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無奇不有

石
頭
記

人醫心傳2015.116



臺中慈濟醫院
治療人體結石

您一定聽過人體內會「結石」，

比較常見的是膽結石、腎結石。

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各種體內結石，

可能引發胃痛、上腹疼痛、

反覆結膜炎發作，甚至牙周病⋯⋯

輕者服藥就能自動排出，

或以震波碎石機治療，

嚴重者則需要開刀取出。

人體構造中，

水分幾乎佔了百分之七十，

但為何會有結石形成？

結石還會出現在哪些部位？

一起來看看臺中慈院醫療團隊治療，

無奇不有「石」在有關係的真實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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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歲的潘女士，在建築工地工

作，腸胃不適一年多了，原本吃吃胃

藥或是到社區診所拿止痛藥服用就會

好轉，但這一次胃痛發作，潘女士忍

了半個多月，痛到全身乏力，被家人

送到臺中慈濟醫院。

肝膽腸胃科廖光福醫師替她做胃鏡

檢查找到胃痛的原因，竟然是胃裡長

了石頭。也就是「胃石」。從胃鏡拍

下來的影像，「胃石」看起來還真有

點像是閃亮亮的黑鑽石。

廖醫師建議她先喝可樂「消石」。

兩周之後再檢查，胃石一度變小；但

潘女士為不適症狀減輕，就沒再繼續

喝可樂，兩個月後回診再做胃鏡，胃

石竟然愈來愈大！最後廖光福以胃鏡

加碎石器，夾碎超過五公分的胃石，

才去除潘女士的「心腹大患」。

飲料消融小胃石

過大需靠碎石器

奇怪嗎，可樂也可以治病？很多人

不知道，這其實是肝膽腸胃科醫師常

用的飲食消石法。胃石正確的名稱是

「糞石」，裡面的成分包括：各式各

樣的纖維、鈣化結晶與種子等，多數

胃石病患喝可樂，利用飲料中的二氧

化碳成分，就能把胃石爆破，胃石外

層部分被消融，體積變小，就能提高

自然排出的機會。

但潘女士因體質關係，連續喝可樂

好幾週仍化不掉，胃石加上胃液愈滾

愈大，醫師一度嘗試以內視鏡夾碎石

頭，但潘女士的胃石大小已超過五公

分，硬到夾都夾不破，擔心夾出過程

會傷及食道，決定改採胃鏡加上碎石

文／臺中慈濟醫院公傳室

諮詢醫師／泌尿科蔡宗訓醫師、肝膽腸胃科蔡松茂醫師、胸腔內科邱國樑主任

牙科鍾先揚主任、風濕免疫科林靖才醫師、眼科林晉良醫師、耳鼻喉科周一帆醫師

廖光福醫師為病患照

胃鏡，可見巨大的黑

色結石。攝影／林紀

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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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進入胃部，以金屬網絞碎胃石，再

將一塊塊的小碎片夾出，前後歷經一

個多小時才完成。

這塊惱人的黑鑽石經碎石器夾出來之

後，只像是一塊塊糊糊的爛泥塊。這是

因為大部分的胃石，多是飲食造成的。

廖光福醫師表示，臺灣胃石病患最常見

的食物攝取成因，竟是「破布子」！

因為它的汁液有黏性，在胃中會跟

其它高纖維食物如檳榔或柿子混合，

而柿子中的鞣酸、果膠等，也會與胃

酸凝集成膠狀團塊，並與食物殘渣聚

成更大團塊，之後形成結塊，廖醫師

建議應節制食用這類食物。

「不要以為沒有不舒服就不必處理

胃石。」廖光福強調，胃石問題一定

要處理，避免石頭在胃裡磨太久產生

潰瘍，導致胃癌機率增加。多數胃石

病患喝可樂就能把胃石爆破，慢慢融

掉，讓胃石變小而自然排出。

廖醫師的分析，完全說中潘女士

胃石形成的狀況，原來廿、卅年前，

潘女士嫁到南投山上，因為當地盛產

破布子，很多人都在家中自漬美味的

破布子，不但入菜，也常當成零食來

吃，村中不少左右鄰居也有胃石問

題。她還說，柿子也被醫生說中了，

因為好朋友就是種柿子的，有人送柿

超過五公分的胃石必

須以碎石儀器處理。

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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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她就開心下肚，經過這次病痛折

