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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婦產科衛教室 黃敏菁 護理師

53歲婦女曉華近來常因心悸、熱潮紅、

盜汗、情緒低落與家人吵架。隨著時間過去

情況未見改善，家人發現她常躲在無人處哭

泣，甚至懷疑自己得了憂鬱症。至婦產科就

醫，經醫師詢問下發現她有月經不規則及盜

汗的現象，經抽血檢驗發現是更年期作祟。

許多中年婦女在停經前3至5年會出現

情緒暴躁、臉潮紅、失眠等更年期症狀；或

因接受兩側卵巢切除術、癌症的放射療法或

化學治療而提早停經。更年期症狀若適應不

好，恐引發焦慮、憂鬱或其他身心問題。女

性朋友若能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做好自我

的日常生活保養，就能減輕適應不良的情

況，平穩的度過更年期。

典型症狀

更年期的症狀：焦慮、煩躁、失眠、健

忘、頭痛、注意力不集中、熱潮紅與夜間冒

汗、骨質流失、月經不規則、皮膚搔癢、乾

燥、性慾減少、性交疼痛、心悸、胸悶、頻

尿、尿失禁等。

更年期的準備

1.熱潮紅與夜間冒汗：避免熱飲及熱食、辛

辣食物、飲酒、抽煙；室溫保持20℃，空

氣流通；穿棉質衣服，避免高領衣、厚毛

衣。

2.睡眠障礙：睡覺前一小時可泡澡20到30分

鐘，或喝溫牛奶幫助睡眠，不抽煙、不喝

咖啡。

3.頭痛：停經後荷爾蒙濃度穩定情形會改

善，若嚴重頭痛時，應請專科醫師診治。

4.生殖泌尿道症狀：勿憋尿、多喝水2000cc/

天、如廁後由前往後擦拭、穿著棉質透氣

內褲並與其他衣服分開清洗、勿沖洗陰

道，以免破壞陰道酸性環境。

5.尿失禁訓練方法：學習收縮肛門、陰

道、尿道旁的肌肉，利用排尿順暢時，

將小便中斷2~3秒（憋尿），再將小便解

乾淨。如此即可收縮部分骨盆底肌肉。

初步練習時可做10秒，休息5～7秒後再

做，連續3~5次，慢慢增調20~30秒。

6.心悸：避免攝取高油脂飲食，降低心血

管動脈硬化的機會，適當運動、減少肥

胖，即可減少心悸的發生。

7.記憶力減退：利用機會強迫學習，降低

腦部老化現象。

8.情緒不穩：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尋找生活

重心，培養興趣參與公益團體。情緒不

適時，主動找朋友傾訴或尋找支持團體

協助。

更年期的健康保健

1. 體重控制：低脂、多纖、高鈣，避免高

糖、高油，均衡飲食。

2. 規律運動：運動前先做暖身操，預防肌

肉受傷，理想的運動建議每週三次、每

次30分鐘，避免劇烈運動，以免造成身

體不適。

3. 預防骨鬆：多攝取高鈣飲食，避免咖

啡、茶、菸酒，以減緩骨質流失；適當

曬太陽幫助維他命D的活化，促進腸道對

鈣質的吸收。

4. 乳房自我檢查：停經後應每月固定一天

做乳房自我檢查，若發現異常，儘速就

醫。

5. 子宮頸抹片檢查：可以及早發現子宮頸

癌前期病變，及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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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尿，繼續憋尿時可能血壓會升高、臉色

