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家驊醫生說，闌尾炎是外科最常見的急
症，容易治療，但不可拖延求醫。

腹痛，人人都試過，如果是腸胃炎引起的絞肚痛，腹瀉後痛楚紓緩
便毋須擔心。但如果腹部劇痛，或下腹奄奄痛，有機會是腹腔的潛藏惡
疾，而闌尾炎，即俗稱的盲腸炎，是最常見引致腹部劇痛元兇。
外科醫生提醒，盲腸炎如延誤治療，有機會引致腹膜炎、細菌入
血，性命堪虞！
撰文：陳旭英 設計：伍健超

時滿頭汗，當時以為是經痛，所

苦，「我最初是半夜痛醒，醒來

一直下腹奄奄痛，但他

以都不以為然，翌日忍痛上

十二歲的張先生，近月

忍痛能力高，所以不覺一回事，

班。」

六
依舊到內地旅行，拍攝名山大

來愈強烈，到急症室求診，醫生

但當天傍晚李女士感痛楚愈

景照時談及腹痛，才由老友一言

腔問題，安排照電腦掃描，結果

川。回港後與朋友茶敍，欣賞風

驚醒 ──
「友人說曾經有一名親友腹

發現她闌尾發炎。

從臨牀病徵及之前病歷，懷疑盆

痛持續數月沒理會，到最後不適
被送入院，經檢查後才發現腹腔

行化療。我聽後心想不是那麼嚴

劇烈腹痛而求醫，家庭醫生檢查

三十歲的何先生數星期前因

退化器官 引發麻煩

重吧，但老友勸說我去檢查清

過後相信是腸胃炎，惟服藥後沒

內有癌腫，但已經擴散，需要進

楚，有事就早治療！」張先生

有好轉，三天後半夜劇烈腹痛，

最後經電腦掃描確認，何先

他的腹部，他痛得幾乎彈起來。

他乘的士趕到急症室，醫生一摸

說。
結果他見家庭醫生後，對方
安排照電腦掃描，發現嚴重闌尾
炎，膿包有機會穿破，引發腹腔

生患急性闌尾炎，需要盡快進行
切除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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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
李女士數月前亦受腹痛之

闌尾炎常見病徵首先全腹
痛，漸漸發展至右下腹痛，
男女老少都有機會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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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病人都
是因腹痛而發現
患闌尾炎，但痛
楚模式並不盡
相同，有些是
突然劇痛，有
些 是 奄 奄
痛，有些以為是腸胃炎的絞
肚痛。為何闌尾炎的痛楚如此多
變化？到底甚麼是闌尾炎？闌尾
為何會發炎？
養和醫院外科專科醫生李家
驊說，闌尾炎即是大家常說的
「盲腸炎」。
「盲腸炎是最普遍的外科急
症 ， 由 七 、八 歲 兒 童 到 八 十 歲 長
者，都有機會患盲腸炎。盲腸是
一個退化的器官，沒有用處，但
卻會引發很大麻煩！」
闌尾炎又稱為盲腸炎，但其
實闌尾和盲腸是兩個不同的器
官。盲腸位於人體右下腹，是大
腸開端的一段約六至八厘米的管
狀腸道，形狀像一個袋。盲腸向
上延續是升結腸，向下有一個孔
通向闌尾。由於位置的關係，盲
腸容易受感染、阻塞而發炎，連
帶闌尾亦發炎，所以闌尾炎亦即
是盲腸炎。
李家驊醫生說，闌尾炎的傳

橫結腸

升結腸

認 識 闌 尾 炎

乙結腸
直腸
發炎中的闌尾

統症狀，是病發初期時有強烈腹

痛，是整個腹部都痛，之後感覺

到右下腹痛，「這是一個演變過

程，當痛楚明顯在右腹時，其實

已經形成局部性的腹膜炎，因為

盲腸發炎蔓延至右腹膜產生局部

性發炎。而腹膜有神經線，故該

位置發炎便會感受到痛楚在右下
腹。」

忍痛變成闌尾膿腫

闌尾炎雖然不是重症，但有

時患者嚴重發炎致腸道突然穿

破，引發整個下腹痛楚，不再是

局部性的右腹痛。「如盲腸或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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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腸
盲腸

闌尾炎即俗稱的盲腸炎。盲腸是一條長約三至六寸長的管狀器
官，位於右下腹，大腸的開端，上接升結腸，下接闌尾。當盲腸和
闌尾被糞便阻塞或其他原因引起發炎時，稱為盲腸炎 ／闌尾炎。

