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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社康護理服務現已推出

養和社康護理服務	
HKSH Community Nursing Service

•	 全港首個結合私營醫院及門診的社康護理服務

•	 護理計劃由社康護士與醫生共同訂出

•	 為手術後、慢性疾病、復康期的病者，		 	 	 	

	 提供綜合及持續性家居護理和治療

•	 服務範疇包括打糖尿針、傷口護理、抽血、		 	 	

	 慢性疾病護理、家居安全評估等

•	 社康護士每次家訪約30分鐘，收費為800元，	 	 	

	 不包括治療程序費用

•	 須經養和醫院(或獲發醫院行醫權)的醫生或	 	 	

	 養和醫健醫生轉介，服務範圍主要為港島區

如有查詢，請電2835	8634或電郵:	cns@hksh-healthc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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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是人體其中一個最複雜亦最重要的器官，功能	

繁多，包括排毒、製造蛋白質和荷爾蒙、控制血糖等等，

若然肝臟受損，必定百病叢生。常見肝病如乙型及戊型

肝炎，均可於懷孕期間經母體傳給胎兒，特別是戊型	

肝炎，嚴重者會令孕婦同胎兒致命，不得不防。		

鑑於肝病影響甚廣，加上近日連串有關肝臟移植的新

聞，對肝臟及各類肝病的關注「人氣急升」，今期《養和

之道》特以肝臟為主題，邀請家庭醫學、腸胃肝臟科、	

外科及內科腫瘤科等專科醫生，探討肝臟的功能及結

構，以及各類常見肝炎及肝病。我們亦請來註冊營養師

及專業藥劑師，講解肝炎患者在飲食及服藥要注意的	

事項，務求在預防及治療方面事半功倍。

以慢性肝炎為例，患者起初並無任何明顯症狀，以致	

未有察覺，如無定期檢查，任由病情隨年月惡化，最終有

可能會導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病情無法逆轉。

生活提高警覺，平日定時檢查，趁病情尚輕猶能逆轉時	

及早跟進，是拯救肝臟的關鍵。

如想在網上瀏覽或登記收取《養和之道》電子版的電郵	

通知，歡迎前往www.hksh-hospital.com/pnewsletter。

陳煥堂醫生

養和醫院副院長

編者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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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成智醫生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病毒性肝炎泛指由過濾性病毒引起的肝臟細胞發炎，主要有

甲(A)、乙(B)、丙(C)、丁(D)及戊(E)型五大類。大部分肝炎

病人的病徵並不明顯，要靠驗血確認肝炎類別，方能對症下

藥。忽視定期體檢，個別肝炎隨時會演變成肝纖維化，若屬

早期，病情尚能逆轉﹔一旦延誤治療時機，肝纖維化會惡化

成肝硬化，甚至肝癌，後果堪虞。

淺談
甲至戊型肝炎

甲型肝炎  (甲肝)
甲肝屬急性肝炎，病毒經由病人糞便傳染。如食物或食水受污染，或帶菌者排便後未

有徹底清潔雙手，病毒可會循口腔及腸道感染。甲肝病毒尤其常見於產地海水早有

甲肝病毒而又未經煮熟的蠔、蜆等貝殼類海產。

甲肝潛伏期約15至45日，患者初發時輕則長時間渾身疲累，無法集中精神，影響日常

上課或工作，重則眼睛及皮膚發黃。甲肝不會演變成慢性肝炎，亦甚少導致肝衰竭等

併發症，患者一般會自行痊癒並終身免疫。

其實，只要注意個人及食物衛生，如進食前及如廁後徹底洗手，飲用已煮沸的水，生

的食物另外處理兼徹底煮熟，就能有效預防甲肝。

如身體無任何抗體，可選擇接受共兩針的疫苗注射，抗體效果大約可維持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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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  (乙肝)
香港平均每八至十人當中，就有一個乙肝帶菌者。乙肝是一種傳染病而非遺傳病，	

主要是孕婦分娩期間，胎兒經母體血液及胎盤感染，以致成為慢性帶菌者。其他循

血液傳播的途徑包括性接觸、使用沾有帶菌者血液的日常用品	 (如牙刷、舊式剃鬚刀

片)、輸血、共用針筒注射毒品等。乙肝潛伏期可達半年之久。

乙肝帶菌者可簡單分為三大類：第一類屬慢性帶菌者，其病毒指數偏低或感染時間

較短，終其一生都未必會有肝炎或其他併發症﹔第二類帶菌者會不時出現肝炎症狀，

病情起伏不定，雖說病毒長遠會隨時間消減，但仍需定期覆診，透過服藥改變病毒	

指數，減低將來出現併發症的可能﹔第三類則診斷時已出現肝衰竭、肝硬化或肝癌等

併發症，尤以男性比較常見。由於乙肝初期並無任何顯著病徵，第三類帶菌者大多	

一直未有主動求醫，一旦發現已屆肝纖維化後期，錯過治療黃金時機。

初生感染乙肝病毒，倘若一直未有檢查，大多在四、五十歲時出現肝硬化。愈早感染

但又掉以輕心，出現慢性併發症的風險也就愈高。

如非本地醫院出生且從未注射任何疫苗，可在六個月內接受三次防疫注射，令身體

產生抗體，往後一般無須再打任何加強針。

確診以後，醫生會建議帶菌者最好定期驗血、檢查癌指數及作超聲波篩檢等，監測

肝臟情況，再個別決定是否需要服藥、何時服藥及所需劑量。

未有肝硬化的乙肝患者，宜每隔半年見醫生，接受抽血及超聲波檢查，觀察肝臟有否

發炎及結構有何變化，如是否有脂肪肝、肝硬化，甚至腫瘤等等。以半年為界，原因

是肝腫瘤可在短短半年內由無到有。

如有肝硬化，較易有併發症，應每四個月覆診一次，超聲波檢查則每半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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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  (丙肝)
丙肝是急性肝炎，潛伏期大約半年，有可能會變成慢性情況。患者主要是青年及	

