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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林榮志 主任

『醫師，我最近頭髮感覺越來越少，該

如何調養？』

想要有一頭烏黑秀髮的女性，首先，可

以按摩這些穴位：百會、率谷、關元、足三

里、三陰交。

在每次洗頭、護髮與吹頭髮的時候，用

手指的指腹，均勻輕柔地按摩百會、率谷；

或當在抹身體乳液的時候，加強按摩關元、

足三里、三陰交等穴位；每個穴位每次15至

30秒，持之以恆，促進整個頭皮和身體的氣

血循環，始能處於一個健康的狀態。就能改

善易掉髮、長白髮，或是其他髮質的問題。

也提醒大家，想要有一頭烏黑亮麗的秀

髮，平日一定要適當的補充營養，這樣除了

能夠保持清晰的頭腦、足夠的體力、有彈性

的肌膚之外，更能讓頭髮髮量充足、烏黑亮

麗，柔順不打結。

還你一頭烏黑秀髮

美容功效：改善掉髮、臉部蒼白無血色、

臉部鬆弛、黑眼圈

百會穴
兩耳朵與鼻子的交會處

率谷

角孫印堂

位於耳肩直入髮際1.5寸，角孫穴直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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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提供大家可以每週吃一次的美髮餐

◆何首烏雞蛋粥 

材料：何首烏片5-10片、當歸1片、枸杞

20-30粒、去籽大棗3-6顆(不嗜甜者減量)、

雞蛋2顆、白飯2碗。

功效：益腎養精補血，烏黑秀髮，可改善

掉髮、白髮。

做法：

1.將藥材以清水沖洗，何首烏和當歸裝進

過濾袋，放入鍋中。

2.鍋內加水，再放入紅棗、枸杞及白飯，

煮沸後轉成小火燉煮30分鐘，起鍋前打

蛋攪拌均勻，加入少許鹽調味即可。 

還有一週可以喝一至兩次，當成下午茶喝的

茶飲

◆玫瑰首烏茶 

材料：玫瑰2-3朵、何首烏2-5片、洛神花

1朵、枸杞4-6粒、甘草2-3片

功效：疏肝解鬱，補血益腎，烏黑秀髮

做法：

將藥材洗淨，包入過濾袋以便重複回沖，

置入保溫杯中，沖入沸水600cc，悶泡20

分鐘後即可代茶服用。 

頭髮的生長有賴於精血的濡養，中醫

認為「腎藏精，其華在髮」，而且「肝藏

血，髮為血之餘」，人體美容的皮膚、毛

髮、指甲、五官、乳房、體重、情緒，在中

醫看來是五臟功能的外部展現，如果五臟功

能失調，就會由外表現出來，「有諸於內必

形於外」，所以頭髮也能反映我們「肝」、

「腎」的健康狀態，也就是「腎精」、「肝

血」是否充沛影響頭皮、毛囊及毛髮的健

康！

一個人如果「腎精不足」，頭髮容易失

去光澤，提早出現白髮；而「肝血虧虛」，

毛髮缺乏足夠養分，就比較容易掉髮。 

頭髮與脾胃、肝、腎等臟腑功能，密不可分

【長期壓力大、情緒不佳、消化功能差或飲

食無節制的人要多注意】

一、情緒：長期壓力大，影響中醫臟腑-肝的

疏泄，容易有鬼剃頭的現象發生。

二、生理：出汗、排尿、排便、生理期等代

謝產物是否能正常排出體外， 營養過剩過食

油膩，會表現出頭髮油膩易落髮；若是營養

不良，則會出現髮質脆弱易斷裂。

三、病理：代謝物如果長期停滯在組織器官

上，會導致氣滯血瘀，日積月累下來，終至

會產生不良的病變，因而有進一步的頭皮或

頭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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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日飲食方面提供下列建議－

食療：1.黑豆，2.黑芝麻，3.核桃仁，4.桑椹

●少吃高油脂食物與冰品，減少酒精咖啡等刺激性飲料，如：咖啡、茶、巧克力等並且避

免暴飲暴食。

●少吃冰品、冰飲屬於寒濕之物，長期吃喝會造成氣血凝滯不暢，影響末梢收縮，在中醫

的辨證屬於「寒濕凝滯」，會出現怕冷，手腳冰冷，末梢循環不良，進而影響頭皮與頭髮

的健康。

現代中醫，對於落髮或白髮的治療方向也以『養肝血、補腎填精』為主，另外再配以

『疏肝、寧心、健脾』的藥物，同時在適當時候使用『活血、行氣、化瘀』的藥物幫助子

宮灌流及使內膜剝落更加順暢，這些藥物的治療思路在許多現代中醫期刊、臨床研究中都

有提到。

以上，提供幾個防脫髮、助生髮的穴位，但要從根本上改善掉頭髮，還是得從心藥

醫，不要有太大的精神壓力，保持心情愉快，才能夠有頭烏黑亮麗的秀髮。

臍下三寸(四指幅寬)處

關元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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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聲嘹亮的嬰兒啼哭聲，帶給初為人

