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士排血尿，很大機會是
陳偉希醫生說，泌尿系統中多種疾病，
都有機會造成血尿。

其他問題也說不定，還是去見醫
生穩陣。

結果第一次求醫，醫生即說

膀胱炎，但亦可以是膀

胱癌。男士排血尿，可能是前列

血尿可大可小，寫轉介書安排我

女
腺良性增生，但亦可以是腎癌或

到病理化驗所照超聲波，即日報

請家庭醫生為他轉介見泌尿外科

當下林先生十分擔心，馬上

腫瘤……」林先生說。

告顯示我膀胱內有黑影，懷疑有

膀胱癌。
六十三歲的林先生，是其中
一位經歷血尿的病人，引發一場
驚心動魄的求醫記。
「我本身沒有泌尿科問題，

檢查清楚。

「我到養和醫院見泌尿科陳

但突然排血尿，情況持續了二至
三星期。因為我本身有心臟病，

醫生，他了解我的狀況後，解釋

科陳醫生，便致電

在網上搜尋知道泌尿

急徬徨，四處尋訪名醫，

新年在即，我拿着報告非常焦

月底發現有血尿，當時正值農曆

三十三歲的張先生。「我是在一

另一位因血尿而求醫的是

腎有腫瘤 淋巴着燈

膀胱腫瘤手術。」林先生說。

下，我決定直接接受內窺鏡切除

徵加上超聲波掃描結果，經商量

以確定血尿源頭，但由於我的病

在一般情況下要進行一連串檢查

長期服薄血藥，知道薄血藥或會
引致出血，所以最初以為屙血與
薄血藥有關，我都醒目地先行停
藥。停藥後的確是改善了，但之

▲

後間中仍有血尿，我心想可能有
醫生會檢查尿液樣本，追查引致血尿的原
因。

血尿背後有多種原
因，嚴重的可以是癌
症，應及早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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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醫院留
言，又找到他
的電郵地址發電郵
求診。幸好陳醫生當
天傍晚見到我的電郵，及
時回覆並特別安排我翌日去見
試紙，說我的尿液內沒有血。然

尿液呈粉紅色，當下我對這位醫

他，為我解決問題……」張先生

事緣張先生於一月下旬到海

生沒信心，決定再尋名醫。」張

而，當時我明明看到塑膠樽內的

外參加婚禮，舟車勞頓，倍感勞

先生說。

說。

累；其後又遇上家事煩擾，令他

港當天就突然排血尿，他相信是

腦掃描，發現左腎有一個四厘米

私家醫院，接受膀胱鏡檢查及電

之後他與保險經紀商量後到

壓力引致；但他沒有掉以輕心，

的水囊，內有一個兩厘米陰影。

身心俱疲。就在完成海外事務回

翌日便去求診，他先去見熟悉的

我一個小塑膠樽，叫我到洗手間

「醫生聽完我的病歷後，給

望盡快知道結果，於是醫生安排

織化驗，但張先生非常擔心，希

頗高，在一般程序下會安排抽組

從種種跡象看來，腎有腫瘤機會

留尿液樣本。我照辦，之後見到

他到另一家醫院接受正電子掃

描，結果進一步指向癌症。

以局部切除該腫瘤。但兩位醫生

整個左腎，而另一位醫生則說可

巴擴散。其中一位醫生說要切除

巴『着燈』，顯示很大機會有淋

有腫瘤外，左腎附近亦有一顆淋

「正電子掃描除了發現左腎

▲內窺鏡下的膀胱癌影像，外形像
珊瑚。

我都沒信心，當下很亂，希望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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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專科醫生。

他將試紙放入尿液中，之後取出

認識腎癌

這是一種由腎臟細胞癌變異引發的癌症。

常見腎癌有兩類，分別是腎細胞癌（renal cell carcinoma）和發
生於腎盂的移行細胞癌（transitional cell carcinoma）。

腎癌最常見的徵狀是血尿或腹部出現腫塊。亦有可能感到疲倦、
胃口差、體重下降、發高燒、大量出汗、腹部出現持續性疼痛等。

為沒痛楚而暫時不理會，延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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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陳醫生說。

膀胱鏡批腫瘤

當有病人因血尿而求醫，泌

尿科醫生會進行檢查追查原因。

「標準檢查包括驗血，檢視腎功

能；進行電腦掃描，檢視腎臟及

輸尿管有沒有異樣；膀胱鏡檢視

尿道、前列腺及膀胱內裏情況。

林先生已知膀胱內有陰影，故他

決定不做膀胱鏡檢查，而直接做

內窺鏡切除膀胱腫瘤手術。」陳
偉希醫生說。

在影像掃描中，林先生膀胱

內的陰影有兩厘米大，可以利用

研究指經常接受化學物品如油站員工，有
較大機會患膀胱癌。
▲

3
腫瘤已被完全清除，露出深層的
膀胱肌肉。

到另一位名醫為我指引……最後

2
常見病徵是小便帶血，通常來得很突
然，一般並無痛楚。初期血尿可能只是間中
出現，但後期會變得頻密。有時候會形成血
塊，令膀胱的肌肉痙痛。出血量與膀胱癌的
病情無關，小便時可能感到灼燒，而且尿意
頻繁。