成人，病毒一般透過共用針筒或性接觸等經血液傳播。丙肝患者通常都有脂肪肝，但

有脂肪肝不足以確診丙肝，得靠驗血作實。

急性丙肝經治療後一般都能痊癒，不會演變成肝硬化等併發症。倘若治療後半年仍

驗出體內有丙肝病毒，就要服藥跟進。近年丙肝治療有重大突破，三個月的口服藥療

程，能消除大部分病毒，成功率視乎丙肝病毒基因結構而定，一般都達九成或以上。

丁型肝炎  (丁肝)
丁肝與乙肝關係密切，患者通常是先有乙肝，繼而再受丁肝病毒感染，發炎會比較	

嚴重，其跟進及治療與乙肝相近。

丁肝在香港比較罕見，礙於篇幅所限，在此不贅。

戊型肝炎  (戊肝)
戊肝屬急性肝炎，成因主要是飲用受污染食水，以及進食不潔或未經煮熟的內臟（如

豬膶）。打邊爐時隨便「烚兩烚」，又或豬膶生滾粥等食物，由於烹煮時間太短，不足

以殺死所有病毒，隨時禍從口入。此外，戊肝亦可經血液及體液傳染。

戊肝病毒可由孕婦傳給胎兒。患有戊肝的孕婦，死亡率可高達三成。

戊肝病徵與甲肝相似，惟香港現時未有防疫注射（國內現正推行疫苗計劃），醫生	

一般會建議公眾（特別是孕婦）避免前往一些衛生情況惡劣的地區，以及少食內臟，

以防感染戊肝。

戊肝一般都能痊癒，患者康復後會產生抗體，終身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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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檢查 事不宜遲
病毒性肝炎患者絕大部分都無明顯徵兆及症狀，一日不檢查，一日都無法得知自己是否

為肝炎患者。其實檢查過程非常簡單，只需透過驗血驗出抗原（即病毒存在的證據）或

抗體（代表身體感染某種病毒後的反應），就能確診是否帶有肝炎病毒及病毒類別。

不少人得悉親人是肝炎帶菌者方才檢查，最終發現自己不能倖免。缺乏長期、定時的	

監察及跟進，慢性肝炎引發肝併發症的風險會隨年齡增加。及早檢查，盡早治療，長期

監察，持續跟進，能大大減低出現肝纖維化後期、肝硬化及肝癌的風險。

肝炎 甲型 乙型 丙型 戊型

病毒主要
來源

受帶菌者糞便
污染且未經煮
熟的食物（特
別是貝殼類）或
未經煮沸的食
水、帶菌者用
餐前或如廁後
未有徹底清潔
雙手並接觸的
物件

孕婦血液或胎
盤、性接觸、
血液（如共同
使用沾有帶菌
者 血 液 的 牙
刷、刀片、輸
血、共用針筒
吸毒）

共用針筒吸毒、
性接觸

受污染且未經
煮 熟 的 食 物	
（如豬膶等動
物內臟）或尚未
煮沸的食水、
孕婦傳予胎兒

傳播途徑 腸道 母體、血液 血液 腸道、母體

會否導致
慢性肝炎

不會 有可能 有可能 不會

潛伏期 15		﹣45日 45		﹣160日 15		﹣150日 15		﹣60日

治療方法 進行輔助治療 視乎受感染時間
及導致慢性肝炎
的可能性，一般
以抗病毒藥物
（A n t i - V i r a l	
Agen t s）治療
急性乙肝，安全
度高，副作用少

•	聚乙二醇干擾
素配合口服利
巴韋林

•	口服直接抗病
毒藥（DAA）

進行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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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是其中一種最常見的肝臟疾病。肝炎帶菌者起
初可以無任何徵狀，如不及早定期檢查，個別種類的
肝炎有可能會惡化為慢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
發現時已屆末期。在診斷、監察及預防肝炎方面， 
家庭醫生可謂走在最前線，擔當重要的角色。

譚文蔚醫生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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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嬰兒、成人、老人以至高危人士，家庭醫生在診治肝炎方面擔當什麼角色？面對不同 

情況，家庭醫生會有何建議？

不論是零歲還是一百歲，我們都會服務每一位家庭成員。除一般診症外，我們會盡量	

就預防疾病提供醫學建議。

以肝炎為例，就嬰兒而言，我們會按若干特定時間表，安排他們盡早注射疫苗﹔到了二十

歲，疫苗抗體或已消失，我們會為他們作身體檢查，必要時安排注射加強劑。

倘若夫婦其中一人是帶菌者，就必須通知家庭醫生，有需要時會安排專科轉介，如伴侶	

懷孕時安排轉介婦產科，嬰兒出生後為其提供免疫球蛋白治療。

如非帶菌但屬高危者，以乙肝為例，它主要是經血液及性接觸傳染。若有高危情況，例如	

伴侶已確定為乙肝帶菌者或從事醫護工作等等，我們會安排相關高危人士定期接受監察

及補打加強劑。加強劑一般有效期為五至十年﹔如非高危人士，會建議他們定期進行常規

身體檢查，如有需要可接種疫苗。

簡而言之，家庭醫生的職責是以預防為主，絕非單純有病醫病。我們認為，每一個家庭	

都應該有一位家庭醫生。家庭醫生都希望每個家庭可以將自己視如朋友，每年見面一至	

兩次，以便了解每位家庭成員的身體狀況。

若體檢時發現帶菌，家庭醫生會如何跟進及監察？

我們會評估求診人士的情況，檢查肝酵素、安排超聲波及抽血檢驗肝癌指標。醫學證實，

定期每半年抽血一次及每年作一次超聲波檢查，能有效減低肝炎引起併發症（如肝硬化

及肝癌）的風險。

一旦確認求診人士乙肝帶菌，家庭醫生會定期檢查及監察其病情，提醒病人複診。若然	

發現病情有變，如肝酵素升高或超聲波及其他指標異常，便會安排專科轉介。

乙肝帶菌者要定時檢查，建議每半年驗血一次，測檢乙肝病毒指數、肝功能、肝癌指數，	

以及接受肝臟超聲波檢查。若發現有慢性肝炎，需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藥物可控制	

乙肝病毒，縱使不能根治，仍可避免引起肝硬化和肝癌。乙肝帶菌者亦應避免吸煙、飲酒

和服食可能傷害肝臟的中西藥。

家庭醫生Q&A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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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患者肝酵素升高，如同時患有脂肪肝，一般會如何跟進？

醫生檢查時，如驗血發現求診者肝酵素升高，以及超聲波掃描發現有脂肪肝跡象，不論

病人肥胖與否，家庭醫生都會建議患者改善生活習慣，如適當飲食、多做運動等等。我們

亦會安排大部分脂肪肝患者定期接受肝纖維化檢查，確認脂肪肝有否導致肝纖維化。

肝炎患者服用中藥時要注意甚麼?  

