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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來自亞太地區的亞裔來說, 肝
炎不是個陌生的名詞, 而且它還嚴重危
害著我們的健康。其中, 尤以B型肝炎
的肆虐為最大, 它還隨著亞裔移民的遷
移, 飄洋過海來到美加, 成為影響亞裔
移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
針對肝炎對大眾健康的危害, 美國
衛生主管機構已注意到這個疾病逐年
增加的嚴重現象, 故將六月訂為“肝炎
月”, 加強民眾對肝炎疾病的認識, 提醒
大眾注意防範肝炎。
肝炎的種類很多, 根據目前醫學研
究得悉, 與過濾性病毒有關的大致可分
為A、B、C、D、E五類, 以全球計其中
對人體健康影響最大最長久的, 便屬B
型肝炎。
事實上, 不只是亞裔罹患肝炎的比
率較高, 根據統計, 美國每年有二十四
萬人感染B型肝炎; 而在一百名感染B型
肝炎的年輕人裡, 約有十人為表面抗原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的
帶菌者(又名帶原者), 此一高達百分之
十的比率, 顯示超過一百萬人的血液中,
攜有B型肝炎病毒, 容易使更多健康者
染患B型肝炎。
B型肝炎是由過濾性病毒所引起,
它會對肝臟功能帶來重大的危害,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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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肝臟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進而使
肝臟發炎, 引發肝硬化等種種肝臟病症,
嚴重的則會併發肝癌。

全球化的B型肝炎
事實上, B型肝炎的病毒感染及它
所引發的病症, 是一個全球性的疾病問
題, 在世界各地均會發生, 不只是在中
國大陸、香港、台灣、東南亞等地的
亞洲地區是它的高感染區, 包括太平洋
的島嶼居民、海地、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非洲地區, 也是B型肝炎感染較高的
地區。
在討論B型肝炎的問題前, 必須先
了解肝臟的作用, 以及它對人體的重要
性。
肝臟是人體最重的器官, 約有三磅
重, 呈深紅帶棕色, 它所具備的眾多功
能中, 比較重要的有: 分泌膽汁、儲藏
葡萄糖並轉變為身體所需的能量、去
除退化的紅血球細胞、排出含有毒素
的廢物、創造新的血液凝結素, 以及製
造免疫素等。
在英文裡“生命”的“LIVE”一字, 便
包含在肝臟的“LIVER”裡, 若是人體缺
乏健康的肝臟, 便將面臨死亡的威脅。

醫學研究發現, 有許多物質會傷害肝臟,
其中包括酒精、化學物質及病毒等; 而
B型肝炎等過濾性病毒, 便是會使肝臟
受到永久性損害的一種。
根據統計顯示, 全球每年有大約二
百萬人, 死於和B型肝炎相關的疾病。
而在中國大陸、香港等地, 肝癌更是十
大死亡原因中, 高居前幾位的病症, 在
肝癌的患者中, 有高達百分之九十的病
人是和患有B型肝炎有關;另外, 有三分
之二的肝硬化病症, 亦與B型肝炎有所
關連。
在世界各地均會發生B型肝炎, 但
以亞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區最為普遍,
據統計, 全球有近三億人為B型肝炎的
帶菌者, 其中, 約有百分之七十五為亞
洲人。以香港為例, 它的醫療水平及公
共衛生均達相當水準, 根據香港特區衛
生署的調查統計, 約有一半的香港市民
曾經遭受B型肝炎的感染, 其中有十分
之一為B型肝炎的帶菌者。這個數據顯
示出, B型肝炎對華人健康的影響確實
很大。
針對亞太裔染患B型肝炎的高感
染率, 紐約大學下城醫院於一九九四年
十月至一九九七年一月間, 在紐約華埠
地區三間華裔學生居多的學校, 進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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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B型肝炎的調查。這三間學校的選擇,
是依學生年齡為區別, 在以華裔學生佔
多數的小學、初中及高中, 分別進行調
查。

