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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洪聖惠
國泰綜合醫院品質管理中心副主任

近年來，院方大力支持與推動智慧醫療，且積極

配合政府南向政策，今年8月與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攜手組成智慧醫療團隊前往

越南越德醫院，進行智慧醫療案之評估與導入計

劃。智慧醫療團隊由急診醫學部陳健驊主任領軍

、資訊部陳振淵副主任、盧孝宜組長、品質管理

中心洪聖惠副主任以及護理部魏芳君督導等相關

專業領域人員共同組成。

　　越德醫院為北越最大的外傷手術中心，接受

大量的轉診病人，長期受急診壅塞之苦，在

8/17-8/19為期3天實地參訪急診與流程評估的過

程中發現越德醫院最大的問題為無法得知病人到

院前的狀況，因此可能影響處置時效，導致急診

壅塞，此外，急診檢傷缺乏資訊系統協助，手術

分級及手術排程仰賴人為等問題，都是造成病人

無法有效分流、人力資源無法有效運用，導致急

診壅塞的原因。

　　在「智慧化導入急診流程」工作坊研討會中

，分享國泰綜合醫院急診現況、護理資訊與醫療

資訊於急診之應用、急診品質管理以及行動醫療

資訊整合系統等等，交流踴躍。

　　越德醫院第二院區於9月份開幕，為使醫療

資源能有效應用，積極開發導入智慧化醫療刻不

容緩，雙方共識短期計劃建議與合作醫院建立衛

星網絡，提升救護車效能，到院前救護導入遠距

醫療讓病人有效分流、建立急診檢傷系統與手術

排程系統，以提升檢傷分類有效性及手術品質。

　　此趟訪視，越德醫院高度肯定國泰綜合醫院

智慧醫療團隊的專業，雙方簽署「台越醫療合作

備忘錄」，奠定合作基礎，且將於今年10月份安

排3位專業人員至國泰綜合醫院進一步接受培訓，

期能更深入分享國泰綜合醫院智慧醫療與品質改

善經驗，有助越德醫院解決急診壅塞問題，藉由

資訊的協助，充分運用資源與有效管理，提升醫

療品質與維護病人安全。

醫療新南向
國泰醫院與越南越德醫院簽署MOU
協助建置急診醫療資訊系統

心導管室

▲國泰醫院與越德醫院簽署台越醫療合作備忘錄，
左起依序為醫策會王拔群執行長、越德醫院院長
Tran Binh Giang、國泰醫院急診醫學部陳健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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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蔡明松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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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現象，每個小孩都是家中的心肝寶貝，因此不少準爸媽為寶寶儲存臍帶

血的風潮，行之有年。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及衛生福利部近期開放細胞治療政策

，讓細胞療法成為當前熱門治療趨勢，為許多束手無策的疾病帶來生機。除了

過去為寶寶存臍帶血、胎盤，現在還出現存「羊水幹細胞」，到底準爸媽們是

否需要為寶寶儲存羊水幹細胞，多一份健康保障呢？以下介紹羊水幹細胞。

準爸媽們需要為寶寶

儲存羊水幹細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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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細胞是人體組織器官形成及修護的原始細胞，具有極佳的增生及分化能力，可分

化為不同組織的細胞，如神經細胞、成骨細胞與脂肪細胞等，因此當人體生病或受傷時

，若能移植幹細胞，有助修補身體受傷的細胞，恢復健康。

　　隨著醫療科技不斷發展，近年來孕婦羊水被發現具有豐富的早期幹細胞，因具極佳

的增生、分化能力，在經過有效培養與儲存，保留下來的羊水幹細胞，未來可望有助於

改善當前部份束手無策的疾病，如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骨質疏鬆症等，讓孕婦羊

水「垃圾變黃金」，而成為目前細胞療法新寵。

　　而且因羊水細胞活性佳，5cc羊水就能培養20代羊水幹細胞，

比起臍帶血只能治療1次，羊水幹細胞的運用更為廣泛，此外因羊

水是胎兒在母體時的保護緩衝液，為讓胎兒能順利發育成長，懷

孕過程母體會分泌特殊因子降低體內免疫排斥，所以羊水中所存

在的幹細胞也同時具有這項優點，免疫排斥低，故為寶寶儲存的

羊水，未來除可望提供寶寶自體使用外，還可能適用於其他家

族成員。同時，因羊水幹細胞是胎兒早期細胞，染色體的端粒

長度較長，也代表細胞增殖生長能力比起出生後細胞更佳，更

接近胚胎幹細胞的能力，是目前具有發展潛力的幹細胞。

　　如何取得羊水幹細胞？其實準媽媽們進行產檢時，合乎

羊膜穿刺適應症者，就可考慮於羊膜穿刺時，醫師只要多抽取羊水5cc

，就能培養出珍貴的羊水幹細胞來儲存，不需額外再進行任何侵入性治療。

　　在過去，羊水僅被用於產前胎兒染色體診斷的工具，但隨著羊水幹細胞的發現，透

過儲存羊水幹細胞，準爸媽們就可為孩子的未來健康多儲存一份健康保險。羊水幹細胞

目前文獻報告指出除了在細胞治療領域的運用，如改善腦中風、心肌梗塞、阿茲海默症

、帕金森氏症、急性腎衰竭、神經和骨骼損傷等慢性退化性疾病外，羊水幹細胞釋出的

exosomes生長因子，還可用於皮膚美容保養，如禿頭、掉髮等，運用範疇廣泛，創造再

生醫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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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歲的美美是第一次懷孕，由於寶寶是家中的第一個孫子

，長輩希望有什麼最新最好的檢查都要做，結果進了診間，

醫師跟她解釋了一長串孕前檢查，要她回去想想要做哪些。

美美回家後覺得很傷腦筋，因為很多專有名詞，走出診間她

就記不得醫師說的是什麼意思了。各位媽咪（準媽咪），記

憶力變差不是妳的錯，是懷孕的關係！所以別氣餒，今天就

用淺顯易懂的話來讓媽咪們搞懂這些檢查在幹嘛∼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04

文 / 陳俐瑾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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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膜穿刺
　　羊膜穿刺是把一根細針穿進羊膜腔，取出羊水的一種技術。藉由羊穿可以檢測很多

問題，例如羊膜腔感染、胎兒開放性脊柱裂、胎兒染色體核型分析、胎兒基因晶片⋯等

等。由於羊穿最常見的用途是胎兒染色體核型分析，所以漸漸大家講到羊穿就是泛指這

種胎兒染色體檢查了。人體細胞有23對（46條）染色體，染色體內含基因，基因負責下

指令維持人體的成長與運作。由於羊水中含有胎兒呼吸道及腸胃道掉下來的上皮細胞，

染色體位於這些細胞的細胞核中（指揮中心），染色體核型分析（karyotyping）就是將處

理過後的細胞（需培養、固定、染色），放在高倍數的顯微鏡下，用肉眼檢查這46條的

數目、結構正不正常。唐氏症為21號染色體三體症（trisomy 21），意即第21號染色體多

一條，是最常見的新生兒染色體異常，便可透過此方法確診。

基因晶片
　　如果把23條染色體想成23幅不一樣的畫，羊穿是看寶寶的這23幅畫是不是有多或少

（例如：24或22幅），以及每幅畫切成500格（假設值）的解析度看其中有沒有畫錯的地

方，所以當畫錯的部位很微小，就有可能檢查不出來。基因晶片則是提高約100倍的解析

度（切成50000格）來分析，共分析1150000格（50000格x23幅=共1150000格），因此

可檢查出的疾病就更多了。那這樣為什麼不做晶片就好，還需要羊穿嗎？ 答案是要！因

產前檢查百百款
羊穿、晶片、NIPT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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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晶片分析的這些格子是全部被打散的，即使檢查出來格子沒有多也沒有少，但無法得知格子

是不是原本排列在對的畫，及畫裡對的位置上。而這種排列不對的異常就必須靠傳統羊穿才能

檢查出來。

NIPT（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非侵入性唐氏症篩檢
　　上述介紹的羊穿及晶片都是需要經過侵入性的方式取得胎兒的細胞，而NIPT則不用，只要

抽取媽媽血液，其中會有破掉的胎兒細胞，釋放出游離的胎兒DNA片段，我們可以藉由DNA定

序的方式偵測有無異常的片段。這樣聽起來不是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嗎？又沒有流產風險，又可

以取得胎兒DNA化驗，為什麼NIPT不能取代羊穿跟晶片？原因就在於，母血中媽媽跟胎兒的

DNA是混在一起的，就像芋頭跟牛奶打在一起後，兩者沒辦法再完全分離！

　　第一代的NIPT是利用數學運算的方式，以不同條染色體的DNA表現「量」互相比較，異常

增加或減少的那一條染色體就是有問題。但是這種只看量的方式便會有誤判的可能性，因為母

血中，母親DNA佔90%而胎兒DNA只佔10%左右，且最常見的第21號染色體（唐氏症相關）又

只佔所有染色體DNA量的1.5%。意思是說，如果懷有一個唐氏症寶寶，母血中DNA的量會增加

10%x1.5%x50%＝0.00075（萬分之7.5），如此微量的增加可以想見當然非常困難偵測。以上

前提是假設媽媽的血中DNA都正常的情況下去運算，但若是媽媽本身DNA有異常，或是因為體

內有腫瘤細胞釋放出異常的DNA，都有可能被誤判為胎兒的DNA異常。

　　第二代的NIPT則是設法區分出媽媽與寶寶的DNA訊號，因為每一對染色體中一條來自爸爸

，一條來自媽媽，而來自父方跟母方的DNA上會有不同的特色標記SNP（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這也可以用來當作親子鑑定的依據。因此只有寶寶的DNA會帶有來自父方的