某些中藥可能會影響肝功能，肝炎帶菌者服藥前應諮詢中醫師意見，並如實告知肝炎狀

況。如服藥後出現上腹痛、黃疸、噁心等徵狀，應即時停止服用中藥，並接受肝功能測檢，

以策安全。

旅遊前是否需要注射疫苗？

旅遊人士一般需要注意甲肝。如要長途旅行，或期間有機會進食海產及生的食物，一般

建議出發前一個月接受評估。家庭醫生亦會提醒他們注意其他有關蚊患的疾病，如登革

熱、日本腦炎等，以策安全。

老人肝炎帶菌者應注意甚麼？

長者免疫能力一般較低。以乙肝為例，如長者是乙肝帶菌者，就需要接受更詳細的檢查。

保存詳盡病歷，對肝炎患者有何重要？

如乙肝帶菌者需要服藥，包括類固醇或若干抑制免疫系統的藥物，處方時必須非常謹慎。

在處方藥物方面，詳盡的醫療記錄，可以協助家庭醫生及病人互相提醒，以免延誤診斷及

治療。

最近有乙肝帶菌者因醫生處方高劑量類固醇，壓抑免疫系統以致乙肝病毒活躍，引發	

急性肝炎和肝衰竭，需要接受換肝手術，這種情況理應可以避免。乙肝帶菌者接受藥物

治療或手術前，應告知醫生其肝炎情況，避免治療影響肝臟。醫療記錄完善，有助減少	

失誤。

如何確保病人記錄齊全？

這就有賴一個良好的醫療記錄平台，詳列有關慢性病、藥物敏感等重要資料，以便病人	

每次求診時，家庭醫生可適時更新有關內容，以免資料過時延誤診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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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肝炎注射須知

甲型肝炎 (簡稱「甲肝」)
甲肝疫苗在六個月注射兩劑，一般保護期達十至二十年，

坊間亦有提供甲乙肝混合針。近年本地衛生環境改善，	

感染甲肝的機會不高，如市民要前往較落後的地方，如	

印度、非洲或東南亞等地，出發前應接受甲肝疫苗注射。

乙型肝炎 (簡稱「乙肝」)
香港雖無全民乙肝篩查計劃，但政府早於1988年起為所

有初生嬰兒接種疫苗。如母親為帶菌者，需再接種乙肝丙

種球蛋白，感染乙肝風險理應大大降低。如在入學或入職

身體檢查時發現自己並無乙肝抗體，可選擇注射加強劑。

現時很多身體檢查計劃都包括乙肝測檢，產前檢查亦有

提供，孕婦可安全接種乙肝疫苗。如在檢查時發現自己肝

炎帶菌和肝功能異常，有呈慢性肝炎的跡象，家庭醫生會

轉介肝科跟進，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

香港乙肝感染率高，接種乙肝疫苗可有效預防肝炎。如	

高危人士不確定自己出生時有否接種疫苗，應考慮作抽血

檢查和接受注射。

乙肝疫苗需要作三次肌肉注射，第二和第三針在一個月和

六個月後注射。如忘記注射第二和第三針，應盡早補打。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研究顯示，疫苗注射後身體	

免疫系統記憶可維持二十年，即血液抗體雖低但仍有足夠

保護。但以臨床做法而言，血液抗體低於十個單位時便	

應注射一針疫苗加強劑。高危人士可在疫苗注射後檢驗

抗體，隨後每五年覆檢一次。

乙肝疫苗以血液乙肝抗元製造，副作用為發燒、注射地方

疼痛或注射位置感染，惟並不常見，孕婦和哺乳婦女都	

可注射。如曾對乙肝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或有急性病如

發燒，應避免注射。

丙型肝炎 (簡稱「丙肝」)
丙肝並無預防疫苗，而新的抗病毒藥物可有效治療丙肝。

紅十字會自1992年後已有檢測，可避免輸血感染丙肝。



丙型肝炎治療新趨勢
及非病毒性肝炎

丙型肝炎治療突破性發展  
口服直接抗病毒藥物

陳安安醫生    

腸胃肝臟科專科醫生

現時全港每一千人中，就有五人感染丙型肝

炎（簡稱「丙肝」）。丙肝主要是經血液傳

播，如癮君子共用針筒，或平日使用剃鬚刀

片等鋒利器具。患者體內的丙肝病毒會破壞

肝臟的核糖核酸（RNA），嚴重者可引致	

肝硬化，甚至肝癌。丙肝初期無明顯徵狀，

一旦變成慢性並引發黃疸等情況，已屆肝硬

化階段，為時已晚。

丙肝病毒有六種基因型，香港最常見的是一

型，其次是二、三及六型。傳統治療是按基因

類別而定，用藥份量及時間各有不同，一般

是注射聚乙二醇干擾素（Peginterferon）配

合口服利巴韋林（Ribavirin），惟患者反應率

一般只有約五成，副作用亦多。

近年新推出的口服直接抗病毒藥物（Direct-

Acting	Antiviral	Agents，簡稱	DAA），如索

磷布韋（Solosbuvir）、來迪派韋（Ledipasvir）

均為丙肝治療帶來重大突破。新一代治療	

結合二或三種口服DAA，能直接抑制若干	

蛋白細胞，阻截病毒在體內持續複製，令受

病毒感染的細胞死亡，悉數清除病毒。

現時口服DAA主要可分為三大類，分別是	

1 NS 3 /4A P I、 NS5A 抑制劑，	

以及 Nuc l e o t i d NS 5B抑制劑與	

Non-nucleotide抑制劑，適合各類基因型	

的丙肝病毒。療程一般只需三個月，每日服

藥一次，不但方便簡單，治癒率更高達逾九	

成（指停藥後三個月病毒量處於零水平），近

乎沒有副作用。

口服DAA比干擾素加利巴韋林療效更佳，	

療程更短，預計可見將來會日趨普及，成為

丙肝治療的首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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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病毒性肝炎

