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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宗旨
教育民眾﹣宣導肝病防治知識

創新醫療﹣研究肝病治療方法

肝病諮詢專線 0800-000583
全球肝病資訊網
網址 www.liver.org.tw

肝爹信箱 來信請寄

10041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1號6樓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肝爹收

電子郵件信箱 ask@liver.org.tw

提供深入淺出的肝病知識，歡迎索取

肝病列車
免費抽血檢驗及肝病防治講座

（詳情請洽本會）

郵政劃撥帳號 18240187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財團
法人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保肝一起來按讚

《好心肝》、《好健康》會刊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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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型肝炎是國人肝病最大禍首。台灣每年約有一萬

人死於肝炎、肝硬化及肝癌，其中約有七千人是B型

肝炎引起的。

		民國七十三年開始，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國家對

新生兒注射B型肝炎疫苗，因此，新生一代的「新台

灣人」成為Ｂ型肝炎帶原者的機率已經大為降低，

然而，民國七十三年以前出生的「舊台灣人」每五

人至六人中就有一位血清中有Ｂ型肝炎病毒的表面

抗原存在，換言之，目前在台灣約有三百萬的Ｂ型

肝炎帶原者。

		根據本基金會的統計，這三百萬帶原者中有三分

之二不知自己為帶原者，加上肝臟沒有神經，得了

肝病大都沒有症狀，患者常等到肝病末期才求醫，

造成治療的困難。另一方面，國人對肝病大多一知

半解，迷信偏方草藥，往往因而延誤了治療的時

機，造成悲劇。

		希望本手冊的發行能讓全國B肝患者有正確的基

本知識，能夠定期追蹤治療，能夠有正確的保肝方

法，讓B肝的禍害得以早日消除，為國人造福。

前言



4

彩色人生手冊

5

一、認識B型肝炎

什麼叫B型肝炎帶原者?

血液中有B型肝炎病毒的表面抗原存在，醫學上稱為B

型肝炎帶原者。

台灣地區成年人，每五至六人就有一位是B肝帶原者，

換句話說，國內約有三百萬帶原者。

得了B型肝炎有什麼可怕?

得了B型肝炎有可能變成慢性肝炎，慢性肝炎有可能變

成肝硬化，肝硬化有可能變成肝癌。

得了B型肝炎有幾種原因會致人於死：

◎	變成猛爆性肝炎而死亡

◎	因肝硬化的病症而死亡

例如：食道靜脈瘤破裂、肝昏迷、細菌感染

◎	因肝癌而死亡

台灣地區每年約有八千多人死於肝癌，其中約有七成

是B型肝炎引起的。

據統計，B型肝炎帶原者發生肝癌的比率比非帶原者大

150倍。

為何我會得B型肝炎?

B型肝炎是經由血液或體液傳染的，帶有B肝病毒的血

液或體液經由傷口或破損的皮膚或黏膜進入體內，就有

可能感染到B型肝炎。飲食是不會傳染B型肝炎的。B肝的

傳染途徑可分為水平感染及垂直感染二種。

水平傳染

水平傳染是有B型肝炎病毒的血液或體液，經由皮膚

或黏膜進入人體內感染。所以打針、針灸、穿耳洞、刺

青或是美容時器具消毒不完全，或是共用牙刷、刮鬍刀

等，都有可能因為傷口接觸到B肝病毒而感染。此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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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也有可能感染B型肝炎。

垂直傳染

垂直傳染是指帶有B型肝炎病毒的母親在生產過程中，

B肝病毒經由胎盤或產道傳染給胎兒，因此又稱為「母子

傳染」。在台灣，	約有一半的B型肝炎患者是經由垂直感

染而來的。

感染B肝病毒為何會使肝臟發炎?