SNP，藉此用來區分異常的DNA訊號來自媽媽還是寶寶；甚至，雙胞胎也可以藉此種NIPT來做

區分，辨認出其中之一有異常。

總結
    科技日新月異，產前的遺傳診斷技術也不停在進步，並非最新的技術就一定最符合妳的需求

，請務必與醫師詳細討論後再做決定。有媽媽因為宗教信仰，選擇什麼檢查都不做，因為無論

寶寶是什麼樣子她都全盤接受。也有的媽媽雖然不到30歲也沒有高危險因子，卻選擇做侵入性

的羊穿，因為她覺得自己跟家人沒有辦法扶養異常的寶寶。我們尊重每個媽媽的選擇，也致力

引進最新的技術給國泰的媽咪，目前羊穿、晶片、第一代NIPT、第二代NIPT都有提供，希望每

個孕媽咪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歡喜迎接寶寶出生。

比較
羊膜穿刺（染色體檢查） 基因晶片

侵入性

15-23週

＊涵蓋23條染色體

＊可診斷平衡性轉位、反轉

＊可診斷多套體

＊解析度5Ｍb

流產率1/1000

2~3星期

10,000

(高危險群補助5,000)

侵入性

10-13週（絨毛）

15-23週（羊水）

＊涵蓋23條染色體相關基因

＊可診斷微小缺失/重複

＊解析度10Kb

流產率1/1000（羊穿）

1~2星期

20,000~25,000

非侵入性

9週以上

＊只針對第21、18、13

號、X、Y染色體及部分微

小缺失/重複疾病

並非最終診斷

1~2星期

15,000~38,000

NIPT

方式

週數限制

缺點

報告出爐時間

費用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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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知識與經驗的累積，我們可以於懷孕20-24

週左右，利用高畫質的彩色超音波儀器，搭配杜卜勒

血流測量及瓣膜波形檢查，觀察小如十元硬幣大小之

胎兒心臟。根據其心房、心室血流之變化及瓣膜之活

動，才可作出精確的診斷，如心臟構造異常、破洞、

甚至是接錯血管。胎兒姿勢及母體因素，也會大大影

響到超音波的檢查切面和影像的清晰度。胎兒心臟發

育最關鍵期是懷孕第三週到第八週這段時間，一旦任

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心臟的缺陷。

　　先天性心臟病在臨床上可分為發紺性和非發紺性

二種。所謂「發紺」，就是身體的靜脈血，經由不正

常的管道，進入動脈系統流動到全身，使得身體各部

位，尤其是皮膚、黏膜，及指甲，因為缺氧而出現發

紫的情形。台灣比較常見的發紺性心臟病，包括法洛

氏四重畸形、大動脈轉位，及肺靜脈回流異常，以上

疾病皆需開刀矯正。 

　　非發紺性心臟病則是因為心臟構造的缺損、或是

瓣膜或血管狹窄，使得血液的流動受阻甚至逆流，會使心、肺的工作量都

大增，容易引起肺充血、肺高壓，或是心臟衰竭的情形。比較常見的有心

房中隔缺損、心室中膈缺損、主動脈、肺動脈瓣膜狹窄。

　　先天心臟病的早期診斷能夠減少家庭的不安及降低社會成本。診斷胎

兒先天性心臟異常後，除了給予產婦及家屬詳細的解說及進一步基因診斷

外，我們會會診小兒心臟科、新生兒科、及心臟外科醫師。經由跨團隊合

作，讓產婦及家屬更了解及有心理準備面對將來寶寶可能的情況及後續治

療。同時並於懷孕過程當中，密集追蹤胎兒整體以及心臟的

變化，希望生產時，能夠於第一時間內將寶寶順利交

至專家手中，給與早期、有效及完善的新生兒照

護，提高存活率及減少併發症。隨著外科及麻醉

技術的進展，大部分的輕，中度心臟缺陷的寶

寶，且不含染色體或是其他部位異常，手術治

療存活率則高達 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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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心臟病是活產嬰兒中最常見的

重大先天畸形之一。至目前為止，造

成先天性心臟病的成因仍不完全清楚

，百分之九十可能是多發因素（包括

基因、環境、感染等）交互影響造成

。大約每一千個活產嬰兒中，就有八

到十二個患有不等程度的心臟血管異

常，若將流產或死產的嬰兒都列入計

算，則其發生率就更高了。

文 / 蔡亞倫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胎兒先天性心臟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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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知識與經驗的累積，我們可以於懷孕20-24

週左右，利用高畫質的彩色超音波儀器，搭配杜卜勒

血流測量及瓣膜波形檢查，觀察小如十元硬幣大小之

胎兒心臟。根據其心房、心室血流之變化及瓣膜之活

動，才可作出精確的診斷，如心臟構造異常、破洞、

甚至是接錯血管。胎兒姿勢及母體因素，也會大大影

響到超音波的檢查切面和影像的清晰度。胎兒心臟發

育最關鍵期是懷孕第三週到第八週這段時間，一旦任

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心臟的缺陷。

　　先天性心臟病在臨床上可分為發紺性和非發紺性

二種。所謂「發紺」，就是身體的靜脈血，經由不正

常的管道，進入動脈系統流動到全身，使得身體各部

位，尤其是皮膚、黏膜，及指甲，因為缺氧而出現發

紫的情形。台灣比較常見的發紺性心臟病，包括法洛

氏四重畸形、大動脈轉位，及肺靜脈回流異常，以上

疾病皆需開刀矯正。 

　　非發紺性心臟病則是因為心臟構造的缺損、或是

瓣膜或血管狹窄，使得血液的流動受阻甚至逆流，會使心、肺的工作量都

大增，容易引起肺充血、肺高壓，或是心臟衰竭的情形。比較常見的有心

房中隔缺損、心室中膈缺損、主動脈、肺動脈瓣膜狹窄。

　　先天心臟病的早期診斷能夠減少家庭的不安及降低社會成本。診斷胎

兒先天性心臟異常後，除了給予產婦及家屬詳細的解說及進一步基因診斷

外，我們會會診小兒心臟科、新生兒科、及心臟外科醫師。經由跨團隊合

作，讓產婦及家屬更了解及有心理準備面對將來寶寶可能的情況及後續治

療。同時並於懷孕過程當中，密集追蹤胎兒整體以及心臟的

變化，希望生產時，能夠於第一時間內將寶寶順利交

至專家手中，給與早期、有效及完善的新生兒照

護，提高存活率及減少併發症。隨著外科及麻醉

技術的進展，大部分的輕，中度心臟缺陷的寶

寶，且不含染色體或是其他部位異常，手術治

療存活率則高達 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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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心臟病的高危險群

下一代發生機率大約3-12%

（正常約0.8-1%）。

先天性
心臟病
家族史 

母體
方面

1. 糖尿病：尤其是胰島素依賴型。

2.自體免疫疾病：如系統性紅斑性狼瘡、修格倫（Sjogren）症候群

、風濕性關節炎等。

3. 感染性疾病：如德國麻疹、水痘、腮腺炎病毒和弓漿虫感染等。

4.懷孕早期服用致畸胎藥物：例如鋰鹽、安非他命和一些抗癲癇藥

物等。

5.酗酒症：25-30%胎兒可能產生『胎兒酒精症候群』。

6. 高齡懷孕及有不正常的妊娠史。

胎兒
方面

1.常規的產前超音波檢查中發現有心臟四腔室的異常。

2.常規產檢中發現有某些器官的畸形：如腦積水，食道、十二指

腸閉鎖，臍膨出，腎臟發育不全，羊水過多或過少，單一臍動

脈等等。

3.染色體異常：唐氏症患者，有一半的機率會發生；染色體13或

18三倍體，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會發生。

4. 胎兒心律異常：心率過緩、過速或不整。

5.胎兒水腫：可以是因Rh血型不合、免疫溶血問題引起，也可源

由於胎兒心臟結構或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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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歲王小姐因不孕多年，經試管嬰兒治療成功受孕，目前25週，最近因