會開始有變化，這是交感神經興奮現象。

骨盆底肌肉此時會處於掙扎的狀態，同時

也必須加強收縮來防止漏尿。

3.	解尿期：膀胱肌肉收縮、尿道放鬆，同時

骨盆底肌肉呈現放鬆狀態，才能讓尿液順

利地排出。此期是副交感神經興奮而交感

神經受抑制的狀態，這些協調的狀態會持

續到尿液排空為止。

4.	過渡期：解尿後膀胱肌肉由收縮逐漸放

鬆，而尿道及骨盆底肌肉會由放鬆狀態逐

漸恢復張力，此時交感及副交感神經的運

作會從解尿期慢慢地過渡到膀胱的填充

期。

常見的下泌尿道及骨盆底功能失調

尿失禁及骨盆器官脫垂已有明確的致

病機轉，在實證醫學上也有較明確的治療基

準。婦女尿失禁的原因主要源自於尿道閉鎖

壓力的不足，目前為止的治療方式是增加尿

道的動態閉鎖壓力。依2016年台灣泌尿科醫

學會制定的婦女尿失禁治療指引，建議婦女

尿失禁的治療首選以保守療法為主，若無效

再選擇進行手術。

骨盆器官脫垂在初期的治療建議也採保

守療法；若無效或脫垂程度嚴重者，才建議做

骨盆底重建手術。重建手術在過去十年曾流行

以人工網膜代替自體的組織來加強骨盆器官的

懸吊和支撐。但美國FDA在2008年開始對人

工網膜所造成的併發症提出警告，到2012年

更建議醫師在使用人工網膜進行骨盆底重建手

更年期泌尿障礙通常與尿失禁、膀胱

過動症及骨盆器官脫垂有關，症狀嚴重的

甚至影響心理健康。國內許多婦產科醫師

在臨床上發現，更年期的情緒障礙常會導

致憂鬱、失眠、倦怠、焦慮、性慾降低、

及情緒高低起伏過大…等。美國前第一夫

人芭芭拉就在回憶錄中寫道：「面臨更年

期時，曾因為泌尿困難患有嚴重的心理障

礙，甚至有過自殺的念頭。」可見，更年

期泌尿障礙是國內外婦女難以避免的問

題，大眾必須認真以對。

下泌尿道系統的運作分工

膀胱與尿道負責尿液的儲存與排泄，

要維持正常的功能需依靠自主神經、周邊

及中樞神經的協調控制，當然也要有完整

的骨盆底的支撐。依照膀胱、尿道、骨盆

底和神經等協調運作的分工，主要分成下

列四個時期，當這四個時期機能發生障礙

時，則可能產生尿失禁、排尿障礙、膀胱

過動症及骨盆器官脫垂。

1.	膀胱填充期：膀胱內的尿量逐漸增多、

膀胱內壓緩慢上升，骨盆底的肌肉張力

也會增加。此時交感神經逐漸興奮，而

副交感神經受到抑制，直到尿量約有

150cc後會感覺到尿液感。此時的膀胱約

在半滿狀態，以台灣婦女身材可儲尿量

平均達300~450cc。

2.	正常有尿急感的儲尿期：到達膀胱最大

容量，此時交感神經呈現興奮狀態，而

副交感神經仍受到抑制，若環境不允許

文/婦產部 劉慧瑩醫師 陳進典醫師、中山醫大 黃國書 副教授

難以啟齒的更年期泌尿障礙
原理與治療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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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時，應明確的告知病人術後可能面臨的風

險。目前醫療社群中尚未共識人工網膜是否

繼續使用在骨盆底的重建手術上，但在台灣

醫療上仍是醫師建議的手術選項之一。

膀胱過動症

目前膀胱過動症仍屬於一個症候群的診

斷名詞，致病機轉待進一步釐清，目前的研

究著重在尿道內皮或黏膜(Urothelium)、膀

胱逼尿肌或自主神經失調等方面。治療方式

亦建議以保守療法為主，包括行為治療、生

理回饋控制訓練、骨盆底肌肉運動和藥物治

療等，除非嘗試過不同的保守療法無效後，

才建議使用肉毒桿菌注射或外科手術療法。

治療膀胱過動所使用的藥物，主要以抗乙烯

膽鹼藥物為主。近5年也有作用在交感神經

第三乙型接受體(Beta 3 agonist)的藥物可供

選擇。一般建議先保守治療三個月，若治療

無效再進一步檢查以找出病因，對症治療。

女性荷爾蒙的治療

尿失禁、膀胱過動症和骨盆器官脫垂，

這三種泌尿的機能障礙，在更年期的婦女有

很高的盛行率。常有病患在問：(1)女性荷爾

蒙在下泌尿道系統扮演何種角色? (2)更年期

婦女使用女性荷爾蒙，是否有助於治療? (3)