關懷華裔下一代
統計分析顯示, 在這項近一千二百
名學生的調查中, 華裔學生罹患B型肝
炎的比率很高, 其中, 又以在中國大陸及
香港出生的居多。此外, 在小學階段的
B型肝炎病童, 則較高中年紀的華裔患
者為低, 醫生認為, 這可能與B型肝炎疫
苗的發展有關, 由於新生兒展開B型肝
炎疫苗的接種, 使身體產生抗菌力, 相對
的便降低了學童感染B型肝炎的機率。
這份調查研究顯示, 小學的華裔學
童中, 有百分之十一染患B型肝炎, 在同
一所學校中, 非亞裔則為百分之一, 初中
及高中患有B型肝炎的華裔學生分別高
達百分之七十一, 初中的非亞裔患者佔
2.6%, 高中是4.8 %。
在這三所學校中, 華裔學生以來自
中國大陸和香港為主, 而在患病學生中,
在美國出生的比率又明顯的較非美國出
生者為低。 統計分析顯示, 小學階段在
美國出生, 患有B型肝炎的病童, 患病率
為5.8%, 但是在中國大陸、香港出生的
病童, 患病率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點四;
而年齡愈長, 非美國出生的患病率則愈
高, 在初中與高中的學齡階段, 均高達
71%。
由於在紐約華埠就讀的學生, 鮮有
來自台灣地區的, 因此在這份統計中, 並
未能顯示出, 同為B型肝炎高感染區的台
灣移民學子染患B型肝炎的實際情形。
華裔移民來美後, 生活、飲食習慣
均與移民前有所改變, 但是由於居處較
不集中, 因此要進行針對華裔的相關的
醫學調查亦頗不容易。紐約大學下城醫
院在華裔集中的紐約華埠, 展開B型肝
炎的研究調查, 對華裔下一代的健康, 以
及美國衛生主管機構在制定相關的衛生
政策時, 可籍以提供較切實際的數據, 確
有很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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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嚴重威脅生命
在瞭解B型肝炎的實際傳播情況
外, 最讓醫界頭痛的, 是許多感染B型肝
炎的患者, 在沒有出現明顯症狀的情況
下, 而不知道自己已感染B型肝炎, 一旦
有了症狀, 往往趨於嚴重。
B型肝炎的帶菌者患上肝硬化與肝
癌的機率, 要比常人高出數倍之多, 據
統計, 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B型肝炎帶
菌者, 最終是死於肝硬化與肝癌。
早期的肝硬化患者, 可能沒有明顯
病徵, 然而隨著病情的加劇, 逐漸會有
消化道大量失血、腹腔積水、腹水受
細菌感染而產生腹膜炎; 腹部腫大、食
欲不振、呼吸困難、肝功能衰竭, 使得
毒素積聚腦中, 引發肝性腦病等等。
至於肝癌, 它和許多癌症一樣, 往
往在早期難以覺察出明顯的病徵, 當肝
腫瘤擴大, 患者才會有不適的情況出現,
隨著肝臟部位的隱隱作痛, 食欲不振並
導致體重下降, 肝功能衰竭, 腹部脹大,
皮膚發黃, 肝癌的病變也趨於嚴重。
注意環境及個人衛生, 不與他人共
用剃刀、牙刷、針筒, 以及減少性伴侶
等, 均有助減少感染B型肝炎的機會, 此
外, 進行預防疫苗注射增加抵抗力, 對
於B型肝炎的預防, 更有很大幫助。

注射疫苗重視預防
在美國, 新生兒的疫苗預防注射項
目中, B型肝炎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衛生主管機構規定, 它分三次注射, 新
生嬰兒在兩個月大時, 便須進行第一次
的B型肝炎預防注射。
在治療方面, 干擾素(interferon)自
一九七六年首次用於治療慢性B型肝炎
以來, 已獲證實可達到某種程度的療效,
是種比較有效的藥物。干擾素是由人
體免疫系統中的淋巴細胞製造繁殖, 刺
激身體協助消滅染患病毒的肝細胞。
如果懷疑自己或家人患有肝炎, 應
及早看醫生, 進行血液檢驗, 以確定是
否患上B型肝炎。萬一染患B型肝炎, 經
過治療, 平時須注意避免過於勞累, 留

意飲食的均衡, 多選食低脂肪的食物,
不要飲酒, 定期前往醫生處診察。
最重要的是找出B型肝炎的帶菌
者, 讓健康的人避免受到病毒感染, 大
家攜手, 一起來減少B型肝炎病毒的傳
播。