腹部有下墜感，陰道分泌物含有血絲而來院檢查，經超音波發現子宮頸

內口已擴張，子宮頸長度剩1.2公分，胎兒監視器檢查發現子宮有頻繁小

收縮，因此立刻安排住院接受安胎治療並給予類固醇，預防胎兒早產之

肺部併發症。

文 / 張美玲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孕期出血原因

　　孕期出血的原因非常多，以3個月為一個孕

期來區分，懷孕早、中、晚期各有不同原因。懷

孕早期的出血必須先排除有生命危險的子宮外孕

，當驗孕為陽性後，醫師會試算懷孕週數，不少

孕婦因月經週期不準而延遲發現胚囊，但如果超

音波在懷孕6週以上或驗孕陽性2週後尚未看到子

宮腔胚囊，可能伴隨微量出血，必須當心是否為

子宮外孕，或者是極早期流產；另外，不孕症病

患必須特別注意，因多數病患會接受2個或以上

的胚胎植入，雖然在子宮腔內可以看到正常胚囊

，但如果超音波發現子宮外面有異常影像時也必

須懷疑同時存在子宮外孕。當子宮腔已經看到胚

囊，此時陰道出血的原因可能是胚胎萎縮(只有胚

囊沒有胚胎)、迫切流產(胚胎有心跳)、過期流產(

胚胎無心跳)、甚至胚胎異常(如葡萄胎)，也可能

是其他婦科原因如子宮頸瘜肉、糜爛、腫瘤或陰

道炎等等，甚至是非婦產科的原因，例如血尿或

痔瘡出血等等，因此針對陰道及子宮頸的內診為

早期懷孕出血鑑別診斷必要的檢查。

　　早期出血原因排除後，中期出血多以早產或

孕期出血原因與高齡安胎

胎盤相關，可能沒有腹痛或伴隨下腹悶痛，如果

孕婦有前胎早產的病史，此胎更要提早密切注意

，可定期接受超音波檢查，除確認胎兒相關資訊

外，胎盤位置及子宮頸長度也很重要，如果胎盤

位置偏低，很靠近甚或覆蓋子宮頸內口，即為前

置胎盤，比較容易不定時發生無腹痛出血；另

外子宮頸如果縮短，長度小於2.5公分，或發

現子宮頸內口擴張，形成V字或U字形狀時即

屬於早產的高危險群，有可能伴隨少量出血，

加上胎兒監視器檢查即可判斷孕婦是否出現子

宮收縮及早產現象。

　　懷孕後期出血跟懷孕中期類似，由於胎兒已

經成長至一定之週數及體重，因此當有出血時，

要判斷是否為生產先兆，只要排除為前置胎盤即

可內診檢查子宮頸是否開始變化，並配合胎兒監

視器偵測子宮有否收縮。所謂生產相關之正常出

血，俗稱落紅，是由於子宮頸變軟變薄產生大量

分泌物並混入子宮頸微血管破裂出血之血狀黏液

，跟產前出血不同，如果出血量非常多，有可能

是前置胎盤或胎盤早剝的後遺症。

懷孕出血怎麼辦

　　臨床醫師會根據導致出血的可能原因及孕婦

當時的懷孕週數而安排適當檢查及治療。在懷孕

早期，利用超音波確認胚胎著床位置、胎兒大小

及心跳，並排除子宮外孕後，一般會給予健保口

服安胎藥或自費注射安胎針；如果發現子宮頸瘜

肉或腫瘤，可考慮追蹤或在安全情況下移除；子

宮頸糜爛除止血外，也可能是因為細胞病變，可

進行抹片或切片檢查。

　　孕婦在早期懷孕不宜性生活，也不宜做激烈

運動，補充足量葉酸並應多加休息。另外，胎兒

染色體異常也可能發生早中期出血，因此每位孕

婦都建議接受唐氏症篩檢(早期唐氏症篩檢項目

包括胎兒頸部透明帶測量，偵測率較中期唐氏症

篩檢高)，或更為準確之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檢

測(NIPT)；而對高齡/高風險族群若同意0.1%至

0.2%破水風險，建議進一步接受羊膜穿刺。細菌

性陰道炎的出血則比較偏粉紅色且有惡臭味，必

須盡早接受治療，否則會增加早產、早期破水或

產後骨盆腔發炎風險。

　　懷孕中期如果發生子宮頸長度縮短對胎兒影

響非常大，若不及時處理因此早產的話，23週之

前通常胎兒是無法拯救，而23週之後因極低體重

及極度早產也會併發器官(如神經系統、呼吸系

統、眼睛)嚴重後遺症，因此在安全合適情況下

治療目標乃盡量臥床安胎至較成熟週期(34週以

後)。懷孕後期出血如為產兆引發之落紅並已經

達34週，子宮頸也開始變化時，則可住院待產不

必再安胎；如診斷為胎盤早剝或前置胎盤之出血

屬於緊急狀況應立刻進行胎兒評估及可能生產之

準備。

高齡孕婦安胎

　　高齡孕婦是指34歲以上的孕婦，現今社會越

來越多人晚婚晚育，高齡懷孕也因此越來越普遍

。懷孕期間較容易併發流產、早產、染色體異常

、高危險妊娠(如高血壓、糖尿病或甲狀腺疾病)

、前置胎盤或胎盤早剝等等。隨著年紀越大，胎

兒也可能越重，可是孕婦產道的組織彈性卻反而

隨著年紀變差而導致難產、產後子宮收縮不良、

比較嚴重的產後出血、產道裂傷或增加剖腹生產

機率等等。為了懷孕過程能平安順產，高齡者應

在計劃懷孕前進行一次健康檢查，先了解有否合

併貧血、高血壓、糖尿病、內分泌病疾病、自體

免疫疾病、婦科腫瘤等等，是否須要先行治療；

如果為肥胖者則建議減重；不孕患者接受人工生

殖或試管嬰兒治療也屬於發生懷孕併發症之高危

險群，須配合產科醫師密切追踪；另外孕前可補

充3個月以上葉酸，保護日後胎兒發育；孕期營

養也必須均衡，並注意自己體重及超音波評估胎

兒體重是否正常成長，避免孕婦或胎兒過重。懷

孕中期之後孕婦應持續注意胎動，一旦發生腹痛

、陰道出血、水狀或惡臭之陰道分泌物應盡速就

醫治療以免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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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出血原因

　　孕期出血的原因非常多，以3個月為一個孕

期來區分，懷孕早、中、晚期各有不同原因。懷

孕早期的出血必須先排除有生命危險的子宮外孕

，當驗孕為陽性後，醫師會試算懷孕週數，不少

孕婦因月經週期不準而延遲發現胚囊，但如果超

音波在懷孕6週以上或驗孕陽性2週後尚未看到子

宮腔胚囊，可能伴隨微量出血，必須當心是否為

子宮外孕，或者是極早期流產；另外，不孕症病

患必須特別注意，因多數病患會接受2個或以上

的胚胎植入，雖然在子宮腔內可以看到正常胚囊

，但如果超音波發現子宮外面有異常影像時也必

須懷疑同時存在子宮外孕。當子宮腔已經看到胚

囊，此時陰道出血的原因可能是胚胎萎縮(只有胚

囊沒有胚胎)、迫切流產(胚胎有心跳)、過期流產(

胚胎無心跳)、甚至胚胎異常(如葡萄胎)，也可能

是其他婦科原因如子宮頸瘜肉、糜爛、腫瘤或陰

道炎等等，甚至是非婦產科的原因，例如血尿或

痔瘡出血等等，因此針對陰道及子宮頸的內診為

早期懷孕出血鑑別診斷必要的檢查。

　　早期出血原因排除後，中期出血多以早產或

胎盤相關，可能沒有腹痛或伴隨下腹悶痛，如果

孕婦有前胎早產的病史，此胎更要提早密切注意

，可定期接受超音波檢查，除確認胎兒相關資訊

外，胎盤位置及子宮頸長度也很重要，如果胎盤

位置偏低，很靠近甚或覆蓋子宮頸內口，即為前

置胎盤，比較容易不定時發生無腹痛出血；另

外子宮頸如果縮短，長度小於2.5公分，或發

現子宮頸內口擴張，形成V字或U字形狀時即

屬於早產的高危險群，有可能伴隨少量出血，

加上胎兒監視器檢查即可判斷孕婦是否出現子

宮收縮及早產現象。

　　懷孕後期出血跟懷孕中期類似，由於胎兒已

經成長至一定之週數及體重，因此當有出血時，

要判斷是否為生產先兆，只要排除為前置胎盤即

可內診檢查子宮頸是否開始變化，並配合胎兒監

視器偵測子宮有否收縮。所謂生產相關之正常出

血，俗稱落紅，是由於子宮頸變軟變薄產生大量

分泌物並混入子宮頸微血管破裂出血之血狀黏液

，跟產前出血不同，如果出血量非常多，有可能

是前置胎盤或胎盤早剝的後遺症。

懷孕出血怎麼辦

　　臨床醫師會根據導致出血的可能原因及孕婦

當時的懷孕週數而安排適當檢查及治療。在懷孕

早期，利用超音波確認胚胎著床位置、胎兒大小

及心跳，並排除子宮外孕後，一般會給予健保口

服安胎藥或自費注射安胎針；如果發現子宮頸瘜

肉或腫瘤，可考慮追蹤或在安全情況下移除；子

宮頸糜爛除止血外，也可能是因為細胞病變，可

進行抹片或切片檢查。

　　孕婦在早期懷孕不宜性生活，也不宜做激烈

運動，補充足量葉酸並應多加休息。另外，胎兒

染色體異常也可能發生早中期出血，因此每位孕

婦都建議接受唐氏症篩檢(早期唐氏症篩檢項目

包括胎兒頸部透明帶測量，偵測率較中期唐氏症

篩檢高)，或更為準確之非侵入性產前染色體檢

測(NIPT)；而對高齡/高風險族群若同意0.1%至

0.2%破水風險，建議進一步接受羊膜穿刺。細菌

性陰道炎的出血則比較偏粉紅色且有惡臭味，必

須盡早接受治療，否則會增加早產、早期破水或

產後骨盆腔發炎風險。

　　懷孕中期如果發生子宮頸長度縮短對胎兒影

響非常大，若不及時處理因此早產的話，23週之

前通常胎兒是無法拯救，而23週之後因極低體重

及極度早產也會併發器官(如神經系統、呼吸系

統、眼睛)嚴重後遺症，因此在安全合適情況下

治療目標乃盡量臥床安胎至較成熟週期(34週以

後)。懷孕後期出血如為產兆引發之落紅並已經

達34週，子宮頸也開始變化時，則可住院待產不

必再安胎；如診斷為胎盤早剝或前置胎盤之出血

屬於緊急狀況應立刻進行胎兒評估及可能生產之

準備。

高齡孕婦安胎

　　高齡孕婦是指34歲以上的孕婦，現今社會越

來越多人晚婚晚育，高齡懷孕也因此越來越普遍

。懷孕期間較容易併發流產、早產、染色體異常

、高危險妊娠(如高血壓、糖尿病或甲狀腺疾病)