除常見的甲至丙型病毒性肝炎外，其他非病

毒引發的肝臟發炎亦非罕見。非病毒性肝炎

起初亦無明顯症狀，病人一般在體檢驗血時

方才發現。

及早定期檢查，趁病況尚輕時把握治療黃金

時間，就能逆轉病情﹔一旦出現如眼睛	

發黃、腹水等情況，便已屆肝硬化階段，無

法逆轉。

非病毒性肝炎的成因與個人飲食習慣、自身

免疫系統及遺傳病有關。

俗話有云「飲酒傷肝」，飲食高脂高卡對肝亦

同樣有害，會導致脂肪肝。肥胖人士血壓、

膽固醇及三酸甘油酯三者皆高，易患代謝	

綜合症，一旦同時患上肝炎，會加快肝纖維

化速度，增加肝硬化風險。

戒酒和減肥，是擺脫酒精肝及脂肪肝的不二

法門。早期肝纖維化是可以逆轉的：改善個

人飲食習慣，並且定期接受肝纖維化掃描或

磁力共振掃描，早早驗出纖維化程度，有助

及早治療。

免疫系統肝炎及遺傳病引起的肝炎相對罕

見，前者例子有微細膽管發炎。如肝纖維化

屬早期階段，可以藉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逆

轉病情，又或利用藥物優思弗（Ursofalk）	

控制病況，減慢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

引發肝炎的遺傳性疾病主要是威爾遜	

病（Wilson’s Disease），患者天生缺乏	

血漿銅藍蛋白（Ceruloplasmin），以致肝、

腦、眼睛積聚過多銅質，加重肝臟負荷，一

般需服用螯合劑（Chelating Agent）協助	

排銅。

一旦錯過治療黃金時機，任肝炎惡化為肝纖

維化，踏入後期大多藥石無靈，往後治療只

能以紓緩症狀為主。肝纖維化會再進一步變

成肝硬化，令門靜脈壓力過高，導致腹水，

嚴重者會有腎衰竭、肝衰竭及肝昏迷，需服

藥減壓及去水。倘若出現靜脈曲張及出血，

要透過內窺鏡手術止血。其他情況如腎衰竭

等，亦得靠藥物控制。此外，醫生會確保	

病人大便暢通，防止肝毒素上腦，引發肝	

昏迷。

正所謂「防患未然」，不論是何種肝炎，只要

定期驗血照肝，及早偵察肝臟有何異樣，一

旦確診早期肝炎便按肝炎性質對症下藥，調

整飲食習慣，就能來個逆轉勝，掃走嚴重肝

病的陰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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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重生」的奧秘

陳詩正醫生    

外科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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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器官。單單一個肝臟，就有過百樣功能，大致如下：

•	 製造多種人體必需的蛋白質、胺基酸及凝血份子等，以及將人體吸收的葡萄糖

轉化為糖原儲存於肝內，然後在飯餐之間釋出葡萄糖﹔

•	 分泌膽汁，促進腸道消化吸收

•	 分解體內有毒物質，如藥物、中藥及各類毒素

•	 製造抗體抵禦細菌，發揮免疫防禦功能

更有趣的是，肝臟是人體重生（regeneration）能力最強的器官。人體肝臟分為左肝

及右肝，分別佔整個肝臟容積的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所謂重生，是指手術切除部份	

肝臟後，餘下肝臟可於短時間長至原有容積。

	將會留下的左肝 右肝切除手術三個月後之左肝情況 右肝切除手術九個月後之左肝情況



肝臟「重生」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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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年約三、四十歲，右肝發現腫瘤，需接受

手術切除。

• 患者體重：60公斤

• 正常肝臟容積：一般為1,200毫升（左肝

400毫升，右肝800毫升）

• 如肝功能正常，即使肝臟要切除800毫升，

即原有容積的三分之二，病人仍能生存

• 餘下肝臟會向四面八方生長，約六星期 

後長至原來1,200毫升的容積，再過六星期

完成結構修復

現時醫生可根據患者的體重及性別，利用數

學公式推算其肝臟容積及手術時可切除量1。

近年研究指出，醫生可參照以下四個指標 

評估肝臟功能，決定手術保留多少肝臟容積，

以維持病人生命2：

• 黃膽素

• 白蛋白

• 血小板

• 凝血指數

以肝腫瘤為例，患者年約三、四十歲，右肝發現腫瘤需要切除。倘若患者本身肝功能正常，無肝炎

或脂肪肝等情況，即使手術要切除三分之二、甚至是四分之三的肝臟，病人不單可以繼續生存，餘

下肝臟更可藉體內浮游及來自骨髓的幹細胞重新製造肝細胞，約六星期內長至原來容積，另加	

六星期修復內裡組織及結構，全面恢復正常功能。

倘若病人本身肝功能較差，例如是乙型肝炎帶菌者，或有脂肪肝、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等情況，	

就要按腫瘤及肝左右分配來判斷可切除容積，一般需剩下多於原來的三分之一，術後康復進度亦

較正常人慢。

如病人曾經接受化療、患有東方性慢性膽管炎、脂肪肝或自我免疫力肝炎，肝臟功能未必能夠	

百分百恢復。

當然，重生絕非無限復活：一旦肝臟情況奇差（如肝衰竭），肝細胞就無法再生。腎病患者可以	

洗腎，心和肺也可以用人功心肺代勞，唯獨肝臟一旦出事，現時未有外置儀器或治療可以協助	

肝臟運作或取代其功能。即使接受洗血治療，頂多只能維持約一至二星期。正正因為肝臟是無可

取替，要保持身體健康運作如常，就必須悉心護肝。

參考資料

1. Estimating liver weight of adults by body weight and gender  
Chan SC, Liu CL, Lo CM, Lam BK, Lee EW, Wong Y, Fan ST.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6 Apr 14;12(14):2217-22.