父人母的夫妻多大的生命喜悅，但並非每對

夫妻都能如此幸運又順利地擁有他們自己的

寶貝。

「不孕」一直是古今中外都不易解決的

問題，依據本科統計資料顯示，大約六對夫

妻中就有一對有不孕的困擾，現今社會工商

發達、生活壓力、環境毒害以及職業婦女趨

於晚婚等，不孕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不孕

夫妻比例佔15%，光是台灣地區就有將近47萬

對的不孕夫妻，因此「不孕」值得大家重視

並且努力解決的問題。

究竟什麼情況下稱為「不孕」呢？所謂

不孕症是指夫妻在一年當中，沒有採取任何

的避孕措施，有正常的性生活卻沒有懷孕，

文/婦產部 不孕症(生殖醫學)科 劉崇賢 主治醫師

為何我倆不孕?

便稱為「不孕」。不孕可以分為原發性

與續發性兩種，所謂原發性不孕症是指

從來都沒有懷孕過，而續發性不孕症是

指過去曾經懷孕過，但是不管結果是流

產、子宮外孕或是正常的生產後，再也

沒有懷孕的現象。不孕症有時並非一種

疾病，它只是暫時性的狀態，只要生活

步調或是飲食方面稍微調整一下，就可

達到懷孕的目的。但也有時候它屬於一

種疾病，必須借助藥物、手術甚至相關

的生殖技術才能達到懷孕的目的。

懷孕的成功條件必須要有成熟的卵子和

健全的精蟲再加上一條可通往子宮的暢通道

路，讓卵子與精蟲能夠相遇而結合，所以懷

孕的基本要件有四項：排卵、排精、受精與

著床。第一、卵巢要能產卵，並經過排卵的

過程進入輸卵管，第二、要有健壯的精蟲，

能夠通過子宮頸管的篩選，游進子宮腔再進

入輸卵管內，第三、輸卵管要暢通無阻到子

宮腔，使精蟲與卵子在輸卵管的壺腹部位完

成受精，第四、受精卵分裂成胚胎，移行到

子宮腔內著床後繼續發育成胎兒。這四項是

最基本的條件，其中只要一項有問題，就可

能造成「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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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造成卵子與精蟲「無緣結