若使用女性荷爾蒙來治療時，是該口服或是

局部的塗抹?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的實證醫學資料大

多顯示：女性荷爾蒙可以減少停經後復發

性的尿道炎；對於停經後婦女的生殖泌尿

道系統的萎縮(乾澀、灼熱、刺痛感、性交

痛、急尿、小便疼痛...)可使用局部塗抹的

女性荷爾蒙治療，但並不建議給予口服或

注射性的女性荷爾蒙。對於停經後婦女的

膀胱過動症，若使用藥物治療時，也可合

併使用局部塗抹的女性荷爾蒙，如此會有

加成的效果。而骨盆器官脫垂的治療，在

文獻研究指出：局部塗抹的女性荷爾蒙，

可以增加保守療法的成效。更有學者認

為女性荷爾蒙用在骨盆底重建手術後的病

人，可減少病人術後的尿道感染和術後的

併發症。

總之，更年期泌尿障礙是婦女必須認

真面對的課題，傳統的觀念讓長輩怯步，

有症狀也不敢就醫，因此家人的警覺就非

常重要。若發現家中女性長輩使用廁所過

久或情緒上的異常起伏，一定要先給予心

理上的支持，查明原因及就醫，因為早期

治療一定比後期處理還要來的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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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藥和止痛藥，等到病情嚴重時，整個子

宮的正常組織都已被破壞殆盡，唯一可行的

治療，只剩下切除子宮一途，倘若患者仍有

生育需求，面臨的家庭社會問題更大。

現在治療子宮腺肌症的方法很多，如果

有出現困擾的症狀，真的要積極就醫，而不

是聽聽坊間的說法，說什麼趕快去生小孩就

會好，而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期。以下介紹幾

種保留子宮的治療方式，供大家參考。

1. 口服避孕藥：主要針對輕度的子宮腺肌症

患者，功用是緩解經痛和血崩的症狀，但

是對於重度子宮腺肌症，則是幫助不大。

2. 口服「佑汝」：是一種合成之類固醇荷爾

蒙，具有抗黃體脂酮性質，可治療子宮內

膜異位，抑制卵巢合成雌激素。一般用量

為每週二次，每次服用一顆，一次療程為6

個月。常見副作用有粉刺及油膩、體重增

加、熱潮紅、頭痛等。一般而言，服藥二

到四個月後，85-95% 的患者會達無月經狀

態，平均約停藥18-36天後，便會恢復排卵

及月經週期。

3. 注射「柳普林」：每三個月皮下注射一

針，注射兩劑，療程為六個月。此藥可直

接從腦下垂體抑制性腺刺激素分泌，造成

子宮腺肌症是「子宮內膜異位症」的

一種，子宮內膜跑到卵巢叫做「巧克力囊

腫」；跑到子宮深部時，就叫做「子宮腺

肌症」。

逢月經時，子宮內膜會剝落出血；倘

若在子宮深部的經血排不出來，就會造成

劇烈的經痛。而這些瘀積在裡面的經血，

經年累月堆積在肌肉層裡，就會造成子宮

肥大，逐步的把正常子宮的肌肉纖維破壞

殆盡，造成子宮無法收縮，因而造成經期

血崩。嚴重的患者，每個月都要到急診輸

血和打止痛針。肥大的子宮，也會壓迫膀

胱，造成血尿、壓迫大腸，造成便秘、壓

迫骨盆肌肉，造成漏尿、壓迫輸尿管，造

成腎功能受損。由此可知，子宮腺肌症真

是子宮的慢性殺手，比起子宮肌瘤，危險

性更大。

以往子宮腺肌症的患者沒有像現在這

麼多，主要是現在晚婚或是不生小孩的家

庭比較多。在懷孕的時候，有長達10個月

以上生理期會停止，子宮也能得到充分的

休息機會；所以沒有懷孕過的婦女，產生

子宮腺肌症的機率也比較大。以往子宮腺

肌症的患者，多採用暫時性的治療，例如

文/婦產部 沈煌彬 應宗和 醫師

子宮的隱形殺手  子宮腺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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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停經現象，而達到子宮內膜異位症組織

