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十多歲的王先生月前因
為腹痛，晚上到養和醫

院二十四小時門診部求診，護士
為他登記及量度體溫、血壓時，
一度，血
發現他體溫高達一百 ○
壓也偏低，以他接近三百磅體重
來說，非常不尋常，故登記好資
料後馬上由醫生接見。
「醫生，我肚好痛，痛了兩
天，所以從內地趕回來，一下機
便立即來醫院，期間肚痛未好
過……」王先生說。
當時王先生的皮膚及眼白都
呈黃色。醫生為他抽血送往化
驗，發現他的膽紅素高達一百，
正常應該只有二十。由於情況明
顯與肝膽有關，故立即由外科專
科醫生跟進。
王先生到底發生何事？養和

▲

醫院外科專科醫生陳志偉說，他

陳志偉醫生說，九成以上膽管炎由膽石引
發。

接見王先生後，從臨牀病徵及驗

血報告，懷疑是膽管炎。他馬上

為病人進行超聲波掃描，發現膽

管擴張，明顯有阻塞，於是馬上
安排做通膽管手術。

膽管炎是常見的急症，病人

很多時是因為腹痛和發燒入院，
經檢查後確診。

陳志偉醫生解釋，膽管是一

條將肝臟生產的膽汁送往十二指

腸的管道，膽管上連肝臟，下連

十二指腸；膽囊連接膽管，分為

總膽管及肝內膽管，是消化器官

之一，與胃、十二指腸、胰臟、

胰管共同工作為人體消化食物。

多個原因 引致發炎

「膽管發炎，主要是由於膽

管閉塞，任何情況引致膽管閉

塞，也有機會引致膽管炎，最常

見是膽囊結石，結石隨膽汁流出

後，跌入膽管引起阻塞，當膽石

阻塞膽管後，膽汁無法順利通過

膽管，壓力增高導致膽汁回流至

肝，再進入血液循環系統，在此

情況下便容易造成感染。在

正常情況下膽汁是沒

有細菌的，但

假如有膽

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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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管是膽汁由
肝臟傳送至十二指腸的一個管
道，如果有任何阻塞，可以引起嚴重後
果，可引致敗血症，有機會死亡。

為何這條管道會阻塞？患者會有甚麼病徵？一旦阻塞如何搶救？今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期由外科專科醫生詳細解構。

於膽石本身可能藏菌，故一旦膽
石阻塞膽管，導致細菌感染後便
有機會引致發炎。」陳醫生說。
其他情況造成膽管阻塞例如
胰臟炎、胰臟腫瘤（良性或惡
性），腫瘤壓迫膽管致膽管閉
塞，都會引致膽管炎。
另外膽管良性收窄（如手術
後因有創傷而令其收窄）；免疫
系統疾病如纖維性膽管炎，患者
的免疫系統自我攻擊膽管，都會
引致膽管收窄而出現膽管炎；感
染肺癆桿菌攻擊膽管令其閉塞，
也可引致膽管炎。
簡單來說，當膽管因任何情
況出現閉塞，都有機會引起發
炎。逾九成病人來到求診時，病
情都屬急性。

夏柯氏三徵
急性膽管炎有以下典型徵
狀：右上腹痛；小便呈
茶色，因為通道阻塞，
膽汁被迫回流入血液，
再經腎臟處理排出來，
尿液中因含膽紅素，故
會像普洱茶般深啡色；
出現黃疸情況；另外患

圖為手術室屏幕顯示ERCP手術進行時情況。

右上腹痛，加上發燒，
有機會是患有膽管炎。

並會嚴重抖
震。

「急性膽管炎的典

型徵狀稱為夏柯氏三徵

），即腹痛、黃
（ charcot's triad
疸、發燒。當病人出現眼白黃、

皮膚黃等病徵，反映病情已屬較

後期；通常眼黃徵狀出現後，小

便就會變得深色。」陳醫生說。

有些長者病情來得很急，因

為細菌入血後會引致敗血症，這

時患者神智不清，這類情況比較

危險，病人可能會死亡。

驗血 超
+聲波

急性膽管炎患者求醫，需要

入院接受急救、注射抗生素及生

理輸液，然後找出阻塞之處。陳

醫生說：「大部分從膽囊跌出的

16/6/2018 2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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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有細菌感染而發
燒，有忽冷忽熱之感，

▲

MEDICAL & HEALTH

膽管炎病人可
接受內鏡逆行膽
道手術，先為膽
管引流。

膽石，多數會卡在總膽管之中造

醫生要做引流，排走感染的膽

）、總膽

管到膽管做

引流，但由於會令病人失血量較

多，而病人在受感染時通常情況

危急，血壓低，開腹手術風險

高，故現時極少採用這方法。

）以微創方法，

「現時會用『內鏡逆行膽道手
術』（

經口腔放入十二指腸內視鏡，置

放引流管到膽管內，抽乾膽汁，

再置入塑膠支架擋住膽石，令膽

管回復暢通，將膽汁引流至腸

道；病人同時需要注射抗生素，
控制感染。

待病人情況穩定後，才再進

行手術取回支架，及取出膽
石。」陳醫生解釋。

鼻管引流
膽管支架引流

為何不在進行引流時取出膽

石？陳醫生解釋，如果在病人危

急時於膽管中挖走膽石，可能會

增加膽管壓力及令更多細菌入血

引致病情惡化。故處理這類急症

最重要是先引流放膿，並要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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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總膽管閉塞，這情況下，外科

