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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量極低不足為慮

放射性藥物造影應用至今逾半個世紀，一直備受重視，是因為它所能提供的功能及結構的資訊非常仔細獨特，是其

他造影技術未必可以媲美的。對於好些疾病，放射性藥物掃描都能提供極有用的資訊，協助醫生確診及決定最佳的

治療方案。

毋庸置疑，如果純粹針對結構造影，放射性藥物的解像度確稍遜於一些先進造影技術，例如磁力共震（MRl）及電腦

斷層造影（CT）。然而它相對比磁力共震及電腦斷層造影廉宜，因此更能被廣泛應用。另一方面，若針對提供功能

性的資訊，放射性藥物造影則比許多造影程序敏感度高得多，其所能得到的功能性數據資料，往往是其他造影技術

所不能達到的。不得不提的，還有它的高度彈性，可以與許多其他造影技術合併使用，這樣就能互相補足將功能發

揮至最大。

當然，再多的進步，市民大眾一聽到「放射性」三個字可能仍心生抗拒，擔心檢查程序中所用到、要吸收入人體內

的放射性示蹤劑，始終會令病人曝露於輻射下，對健康造成損害，但其實放射性藥物造影所用的放射性示蹤劑所含

的輻射量極低，所以接受確診性放射性藥物造影程序，病人所接觸的輻射量都十分微量，不足為慮。特別是這項造

影技術沿用至今超過五十年，到目前為止，仍未發現如此低劑量的輻射量令人類健康構成任何不良影響，或者帶來

任何長遠壞處。相比起其能帶來的好處，放射性藥物造影的貢獻絕對是瑕不掩瑜的。

自然，再卓越的技術亦會有其局限，放射性藥物造影也不例外。從病人的角度，用放射性藥物造影作檢查，程序雖

然簡單安全，但有時卻可能頗為費時，因放射性示蹤劑有機會需要數小時，或至以日計才能滲透到需要檢查的部位

。而掃描過程有時亦可能要進行數小時之久，病人必須耐心等待。猶幸現在已有新的儀器協助，已可將檢查時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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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放射性藥物較安全

上文講到，放射性藥物造影是用具微量放射性的物料，用來診斷、評估甚至治療一系列的疾病。此項技術能敏感地

探測到體內的異常分子活動例如攝取（Uptake），所以癌症、心臟病、消化系統、內分泌及腦神經疾病，以致體內

的其他異常，都能受惠於放射性藥物造影的偵測。

心臟放射性藥物造影乃應用於確診心臟病，例如當病人出現無法解釋的胸痛，又或者運動引發的心絞痛，都可以第

一時間以放射性藥物造影來作檢查。此外，心臟放射性藥物造影還可以用於進行心肌灌注掃描，檢視心臟壁的血流

狀況，或可為疑似或已知冠心病作確定及評估。病人若出現急性心肌梗塞，即心臟病發後，放射性藥物造影可以檢

視心臟受到的損傷程度。病人在接受心臟搭橋或其他血管再生手術後，它亦有助監察心臟供血的恢復情況。若與心

電圖（ECG）共用，透過一種名為心臟門控技術（cardiac gating），可以監探心壁肌肉的活動以及整體心臟功能。

由此可見，心臟放射性藥物造影用途廣泛，它之受歡迎的另一原因，是程序相對簡單而且安全。話雖如此，仍有一

些事項值得病人注意：由於涉及放射性的物質，懷孕及正母乳哺育的婦女是暫時不宜接受是項造影檢查的。檢查時

所用的放射性藥物，即放射性示蹤劑，會透過注射、吞服及以氣體吸入而進入體內，故存在藥物敏感的風險，所以

有藥物敏感歷史、患有其他敏感或本身有其他病患的病人，應向醫生或技術人員報告清楚健康狀況。

如果要進行的是合併心臟放射性藥物造影的運動心電圖，病人事前應申明是否患有哮喘、肺病等。最後一提，為免

影響身體的攝取活動，在進行放射性藥物造影檢查前四十八小時，病人要記得避免咖啡因的食物或飲品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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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藥物用途廣