B型肝炎的傳播與症狀
由過濾性病毒引起的B型肝炎, 所
以被醫界稱為“隱形殺手”, 主要就是它
的徵狀並不明顯, 它讓患者在不知覺的
情形下, 使肝臟持續受到損傷, 而且更
令醫界頭痛的是, B型肝炎的帶菌者, 往
往是在悄無聲息的情況下, 將病毒傳染
給他人, 不斷增加B型肝炎的染患者。
B型肝炎病毒,
可在帶菌者的血
液、精液、陰道分泌物、母親乳汁及
唾液中發現, 它可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
經過不同的途徑傳播。
接觸感染B型肝炎病毒的血液或血
液製品, 是B型肝炎的重要傳播途徑。
由於B型肝炎病毒可通過輸血而傳播,
目前美國及大多數國家地區, 所有的捐
血均須經過檢驗, 確定血液中不含B型
肝炎病毒, 以減少它的傳播機會。
然而儘管如此,
還是無可避免它
會經由帶菌者的血液接觸, 而遭受到感
染。例如醫護人員被受污染的針頭刺
傷, 進行紋身、穿耳孔或針灸, 或與他
人共用未經徹底消毒的修剪指甲的工
具, 以及共用針頭的吸毒者, 均有可能
感染上B型肝炎。
‧由於B型肝炎病毒存在於患者的
體液中, 它會通過親密的接觸、性交而
傳播, 減少性伴侶, 將有助於降低感染B
型肝炎的機會。
‧患有B型肝炎的孕婦, 通過分娩,
會將病毒傳播給新生兒, 在亞洲地區及
發展中國家裡, 這是常可見到的傳播途
徑。而這類新生兒成為帶菌者及終身
患有B型肝炎的危險性, 亦高達百分之
九十, 並且隨著成長的過程, 患童的肝
臟會有嚴重的損害。據統計, 每四名B
型肝炎的新生兒, 有一人會因肝病、肝
硬化或肝癌而死亡, 死亡率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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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肝炎大致可分為急性與慢性
兩種, 急性的症狀包括: 身體疲倦、低
燒、嘔吐、噁心、欠缺胃口、腹部不
適、皮膚及眼白呈黃色、小便色澤轉
深色,
患者的肝臟並可能有腫大的現
象。這些徵狀通常在感染B型肝炎後二
至六個月出現, 但也有患者可能沒有徵
狀。大多數的急性患者在數週內恢復
健康, 在體內產生對抗B型肝炎病毒的
抗體。
慢性B型肝炎是指患者肝臟功能受
到病毒破壞, 超過半年以上, 又分持續
性與活動性兩種。持續性的慢性肝炎
活躍程度較低, 並可能完全沒有癥狀;
活動性的
肝炎不但
活躍性
較高,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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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重減輕、疲倦、食欲不振、噁
心、腹痛、肝臟腫大、黃疸、小便呈
茶色等徵狀, 有些患者可能轉為肝硬化
或肝癌。不論是持續性或活動性的慢
性B型肝炎的帶菌者, 均可能將病毒傳
播給他人, 使他人染患B型肝炎。
儘管在全球各地均會發生B型肝
炎, 但是據統計調查, 發現在某些地區,
例如: 亞洲、太平洋島嶼居民、海地、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阿拉斯加的
愛斯基摩人等, 罹患B型肝炎的比率均
較高些, 因此醫界建議, 來自上述高感
染區的移民,
應該進行B型肝炎的檢
驗。其中, 特別是亞太裔的孕婦, 更不
可忽略, 如果未能及時查出, 不知自己
患有B型肝炎, 是帶菌者, 便有相當大的
機率禍延子女。
若經檢驗, 證實是B型肝炎帶菌者,
也不需驚慌。首先, 應前往醫生處進行
定期檢查, 遵醫囑服藥, 千萬不可自行
服用成藥, 而影響治療。
此外, 不應飲用含有酒精的飲料,
減少肝臟受到更多的傷害; 保持正常
的起居生活, 小心處理流
血的傷口及血

液污染, 以免他人遭到病毒的感染; 如
果配偶及家人還未感染B型肝炎, 便應
及早進行預防注射, 就目前的醫學發展
而言, B型肝炎預防疫苗, 可以發揮相當
不錯的預防功效。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