2. Child-Pugh Parameters and Platelet Count as an Alternative to ICG Test for Assessing Liver  
Function for Major Hepatectomy 
Kin-Pan Au, See-Ching Chan, Kenneth Siu-Ho Chok, Albert Chi-Yan Chan, Tan-To Cheung,  
Kelvin Kwok-Chai Ng, and Chung-Mau Lo  
HPB Surgery, Volume 2017 (2017), Article ID 2948030, 8 pages 
https://doi.org/10.1155/2017/294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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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棠醫生  

內科腫瘤科名譽顧問醫生

肝臟科名譽顧問醫生

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網頁顯示，肝癌在本港致命癌症中
排第三，患者男性多於女性，發病年齡屆乎五十至六十歲。 
有人稱肝癌為「癌症之王」，原因是它生長速度快，早期毫
無先兆及病徵，如平日無定期檢查，可以短短數月內由早期
惡化至晚期。一旦感到腹痛方才求醫，病情已屆後期，只能
用非手術治療紓緩。

大部分肝癌患者都是乙型肝炎（簡稱「乙肝」）帶菌者。乙肝病毒會破壞肝組織，	

任由病情惡化會引起肝炎，繼而是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其他成因包括飲酒過量

導致酒肪肝，以及飲食有欠節制引發脂肪肝。

不論成因或風險因素為何，在未有病徵時及早作超聲波掃描及檢驗甲胎蛋白，	

有助及早確診，趁病情尚淺時對症下藥，有效根治。

早期

治療

中期

治療
後期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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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M6導航刀（CyberKnife）治療肝癌

早期肝癌治療

以外科手術切除腫瘤，是現時根治早期肝癌（未擴散的肝癌）的最有效

方法。本院引入的達文西機械臂Xi手術系統，可藉微創手術切除少部份

早期肝癌，手術安全系數高，創傷也較少。

如患者因肝功能不良、肝硬化或腫瘤位置而無法接受外科手術，倘若	

肝癌少於5公分，可選擇接受經皮穿刺射頻消融術（Radiofrequency	

Ablation）。手術以微創方式進行，根治率高，創傷度低。

若然腫瘤位置不適合作射頻消融（如腫瘤已侵蝕血管或擔心穿刺導致	

流血），本院今年新引入的M6導航刀，可以為病人提供外放射治療，	

準確度高之餘，亦可減少腫瘤邊緣受輻射影響，治療成效佳。

如外放射治療不適用，病人亦可作選擇性體內放射治療（Selective	

Internal	Radiation	Therapy，簡稱SIRT）。

本院將於不久將來引入質子治療（Proton Therapy），利用質子放射線	

穿透人體，直抵腫瘤位置並高速釋放高劑量輻射，有效破壞癌細胞之餘，

亦無損周邊健康組織，臨床效果良好，副作用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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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及後期肝癌治療 

如腫瘤介乎七至十公分，除非位置適合，否則外科手術的風險較高。

倘若腫瘤未有擴散至肝臟以外但位置不利手術進行，病人可接受下列各類介入治療

（Interventional Therapy），有效縮細腫瘤控制病情，延長壽命。當中有10至15%的病人其後	

可接受外科手術，切除腫瘤。

動脈化療栓塞手術（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sation，簡稱TACE）

TACE屬傳統治療，由放射診斷科專科醫生施行，利用導管將化療藥經大腿動脈注入肝動脈。

病人需按病情接受多次治療。

選擇性體內放射治療（SIRT）

利用釔90微球體（yttrium-90 microspheres）作局部放療，統計學上有三分之一機會將腫瘤

縮細一半或以上，對達十多厘米的特大腫瘤依然有效。

病人一般只需接受一次治療及留院一晚，效果勝過TACE，副作用亦較少。本院提供SIRT治療

已有近十五年歷史，亦積極從事相關研究，令治療日趨完善。

治療前 以釋藥微球進行三次動脈化療栓塞	

（DEB-TACE），腫瘤明顯收縮	



治療前 接受一次釔90微球內放射治療後，	

腫瘤明顯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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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腫瘤多於一個並已擴散至肝臟以外其他地方，醫生會建議病人接受藥物治療。用藥後病人

存活率平均可達八個月，腫瘤縮細一半的比例由少於5%增至10%：

標靶治療（口服標靶藥物）

例子有已使用近十年的Sorafenib，服用後或會出現手足綜合症等副作用，例如手腳出現水泡

及疼痛。近年推出的Lenvatinib，能更有效縮細腫瘤，副作用亦較少。血壓升高是最常見的	

副作用之一。

若標靶治療失效，病人最終要接受化療。

免疫治療（Anti-PD-1及Anti-PDL-1）

透過注射藥物啟動人體抗癌機制，有效縮細腫瘤，副作用少，如免疫反應引起的腎炎或肝炎。

現時本院正參與一項世界性多中心臨床研究，期望日後可將免疫治療應用於後期肝癌。

定期檢查 防癌關鍵 

肝癌能夠殺人於無形，治療關鍵在於平日定期檢查，早著先機。特別是高危患者，必須清楚	

了解自己的風險因素：患有酒精肝，當然是戒酒為上﹔要改善脂肪肝，就要調整個人飲食習慣，

減輕體重﹔若然未知自己是否乙肝帶菌，就該及早檢驗，一旦確認就要定期驗身。

建議四十歲或以上的乙肝帶菌者每年接受一次超聲波檢查及驗血。如有肝硬化情況，就應	

每半年作超聲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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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及相關疾病

護肝飲食
預防甲型 
及戊型肝炎

鄭智俐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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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及相關疾病

俗語有云「禍從口出」，形容甲型肝炎 (簡稱「甲肝」) 
及 戊 型 肝 炎（ 簡 稱「 戊 肝」）就 最 貼 切 不 過。甲 肝 
及 戊肝均可經 藉 受 污染 食物及 食 水 經口腔傳 染，由
飲食及個人衛生著手，可以大大減輕感染機會。

甲型肝炎 (甲肝)

甲肝是病毒性肝炎的一種，通常會引起急性肝炎及黃疸。其潛伏期為二至六 

星期。大部份患者都能完全康復，但有極少數病例會發展成肝衰竭，甚至死亡。

甲肝痊癒後，通常可終身免疫。

甲肝是經進食受糞便污染的食物、飲品及貝類海產傳播，或因雙手沾染病毒 

而經口腔傳染他人。 

戊型肝炎  (戊肝)

情況與甲型很類似，主要透過進食受戊肝病毒患者糞便污染的食物或水源， 

經糞口途徑傳播(指病毒藉著糞便從口腔傳染)，大多是急性肝炎，可引致輕度或

重度黃疸，甚至死亡，孕婦尤其要小心。

跟其他肝炎不同，近年感染戊肝的人數不跌反升。市民應避免進食未煮熟的 

海產及內臟，特別是不潔的豬膶。本港目前未有戊肝疫苗可供注射，感染後與 

甲肝相似，患者一般可自行康復。

蠶豆症患者如感染戊肝，死亡及出現嚴重併發症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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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及相關疾病

