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孕婦是季節性流感之高危險群？
　　懷孕婦女因為免疫系統及心肺功能的改變，若感染到季節性流感時，孕婦本身發生嚴重併發症

如肺炎、腦膜炎、心肌炎等的機率明顯高於一般同年齡非懷孕的婦女，特別是第三孕期的孕婦及產

後4週內的產婦若得到流感，其發生嚴重上述所提之併發症及死亡的風險高達一般族群的4倍以上，

需要住院的相對風險是同年齡未懷孕婦女的3.5-25.5倍，至於流感對子宮內胎兒的影響如胎死腹中

、流產、早產、胎兒生長遲緩、低體重兒、唇裂、水腦、先天性心臟病等之機率都會上升。除此之

外，孕婦在第一孕期因為流感的發燒會增加胎兒神經管缺損及其他先天異常的機會，若在待產中因

流感發燒其新生兒產生抽搐、腦病變、腦性痲痹及新生兒住進加護病房及死亡率都會提高，所以世

界衛生組織及歐美先進國家將懷孕婦女列為流感併發症之高危險族群。

為何要孕婦施打流感疫苗？其安全性如何？
　　在2009年H1N1大流行之前，孕婦罹患流感所造成對母體及胎兒的影響是被低估而不被重視，

所以全球孕婦接受流感疫苗的施打率普遍不高。雖然預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是施打疫苗，但是因為

一般民眾對於施打疫苗安全性是有疑慮的，大多數也會參考長輩的意見，認為懷孕期間施打疫苗會

導致子宮內胎兒的傷害甚至死亡，這是因為大家對疫苗認識不清或先前媒體對於某些個案的報導所

產生似是而非的疑惑。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文獻報告顯示懷孕期間施打去活性流感疫苗，除了可以明

顯降低孕婦感染季節性流感的機率及其所造成的嚴重併發症之外，對於新生兒出生後6個月內也有

相當好的保護作用。因此歐美先進國家孕婦流感疫苗的施打率逐年在增加當中，已達到5成以上。

至於其安全性的報告顯示不但不會增加胎兒異常的危險性，也沒有危害到子宮內胎兒的發育之現象

，反而在第一孕期接受流感疫苗注射的孕婦有顯著較低的早產、胎死腹中及新生兒死亡的機會。

　　所以站在母胎醫學健康照護、公共衛生的立場以及實證醫學的大數據為基礎，呼籲孕婦若沒有

對疫苗過敏的病史、發燒、對於蛋的蛋白質過敏或特殊內科疾病者，儘早接種流感疫苗，也希望今

年所有孕產婦及新生兒都能平安渡過年底季節性流感的高峰期。

蔡明松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任

天氣漸漸轉涼，將進入年底季節性流感的高峰期，目前台灣疾病管制

署已經將孕婦及有六個月內嬰兒的父母納入公費施打疫苗的對象，由

於懷孕婦女接受施打流感疫苗的比例不高，再次叮嚀孕產婦儘早施打

，以確保子宮內胎兒及新生兒不被流感侵襲。

流感高峰
孕產婦打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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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坊間有哪些產前胎兒篩檢的項目呢？
　　國民健康署目前提供各懷孕婦女10次的產前檢查，其中包含血

液、尿液及超音波等基本檢查。但近年來因生物醫學科技的蓬勃發

展，坊間各醫療院所及生技公司提供了許多胎兒染色體或基因異常

的自費篩檢，如第一及第二孕期唐氏症篩檢、非侵入性母血胎兒基

因檢測、羊水晶片、X染色體脆折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小胖威利

、貓哭症⋯等幾十種，是否有必要接受檢查往往困擾新手爸媽們。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自費篩檢項目，應先了解各種染色體基因異常

疾病的發生率高低、是否該疾病為家族遺傳性或只是突發性之異常

疾病、以及各種篩檢方法的敏感度及其有效性。

何謂產前胎兒異常篩檢？
　　篩檢前首先必須了解的兩個重點：(1)並非所有的胎兒異常都適

合做產前篩檢，必須要具有較高的胎兒異常發生率才值得做篩檢，

例如唐氏兒發生率為1/800。若發生率低於1/10000者，事實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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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年輕夫妻滿懷興奮喜悅的心情，在網路上查閱產前檢查相

關資訊後，一般在「我要生一個完美健康聰明的寶寶」的期待

下，往往選擇照單全收，但是做了一大堆產前遺傳診斷的自費

篩檢，真的可以生出一個正常而健康的寶寶嗎？事實並不盡然

，因此建議當月經過期驗到懷孕時，要儘早尋找一位可信任的

產科醫師做完整的諮詢後，了解各項自費檢查項目的意義及其

必要性，再選擇適合自己的自費篩檢，千萬不要有錯誤的期待

以為花錢就可以買保證的心態。

必要去做臨床篩檢。(2)產前胎兒異常篩檢並非確定診斷，且各有不同的精準度，不可當作終止妊娠

的依據。所謂的產前胎兒異常篩檢是利用孕婦血液中的生化標記或胎兒影像醫學的特殊標記，找出

孕婦子宮內所懷的胎兒是否為染色體或基因異常的高危險族群，所以其報告只有高危險或低危險兩

種結果，無所謂正常或異常。若結果是高危險的時候必須做進一步的侵入性診斷如羊膜穿刺或絨毛

取樣等，以確認是否真的有胎兒異常疾病，當結果是低危險時，代表懷有異常胎兒的機率偏低但並

非為零。因此篩檢方法的精確度高低非常重要，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精準度，但是一般民眾都不知

道你所接受的產前篩檢精準度如何，所以當寶寶分娩出來與你所預期的結果不相吻合時，就容易產

生醫療爭議。

如何知道篩檢方法之精準度呢？產科醫師有向你說明嗎？
　　要了解篩檢精準度的高低，最重要的有三個值(1)偵測率：是指100個懷有異常胎兒的孕婦接受此

檢查可以篩檢出多少比率的異常個案。(2)篩檢陽性率：是指100個孕婦來做篩檢有多少比率個案屬於

高危險族群。(3)陽性預測值(OAPR, odds of affected given a positive result)：就是100個篩檢結果為高

危險的個案中接受侵入性檢查如羊膜穿刺或絨毛穿刺後，結果證實為胎兒異常之個案數。這些值的

高低才是您所接受篩檢方法的結果是否可靠的重要關鍵所在。這三個值會互為連動，當然篩檢陽性

率越低越好，而其他兩個值則是越高越好，才是一個有效的篩檢方法。以目前國泰綜合醫院所採用

的各唐氏症篩檢方法為例，說明如下：第一孕期唐氏症篩檢在5%的篩檢陽性率下，唐氏兒偵測率約

85%，而其OAPR約為2-3%。第二孕期唐氏症篩檢在5%的篩檢陽性率下，唐氏兒偵測率約78%，而其

OAPR約為1-2%。然而運用類似親子鑑定方式之單核苷酸多態性 (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 

SNP)方法的非侵入性母血基因檢查，在0.5%的篩檢陽性率下，唐氏兒偵測率約99%，而其OAPR在高

齡孕婦族群可高達80%以上。也就是說第一孕期唐氏症篩檢方法的高危險族群去接受羊膜穿刺檢查後

約每45個才有1個是真正的唐氏兒，第二孕期唐氏症篩檢方法的高危險族群去接受羊膜穿刺檢查後約

每75個才有1個是真正的唐氏兒，然而非侵入性母血基因檢查的高危險族群去接受羊膜穿刺檢查約每

5個就有4個以上是真正的唐氏兒。可見，本院所採用的SNP方法之非侵入性母血胎兒基因篩檢的精準

度明顯優於現行的任何唐氏症篩檢方法，此方法有別於目前大多數之醫療檢驗單位所使用的相對比

較法，因為費用頗高目前尚無法全面施行，但是歐美先進國家正朝向此方針實施。

孕前諮詢的重要性
　　事實上，一般人都忽略了懷孕前要做規劃，產前產

後新生兒的照護安排，都是很重要的議題。隨著時代的

變遷，工作壓力大，晚婚的人越來越多，所以高齡孕婦

的比例逐年增加，高齡孕婦確實生到唐氏兒高於年輕族

群的孕婦，且有較多的產科併發症的發生率，所以在準

備懷孕前更需要做一個完整的健康諮詢，包含個人內外

科健康狀況、有無長期服用藥物或補充營養品、有無遺

傳疾病家族史⋯等，才會知道自己是否適合懷孕。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陣容堅強，各主治醫師在各次

專科醫學領域皆擔任要職，且隨著醫學進步，不斷地引

進新的醫學檢驗方法，提供本院就診的孕婦接受專業優

質且最適當的臨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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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懷孕預產期是從最後一次月經第一天開始計算40週的時間。早產意指胎兒分娩時間介於