放射性藥物顧名思義是以少量放射性的物料，以作診斷，評估甚至治療一系列的疾病。癌症，心臟病，消化系統

，內分泌及腦神經疾病，以致體內的其他異常問題，都能受惠於放射性藥物的偵測。

採用放射性藥物的檢查程序之所以能夠貢獻良多，其原理主要是可以敏感地探測得到問題所在，此外亦可用來監察

病人接受治療後的即時反應。

心臟放射性藥物亦用途廣泛，它既能用於評估心肌病，以及評估化療及電療可能為心臟肌肉帶來的破壞和影響，亦

能用於檢查不知原因的心絞痛，運動心絞痛，心臟肌肉的血流，血管收窄，以及肌壞死狀況，所以對於確診及評估

冠心病極為有用。

採用放射性藥物的程序，好處是除了靜脈注射外，整個過程都不具侵入性。透過注射，吞服及氣體吸入的放射性藥

物，稱為放射性示踪劑，進入身體後最終會積聚在受檢驗器官或身體部位。放射性示踪劑所釋放的微量輻射，可以

被特製的攝影機或顯影儀器偵察得到。

放射性藥物的另一個好處，便是它的高度彈性，可以與其他造影技術合併使用。現在，亦已發展出SPECT/CT，即結

合了單光子放射斷層攝影及電腦斷層造影，以及PET/CT，即正電子掃描，合併電腦斷層造影。這兩種新技術，現在

都已經在香港投入服務。

至於結合磁力共振及正電子掃描的MRI-PET，在香港仍未獲採用，但已經非常令人期待它可以為本港病人帶來的好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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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磁力共振 老少患者受惠

本港每一千名初生嬰兒中，便約有八個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這種先天性疾病，大多因胎兒的心臟發展異常所致。常

見於小朋友身上的先天性心臟病，包括心房間隔缺損、主動脈縮窄、心室間隔缺損、大血管異位、動脈導管未閉及

法樂氏四聯症。

小B（化名）便不幸被發現患上法樂氏四聯症（Tetralogy of Fallot），這是一種最常見的發紺性先天性心臟病。

發紺即血液缺氧，小朋友會因此出現口唇，手指和腳趾呈紫藍色的現象，常出現在法樂氏四聯症患者的心臟結構異

常計有：心室間隔缺損、肺動脈狹窄、右心室肥厚，及主動脈向前移位。這些異常的心臟結構會導致血液缺氧，與

小B同病相憐的小朋友假如出現突發性嚴重發紺，有可能因嚴重缺氧而死亡，後果堪虞。

醫生認為小B 需要進行外科手術矯正異常的結構，手術前需要先作詳細及徹底的檢查，包括評估心臟的功能及結構

狀況；換作以前，要得到這些數據，小B得進行超過一個檢查，例如用心臟超音波（echo），作心臟功能檢查，但礙

於這項檢查無法顯示心臟結構的問題，所以可能需另外配合冠狀動脈電腦斷層造影（簡稱冠狀動脈CT），以檢查心

血管的狀況，然而冠狀動脈CT涉及輻射，年幼的小朋友需要暴露其中，始終並非最為理想。

現在有了心臟磁力共振，一個相對簡單安全的程序，便可提供心臟的3D結構影像以及血流分析，而且準確度高，誠

為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朋友帶來了一大突破，尤其作為術前評估檢查，更是貢獻良多。

事實上，心臟磁力共振的出現，受惠的豈止是像小B 般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小朋友，一般成年人如果關注自己心臟

健康卻又沒時間進行一些較繁複的心臟檢查，心臟磁力共振能以單一檢查程序得到心臟健康的最多資訊，過程簡單

安全，是個上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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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過心臟病發厄運

上文提到，心臟磁力共振造影有四大功用：它可以清晰地呈現心臟的脂肪分布及疤痕組織等，有利於顯示心臟結構

的問題。另一方面，它亦能提供心臟功能檢查，可媲美心臟超音波（echo）。當與顯影劑共用時，心臟磁力共振能

清楚準確顯現心肌壞死或栓塞。

此外，它能透過檢查心臟的注血功能，偵察出心肌梗死（infarction）現象前的缺血階段（ischemia），若能及時

介入，病人可避過心臟梗死即心臟病發的厄運。

心臟磁力共振的一大優勢是相對非常安全，它不具侵入性，不涉輻射，且檢查程序亦非常快捷簡單。然而心臟磁力

共振造影跟磁力共振造影一樣，有必須注意的事項：病人不得攜帶金屬物品進入磁力共振室，如病人懷孕、曾接受

手術、有紋身或體內植有金屬或電子儀器，例如心臟起搏器等，都得事前通知有關人員。

此外，一般磁力共振造影儀器比較狹窄，患有幽閉恐懼症的病人可能會感到不安。因應需要，心臟磁力共振有時會

配合顯影劑使用。當使用顯影劑時，亦可能有出現敏感的風險。

磁力共振這項造影技術雖然愈來愈普遍，但價錢始終比較昂貴，尤其是心臟磁力共振，的確令普羅大眾卻步。不過

，在各種心臟檢查中，心臟磁力共振過程最簡單耗時最少，卻能得到最多最準確資訊，所以作為心臟檢查選擇，絕

對值得考慮。

特別一提心臟磁力共振的另一貢獻，是對小朋友先天心臟病患者帶來令人鼓舞的突破。小朋友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例如心室異常、血管錯位，另外心臟瘤等，檢查需要提供很多有用資訊，而且準確度要高，心臟磁力共振可多角

