染，就需要即

冷、輕輕觸碰背部會嚴重疼痛、

尿管鏡取石手術。

尿管鏡取石。江先生最終接受輸

影響附近組織，倒不如直接用輸

量較大的衝擊波來碎石，有機會

中分析，例如上述腎石需要用能

故泌尿科醫生會從電腦掃描影像

密度高，體外碎石效果未必好。

姚醫生說，如腎石體積大、

用輸尿管鏡取出腎石。

波碎石後，效果不理想，之後再

者江先生。然而他接受體外衝擊

創的體外碎石治療，像糖尿病患

取出腎石。一般人都傾向採取無

情穩定後，便可以採取不同方法

當病人接受了緊急治療，病

硬石大石難擊碎

功能衰竭。」

會令腎臟產生水腫，長期會令腎

尿管的腎石長時間沒處理，有機

併發症或有性命危險。如跌入輸

菌可以走到全身，嚴重的會引致

多飲水是最
好的預防腎結
石方法。

可以定期觀察。

者年紀輕，就應盡早處理，因為

如腎石體積大，患

痛，故病人都會第一時間求醫，

腎石會引起發炎，腎臟會結疤，

由於腎石跌出腎臟後引發疼

病人是否一定要接受手術取出腎

慢慢可能引發腎衰竭。即使腎石
體積小，但萬一跌出來阻塞輸尿

石？
姚醫生說不一定，如腎石直

「一般來說，五毫米大的腎

管而影響排尿，長遠亦會影響腎

人可能有痛楚及不適，病人亦可

石，有一半機會可自行排出；體

徑在五毫米以下，有一半機會可

選擇用體外碎石或輸尿管鏡等

積愈大，自行排出機會愈低。如

臟運作。

等，把結石擊碎，以便盡快解決

果腎石阻塞輸尿管並引起發炎及

從尿液自行排出，但在過程中病

問題。

因應情況選擇治療
若輸尿管引發感染，為何不
直接取走腎石呢？
姚說：「通常來得急的病情
若有感染，要盡量避免在仍有感
染的時候進行侵略性的治療程
序，以免感染擴散到其他位置，
故只放支架，令尿道暢通。先解
決當前情況，待發炎情況穩定後

多運動，改善新陳代謝及多飲水，
可以減少出現腎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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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碎石治療需視乎病人情況，腎石位置及性
質。一般衝擊波可處理最大兩厘米大的石，如超過
兩厘米的腎石就可能需採用經皮穿刺手術碎石，即
在背部開一個小創口置入儀器，在X光引導下直接
到達腎石位置附近發出衝擊波或激光將其打碎。

頭痛等病徵。

擊腎石兩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