懷孕週數滿20週，但未滿37週期間。根據我國報告，早產比率約佔所有懷孕的8-10%。對於

早產的原因目前還未全部明瞭，但是早產對於胎兒的影響已有豐富的臨床經驗。早產佔所有

新生兒死亡率的70%，其中存活下來的胎兒約有25%-50%於將來生長過程中會合併神經功能

障礙。一般而言，出生體重越低的早產兒面臨的問題通常越多。傳統裡，常常特別強調及極

力預防早產在妊娠32週以前發生或體重低於1500公克的早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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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達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住院醫師

張美玲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早產對於胎兒的影響
　　早產併發症的嚴重程度取決於胎兒娩出的時間。懷孕23週

前出生的早產兒因肺部嚴重發育不全，幾乎無法存活。早產兒

除了死亡的威脅外，伴隨而來的各種急、慢性後遺症，是新生

兒科醫師棘手的問題。一半以上的極低體重早產兒需要靠呼吸

器維持呼吸，其他的早產合併症如敗血症、黃疸症、呼吸道疾

病、後晶體纖維化導致的視力損害、顱內出血或感染所遺留的

神經傷害及腦性麻痺等，均會造成孩子及家庭沉重的負擔。

早產的原因
　　到目前為止，機轉還是不甚清楚，部份早產

的胎兒找不到早產的原因。但對於目前臨床醫學

對於早產的探討，可以歸納以下的原因：

★無法解釋的早期宮縮

★有母親或胎兒生產的適應症(例如：嚴重子癲前

症，胎兒發育遲緩等)

★早期破水

★子宮腔內感染

★胎盤功能不良

★子宮頸疾病

★雙胞胎或多胞胎

哪些孕婦為早產的高危險群

早產的徵兆
˙持續性子宮收縮：30分鐘有5-6次子宮收縮的

頻率即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產程進展而導致早

產分娩

˙頻率性或持續性下背痛或腰酸感

˙陰道分泌物增加夾雜紅色/咖啡色血絲

˙腹部有下墜感或陰道有壓迫感

˙陰道流出清澈透明如尿液般的水漾液體

˙胎動次數較平常減少一半以上甚或沒有胎動

　　懷孕過程中，請隨時注意早產徵兆，若發生

以上任何狀況，請立即就醫。

早產的預測
　　早產之預測不是絕對準確，不過可提供醫師

臨床參考，下列資訊及指標與早產有關，合併使

用有助於孕婦早產的預測和處置：

˙有前胎中期流產或生產史，或子宮頸有閉鎖不

全病史

˙自費測量子宮頸胎兒纖維黏連蛋白

   (fetal fibronectin, fFN)

˙超音波測量子宮頸長度：

  長度小於2.5公分者早產風險增加，須密切門診觀察
及或治療

  長度小於1.8公分者早產風險明顯增加，建議住院觀
察及治療

早產的診斷
　　規則性子宮收縮：每20分鐘有四次或是每小

時有八次以上宮縮，伴隨子宮頸變短及或擴張。

早產的預防
　　生活或工作上避免過度勞動或負重。注意飲

食營養，並定期接受產前檢查。有任何異狀，包

括點狀出血、下腹微痛、陰道水狀或惡臭分泌物

，請提早就醫，愈早發現早產症狀，對安胎及新

生兒預後愈有幫助。對於子宮早期收縮的孕婦，

可藉由服用處方安胎藥或黃體素達到安胎的效果

。若是下列情況的孕婦族群可考慮接受子宮頸環

紮手術來預防早產：

˙有反覆性的妊娠中期流產且被診斷為子宮頸機能不
全者

˙懷孕24週以前超音波檢查發現有子宮頸長度過短者

˙子宮頸病變曾接受子宮頸楔狀環切手術者

早產的處置與治療
　　要知道那些有早產跡象的孕婦會發生早產是

困難的，約30%早產症狀會自行緩解，約50%要

住院。安胎以48小時為目標，小於34週之孕婦待

類固醇的作用生效時，就算達成基本任務。一般

而言，在胎兒小於23週沒有存活機會，除非能安

胎至24週以上；之後如仍有不穩定且沒有違反安

胎適應症之孕婦，醫學文獻建議安胎可至34週，

或依臨床個別狀況考量。

結論
　　隨著當代醫療對於早產預防治療以及早產兒

處置的進步，早產兒的存活率相較於以往已有大

幅度的提升。若孕婦能對早產相關知識有較充分

了解就有可能避免早產之發生。對早產兒來說，

在安全情況下能於母體內多停留一天，出生後的

存活率就多增加一點。盼望此篇文章有助於提升

孕婦對於早產之認知，懷孕時若碰到相關情況請

盡早就醫，諮詢並配合專家意見。

早產的預防診斷與治療

生活型態

˙營養攝取不足

˙有抽菸、喝酒或吸毒習慣

˙使用會造成低體重兒之藥物

˙工作需要長期走路、站立、以及工
作時數過長

˙處於焦慮、憂慮、慢性壓力下

孕前時期
˙懷孕年齡過小(<18歲)或太大(>40歲)˙前胎曾發生過早產、早期破水或流產˙孕前體重過輕
˙與前次懷孕間隔太短
˙前胎有子宮頸閉鎖不全
˙慢性糖尿病控制不良
˙子宮疾病(腫瘤/畸形)或子宮曾接受過手術˙貧血

懷孕期間

˙內科慢性病發作

˙生殖泌尿道感染

˙多胞胎

˙前置胎盤

˙妊娠高血壓/子癲(前)症

˙胎盤早期剝離

˙早期破水

˙羊水過多或過少

˙胎兒染色體異常或先天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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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產對於胎兒的影響
　　早產併發症的嚴重程度取決於胎兒娩出的時間。懷孕23週

前出生的早產兒因肺部嚴重發育不全，幾乎無法存活。早產兒

除了死亡的威脅外，伴隨而來的各種急、慢性後遺症，是新生

兒科醫師棘手的問題。一半以上的極低體重早產兒需要靠呼吸

器維持呼吸，其他的早產合併症如敗血症、黃疸症、呼吸道疾

病、後晶體纖維化導致的視力損害、顱內出血或感染所遺留的

神經傷害及腦性麻痺等，均會造成孩子及家庭沉重的負擔。

早產的原因
　　到目前為止，機轉還是不甚清楚，部份早產

的胎兒找不到早產的原因。但對於目前臨床醫學

對於早產的探討，可以歸納以下的原因：

★無法解釋的早期宮縮

★有母親或胎兒生產的適應症(例如：嚴重子癲前

症，胎兒發育遲緩等)

★早期破水

★子宮腔內感染

★胎盤功能不良

★子宮頸疾病

★雙胞胎或多胞胎

哪些孕婦為早產的高危險群

早產的徵兆
˙持續性子宮收縮：30分鐘有5-6次子宮收縮的

頻率即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產程進展而導致早

產分娩

˙頻率性或持續性下背痛或腰酸感

˙陰道分泌物增加夾雜紅色/咖啡色血絲

˙腹部有下墜感或陰道有壓迫感

˙陰道流出清澈透明如尿液般的水漾液體

˙胎動次數較平常減少一半以上甚或沒有胎動

　　懷孕過程中，請隨時注意早產徵兆，若發生

以上任何狀況，請立即就醫。

早產的預測
　　早產之預測不是絕對準確，不過可提供醫師

臨床參考，下列資訊及指標與早產有關，合併使

用有助於孕婦早產的預測和處置：

˙有前胎中期流產或生產史，或子宮頸有閉鎖不

全病史

˙自費測量子宮頸胎兒纖維黏連蛋白

   (fetal fibronectin, fFN)

