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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先生

結婚後的兩年間，我們夫妻倆陸續在許

多婦產科診所求診。

起初，我們覺得醫學如此發達，一定很

快就有突破，但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落，我

們開始意識到醫學也是有它的瓶頸。但這瓶

頸到底甚麼呢？

依年紀推斷，我們夫妻倆都算年輕，也

許再多等幾年能有奇蹟，但每天下班推開家

門時，面對一屋子的冷清、四目交接的眼神

中期待家裡新的盼望， 一個孩子的可愛笑

容、熱鬧的親子互動的歡笑聲。於是，我們

不再捨近求遠，來到中山附醫婦產科找上了

劉崇賢醫師。

和以前的經驗不同，劉醫師第一次診

療便要求夫妻一起檢驗，而不是把生育的問

題歸咎在媽媽身上，我們覺得這樣很好。之

後，劉醫師把後續的過程都詳實告知：可能

產生的費用、在一切順利的情況下預計要花

多少時間做準備、且在雙方都同意的情況下

才進行後續療程、對症下藥。

從第一次診療到確認懷孕，大約只用了

三個月的時間，過程相當順利，這時深刻體

會到瓶頸是甚麼？瓶頸是醫療人員與病患間

是否有共同信心！

還記得確定懷孕的晚上，夫妻倆緊緊牽

著手走在大馬路上挑選著餐館，心中滿是喜

樂，步伐輕盈得好像飛起來一樣，吃進身體

的食物瞬間都幻化成信心與平安。

感謝 婦產部 仁心仁醫 

劉崇賢醫師

我們深信，這是上帝賜予我們夫妻的福

氣，讓我們能在信心最缺乏、最艱鉅的時刻

遇到醫術精湛的劉崇賢醫師。非常感謝劉崇

賢醫師這一路上對我們的祝福與關心，還有

包容。有幾次我們夫妻倆實在太晚到門診，

劉醫師還請護理師致電確認狀況，並耐心等

候我們。事後才知道，原來這是劉醫師對於

求診者的一種體貼，確保不會遺漏任何一位

需要診治的人，也是他對工作的敬業之心。

近來，我們想再生育第二胎而再度求診

劉醫師。雖然這次過程沒有上一次的順利，

必須走到試管這一步，但仍舊感謝劉崇賢醫

師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並以就診人的最佳利

益為前提，設身處地的為我們著想。

相信未來在雙方有信心的醫病關係中，

我們很快能再為這個家庭創造一個可愛的新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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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婦產科 劉崇賢 主治醫師

女人想當媽媽，必須要有一個孕育胎兒

的子宮，這是胚胎賴以著床進而發育長大的

地方，子宮由子宮頸管外通陰道，由輸卵管

內通腹腔，藉以吸取卵子。因此在上述的各

部位，若有不正常的情況發生，都會造成不

孕症；以下區分六方面來探討不孕的原因？

(1)外陰的異常(2)陰道及子宮頸管的異

常(3)子宮的異常(4)輸卵管的異常(5)卵巢的

異常(6)間腦-腦下垂體的異常。

外陰的異常

外陰是女生生殖道的入口，這個地方必

須讓男人的陰莖可以自由出入，讓男人可以

無拘無束地將他們的寶貴小生命順利射出；

若外陰有異常，可能會造成性交障礙，或精

蟲無法順利送入陰道內，所以診斷女性不孕

症的第一件事便是內診，若醫師無法順利觸

摸到陰道與子宮，那她的丈夫更不用說了。

內診是女性不孕症檢查的第一關，常

常只要內診便可代替許多不必要的問診，尤

其是夫妻閨房之事。這方面的異常包括半陰

陽、處女膜閉鎖、處女膜強韌等。

陰道及子宮頸管的異常

有些女人雖然有女性外陰，但卻沒有陰

道，或陰道狹窄、痙攣等現象，造成男性陰

莖無法順利進出，使精蟲也無法射入其內。

探討女人不孕的原因(上)