萎縮的目的。此藥的副作用主要是更年期

症狀，目前健保沒有給付此項藥物。

4. 腹腔鏡手術：針對局部小範圍的子宮腺肌

症，手術可將腺肌症部位做切除，也可同

時進行子宮動脈的結紮，減少將來復發的

機率。因為傷口小，術後恢復的速度也較

快。費用上，腹腔鏡耗材需要自費，例如

止血劑、縫合線、以及傷口擴張器等。但

對於大範圍的子宮腺肌症目前仍不適用，

因為切除面積大，以及子宮肌肉纖維化，

會造成縫合困難。

5. 傳統開腹式手術：針對大範圍的子宮肌

瘤，以及想積極懷孕的患者，可以考慮這

項治療。因為開腹式的方法，醫師可用手

去摸出比較小又難以偵測的腫瘤，也就切

得比較乾淨，縫合的緊實度也會比較有把

握，進而減少將來懷孕時，子宮破裂的危

險性。

6. 海扶刀手術：海扶刀是一種使用超音波穿

透肚皮，將高熱量聚焦在子宮病灶，進而

破壞病灶組織，不需切開皮膚，因而稱為

「無創手術」。治療過程不損傷正常的子

宮組織，消融治療所產生的壞死組織可

被正常組織逐漸吸收，使子宮腺肌瘤變

小，達到減輕或緩解相應症狀。自然少

了手術產生沾黏的疑慮，也少了麻醉的

風險，也不會有縫合過程中產生出血的

疑慮。

7. 蜜蕊娜避孕器：運用在主要治療(傳統手

術、海扶刀、腹腔鏡)之後，放置在子宮

腔裡面，降低子宮腺肌症的復發。每3至

5年更換一次，等到將來準備懷孕的時

候，再將避孕器取出即可。

子宮腺肌症的治療很多種，有時候需

要合併多種治療、有時候單一治療即可。

如果有經痛或是血崩的狀況，務必盡早就

醫，並且和醫師討論適合的治療方式。

箭頭處為子宮腺肌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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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疹與搔癢是懷孕(妊娠)期間很常見的問

題，這些症狀不單單會造成媽咪的困擾，有時甚

至會影響到胎兒！應該謹慎的讓皮膚科醫師評

估，正確的診斷與治療，才能讓各位準媽媽們都

安心待產。

說到懷孕特定皮膚問題，大致上可分為5

種，好發的孕期也有所不同，下列分別針對胎

兒 ”有、無 ”影響來說明：

A.	對胎兒較”無”影響的妊娠皮膚問題

1.妊娠異位性皮疹Atopic eruption of pregnancy (AEP)

‧發生機率：佔所有孕婦皮膚疾患50%。

‧發生時間：通常於第二孕期出現。

‧臨床表現：分兩型。大部分為濕疹樣(Eczematous type)，少

部分為結節性癢疹樣(Papular type)。主要分布於臉、脖子、

四肢屈側，部分嚴重者也會於軀幹上，與異位性皮膚炎好發位置相同。

‧治療：外用藥物合併保溼乳液治療效果很好，嚴重者可使用UVB紫外光照光治療。

‧研究發現，在AEP患者中，有20%病人在懷孕前就有異位性皮膚炎，懷孕後症狀更惡化。

其餘80%的病人懷孕前並非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在懷孕過程中出現症狀，產後會復原。

‧下次懷孕可能會再次復發。

2.妊娠多形疹Polymorphic eruption of pregnancy

‧也稱作妊娠搔癢性蕁麻疹樣丘疹及斑塊(PUPPP)。

‧發生機率：多發於初產婦，發生率0.3%~0.7%。研究顯示多

胞胎或胎兒較重也屬高危險群。

‧發生時間：通常於第三孕期才出現，但少數也在第一孕期就

出現。平均持續6週，最癢的時間不超過1週。多於產後幾天

內便會緩解。

‧臨床表現：非常癢及很多樣性的皮疹。最常見是具癢感之蕁麻疹樣丘疹，也有環狀、小水

泡樣。多於腹部開始出現，會延著妊娠紋長出，但不會侵犯到到肚臍周圍，嚴重時會往臀

部、乳房、四肢蔓延，很少高過胸口，所以臉部不會有。

‧治療：首重控制癢感。可先以外用藥物治療，再搭配口服抗組織胺或短期類固醇治療。使

用的藥物多屬懷孕等級B級，且因大部份出現在懷孕後期，因此藥物不太會影響到胎兒。

文/皮膚科 鄭人榕 醫師

懷孕媽咪常見的皮膚問題

(圖片來源:Dermatology 3rd Edition)