˙超音波測量子宮頸長度：

  長度小於2.5公分者早產風險增加，須密切門診觀察
及或治療

  長度小於1.8公分者早產風險明顯增加，建議住院觀
察及治療

早產的診斷
　　規則性子宮收縮：每20分鐘有四次或是每小

時有八次以上宮縮，伴隨子宮頸變短及或擴張。

早產的預防
　　生活或工作上避免過度勞動或負重。注意飲

食營養，並定期接受產前檢查。有任何異狀，包

括點狀出血、下腹微痛、陰道水狀或惡臭分泌物

，請提早就醫，愈早發現早產症狀，對安胎及新

生兒預後愈有幫助。對於子宮早期收縮的孕婦，

可藉由服用處方安胎藥或黃體素達到安胎的效果

。若是下列情況的孕婦族群可考慮接受子宮頸環

紮手術來預防早產：

˙有反覆性的妊娠中期流產且被診斷為子宮頸機能不
全者

˙懷孕24週以前超音波檢查發現有子宮頸長度過短者

˙子宮頸病變曾接受子宮頸楔狀環切手術者

早產的處置與治療
　　要知道那些有早產跡象的孕婦會發生早產是

困難的，約30%早產症狀會自行緩解，約50%要

住院。安胎以48小時為目標，小於34週之孕婦待

類固醇的作用生效時，就算達成基本任務。一般

而言，在胎兒小於23週沒有存活機會，除非能安

胎至24週以上；之後如仍有不穩定且沒有違反安

胎適應症之孕婦，醫學文獻建議安胎可至34週，

或依臨床個別狀況考量。

結論
　　隨著當代醫療對於早產預防治療以及早產兒

處置的進步，早產兒的存活率相較於以往已有大

幅度的提升。若孕婦能對早產相關知識有較充分

了解就有可能避免早產之發生。對早產兒來說，

在安全情況下能於母體內多停留一天，出生後的

存活率就多增加一點。盼望此篇文章有助於提升

孕婦對於早產之認知，懷孕時若碰到相關情況請

盡早就醫，諮詢並配合專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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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或在家安胎

基於讓有早產產兆的孕婦能得到最
完善的照護

，通常會建議孕婦在早產風險存在
而門診開立

安胎藥無法改善的情況下，建議孕
婦住院觀察

和安胎。住院後使用靜脈點滴持續
給予有效安

胎藥物，並照會新生兒科醫師說明
早產兒的風

險和併發症。若有感染疑慮會給予
適當抗生素

，並規則的抽血、胎兒監視器檢查
和超音波評

估胎兒狀況。直到確定早產的徵兆
穩定並達至

相對安全之週數後，才會慢慢減少
或停止安胎

藥物靜脈注射，讓孕婦出院在家安
胎。

★類固醇
對早產最有助益的莫過於類固醇的投與，建議
在24到34週間，於一週內有早產風險的孕婦使
用一次療程的類固醇。類固醇的使用可以加速
胎兒肺部成熟。不管有無破水均可明顯減少新
生兒的死亡率及患病率，包括呼吸窘迫症候群
、壞死性腸炎和死亡。另外，如在33週之前距
離上次給予類固醇的時間超過一週以上同時認
定胎兒在未來一週內有可能早產時可考慮再給
一個療程。

★安胎藥
主要目的乃在抑制子宮收縮，阻止進一步之子宮頸擴張及生產。如果單一種藥物無效時可考慮合併使用兩種藥物，但各種藥物之副作用應審慎考慮。目前國內標準安胎用藥有分健保及自費兩種：傳統健保安胎藥會作用在心臟併發心悸、心跳加快、胸悶、呼吸急促、肺水腫等等，因副作用明顯而且增加心臟負擔及心血管之後遺症風險，使用禁忌症包括：心臟病、控制不良之糖尿病、甲狀腺亢進、大量出血者，雖然健保並不限定使用時間，但國外指引則建議使用不超過48小時，因此如果48小時後孕婦不考慮改藥，必須簽署知情同意書；相反，自費安胎藥只會作用在子宮上，沒有使用禁忌症，沒有明顯副作用，以安全考量上是首選用藥，但費用昂貴，孕婦可衡量兩者之優缺點並跟醫師作詳細討論與選擇。

★硫酸鎂

懷孕小於32週時，硫
酸鎂的使用可以減少

胎兒

腦部併發症的發生，
有保護胎兒神經系統

的作

用。副作用為心悸、
頭痛、噁心、燥熱、

肺水

腫等等，若併用傳統
健保安胎藥其副作用

可能

加劇。

　　不孕症治療技術從1978年世界第一例試管嬰

兒誕生，發展至今剛好滿40週年，全世界不孕症

夫妻藉由試管嬰兒技術求子成功已經誕生超過2千

萬個嬰兒。最近幾年陸陸續續出現一些新技術，

使試管嬰兒治療大進化，筆者條列說明如下：

胚胎著床前篩檢及診斷 (PGS/PGD)
　　不孕症治療最終目標就是生出健康的單胞胎

寶寶。做試管嬰兒治療時許多病人會擔心植入的

胚胎是否有染色體異常或基因缺陷？運用PGS/PGD

技術可以解決上述問題。簡單來說，在胚胎植入

前做胚胎切片，取出5至10個滋養層細胞做DNA放

大，再運用目前最熱門的次世代基因定序技術 

(NGS)，可以篩檢及診斷胚胎是否有染色體異常或

基因缺陷。這項技術特別適用於高齡(>35歲)、多

次試管嬰兒失敗(>3次)、家族有遺傳疾病史、重覆

性流產等病人。

子宮內膜受孕性基因檢測(ERA)
　　胚胎著床最佳時機僅有48小時，如何抓到最

佳胚胎植入時間點是重要課題。過去都是依照取

卵後受精卵發育時間長短來推算胚胎植入的最佳

時間，但往往因為子宮內膜條件不佳，太早或是

太晚植入胚胎而使著床失敗。現在可以在胚胎植

入前一月經週期，採集少量子宮內膜組織做ERA，

找出最佳胚胎著床時間點，增加胚胎著床成功率

。這項技術適用於重複性著床失敗病人。

自體血清血小板生長因子宮腔注射術 (PRP)
　　對於子宮內膜因為子宮腔手術或發炎，造成

子宮內膜太薄，容易引起胚胎著床失敗。目前可

以採用子宮內膜輕刮術刺激內膜產生有利於內膜

生長及胚胎著床的因子。更有效的方法是注射PRP

，刺激子宮內膜生長，增加胚胎著床率。其做法

是抽取自體血液離心，注入特殊容器刺激血小板

活化產生生長因子，再將之打入子宮腔刺激子宮

內膜生長。

凍卵技術的應用
　　近幾年來胚胎冷凍技術有了突破性發展，超

快速玻璃化冷凍技術取代慢速冷凍法，成為冷凍

精卵及胚胎的主流。有時候在試管嬰兒新鮮週期

因受體內高雌激素或高黃體素作用影響，子宮內

膜的狀況不利於胚胎植入，此時採取兩階段胚胎

植入術，亦即在新鮮週期取卵受精形成胚胎，然

後將胚胎冷凍起來不植入，等到後面自然月經週

期時，子宮內膜的條件相對比較好，再解凍胚胎

植入，這樣可以提高胚胎著床成功率。此外，年

輕癌症病人在化療及電療前保存生育力、或是年

輕單身婦女想將精子卵子「凍齡」，都可以運用

此項技術達成心願。

友善化試管嬰兒療程
　　病人接受試管嬰兒治療最怕打排卵針，整個

療程大概要打20至30幾針，常常苦不堪言。現在

使用長效型排卵針施打1劑藥效可以維持7天，之

後再追加短效型排卵針1至3劑即可取卵，大幅減

少打針次數，使試管嬰兒療程更加友善化。

　　國泰綜合醫院生殖醫學中心近幾年陸續引進

上述生殖科技新技術，獲得良好成果。不僅推升

試管嬰兒治療懷孕率及活產率，更獲得衛福部國

健署肯定評核為全國優良人工生殖機構，施術醫

師及技術員訓練醫學中心。在現有基礎上本中心

將更加精進治療技術以嘉惠病患，盡力完成不孕

症病人求子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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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險妊娠係指孕婦在懷孕期間，因來