為什麼我一直不會懷孕

另外，子宮頸內某些因素也會導致不

孕，但不常見。子宮頸管黏膜上，有許多腺

體會分泌黏液出來，而這種分泌受荷爾蒙的

控制，隨月經週期而變動。排卵時期，分泌

液會增加且帶多量水分，呈現透明如蛋清樣

的水性黏液，量多時可能流出外陰道，只要

稍加留意，自己可以查覺。

分泌液的主要任務在於管制子宮頸管的

交通，相當於「紅綠燈」。在排卵期以外的

時間亮紅燈，分泌液形成很濃、很黏的塞子

將子宮頸口堵住，因此精蟲猶如陷入泥中，

動彈不得。而接近排卵期，則水分增加使黏

性減少，一到排卵時，便門戶大開亮綠燈，

迎接精蟲大軍流入，但大約也只有2~3%的精

蟲能順利鑽入。

排卵後又恢復原來的黏性，阻塞子宮頸

口，唯有如此，才可擋住外來的細菌等感染

病源，以保護子宮及其內的胎兒，這真是自

然造化偉大的地方。

陰道發炎時，由於會產生很多對抗精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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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的物質，而且子宮為了保護自身安全，常

出現排斥精蟲的動作，導致不易受孕。因此

若不孕症患者經常有陰道炎(白帶增加)發生

時，最好能先治療，說不定沒了白帶便有了

孩子。

子宮的異常

顧名思義「子宮」是胎兒的家，它的形

狀直接影響到妊娠。一般成人子宮的體部與

子宮頸管的比例大約2 : 1，而大小猶如一顆

雞蛋；可是有些女人的子宮發育不全，停留

在兒童時期的比例大小，當然不容易受孕。

實際上，醫師診斷子宮的大小是靠內診

或超音波，但大小並無一定的標準，純粹是

以一個平均數字來判斷，非常「主觀」。有

時候雖然子宮小，只要它的機能正常，照樣

會受孕的。

如果沒有任何月經異常，也沒有其他

內分泌障礙，而只是「小型的子宮」則不必

太擔憂。既然「小子宮」不容易受孕，那

麼「大子宮」是不是好呢？也不見得大子宮

就好，過猶不及，大的子宮往往是因子宮肌

瘤、子宮腺肌症或子宮內膜異位症、慢性子

宮內膜炎等引起的，這是種病態，當然對妊

娠有阻礙。

子宮的位置是可動性的，由幾條韌帶將

它拉住而保持適當的位置，並非固定不動。

但是有些不孕婦女，因為發炎、腫瘤或子宮

內膜異位症而引起子宮粘連，造成子宮後傾

後屈現象，不但會腰酸背痛、下腹不適、性

交痛、月經痛、更會造成不孕症，因為子

宮頸口向上有時更過份朝上，被陰道前壁蓋

住，所以精蟲不易鑽入子宮腔內。

子宮在胚胎時期是由兩側的苗氏管癒合

形成的，若是癒合不正常便可能產生種種的

子宮畸型現象，甚至發生雙子宮、雙陰道，

畸型的子宮會使受精卵著床或胎兒成長受影

響，容易引起流產、早產。

總結，子宮的異常包括：①子宮發育

不全。②子宮肌瘤或瘜肉。③子宮內膜異位

症。④子宮內膜炎。⑤子宮內膜結核。⑥子

宮畸型等。均會使胚胎著床或胎兒發育受到

影響，造成女性不孕症。

探討女人不孕的原因，不孕原因(4)輸

卵管的異常(5)卵巢的異常(6)間腦-腦下垂體

的異常來詳細說明，將刊載於6月號及7月

號，敬請期待。

子宮後傾與前傾的狀況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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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產科門診很常見因子宮肌瘤來求診的

婦女，多數來到醫學中心尋求治療的子宮肌瘤

患者的症狀，已經嚴重影響生活品質。子宮肌

瘤常見的症狀有經血過多、嚴重經痛、頻尿、

漏尿、便秘，腹瀉等。大多好發在35歲以上

的婦女，發生率最高年齡為35~45歲之間，患

有子宮肌瘤的機會約20~40%，平均每3~5位婦

女當中就有一位患有子宮肌瘤。手術治療方式

有以下：1.傳統手術2.腹腔鏡手術3.海扶刀無

創手術。

什麼是海扶刀手術?