磨，她以後再也不敢毫無限制地吃了。

膽結石餐後上腹痛

顧好體態不做 F4

除了胃石，民眾常聽到的結石、也

是臨床常見的，還有尿路結石、膽結

石、痛風結石等。

九十一歲呂阿嬤的上腹疼痛，被當

成腸胃炎，吃了半年的消炎藥。春節

期間由於飲食過於豐盛，引發連續劇

痛，甚至出現黃疸、發燒等症狀，被

緊急送到臺中慈濟醫院，檢查後發現

是膽管結石讓膽汁無法順利從膽囊流

出，才造成劇痛。

膽結石主要發生在肝內膽管、肝外

膽管、膽囊等部位。膽結石則可分為：

膽固醇結石、色素性結石；膽固醇結

石密度低、較軟，內視鏡掏出來軟得

像爛泥巴；色素性結石較黑且硬，小

小顆就容易卡住膽道。

女性罹患膽結石人數高於男性，當

感覺右上腹部悶痛，而且痛感反射到背

部，就要特別注意。醫學界通常以「F4」
作為判斷標準：Female（女性）、Forty
（四十歲以上）、Fertility（產後婦女）、
Fatty（肥胖）。有這四項特徵的人，要
特別留意自己是否出現膽結石徵兆。

膽結石最常見的症狀是「餐後上腹

疼痛」，常見併發症是膽囊發炎，石

頭有時在膽囊裡滾來滾去，卡住膽囊

出口就會發炎，如果過得了膽囊管這

一關，再往下掉就可能引發膽管炎或

是胰臟炎，石頭如果卡在總膽管，首

先會用內視鏡處理，不必開刀，若是

結石太大，內視鏡無法處理，就只能

開刀取出。

臺灣地區約百分之十的成人會罹患

膽結石，多數人不會有嚴重疼痛，當

感受疼痛時，結石通常已經變大，對

中老年人來說，變成難以承受的痛。

五十五歲的魏女士，就是上腹部反

覆發作如針刺般的陣痛，求醫時被當

成胃部宿疾，持續治療一個月都無法

肝膽腸胃科蔡松茂醫師仔細問診，了解

患者疼痛情形。攝影／曾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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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痛到昏倒才送到急診，經過詳

細檢查，發現她的疼痛是膽囊裡有多

顆結石引起。

呂阿嬤與魏女士皆在取出結石後，

就解除了疼痛的折磨。

痛風結石破皮附骨

節制飲食減少發作

「痛風結石」是血液中的尿酸結晶

堆積而成，在全身關節處常見，但如

果是慢性高尿酸痛風患者，則可能在

關節以外的全身皮下組織也長出痛風

結石，甚至連耳朵最外圈的耳輪也可

能看到。

一旦痛風結石隨時間日積月累，結

石大到撐破皮膚，就容易引起表皮細

菌入侵感染，曾有慢性痛風病患的結

石破掉，導致蜂窩組織炎及細菌性關

節炎住院，治療超過六周才痊癒。多

數人的痛風關節炎發作時，在 X光影
像及超音波影像會發現痛風結石，這

些結石會造成骨頭侵蝕糜爛、骨質疏

鬆，也會在骨頭上穿洞，形成結石性

囊泡。

風濕免疫科醫師會利用超音波來幫

忙確立痛風診斷，因為尿酸結晶會沉

積在關節軟骨上，骨骼關節肌肉超音

波影像如果看到「雙層亮線」，那就

是痛風關節炎。

有一位痛風關節炎病患，透過 X光
影像檢查看到他整隻腳密密麻麻的結

石，有的還超過五公分大，表示至少

歷經快廿年的累積，結石甚至把骨頭

吃出空洞了。而有些因痛風關節炎導

致腎臟衰竭的患者，若是腎臟裡堆積

許多尿酸結石，就容易產生尿酸腎病

變，嚴重者將需接受洗腎。

高尿酸血症與痛風發作息息相關，

經常無聲無息的引發第一次的痛風發

作，不可不慎。現在許多專家認為，

高危險群的患者如高血壓、糖尿病、

冠心症、中風、與心臟衰竭患者，若

骨骼關節肌肉超音波影像如出現「雙層亮線」即為痛風關節炎。影像可見腳姆趾 ( 左 ) 與膝關

節 ( 右 ) 的雙層亮線 ( 箭頭處 )。 ( 林靖才醫師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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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經發現有高尿酸血症時，應積極