注意飲食

1. 肝炎病人宜多喝水，保持均衡飲食

2. 食物應以易消化及含充足蛋白質、維他命、礦物質為佳，多吃新鮮蔬果及 

適量瘦肉及魚肉

3. 烹調食物以蒸煮為佳，盡量少煎炸

4. 忌飲酒

5. 少吃高脂肪、高膽固醇食物，如肥肉、動物內臟等

6. 少吃辛辣食物

7. 少飲濃茶咖啡

8. 每餐不宜過飽

9. 如有腹脹，應少食會產生胃氣的食物，如牛奶、豆漿、蔗糖、蕃薯等

精明飲食 預防甲肝和戊肝

注意個人、飲食和環境衛生

個人衛生

1. 處理食物時及進食前，要保持清

潔衛生

2. 勤洗手，如廁後要沖廁及用肥皂

洗手

飲食衛生

1. 食水煮沸後方才飲用

2. 避 免 進 食 高危 食物，如貝 殼 類 

海產、生的食物或半熟食物；如要

進食，應清洗乾淨並徹底煮熟

3. 生、熟食物要分開處理和存放， 

以免交叉污染

4. 家 庭 聚 餐時可使 用公筷公匙， 

減低經唾液傳播的風險

環境衛生 

1. 適當處理 污水及 排放 污泄物， 

妥善處理及儲存食水

2. 廚房及食具要保持清潔

疫苗注射* 

1. 如將前往甲肝流行區，以及習慣

吃生或未熟貝殼類海產，應接受

疫苗注射

*目前本港未有適用於一歲以下兒童的 

 甲肝疫苗，以及可以預防戊肝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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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及相關疾病

乙
型
肝
炎
患
者

服
藥
須
知

莫凱瑩   

藥劑師

干擾素 (Interferon)

干擾素會刺激人體免疫系統，加快 

自身清除乙肝病毒。注射干擾素的副

作用一般比口服乙肝藥物嚴重，當中

以第一針皮下注射的不良反應最為 

明顯，包括頭痛、發燒、畏寒及肌肉 

疼痛，長期使 用或會影響白血球、 

血小板及甲狀腺功能。

傳統干擾素需每日注射，醫生或會因

應病人情況，選擇每星期三次的注射

療程。聚乙二醇干擾素 (Peginterferon)

為 長 效 干 擾 素，一 般 每 星 期 注 射 

一次，療程為期48星期。

口服抗病毒藥物

口服抗病毒藥物主要是透過阻止乙

肝病毒制造DNA，從而抑制病毒自我

複製。口服藥雖然比較方便，但現時

並無明確的建議療程時間，一般患者

都會長期服用藥物來控制病情。小部

分 患 者 有 機 會 在 服 藥 後 出 現 乳 酸 

中 毒，或 在 停 藥 後 出 現 嚴 重 急 性 

惡化。

治療慢性乙型肝炎（簡稱「乙肝」）的藥物可以簡單分為兩 

大類：注射型干擾素及口服抗病毒藥物。目前未有任何藥物

可徹底根治乙肝，主要是靠藥物來控制血清中的病毒水平，

阻止病情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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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種類如下：

1. Entecavir (Baraclude®)

Entecavir 為治療乙肝的一線口服藥物，能有效 

抑制乙肝病毒複製，在連續服用五年後出現抗藥性

的機會率大概為1%。常見副作用包括頭痛、疲勞、 

輕微腸胃不適等。由於食物會阻礙 Entecavir 的 

吸收，病人必須空肚服用（餐前或餐後兩小時）。

2. Tenofovir (Viread®、Vemlidy®)

Tenofovir亦是治療乙肝的一線藥物，目前未有報告

指出病毒對其產生抗藥性。Viread ®（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可以空肚或飽肚服用，除常

見的頭痛及腸胃副作用外，較罕見的有骨骼問題及

影 響 腎 功 能。新 配 方 V e m l i d y ®（Te n o f o v i r 

A lafenamide）於2016年推出，臨床數據顯示

Vemlidy® 能更有效將藥物中的有效成份傳送到 

肝臟細胞，並減低對骨骼和腎臟的影響。Vemlidy®

需飽肚服用，以便藥物吸收。

3. Lamivudine (Zeffix®)

Lamivudine是較舊式的乙肝藥物，病毒產生抗藥性

的機會率較高，現時相對較少使用。Lamivudine的

常見副作用有頭痛、疲勞、輕微腸胃不適等，可以空

肚或飽肚服用。

4. Adefovir (Hepsera®)

Adefovir抑制病毒的能力較弱，部分對Lamivudine

產生抗藥性的病人或會轉服Adefovir。常見副作用

包括腸胃不適、頭痛，甚至影響腎功能。

5. Telbivudine (Sebivo®)

Telbivudine或不適用於對Lamivudine產生抗藥性

的病人，常見副作用包括 疲累、腸胃不適，較少見的

有肌肉疼痛、周邊神經病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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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及相關疾病