海扶刀又稱超音波聚焦刀，是『高強度

聚焦超音波腫瘤治療系統』（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英文縮寫為HIFU，也被

稱為聚焦超音波手術，這是一種不需要切開皮

膚，不需要穿刺就可以治療體內腫瘤的新技

術，也有人稱之為『無創手術』。

海扶刀是高強度聚焦超音波治療儀，非

侵入性(免開刀)治療子宮肌瘤無創治療方式，

利用超聲波具有的組織穿透性和可聚焦性等物

理特徵，將體外低能量超聲波聚焦在體內病灶

處，通過焦點區超聲波產生的高能效應，使治

療區內組織完全毀損，又不損傷治療區外組

織。

因此，超音波聚焦在體內子宮肌瘤處，

焦點區域產生高溫，讓子宮肌瘤組織壞死，達

文/婦  產  部 應宗和 部主任

海扶刀中心 曾姵馨 護理師

子宮肌瘤治療新選擇
海扶刀無創手術

到無創消融子宮肌瘤的目的，治療過程不損

傷正常的子宮組織。而消融治療後所產生的

壞死組織，可逐漸自行吸收或纖維化，使得

子宮肌瘤相關症狀逐漸緩解或消失。

海扶刀治療只需住院3天2夜，手術前準

備需禁食禁水、腸道準備、皮膚準備(剃毛

)及導尿。手術時需採俯臥，免麻醉，但需

使用鎮靜鎮痛類麻醉藥物，以減緩手術中的

不舒服症狀，例如：下腹悶痛、腰酸、尾骶

骨痛及臀部痛等。但這類鎮靜鎮痛藥可能出

現藥物不良反應及麻醉相關的風險，例如：

頭暈、噁心、嘔吐及呼吸抑制等，手術後需

禁食6小時以及俯臥2小時，手術隔天即可出

院。

我適合選擇海扶刀手術嗎?

每當有患者來詢問海扶刀手術的時候，

常常會聽到A患者說:「我去了很多家大大小

小的醫院，醫師都說我只能把子宮切除才解

決子宮肌瘤的問題，但是我還沒結婚生小

孩，我不想把子宮拿掉。」B患者說:「每次生

理期來出血量都很大，已經用夜用型衛生棉

還是會漏出來，很困擾但我又不想開刀。」

C患者說：「每次生理期來我都痛到沒辦法

上班，吃止痛藥也沒有效，要到急診打止痛

針，再過2-3年就要更年期，而且身邊朋友

拿掉子宮後有很多後遺症，所以我不想拿子

宮。」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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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口比較圖

以上的案例在門診幾乎天天上演，現今

醫學進步的時代，治療子宮肌瘤的方法有很多

種，往往患者在選擇時都猶豫不決。

為了幫助患者了解各種治療方式，又能選

擇合適自己的，因此海扶刀中心制定了『醫病

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來幫助您。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是一種向患

者及家屬說明手術治療方式的比較及每項治

療的優缺點，例如：手術的方式、傷口的比

較、住院天數、費用及手術後的恢復等，讓

患者及家屬充分了解並尊重患者及家屬的想

法及選擇，若仍有不瞭解的部分仍可再與主

治醫師討論您的選擇。

＊海扶刀治療與其他手術方式的比較

項目/治療方式 傳統手術 內視鏡手術 海扶刀治療
原理方式 開刀 開刀 超音波聚焦  勝
周邊健康組織 傷害較大 傷害較小 幾無傷害  勝
子宮外觀 可能摘除子宮 可能摘除子宮 保留子宮及功能  勝
傷口 大傷口 小傷口 完全無傷口  勝
治療時間 較長 較長 較短  勝
需麻醉 插管全身麻醉 插管全身麻醉 不需要  勝
組織沾黏 90% 30% 無  勝
住院天數 5-7天 3-5天 3天  勝
術後恢復期 2-4個月 4-8週 7-10天  勝
健保給付與否 是 是 否，全額自費16-18萬

提醒您，因每位患者的腫瘤大小、位置及症狀皆不相同，仍需先透過醫師的專業診斷，以及

進一步的檢查評估後，再一起討論最適合的治療方式。也歡迎有相關疾症的朋友，與本院海扶刀

中心洽詢。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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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果不幸罹患婦科癌症，例如：

