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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香港人隨着飲食逐漸西方化，加上壓力大及少運
動，心血管病變個案愈來愈多，而且患者日漸年輕化，
四十、五十歲便要進行通波仔手術大有人在。

通
Ringo家有幼兒，
為了家人必須保
持健康，上月底
接受通波仔手術
解除危機。

波

慶幸現今通波技術先進，置入的心血管支架亦不斷
改良，最新的支架更可以令殘弱不堪的心血管重生，昔
日一些只能搭橋的棘手個案，今天亦可以用通波技術
徹底解決問題！

新紀

撰文：陳旭英

攝影：楊耀文

設計：梅振光

元

何鴻光醫生指出，改良的通波技術加上
最新的心血管支架，令一些棘手的通波個案
得以順利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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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兒子才十五個月大，如

R i n g盡
o 快求醫的
理由，是他的父親

太為意，但到後期心口痛愈來

覺。最初只是偶然一次，我都不

口輕微痛楚，像有點頂住的感

最近我在跑步期間，感到心

消，直接安排做通波仔手術，何

成！原定要做跑步心電圖都取

旋支及左前幹支都塞了超逾七

描及心臟超聲波，赫然發現左迴

「何醫生先安排我做電腦掃

▲

紀大，運動少，除了肥

醫生為他進行通波仔手術，

在導管中發現其中一條阻塞

步、游泳甚麼運動都做，差不多
和哥哥都患有心臟

愈密，一周內大約發作二至三

醫生並說我可選用最新的支架，

打球跑步完全沒有問題，但就估不

「其實我一直感到非常健康，

情。

下到養和見何醫生，由何跟進病

感覺。最近一年，他在友人推介

來沒有感到任何不適或有心翳

一上場便打足一天八小時，從

動，最愛打高爾夫球，經常

從醫生指示服藥。他亦有運

如是者他一路乖乖聽

說。

藥及定期覆診……」他

至五十，要服抗血小板

支塞了百分之三十五

電腦掃描，發現左前降

了解情況後，並進行了

服，之後見心臟科醫生詳細

視，突然覺得心口有點不舒

「記得當時我在家看電

歲。

發現病情，當時才不過四十九

五十六歲的李先生，他在七年前

另一位心血管阻塞患者是

例行檢查 塞六成半

支架，解除危機。

條血管共置放了三個全吸收式

果身體有事不但無法照顧家

做人丈夫及爸爸的不能

胖外，更會增加心臟病

▲

超過九成，幸好通波及時，兩

前

人，更會為家人帶來負累，

風 險 。 五 十 一 歲 的 R i n g是
o 髮型
師，體形弗，外表打扮從髮型、
不顧自己健康…

天天都有運動。但近年因為工作
病，兩年前做例行身體檢查

…」

繁忙，運動次數逐漸減少。加上

時，都發現有輕微心血管阻塞，

另一個驅使

衣飾到鞋履都是潮流指標。但他
估不到，外貌健康的他，心血管
卻悄悄堆積了血脂，造成阻塞。

不少朋友經營餐廳，經常叫我去

他估不到兩年間會急促發展至嚴

「我一向有運動，以前會跑

試菜，日本菜、意大利菜都有，
重阻塞。

上月初，他到養和醫院心臟

在吃得多又運動少的情況下，身
體狀況自然不夠年輕時弗。

科中心見何鴻光醫生做詳細檢

次，每次在跑了十五至二十

可溶解的，放入心血管後，三

查。

分鐘便開始痛，令我無法再

年後就會完全溶解，好處是日

兩條血管 同塞七成

跑下去，必須停下來休息…

…」

情況屬緊急，檢
由於 Ringo
查數日後即上月二十九日，何

說。
Ringo

再做通波手術及再放支架…

後若再發現有阻塞問題，可以
Ringo

…我看不對路了，還是趕快
見醫生檢查清楚。」
說。
令 R i n g正
o 視問題的動
力是他的家人，他向記者

後
可溶解的心血管支架，由聚
乳酸生物可吸收聚合物製成。

1. 於兩年內完全溶解，不會有金屬支架遺留在身體內
2. 賦予血管生命，有助血管回復自然動作及彈性
3. 如血管再栓塞，可以再次通波仔
4.	能施行磁力共振掃描及電腦掃描檢視血管狀況，不
會造成阻礙
5.	在 OCT（光學斷層掃描）中可以清楚見到血管壁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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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病人通
波前後心臟血
管的血流情況。

生物支架優勝處

年

MEDICAL & HEALTH

愈長，所以日

通波後何醫生為他置入兩個最新

手術於六月二十二日進行，

展史中，心血管支架扮演重要角

醫生說，在介入性心臟治療的發

養和醫院心臟科專科何鴻光

▲

行檢查心血管，結果竟然在電腦掃
後當心血管又

現今人口壽命

描中發現左前幹支已經塞了百分之
再阻塞時，就

的全吸收式支架。

年間有
色。「在一九七九至八 ○
通波仔手術後，大約每十年一個

○

後需要置入多個血管支架，血管

像被套入鋼管，心臟像被牢籠囚

禁一樣，而且是無期徒刑，終身

囚禁！幸好三年前面世的生物全

吸收式支架，可為心血管解除枷
鎖。

何醫生解釋，這種嶄新的心

血管支架在置入後三年會完全溶

解，並為人體所吸收。同時生物

支架能賦予血管生命，令
它回復彈性及擴張收
生物全吸式支架，
經導管置入收窄的心血
管位置。

8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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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近一次見何醫生，只是打算例