、前置胎盤或胎盤早剝等等。隨著年紀越大，胎

兒也可能越重，可是孕婦產道的組織彈性卻反而

隨著年紀變差而導致難產、產後子宮收縮不良、

比較嚴重的產後出血、產道裂傷或增加剖腹生產

機率等等。為了懷孕過程能平安順產，高齡者應

在計劃懷孕前進行一次健康檢查，先了解有否合

併貧血、高血壓、糖尿病、內分泌病疾病、自體

免疫疾病、婦科腫瘤等等，是否須要先行治療；

如果為肥胖者則建議減重；不孕患者接受人工生

殖或試管嬰兒治療也屬於發生懷孕併發症之高危

險群，須配合產科醫師密切追踪；另外孕前可補

充3個月以上葉酸，保護日後胎兒發育；孕期營

養也必須均衡，並注意自己體重及超音波評估胎

兒體重是否正常成長，避免孕婦或胎兒過重。懷

孕中期之後孕婦應持續注意胎動，一旦發生腹痛

、陰道出血、水狀或惡臭之陰道分泌物應盡速就

醫治療以免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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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育年齡的婦女主訴月經異常，首先要考慮與懷孕有關的問題，如流

產、子宮外孕及葡萄胎等。

　　子宮良性腫瘤中，肌瘤問題最常見，月經量可能變多，也會持續出血。

子宮均勻變大的腺肌症所發生的月經問題，除了量多、時間長外，常伴隨慢

性骨盆疼痛。子宮頸或子宮內膜的息肉，也可能會造成出血。

　　生殖道癌症也會造成異常出血，特別是子宮頸癌及子宮內膜癌。

　　感染也會導致點狀出血。陰道炎症中，以滴蟲感染及年老性萎縮性陰道

炎最易發生點狀出血。

　　子宮內避孕器可能也會造成非月經期出血及月經過多，裝入後1年內發生

出血約有2-5成機率。

　　初經最初1至2年，因腦部及卵巢之間協調功能尚未穩定，月經週期通常

是不規則。到了更年期，卵巢開始老化，容易發生排卵缺陷。這兩者

之月經異常，均屬生理性出血。

　　功能失調出血可以概分為無排卵性以及排卵性兩大類。排卵性主

要因黃體期過短，黃體功能不足，週期通常變短，出血量增加。

　　無排卵性出血最常見，佔90%，週期通常混亂，出血量較大，週

期可短可長，通常是大量過久的出血。主要原因為，缺乏黃體素的抑

制作用，子宮內膜支持性不足，變得脆弱易出血，導致不正常出血量

和天數的延長。

　　多囊性卵巢是一種合併肥胖、多毛症、長期不排卵及不孕的疾病

，由於過多的雄性素生成。月經形態可能長期無月經、月經次數很少

而每次均大量出血，或不排卵性月經。   

　　陰道異常出血只是一種臨床症狀，無須過度緊張，經由專業醫師

的檢查評估，找出確認的疾病根源，才能給予正確的治療。

醫
學
報
導

非孕期陰道出血是婦產科常見問題，造成異

常出血的原因很多，從單純的生活作息不正

常、工作讀書壓力等引起，甚至婦科癌症皆

有可能。因此，婦女有異常出血時，應該

就診，找出病因。

文 / 林士文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非孕期
陰道出血

常見異常出血的原因

功能失調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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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田宛容
國泰綜合醫院營養組營養師

　　懷孕初期為胎兒細胞的分化期，不需額外增加熱量攝取，要維

持均衡飲食，攝取足夠的碳水化合物不僅可讓蛋白質發揮功能還能

幫助脂肪代謝，若碳水化合物攝取不足可能導致酮酸中毒且加速蛋

白質分解。蛋白質建議每天額外增加10克，且需以優質蛋白質為主

，如：1.5兩豆魚蛋肉類或360cc牛奶等。脂肪則建議在總熱量的

25-30%，若有孕吐情形，可選擇低脂肪、較清淡的食物。

　　懷孕初期最重要的營養素為葉酸、碘。葉酸可幫助胎兒腦部及

神經系統發育，若攝取不足恐導致胎兒腦部及脊椎神經缺陷。懷孕

期葉酸建議量為每天600微克，可多攝取富含葉酸的食物，如：全

穀雜糧類、新鮮深綠色蔬菜、肝、腰子、瘦肉等。懷孕時若碘嚴重

攝取不足也會影響胎兒腦部發育，導致生長遲緩和神經發育不全，

甚至增加胎兒死亡率，懷孕期碘建議量為每天200微克，烹調時選

用加碘鹽，適量攝取富含碘的食物，如：海帶、海藻類等。

　　近來研究顯示，若體內維生素D3含量不足，可能增加早產的機

率，對胎兒也有許多負面影響，維生素Ｄ建議每天攝取400IU，要

適度日曬使皮膚製造活化形的維生素D3，選擇富含維生素Ｄ的食物

，如：鮭魚、香菇、牛奶等。

　　懷孕第二期時，胎兒正在快速發育，熱量需每天增加300大卡

，如：牛奶1杯240cc和豆魚蛋肉類1兩及水果女生拳頭大1顆。熱量

攝取會依年齡、活動量、個人的健康狀況及體重增加情形做調整。

飲食不外乎多選擇全穀雜糧類及各種顏色的蔬果，補充較豐富的維

生素、礦物質以及膳食纖維。此期為胎兒骨骼發育最重要的時期，

若鈣質攝取不足，會由媽媽的骨骼、牙齒中游離出鈣質，供胎兒成

長所需，因此需多攝取高鈣食物，如：牛奶、豆乾、小魚乾、深綠

色蔬菜、黑芝麻等，每日鈣質建議量為1000毫克。

健
康
小
站

30歲王小姐，懷孕16週，因懷第一胎不清楚飲食該如何攝取前來諮詢...

懷孕是許多女性的一段奇妙旅程，孕媽咪在迎接新生命到來的期間，媽媽及胎兒

的營養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懷孕期分為三期：第一期（未滿17週）、第二期

（17-未滿29週）、第三期（29週以後）。孕期體重應依孕前體重做適當調整，

一般建議增加10-14公斤為宜，注意體重增加的速度，懷孕期間不適合減重。

孕媽咪飲食如何吃
　　懷孕第三期最重要的為鐵質，母體因生理變化增加血液體積，在分娩中大量失血造成鐵質流失；

且胎兒體內會先貯存6個月的鐵質，因此需增加鐵質攝取，每日建議量為45毫克，可多選擇肝臟、紅

肉、深綠色蔬菜等，建議可和富含維生素Ｃ的食物一起攝取，有助鐵質吸收；而鈣質及鐵質會互相競

爭吸收，因此高鈣及高鐵食物進食時間應錯開；而茶葉及咖啡的單寧酸會阻礙鐵質吸收，需減少飲用

。若鐵嚴重攝取不足時，也可經醫師評估後，適時補充鐵劑。

　　除了平日飲食外，許多孕媽咪很關心還有什麼營養品可以幫助胎兒發育，或有什麼食物禁忌。

　　研究顯示適量補充DHA可幫助胎兒腦部發展，但尚未有足夠的證據建議孕婦需每天

補充，美國孕婦協會建議，孕婦每日的DHA建議量為300毫克，可由魚類攝取獲得，魚

類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及蛋白質，食藥署建議孕婦可每周攝取7-9份的魚類，但若

攝取旗魚、鮪魚、油魚等較大型掠奪性魚類，可能蓄積較多的甲基汞，影響胎兒的神經

發展，每週建議量不得超過2份（70公克）。

　　許多人習慣每天一杯咖啡，其中咖啡因較具刺激性，會引起心悸、頻尿等問題，美

國婦產科醫學會建議孕婦每日的咖啡因攝取應少於200毫克，相當於1杯150cc手沖咖啡

，因此巧克力、茶、咖啡等應適量飲用。

　　懷孕期間是否可飲酒，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安全建議，因需考量媽媽本身的遺傳基因

、酒精的代謝力、胎兒本身的敏感性及喝酒的模式等多項因素，因此許多國家皆建議懷

孕期間仍應避免喝酒，降低胎兒生長發育缺陷的相關風險。

   在中醫的論點，麻油會刺激子宮收縮，若孕期不穩定者較不建議食用，麻油在中醫上

性屬溫熱，因此有人建議體質偏寒的孕婦可進食少許，但尚未有確切的研究證實，且通

常麻油料理往往會加酒一起烹調，因此含酒的麻油料理仍須避免。

    中醫的觀點中吃薏仁易「滑胎」，《本草求真》：「有孕婦女，不宜妄用，以性專下

泄也。」因此將薏仁列為孕婦禁忌食物，相關研究並不多，只有動物實驗發現給予懷孕

的大鼠進食薏仁種子萃取物後，增加母體的子宮收縮及胎兒的致畸胎性。因此懷孕期間

仍建議避免薏仁的攝取。

     懷孕期建議避免不新鮮或未煮熟的海鮮、雞蛋和肉類等，因可能會遭受李斯特菌或弓

形蟲的感染，孕婦感染李斯特菌的可能性極高，會引起輕微流感的症狀，嚴重時恐導致

流產、死產或早產。

　　懷孕期為媽媽們最重要的時刻，一人吃兩人補，若吃錯可能導致媽媽體重增加太多，或影響胎兒發

育，除良好的均衡飲食外，需多以新鮮食物為主，少加工品、油炸物及含糖飲料，且務必定期產檢了解

胎兒生長發育情形。多做適當的運動，如：伸展操、瑜珈、散步等，不僅有益身體健康更能幫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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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平日飲食外，許多孕媽咪很關心還有什麼營養品可以幫助胎兒發育，或有什麼食物禁忌。