自母體本身或在孕期中出現危及母體及

胎兒之病徵，進而增加生產風險的任何

情況，常見的高危險妊娠包括孕婦方面

：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壓、子癇前症

、慢性疾病、肥胖；胎兒方面：早產、

生長遲緩、多胞胎、胎兒結構異常；胎

盤方面：前置胎盤、胎盤植入、胎盤早

剝等等。

高危險妊娠

原因
　　我國晚婚現象逐年增加，除太晚生育的高齡孕婦是主因之一

外，其他像是青少女懷孕、體重過輕或過胖、營養不良、孕婦患

有慢性病或遺傳性疾病、有不良生活習慣，如抽菸或酗酒者、以

及前胎懷孕為高危險妊娠者，都將使孕婦這胎暴露在增加罹患高

危險妊娠的風險。

生產方式之選擇
　　高危險妊娠孕婦相較於一般孕婦，雖然其潛在的懷孕和生產

相關風險較高，但高危險妊娠並不一定符合健保署所規範的剖腹產適應症，因

此仍必須依照每個孕婦的疾病種類、症狀，做出最適切且相對應的處置並依照

規範決定其生產方式，對生產方式如有疑問可跟產科醫師進一步討論。

後遺症
　　不同類別的高危險妊娠其症狀不一，對胎兒與母體的潛在風險影響程度也

不相同，如常見的妊娠高血壓或較為嚴重的子癲前症，可能會造成胎兒體重過

輕、羊水不足、早產、缺氧、胎盤早剝等等；而妊娠糖尿病則相反，可能使胎

兒過重、羊水過多、肩難產、缺氧、產程遲滯、新生兒低血糖及黃疸等；產婦

也有可能產後出血、裂傷、感染或導致慢性疾病。在每次產檢中，孕婦會接受

基本的理學檢查包括血壓、體重、尿液、胎心音等等，也會按產檢時程建議接

受該有檢查，並配合不定期超音波及胎兒監視器等之評估，盡早發現異常及診

斷，及早開始注意、加強檢查或治療，讓孕期風險及後遺症降至最低。

預防
　　要預防高危險妊娠之發生，從懷孕前即須開始做準備：如孕前已患有慢性

疾病者，包括代謝症候群、甲狀腺功能異常、自體免疫疾病、氣喘、貧血等，

應盡力控制在穩定狀態再計劃懷孕；如有重大疾病者，則應先徵求專科醫師同

意；如很久沒有接受健康檢查者，建議計劃懷孕前安排一次，以了解有否須要

在孕前先治療之疾病；並在孕前至少三個月及孕期首三個月，補充適量的葉酸

，有助胎兒健康發育；如有體重過輕或過胖者，應先控制體重在理想範圍內

(BMI 18-24)；盡早戒掉不良生活習慣，並注意孕期生活作適、營養素攝取及體

重變化。

治療
　　高危險妊娠須依不同的疾病屬性，制訂個別的治療計劃。針對孕婦慢性疾

病，孕期仍須要持續治療，如血壓、血糖、血紅素、甲狀線功能，須控制在正

常範圍裡。高血壓患者維持理想血壓範圍在155/105mmHg以下。飲食不宜太油

太鹹，保持正常生活作適及睡眠，生活及工作壓力不宜太大，每天測量血壓，

並定期血液及尿液檢查、追蹤肝腎功能。糖尿病患者則須按照營養師建議飲食

，澱粉類不宜攝取過多，但絕不能斷食澱粉，因為這樣反而增加酮酸之可能；

飲食宜少量多餐，份量減少可改善每餐飯前飯後血糖的過度起伏。飯後可散步

30分鐘，幫助血糖代謝。持續進行適度安全的運動(每週150分鐘)對病情控制非

常有幫助，並每天自行4次(早上飯前及三餐飯後)至7次(三餐飯前、飯後及睡前)

血糖測量，供產科醫師參考及作為用藥治療之評估，飯前及二小時飯後血糖理

想值分別在95及120mg/dL以下，這標準其實比內分泌科醫師對一般成人病患之

要求更為嚴格。至於早產之治療，在本期醫訊另撰專欄說明。

　　高危險妊娠若跟代謝疾病相關，產婦日後罹患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的

機率高於一般人，因此產後務必持續定期追蹤，並加以自我飲食及生活型態管

理，才能避免日後成為慢性病患者。

太晚生育高齡孕婦妳需要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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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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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我產檢都有做超音波，高層次超音波是不是

換比較高級的機器來做所以要另外安排？”

“是不是高層次超音波正常，我的寶寶就沒問題？”

我要做
高層次超音波？

　　相信很多爸媽都有相同的疑問，平平是超音波，為何

還要分高層次？難道有低層次嗎？首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超音波跟其他電腦斷層、核磁共振檢查非常不一樣，打個

比方，超音波像是操作者拿著放大鏡要去看一個人，想看

哪個部位要看什麼問題完全取決於操作者的經驗和專業知

識，懷疑有問題的地方可以立即從不同角度再確認，而放

大鏡的好壞和這個人的姿勢是躺是坐，也會影響診斷的準

確度；而電腦斷層則是把這個人拿去從不同角度照相，再

由判讀者從照片當中去診斷問題，而要照哪些部位有一公

定的規範，沒辦法由操作機器的人自己決定。因此，超音

波的特點就是立即性，聚焦性，可觀察動態性，而所謂高

層次當然就不是儀器比較高級而已，最重要的是看的項目

不同且操作者必須特別訓練才能完成這個檢查。

■什麼是高層次超音波 
　　一般產檢做的超音波我們稱為level I scan，包含胎兒

體重、羊水、胎盤位置；而特別針對胎兒全身構造做有系

統的檢查，則稱為level II scan，中文的高層次超音波便是

由此而來。由於寶寶的重要器官在懷孕5個月左右

較清晰可見，姿勢也常變換方便操作者取得好角

度，所以一般建議高層次超音波在懷孕20-24週之

間進行。而週數超過的媽媽並非不能檢查，而是

容易受限於寶寶姿勢與空間變小，有時不易觀

看，且法律上超過24週的引產必須符合醫療上

的規範。

■高層次超音波的項目 
1.腦部（顱骨形狀、小腦、腦大池、側腦室、脈絡

叢、透明中膈、頸厚度等）

2.顏面部（眼距、上顎骨、上唇、兩耳、臉部側面

輪廓等）

3.胸部（肺臟、心臟四腔室、左右心室出口、肺動

脈分支、主動脈弓、心律等）

4.腹部（胃、腸、肝、膽、腎、膀胱、橫膈膜、肚

臍及腹壁、臍動脈數目）

5.四肢（上臂、前臂、手掌、大腿、小腿及腳掌）

6. 外生殖器

7. 脊椎骨

8. 胎盤位置

9. 羊水量

10. 子宮頸長度

11. 彩色都卜勒超音波檢查

■哪些人需要做高層次 
1. 高齡婦女 (滿34歲)

2. 唐氏症篩檢異常或頸部透明帶過厚

3. 試管嬰兒或人工受孕者

4. 曾經生育過異常胎兒者

5.孕婦本身有慢性內科疾病如心臟病、糖尿病、

自體免疫疾病等

6. 家族有先天性異常病史

7. 對胎兒異常有疑慮者

■高層次超音波的準確性與限制 
    高層次超音波主要是檢查構造的異常及少數功

能性問題，如兔唇、水腦、較大的心室中膈缺損

、開放性脊柱裂、臍膨出⋯等等。至於大多數功

能性問題如智能不足、視力、聽力，或是胎記、

雙眼皮等，都無法從超音波得知。即使有最好的

機器與有經驗的醫師操作下，高層次超音波最多

只能抓出8成左右的胎兒構造異常，若是遇到胎

兒姿勢不良、羊水不足、或是媽媽皮下脂肪太厚

，都會影響解析度而降低偵測率。此外，胎兒是

持續在成長跟改變的，有些異常可能在懷孕後期

才發生，或是受到母體影響而導致（如CMV病毒

感染），因此一次正常的高層次超音波並不能保

證寶寶出生時候正常。

■結語 
    現今醫療進步快速，許多小小的『不完美』已

經可以藉由手術改善，請各位準父母不用過度焦

慮，應與醫師討論過後再進行重大決定，畢竟每

個小生命都得來不易，所有的產前檢查都是為了

更安全的迎接寶寶來到世上。



30歲王小姐單身未婚，從兩年前開始有經痛的情形，因工作忙碌也不以為意，起

先只是先到藥局買一些止痛藥控制疼痛。近兩個月開始她的經痛越來越嚴重，

一天上午，她發生突發性下腹痛及暈眩，被同事緊急送到醫院急診。醫師幫

王小姐檢查超音波，發現她的左側卵巢有一顆六公分的巧克力囊腫，並且已

經破裂合併內出血。醫師緊急幫王小姐進行腹腔鏡手術，切除了巧克力囊

腫，並清除內出血，術後的病理報告確認為卵巢的子宮內膜異位症。之後

醫師幫王小姐注射了六劑的柳菩林(每個月一劑，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之合

成類似劑)，接著服用口服第四代黃體素藥物以防止內膜異位症的復發。截

至目前為止，術後兩年內王小姐不再有經痛的情形，門診的超音波及抽血

檢查一切都正常。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黃家彥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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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痛不是病？
子宮內膜異位症

　　經痛一般可區分為原發性經痛及續發性經痛。原發性經痛發生的年齡較早，大約初經過後不久

就出現，原因是月經來潮時子宮痙攣造成，超音波檢查不會有異狀，治療方式是給予止痛藥及平滑

肌鬆弛劑以緩解症狀。續發性經痛發生的年齡較晚，大約在20-30歲後出現，原因很多是子宮內膜異

位症。

    子宮內膜異位症是指子宮內膜組織在不正常的位置出現，常見的發生部位為卵巢，子宮，及骨盆

腔。發生在卵巢的子宮內膜異位症因為會有陳舊性出血沉積在卵巢內，很像巧克力，因此俗稱為巧

克力囊腫。發生在子宮的子宮內膜異位症稱為子宮腺肌症或腺肌瘤。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常見症狀為