子宮頸癌、子宮癌、早期卵巢癌、葡萄胎癌

等，尤其是罹患子宮頸侵襲癌，手術時必

須把子宮切除，因為子宮頸與子宮是相連接

的，為了完整切除癌症，不得已必須把子宮

切除，女性失去了子宮，就失去了生育的功

能。因此，當女性不幸罹患婦科癌症，尤其

在生育與性生活的品質上的打擊很大。

隨著醫療持續的進步，現今婦癌手術技

術，已能讓女性不會因癌症失去子宮，也保

留子宮，術後還可以懷孕了！如此重大的醫

學發展，就是運用高階新式手術技術『保留

子宮』的子宮頸癌根除手術。

這項新式的子宮保留子宮頸癌根除手

術，需要有精湛細緻的手術技巧，才能夠在

手術的過程中，針對第一、二期的子宮頸侵

襲癌，將子宮頸癌完整切除，除了可以將癌

症完整削除乾淨，也可以保留子宮，手術復

原以後，月經一樣能恢復正常，仍然可以保

有生育能力與正常性生活。如此年輕女性若

不幸罹患婦科癌症，例如：子宮頸侵襲癌，

子宮就不用一定非得要全切除不可了。

本院婦產科曾志仁醫師/副院長，自從

2007年開始執行此項手術到現在，共計有

文/婦產科 曾志仁 副院長

子宮保留的子宮頸癌根除手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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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85位病患接受手術，由於子宮頸癌患者

接受這項新式的子宮保留子宮頸根除手術之

後，在疾病預後與子宮復原能力都有很好的

成效，至今治療成功率和安全性，與傳統根

除手術相同，沒有復發的個案發生。

手術很成功，子宮都有保留下來，癌症

又痊癒，不僅生命保住了，也大幅提升生活

品質，對罹癌患者真是一大福音。對有懷孕

計畫的患者，已有多位成功懷孕，至今累計

產下26位新生健康小寶寶的案例，讓女性不

會再因為罹患癌症，而失去了為人母親、無

法生育的遺憾。

但是對於接受這項新式的子宮保留子宮

頸癌根除手術，而後懷孕的患者來說，少了

子宮頸來支撐子宮與胎兒的重量，在懷孕的

過程中，特別需要著重孕期的追蹤與產檢，

尤其是在懷孕28週~35週之間（懷孕中期開

始）更需密切觀察，需要有婦產科、新生兒

科、復健科等，跨科別組成的高危險妊娠團

隊，共同密切維護孕產期的照護。

罹患子宮頸癌的患者，如果有符合下列

條件，就可以接受新式的子宮保留子宮頸癌

根除手術：

(1)早期子宮頸侵襲癌：第一期A、第一期

    B、第二期A。

(2)骨盆腔淋巴腺沒有擴散的子宮頸侵襲

癌。

(3)腫瘤體積小於2公分。

(4)想要保留生育功能的女性。

再次提醒所有女性朋友們，癌症預防還

是最重要的，切記每年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

查，癌症及早發現、及早治療，對於癌症治

療都有較高的預後成效，保護自己的健康，

也照護全家的幸福。

新式的子宮保留子宮頸癌根除手術

圖片資料來源：©2014 MSK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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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好發中年女性 乳房攝影及早發現