B型肝炎病毒感染人體之後，雖然存在於肝臟細胞之

內，但是病毒本身不會直接攻擊肝細胞造成肝細胞的損

傷、發炎。肝臟發炎其實是人體的免疫系統與B肝病毒互

相攻擊所致。

人體內的免疫系統有一種T細胞，專門清除入侵人體的

病菌，所以當體內的細胞受到病毒的入侵，T細胞就會攻

擊這些受到感染的細胞，以消滅入侵的病菌。

B型肝炎之所以會使肝臟發炎，是因為T細胞為了清除

肝細胞內的B型肝炎病毒，不得不攻擊受到感染的肝臟細

胞，使肝細胞發炎壞死，也就產生了所謂的「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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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

　成人得到急性Ｂ型肝炎後，大多數會痊癒，也就是

GOT、GPT回復正常，同時也清除了Ｂ型肝炎病毒，產生

保護性的Ｂ型肝炎表面抗體，少數不到５％的人，因為

無法清除Ｂ型肝炎病毒，就成了「Ｂ型肝炎帶原者」。

玉石俱焚型

極少數的人感染到Ｂ型肝炎病毒之後，免疫系統全面

出擊，猛烈攻擊受到感染的肝臟細胞，這時除了會出現

黃疸、噁心、肝發炎指數急速升高等急性肝炎的症狀，

甚至可能往肝衰竭的方向發展，也就是所謂的「猛爆性

肝炎」，不過這種情形屬於少數。

感染B型肝炎就一定成為帶原者嗎?

人體在感染到B型肝炎病毒之後，免疫系統可能會出現

數種反應：

默默承受型

嬰幼兒時期或孩童時期的免疫系統尚未發展完全，所

以當B型肝炎病毒進入人體之後，免疫系統並不會與B肝

病毒對抗，反而跟病毒和平共存，不會出現任何症狀，

也就成了「Ｂ型肝炎帶原者」。

暗中殲滅型

成人感染Ｂ型肝炎病毒之後，免疫系統會與之對抗，

大部分的人在沒有出現任何肝炎症狀的情況之下，就將

Ｂ型肝炎病毒清除，同時產生保護性的Ｂ型肝炎表面抗

體，對Ｂ型肝炎病毒產生免疫力。

全面開戰型

但也有部分的人感染到Ｂ型肝炎病毒後，出現疲倦、

黃疸、食慾不振、噁心等症狀，同時肝臟發炎指數(GPT

或ALT、GOT或AST)也大幅上升，這時也稱為「急性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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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癌

Ｂ型肝炎病毒感染之後有一部分人會慢慢變成慢性肝

炎、肝硬化、最後變成肝癌，但也有少部分人不經由肝

硬化，直接從肝炎變成肝癌。這就是所謂的「肝病三部

曲」。

肝病

三部曲

肝癌

肝炎

肝硬化

B肝帶原可能會發展成哪些狀況?

不活動型帶原者

超音波檢查正常，肝發炎指數（GPT或ALT、GOT或

AST）持續正常超過六個月以上，就可稱之為「不活動型

B型肝炎帶原者」。

慢性肝炎

肝發炎指數異常升高達六個月以上的Ｂ型肝炎帶原者，

雖然GPT(ALT)、GOT(AST)不正常，但是尚未到達肝硬化

的程度，稱之為「慢性Ｂ型肝炎」。

肝硬化

感染Ｂ肝病毒後，若肝臟反覆發炎厲害，超過肝臟的

修復能力，纖維組織增生，肝臟變硬，形成肝硬化。肝

硬化時的肝發炎指數只有輕微上升，甚至正常，除非到

了肝功能失調，否則可能沒有任何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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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B型肝炎有什麼症狀?