　　研究顯示適量補充DHA可幫助胎兒腦部發展，但尚未有足夠的證據建議孕婦需每天

補充，美國孕婦協會建議，孕婦每日的DHA建議量為300毫克，可由魚類攝取獲得，魚

類含有豐富的不飽和脂肪酸及蛋白質，食藥署建議孕婦可每周攝取7-9份的魚類，但若

攝取旗魚、鮪魚、油魚等較大型掠奪性魚類，可能蓄積較多的甲基汞，影響胎兒的神經

發展，每週建議量不得超過2份（70公克）。

　　許多人習慣每天一杯咖啡，其中咖啡因較具刺激性，會引起心悸、頻尿等問題，美

國婦產科醫學會建議孕婦每日的咖啡因攝取應少於200毫克，相當於1杯150cc手沖咖啡

，因此巧克力、茶、咖啡等應適量飲用。

　　懷孕期間是否可飲酒，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安全建議，因需考量媽媽本身的遺傳基因

、酒精的代謝力、胎兒本身的敏感性及喝酒的模式等多項因素，因此許多國家皆建議懷

孕期間仍應避免喝酒，降低胎兒生長發育缺陷的相關風險。

   在中醫的論點，麻油會刺激子宮收縮，若孕期不穩定者較不建議食用，麻油在中醫上

性屬溫熱，因此有人建議體質偏寒的孕婦可進食少許，但尚未有確切的研究證實，且通

常麻油料理往往會加酒一起烹調，因此含酒的麻油料理仍須避免。

    中醫的觀點中吃薏仁易「滑胎」，《本草求真》：「有孕婦女，不宜妄用，以性專下

泄也。」因此將薏仁列為孕婦禁忌食物，相關研究並不多，只有動物實驗發現給予懷孕

的大鼠進食薏仁種子萃取物後，增加母體的子宮收縮及胎兒的致畸胎性。因此懷孕期間

仍建議避免薏仁的攝取。

     懷孕期建議避免不新鮮或未煮熟的海鮮、雞蛋和肉類等，因可能會遭受李斯特菌或弓

形蟲的感染，孕婦感染李斯特菌的可能性極高，會引起輕微流感的症狀，嚴重時恐導致

流產、死產或早產。

　　懷孕期為媽媽們最重要的時刻，一人吃兩人補，若吃錯可能導致媽媽體重增加太多，或影響胎兒發

育，除良好的均衡飲食外，需多以新鮮食物為主，少加工品、油炸物及含糖飲料，且務必定期產檢了解

胎兒生長發育情形。多做適當的運動，如：伸展操、瑜珈、散步等，不僅有益身體健康更能幫助生產。

魚油

咖啡因

酒精

麻油

薏仁

生食

參考資料：
1.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孕產期營養：2018。
2.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第七版
3.Christine DG, Charles JL, Vanessa A B, Nutrition in pregnancy. Up to date. Apr 05, 2017
4.The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 Moderate Caffeine Consumption During Pregnancy. Number 462, August 2010.
5.Tzeng HP1, Chiang W, Ueng TH, et al. The abortifacient effects from the seeds of Coix lachryma-jobi L. var. ma-yuen Stapf. J Toxicol 
   Environ Health A. 2005 Sep;68(17-18):1557-65.
6. 黃宮繡。本草求真。鼎文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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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懷孕的妳，該怎麼做才能早日當媽媽呢？現代女性在學歷與職場上打拼，其實能在25-29歲之
前完成生育者真的不多，晚婚晚育的情形頗常見，一不注意可能就會陷入難孕的危機，醫學上建議兩
種情況下該考慮尋求不孕症治療：一是小於35歲但正常性生活1年都沒有懷孕；二是大於35歲但正常
性生活半年沒有懷孕。兩者皆需及早發現問題，及早處理，才能把握懷孕黃金期。

不孕原因百百種，找出病因先治療再懷孕

（一）女性不孕原因
　　對於卵巢早衰的患者，可以抽血檢查卵巢功能，評估早衰程度，並利用婦科超音波檢查子宮卵巢
是否有其它病灶。卵巢早衰不嚴重的患者，可藉助排卵藥物治療後，恢復規則排卵而自然懷孕。至於
患有巧克力囊腫、肌腺症或肌瘤等較嚴重的患者，可在計畫懷孕前先進行手術處理或藥物治療，給胚
胎一個正常的著床環境，自然能提高成功率。

　　多囊性卵巢症患者，建議先進行抽血檢查生殖內分泌狀態是否異常，並且給予排卵藥或注射排卵
針幫助患者排卵，必要時會搭配抗胰島素抗性的藥物協助治療。患者須配合多運動、地中海型飲食，
過胖的話最好能減重，即使只減一些，對備孕也是有助益的。

　　月經不規則的女性，也可以找婦產科了解原因，就算沒有要立即懷孕，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也是
應該的，值得善待自己。

台灣女性生第一胎的年齡自民國101年就已突破30大關。國健署統計發現，25至29歲是女性

黃金生育期，生出健康寶寶的機會最大，寶寶體重過輕的比例最低，一旦步入30歲，寶寶體

重過輕風險將大增。超過35歲才生的話，隨年齡增加，胎兒出現染色體異常或先天缺陷的機

率也越高。所以生小孩這件事，真的是早一點規劃比較好。

（二） 男性不孕原因
　　如果是男方有精子品質不佳的狀況，例如：數量不足、活動力差、形態
不良等。建議男性應改善作息、多運動、遠離菸酒、避免熬夜應酬，保持生
活規律，大約2-3個月後即可改善精子的品質。其次，對於造精有助益的食
物及維他命可適量攝取，如：維生素C、D、E、鋅、錳、精胺酸、麩胺酸、
葉酸，及高蛋白的飲食等。

　　此外，男性陰部靜脈曲張嚴重時可能會影響精子的品質及數量，需要手
術處理。少數先天缺乏輸精管的男性患者，精液中無精子，屬於阻塞性的無
精症。這類狀況就需要借助睪丸切片及人工副睪取精術，取得精子之後，再
以顯微注射術讓精蟲與太太的卵子體外受精，一樣有機會成功懷孕。
 
35歲以上高齡，想懷孕要更積極

　　有鑑於35歲以上婦女黃金生育年齡已過，如果婚後保有規律的性生活
未避孕，持續半年仍無法受孕，建議該積極尋求不孕症門診檢查並做人工生
殖治療。通常此類患者越早治療，效果也越佳。

第一招：掌握排卵期，積極做人

　　運用排卵試紙再搭配基礎體溫表來預測排卵日。也就是說以基礎體溫表
推估最低溫的前一日，另一方面則搭配排卵試紙檢驗LH濃度上升，如此可
提高預測排卵日的精確度，把握當天嘗試自然受孕。不過預測的準確度仍會
因個人體質的不同而有差異。

第二招：陰道超音波測卵泡大小評估最佳排卵時間

　　配合月經週期，到醫院做陰道超音波測量卵泡大小評估成熟度，再配合
注射破卵針，即可預測36小時之後排卵，再進行自然受孕或人工生殖。

第三招：忙碌假日夫妻怎麼鵲橋會？

　　有很多現代夫妻雙方都忙於事業，因此錯過黃金生育期而來看不孕症門
診，好不容易照陰道超音波發現就快要排卵了，建議可以注射破卵針，但當
醫師建議夫妻可同房時，卻發現先生要出差無法配合。
　　這種忙碌假日夫妻越來越多，即使太太有測到排卵，可惜先生不能配合
，功虧一簣。所以如果真有計畫想盡快懷孕，夫妻雙方達成共識接受人工生
殖的幫助，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做法。

第四招：避免環境污染毒害，保持卵巢青春

　　須避免食用過度加工的食品，盡量選擇天然有機的食物，不過度調味的
烹飪、避免長期使用及接觸塑膠容器、不吸菸、減少吸入髒空氣或是揮發性
氣體，這些都是備孕男女需要特別注意的生活習慣，才能生生不息。

第五招 : 凍卵，保留生機

　　一般來說，卵子品質隨年齡增高而下降。40歲以後卵子品質下降更明
顯，染色體異常機率更高達3成。年過30歲未婚暫無對象，或是已婚因家庭
因素無法在短期內懷孕生子，可以考慮將卵子取出“凍齡”在較年輕階段，
凍卵保住生機，等待將來結婚或計劃生育時解凍使用。

　　生育不是每個女性的必選學分，但如果妳想生育的話，就必須了解生育
黃金期是只會隨年齡增長往下走的，而且錯過了難追回，故欲把握生機，
就必須把握光陰，盡可能及早規劃生育目標，即使難以受孕，也不需排斥
藉助人工生殖科技的醫療幫忙，攜手積極同行，如此一定有機會懷上健康
寶寶的喔！

育齡婦女
如何拼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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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男性不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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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規律，大約2-3個月後即可改善精子的品質。其次，對於造精有助益的食
物及維他命可適量攝取，如：維生素C、D、E、鋅、錳、精胺酸、麩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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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避孕，持續半年仍無法受孕，建議該積極尋求不孕症門診檢查並做人工生
殖治療。通常此類患者越早治療，效果也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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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月經週期，到醫院做陰道超音波測量卵泡大小評估成熟度，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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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
逐步爬升的婦癌 文 / 簡再彥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任級醫師

　　有好些的危險因子會發展成子宮內膜癌，最

主要的是直接或間接造成過量的雌激素，其中肥

胖是最常造成體內過量雌激素的生成，因為過多

的脂肪可轉換成雌激素，另外不排卵的月經週

期或太早初經及太晚停經，都會讓體內處在過

多雌激素的狀態。環境因素如攝取高動物性脂

肪食物，及已開發國家有較高的肥胖率及低生

育率。長期以單一雌激素治療停經症候群也是

潛在刺激的因素，不過，現在都改給綜合雌激

素和對抗它的黃體素使用可大大降低風險。年

紀較老也是一個因素，大約80%的子宮內膜癌

是在停經後大約55歲時被診斷出來，而高峰期

是在70歲，小於40歲者只佔5%以下，另家族史

帶有基因突變者或患有糖尿病、高血壓者，乳

癌患者長期服用抗乳癌藥物Tamoxifen會增加

2-3倍的風險，因而須定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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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癌現今已成為婦科癌症中最