(圖片來源:Dermatology 3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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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此疾病可能與孕婦體重增加太快，導致皮膚膠原蛋白斷裂，而引發後續免疫發

炎反應。建議懷孕初期體重增加2~3公斤、中期約4~5公斤、後期增加4~5公斤，總共以增

加10~12公斤最恰當。

‧下次懷孕不太會復發。

B.對胎兒較”有”影響的妊娠皮膚問題

1.	妊娠類天皰瘡	Pemphigoid	gestationis

‧發生時間：通常於第二、三孕期會出現，或剛生產後出現。

‧臨床表現：初期劇烈搔癢的蕁麻疹樣紅疹，之後慢慢形成水

泡。多於軀幹、腹部先出現，可侵犯到肚臍周圍(可與妊娠

多型疹做區別)，嚴重者蔓延至四肢，而粘膜、手腳掌不會侵

犯。大部分產後會改善。

‧治療：輕症者先以外用類固醇合併抗組織胺來改善症狀，嚴重者則需要口服類固醇的治

療。 

‧對胎兒影響：胎兒小於妊娠年齡或早產

‧ 約25%患者下次懷孕可能再發生，有些患者也會因為口服避孕藥而復發。

2.妊娠肝內膽汁鬱積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 

‧發生原因：原因不明，主要與懷孕時賀爾蒙波動有關

‧ 發生時間：通常於第三孕期會出現，有研究顯示在C型肝炎之孕婦屬高危險群。

‧臨床表現：初期為中等至強烈癢感，夜間癢感會特別明顯。特色是不會有明顯皮疹出現，

但後期會因搔癢而抓出許多抓痕。常會伴隨疲倦、噁心、嘔吐、胃口不佳，20%患者可能

還會合併黃疸。這些症狀多於產後2-4週後緩解。

‧治療：首重控制癢感。可使用保濕乳液、口服抗組織胺、局

部止癢劑、UVB紫外光照光治療等來改善症狀。如果嚴重膽汁

鬱積，雖可嘗試以口服cholestyramine及ursodeoxycholic acid治

療，但臨床安全性資料仍不充足，因此處方時必須小心。嚴重

者甚至需要提早引產。

‧對於孕婦，可能會增加日後膽囊疾病及膽結石的發生機率；對

於胎兒，早產、分娩期胎兒窘迫、死胎的可能性增加。

‧約一半以上患者(45~70%)下次懷孕可能再發生。有些患者也會

因為口服避孕藥而復發。

3.妊娠膿皰型乾癬Pustular psoriasis of pregnancy 

‧發生機率：罕見，屬於膿皰乾癬的一種孕婦型。

‧發生時間：通常於第三孕期會出現。

‧ 臨床表現：初期在皮膚皺折處如鼠蹊、腋下或頸部有不具癢感的紅斑，伴隨邊緣細小的無

(圖片來源:Dermatology 3rd Edition)

(圖片來源:Dermatology 3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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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性膿皰，之後新病灶會慢慢向外擴散，嚴重時至全身，粘