百分之七十的肝炎沒有症狀

一般身體的發炎，都會出現紅、腫、熱、痛的症狀，

提醒我們注意身體的病變，但是肝臟本身沒有神經，

所以就算肝炎發作，也不容易出現疼痛的感覺；加上肝

臟細胞有再生的能力，所以被破壞的肝臟細胞可以很快

被新生的細胞遞補。事實上，只要有四分之ㄧ的正常肝

臟，就可以維持一般身體的生理運作，不會出現異狀，

所以百分之六、七十的肝炎是不會有症狀的。

但是當感染急性Ｂ型肝炎，或是慢性Ｂ型肝炎急性發

作時，可能就會有以下症狀出現，但是這些症狀並非只

有肝炎發作時才會出現，其他的疾病也可能會有相同症

狀，所以必須要多加留意。

疲倦

一般來說，只有嚴重的肝炎發作才會感到疲倦；一般

而言，疲倦的程度跟肝臟發炎指數（GOT，GPT）的數值

有關，但仍會因人而異。

上腹部不適或腹脹

通常在急性肝炎發作厲害的時候才會出現這樣的症

狀。

食慾不振

急性肝炎發作或是慢性肝炎急性發作時，才會發生食

慾不振的症狀，甚至可能出現噁心、嘔吐的情形。

黃    疸

正常人的紅血球在脾臟破壞後，其內攜帶氧氣的血

紅素跑出來形成膽紅素，稱為「間接膽紅素」。間接膽

紅素不溶於水，需在肝臟轉為水溶性的直接膽紅素才排

出體外。所以當肝臟發炎、受損厲害時，膽紅素無法代

謝、排出，就會積存在血液中造成黃疸，這時皮膚、眼

白會看起來黃黃的；當過多的膽紅素隨尿液排出時，尿

液的顏色變深，就出現所謂的「茶色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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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預防B型肝炎?

切斷垂直傳染

國內至民國七十三年起，政府即推行新生兒接種Ｂ

型肝炎疫苗，若母親為Ｂ肝帶原者，且ｅ抗原呈陽性反

應，則新生兒除了要施打Ｂ肝疫苗之外，還需要在出生

２４小時內注射Ｂ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研究指出，國內

兒童的Ｂ型肝炎帶原率已經下降至１％以下，足見Ｂ肝

疫苗成效顯著。

施打疫苗

如果不是Ｂ型肝炎帶原者，而且血液中也沒有表面抗

體（Anti-HBs）及核心抗體者(Anti-HBc)，應儘早接受B肝

疫苗注射，以產生保護力，避免受到B型肝炎病毒的感

染。

避免血液、體液的接觸

	施打B肝疫苗後約有百分之五至十五的人不會產生抗

體，所以對疫苗沒有反應的人，應該由日常生活中預

防。

B型肝炎並非經由飲食感染，是經由血液、體液的接觸

而感染的，所以應避免不必要的打針、刺青、穿耳洞等

行為，如果無法避免，也要注意器械的消毒，或使用拋

棄式的器械。同時不要與人共用牙刷、刮鬍刀。

性行為也可能感染B型肝炎，所以為了安全起見，應

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例如使用保險套，以避免B肝的侵

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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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檢驗B型肝炎？

解讀驗血報告

肝發炎指數-GOT(又稱AST)、GPT(又稱ALT)

GOT、GPT就是一般人俗稱的「肝功能指數」，但正確

的來說應該稱「肝發炎指數」。GOT、GPT是血液中的兩

種轉氨酵素，GOT主要存在肝臟、心肌、肌肉、紅血球之

中，GPT則主要存在於肝臟細胞內。當這些細胞發炎壞死

後，細胞內的GOT、GPT就會被釋出到血液中，抽血檢查

就會發現數值上升。

GOT、GPT不正常時，一定要查明原因；但如果GOT、

GPT正常，也不代表肝臟沒有問題，還需要參加其他的數

值及檢查才能下診斷。

膽紅素-Bilirubin

膽紅素是紅血球內血紅素的代謝物，經肝細胞處理後

排入膽汁。當肝臟細胞受損使肝細胞無法處理膽紅素，

或膽管阻塞使膽汁無法順利排出，膽紅素就會逆流至血

液中。所以膽紅素值上升，可能是膽管阻塞、肝細胞受

傷或紅血球破壞過多所造成。

白蛋白-Albumin

白蛋白是血中的一種蛋白質，大多在肝臟合成，常用

於幫助診斷肝、腸胃道和腎臟等疾病，也可用來評估身

體的營養狀態。白蛋白是維持血液的滲透壓所需，如果

滲透壓不足，就容易出現水腫的現象，例如下肢水腫、

腹水等。白蛋白減少時可能是肝硬化、腎病症候群、營

養不良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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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關係，血球數會減少。肝硬化持續進行，血小板數