定時服藥的重要性

乙肝患者需定時服藥來抑制體內病毒水平，切勿自

行停藥，以免病情復發。醫生一般會安排病人定期

抽取血液樣本，檢驗乙肝表面抗原（HBsAg）、 

乙肝病毒量（HBV DNA）、肝酵素等，以便評估病

情，為病人制訂合適停藥時間，惟患者大多都需長

期服用抗病毒藥物。

定時服藥，是治療乙肝的關鍵，有助減低病毒出現

抗藥性的機會。口服乙肝藥物一般都是每天服用一

次，病人最好按習慣在每天差不多時間服用。部分

腎功能受損的病人，或需依醫生指示減少服藥量，

如每48小時甚至72小時才服用一個劑量。這類病

人要切記定時服藥，若然一時忘記，回想起來就得

盡快服藥；如已接近原定下次服藥時間，則待正式

服藥時間方才補服。切勿在同一時間服用多於一個

劑量。

其他注意事項

乙肝病人應盡量避免服用中藥或中成藥：一來中

藥可能會和乙肝藥物產生相互作用，繼而影響藥

效，二來部分中藥或會影響肝酵素水平，令醫生

更難評估病情。此外，病人在服用其他西藥時亦應

諮詢醫生意見，不應胡亂購買市面上的感冒藥。 

以撲熱息痛 /必理痛（Paracetamol/Panadol®） 

500 mg 為例，成人每日一般不應服用超過八粒， 

乙肝病人服用劑量或需進一步減少。如有疑問， 

請向醫生或藥劑師查詢。另一方面，病人亦應避免

飲酒，以免加重肝臟的負擔。

如出現疲倦、噁心、嘔吐、腹痛、黃疸（皮膚、眼白

變 黃）及 茶色 小便等 症 狀，或 意 味 肝 功 能 正在 

惡化，甚至是急性肝炎的先兆，請從速求醫。

服用類固醇會引致肝炎？

公立醫院近日發生醫療事故，有乙肝帶菌者在服用

類固醇治療腎病時，因不幸引發急性肝衰竭而離

世，引起公眾對類固醇及乙肝的關注。本港約有8%

人口是乙肝帶菌者，他們未必有明顯病徵，但病毒

其實已潛伏體內，一旦免疫系統受到抑制（如服用

中至高劑量類固醇、進行化療、使用風濕科疾病的

生物 製 劑 等），有 可能 令 體內的 乙肝 病 毒 活躍 

起來，演變為急性肝炎。因此，醫生或會按需要為

病人處方預防性抗病毒藥物，以免乙肝病毒在人體

免疫系統減弱時有機可乘。不論病人有否接受檢查

及是否乙肝帶菌，都應主動通知醫生其有關情況，

以便處方藥物時作相應安排。



脂肪肝與 
代謝綜合症
脂肪肝是都市人最常見的肝臟問題之一，估計現時 

大約有10至30%香港人患有脂肪肝。過往成因一般

是長期飲酒，現今則主要是肥胖、血糖及血脂偏高。

脂肪正常佔肝臟重量的4至5%，一旦脂肪（主要是三酸甘油脂）積聚超過	

肝臟重量的10%，便成了脂肪肝。

脂肪囤積原因可以是：

•	 肝臟代謝脂肪功能出現問題，未能排出脂肪；或

•	 大量脂肪突然湧入，肝臟來不及代謝排出；或

•	 肝臟自行製造額外脂肪

脂肪肝患者一般並無病徵，大多是在身體檢查期間，醫生用超聲波掃描肝

臟時發現。脂肪肝的風險包括糖尿病：肝臟的其中一個功能是儲存糖分，

在身體需要時分泌出來，如肝功能受損，肝臟往往會分泌過量糖分，導致	

空腹血糖偏高。此外，脂肪細胞會影響肝臟運作，令肝臟細胞逐漸纖維化，

繼而引致肝硬化，增加肝衰竭風險。

如能及早發現肝臟問題，患者可以透過飲食、運動及改善生活習慣消秏	

肝臟脂肪，甚至令脂肪肝完全消失。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發現，若脂肪肝患者

能聽從營養師指導改善飲食並多做運動，64%患者成功消除脂肪肝﹔未獲

相關指導的患者，只有20%患者痊癒。

余思行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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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護肝飲食建議：

1 控制體重
肥胖人士患上脂肪肝的機會，較標準體重人士高11.6倍，原因是中央肥胖會 

使脂肪代謝及儲存有變，令血液的游離脂肪酸增多，造成大量脂肪湧入肝臟，

肝臟來不及分解便造成囤積。研究顯示，只要能減去5至10%體重，已有助改善

健康。

減肥應該循序漸進，了解自己的身體脂肪及肌肉比例，定下可行及長遠目標。 

正確減肥方法可按照個人飲食喜好設計，並且要營養均衡，從而增加新陳代 

謝率，減去身體多餘脂肪，長遠保持標準體重。

提升新陳代謝，有助避免減肥效果可能停滯不前而進入平台期。如有需要，請諮

詢註冊營養師。

2 减少脂肪攝取量 選擇健康脂肪
曾有雙盲研究安排兩組人士，分別進行高飽和脂肪及高單元不飽和脂肪飲食。

三個月後，前者胰島素敏感度降低10%，中央肥胖亦有所增加，而反式脂肪研究

亦得出相似結果。

所以，除了要減少總脂肪攝取量外，更應多選用含健康單元不飽和脂肪的食材，

如橄欖油、芥花籽油及果仁，以取代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肥肉、全脂奶、棕櫚

油、即食麵、椰汁、西餅及煎炸食物，都含大量飽和脂肪及反式脂肪，少食 

為佳。

3 減少攝取糖分
常吃高糖分食物及高熱量飲品，會引致肥胖。一般食物中的蔗糖，有一半成分

是果糖，它們有別於葡萄糖，會促進肝臟製造脂肪，這些脂肪不會運送到身體

其它部位，以致大量三酸甘油脂在肝臟積聚。

很多人以為少食水果就可避免果糖，其實只要不是大量進食，每天二至三個 

水果是必須的。反之，我們應該避免飲用果汁、汽水及運動飲品，以及少食如

雪糕、蛋糕及甜餅乾等甜品。

4 避免酗酒
長期吸收過多酒精，會削弱肝臟代謝脂肪的能力。酒精經胃部及小腸後會迅 

速進入血液，由於酒精含毒性，肝臟先會將之處理分解，如攝取過多，肝臟就 

來不及分解其他營養素，當中包括脂肪。此外，肝臟亦會將酒精轉化成三酸 

甘油脂。

酗酒是指男士每天飲酒多過4份，女士多過2份（每份酒精含量是360毫升 

啤酒、150亳升紅/白酒或45亳升烈酒）。酗酒人士患上脂肪肝的機會較常人 

高3.6倍。

如想預防脂肪肝，就得避免酗酒。建議男士每天飲酒份量是一至二份，女士則 

每天少於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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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嘉慧醫生   