找到養和泌尿科陳醫生。」張先
生說。

多種原因 造成血尿
當得悉癌症來襲時，人真的
會方寸大亂。
養和醫院泌尿外科中心副主
任陳偉希醫生說，排血尿是一個
常見泌尿系統疾病病徵，如排血
尿但沒有痛楚，就要分外小心。
「造成血尿背後的原因，最
擔心是腫瘤，包括腎腫瘤及膀胱
腫瘤。男性血尿病人，最常見原
因是前列腺良性發大，增生的前
列腺有很多充血的血管，這些血
管很脆弱，如用力排小便可能會
令血管穿裂，引致血尿；這類毛
病在內窺鏡檢查時，可以見到前
列腺肥大。
女士排血尿主要原因是膀胱
炎。其他原因有腎石、膀胱石，
即尿道任何一個位置有結石都會
引致出血，排出血尿。」
上述兩位病人小便帶血但沒
有痛，並不是好現象。「如尿
道有結石，無論是腎結石或
是尿結石，會刺激泌尿道並
引致痛楚；不痛的個案反而
較令人擔心，同時病人會因

膀胱鏡檢視腫瘤。

另一角度的膀胱腫瘤

1
2
3

1
吸煙是導致膀胱癌最常見原因，其他風
險因素包括經常接觸化學品，於染廠、橡
膠、皮革、油漆、印刷、石油和其他有機化
學工業工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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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膀胱癌

膀胱是人體一個中空收集和儲存尿液，
由肌肉包圍的器官。
陳偉希醫生正進行微
創全腎切除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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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最常見發生在五十至七十歲之間
的人士，男性罹患的機會比女性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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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吸煙、

亦無法根治，故他決定盡快

為患者切除腫瘤，阻止其擴
散。

全腎切除以微創方式進行

劑量少，相信無關。高

胱癌有關，但染髮品的

續染多年，懷疑與患膀

向我透露經常染髮，持

學物品的環境工作。他

習慣，亦不是在充斥化

油。該位病人沒有吸煙

計及計算出一個最佳的醫療方

醫生在過程中十分扶持，為他設

院。」張先生說。他十分感激陳

所以選擇在醫院多休養才出

出腎臟樣本位置的切口都頗大，

弱，元氣大傷，渾身乏力，而取

元，但我手術後感到身體很虛

「微創手術應該是能較快復

後，張先生休息了五天便出院。

內視鏡配合手術刀將腫瘤切除。
風險的是指長期接觸高

接觸化學物質如氣

內視鏡比一支原子筆略粗，從尿

案。

道進入；手術過程必須麻醉。

陳醫生說，由於腎腫瘤有機會復

切除腫瘤後日後如何跟進？

至於三十三歲的張

發，張先生要術後每三個月進行

陳醫生說，膀胱腫瘤外貌像
珊瑚狀，需要小心逐步切走，以

先生，情況便不一樣，

一次超聲波或磁力共振掃描，每

失。我們建議之後每隔數個月做

性腫瘤，已完全清除，病徵亦消

「手術後化驗確定組織屬惡

細胞跑到淋巴腺，會經身體循環

癌細胞擴散並經抽組織確認。癌

幸地在正電子掃描中發現淋巴有

除了左腎有一個兩厘米腫瘤，不

題，但沒有人有腎癌，沒有明顯

癌，包括肝、腸、婦科的腫瘤問

生說，病人家族有多名成員患

張先生有高危因素嗎？陳醫

他需要切除整個左腎。「張先生

一次膀胱鏡檢查。術後首年每三

系統跑到身體其他部分。當刻只

腎癌遺傳趨勢。但醫生會轉介病

半年接受一次正電子掃描。

個月一次，因這類腫瘤較大機會

能盡快進行切除手術。」陳醫生

將組織送往化驗，確定性質。

免傷及膀胱壁。完全清除後，會

員。」

劑量化學物品的工作人

正電子掃描可以檢視癌
▲
細胞是否有擴散。

復發，故必須緊密監察。如經過

腎癌，要提高警覺。

他家族中的男成員就很大機會患

因，如確認帶有某種遺傳基因，

生會面後，醫生建議他檢驗基

張先生上周與腫瘤科專科醫

人見腫瘤科專科醫生跟進。

標靶治療可用，但費用較昂貴，

腫瘤都不太見效；其他選擇只有

他解釋，化療及電療對腎臟

內窺鏡全腎切除

說。

進行電腦掃描可以檢視
▲
是否有腫瘤。

數年監察都沒有異樣，日後復發
機會便降低。」
為何林先生會患膀胱癌？陳
偉希醫生說，該名病人沒有特別
高危因素。
「膀胱癌的高風險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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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懷疑自已患膀胱癌與染髮劑有關，但目前未
有研究顯示兩者有關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