月經痛，經血多，骨盆下墜感，大腿內側痠痛，裡急後重等等。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發生危險因子有

初經早、停經晚、未曾生育、家族遺傳等等。台灣地區在近20年來，因為飲食西化、環境賀爾蒙暴

露等原因(例如：塑化劑)，導致患者越來越多，值得我們關心及注意。

　　子宮內膜異位症的診斷包括抽血，超音波，及腹腔鏡檢查。抽血是測量血液中CA-125的濃度，

一般CA-125的正常值在35U/ml以下，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患者會有較高的CA-125值。超音波則依病情

程度有不同表現，輕度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患者超音波不太會有變化，如果子宮內膜異位症進展越來

越嚴重，會在超音波下見到巧克力囊腫或是子宮腺肌症。

    子宮內膜異位症治的治療策略包括內科治療及外科治療，一般是依病情及症狀嚴重程度決定治療

方式。症狀輕的患者先是使用消炎止痛藥緩解疼痛，並降低子宮內膜異位組織造成的慢性發炎。但

是針對症狀嚴重或是治療無效的患者，則建議採用口服第四代黃體素控制疼痛。第四代黃體素使用

方便，控制疼痛效果佳，副作用低，目前已經成為嚴重子宮內膜異位症內科治療的首選藥物。但是

如果內科治療無效或是巧克力囊腫過大，有破裂之虞時，會建議患者進行手術切除病灶。但是因為

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復發率極高，在手術過後，仍必須積極使用每個月一劑的柳菩林，接著服用口服

第四代黃體素藥物，降低復發。最後提醒婦女，一旦出現月經異常疼痛的情形，一定要盡快就醫檢

查，排除子宮內膜異位症之可能性，如果確診為子宮內膜異位症，務必接受治療及追蹤。

　　門診卻時常常碰到婦女朋友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尿失禁的情況，最簡單的分辨方法是確定有

沒有尿味、漏尿時是不是伴隨著咳嗽、打噴嚏、笑、走路、跑步、爬樓梯、變換姿勢、或尿急迫

感等狀況之後才發生。若確定患者為尿失禁，醫生會先區分漏尿屬於急性或長期性（持續三個月

以上），是發生於腹壓上升（如：咳嗽、打噴嚏、跑步）或合併尿急迫感的時候，有沒有伴隨其

他的下泌尿道症狀（如：頻尿、解尿疼痛、尿量減少）。一般而言，急性出現的漏尿常常是跟下

泌尿道感染有關，而長期性的漏尿常見的原因包括：骨盆器官支撐能力缺乏引起的「壓力性尿失

禁」與膀胱逼尿肌不穩定的「膀胱過動症」，常常跟生產或停經有關的骨盆機能障礙有關。

　　當漏尿的症狀是急性出現，就可能須要驗尿排除常見的感染問題。對於長期性尿失禁的患者

，醫師會進一步釐清發生漏尿的多寡、頻率、與發生漏尿的情況，來判斷尿失禁的嚴重程度，必

要時會請患者填寫尿失禁問卷來評估漏尿對患者生活品質的影響；醫師會視情況安排骨盆檢查、

基本尿液檢查、超音波檢查、尿動力學檢查、或膀胱鏡檢查；骨盆檢查在婦女泌尿科門診是一個

很重要很基本的檢查，可以了解漏尿是不是跟骨盆脫垂或其他病態有關；超音波檢查程序跟一般

婦科的超音波檢查大同小異，可以評估骨盆的動態變化，有助於釐清病情；而全套的尿動力學檢

查可同時評估解尿功能、區分壓力性尿失禁與膀胱過動症、藉以擬定合適的治療方針。

　　感染引起的急性尿失禁只要服用適合的抗生素就可以獲得治療；膀胱過動症大都能依賴藥物

與膀胱自我訓練獲得改善；而壓力性尿失禁的處理就必須考慮到患者漏尿的客觀嚴重程度、主觀

的困擾程度、與漏尿對患者生活品質的影響，一般而言，輕微的漏尿可藉由持續的凱格爾運動獲

得症狀的控制，嚴重的漏尿、生活品質受到顯著影響、或對生活品質要求較高的患者，可考慮手

術治療，目前盛行的手術方式是尿道中段懸吊手術，屬於陰部微創手術，手術時間短、手術傷口

小、副作用發生率低，而且文獻報告的十年以上手術成功率也都維持在八成五以上。

　　婦女尿失禁大部分是可以治療的；雖然大多數的婦女尿失禁都是屬於「壓力性尿失禁」，偶

爾我們還是會碰到一些罕見的疾病或狀況導致的尿失禁，如陰道廔管；所以建議有漏尿症狀的婦

女朋友，最好還是尋求正確的診斷，並且根據自身的症狀與生活品質的需求，與醫師好好溝通，

達到自己最滿意的治療效果。

黃文貞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一位五十三歲中年婦女自訴常常陰部感染而求診，內診時發現除了確有陰部

感染的現象，經由進一步衛教與了解，發現這位婦女因為每天漏尿，因此每

天都使用護墊，才導致陰部反覆感染，由於患者表示平時活動就會漏尿，於

是為患者安排進一步檢查與治療。另有一位六十二歲停經後婦女因為頻尿與

尿失禁而來到門診，她的漏尿只發生在嚴重咳嗽的時候，骨盆檢查顯示陰道

壁萎縮而無脫垂的現象，因為尿失禁的症狀輕微，對生活也沒顯著影響，所

以指導她做凱格爾運動（也就是骨盆底肌肉收縮運動）。

一動就漏尿
難以啟齒的婦女尿失禁



　　卵巢癌的預後通常不佳。晚期卵巢癌5年存

活率低於30%。手術治療還是最重要的治療方式

儘可能將腫瘤拿乾淨達到腫瘤完全切除或是殘存

腫瘤達到小於1公分的理想減積狀態，才有可能

達到長期存活。大約只有6成晚期卵巢癌患者接

受手術可達到理想減積狀態。這群人預後會比無

法達到殘存腫瘤小於1公分的人，存活期明顯延

長。那一些幸運的長期存活患者，幾乎都是手術

能完全切除乾淨的患者。由於這個手術很不容易

，通常需要由很有經驗的婦癌醫師負責手術，有

時甚至需要外科醫師的幫忙譬如切腸子及腸子吻

合手術等等。有時會花上7-8個小時進行手術，

為的是要把腫瘤切除乾淨。

　　術後的化療也是很重要，因為借助化療才能

把小的腫瘤殺光，也才比較有機會達到完全反應

。如果能在進行第4次化療前的腫瘤指數CA125

達到正常值<35。通常無疾病存活期都會有效延

長。60-80%的人可以達到有效緩解。不幸的是

手術治療加化學藥物治療後，大部分的人仍會復

發，平均18個月後復發，一旦復發，就會一直復

發，而且復發的時間會越來越短。

　　2018年6月，台灣食藥署核准了一種口服標

靶藥物，主要是針對卵巢癌患者對於鉑類化療藥

物有效的人，當復發後啟用二線含鉑類化療有效

的患者，可以使用口服標靶藥物繼續治療，可以

有效延長無疾病進展存活期。尤其是針對乳癌基

因BRCA1或BRCA2患者可有效延長13.6個月無疾

病進展存活期(19個月比上5.4個月)。口服標靶藥

物是一種PARP酵素的抑制劑，主要用來抑制腫

瘤細胞進行複製的過程。病人只需每天口服標靶

藥物就可以維持像正常人的生活，而且副作用不

像傳統化療針劑這麼不舒服，而且一定要到醫院

注射。另外一種注射用的標靶藥物是血管抑制新

生劑，主要的作用就是抑制腫瘤新生血管，讓供

應腫瘤養分的血管萎縮讓腫瘤無養分供給而產生

死亡。目前與第一線化療藥物合併使用，並在完

成化療療程後仍繼續單獨注射標靶藥物一年，用

以延長復發的時間及延長病人的存活，尤其是第

四期病人可有效延長10個月的存活期。

　　卵巢癌篩檢目前雖仍未成熟，但是已經有方

法可以抓到早期卵巢癌了，未來或許可應用新的

分子生物科技，像做子宮頸抹片或者是抽血檢查

那樣就可以偵測出卵巢癌了，希望不久的未來，

卵巢癌的篩檢能有所突破，這樣才能降低卵巢癌

的死亡率，讓我們拭目以待。

台灣卵巢癌一年約有1700例，晚期卵巢癌

約佔一半。表皮卵巢癌佔所有卵巢癌的9成

。被發現及診斷出表皮卵巢癌至少有1/3已

合併存在腹水。卵巢癌徵狀並不明顯，腹

部腫脹、腸胃不適，消化不良等腸胃道徵

狀常容易被忽略，因此不容易早期發現。

再加上早期不一定有明顯徵狀，可能從原

先檢查都正常，2-3個月後被發現時已是合

併大量腹水及腫瘤在腹腔內到處轉移的第

三期卵巢癌。病患常常先去看腸胃科醫師

，經腹部超音波檢查才發現大量腹水及腹

腔腫瘤，才轉至婦婦癌科醫師手裡。

卵巢癌標靶治療
的新進展 何志明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婦癌中心主任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簡再彥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任級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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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是可預防的癌症，因它有一個很長的時間處在癌前病變的狀態，藉由定期子宮頸抹