闌尾炎發展迅速，病徵是腹痛，之後的數小時，腹痛加劇，集
中在右下腹為甚，病人有噁心，嘔吐及發熱。

闌尾炎以女性患者較多，約百份之六十五的闌尾炎發生於十五
至四十四歲女性身上。治療闌尾炎需以外科手術切除，否則闌尾穿
破可引發腹膜炎，危及生命。

▲

現併發症，飽受痛苦。盲腸炎，

菌走入腹腔，引致發炎、充血，

時求醫就更大件事，腸道內的細

外長者反應較慢，並常有不同種

及年輕人士病徵較顯而易見。另

差，他們的痛楚感覺不明顯，不

人體由口腔至肛門都有細菌，在

李醫生說：「整條腸道都有菌，

盲腸特別容易積存細菌嗎？

▲

尾突然穿破是爆炸性的，一穿就

為何盲腸會發炎？李醫生說

女性患者 後果嚴重

李醫生說，年長人士病徵較

確實原因未十分清楚，但因為該

長者由於對痛的感覺較遲
鈍及本身有痛症，容易忽略腹
痛，致較遲才發現患闌尾炎。

人如捱不住這種爆炸性的痛楚會
不明顯，通常較遲才發現患病。

位置有個孔，故有可能是被糞便

是否在早期較難發現？

即時到急症室求醫及需要住院治
「年長患者可能只是感覺胃口

變成腹膜炎，屬較嚴重狀況，病

療。如病人捱得住痛楚，沒有即

病人有機會出現敗血症而休克，
類的疼痛，警覺性較低，都是造

堵塞致脹起或谷住。

會有生命危險。」

腸道內有細菌並沒有問題的，但

亦有一些個案，盲腸炎患者

會失救。而盲腸炎死亡個案，不

腹膜炎、敗血症，病人隨時有機

都有盲腸炎致命個案，當發展至

即時求醫。但如盲腸向後屈，炎

生極大痛楚，令病人難以忍受並

況下如發炎、腫脹後向下垂會產

盲腸在右下腹腔，在一般情

較遲發現的盲腸炎個案，有

），醫生向病人查詢病歷
abscess
時，對方會表示曾經試過腹痛，

一定是長者，年輕人也有機會，

症開始腫脹時盲腸被脂肪組織等

在局部性急性發炎後積膿，膿腫

但忍受得住，沒有即時求醫。這

典型例子是有腹痛但不理會，到

包住在後腹，痛楚較難傳至前

引發感染。」

當腸道穿破，細菌進入腹膜就會

成盲腸炎較遲才發現的原因。」
婦女如有下腹痛，除闌尾
炎外亦有機會是婦科病症，必
須檢查清楚。

時醫生進行臨牀檢查用手按壓腹

病入膏肓時才求醫，這時可能已

腹，故病人很多時說不上有腹

機會引致死亡。李醫生說，每年

部，可以摸到右腹腔內有一處腫

經細菌入血，影響心肺功能，病

不消散，積在同一個位置，形成

脹，這是因為發炎時產生黏連，

人需要送入深切治療部治療，情

「闌尾膿腫」（

腹腔內脂肪包圍發炎位置而形

況堪虞。

appendicular

成，病人除了感覺該位置非常疼

盲腸炎容易診斷嗎？李家驊
說，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在專業

痛，還有機會伴隨高燒。發展至
這地步，其實已經是併發症。

期病徵與腸胃炎相似，故容易被

李家驊醫生說：「盲腸炎併

後情況沒有好轉兼腹痛嚴重，家

誤診為腸胃道感染，如病人服藥

判斷下較容易診斷，惟盲腸炎早

延誤治療 細菌入血
發症可以是局部腹膜炎、全腹膜

庭科或普通科醫生都會覺不妥而

議病人立即到急症室求醫。

懷疑盲腸炎，如情況緊急，會建

炎及闌尾膿腫。」
當盲腸炎發展至中後期，病
人會感到腹部劇痛，及有機會出

治療闌尾炎是通過外科手
術，將發炎的部分切除。

25/6/2016 22:50:11

G670_90_93_ADW.indd 92

療

92

2016 06 29

案
檔

養和
醫

MEDICAL & HEALTH

任何年齡人士，包括兒童也有機會患闌
▲
尾炎，家長應提高警覺。

痛，只感到有點不自在、沒有胃
口、腹部有點脹及右腹有點痛
楚，而這痛有別於一般盲腸炎的

三個是假陽性。現在影像掃描技

中有七個在開腹手術後確認，有

重，醫生又欠缺相關手術經驗，

開腹，病人很快康復。如膿腫嚴

腔鏡進行簡單的切除手術，毋需

痛到彈起，而是只有點不自在的

而右腹痛有很多原因，特別

術先進及普遍，故當有懷疑就安

感覺。

是女性，盆腔內有卵巢、輸卵

排進行電腦掃描。

李醫生曾經遇過一名盲腸炎

或有機會需要開腹。」

管，如有發炎都有右腹痛徵狀。
男士右腹痛原因較少，一痛通常

問清楚狀況，就算是「絞肚痛」

炎。如病人只是說肚痛，則需要

右下腹痛，一般都會懷疑是盲腸

如因腹痛而求醫，並能說出

人或會問可否服藥後監察，但答

能逃避做手術，因後果嚴重。病

腸手術。李醫生說：「盲腸炎不

位置腫脹，需要盡快接受切除盲

治療急性盲腸炎，由於發炎

而上述三位病人，最後都接

可否旅程完畢後才進行手術，李

已訂購兩日後的機票飛美國，問

病人，在得知病情後向醫生表示

式的腹痛，並有肚瀉的症狀，都

案是否定的，病人負擔不起嚴重

受了切除盲腸手術，解除了病

及早切除免後患

有機會是盲腸炎病徵，故醫生會

後果，尤其在生育期內女性，如

源。而年紀較大及病況較嚴重的

是盲腸炎。

從細節中追查。

盲腸穿破積膿在盆腔內會影響生

張先生，住院三天後康復出院，

翌日已經外出和老友茶敍。

手術，兩日後出院。

果嚴重。最後病人同意立即進行

醫生說不可以，因為盲腸一穿後

李家驊醫生說，昔日醫生診

育，故我們會積極治療，不會拖

圖為李醫生以腹腔鏡進
▲
行切除闌尾手術。

斷時通常從臨牀病徵判斷，但當

延。早期盲腸炎容易處理，以腹

▲電 腦 掃 描 顯 示 闌 尾 膿
腫。

時情況是十個診斷患盲腸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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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闌尾炎，一般
都會接受電腦掃
描，以確定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