根據國健署統計顯示，乳癌位居國人女

性癌症發生率第一名，好發年齡在45到50

歲婦女，相較於歐美國家提早了10年。

由於臺灣地區乳癌的好發年齡層偏低，

建議從青春期開始，每次月經後的第7到10

天內執行乳房自我檢查，此時乳房處於最柔

軟且不痛的狀態；而停經後的婦女及懷孕中

的孕婦則應每月固定一日做乳房自我檢查。

國健署也提供45至69歲婦女每2年一次

的免費乳房攝影檢查，可檢測到非常早期的

乳癌，甚至有可能發現原位癌的鈣化點；若

有家族史的民眾，更應提早於40歲開始，接

受每2年一次的乳房攝影。

根據臨床統計調查，雖然國內90%的乳

癌病患非家族遺傳，可能與荷爾蒙變化、環

境荷爾蒙或飲食習慣相關，仍提醒經期過

早開始、過晚停經的女性朋友，或有糖尿病

者，都可能是乳癌的高風險群。

手術治療顧及美觀  整形式保留手術

目前國內乳癌的治療方式多元，包含：

手術治療、放射治療、化學治療、荷爾蒙藥

物治療，以及標靶藥物。

主要的乳癌治療方式仍是手術方式。

但過往對乳癌手術的刻板印象，就是乳房全

切除術，避免癌細胞復發及轉移。不過全切

除術會造成乳房凹陷，影響美觀。對女性來

乳癌手術治療新福音

隱痕保乳手術 顧及美觀新選擇

說，身體外觀的改變，將造成心理創傷，也

擔心因此影響與另一半的關係。

隨著醫療的進步，現在可運用「整形式

保留手術」，僅須局部切除，再取其他組織

填補凹陷的乳房，以維持乳房外觀，減輕全

切除造成的心理壓力。門診中約有7至8成

女性患者使用，大幅提升乳癌患者的治療意

願。

隱痕保乳手術 乳癌治療新選擇

保留了美好的外觀，但術後效果會否打

折扣？目前已有許多大型的臨床試驗證實，

乳房保留手術搭配放射線治療與傳統全切除

的治療方式效果相當。因此患者可以放心選

擇此術式。

文‧乳房外科 姚忠瑾 醫師│醫療部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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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式保留手術」隱藏疤痕是一門學

問，須依照腫瘤位置與大小來判斷手術切口

位置。腫瘤靠近乳頭，則從乳暈周圍手術，

術後的疤痕可與乳暈周圍融合；腫瘤離乳頭

較遠者，則可從乳房外圍的皺褶進去，將手

術疤痕隱藏起來，並且用其他組織來填補空

隙，如使用後背肌來填補，以保留原先乳房

大小。

若腫瘤大於2公分以上者，建議以先導

性化療將癌細胞縮小後，再進行隱痕保乳手

術，以提升美觀與手術安全性。

未婚女性罹癌 低溫電漿刀保未來

隨著社會文化變遷，現今女性晚婚者

多，但癌化年齡層下降。臨床上曾有一名35

歲未婚女性，發現乳房有不明腫瘤而求診，

經切片檢查確診罹患乳癌第二期，且癌細胞

接近乳頭。當時她已論及婚嫁，且有生育及

哺乳計畫，為避免傷害周圍血管供應乳腺，

因此建議採用「低溫電漿刀」進行手術，將

乳腺完整保留，未來生育後仍可哺乳。

傳統使用電燒切除腫瘤，是利用100度

以上的高溫熱能來分離組織，乳房內易產生

熱灼傷，導致切除部分燙傷燒焦，雖然肉眼

看不出來，但術後可能造成脂肪凹陷、皮瓣

壞死等後遺症，導致乳房重建效果不佳，間

接影響病患的術後生活品質。

「低溫電漿刀」運用太空陶瓷隔絕熱量

的傳遞，將刀口溫度控制在60度左右，對

身體的熱傷害降低、出血量減少，也降低

術後感染風險，減輕疼痛感，復原快。

也因為「低溫電漿刀」刀口溫度低

又能精準切割，對於生長在神經分佈密集

或血管供應處的癌細胞，例如乳頭乳暈位

置，能保留安全距離，保有乳房的完整

性，重建手術相對容易。而且低溫灼燒引

起的煙霧致癌物減少，對於手術房內的醫

療團隊呼吸道疾病的發生也相對降低，這

對醫師與患者來說，皆是一大福音。

不過也提醒，手術方式因人而異，仍

需要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適合自己的治療

方式。

定期篩檢 及早治療

乳癌近年有年輕化的趨勢，女性朋友

們應重視乳房健康，將乳癌檢測做為定期

健檢的項目之一。乳癌及早發現、及早治

療都有機會獲得良好的控制。

門診中常有患者擔心外界異樣眼光

或增加經濟負擔，而選擇隱忍病痛。現今

的乳癌治療發展多元化，相較其他癌症治

療，已是目前治療成效最好的。以本院乳

癌第一期患者，術後五年的存活率已達

97%。

因此，平日重視乳房自我檢測、均衡

飲食、多運動，就有機會遠離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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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琳(化名)，四十歲職業婦女，去年診