明顯的跟著減少，可作為肝硬化程度的指標。

解讀病毒標記

一般檢驗病毒的結果同常以「陽性」、「陰性」表

示，有的以「+」、「-」表示。

陽性(+)，表示檢驗的結果是有。

陰性(-)，表示檢驗的結果是沒有。	

B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

	表面抗原是指B型肝炎病毒外殼中的一種蛋白質，血中

表面抗原檢查呈陽性，且持續六個月以上，表示是B型肝

炎帶原者。

B型肝炎表面抗體- anti-HBs

表面抗體是人體產生以對抗表面抗原的物質，可以經

由注射疫苗產生，或是曾經感染B型肝炎之後自行產生。

血中表面抗體呈陽性，通常表示具有保護力，不會被B型

肝炎病毒感染。

凝血原時間-PT

凝血酶原是一種凝血因子的前身。凝血因子中有一大

部分是肝臟製造的，當肝的製造能力不好時，除了前面

提過的白蛋白會降低之外，凝血因子也會降低，使凝血

時間延長，也就是說一旦有出血的情形，需要花較多的

時間才能讓血液凝固。

測量這項數值的目的在於了解凝血因子的量以及功

能，以推測肝臟的機能是否正常。通常輕微的慢性B型肝

炎並不會造成凝血酶原時間的變化，但是如果出現急性

發作、猛爆性肝炎或演變為肝硬化等，造成肝臟機能的

損傷，凝血酶原時間就可能會跟著延長。

血球計數(CBC)

血液中的細胞大致可分為紅血球、白血球及血小板。

紅血球含有血紅素，可以攜帶氧氣到全身。白血球負責

人體的防禦系統，抵禦細菌等外來物。血小板負責血液

的凝集功能。

通常慢性B型肝炎患者的血球數目不太會有變化，但若

有急性肝炎發作時，白血球數目可能會增加。如果已經

出現肝硬化合併有脾臟腫大的情形時，因為脾臟破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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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兒蛋白檢查

胎兒蛋白是母親懷孕時，胎兒所製造的一種蛋白質，

在胎兒出生之後，母親血中的胎兒蛋白數值就會下降至

正常範圍。甲型胎兒蛋白是診斷肝癌的一項重要指標。

感染B型肝炎病毒之後有可能產生肝癌，因此確定B型肝

炎帶原之後，必須定期檢測血中胎兒蛋白，以期早期發

現肝癌。

		除了肝癌之外，肝炎發作後，肝臟細胞再生時也有可

能會造成胎兒蛋白數值的升高，但會隨著發炎消退而下

降。睪丸或卵巢的生殖細胞腫瘤也會使胎兒蛋白上升。

此外，胃癌、胰臟癌、大腸癌等轉移到肝臟時，也有可

能胎兒蛋白會升高。

		需注意的是，小型肝癌(三公分以下的肝癌)有三分之

ㄧ胎兒蛋白不會升高，末期的肝癌也有百分之十五的機

會胎兒蛋白不會升高，因此，胎兒蛋白正常不代表沒有

肝癌。

e抗原- HBeAg

e抗原是B型肝炎病毒的產物，血中e抗原呈陽性表示病

毒複製活躍，病毒多，傳染性高。

e抗體-anti-HBe

	 e抗體是人體內製造出來對抗e抗原的物質。若是e抗

原消失，e抗體出現，一般表示病毒的複製減低，病毒量

少，傳染性較低，但仍具有傳染性。

B型肝炎核心抗體-anti-HBc

B型肝炎病毒的內部有一層蛋白質，稱為核心抗原

(HBcAg)，針對這種抗原人體會產生核心抗體與之對抗。

核心抗體呈陰性，表示以往不曾感染過B型肝炎；核心抗

體呈陽性，表示曾經感染過B型肝炎病毒，目前帶原或已

經痊癒，因此需要配合表面抗原與表面抗體來判斷。

B型肝炎病毒去氧核醣核酸-HBV DNA

代表B型肝炎病毒濃度。如果肝炎是B型肝炎病毒引

起的，HBV	DNA數值通常會明顯上升。其正常值應該多

少，視所用檢驗方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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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超音波檢查

