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肪肝病

一種肝臟疾病
Fatty Liver Disease

脂肪肝有何成因？

兒童會有脂肪肝病嗎？

在加國出現的脂肪肝病例中，最普遍的成因
便是過度肥胖。數十年前，過度肥胖並非很
普遍，但根據現時的統計數據，超過50% 的
加拿大人均是過重。據估計，過度肥胖人士
中約有75%有可能形成單純性脂肪肝，而形
成脂肪肝後引致發炎的比率可高達23% 。

兒童出現脂肪肝病的現象現已愈見明顯，主
要原因是兒童過度肥胖的情況大幅上升。估
計每10個加拿大兒童中，便有一個過重，在
過去十年內增加了近兩倍。約3% 的兒童及
22 - 53% 的過度肥胖兒童受到脂肪肝的影
響。兒童出現脂肪肝病的情況，可以早至四
歲開始。

除了過度肥胖, 導致脂肪肝的營養因素包括:

甚麼是非酒精性
脂肪肝炎 (NASH)?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有不同程
度病徵，而 NASH 是較為嚴
重的一種。 NASH 全稱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即
非酒精導致脂肪肝炎，意思
是脂肪肝發炎。這種病如酒
精性肝病一樣，會一直損害
肝臟，但卻發生在不喝酒或
只喝少量酒的人身上。
NASH 並非指單純的肝臟脂

肪積聚，如果是後者，身體
狀況仍然可以很好。患有
NASH 的成人中，佔 20% 會
形成肝硬化，佔 11% 會因肝
病致命，也有很多出現慢性
肝臟衰竭而需要肝臟移植。
NASH 的病發率佔普遍人口
的 2-6%。

! 饑餓及蛋白質營養不良
! 長期使用全靜脈營養（將營養直接注入血
液的食物供應方法）
! 為過度肥胖人士而做的繞腸道手術

! 糖尿病
! 高脂血（血脂上升）
! 胰島素抵抗及高血壓
其他成因包括：
! 基因遺傳
! 藥物及化學成份如酒精、皮質類固醇
(corticosteroids)、 四 環 素 (tetracycline)
及四氯化碳 (carbon tetrachloride)。

脂肪如何進入肝臟？
從飲食吸收的脂肪，一般會被肝臟及其他組
織新陳代謝。如果脂肪超過身體所需，便會
被儲存在脂肪組織內。脂肪積聚在肝臟的其
他原因，包括脂肪從身體其他部位轉移至肝
臟，或肝臟無法將脂肪轉為可排走的形態。

目前，尚沒有一種經證實能有效治療脂
肪肝的藥物。脂肪肝現時已極為普遍，
所以亦引起科學界的多方關注。現在的
多個臨床試驗，均致力尋求脂肪肝病的
不同療法。

脂肪肝病有何病徵？
一般來說，脂肪肝病並無病徵。但有些人則
表示腹部近肝臟位置感到不適、疲倦、不自
在及若有若無的不適感覺。

! 體重驟降
有些病症往往觸發和引致脂肪肝：

不是過重或沒有糖尿病的 NASH 患者，
應選擇低脂餐飲。我們同時建議避免喝
酒，因為酒精會引致脂肪肝病。脂肪肝
病患者應定期覆診檢查。

如何診斷脂肪肝？
若果病人的肝臟有擴大跡象，或肝臟測試出
現異常結果，便有可能患有脂肪肝。超聲波
可測到脂肪肝。在某些情況下，醫生或會建
議進行肝臟切片檢查，即由醫生用針插入肝
臟，以抽取肝臟組織樣本，作顯微鏡檢查。

脂肪肝病怎麼治療？
脂肪肝的治療方法視成因而定。目前，我們
無法預測哪種病人會出現 NASH。然而，單
純性脂肪若不斷積聚，肝臟便很容易繼續受
損，繼而引致發炎及結疤（NASH）。
我們建議過度肥胖的病人透過適當飲食和做
運動，逐步降低體重。患糖尿及高血脂的病
人，則應改善控制糖份和減低血脂水平。一
般來說，我們建議糖尿病患者選擇低脂、低
卡路里的飲食，再配合胰島素或藥物醫治。