度檢查心臟結構及心臟功能，而且小朋友不必暴露輻射之下，很多時一個檢查便足夠。

下一期我們來看看一個患有先天心臟病患者的小朋友，如何受益於心臟磁力共振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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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磁力共振功用

心臟磁力共振造影不具侵入性，完全不涉輻射，至今亦未有任何可證實的副作用。除了安全外，由於有很高的解像

度及對比分辨，故能透過單一測試，便能多角度檢查心臟結構、心臟功能及心肌梗塞，而且可以提供3D影像。

心臟磁力共振有五大應用範疇：（一）先天性心臟病，（二）後天性血管病，（三）冠心病，（四）心包膜病變、

心臟腫瘤、心肌病、心臟移植及（五）瓣膜性心臟病。

它之能夠針對以上各種心臟問題，在偵測、確診及治療上貢獻良多，完全多得心臟磁力共振的四大功用：

一、首先心臟磁力共振由於可以能清晰地呈現分辨心肌、心內膜、心包和心包外脂肪分布及疤痕組織，故可用於檢

查清楚顯示各種心臟結構的問題。

二、它可應用於檢查心臟功能。有別於結構性檢查，心臟磁力共振還可以像心臟超音波（echo）提供功能性的檢查

，以心臟電影技術（CINE）拍攝的影像照片，可排列重組成心臟功能視訊。此技術透過偵察分析心臟肌肉的血流供

應及心瓣結構等，計算出血管可能出現的收窄阻塞，呈現心臟組織有氧或無氧的分別。

三、心臟磁力共振造影很靈活，可獨立及配合顯影劑使用。當與顯影劑共用時，壞死的肌肉在造影上會呈白色，清

楚顯現心肌壞死或心肌梗塞。而且它高度準確，有超過九成準確度。

四、心臟磁力共振能透過檢查心臟的注血功能（perfusion），檢查心肌梗塞及其之前的缺血階段。心臟病發其實是

組織出現心肌梗塞(infarction) 現象，心肌梗塞可以致命，即使幸運地撿回一命，其損害不可逆轉。但其實組織梗

塞前會經歷一個缺血階段（Ischemia）。

換言之，心臟缺血是梗塞的先兆警號。如能及早偵察心臟缺血，便可進行通波仔或搭橋等介入治療，讓病人避過心

肌梗塞即心臟病發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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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心臟磁力共振

心臟磁力共振（Cardiac magneticresonance，簡稱為CMR）是一種可以應用於檢查心臟健康的非侵入性造影技術

，自從在九十年代投入服務以來，日益受到醫學界的重視。

跟上幾期介紹過的冠狀動脈CT一樣，心臟磁力共振造影不具侵入性，然而進行冠狀動脈CT時，病人會曝露於微量輻

射下，而心臟磁力共振卻完全不涉輻射，至今亦未有任何可證實的副作用。

除了安全外，由於有很高的解像度及對比分辨，心臟磁力共振能清晰地呈現分辨心肌、心肉膜、心包和心包外脂肪

，故透過單一測試，便能多角度檢查心臟結構、心臟功能及心肌栓塞，並提供3D影像。

心臟磁力共振可以應用在什麼疾病的偵測、確診及治療上？原來它主要有五大應用範疇。

（一）先天性心臟病：CMR可清晰顯示先天性的心臟問題例如心房間隔缺損、主動脈縮窄、心室間隔缺損、大血管異

位 、動脈導管未閉等。

（二）後天性血管病：要偵測及確診風濕性心臟病或高血壓性心臟病等疾病，CMR可用於檢查胸主動脈瘤、腹主動脈

瘤、主動脈剝離或肺栓塞等。

（三）冠心病：CMR可透過評估心室功能及密度，或心臟負荷測試而可能出現之心肌灌注問題（perfusion），來偵

察冠心病。

（四）心包膜病變、心臟腫瘤、心肌病、心臟移植：它可以檢查心包膜積水、狹縮性心包膜炎，亦可以用在偵察及

檢查心臟及心包膜腫瘤；對於檢查病人於心臟移植術後有否出現排斥現象，它亦能大派用場。

（五）瓣膜性心臟病：應用於檢查瓣膜病變、心房結構及功能等，亦可用來評估瓣膜狹窄、瓣膜逆流/閉鎖不全。

換言之，其實心臟磁力共振造影基本上對於偵測、確診及治療各種心臟毛病，都能夠應用得到；接着下來幾期，就

讓我們來對心臟磁力共振造影進行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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