汁。手術前需要先進行超聲波掃

、

功能（
）、白血球等，

人開腹，置入一條

陳醫生說，傳統手術是為病

術分為開腹和微創兩種。

流手術先解除病人危機。引流手

膽石問題後，外科醫生可以做引

當上述檢查證實膽管炎及有

評估感染情況。

紅素（

另外病人亦需要驗血檢視肝

磁力共振掃描看清楚膽管。

下看到膽石，可能就要進一步做

膽石，膽管擴張但沒有在超聲波

另一情況是：膽囊內發現有

減低感染情況惡化機會。

共振確認，而可以盡快做手術，

到有膽石卡住，就無須再做磁力

有沒有擴張；如超聲波已經能看

描，檢查膽囊有沒有膽石，膽管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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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腹 腔鏡手術只需要在
病人腹腔上開小創口
置入手術用具。
1

療

案
醫

▲如上腹痛持續，應見醫生檢查清楚。

1.病 人的超聲波掃描，
可以見到膽石。

2.磁 力共振掃描清楚見
到膽囊內有很多膽
石。

3.當 病人情況穩定後再
進行腹腔鏡手術，切
除膽囊。

5.標 準手術是將整個膽
囊切除。

2

3

其中一種引流方法是放鼻膽
管引流，由鼻腔置入小管，經胃
部進入至膽管，將膽汁從鼻管引
流出來，帶出體外。置入鼻膽管
病人，管道連接一個透明袋，膽
汁經管道進入這個透明袋。由於
膽管內有壓力，會將膽汁谷出
來，病人無須臥牀。陳醫生說這
方法會令病人有不適感。
「昔日標準治療是做鼻管引
流出體外，後來外科醫生團隊進
行研究比對膽管支架引流與鼻管
引流兩種方法，發現兩者一樣有
效。兩種方法各有長處及不足之
處，引流入腸方法病人感覺較為
舒服；鼻膽管引流，醫護人員看
着膽汁流出，掌握情況，但病人
感不適可能會自行拔除鼻管。
另外如果膽石卡在膽管較上
位置，支架未必能去到該
處，這類情況就要用
鼻膽管。
有了一次膽管
石，處理之後日
後也有機會再排
出膽石到膽管，
故最徹底之方法
是切除膽囊。
陳醫生表示，切
除膽囊同樣以腹腔鏡進

共振，爭取時間進行通膽管手

術，取走卡住膽管的膽石，置入

支架，控制感染。由於王先生本

身有脂肪肝，肝功能復元速度較

慢，故陳醫生安排他個半月後回

醫院再接受手術取出支架，並切
除膽囊。

改善飲食減低風險

陳醫生指出，膽管炎及膽石

患者無分年齡，他日前就為一名

三十歲人士進行切除膽囊手術，

亦曾經為一名二十餘歲青年進行

緊急手術取出膽石，所以有膽石
不是中年人專利。

不過膽石確有年輕化趨勢，

陳志偉醫生相信與飲食習慣有

關，現時香港人多進食高膽固醇

食物，故容易有膽固醇膽石；而

寄生蟲形成的膽石。他建議大眾

現時環境衞生改善，故很少出現
行，減少病人創傷，復元亦

膽管炎入院，在進行引流

囊病人，日後生活會有影響嗎？

因膽石引發膽管炎而切除膽

高，以減低膽石形成機會。

手術，等待情況穩定，隨

機會引起肚瀉。

減少進食高脂食物便可，否則有

生產膽汁，成份不變，病人只要

儲存膽汁，切除膽囊，肝臟仍然

陳醫生說，肝臟生產膽汁，膽囊

生，在超聲波掃描中發現膽管

從內地回港求醫的王先

個過程大約五至七日。

即進行切除膽囊手術，整

至三日。如果病人因急性

改善飲食習慣，避免膽固醇過

不同病人的膽囊，
有不同的膽石。

快，一般情況下只需住院二

▲病人如未能從超聲波看清狀況，
就有需要照磁力共振。

擴張，故陳醫生認為無須照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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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 HEALTH

為何膽囊有石？

陳志偉醫生解釋，肝臟生產膽汁，膽囊負
責儲存膽汁，它會抽取水份，令膽汁變成濃縮
狀。膽汁內有多種成份，最主要有膽固醇、膽鹽
酸、有機化合物如礦物質。三種成份保持在平衡
狀態，如當中某一種成分超標就容易造成沉
澱，有機會形成結石，例如膽固醇過高人
士，有較大機會出現膽石，而血液有問
題致膽鹽酸較高人士又較大機會有
膽石，故兒童也會有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