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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臟組織纖維化(fibrosis)的評估是

消化系醫師臨床診斷或治療工作

重要的一部份。以目前常用的Metavir 

sys tem評估肝纖維化程度而言，F2

以上代表顯著的纖維化（significant 

fibrosis），臨床意義為病患病程具一

定程度的進行與臨床治療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F4以上代表的是後期的纖維

化（advanced fibrosis）或肝硬化前期

（pre-cirrhosis），臨床上亟需對於諸

如靜脈瘤、腹水、血小板低下、出血

傾向等肝硬化併發症與存活預後做仔

細的評估。近年來纖維化亦被認為是

慢性肝炎治療療效與預後評估的重要

決定因子之一。

肝組織纖維化的評估以往需借重

肝切片(liver biopsy)加以判讀。肝切片

雖然可以直接對組織做判讀，是目前

確診的標準，但仍有其缺失與限制：

(1) 侵襲性檢查；(2) 內出血風險；(3) 

不同位置採樣組織可能有其誤差；(4) 

不同的病理科醫師判讀結果可能有差

異；(5) 病患經常不願接受再次的肝切

片，相關的診斷或治療追蹤資料不易

完備。是以非侵襲性肝纖維化的評估

日益有其需求性與必要性，對於種種

非侵襲性肝纖維化檢查方式的評估與

驗證近年來隨著慢性肝炎治療的普及

更是日漸受到重視與討論。

非侵襲性肝纖維化評估的檢查主

要有下列幾種方式：

一、血清學檢查：大致上以單

一或多種組套(panel)項目之血清學標

記應用預測其與肝纖維化程度之關

聯。例如血小板、白蛋白、血清轉氨

酶(AST/ALT)、collagen、fibronectin等

常見與發炎壞死反應或纖維化相關產

物。單一血清學標記檢查雖然簡單且

易於判讀，但由於其敏感性、專一性

甚至於關聯性不高，臨床應用有相當

大之限制。多種項目之血清學標記檢

查其中以APRI (AST/Platelet Ratio Index) 

= AST (× upper limit of normal) ×100/

platelet count (109/L) 與 FibroTest曾被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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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探討應用。

A P R I 是 做 為 評 估 肝 纖 維 化 程

度 最 簡 單 有 效 之 工 具 ， 其 準 確 性

(accuracy) 以AUROC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 ic)表

示，F2以上一般可達0.78-0.88，F4

以上一般可達0.83-0 .941, 2。另一較

為常見涉及非常規檢查之多種組套

(α2-macroglobulin、haptoglobin、

γ-glutamyl  t ranspept idase、age、

bilirubin、apolipoprotein A1、sex各項

目)為FibroTest (Biopredicitve Website: 

www.biopredictive.com)。以往的研究顯

示F2以上其AUROC一般可達0.85，F4

以上一般可達0.87-0.922, 3。但因其非常

規檢查、成本高，且在肝功能正常或

非肝病病患可能會有誤差產生而影響

其準確性4。Castera等合併使用APRI與

FibroTest之研究顯示診斷F2以上之準

確性可達0.97，F4以上一般可達0.88，

分別可減少48.3%與74.8%

的肝切片檢查5。

二、影像學檢查：

腹部超音波、電腦斷層

攝影(CT)與核磁共振儀

( M R I ) 長 久 以 來 一 直 被

廣泛運用於肝硬化的診

斷，特別是常可藉由相

關之影像表現例如靜脈

瘤 、 側 枝 循 環 、 脾 腫

大、腹水等加以輔助診

斷。但這些常用的影像

學檢查對於不同程度的肝纖維化，特

別是顯著之肝纖維化(F2以上)，其準

確性仍有待提升。近年來亦有學者結

合杜卜勒超音波血管影像表現、超音

波對比劑、與相關軟體提升嘗試做為

肝纖維化的評估。例如核磁共振彈性

圖相儀(Magnetic Resonance Elastography, 

MRE) 是近來受到注意的影像學工具

之一，惟因其檢查步驟繁瑣加以成本

高昂，臨床上廣泛使用仍有待努力。

以 超 音 波 原 理 為 主 的 肝 臟 組

織硬度圖相儀(Tissue Elastography or 

Elastometry, TE)是近十年來受到高度矚

目的非侵襲性檢查。其基本原理為利

用超音波探頭發出特定之低頻率低幅

音波(Pulse-echo ultrasound) 傳輸至肝組

織，藉由偵測此特定音波在特定距離

內之傳導速度。利用傳導速度與組織

之硬度(Stiffness)成正比的關係而演算

得出特定距離之組織彈性(KPa，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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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1 pascal=每平方米1牛頓的壓力