超音波檢查因為其簡便，且不具侵襲性，近年來已經

成為非常普遍的一種影像醫學檢查法。

腹部超音波檢查可以偵測出肝臟內的腫瘤，即使小至

一公分，只要醫師或技術員有足夠經驗，都可以將之檢

測出來，所以腹部超音波已經成為篩檢肝癌的一項重要

工具。

尤其是輕度肝硬化及肝癌的患者，肝發炎指數及胎兒

蛋白指數可能都在正常範圍之內，且毫無症狀，這時可

以藉由腹部超音波檢查做到早期發現，儘早治療，以期

能根治或延緩病情的惡化。

三、得了B型肝炎怎麼辦？

完整的肝臟檢查

		B型肝炎帶原只是表示血液中有B型肝炎病毒存在，不

表示您目前肝臟的情形。因此，需請專科醫師為您做完

整的肝臟檢查，包括：

◎	肝功能檢查

◎	B型肝炎標記檢查

◎	甲型胎兒蛋白檢查

◎	腹部超音波檢查

根據上述的結果，通常可以知道您目前肝臟的情形。

定期追蹤

感染B型肝炎病毒之後，就有可能會進入慢性肝炎、肝

硬化、肝癌的肝病三部曲，而在三部曲的演變當中，通

常是沒有症狀的，因此，一定要定期追蹤檢查，包括抽

血檢驗肝發炎指數、胎兒蛋白及腹部超音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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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藥物治療

		近年來在B型肝炎的治療上有很大的進展，可以將B型

肝炎病毒的活性降低，減少肝細胞的發炎，以避免由慢

性肝炎進入肝硬化的階段。

		目前的抗病毒藥物有干擾素及干安能、干適能、貝樂

克、喜必福、惠立妥、韋立得等，各有其優缺點，慢性B

型肝炎患者，如果肝發炎指數一直居高不下，可以依醫

師指示使用這些藥物，以避免肝炎進一步惡化。但這些

藥物只能減少病毒的活性，降低發炎，很難將病毒完全

消滅。

不活動型帶原者

B型肝炎帶原者，肝功能持續正常，超音波檢查正常，

需半年抽血檢查肝功能及胎兒蛋白，至少每一年做一次

超音波檢查。

慢性B型肝炎患者

B型肝炎帶原者，肝功能持續六個月，在穩定情況下約

每三個月抽血檢查肝功能及胎兒蛋白，每半年到一年做

一次超音波檢查。

肝硬化患者

有肝硬化者，需每隔四到六個月抽血檢查肝功能及胎

兒蛋白，至少每半年做一次超音波檢查。此外，肝硬化

患者容易發生食道靜脈瘤破裂出血，因此需每半年做一

次胃鏡檢查，以防萬一。

❖干擾素 ❖口服抗病毒藥物

干安能
干適能

貝樂克
珮格西施

喜必福

韋立得

惠立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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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B型肝炎發作

	高蛋白	高熱量	適當脂肪

為了肝臟組織的修復，可以攝取比平常多1.5至2倍的蛋

白質，如魚、肉類、牛奶等，避免攝取過多的動物性油

脂及膽固醇。若是因肝炎發作造成食慾不佳，可適用如

蔥、薑、蒜、檸檬等天然香料，以提升食物口味，促進

食慾。此外，可以多吃水果以增進維生素的攝取。

保肝守則

1.	為了維護肝臟的健康，除了規律的生活、注意充份休息

及睡眠之外，請勿酗酒及抽菸。

2.注意均衡的飲食，避免食用不新鮮或發霉的食物。

3.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膩食物。

4.	避免不必要的打針、刺青、穿耳洞，也不要與人共用針

頭、針筒、牙刷及刮鬍刀。

5.不要注射毒品。

6.避免危險性行為。

7.保持輕鬆的心情，並維持固定的運動習慣。

8.注意應定期接受追蹤檢查。

9.請勿服用偏方。

四、保肝生活須知

肝病怎麼吃?

一般帶原者

正常飲食	遠離菸酒	多吃蔬果

若是不活動型帶原者、慢性B型肝炎患者或早期肝硬化

患者，在飲食上並沒有過多限制，只要新鮮自然即可，

避免過多人工香料或醃漬、燻烤的食物。

至於其它包括抽菸喝酒、含有黃麴毒素的食

物等，應盡量避免。

沒有任何一種食物可以像仙

丹一樣，吃下去就讓肝臟機

能活化起來，或是讓肝臟突

然強壯起來或恢復正常，所

以不需要特別的補，只要均

衡飲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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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Q&A

       我身體健康，能爬山下海，有可能是

B肝帶原者嗎?

得了B型肝炎，大部分沒有症狀，因此身體強壯體力

好，不代表沒有B型肝炎，換言之，是不是帶原者一定要

抽血檢驗才能判斷。

        B型肝炎帶原有可能自己消失嗎?