斷乳癌後，遵從外科醫師囑咐積極治療，手

術後緊接著多次化療藥物治療；在第三次化

療後開始有嚴重嘔吐、口腔潰瘍與腹瀉等腸

胃道副作用，導致食慾不振與倦怠。讓有心

抗癌的小琳心情低落，不少親友介紹偏方給

她，但小琳了解偏方皆非專業醫師評估後處

方不能服用。

癌症個管師知道小琳的擔憂後轉介至

本院中醫，經中醫師診察後，配合中藥與針

刺療法，使噁心感與口瘡減輕許多、腹瀉改

善，食量也逐漸增加，體力較恢復，可以繼

續完成話聊。而接下來的放療也持續配合中

醫輔助，身體狀況相對穩定，順利完成西醫

療程後，回歸正常生活。

台灣乳癌治療方式多樣化，西醫師依患

者年齡、生理狀況及癌症期別，配合病理檢

查是否有不同賀爾蒙受體、癌細胞分化與標

靶基因等表現來選擇有效藥物，制定個人化

治療方針，使早期乳癌得以控制，有成為慢

性病的趨勢。

但治療過程難免有副作用，若有嚴重不

適症狀，往往讓患者在抗癌期間相當氣餒。

近年健保署推動腫瘤患者以中醫的輔助治療

試辦計畫，對經歷手術、放化療後常出現的

中西醫共同照護 提升乳癌治療效益

口瘡、食慾不振、便祕與腹瀉等腸胃不適，

及倦怠、失眠等有助減輕到最低，讓患者能

順利完成西醫療程；而對末期乳癌患者所出

現的惡病質，例如腸胃不適，疲累、疼痛等

問題，透過中醫幫忙也可提升生活品質。

目前台灣中醫師經學校與執業後，繼續

教育課程不斷學習最新西醫治療現況，看診

時，透過中醫的「望聞問切」方式詳細診察

體質後，再依傳統醫學理論辨證開立專屬個

人化處方，其中蘊含整體病理與局部病灶全

盤考量。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許睿杰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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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認為惡性腫瘤是在正氣不足基礎上

發展，但腫瘤局部表現為痰濕、氣血瘀滯或

瘀熱等邪實表現，依照體質、腫瘤特性與目

前西醫治療方式，確立「扶正」或「攻邪」

為主治療方針，分別使用「清熱解毒」、

「軟堅散結」、「活血化瘀」與「扶正培

本」等方法治療。

乳癌術後常見脾胃不振、倦怠等氣血

兩虛證，可用補養脾肺之氣中藥如黃耆、白

朮恢復化生之源。化療期間最常見副作用是

消化道症狀如嘔吐、食慾不振、腹瀉或便

秘，經給予健脾益胃理氣化濕中藥如陳皮、

半夏、茯苓、白朮等可減輕不適。化學藥物

引起的骨髓抑制是危險副作用，白血球低下

增加感染危險，也使得療程中斷，中醫使用

補氣養血與補腎填精等藥如黃耆、雞血藤、

枸杞等可提高白血球數。若有口瘡等陰虛火

旺證，可配合服用清熱滋陰藥如生地、黃芩

等。紫杉醇引起周邊神經炎造成手腳麻木疼

痛，可配合針灸與活血化瘀藥如丹參等來修

復神經。在服用賀爾蒙抑制劑後有類似更年

期症狀，如潮紅煩躁等，或標靶藥物賀癌平

引起心臟衰竭症，皆可以中醫治療。

中西醫輔助療法的效益亦經國內外學者

研究；台灣婦產科賴榮年醫師應用健保資料

庫研究顯示乳癌患者接受中醫輔助醫療後，

相較單用西醫療法有顯著下降乳癌復發與發

生子宮內膜癌風險；台南奇美醫院統計癌症

住院患者接受中醫治療後症狀改善六成；美

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於1998年成立美國國家輔

助及另類醫學中心負責推展包含中醫的臨床

試驗，以西醫為主中醫為輔治療模式確實能

幫助病友勇於面對抗癌之路。

去年藝人溫翠蘋39歲么妹罹患乳癌後，

誤信謠言花百萬元購買宣稱可治療癌症的商

品，未料乳癌卻急速惡化往生，令人不勝唏

噓！這類利用患者恐懼心態而誇大說法，或

假見證讓癌友購買服用；雖偏方內含中草

藥，但非屬中醫範疇，一來並非經中醫師診

察後專屬個人處方，二來需考慮中草藥性與

西藥是否衝突？另外少數中草藥若非醫師監

督下擅自服用，易引起肝功能異常，藥物性

肝炎常見原因為特異體質、劑量過量、錯用

偽藥等，本院中醫藥局亦聘有專業藥師把

關，歡迎需求者多加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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