片篩檢找出沒有徵兆的癌前病變，再以有效的治療方法，來阻斷其轉變為侵襲性的子宮頸癌

，因而大大降低子宮頸癌的發生率與死亡率。另一可預防因素是目前已確認人類乳突病毒感

染是引起子宮頸癌的主因，藉由疫苗施打，可預防最常致癌病毒型所引起的子宮頸癌發生。

　　就全球來說，子宮頸癌仍是健康照護的重題，有一些危險因子是較易引發子宮頸癌，包括從未或

未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越早年紀就有初次性行為、多位性伴侶、多生產數、抽菸、長期使用口

服避孕藥、低社經地位、自體免疫功能缺乏。

　　很多子宮頸癌尤其是早期的患者，往往沒有明顯的自覺症狀，而由子宮頸抹片或骨盆腔內診發現

出來，一旦出現症狀時，常見的是持續性的陰道分泌物、且帶有難聞的味道或摻血、性交後出血或斷

斷續續的出血，當癌灶往四周擴散時，就會產生骨盆腔及下背部疼痛，頻尿、解尿困難、血尿，解便

困難、血便、輸尿管及腎水腫而引起的腰痛及下肢水腫，末期時則出現體重減輕、倦怠虛弱。子宮頸

癌的確診是以在肉眼可見的病灶上直接切片或藉由陰道鏡檢在呈現病變處做切片，如果切片無法確診

時，即採用子宮頸錐狀大切片確定。確定為子宮頸癌後，就以臨床方式來分期界定癌症的範圍，包括

全身體檢，特別是骨盆腔視診，觸診，基本X光及血液檢查，至於超音波、核磁共振、電腦斷層、正子

掃描檢查，可用來作為治療的規劃，子宮頸癌分為0到4期，期數越高表示越嚴重。

　　總而言之，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尤其是具有高風險因子的女性更須遵行，另外人類乳突病

毒疫苗在適齡(9-26歲)之施打，都可大大地降低子宮頸癌的發生率及死亡率。

+
+

+

+
+

+
+

+
可預防的癌症
子宮頸癌

0期

1期

2期

3期

4期

範圍

原位癌 病灶在表皮整層，不會轉移

侷限在子宮頸，分為

ⅠA1、ⅠA2(微侵犯癌)

ⅠB1(癌瘤小於4公分)

ⅠB2(癌瘤大於4公分)

由子宮頸擴張至周圍組織

ⅡA1(少於4公分長)、ⅡA2往陰道上方侵入

ⅡB侵犯子宮頸旁組織

ⅢA侵犯到陰道下1/3

ⅢB侵犯到骨盆腔側壁或單雙側腎功能喪失

ⅣA侵犯到膀胱或直腸內層

ⅣB遠處轉移

治療方法

子宮頸錐形切除(大部份)或子宮切除(少數)

ⅠA1：子宮切除或子宮頸錐形切除

         (邊緣無癌灶殘留)

ⅠA2：改良式根除性子宮切除及骨盆部淋巴結切除

ⅠB1：根除性子宮切除

         (範圍包括子宮、子宮頸旁組織、部分陰道及

          骨盆部淋巴結)

ⅠB2：同時併用放射治療及化療(多數)

         或根除性子宮切除及骨盆部淋巴結

         切除後依況給輔助的放、化療(少數)

早期ⅡA：根除性手術

ⅡA及ⅡB：同時併用放療及化療

                (鉑金藥物)

同時併用放療及化療

ⅣA：骨盆腔臟器摘除術(極少數)

ⅣA及ⅣB：同時併用放、化療(絕大多數)

5年存活率

幾近100%

ⅠA：95%-98%

ⅠB：80%-85%

70% 

45%

20%以下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
學
報
導

醫
學
報
導

2120

多囊卵巢症候群（PCOS）是一種在育齡婦

女中常見的激素紊亂導致的問題。患有多

囊卵巢症候群的婦女可能有不規則或延長

的月經期或雄性激素過高的問題。在超音

波下可能看見卵巢有許多小的卵泡，卻又

不能定期釋放卵子而造成月經的不規則。

林立展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月經異常
談多囊性
卵巢症候群

原因
　　PCOS的確切原因尚不清楚，多囊性卵巢會

受基因遺傳與環境因素影響，其危險因子包含

肥胖症、運動量不足或是有家族病史。

體徵和症狀    
　　PCOS的體徵和症狀有：月經失調、不孕、

雄性激素分泌過多、代謝症候群等，這些症狀

通常在青春期發生。當你有這些症狀時就要小

心是不是有多囊卵巢症候群，例如：妳每年的

月經可能少於9次，時間間隔超過35天。而過

多的雄性激素會導致如面部和身體毛髮過度生

長（多毛症），偶爾也會出現嚴重的痤瘡和雄

性禿髮。

併發症
　　PCOS因為身體的內分泌及代謝受影響，因

而容易引發許多併發症，其併發症包括：

˙不孕

˙妊娠期糖尿病、妊娠高血壓

˙流產或早產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代謝綜合症 

˙第2型糖尿病或前驅糖尿病

˙子宮異常出血

˙子宮內膜癌

診斷
    而PCOS的診斷為何呢？目前多囊性卵巢症候

群的診斷主是根據2003年歐洲與美國的專家在荷

蘭鹿特丹所訂的診斷標準。主要有三項： 

(一)慢性不排卵

(二)臨床上或生化血液檢查呈現雄性素過多 

(三)超音波下呈現多囊性卵巢

     只要符合三項中的兩項並排除其他像「庫辛

氏症候群」(Cushing’s syndrome)，「卵巢或腎上
腺腫瘤」等可能引起雄性素過多症的可能性，就

可以診斷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治療
    因為PCOS是一複雜之疾病，所以目前並沒有

單一的治療方法或療程，其治療方法主要是根據

這些女性之需求來做為調整。例如不孕症，多毛

症，痤瘡或肥胖症。而具體治療可能涉及改變生

活方式或服藥。

     改變生活方式會建議通過低卡路里飲食和適

度的運動活動來減輕體重。多囊卵巢

症候群與超重或肥胖有關，減肥是

恢復規律月經的最有效方法，但是

很多女性很難達到並維持顯著的體

重減輕。 

      藥物治療則是會針對個別的需求

而設定，如果是為了調節月經週期，

可以使用組合避孕藥，含有雌激素和

孕激素的藥丸可減少雄性激素的產生並

調節雌激素。調節妳的荷爾蒙可以降低

子宮內膜癌的風險，改善異常出血、多

餘的毛髮生長和痤瘡。如果是為了幫助

排卵，可以使用Clomiphene、Letrozole來

刺激排卵。Metformin這種用於第2型糖尿

病的口服藥物可改善胰島素抵抗並降低胰

島素水平，如果妳患有前驅糖尿病，

Metformin也可以減緩2型糖尿病的發展並幫助減

輕體重。而針對毛髮的過度生長，可以選擇使用

避孕藥來減少雄激素的產生；或是Spironolactone

，這種藥物可以阻止雄性激素對皮膚的影響，但

此藥要可能導致新生兒生長缺陷，如果已懷孕或

計劃懷孕，不建議使用。

結論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為一個複雜的疾病症候群

，也常常困擾著許多的育齡女性，包括月經不規

則、不孕、多毛、肥胖等問題，然而目前尚無特

效藥可以治療，目前多以症狀為主要治療依據；

然而因為這個疾病牽扯的許多內分泌相關問題及

治療都和糖類、脂肪的代謝有很大的相關性，也

因此衍生出許多併發症包括肥胖、心血管疾病、

甚至是癌症；因此要如何治療、控制這個疾病最

有效及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減重，簡單的減少10 %

的體重就可以帶來明顯的症狀改善，又可以得到

健康、美麗的體態，所以透過均衡的飲食及規律

的運動就可以帶來許多藥物無法達到的效果，是

不是很吸引人呢？當然正確的診斷及治療還是得

透過專業醫師的診斷、營養師及相關人員來協助

、制定飲食、減重計劃等，以達到最好、最有效

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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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第二團已於9月16日至9月27日，在斐濟北方大