脂肪肝病能預防嗎？
選擇健康的生活模式，你便能避免過度
肥胖，即脂肪肝病的第一號成因。請緊
記，任何減輕體重療法都是健康飲食與
運動雙管齊下。以下是預防脂肪肝病的
若干建議：
! 選擇健康的生活模式。
! 如果你過重，要努力逐步但持續減重。
! 均衡飲食並選擇飽和脂肪成份低但高纖
的食物。
! 培養運動習慣，每周最少運動四天。你
可以選擇散步、游泳、園藝工作、拉筋
等。
! 避免喝酒。

Traditional Chinese

身高體重指數 (Body Mass Index - BMI)
體高（吋）

雖然很多人都覺得可以稍為減磅，但認為
自己過度肥胖的人卻只有少數。身高體重
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BMI）是普
遍用作界定“過重”和“過度肥胖”的衡
量方法。BMI以你的身高和體重作計算基
礎，得出的數據可顯示你的體重是否健
康。對大部人來說，BMI 在18 - 25 之間
便屬於健康，25 - 30 便屬於過重，超過
30 便是過度肥胖。不同族裔稍存差異，
例如，亞洲人的 BMI健康區幅是18 -23，
較上述區幅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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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樣界定 "過重" 和 "過度肥
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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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的多餘脂肪，與脂肪肝和糖尿病等其
他危及健康的疾病均有關連。腰圍尺吋是
釐定腹部多餘脂肪造成多少健康風險的指
標，但準則因性別而異：
男性:如果你的腰圍超過102厘米(40吋)，
健康風險便會增加。
女性:如果你的腰圍超過88厘米(35吋），
健康風險便會增加。

我們相信人人都應該瞭解肝臟對擁有一個健康的身
體有多麼重要，人們在日常起居中做出的很多決定
都會影響肝臟健康。不論您是肝病患者或您在護理
其他病患者，或者您只是想尋找更健康的生活方
式，通過我們的 LIVERight活動，您都可以找到積
極而實用的防範咨詢和措施。如果您想進一步瞭解
LIVERight活動或是基金會的其他工作，或者您想
加入義工隊伍或慷慨捐贈，請瀏覽www.liver.ca。
若想獲得更多關於肝臟疾病及健康的資訊，請致電
416-491-3353(英語)或1-800-563-5483(英語)。
本冊子中所包含的藥物咨詢包涵了截至2005年1月
的最新藥物咨詢。如想獲得藥品方面的最新更新，
請瀏覽www.liver.ca。
本冊子的翻譯和印製，全賴 Bristol-Myers Squibb
Canada 提供的無限制教育資助。
如要了解脂肪肝病或其他肝病詳情，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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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BMI是多少？
你可以利用以下程式計算你的 BMI:

腰圍多少有關係嗎？

加拿大肝臟基金會(Canadian Liver Foundation) 建
立於1969年，是世界首個致力於就肝病的成因、診
斷、防治及治療提供輔助研究及教育的組織。我們
通過在全加各個社區的分支機構提供一系列廣泛的
公益活動，旨在減低感染風險，提高加國人的健康
意識，並向提高大眾對各種肝病的認知。

BMI = （以公斤為單位的體重）
2
（以米為單位的體高）
示例：某人高1.70米，重80公斤：
BMI =

80
= 27.7
1.70 x 1.70

加拿大肝臟基金會
全 國 總 署
2235 Sheppard Avenue East, Suite 1500
Toronto, Ontario M2J 5B5
電話: 416.491.3353
傳真: 416.491.4952
免費長途電話: 1.800.563.5483
電郵: clf@liver.ca

WWW.LIVER.CA
加拿大慈善機構註冊號碼 10686 2949 RR0001
Ce dépliant est également disponible en français.
This brochure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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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是由肝臟細胞積聚脂肪而成。當飲
食攝取的脂肪多過人體所能應付時，脂肪
便會漸漸積聚於肝臟組織內。如果脂肪佔
肝臟最少5-10%，這情況便為脂肪肝。單
純性的脂肪肝，通常不會令肝臟受損，影
響身體狀況。然而，肝臟一旦積聚脂肪，
便很容易受到較大傷害，導致肝臟發炎和
結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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