常見的癌症，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它的危險因子主要是肥胖和高齡，

只要這兩者更盛行，它的發生率就隨

著明顯增加，可慶幸的是患者會因陰

道出血尋求就醫，再經過子宮內膜的

切片或診斷性擴刮術能很快被診斷出

來，因而大部分患者的病灶都只侷限

在子宮本體，而未擴散到其他部位，

也就是在早期階段，單獨以手術就能

治癒。

　　一般而言大約有3/4的患者是在早期立即發現不規則出血，就醫被診斷出來，如在未

停經前有延長、過量的月經或經期外的出血都要提高警覺，在接近停經年齡(50歲左右)正

常情況下月經量通常是越來越少，間隔也越來越長，而已停經後的出血有5%-10%的機率

被診斷為子宮內膜癌，而70歲以後的出血更提高到50%，在年老的婦女出現不正常的陰道

分泌物，也要就醫檢查，如果在早期沒被診斷出來而進入晚期，就會有因子宮變大或轉移

到子宮以外的地方，造成骨盆腔壓迫感、疼痛及腹部脹大。確定的診斷是靠子宮內膜切片

(可在診間做)或是在靜脈給藥全身麻醉下施行子宮內膜診斷性擴刮術，取得組織做病理的

確認診斷，在這之前，會先做陰道超音波檢查測量子宮內膜的厚度和子宮腔內的狀況，而

要透過子宮頸抹片檢查來發現子宮內膜癌是不佳的。

　　子宮內膜癌的治療主要是手術，包括切除子宮、兩側輸卵管卵巢切除及進行分期步驟

，如果已經擴散到子宮以外的骨盆腔、腹腔等地方，就儘量把腫瘤切除乾淨到無殘留病灶

。手術後如果病灶只侷限在子宮，就依據是否具有影響預後的危險因子來決定要不要給予

輔助性的放射線或化學藥物的治療，至於病灶已擴散到骨盆腔、腹腔內，不管有無切除乾

淨，都須要給予綜合放射線和化學藥物治療。如果子宮內膜癌發生在年紀輕而且想要保留

生育者，是可以考慮荷爾蒙療法，但必須符合一些條件方可使用，包括它是屬於細胞分化

很好的子宮內膜細胞型，也就是第一類型，從核磁共振或陰道超音波很清楚顯示沒有肌肉

層的侵犯及影像檢查沒有發現其他部位的轉移，但是一旦完成生育或是荷爾蒙療法無效時

，還是要手術。至於免疫療法，通常是病灶已擴散轉移或復發，以及所有化療都無效的情

況下使用，現階段成效還不理想，有待不久的將來研發更有效的新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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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些的危險因子會發展成子宮內膜癌，最

主要的是直接或間接造成過量的雌激素，其中肥

胖是最常造成體內過量雌激素的生成，因為過多

的脂肪可轉換成雌激素，另外不排卵的月經週

期或太早初經及太晚停經，都會讓體內處在過

多雌激素的狀態。環境因素如攝取高動物性脂

肪食物，及已開發國家有較高的肥胖率及低生

育率。長期以單一雌激素治療停經症候群也是

潛在刺激的因素，不過，現在都改給綜合雌激

素和對抗它的黃體素使用可大大降低風險。年

紀較老也是一個因素，大約80%的子宮內膜癌

是在停經後大約55歲時被診斷出來，而高峰期

是在70歲，小於40歲者只佔5%以下，另家族史

帶有基因突變者或患有糖尿病、高血壓者，乳

癌患者長期服用抗乳癌藥物Tamoxifen會增加

2-3倍的風險，因而須定期追蹤。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醫
學
報
導 

　　一般而言大約有3/4的患者是在早期立即發現不規則出血，就醫被診斷出來，如在未

停經前有延長、過量的月經或經期外的出血都要提高警覺，在接近停經年齡(50歲左右)正

常情況下月經量通常是越來越少，間隔也越來越長，而已停經後的出血有5%-10%的機率

被診斷為子宮內膜癌，而70歲以後的出血更提高到50%，在年老的婦女出現不正常的陰道

分泌物，也要就醫檢查，如果在早期沒被診斷出來而進入晚期，就會有因子宮變大或轉移

到子宮以外的地方，造成骨盆腔壓迫感、疼痛及腹部脹大。確定的診斷是靠子宮內膜切片

(可在診間做)或是在靜脈給藥全身麻醉下施行子宮內膜診斷性擴刮術，取得組織做病理的

確認診斷，在這之前，會先做陰道超音波檢查測量子宮內膜的厚度和子宮腔內的狀況，而

要透過子宮頸抹片檢查來發現子宮內膜癌是不佳的。

　　子宮內膜癌的治療主要是手術，包括切除子宮、兩側輸卵管卵巢切除及進行分期步驟

，如果已經擴散到子宮以外的骨盆腔、腹腔等地方，就儘量把腫瘤切除乾淨到無殘留病灶

。手術後如果病灶只侷限在子宮，就依據是否具有影響預後的危險因子來決定要不要給予

輔助性的放射線或化學藥物的治療，至於病灶已擴散到骨盆腔、腹腔內，不管有無切除乾

淨，都須要給予綜合放射線和化學藥物治療。如果子宮內膜癌發生在年紀輕而且想要保留

生育者，是可以考慮荷爾蒙療法，但必須符合一些條件方可使用，包括它是屬於細胞分化

很好的子宮內膜細胞型，也就是第一類型，從核磁共振或陰道超音波很清楚顯示沒有肌肉

層的侵犯及影像檢查沒有發現其他部位的轉移，但是一旦完成生育或是荷爾蒙療法無效時

，還是要手術。至於免疫療法，通常是病灶已擴散轉移或復發，以及所有化療都無效的情

況下使用，現階段成效還不理想，有待不久的將來研發更有效的新藥物。

第一類型

多半發生在停經前及接近停經前

後，屬於子宮內膜腺細胞且仰賴

於雌激素，表現及進展緩慢，預

後良好。

第二類型

通常發生在停經後，與雌激素無

關，屬於非子宮內膜腺細胞，具

有高度侵犯性且預後不好。

子宮內膜癌一般分為兩類型：



　　另一位48歲林小姐單身未婚，近兩個月開始出現下

腹部腫脹，她前往國泰綜合醫院腸胃科檢查，發現她有

大量腹水，並且有卵巢腫瘤，高度懷疑是卵巢癌。腸胃

科醫師將她轉診給婦產科黃家彥醫師，黃醫師判斷林小

姐必須接受手術。林小姐詢問黃醫師，是否可能進行內

視鏡微創手術，黃醫師認為，林小姐的病情不適合接受

內視鏡微創手術，必須接受剖腹手術。手術時黃醫師切

除卵巢腫瘤，同步進行冷凍切片檢查，經由病理科醫師

確認為卵巢癌。術後林小姐恢復情形良好。最後病理報

告確認為第三C期的卵巢癌，林小姐後續接受了6次化學

治療，目前恢復良好，接受定期門診追蹤中。

何謂「內視鏡微創手術」?
　　內視鏡微創手術是利用腹腔鏡或是達文西機器手臂

系統進行手術。有別於傳統剖腹手術，內視鏡微創手術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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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歲陳女士，於10年前停經。近一兩個月開始出現停經後陰道出血，

她先行前往住家附近的婦產科診所進行檢查，醫師幫陳女士檢查超音

波，發現她的子宮內膜厚度達1公分，於是建議陳女士前往大醫院就診。

經國泰綜合醫院黃家彥醫師幫陳女士進行子宮內膜切片，病理報告呈現惡

性，即所謂的子宮內膜癌。經過電腦斷層及核磁共振檢查後，判斷為早期子宮

內膜癌。黃醫師幫陳女士進行內視鏡微創手術，所幸術後的病理報告確認為第一期(

早期)的子宮內膜癌。陳女士術後恢復良好，接受定期門診追蹤中。

文 / 黃家彥
國泰綜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內視鏡婦癌手術
有所為 有所不為

是利用3到4個1公分以下小傷口進行手術(圖一)。

「內視鏡微創手術」有何優勢?
　　內視鏡手術具有傷口小，出血量少，恢復快，住院天數短的優勢，而且手術視野會放大

，手術醫師可以將病灶看得更清楚。

婦癌手術適合「內視鏡微創手術」嗎?
　　並不是所有的婦癌手術都適用「內視鏡微創手術」，必須經由專業的婦癌科醫師判斷。

目前一般適合的情形為

1.早期子宮內膜癌

2.早期卵巢癌

　　晚期的子宮內膜癌與卵巢癌因為有癌細胞藉由腹腔鏡手術而擴散的疑慮，目前婦癌相關

治療共識皆不贊成採行腹腔鏡手術。至於子宮頸癌部分，根據新英格蘭雜誌(NEJM)2018年

11月的一篇論文指出，微創內視鏡子宮頸癌手術，較傳統開腹手術，病患4.5年的存活率會

降低10％(微創內視鏡子宮頸癌手術86.0%，傳統開腹手術96.5%)；目前一般認為，2公分以

下的腫瘤，術前影像檢查未有淋巴轉移的子宮頸癌患者，才適合採微創內視鏡手術。

圖一



　　另一位48歲林小姐單身未婚，近兩個月開始出現下

腹部腫脹，她前往國泰綜合醫院腸胃科檢查，發現她有

大量腹水，並且有卵巢腫瘤，高度懷疑是卵巢癌。腸胃

科醫師將她轉診給婦產科黃家彥醫師，黃醫師判斷林小

姐必須接受手術。林小姐詢問黃醫師，是否可能進行內

視鏡微創手術，黃醫師認為，林小姐的病情不適合接受

內視鏡微創手術，必須接受剖腹手術。手術時黃醫師切

除卵巢腫瘤，同步進行冷凍切片檢查，經由病理科醫師

確認為卵巢癌。術後林小姐恢復情形良好。最後病理報

告確認為第三C期的卵巢癌，林小姐後續接受了6次化學

治療，目前恢復良好，接受定期門診追蹤中。

何謂「內視鏡微創手術」?
　　內視鏡微創手術是利用腹腔鏡或是達文西機器手臂

系統進行手術。有別於傳統剖腹手術，內視鏡微創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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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3到4個1公分以下小傷口進行手術(圖一)。