合」的原因，可從男女雙方的身體、心理、生

活方式及工作環境四方面來探討。在身體方

面，女性不孕的原因可能包括了排卵的障礙

（包括卵子老化現象）、輸卵管的暢通與否、

子宮內膜異位症、子宮發育不良或先天性畸

形、子宮頸分泌液對精蟲排斥、黃體機能不全

等。而男性不孕的原因，則多半與精蟲的品質

有關，像精蟲的數目、活動力、形態以及精液

量都有直接影響。

精蟲的品質與性能力並沒有直接關係，

一個「虎虎生風」的丈夫說不定就是精蟲稀

少、活動力差，甚至無精症的不孕症患者。至

於心理方面，不論是丈夫或妻子，都要盡量保

持心情的輕鬆，避免焦慮不安，當然夫妻感情

恩愛是最好的心理治療。不孕不是過錯，不要

讓它成為生活中的陰影，應該勇敢、耐心的面

對它。

而在生活方面也要儘量避免抽菸、酗

酒、飲食過量而造成肥胖、糖尿病或高血壓

等。不要有太多的性伴侶，性關係開放易造成

性傳染病，使生殖器官因發炎而產生基能障

礙，工作壓力不宜太過，應找時間休息，若是

常常加班的先生，則應注意一下太太的排卵時

間，彼此調整一下生活步調，否則可能經常

「徒勞無功」。最後談到工作環境，男性應避

免長期在高溫場所工作，從事放射線或重金屬

工業的人要做適當的防護且避免在公業污染嚴

重的場所工作。

綜合以上分析，不孕症比例逐年增加的原

因可歸因下列幾點：

1. 晚婚：職業婦女增加，許多人晚婚或婚後不

想立刻懷孕生子，導致過了『適孕』年齡

（女性大約20~30歲為適孕年齡）使卵子趨近

老化現象。

2. 性關係開放：導致女性骨盆腔炎及男性尿路

炎的增加。

3. 工作壓力過重：造成內分泌     失調，使得月

經異常、不易排卵、不易著床以及精蟲生成

過程出現異常現象。

4. 工業污染：如陶瓷廠的鉛、紡織業的二硫化

碳、工業用的苯溶劑，會造成生殖細胞及胚

胎生長環境毒害。

5. 工業環境過熱或中毒物質過多：造成精蟲減

少或活動力不足。

6. 肥胖：會引起血液中胰島素分泌異常而造成

經期及排卵障礙。

7. 過度運動或減肥：使體重過輕，脂肪比例不

足導致不排卵。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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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聽到不孕症的治療方法，首先

想到的應該是試管嬰兒吧，然後又聯想到要

打很多的排卵針，但是不孕症的治療方法，

不應該也不會只有試管嬰兒這條路而已。懷

孕這件事，基本上要過五關，才能順利生兒

育女，達成為人父母親的願望。這五關分別

為精蟲、子宮頸、子宮、輸卵管及卵巢五個

地方，每一關卡都有相對應的藥物治療或手

術治療方法，用以清除可能的障礙。本篇文

章來談子宮這一關，尤其是需要手術治療去

清除的懷孕障礙物。

子宮有子宮內膜圍起來的房間，稱為子

宮腔，房間就是寶寶將來要住上十個月的地

方。可以想像，如果房間凹凸不平或者髒亂

不堪，寶寶住起來不舒服，他可能看一眼就

說再見了，或者勉強住下來，住不到十個月

就想往外跑，就形成流產或早產兒。而會干

擾子宮腔環境的三種最常見原因：子宮內膜

息肉、子宮肌瘤及子宮腺肌症。

子宮內膜息肉相當常見，生育年齡婦女

約一成有此問題，最常見的症狀是長時間的

文/生殖醫學中心 李宗賢 主任

不孕症 好孕手術之子宮篇

點狀出血，不過沒有症狀的也不少。通常經由

子宮超音波發現，有時需要子宮腔鏡才能診

斷。在門診常有不孕症夫婦來求診，發現子宮

內膜息肉，再經由子宮腔鏡手術切除息肉之

後，就自然懷孕了。比較特殊的案例是做完兩

次人工受孕仍失敗，鼓起勇氣接受手術後，隔

幾個月就自然懷孕了。也就是說，子宮內膜息

肉是這對夫婦懷孕的最大障礙。

子宮肌瘤是更常見子宮腔障礙物，生育年

齡婦女比例高達三成。最常見的症狀是不正常

出血以及壓迫症狀，所謂的壓迫症狀是肌瘤大

於五公分，往前壓到膀胱出現頻尿症狀，往後

壓到直腸肛門，就會有想大號的感覺，卻又解

不出東西。當然，也有不少婦女，雖然有子宮子宮內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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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瘤，卻沒有症狀的情況，通常也是超音波意