膜、指甲下也會侵犯，而臉部手腳掌較少。甚至合併發燒、

疲倦、腹瀉、關節疼痛、低血鈣導致抽筋、敗血症等全身症

狀。多數產後會緩解。

‧治療：第一線藥物為外用類固醇或全身型類固醇，另可併用

UVB紫外光照治療或其他免疫調節藥物(如環孢靈素或生物製

劑)；嚴重時需要提早引產。

‧對胎兒影響：胎盤功能不良，增加胎兒致病或死亡的風險。

‧下次懷孕可能再發生，而且通常較為嚴重。有些患者因為口服避孕藥而復發。

上述的皮膚問題中，對胎兒產生嚴重影響的(如:妊娠類天皰瘡、妊娠肝內膽汁鬱積、膿皰

型乾癬)，一旦出現疑似症狀，應至皮膚科確診，接受適當的產前照護與治療，避免嚴重併發

症的發生。

其實孕婦跟一般人一樣，也會有常見皮膚問題，如：濕疹、汗疹、接觸性皮膚炎…等，

一旦有皮疹搔癢時無須太過緊張，多數準媽媽會害怕藥物造成胎兒傷害而強忍不適；目前用

於治療妊娠搔癢症的藥物相當安全。建議一旦有皮膚症狀，應該儘快就醫，由醫生正確的診

斷、給予安全的用藥，才能確保胎兒健康，讓準媽媽們平順與舒適地度過懷孕的階段。

懷孕皮疹搔癢照顧小重點

1. 有皮膚問題找皮膚科醫師討論。

2. 食：避免咖啡、酒等飲料，油炸食物要少碰，多蔬果、適當水份攝取。

3. 衣：穿著寬鬆衣服減少磨擦、刺激。

4. 住：洗澡水勿過熱，避免過度清潔，皮膚搔癢時用毛巾稍做冰敷，充足睡眠、適當紓解

壓力，保持好心情。

5. 行：加強塗抹皮膚保濕產品，避免高溫、容易流汗的環境。

6. 不要排斥吃藥、擦藥，在懷孕的每一個時期（懷孕前、中、後期及哺乳期）都有很多安

全的皮膚口服藥可以使用，不會影響胎兒健康，與醫師討論，仔細挑選安全的藥物，準

媽媽們也可以安心的接受治療。

(圖片來源:Dermatology 3rd Edition)

* 深紅色為可能會影響到胎兒的妊娠皮膚問題

[簡單懷孕癢疹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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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早期妊娠婦女而言，使用維他命B6

能否緩解孕吐，目前尚無強力的證據證實效

果，但對短期內孕吐服用維他命B6則有緩解

的效果，類似成效根據實證醫學的可信度較

低。希望未來會有更多更大型的研究證實其

止吐功效。

儘管如此，由服用維他命B6所見對縮

短孕吐病程及孕吐的嚴重度一致性效果，再

加上維他命B6的價格不高與孕婦用藥安全

考量，對於早期妊娠孕吐婦女或許可嘗試服

用維他命B6，以減低住院率並且預防妊娠劇

吐。

引用文獻：

篇名:Matthews A, Haas DM, O’Mathúna DP, Dowswell T

Interventions for nausea and vomiting in early pregnancy

出處: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2015, Issue 9 

CD007575. doi: 10.1002/14651858.CD007575.pub4

孕吐，俗稱害喜，懷孕時甜蜜的痛

苦，是懷孕初期不適的徵兆。其盛行率高

達60-80%。每個孕婦所呈現的孕吐，會

依照症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輕微者稱為

「妊娠嘔吐」，指的是在懷孕初期不定時

感到噁心、胃不舒服、胃口欠佳、食慾不

振、聞到某些氣味會有嘔吐的現象，大部

分的孕婦都會有這些症狀，但都很輕微，

對孕婦的身心靈都會受影響。症狀嚴重者

稱為妊娠劇吐，可能會產生酮酸中毒進而

影響孕婦及胎兒的健康，並需住院治療。

維他命B6是代謝必需的輔酶。它有

止吐的功效，可有效減輕孕婦噁心嘔吐症

狀。其孕婦用藥等級為A級，但其止吐的

功效，已經不斷被世界各國婦產科專家研

究，其中有部分研究表明改善，也有部分

否定其效用。

2015年考科藍圖書館即有一篇維他命

B6是否能緩解孕吐的文獻回顧發表，這篇

治療性的試驗研究選擇服用維他命B6的實

驗組須連續三天，每天每八小時服用25mg

維他命B6並有安慰劑做對照組的試驗。研

究共統整了2個試驗、總計199名早期妊娠

婦女(受試者)的對照組結果發現，每天服

用維他命B6三天後能減少孕吐的次數。然

而，對於服藥後馬上緩解未能凸顯效果。

目前研究所得的結果缺乏充足有力的證據

證實可以緩解孕吐病症。

文/婦產部 劉慧瑩 醫師、中山醫大 黃國書 副教授

維他命B6能否幫助緩解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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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益生菌產品中也普遍宣稱含有