島（Vanua Levu），及第一大島（Vitti Levu）完成為期二

週的專科醫療及教學服務，此行除了醫療任務外，最大的特

色就是在斐濟衛生醫療部及第一大醫院（ＣＷＭ Ｈospital ）

舉行關於微創內視鏡中耳手術的兩場專題演講，獲得熱烈

迴響，並進一步論及醫療人員互訪代訓事宜。

　　本次醫療團延

續治療急慢性中耳

炎及鼻竇炎診療特

色，並因應當地

Subdivision Labasa 

Hospital（以下簡

稱LH）麻醉科人

力吃緊等因素，

決定由耳鼻喉科

及麻醉科組成專科

團隊，期許提供優質醫療及教學服務。

成員跨及總分院的優秀夥伴們，除本人（黃子晉醫師）身

兼團長並負責耳鼻喉科業務外，還包括：劉得懿醫師（新

竹耳鼻喉科）、李欣恩醫師（總院麻醉科）、黃妲護理長

（總院麻醉科）、朱慧卿護理師（總院開刀房）、董小菁

專科護理師（新竹耳鼻喉科）以及國際醫療事務組劉芯如

管理師。

　　此次醫療團最大的突破，就是為斐濟民眾導入最先進的微創內視鏡中耳手術，傳統的中耳手術必

須借助昂貴且厚重的手術顯微鏡，顯微鏡無法四處攜行，在醫療資源匱乏的地區，由於無法購置此種

昂貴的器材，以致於完全無法進行中耳炎手術，因此本次醫療團隊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聚焦在新式

的內視鏡中耳手術，這項技術乃是以內視鏡取代厚重的顯微鏡來執行手術，因為內視鏡輕巧細緻便於

攜帶及操作，而且單價相對低廉，因此不但極適合用於海外行動醫療，也非常切中斐濟當地醫療需求

，為長期以來無法進行的中耳炎手術提供了完美的解決，幾乎所有的中耳手術，包括慢性中耳炎治療

，破裂鼓膜修補，膽酯瘤切除等均能以此新式手術有效執行，而內視鏡手術的好處更不止於此，由於

細小的內視鏡可以直接深入耳道進行手術，所以完全不會在外觀上留下任何傷口，而且手術後傷口疼

痛少而且復原迅速，也不需再拆線換藥，更是適合短期停留的海外行動醫療團。此行另一個重大的突

破是，醫療團針對此項微創內視鏡中耳手術，於斐濟衛生醫療部及當地第一大醫院（CWM Ｈospital）

舉行兩場專題演講，引起衛生醫療副部長、官員及當地醫師高度興趣，並進一步提出醫療人員互訪代

訓的需求。

　　此外，在慢性鼻竇炎手術方面，考慮到行動醫療團短期停留的特性，本團亦導入最新式的鼻竇內

視鏡、動力迴轉螺旋刀、新式自體可分解性填塞棉條等諸多先進手術器材，再加上優秀麻醉團隊的協

助，更是如虎添翼，不但提升手術效率，同時減少術後疼痛出血，加快術後復原時效，以期有效解決

當地嚴重的慢性鼻竇炎病情。

　　這次國泰再次與斐濟當地第三大醫院LH進行專科醫療合作，也是行動醫療團首次派出麻醉科團隊

在斐濟當地協助進行全身麻醉手術。斐濟過去英屬殖民，醫療資源來自英國紐澳。執業醫師均屬一般

醫學科，次專科訓練需至海外進修。全國百萬人口僅兩位合格耳鼻喉科次專科，多數慢性疾病盛行率

嚴重被低估，許多學童從急性中耳炎惡化為慢性中耳炎，終致失聰。而當地慢性鼻竇炎的盛行率亦非

常高，且幾乎未經治療都非常嚴重，整個鼻腔充滿了鼻息肉，幾乎無法用鼻子呼吸。本次合作醫院LH

，已是過去幾年與斐濟合作經驗中，層級最好的醫院，擁有184張病床及80位一般醫學科醫師，具備

X光機、超音波、內視鏡影像系統、CT電腦斷層、兩間開刀房、四位麻醉醫師等，雖能完成許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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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晉
國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外科內視鏡手術。但因缺乏耳

鼻喉科專科醫療人才，許多高

難度的耳鼻喉科手術，仍有賴

國外醫療團隊定期到院，或是

考慮送至斐濟本島Suva附近

CWMH或Nadi附近Lautoka，甚

至遠赴國外處理。本次醫療團

，帶進台灣專科特色，藉耳道

專用內視鏡、鼻竇內視鏡、動

力迴轉螺旋刀、新式自體可分

解性填塞棉條等諸多先進手術

器材，加上麻醉科專業團隊的

協助下，順利完成不少以往難

以執行的困難手術，獲致廣大

迴響讚許。

　　此次服務期間受到當地醫護人員充分的協

助與合作，醫療團也趁各種機會與當地醫師詳

談，了解當地醫療環境及現況。本次服務發現

，當地次專科人才不足，在地常見耳鼻喉科、

心臟科及內科的慢性病仍無法得到持續性監測

及適切診療，致使長期預後依然不佳，此外或

許由於飲食習慣的關係，高血壓、糖尿病及傳

染病的盛行率相當高，一如幾十年前的台灣，

公共衛生教育有待全面推廣。

　　此次耳鼻喉及麻醉科團隊總參照當地實際

需求，共完成142人次的服務，其中耳鼻喉科手

術13例（含8例全身麻醉），包括極度嚴重的內

視鏡鼻竇手術6例，先進內視鏡中耳手術2例，

鼻中隔鼻道成型術13例。術後我們每天定時會至病房巡房換藥及衛教，直至禮拜六上午的最終病房巡

房，所有病人都沒有發生相關的嚴重併發症(如術後出血等)，且對治療成效感到滿意及感謝，Labasa 

Hospital院長也在最後一日的餞別餐會中特別稱讚我們的醫療技術並感謝我們的付出。 

　　服務期間同時拜會中華民國駐斐濟商務代表團邱太欽代表，我方團隊深受嘉勉，相談甚歡，這次

服務期間適逢中秋節，當晚邱代表及外館人員並宴請全體醫療團，讓我們這些身在異鄉遊子，也能度

過一個難忘而溫馨的中秋夜。而此次藉拜會斐濟衛生部常務次長Susan Sandhya Kiran，表達希望讓當地

醫療人員與國泰醫院共同藉由醫療人員訓練交流計畫，達到醫療技術溝通交流。此次斐濟醫療團耳鼻

喉內視鏡手術團隊順利達成了國際醫療團的目標，也成功地延續了我們國泰醫療團隊在當地義診的優

良經驗和服務內容。國泰醫院身為台灣醫療體系的一員，再次藉此行動醫療團的成果，為台灣提升全

球醫療品質、參與國際醫療援助略盡棉薄心力。

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國泰綜合醫院持續投入國際衛生醫療援外合作任務。自2014年起

承接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太平洋友我國家醫療合作計畫」，五年來已在斐濟完成十梯次超過

5200人次的巡迴醫療及專科服務，並已和斐濟官方簽妥合作備忘錄，任務成效頗受稱許。

2018斐濟行動醫療團
微創內視鏡中耳手術及鼻竇手術

▲國泰醫療團於斐濟Labasa Hospital 合影

▲國泰醫療團團長耳鼻喉科黃子晉醫師為斐濟病人看診情形

▲國泰醫
療團團長

耳鼻喉科
黃子晉醫

師為斐濟
病

人進行微
創內視鏡

中耳手術





活動預告

配合11月14日
世界糖尿病日

，國泰綜合醫
院特別舉辦減

糖週系列活動
，活動將維持

一週。

活動日期：107年11月12-17日

活動內容：血
糖篩檢、糖化

血色素檢測（
血糖篩檢結果

符合飯前血糖
＞126mg/dl或

飯後血糖＞20
0mg/dl之民眾

）

、糖尿病衛教
諮詢、有獎徵

答、健康講座
(11/17)，詳情

請上網站(ht
tp://www.cg

h.org.tw)、
醫院公佈欄

或洽電詢問。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健
康
管
家

特
別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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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病關係緊張的原因很多，溝通是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衛福部近幾年積極推動「醫病共享決