處理控制，並調整服用藥物，以避免

尿酸持續升高，引發痛風。

痛風初次發作的時候，最常出現在

單一關節炎，特別好發在腳的大拇趾，

而足部關節及足踝關節次之，接著是

膝關節。除非是陳年失控的慢性痛風

結石關節炎患者，否則罕見在手指、

手腕及手肘等這些部位出現，但是這

類患者發作時，有時會好幾個關節一

次性大發作，會令患者痛不欲生。

若沒有特別注意生活飲食，以及控

制尿酸指數，就有可能引爆痛風關節

炎發作。隨著失控的高尿酸血症與痛

風關節炎的進程，痛風發作次數會愈

來愈頻繁，從最早一年發作一到二次，

接著一或兩個月就有一次，最後是隨

時可能發作。 
痛風治療的第一步驟是衛教，首先

要讓患者了解為什麼會引起高尿酸血

症，了解自己的飲食、生活型態、內

科的疾病併發症與使用中的藥物。

保持口腔衛生　不讓牙垢變結石

痛風嚴重的話連皮膚下都會出現結

石，那麼身體的任何器官會有結石也

就不奇怪了。

例如現代人普遍有牙周發炎的現象，

一定要留意「牙結石」。當食物殘渣

混合唾液、細菌與口腔粘膜的上皮細

胞後，附著在牙齒表面與牙縫會形成

黃白色的薄膜，也就是「牙垢」，它

的附著力很強，連假牙也不放過。如

果沒能及時刷牙清理，牙垢就會與唾

液中的礦物質發生沈積作用，硬如石

頭，稱為「牙結石」，此時即使用牙刷、

牙線都無法清除，只能靠牙醫師洗牙

去除了。

牙結石形成初期不會引起不適，很

多人都不以為意；但如果長期輕忽不

圖為慢性痛風關節炎，痛風結石造成骨頭侵蝕、骨質舒鬆並讓關節變形。慢性痛風關節炎患者

宜長期服藥控制尿酸指數並避免痛風關節炎發作。( 林靖才醫師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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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當出現牙齦腫脹、口臭、刷牙

流血等症狀時，就表示可能得了牙周

病。預防牙周病之道，首重口腔衛生，

吃過東西馬上漱口，每天使用牙線，

並以正確的方法刷牙，定期找牙醫師

洗牙更是不可或缺。

眼結膜或腺體也會結石？

常聽人說「眼睛裡容不下一粒沙」，

而眼睛竟然也會有結石？沒錯！「眼

石」的正確名稱是「結膜結石」，位於

上或下眼皮內側結膜表皮下，稱為「瞼

板腺」的地方，由於眼石很小，沒特別

的顏色，所以很難自己發現，但在眼科

門診，醫師幾乎每天都會碰到長眼石的

病人，表淺的眼石以器械處理，一下就

挑掉了。

在結膜表皮下的眼石，不會造成任何

不適，絕大多數並不需要治療。唯有當

結石變大，穿出結膜表皮，直接磨擦角

膜表面，造成眼睛異物感，或是磨破角

膜表皮，引起眼球疼痛、發炎，甚至視

力降低時，才需要進行結膜結石剔除手

術。

形成眼石的主因，是長期沒有做好清

潔睫毛下方分泌油脂的瞼板腺，導致反

覆發作結膜炎或慢性結膜炎的後果，臨

床上，五十歲以上，十人中有兩三個人

會出現。很多人努力點眼藥水，仍感到

不舒服，就有可能是長眼石了。因為一

般洗臉時常不自覺眼睛閉緊，睫毛倒捲

進去，不易清潔到瞼板腺，油脂長久堆

積，就容易造成發炎；再加上飲食過於

油膩、愛吃油炸物，油脂旺盛的人，更

會增加發炎進而造成眼石的機會。

在喉嚨後面兩側的扁桃腺，也可能形

成結石。因為扁桃腺的表面是小小的隱

窩，像高爾夫球的表面一像，如果食物

尿路結石是泌尿科最常見的疾病之後，圖為蔡宗訓醫師指出病人體內的鹿角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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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渣塞進扁桃腺隱窩，加上細菌發酵，

就會形成石頭樣的東西，就是「扁桃腺

結石」；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喉嚨腫痛、

有反覆的異物感、有口臭。

治療上，只要耳鼻喉科醫師用壓舌板，

像擠牙膏般把結石擠出來就沒事了。

「腮腺結石」又名「涎石」，是唾液

腺管阻塞、發炎、感染的常見原因，結

石成因是水分攝取過少導致唾液過分粘

稠，如果口腔沒有保持清潔，細菌容易

逆流而上，久而久之就聚成結石阻塞腺

管。通常病人多半是感染後化膿發炎才

會求診，腮腺結石以手術治療為主。

肺中有石當心喘  若有異樣醫解惑  

至於肺部的結石，在支氣管與肺泡都

有可能，支氣管結石是支氣管附近肺組

織的慢性病變或吸入異物，鈣鹽逐漸沈

積而成結石，可破壞支氣管壁並墜入管

腔，有的病患能把較小的結石咳出來；

肺泡裡的結石則與吸入異物粉塵沈積有

關，細沙狀的結石會導致肺的質地變

硬，影響呼吸，稍一活動就會造成氣喘。

綜觀人體的「石頭記」，真是無奇不

有，這些結石形狀或大或小，數目或多

或少，多數跟一般石頭成分相似，以石

灰、鈣為主成分，而不同原因導致不同

成分，也會呈現不一樣的顏色。

一般的小結石若沒有不適症狀則不必

擔憂，但如果感覺身體有異樣，仍建議

找醫生尋求專業建議，以免把小結石拖

成大結石，還是可能會有致命危機。預

防很簡單，只要從日常生活做起，身

體力行良好習慣，均衡飲食，就能擺

脫成為「石頭族」的憂慮。

許多人不知道眼睛也會產生結石 ( 上

圖 )，眼科林晉良醫師解說造成眼睛不舒

服的可能原因。攝影／呂榮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