外發現的。

當子宮肌瘤往子宮腔長，自然會破壞子

宮腔的環境，這種黏膜下的子宮肌瘤，一定要

子宮腔鏡先處理一番，寶寶才會住的比較安

穩。而超過五公分的子宮肌瘤，建議先用腹腔

鏡手術切除後，再來懷孕會比較容易。比較特

殊的案例，是一位在其他醫院試管嬰兒治療失

敗，轉診來我的門診，我建議她先將五公分的

肌瘤用腹腔鏡手術切除，三個月後再做試管嬰

兒，結果第一次試管嬰兒就成功懷孕，而且足

月生產。

還有一個案例也很特別，她已經接受海

扶刀治療子宮肌瘤，再轉診過來門診。超音波

顯示子宮肌瘤是有縮小，但仍殘留長進子宮

腔。所以先進行試管嬰兒取卵做成冷凍胚胎

後，再用腹腔鏡手術把殘存的子宮肌瘤切除，

待三個月後，準備做胚胎植入時，竟然自然懷

孕了，日前也已經順利生產。所以說，子宮肌

瘤就是她懷孕的過程中，最大的障礙物。

子宮腺肌症也是相當常見，約一成五生

育婦女有這個問題。隨著飲食習慣西化，子宮

腺肌症的發生比率有越來越多的趨勢，發病

年齡也越來越年輕。子宮腺肌症最常見的症

狀有兩種，一個是月經疼痛，另一個是月經

量多。超音波也可以診斷子宮腺肌症，不過

腺肌症的手術比較複雜，這是因為腺肌症不

是一顆完整的腫瘤，它在子宮內像天女散花

一樣，散在子宮裡面，不容易拿乾淨。通常

腹腔鏡或傳統手術之後，需要輔助打一針停

經針，先控制殘存的腺肌症，再做胚胎植入

或人工受孕才比較容易成功。最近就有個案

例，她已經用傳統手術治療過子宮腺肌症，

也在兩三個地方做過試管嬰兒都沒有成功，

其中一位醫師因為她殘存的腺肌症還很大，

甚至不建議植入胚胎。她後來轉來我的門

診，因為腺肌症不容易拿乾淨，因此我沒有

主張先手術治療，而是先取卵冷凍胚胎，再

注射停經針壓制腺肌症的活性，然後植入胚

胎，也是一次植入就成功懷孕了。

總括來說，子宮內膜息肉、子宮肌瘤及

子宮腺肌症，都是造成子宮腔變形或干擾胚

胎著床及發育的因素。如果要讓寶寶在子宮

裡面能夠安安穩穩的待著，在懷孕或接受試

管嬰兒治療之前，最好跟不孕症專科醫師商

量，看看需不需要先把子宮環境清理一番，

才有機會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子宮腺肌症

子宮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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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的先生問：「小美，你的經血這麼

多，會不會是長肌瘤？」小美不以為意說：

「不會啦！懷孕的時候也沒聽醫生說我肚子

有長東西啊！」小美先生還是擔心的上網幫

老婆掛了婦產科門診，親自帶老婆來檢查。

婦產科問診後安排超音波檢查。的確，

在小美的子宮內有一顆1.5公分的肌瘤。小美

說：「這麼小顆，比玻璃彈珠還小，怎麼會

造成我經血多，常常褲子和床罩都要一起”

滿江紅”。」

隔壁賣早餐的阿姨說：「小筑，這幾個

月肚子越來越大，恭喜你！又懷孕了！」小

筑：「阿姨，沒有啦！都結紮了怎麼會懷孕

呢？可能是最近吃比較多又沒運動，胖了，

哈哈！」被隔壁阿姨一說，小筑心想自從生

完小孩後都沒再做抹片，找了她最信賴的婦

產科醫師掛了號，到時再請醫生幫忙超音波

檢查子宮卵巢好了。結果醫生說：「妳的子

宮肌瘤長大了，有八公分唷！」

上述兩個案例，在婦產科門診是最常聽

到的故事，都是叫做〝肌瘤〞，但長在子宮

的不同位置，造成的症狀就會有所不同。我

們簡單將子宮分成三個部分：子宮內膜層(月

文/婦產科 廖韻涵 主治醫師

子宮肌瘤非得要開刀嗎？

經變化的那層)、子宮肌肉層、子宮漿膜層(與

腸子接觸的那層)。

--當肌瘤長在靠近子宮內膜層，症狀最明

顯，常常經血量過多。婦女月經來時臉色蒼

白，頭暈易喘，也有不孕的可能。

--當肌瘤長在子宮肌肉層，是最常見的肌

瘤型態，症狀通常不明顯，常常是例行檢查超

音波發現。但是當肌瘤變大時，容易有壓迫症

狀：頻尿，裡急後重感，下腹悶痛。

--當肌瘤長在子宮漿膜層，生長速度快，

壓迫症狀更為明顯。

肌瘤通常發生在生育年齡，是最常見的良

性腫瘤。在生育年齡的婦女中，其發生率約為

百分之二十，而年紀愈大的婦女，比例愈高。

診斷的方式並不難，經由高解析度的超音波檢

查，可查出大部分的肌瘤。若懷疑惡性或長的

太快、太大，即可安排核磁共振或電腦斷層掃

描。

發現肌瘤也並不是每個人都要經過手術

來切除，醫師會根據臨床症狀與病人本質(年

齡、有無懷孕需求、合併症)來決定。一般來

說，症狀嚴重，無法經由藥物得到好的控制，

或是懷疑惡性可能，就會建議施行手術。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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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瘤治療就目前來說可分為侵入性治療與非侵入性治療：

侵入性治療即手術治療

根據位置、大小、數量，還有病人有無合併症

等風險評估

硬式子宮鏡手術

微創腹腔鏡手術(單孔或多孔)