)，代表性之儀器為Fibroscan (Echosens, 

Paris, France)。藉由超音波探頭發出特

定之低頻率低幅音波(一般為50 Hz) 偵

測此特定音波在皮下2.5-6.5公分之傳

導速度，轉換出此距離內之組織彈性 

(Figure 1)。

一般而言正常肝組織為4-6 KPa，

而肝硬化的組織彈性約為12-14 KPa6-

8。

另一種類似的原理為以實時間

(Real- t ime)超音波原理為主的TE，

藉由超音波探頭施予一定程度之壓

力，進而偵測特定區域內之組織位移

(displacement)的程度。利用肝組織之

硬度與組織位移的程度成反比的關係

而決定肝組織的彈性 (Figure 2.)。近來

藉由影像技術與數位化軟體提升，可

以更精準決定特定區域內肝組織的彈

性。

 Castera等應用

TE於慢性肝炎病患

肝 纖 維 化 的 診 斷 ，

對於F2以上之準確性

可達0.83，F4以上一

般可達0.95；合併使

用FibroTest與TE對於

F2以上之準確性可達

0.88，F4以上一般可

達0.952。在我國，王

等曾對慢性肝炎病患

比 較 傳 統 超 音 波 檢

查與TE之準確性8。

結果顯示TE與肝纖維化程度、壞死發

炎程度呈現顯著意義之相關，以6KPa

為切值，其對F1以上之陽性預測值可

達91%；TE對於F2以上之準確性可達

0.83，F4以上一般可達0.90；合併使用

超音波檢查與TE對於F2以上之準確性

可達0.88，F4以上一般可達0.94。

TE除了非侵襲性之優點外，比傳

統肝切片超過100倍的測量組織量，以

及可以重複操作都是其臨床上的特性

與優勢。但TE 對於腹水存在、病患的

肋間空間狹窄或過度肥胖情況下準確

性可能會有所限制9。TE對於非纖維

化（F0）與輕微纖維化（F1）的準確

性仍有待增進。此外，在肝功能異常

情況下亦有可能會高估肝纖維化程度
10。這些可能之臨床干擾因素俱是未

來極需解決以增進準確性的課題。

其他的非侵襲性肝纖維化評估的

非侵襲性肝纖維化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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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方式還包括以碳-13同位素為主的

呼吸試驗，但其準確性仍有待評估 (

表一)。此外，合併使用不同之非侵

襲性檢查方法亦是另一探討之方向。

例如如前所述，合併使用FibroTest與

TE、合併使用超音波檢查與TE、合併

使用serum panel 與TE目前均被廣泛驗

證，期望能尋找出準確性最高、成本

合理、對病患最安全的評估模式。

結語：伴隨著十年來慢性肝炎治

療日新月異的進步，非侵襲性肝纖維

化評估檢查的發展雖然只有不到十年

時間，但其肝炎治療相關臨床的迫切

需求驅使各種檢查方法的快速發展。

可以預見的是不久的未來非侵襲性肝

纖維化評估檢查應可完全取代侵襲性

具風險性的肝切片檢查，期待這些進

展亦能帶動其他器官系統的應用。

References:

1. Wai CT, Greenson JK, Fontana 

RJ, Kalbfleisch JD, Marrero JA, 

Conjeevaram HS, Lok AS. A simple 

noninvasive index can predict both 

significant fibrosis and cirrh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Hepatology 2003;38:518-26.

2. Castera L, Vergniol J, Foucher J, Le 

Bail B, Chanteloup E, Haaser M, 

Darriet M, Couzigou P, De Ledinghen 

V. Prospective comparison of transient 

elastography, Fibrotest, APRI, and liver 

biopsy for the assessment of fibrosis in 

chronic hepatitis C. Gastroenterology 

2005;128:343-50.

3. Imbert-Bismut F, Ratziu V, Pieroni L, 

Charlotte F, Benhamou Y, Poynard T. 

Biochemical markers of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a prospective study. Lancet 

2001;357:1069-75.

4. Sebastiani G, Vario A, Guido M, 

Alberti A. Performance of noninvasive 

markers for liver fibrosis is reduced 

in chronic hepatitis C with normal 

transaminases. J Viral Hepat 

2008;15:212-8.

5. Castera L, Sebastiani G, Le Bail B, 

de Ledinghen V, Couzigou P, Alberti 

A. Prospective comparison of two 

algorithms combining non-invasive 

methods for staging liver fibrosis 

in chronic hepatitis C. J Hepatol 

2010;52:191-8.

6. Ziol M, Handra-Luca A, Kettaneh 

A, Christidis C, Mal F, Kazemi 

F, de Ledinghen V, Marcellin P, 

Dhumeaux D, Trinchet JC, Beaugrand 

M. Noninvasive assessment of liver 

fibrosis by measurement of stiffnes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C. 

Hepatology 2005;41:48-54.

7. Fraquelli M, Rigamonti C, Casazza 



439

G, Conte D, Donato MF, Ronchi 

G, Colombo M. Reproducibility of 

transient elastography in the evaluation 

of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 Gut 2007;56:968-73.

8. Wang JH, Changchien CS, Hung 

CH, Eng HL, Tung WC, Kee KM, 

Chen CH, Hu TH, Lee CM, Lu SN. 

FibroScan and ultrasonography in 

the prediction of hepatic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J 

Gastroenterol 2009;44:439-46.

9. Smith JO, Sterling RK. Systematic 

review: non-invasive methods of 

fibrosis analysis in chronic hepatitis C.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09;30:557-

76.

10. Wong GL, Wong VW, Choi PC, Chan 

AW, Chum RH, Chan HK, Lau KK, 

Chim AM, Yiu KK, Chan FK, Sung 

JJ, Chan HL. Assessment of fibrosis 

by transient elastography compared 

with liver biopsy and morphometry 

in chronic liver diseases.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8;6:1027-35.

表一、非侵襲性肝纖維化的評估方法

方法 範例 優點 缺點

理學檢查 Spider angioma, 
Splenomegaly

簡單、方便、便
宜

非直接、敏感性
與特異性低

血液檢查 Platelet, AST, 
Alb/TP, AST/ALT

簡單、方便、便
宜

非直接、敏感性
與特異性低

血清標記 Hyaluronic 
acid, collagen, 
fibronectin

簡單、可定量 非直接、敏感性
與特異性低

影像檢查 US, CT, MRI 簡單、方便、已
被廣泛使用

敏感性與特異性
低、成本高、放
射線暴露

血清標記組套 APRI, ELF, 
FPI, Fibotest, 
Fibrosp

敏感性與特異性
較佳、可定量

非直接、成本高

呼吸試驗 Methacetin BT, 
Aminopyrine BT

簡單 非直接、敏感性
與特異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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