一旦帶原，通常是終生帶原，但有少數的B型肝炎帶原

者，在追蹤過程中，B型肝炎帶原「自己」消失，甚至產

生抗體，通常發生在中老年人身上，這是因為年老了，

病毒繁殖力也弱了，病毒量減少之故，但通常肝細胞內

還是有B型肝炎病毒核酸存在，因此仍須定期做追蹤檢

查。

       已經有B型肝炎帶原，可以打疫苗產

生抗體，讓帶原消失嗎?

已經有B型肝炎帶原，再打疫苗也沒有用了，不會產生

Q1

Q2 

Q3 

抗體。所以一定要定期追蹤檢查。

       B型肝炎疫苗注射後，抗體可以維持

多久?是否需要追加?

要確定接種的疫苗是否有效，可以在接種完最後一劑

疫苗一至六個月後，抽血檢驗B肝病毒表面抗體。新生兒

注射約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產生抗體，成人接種疫苗，

年齡越大，產生抗體的比例也降低。

產生表面抗體後，抗體的濃度會逐年降低，在接種五

至六年後，抗體的濃度甚至會低到測不出來，但人體中

的記憶性免疫細胞仍會適時發揮作用，故其保護效果至

少可以維持十年以上，十年後可視狀況追加B肝疫苗，通

常每次注射一劑即可。

        配偶有B型肝炎帶原，可以行房嗎?

如果配偶一方有帶原，另一方沒有帶原也無抗體，

可以施打疫苗，以產生保護性的抗體，否則應使用保險

套以防被感染。如果另一方已經有抗體，那就不會被感

染，可以放心。如果雙方都是B型肝炎帶原者，那就誰也

不怕誰了，但最重要的是要一起到醫院定期追蹤診治。

Q4

Q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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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音波可以診斷出肝炎發作嗎?

在肝癌的診斷上，超音波可以說是必備的檢驗項目，

但是在肝炎的診斷上，超音波則用處不多。因為除了少

數肝炎在急性發作時，可能會在超音波上看出些微的變

化之外，絕大多數的肝炎是無法由超音波看出來的，所

以還是需要抽血檢驗相關數值，才能知道是否出現肝炎

發作的情形。

       沒有B型肝炎帶原，有表面抗體，就不

會產生肝癌嗎?

要看表面抗體是如何產生的。如果是打疫苗產生的，

是絕對不會因為B型肝炎引起肝癌；但如果是自然感染而

產生表面抗體的，雖然血液中沒有B型肝炎病毒，但肝細

胞內通常仍有病毒存在，因此仍有可能產生肝癌，但機

率較帶原者少很多。

      抽血檢查肝指數正常，胎兒蛋白正

常，可以保證沒有肝癌嗎?

肝功能正常，胎兒蛋白也正常，不表示沒有肝癌。因

為在肝癌的早期，肝功能指數通常是正常的，而早期三

Q6

Q7

Q8

公分以下的肝癌，也有三分之ㄧ之機會胎兒蛋白正常，

因此一定要同時做超音波檢查，才不會延誤。

        什麼叫猛爆性肝炎?

不管什麼原因，短期內讓肝臟細胞大量壞死，肝臟無

法維持正常機能，稱為猛爆性肝炎。一旦發生猛爆性肝

炎，通常在六週至八週之內，會因肝昏迷而死亡。

台灣地區猛爆性肝炎的主因是慢性B型肝炎急性發作而

來。B型肝炎患者如果隨便服用藥物，例如偏方、草藥、

類固醇，甚至來源不明的補品，都有可能引發急性肝炎

發作，甚至造成猛爆性肝炎而死亡。

        我是B型肝炎帶原者，可以嘗試偏方

草藥，讓帶原消失嗎?