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目的就是為

了讓病人能參與自己的照護決策，與醫護人員共

同為病人安全努力。國泰綜合醫院呼應衛福部推

動重點，創意提出共享決策三部曲「仔細聆聽」

、「充分溝通」、「做好決定」，以期建立民眾

正確的就醫觀念，並與病人及家屬建立良好的夥

伴關係。

　　國泰綜合醫院107年病人安全週，以「醫病

共享決策‧醫病溝通創意作法」為主軸進行系列

宣導活動。設置「病人安全我會『應』」響應專

區，宣導民眾醫病共享決策三部曲、醫病溝通5好

處「正確資訊、參與決定、期待與需求、共同討

論、自我照護」及就醫三問「提倡民眾就醫時主

動詢問醫師導致我不舒服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我

有哪些治療方案？這些治療方案的優點和可能的

風險」，使民眾可藉由活動了解就醫前先行了解

疾病資訊及個人考量，再與醫師進行雙向溝通。

參與民眾張貼蘋果響應卡響應此活動，並準備豐

富獎項進行抽獎；辦理主題講座，以「護『腎』

逗陣來-醫病共享決策」為主題，由腎臟照護團隊

彭聖曾主任、曾寶玉衛教師、陳彥樺藥師及林元

媛營養師等，針對腎臟病的保健、用藥及營養的

照護日常與民眾溝通釋疑，並進行有獎徵答，響

應人次達183人次，為宣導民眾正確就醫觀念，

辦理醫病共享決策闖關活動擴大民眾共同參與，

讓民眾藉由活潑生動的互動過程，提升醫療照護

的健康識能。除了主題活動之外，我們也在病安

週期間辦理「串串心心醫病小故事徵稿活動」，

藉由文字來營造和諧的醫病夥伴關係，優良稿件

將刊登於本院病安醫品雜誌中。

　　為配合主題活動，我們利用iTV於院內大廳及

門診等候區播放醫病溝通的宣導影片，並發送系

列宣導小物，加深民眾的印象。「醫病溝通」的

互信基礎，需要靠醫護人員和民眾一起建立，藉

由此次活動的進行，讓民眾對於病人安全推動又

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病人安全的照護除了有賴醫療團隊的努力

，「病人參與」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美國

於2002年由美國病人安全基金會(National 

Patient Safety Foundation, NPSF) 主導發起病

人安全週活動(Patient Safety Awareness Week, 

PSAW)，理念在於"病人及家屬參與病人安全

工作"，並規劃出一系列的活動；這樣的病人

安全推動的方式，成功引起民眾的注意。

朱嘉琳
國泰綜合醫院社區護理組糖尿病個管師

糖尿病如何預防呢？它又不像感冒可以打預防針，再加上糖尿

病症狀不是那麼明顯，導致人們常常得糖尿病而不自知

，依據血糖值，可以大致分為「正常型」、「葡萄糖耐

受不良型」、「糖尿病型」三種型態，而這也反應了糖

尿病的行程是逐漸而緩慢的進行著，在每個階段也有不

同的預防和治療方式。所以糖尿病的高危險群是前期防治

的對象，例如：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年逾40歲的中年人、體

型較肥胖的人等。

　　對於所有糖尿病前期而言，早期診斷和積極

治療糖尿病是基本課題，因為新診斷出的第2型糖

尿病患者有高達50﹪的比率已經有或多或少的糖

尿病併發症發生，同時一旦空腹血糖過高時，胰

臟之胰島細胞的分泌功能也已受損，所以及早採

取措施，是有可能預防糖尿病的發生，甚至延緩

糖尿病進展。

　　在許多大型的研究中發現，有許多的方式有

助於我們遠離糖尿病的影響，如調整適當的生活

型態、使用治療糖尿病的藥物等。積極的生活型

態調整之主要內容有三，分別是飲食控制、肥胖

病患減輕體重和規律運動：

　　「健康飲食」：在飲食的部分應該注意營養

均衡，多吃高纖維食物，例如蔬菜、水果、全麥

麵包、糙米等，以低油及低糖飲食為主，每天保

持適當運動，並持之以恆，以緩和精神壓力。

　　「體重控制」：40歲以上糖尿病友BMI為正

常（18.5≦BMI<24）但腰圍超標者（男性腰圍≧

90公分，女性腰圍≧80公分），女性為49.8%，

高於男性的13.2%，女性病友是男性病友的3.5倍

以上！腰圍能反映腹部肥胖的多寡，藉以反映內

臟脂肪的堆積，也是判斷罹患代謝症候群、心血

管疾病風險高低的一種測量，做好體重管理甚為

重要。 

糖尿病前期防治醫病溝通做得好

聰明就醫沒煩惱 鄭伃洵
國泰綜合醫院品質管理中心管理師

　　「規律運動」：減少長時間坐著不動的活動

，例如：看電視、上網等，建議利用通勤的時間

，提早一、兩站下車走路上下班，或配合爬樓梯

而不搭電梯等將其融入生活中，每週至少建議有

150分鐘的身體活動，但要注意潛藏的危險，如

跌倒、脫水等，而且要特別注意足部的保養，若

許可時建議運動前先做血糖自我監測，以避免低

血糖的發生。

　　而在糖尿病控制方面，目前較傾向嚴格的血

糖控制，包括良好的血糖、血壓及血脂肪的控制

以及定期的眼睛眼底檢查與足部檢查，並且應該

要知道高血糖的症狀，例如多吃、多喝、多尿、

疲倦、視力模糊、傷口不易癒合等。血糖的控制

一定要從飲食、運動和藥物三方面著手，倘若飲

食治療配合運動已無法好好控制血糖，則應加上

適當藥物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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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癌95%為扁平細胞癌，而扁平細胞癌之發生已知與一

些慢性刺激(菸草、酒精、檳榔汁)有相關性。根據過去的

台灣流行病學相關統計資料顯示，在同時有嚼食檳榔及抽

菸習慣的族群中比一般沒有嚼食檳榔及抽菸習慣的群眾相

比，前者會發生口腔癌的機率有高達100倍。不同於西方

國家，嚼食檳榔及抽菸是造成台灣區口腔癌病人發生的主

要原因，同時這類慢性刺激(菸草、檳榔汁)也是產生口腔

癌前期病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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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癌前期病變具有逐漸轉變成口腔癌的可能，主要有白斑

、紅斑、紅白斑、扁平苔癬及口腔黏膜下纖維病變。白斑若發生

在口底、舌側及下唇時有較高的機會發生細胞變異及演變成惡

性；據統計白斑演變成惡性細胞的機率為0.13%-17.5%。紅

斑的發生機率較白斑低，但較具有發生細胞變異及演變成

惡性細胞的機率，可高達14%-50%。扁平苔癬是一種原因

不明的慢性發炎的表現，轉變為惡性細胞的機會低0-10%

。口腔黏膜下纖維病變也是慢性變化，是一種發生在上呼

吸消化道的黏膜纖維化的表現，臨床上的症狀可以有灼熱

感、黏膜顏色反白、限制傷口度及舌頭運動等，轉變為惡性

的機率為7%-30%。

　　對於有口腔癌前期病變的病兆，定期的追蹤及減少相關刺激

因子(菸草、酒精、檳榔汁)等的接觸是最重要的非手術治療處理

原則。至於手術治療的部分，建議針對具有較高度惡性變化危險

的口腔癌前期病變，考慮用手術完全切除(主流治療方式)或是雷

射、冷凍手術。

　　針對口腔癌前期病變，國民健康署推動早期癌症篩檢中的口

腔黏膜檢查可以幫忙國人早期診斷，達到早期治療的目的。篩檢

對象為1.針對國人滿30歲曾有抽菸、嚼食檳榔(含已戒)，以及2. 

原住民滿18歲有抽菸、嚼食檳榔(含已戒)者，提供每兩年一次的

口腔黏膜篩檢，據統計已有4,095病患篩檢出有口腔癌前期病變，

同時有1,361病患篩檢出有口腔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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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院務消息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榮 獲 台北市醫師公會杏林獎

楊賢馨主任級醫師總院肝臟中心

榮 獲 台北市醫師公會青年杏林獎

曾柏榮醫師總院腎臟內科

榮 獲 海峽兩岸皮膚科論壇知識競賽冠軍

曾奕騰主治醫師總院皮膚科

　　7/2看了張燕良醫師的門診，看到醫師對每個病人都細細解釋病情，護理人員也非常有耐

心地跟不方便說話的病人溝通，真的很感動，有你們真好，謝謝！

總
院感
謝函

張○○

為響應環保，愛護地球，本刊將於今年12月起不主動

寄送紙本國泰醫訊，若仍有紙本需求讀者，請您於即

日起至11月20日止，來信vega1680@cgh.org.tw或

來電告知(02)27082121轉1322

亦歡迎您於國泰醫院官網訂閱國泰醫訊電子報 

https://www.cgh.org.tw/tw/content/magazine/health/A.html

國泰醫訊服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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