傳統開腹手術(直式傷口或橫式比基尼傷口)

非侵入性治療

根據位置、大小、數量，還有病人有無合併症

等風險評估

觀察

口服避孕藥

恩惜膜(新黃體素製劑)

柳培林(停經針)

海扶超音波治療

子宮肌瘤治療是個人化的療法，需要事前做檢查評估與完善的溝通，並且願意配合治療後的

回診，若有子宮肌瘤的困擾或擔心有長子宮肌瘤，建議可至本院婦產科門診諮詢。

婦產部 廖韻涵  主治醫師 
專長
˙一般產科、高危險妊娠、
   產前超音波檢查
˙一般婦科、婦科腫瘤、婦科超音波
˙子宮頸癌疫苗及抹片檢查、
   青少女健康照護
˙剖腹產、自然產
˙開腹手術、腹腔鏡手術、
   子宮腔鏡手術、門診手術
˙海扶超音波治療、陰道雷射

學歷/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婦產科
   住院醫師及總醫師
˙新光醫院一般醫學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婦產科腹腔鏡手術訓練
˙台灣婦產科專科醫師
˙台灣周產期專科醫師
˙台灣福爾摩沙婦女泌尿醫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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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腋下淋巴結清除手術在乳癌手術

中，主要的好處在於可以達到較好的乳癌

局部控制，並且可以精準判定癌症期別，

與評估病人預後及決定術後輔助治療的依

據，但對於病患的存活率幫忙有限。

而大範圍腋下淋巴結清除術，容易

術後造成手臂水腫、痲痺及上臂運動不便

等副作用。對乳癌病患的生活影響甚大，

而且副作用一旦產生就沒有有效的改善方

式。因而醫療界有學者提出前哨淋巴結切

除手術(Sentinel Node)來取代傳統腋下淋巴

結清除手術。

一定要做腋下淋巴結清除手術嗎?

前哨淋巴結的觀念在於癌細胞在腋下淋

巴轉移時，通常會轉移到第一顆(或前幾顆)

淋巴結，這顆(或前幾顆)淋巴結就是所謂的

前哨淋巴結。如果這顆(或前幾顆)淋巴結有

癌細胞轉移，則後續有淋巴轉移的機會就會

較高，需要進行腋下淋巴廓清手術；相反

的，如果這顆(或前幾顆)淋巴結並沒有癌細

胞轉移的情形，則後續淋巴結有癌細胞轉移

的機會就極低，可以不用接受腋下淋巴廓清

手術，以避免清除淋巴廓之後造成的併發症

及不適。

文/內分泌外科 姚忠瑾 主任

乳房外科 主治醫師

乳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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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淋巴結切片手術自1991年開始，

已經在臨床執行超過將近20年，治療技術

越來越為精進。目前在醫療界的共識摘要如

下：

一.臨床上，手術前對觸摸不到腋下淋巴結

    的病患：

1.前哨淋巴結切除手術若為陰性：不用

接受腋下淋巴廓清手術。

2.前哨淋巴結切除手術若發現有微轉移

  (小於2mm)：不用接受腋下淋巴廓清手

術。

3.前哨淋巴結切除手術若為陽性(大於

2mm)：若淋巴1至2顆為陽性，而且

病患接受保乳手術，準備接受全乳放

射線治療，不用接受腋下淋巴廓清手

術。

4.前哨淋巴結切除手術若為陽性：若病

患接受全乳切除手術，準備接受放射

線治療則不用接受腋下淋巴廓清手

術。

二.臨床上，手術前對觸摸到腋下淋巴結的病

患：可依不同的亞型給予先導行的藥物治療

(化療、標靶治療等)，依臨床反應再施行前

哨淋巴結切片手術。

1.治療後，對觸摸不到腋下淋巴結的病

患，施行前哨淋巴結切除手術。

  若取出大於2顆淋巴而且為陰性，不用

接受腋下淋巴廓清手術。反之，腋下

淋巴廓清手術對病患比較安全。

2.治療後，仍可觸摸到腋下淋巴結的病

患，腋下淋巴廓清手術比較安全。

  近年來對於乳癌腋下淋巴的處理，愈趨

於保守，傳統腋下淋巴結清除手術的

角色不再像以往那麽重要，因而乳癌

手術所造成的手臂水腫、痲痺及上臂

運動不便等副作用就大輻降低，造福

乳癌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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