「內視鏡微創手術」有何優勢?
　　內視鏡手術具有傷口小，出血量少，恢復快，住院天數短的優勢，而且手術視野會放大

，手術醫師可以將病灶看得更清楚。

婦癌手術適合「內視鏡微創手術」嗎?
　　並不是所有的婦癌手術都適用「內視鏡微創手術」，必須經由專業的婦癌科醫師判斷。

目前一般適合的情形為

1.早期子宮內膜癌

2.早期卵巢癌

　　晚期的子宮內膜癌與卵巢癌因為有癌細胞藉由腹腔鏡手術而擴散的疑慮，目前婦癌相關

治療共識皆不贊成採行腹腔鏡手術。至於子宮頸癌部分，根據新英格蘭雜誌(NEJM)2018年

11月的一篇論文指出，微創內視鏡子宮頸癌手術，較傳統開腹手術，病患4.5年的存活率會

降低10％(微創內視鏡子宮頸癌手術86.0%，傳統開腹手術96.5%)；目前一般認為，2公分以

下的腫瘤，術前影像檢查未有淋巴轉移的子宮頸癌患者，才適合採微創內視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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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丁小姐近來因頸部硬硬的，不

久發現頸部有凸出物且觸摸感覺有

硬塊，趕緊求醫，經診斷是子宮內

膜癌復發轉移至頸部淋巴。丁小姐

是子宮內膜癌第二型亮細胞癌病人

，雖經手術治療診斷為第一期高復

發風險病人，術後接受放射線治療

，仍於術後一年半復發。因是屬於

MSI-H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建議她施打化療加免疫治療，目

前病情控制中，頸部腫療從原來的5

公分縮小至2公分。

　　免疫治療可說是目前最夯的治療。免疫治療分為兩

種，一種是免疫藥物療法，另一種是免疫細胞療法。免

疫藥物療法是使用藥物免疫查核點抑制劑，讓被抑制的

免疫細胞重新啟動，活化免疫細胞，進而殺死癌細胞。

癌症腫瘤組織通常會表現PD-1並與人類的免疫細胞淋巴

球表面接受體PD-L1結合，阻止正常的免疫細胞發揮功

能。最常用的免疫藥物該屬抗PD-1或抗PD-L1或抗

CTLA4藥物。2018年8月1日已經在台灣上市的第二代免

疫治療藥物，適應症範圍更廣，例如對黑色素瘤和非小

細胞肺癌都有不錯的療效。

　　衛福部健保署2月21日公布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nivolumab、pembrolizumab、atezolizumab等3種免疫藥

物納入治療8種癌症，因經費有限，今年只限800名額。

包括黑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典型何杰金氏淋巴癌、

泌尿道上皮癌、頭頸部鱗狀細胞癌、腎細胞癌、肝癌、

胃癌等8種癌症病人，需符合健保署三項標準：一、肝

、腎、心肺功能、體能等符合標準。二、化療、標靶治

療都無效，無藥可用的病人。三、生物標記符合數值。

即檢測PD-L1。PD-L1免疫蛋白表現量需達健保署公布數

值，這也是三種標準中最關鍵的一項。PD-L1達50％以

婦癌在放療、化療治療外的另一選擇
免疫治療

上，採用免疫療法的成功率在五成以上。目前婦科癌症用於免疫

治療還屬臨床試驗階段。初步臨床試驗顯示復發性子宮頸癌臨床

反應率(腫瘤體積縮小至少50%)大約20%。針對MSI-H復發性子宮

內膜癌約20-38%。卵巢癌單獨使用免疫療法的效果並不好，若針

對鉑類敏感復發性卵巢癌合併使用BRCA基因變異的標靶藥物，臨

床反應率最高可提升至72%。

　　另一種是免疫細胞療法。衛福部於2018年9月，通過特管法，

開放6項細胞治療技術，其中又以癌症治療備受注目，因為統計至

2017年，癌症已連36年居國人十大死因榜首。免疫細胞療法近年

來已成為癌症治療的新顯學，近10年內，已有三座諾貝爾獎頒發

給對免疫細胞有卓越貢獻的科學家。目前開放的癌症免疫細胞治

療項目包含：CIK、NK、DC、DC-CIK、TILs、gamma-deltaT，這幾

種細胞療法的共通特性是，因為不涉及基因改造、不改變細胞原

有的生物特性，因此安全性高。適用對象包括：經標準治療無效

的癌症實體癌1-3期病人與實體癌第4期末期病人，僅適用自體免

疫細胞治療。原理是把自體的免疫細胞在體外培養，活化免疫細

胞後在回輸體內對抗癌細胞。

　　免疫細胞攻擊癌細胞的過程，又稱為細胞毒殺能力，免疫細

胞療法就是利用強化自體的免疫細胞的這項能力來殺死癌細胞。

製造過程是將患者血液內自體分離出的免疫細胞，再以特定細胞

或激素進行培養及活化，並放大活化細胞數量，最後再將這批免

疫大軍注射回體內，當具有細胞毒殺能力的免疫細胞遇到癌細胞

時，就能透過細胞膜破裂之方式殺死癌細胞。目前衛福部已陸續

核准醫院申請免疫細胞治療。相信未來癌症的治療將會有革命性

的進展，不再以手術、化療、放療為主的治療，免疫療法的加入

勢必讓癌症治療露出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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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治療可說是目前最夯的治療。免疫治療分為兩

種，一種是免疫藥物療法，另一種是免疫細胞療法。免

疫藥物療法是使用藥物免疫查核點抑制劑，讓被抑制的

免疫細胞重新啟動，活化免疫細胞，進而殺死癌細胞。

癌症腫瘤組織通常會表現PD-1並與人類的免疫細胞淋巴

球表面接受體PD-L1結合，阻止正常的免疫細胞發揮功

能。最常用的免疫藥物該屬抗PD-1或抗PD-L1或抗

CTLA4藥物。2018年8月1日已經在台灣上市的第二代免

疫治療藥物，適應症範圍更廣，例如對黑色素瘤和非小

細胞肺癌都有不錯的療效。

　　衛福部健保署2月21日公布將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nivolumab、pembrolizumab、atezolizumab等3種免疫藥

物納入治療8種癌症，因經費有限，今年只限800名額。

包括黑色素瘤、非小細胞肺癌、典型何杰金氏淋巴癌、

泌尿道上皮癌、頭頸部鱗狀細胞癌、腎細胞癌、肝癌、

胃癌等8種癌症病人，需符合健保署三項標準：一、肝

、腎、心肺功能、體能等符合標準。二、化療、標靶治

療都無效，無藥可用的病人。三、生物標記符合數值。

即檢測PD-L1。PD-L1免疫蛋白表現量需達健保署公布數

值，這也是三種標準中最關鍵的一項。PD-L1達50％以

上，採用免疫療法的成功率在五成以上。目前婦科癌症用於免疫

治療還屬臨床試驗階段。初步臨床試驗顯示復發性子宮頸癌臨床

反應率(腫瘤體積縮小至少50%)大約20%。針對MSI-H復發性子宮

內膜癌約20-38%。卵巢癌單獨使用免疫療法的效果並不好，若針

對鉑類敏感復發性卵巢癌合併使用BRCA基因變異的標靶藥物，臨

床反應率最高可提升至72%。

　　另一種是免疫細胞療法。衛福部於2018年9月，通過特管法，

開放6項細胞治療技術，其中又以癌症治療備受注目，因為統計至

2017年，癌症已連36年居國人十大死因榜首。免疫細胞療法近年

來已成為癌症治療的新顯學，近10年內，已有三座諾貝爾獎頒發

給對免疫細胞有卓越貢獻的科學家。目前開放的癌症免疫細胞治

療項目包含：CIK、NK、DC、DC-CIK、TILs、gamma-deltaT，這幾

種細胞療法的共通特性是，因為不涉及基因改造、不改變細胞原

有的生物特性，因此安全性高。適用對象包括：經標準治療無效

的癌症實體癌1-3期病人與實體癌第4期末期病人，僅適用自體免

疫細胞治療。原理是把自體的免疫細胞在體外培養，活化免疫細

胞後在回輸體內對抗癌細胞。

　　免疫細胞攻擊癌細胞的過程，又稱為細胞毒殺能力，免疫細

胞療法就是利用強化自體的免疫細胞的這項能力來殺死癌細胞。

製造過程是將患者血液內自體分離出的免疫細胞，再以特定細胞

或激素進行培養及活化，並放大活化細胞數量，最後再將這批免

疫大軍注射回體內，當具有細胞毒殺能力的免疫細胞遇到癌細胞

時，就能透過細胞膜破裂之方式殺死癌細胞。目前衛福部已陸續

核准醫院申請免疫細胞治療。相信未來癌症的治療將會有革命性

的進展，不再以手術、化療、放療為主的治療，免疫療法的加入

勢必讓癌症治療露出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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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柯文欽
國泰綜合醫院心血管中心心臟電生理學科主任