六十五，何醫生建議我考慮進一步
很大機會要再
通波仔，最新

做心導管檢查，如情況差可即時進
行通波手術……」
的全吸式生物支架，令日後再通

和李先生，兩人都是約
Ringo
五十歲，與昔日大部分患者均為

大躍進，九十年代在通波後置入

波更容易。

六十餘至七十歲，冠狀動脈病變

金屬支架支撐血管防止再收窄，

患者年齡 愈見下調

明顯愈趨年輕化。部分患者，更

惟有機會因內皮細胞增生而再收

如三支病變及迷漫性病變患者，

不過嚴重的心血管阻塞個案

迷漫病變 支架鎖心

長遠效益媲美搭橋手術。」

一 ○
年醫學界才確定其效果，並
用於處理複雜的三支病變，它的

機會，這種支架差不多到了二

二年出現藥物塗層支架，置
○○
入後可慢慢釋放藥物，減低阻塞

窄，所以在大約十年後，即二

只是三十餘至四十歲。

這種新支架的物料是聚乳酸生物可吸收聚合
物（bioresorbable polymer），由
大豆和玉米提煉而成，能自行
分解成天然成分，然後代謝
成二氧化碳及水，最後
被人體吸收。

正因為患者愈見年輕，加上

全吸收式生物血管支架由美國研發，
○六年有首宗植入人體試驗。參加試驗的包括
歐洲、亞洲、加拿大及美國等一百個研究中心，
香港亦是其中一分子。至今全球有逾十萬個支架應
用到病人身上，全港亦用上超過二千六百個，其中
養和醫院用超過九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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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

解構
生物支架

▲ 配合高清的血管內腔
超聲波，令通波手術達
到更佳效率。
何鴻光醫生及其團隊，正
為病人進行通波仔手術。

後

療

整條血管都有阻塞及鈣化，通波

前

案
醫

這是參與研究病人置
入新支架後五年的OCT
影像，清楚顯示心血管
的順通情況。
▲

MEDICAL & HEALTH

用，香港基本上與歐洲同步，同

至目前為止，全球已使用逾

▲

縮能力，即當運動時心血管會擴

年五月便有第一位私院病人置入

使用。目前日本、台灣及內地城

血管病變患者。何醫生說，近

十萬個生物支架，香港病人已使

市仍待有關部門批准使用。

八十歲的孔先生有嚴重的三支病

新支架既然好

用超過二千六百個，其中九百個

壓，病情複雜，內地醫生都一致

處多，未來是否會

變，即三條心血管都嚴重鈣化及

認為只有搭橋手術才幫到他。惟

被廣泛應用？何鴻

在養和醫院應用。」

孔先生不願接受，希望能夠通

光醫生說，目前生

史，它的長遠效益

波。他知道香港可使用可溶解支

要求使用這種嶄新的支架。「孔

是否比藥物塗層金

物支架只有五年歷

先生於三年前來港接受了手術，

屬支架優勝，需要

一二年於歐洲獲批准使
○

這種生物全吸收式心血管支
架在二

圖為心血管介入治療
的演變。

目前血管情況良好。」

架後，特地到養和接受手術，並

阻塞，本身又有糖尿病及高血

一位受惠於新血管支架的嚴重心

內地居民孔先生，便是其中

張以運送更多血液，完全和健康

後

新支架，公營醫院在本年初才能

後

血管一樣。

後
金屬支架

通波仔後，病人需
服用抗凝血藥物。
▲

何醫生年初在中國國際介入心臟
會議分享最新通波技術及使用新支
架經驗，有近一千名國內醫生出
席，可見國內正熱切期待新支架能
在內地使用。

前

血管再成形術

▲ 圖為孔先生心血管
通波前後的狀況。
全吸收式支架
藥物塗層支架

前
1988
1977

更多的科研數據才能確認。而暫

時生物支架亦有其限制，包括尺

碼選擇不夠全面，長度限制亦較

大，如血管鈣化嚴重、過窄或過

闊都不宜使用；另外支架亦較

厚，故置入時不及金屬支架靈

活，這些缺點都有待改善。新支

架售價較高昂，比傳統支架高兩

倍，亦限制了部分經濟考量較大
的病人使用。

未來展望 更臻完善

不過何醫生對於新

支架在介入性心臟治療

發展上表樂觀，「首

先，今年支架尺碼選擇

已略為增加；第二，導

管的推送系統改良令支

架進入時更暢順；第

三，在血管內腔超聲波

及Ｏ Ｃ Ｔ的輔助下，加

上醫生對支架性質熟

悉，將併發症機會減至

最低；第四，改良的支架物料，

置入後會輕度膨脹，減少支架與

血管的虛位，更緊貼血管壁；第

五，明年有更薄的血管支架面

世。基於以上各點，我相信將有

更多病情棘手的個案，可以用通
波技術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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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前

2001

進行電腦掃描有助通
波術前評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