近年來有多種抗病毒藥物(干擾素及干安能、干適能、

貝樂克、喜必福、惠立妥、韋立得)可以讓B型肝炎病毒活

性減低，降低肝發炎，減少肝硬化的發生，但目前全世

界還沒有任何一種藥物或方法，可以讓體內的B型肝炎病

毒完全消失。因此B肝患者千萬不要隨便服用各類成分不

明、效果不明的藥物或補品、偏方，以免造成肝毒性，

甚至猛爆性肝炎。

Q9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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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標記檢查

B肝
表面抗原
HBsAg

B肝
表面抗體
Anti-HBs

e抗原
HBeAg

e抗體
Anti-HBe

B肝病毒去
氧核醣核酸
HBV DNA

C型肝炎
抗體

Anti-HCV
項目  

 日期

B肝
表面抗原
HBsAg

B肝
表面抗體
Anti-HBs

e抗原
HBeAg

e抗體
Anti-HBe

B肝病毒去
氧核醣核酸
HBV DNA

C型肝炎
抗體

Anti-HCV
項目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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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
(AST)

GPT
(ALT)

膽紅素
BIL(T/D)

白血球
WBC

血紅素
Hb

血小板
Plat

胎兒蛋白
AFP

項目  
 日期

GOT
(AST)

GPT
(ALT)

膽紅素
BIL(T/D)

白血球
WBC

血紅素
Hb

血小板
Plat

胎兒蛋白
AFP

項目  
 日期

血清生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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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
(AST)

GPT
(ALT)

膽紅素
BIL(T/D)

白血球
WBC

血紅素
Hb

血小板
Plat

胎兒蛋白
AFP

項目  
 日期

GOT
(AST)

GPT
(ALT)

膽紅素
BIL(T/D)

白血球
WBC

血紅素
Hb

血小板
Plat

胎兒蛋白
AFP

項目  
 日期

血清生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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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
(AST)

GPT
(ALT)

膽紅素
BIL(T/D)

白血球
WBC

血紅素
Hb

血小板
Plat

胎兒蛋白
AFP

項目  
 日期

GOT
(AST)

GPT
(ALT)

膽紅素
BIL(T/D)

白血球
WBC

血紅素
Hb

血小板
Plat

胎兒蛋白
AFP

項目  
 日期

血清生化檢查



40

彩色人生手冊

41

其它檢驗項目

項目  
 日期

項目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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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宗旨
教育民眾﹣宣導肝病防治知識

創新醫療﹣研究肝病治療方法

肝病諮詢專線 0800-000583
全球肝病資訊網
網址 www.liver.org.tw

肝爹信箱 來信請寄

10041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1號6樓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肝爹收

電子郵件信箱 ask@liver.org.tw

提供深入淺出的肝病知識，歡迎索取

肝病列車
免費抽血檢驗及肝病防治講座

（詳情請洽本會）

郵政劃撥帳號 18240187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財團
法人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保肝一起來按讚

《好心肝》、《好健康》會刊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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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忘 錄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醫療法人好心肝基金會

發 行 人 ／許金川

總 策 畫 ／楊培銘

編輯小組／謝佳燕．魯惠雲．陳德梅．朱慧敏．李昕樺．陳淑卿

美術編輯／林皓偉

插畫設計／高智傑

地   址 ／ 10041台北市公園路30-1號6樓

電   話 ／ (02)2381-1896

好心肝諮詢專線／0800-000-583；02-23825234

修訂版發行日期／2018年8月

好心肝門診中心  
全國第一家由國人愛心捐助設立

看診時間：

週一至週六，

上午8點半到晚上8點半，

從早到晚，

中餐晚餐時間不休息。

如何掛號：

預約掛號專線：（02）2370-0827

網路掛號網址： www.glc.tw

免付費肝病諮詢專線：0800-000-583

好心肝門診中心位置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30號2樓
台北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或台大醫院站

3或4號出口

好心肝門診中心是延續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精神所創立，

宗旨在於為眾多病友提供快速便利溫馨的就診服務，

目前診療以肝病為主，並擴及一般科。

．我們提供全套式的肝病篩檢，從抽血、看診到腹部超音波檢查，

   短時間內就可以完成服務。

．我們免費提供保肝書刊及簡單餐點服務。

服務項目

‧肝膽腸胃科、B肝及C肝藥物治療

‧腹部超音波、腸胃鏡檢查 

‧消脂保肝特別門診 

‧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 

‧心血管特別門診 

‧血液腫瘤科 

‧免費醫療諮詢門診 

‧成人健檢及自費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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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科
‧神經內科
‧皮膚科
‧復健科
‧眼科
‧骨科
‧疫苗注射
‧一般暨小兒外科
‧身心科

本手冊免費贈閱，歡迎來電索取0800-000-583

※歡迎各界愛心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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