高密度立體定位電氣燒灼術

　　一般的立體定位導管以單一電極的移動來紀錄心內膜電位，而高

密度立體定位是運用磁場電阻與高運算電腦，以一組前端有二十個一

毫米電極的定位導管，同時來紀錄心內膜電位，可更精確的定位出心

臟內膜電位變化，以找出不正常放電病灶與不正常的電氣迴路，用於

心房頻脈、心房撲動顫動與心室頻脈等複雜之心律不整電燒術，可提

高成功率與縮短定位時間，惟因屬新科技目前健保尚未給付。

經導管左心耳封堵術

　　心房顫動是臨床上最常見持續性的心律不整。心房顫動時因心房

無法有效收縮，導致心房內血液貯滯而凝結形成血塊，血塊脫落隨血

液流動而造成栓塞。心房顫動病人發生中風的機會是一般人的5倍，

因此大部分的病人需要長期服用抗凝血劑來預防中風。但是有些患者

因為出血問題，或其他原因無法長期使用抗凝血劑治療，或是使用抗

凝血劑治療時仍然發生中風或栓塞，此時可以用經導管左心耳閉合術

來治療。因為百分之九十的血塊是在左心耳形成的，將左心耳封堵可

以有效降低中風機會，或是減少抗凝血劑用量。做法是經由病人股靜

脈以導管將封堵器從右心房送至左心房，再將封堵器植入左心耳。封

堵器就像塞子塞住左心耳入口，避免血液停留阻滯於左心耳而產生血

塊。本項治療目前有健保給付。

護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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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左肺靜脈與心房高密度3D立體
          定位圖

▲圖二 左心耳封堵器

心律不整的治療，除了治療心臟本身器質性的病變

，如心肌缺氧、心臟衰竭、瓣膜異常等之外，對心

跳太快者可用「經導管電氣燒灼術」治療；對心跳

太慢者可植入「心臟節律器」治療；對心室頻脈顫

動者可植入「自動除顫器」治療。隨著醫療科技進

步，現在有一些新的治療方法。

心律不整診療
新進展(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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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核磁共振相容型心臟節律器

▲圖四 無導線心臟節律器

▲圖五 全皮下心臟自動去顫器

核磁共振相容型心臟節律器與去顫器

　　裝有傳統的心臟節律器或去顫器的病人是不允許接受核

磁共振檢查，因為核磁共振磁場的能量可能使電極導線發熱

造成心肌損傷，也可能誘發心律不整或使節律器失去作用而

造成危險。但是隨著年齡增長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會

因其他疾病需要接受核磁共振檢查，特別是腦部與脊椎

疾病。核磁共振相容型心臟節律器的電極導線與電池經

過特殊設計，可降低磁場的影響，所以可接一般的核磁

共振檢查。但必須在植入完六星期後才可接受檢查，而

且檢查前需將節律器調整成特定的設定。本項治療目前

除健保給付外需自付差額。

無導線心臟節律器

　　將電池與電極導線合為一體如膠囊狀。由股靜脈以導管

植入右心室中。因為沒有留置於靜脈的導線，也沒有經開刀

置於皮下的電池，所以不會有導線與皮下電池傷口相關的併

發症。適合用於曾發生節律器感染的病人、或有高感染風險

或鎖骨下靜脈阻塞病人。無導線心臟節律器目前只能作用在

右心室，對於需要心房心室同步協調的病人並不適合。無導

線心臟節律器長期植入後無法取出更換，電力耗盡時需再重

新植入，因屬新科技目前健保尚未給付。

全皮下心臟自動去顫器

　　自動去顫器用來治療心室頻脈顫動，阻止猝死的發生。

傳統的心臟自動去顫器需經鎖骨下靜脈，穿入去顫電極導線

並將電極導線固定於右心室。全皮下心臟自動去顫器的電極

導線是植入在胸骨的皮膚下面，不需要將電極導線植入心臟

內，即可去顫治療，無損心臟與血管，可維持心臟與血管的

完整性，所以可避免因在心臟血管內放置電極導線而帶來短

期或長期的併發症。但因為沒有心臟節律器的功能，不適合

用於同時有因心跳慢而需要節律器功能的病人。適合較年輕

病人且需長期使用自動去顫器者、高感染風險病人或是初級

預防者，因屬新科技目前健保尚未給付。

　　隨著醫學與科技進步，心律不整的治療，不論在電氣燒

灼術、心臟節律器與去顫器，以及預防心房顫動血栓的左心

耳封堵術都有不少新進展。針對病情的不同，選擇適合的治

療方法，不僅可以挽救生命避免危險，更可進一步改善生活

品質。



　　我是與台大兒童醫院配合的救護車駕駛，在108年8月23日早上約10：00在兒童加護病房載送一

名5歲的小女孩轉往台大兒童醫院，在此要特別感謝當班的所有醫護同仁的協助，讓轉送非常順利，

其中有一位本身是RT的護理師(查該名護理師為NCU黃麗卿護理師)，非常專業的幫忙設定呼吸器，也

要特別感謝這位護理人員，請一定要表揚及轉達國泰醫院兒童加護病房的同仁。非常謝謝他們。

總
院感

謝函

院務消息
Cathay General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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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院長先生

　　您好！我潘○○是貴院長期門診病患，今年五月初在皮膚門診切片後被診斷出疑似惡性皮膚淋巴癌

，因此安排施行照光治療，所以經常要去皮膚科。這四個月來被皮膚科跟診人員的服務態度所感動，非

常有禮，態度親切，主動協助。這些人包括呂孟萍小姐，楊雪萍小姐，陳暖樺小姐以及黃瓊瑩小姐。特

致函感謝國泰醫院能培養出值得表揚的醫護人員給予應得的鼓勵。
潘○○

　　我的愛妻林○○在台北國泰醫院期間治療子宮頸癌，自105年8月起接受到主治醫生黃家彥醫生、

陳柏如醫生、陳淑怡專案護理師及五東病房李奕儒護理長帶領的護理師團隊細心照料，首期治療如螺

旋導航電腦刀及化學治療都順利完成，恢復健康生活，只是過了1年於106年11月又復發，醫療團隊仍

努力讓妻子在院期間渡過各種難關，但是壞小孩跑到淋巴結及肺部，治療處理上比較棘手，歷經開刀

切除肺腫瘤、接受各種化學治療、螺旋導航電腦刀，雖然功課緊湊還有會考，她和護理師時常一起開

趴慶生，小弟每每嘆為觀止，簡直是在渡假村享受人生，她笑說這是她的人生畢業典禮，當然要快樂

面對，期間出院回家休養時，7月在嘉義家中突發高燒緊急送嘉義某醫院急診，經感染科全力診治，期

間一度病危無法呼吸，但在醫師高超醫術下，穩定妻子病情後用救護車轉診送回台北國泰醫院繼續治

療肺部腫瘤新生組織，最後採用免疫療法最後一搏，惟到了8月醫院建議回嘉義安寧病房慢慢靜待最後

時刻的到來，因為指數一直降不下來，治療應屬無效，在她體能狀況尚佳時，回到暌違2個多月的家宅

，與眾親朋好友好好話別，可以讓她無憾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因此遵照她的意志決定，我們家人

由國泰醫院伴隨救護車轉診到嘉義某醫院安寧病房，豈料進房不到5個小時病情由穩定狀況突然血壓急

轉直下，護理人員以其簽署放棄急救聲明，只能提供嗎啡及鎮靜劑讓她在無痛楚的情況之下離開人世

，家人措手不及本以為可以渡些日子與眾親朋好友話別或看到5月後孫女的到來，我的愛妻驟然而逝，

令家人，親朋好友聞其噩耗都唏噓不捨。

　　非常感謝台北國泰醫院優秀的醫療團隊，讓妻子在治療期間備受關心與妥善的照顧，讓她在每天

清晨一張開眼充滿幸福地說真好又賺到了一天，我元氣十足再跟它拚。我們非常謝謝黃家彥醫師、陳

柏如醫師等，雖然救人本是醫師的責任，但是你們付出的心力已超出一般，時常注意病人的狀況回應

她的需求，我注意到幾乎是有求必應，所以愛妻常說感謝神的憐憫，派遣守護天使看顧我，身體雖有

病痛但是心靈越發感謝神。

　　另外我們想感謝內科加護病房侯蕙昭護理師，40年前愛妻的父親住院曾無私幫助愛妻，40年後愛

妻生病，更給予很多幫忙，讓本人與愛妻深感無以為報，只能藉由隻字片語聊表心意，不然我會愧對

老婆大人。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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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第二季捐款徵信名冊
收入金額
3,000
1,000
1,000
1,000
800
800
200
600
1,100
400
800
1,000
900
900
900
900
900
500
44,000
600
500,000
300
400
300

捐款者
何王清蓮
林英仔
黃靜宜
黃泰河
葉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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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淑玲
潘銘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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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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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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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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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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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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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德興
陳舒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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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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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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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紹敏
陳玫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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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金額
1,000
500
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0,000
1,000
10,000
5,000
5,000
5,000
100,000
100,000
50,000
420,000
120,000
100,000
65,000

捐款專戶
一般捐款

內科加護病房專戶
內科加護病房專戶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一般捐款

醫療設備維護、更新
醫療設備維護、更新
醫療設備維護、更新

心臟血管外科公益捐助學術研究發展基金專戶
心臟血管外科公益捐助學術研究發展基金專戶
心臟血管外科公益捐助學術研究發展基金專戶

捐款者
謝青芬

捐贈物品項目
遠紅外線治療儀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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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教佈告欄衛教佈告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