多項菌種，但是不是菌種真的就是愈多就愈

好呢？其實答案也不盡然，甚至可能是恰巧

相反的。許多研究顯示，有時候單一菌種有

效，加了其他菌種反而沒效。也許是因為不

同菌種之間有可能會相互競爭，反而抵銷了

各自的功效，所以菌種也不是愈多就愈好。

依據WHO的規定，含有多種菌種的乳酸

菌產品是必須重新進行人體臨床試驗的，不

能隨便聲稱具有內含個別菌種的所有功效。

另外我們也都要知道，各益生菌的保健功效

亦是有不同疾病之特異性的，但許多人卻常

將各種過敏病混為一談，看到一篇益生菌有

助於改善異位性皮膚炎的研究報告時，就無

限上綱成「益生菌」可以改善過敏體質，甚

至進一步延伸為能治好氣喘、過敏性鼻炎等

各種過敏病。即便是在國外研究最透徹的

LGG乳酸菌的報告，儘管對異位性皮膚炎可

能有些許幫助，但目前對過敏性鼻炎和氣喘

可是一點用處都沒有的，故顯示益生菌的功

效其實是有其疾病特異性的。

預防治療過敏性疾病，

益生菌會有效嗎？(下)

目前市面上普遍存在著許多益生菌的

迷思，需要特別釐清。首先，「益生菌」

這個名詞是被過度濫用了。因為許多含有

乳酸菌的產品紛紛自稱是益生菌，而導致

民眾誤以為所有乳酸菌都是益生菌，既然

叫「益生菌」即表示對人體的健康是有益

無害的。因此為避免「益生菌」一詞被濫

用，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將「益生菌」定

義為「當進食足夠菌量數目時，對人體健

康是有益處的活微生物」，並訂立了多項

嚴格的標準。也就是說，不是所有乳酸菌

都能隨便自稱「益生菌」，除非經過嚴格

的科學驗證來證實對人體是有益處的。事

實上，許多市面上自稱益生菌的保健產品

是不符合這些標準的。再者，益生菌的各

菌種有其特異性，也就是研究證實某乳酸

菌具有的保健功效，不代表其他乳酸菌也

具有相同功效。市面上不乏廣告借用國外

研究LGG乳酸菌的研究報告來佐證其產品

功效，但其產品中卻無LGG乳酸菌，難免

讓人有魚目混珠之感。

文/兒童部 小兒過敏氣喘免疫風濕科 廖培汾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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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研究發現，益生菌的功效還具

有宿主特異性，意思是說動物跟人對益生菌

的反應不一定相同。動物實驗結果雖然有找

出可能有益的乳酸菌菌種，但不代表在人體

就會有效，除非經過人體臨床試驗證實其功

效。所以益生菌運用於過敏性疾病的防治，

雖然理論上或許可行，但目前仍處於研究階

段，其確切的角色仍待釐清。因此依據現有

實證醫學觀點，並不建議使用益生菌來預防

或治療過敏性疾病。也由於益生菌的療效有

待商榷，故正統治療是不可偏廢的。

最後再一次強調，前面之論述中所提

到依據目前全世界有限的人體臨床試驗結果

中，某些特定益生菌雖然可能可以預防有家

族過敏史的高危險群新生兒得到異位性皮膚

炎，但是罹患其他過敏性疾病，如氣喘或過

敏性鼻炎的機會卻可能增加，而且在醫學界

未能徹底釐清其確實角色之前，是否值得去

冒險嘗試，是需要多加深思而後行的。因按

照實證醫學的觀點，目前並不建議孕婦或新

生兒服用益生菌來預防過敏性疾病的產生。

在此也提醒家中有過敏兒的爸爸媽

媽，坊間流傳的健康食品或另類療法，大

多數缺乏確實的科學驗證，沒有確定的療

效，卻常常透過誇大不實且聳動的廣告或

坊間耳語相傳，天花亂墜地吹噓其療效。

聰明的您一定要明辨慎思，尋找到最合適

治療過敏性疾病的處置方法。現代醫學的

進步乃一日千里，新一代抗過敏藥物，經

過嚴謹的臨床人體試驗證實有效治好過

敏，而且副作用極少，遵照小兒過敏專科

醫師的指示使用藥物，其實是相當安全

的，爸爸媽媽毋須過度擔心，也大可不必

辛苦地尋找偏方，以免到頭來不但浪費巨

額的費用，又延誤了過敏兒治療的黃金時

機，那可就得不償失嘍！至於益生菌能否

當作輔助的治療呢？仍待醫學更進一步研

究來證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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