老人科專科醫生

將來無懼年紀大
只因有你 

很多人都會問我：「你為甚麼

當上老人科醫生啊？」，接著便 

會說：「老人科很悶的啊！」、

「你的病人都會死，很灰啊！」

等等。為著我熱愛的專業， 

每次我都耐心地講述我如何

當上老人科 醫 生及 其可愛 

之處。

想當年，從急症醫院轉職至「山區」復康

醫院，開拓我對老人科的眼界和加深	

對老人科的了解，從而踏上專科受訓	

之路。

在復康病房，我為中風或接受骨科手術

的長者度身訂造復康計劃，曾見過有老

婆婆由半昏迷逐漸康復。有一次，我在花

園看見她由兒子陪伴，扶著欄杆作曲腿

和站立的運動。她看見我時笑著揮手，

說出院後便會回鄉，令我驚訝和讚嘆	

長者的生命力，以及對生命的盼望。

第一次跟隨恩師到院舍作老人外展評估

服務，教我印象深刻。猶記得要經過院

舍那長長的走廊，方能到達診症室，沿路

房間的門口都有院友站著，熱烈地跟來

訪的醫生打招呼，那是我第一次在工作

時見到如此盛大場面，心想：「老人科醫

生好威風啊！」有一次進行外展工作，一

位婆婆見我到訪滿心歡喜，捉著我的左

手，兩手像摸瓜般向上摸至我的肩膀，

我忍不住笑說：「婆婆，摸夠了！」

老人科也會覆診一些長期病患長者，	

即使看著病人日漸衰退，但與家屬結伴

同行多年，這亦醫亦友的關係，也是	

工作滿足感的來源。

以下我節錄一位家屬在面書上的深情	

分享：

「嘉慧：在我們認識的八年時間裏，正值

我家庭面對最困難考驗的日子。謝謝你

在老人家最後的幾年日子裏，給予治療

和無比的愛心，亦鼓勵我倆夫婦如何面

對親人每況愈下的病情。你的鼓勵和	

支持給予我們無限力量去照顧患病經年

的老人。衷心感激，一切盡在不言中！	

愛你的我們

#	將來無懼年紀大因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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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引入亞洲最新導航刀  
癌症治療更快更精準
養和醫院引入亞洲最新型號的M6導航刀，為癌症病人提供一個手術

以外的優質治療選擇。新導航刀能更準確地控制射線的角度及輻射

劑量，有效減低輻射的誤差值和治療的副作用，同時亦能縮短整個

治療時間，揭開放射治療技術新一頁。

M6導航刀具備自動追蹤腫瘤位置功能，能因應病人呼吸自動修正射

線角度，加上新儀器較舊型號的療程時間相比可縮減一半，病人接

受療程時無須再長時間靜止不動及斷續閉氣，減低病人心理負擔。同

時M6導航刀的輻射照射的範圍能準確至次毫米（sub-millimeter），

有效減少對腫瘤周邊健康組織的損害，減低療程副作用。

李樹培研討會2017圓滿舉行
逾600人參與 創歷年新高

養和醫院於9月3日假座香港萬豪酒店舉辦第6屆李樹培	

研討會，邀得荷蘭慶特丹Erasmus MC Cancer Institute

放射腫瘤部機械放射手術及全身立體定位放射治療項目

總監Dr. Joost Nuyttens擔任主講嘉賓，以及19位本地	

知名醫生及專家擔任講者，介紹不同癌症的最新治療技術

及方案，為本港醫療界提供一個學術及經驗交流的機會，

吸引超過600位業內人士出席，創歷年新高。

養和醫院引入M6導航刀，適用於治療不同

部位的腫瘤，如肺部、肝臟、腦部、脊椎、	

前列腺、胰臟及腎臟等，治療成效顯著。

李樹培研討會2017以「腫瘤科醫療技術最新發展」

為題，介紹多種癌症的最新治療技術發展。

為配合養和醫院引進新儀

器，以及讓業界加深認識立

體定位放射治療，養和醫院

於8月舉辦名為「動態放射

治療愈趨可靠－導航刀立體

定位放射治療」的學術研	

討會，邀請多位來自美國、

中國及韓國的專家分享他們

在當地應用導航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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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醫療集團於2017年9月28日正式啟動，養和醫院、

養和醫健以及日後各關聯成員將歸入養和醫療集團	

旗下，今後各成員將以全方位策略，透過優質的臨床

醫療服務、醫學教育和科研，以及公眾教育，推動本港

公共衞生及醫學發展。

養和醫院院長李維達醫生指，集團揉合養和醫院、	

養和醫健及日後各關聯成員的營運優勢，透過統一架

構及簡化流程，加強運作效率，將多元化的醫療網絡

進一步拓展，將優秀尖端的醫療服務推廣至更多社

區，以「病人為本」，開拓新服務領域，更能實踐「全人

醫療　全心護理」（Total	Patient	Experience）的服務

承諾。

同時，集團於9月中開始邀請病人更新簽署同意書，	

以便集團醫護團隊透過養和統一的醫療記錄系統，於

不同地點診症時查閱病人的醫療記錄。此外，集團將

成為政府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eHRSS）的醫護	

機構，預計於10月中更新病人同意書後，集團醫生不論

在醫院或醫健的門診中心，均可護取病人在公營醫療

機構的病歷資料，更能準確、全面地掌握病人的醫療

記錄及情況，為病人作出適時診斷。

養和醫療集團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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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ksh-healthcare.com

養和醫療集團成員

養和醫健有限公司

港島西

香港卑路乍街8號
西寶城2樓229號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
30-32號莊士大廈
2樓至3樓 家庭醫學及

基層醫療中心

長者醫健中心

2267 8300

家庭醫學及
基層醫療中心

2523 7887

長者醫健中心

腦神經科中心

風濕病科中心

內分泌及
糖尿病中心

綜合腫瘤科
中心
2523 7807

香港金鐘太古廣場一座
21樓至23樓 

皮膚科中心
2855 6650

整形外科中心
2855 6633

皮膚激光中心
2855 6655

牙科中心
2855 6666

內科消化系統中心
2855 6698

內鏡中心
2855 6693

眼科中心
2855 6700

陳蔭燊
視力矯正中心
2855 6699

心臟科中心
2855 6626

疼痛治療中心
2855 6692

日間手術中心
2835 6696

香港鰂魚涌
太古城道39號
匯豪峰B及C舖

家庭醫學及
基層醫療中心

2563 6655

香港北角
丹拿道8號
雋悅3樓

家庭醫學及
基層醫療中心

長者健康中心

2219 9012

金鐘中環 太古北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