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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醫療統計顯示，四十歲以上的男

性，半數有勃起功能障礙，這表示全球有

一億以上的男性受到影響；台灣估計也有

一百萬以上的男性有此困擾。難怪，套句廣

告詞說的「四十歲男人不能只剩一張嘴」，

可想而知，勃起功能障礙的問題，遠比大眾

所知的更為普遍。

勃起功能障礙造成原因，以生理因素

來說與陰莖動脈血管阻塞有關，血管管徑與

身體各部位疾病都有相關。當陰莖血管阻塞

50%，病患會因有症狀導致勃起功能障礙來門

診求診，但多數病患不知道其實此時在冠狀

動脈部分已經有30%阻塞，如未加以治療，血

管持續硬化阻塞到冠狀動脈超過50%阻塞就會

有心血管症狀而需要求助治療。

所以泌尿科醫師肩負了男性健康的首要

關頭，男性勃起功能障礙是血管硬化阻塞的

警訊，提醒病患及早就醫，有機會延緩心血

文/泌尿科 趙浩堅 住院醫師

管疾患產生。男性勃起功能障礙不單純只因

血管阻塞造成，還有心因性的因素，所以男

性勃起功能障礙大致上可分為器質性、心因

性及混合性。

■器質性：由於血管、神經、內分泌系統、

或是陰莖海綿體本身異常或受傷所引起，

比如合併慢性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

等）會影響到血管和神經問題，而老化會

影響到內分泌系統的功能。

■心因性：源於心理因素，例如：生活與經

濟的壓力、焦慮或憂鬱、或是夫妻之間感

情不睦等，影響了勃起功能。

■混和性：上述兩種情況兼具。通常是器質

性因素先發生，隨著時間慢慢地影響至心

理層面，最後導致器質性與心因性兩者合

併存在了。

震波讓您重振雄風

男性勃起功能障礙治療的新選擇

體外震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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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起功能障礙治療

目前在治療勃起功能障礙，有以下三

線治療：第一線的口服藥物、第二線的陰莖

海綿體注射藥物，及第三線的侵襲性手術治

療。

但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及民眾對於

治療上的需求性，治療方式推層出新，有別

於傳統的治療方式，如服用藥物治療可能有

副作用出現，或者具有高侵襲性的手術治

療，目前最新非侵襲性且低副作用治療就是

體外震波治療。

文獻上研究對於震波的療效目前已陸

續證明對於男性勃起功能是有治療效果的，

而其治療機制目前認為可能是：①因震波攜

帶能量對治療組織產生微小破壞，讓血管新

生，修復原本受損或阻塞的血管，及血管內

皮修復，帶來前驅幹細胞，修復受損神經細

胞。②減少氧化壓力，降低發炎。由於以上

的作用機轉，目前震波治療用於治療男性勃

起功能障礙及慢性骨盆腔疼痛症候群都有其

應用，也提供病患多了一個非侵入性、免打

針、免吃藥、免麻醉、免開刀、且無放射性

的最新治療技術選擇，讓男性重振雄風增加

一新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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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以下症狀嗎？

•尿流細小無力。 

•小便時必須等待一陣子才能解的出來。

•老是覺得膀胱裡的尿液無法完全排空。

•剛解完小便後，1-2小時內又需再次小便。

•解尿時要用力才能解的出來。解完後還會

滴滴答答。

•有時一尿急，會有來不及上廁所的情形。

•晚上睡覺到天亮起床，需起身小便數次。

以上都是常見的下泌尿道症狀。如果有，

應該要懷疑自己攝護腺是否有肥大情形。

何謂良性攝護腺肥大？醫學上的定義

為：組織學上的細胞增生、腺體的腫大，

造成臨床上尿道阻塞的症狀，也就是我們

俗稱的下泌尿道症候群(lower urinary tract 

syndrome,LUTS)。隨著年齡增長，攝護腺肥大

的機率也直線上升。51-60歲的男性約有50%

有攝護腺肥大的現象，70歲時約有70%的盛行

率，到了80歲以上，幾乎90%以上的男性都有

攝護腺肥大的情形。

造成攝護腺肥大之原因，最主要是隨

著年齡的增長，男性荷爾蒙的刺激造成組織

的增生；其他包含生活習慣如抽煙、喝酒，

肥胖，是否有其他內科疾病如肝硬化、高血

壓，甚至是種族、社會經濟地位都有影響。

文/泌尿科 簡宏祐 住院醫師

隨著組織增生造成攝護腺肥大會進一

步引起排尿障礙。初、中期常見的症狀有頻

尿、排尿慢、尿流細小、急迫性尿失禁、有

餘尿感、膀胱發炎、夜尿次數增多；到晚期

時則可能有膀胱發炎、血尿、尿滯留、因為

尿滯留造成的腎功能障礙，甚至是尿毒症。

良性攝護腺肥大診斷與治療流程

病史詢問

肛門指診

一般建議50歲以上男性，每年至少進行

一次肛門指診。此檢查可約略了解攝護腺

的大小、形狀、質地、是否有不正常硬

塊、有否疼痛發炎的情況。

經直腸攝護腺超音波(Transrectal Ultrasound 

of Prostate, TRUS)

測量攝護腺體積的大小。

膀胱鏡

內視鏡下直接觀察攝護腺增生情形。

尿流速及殘尿檢查

正常男性尿流速每秒為20-25ml作為服藥

後追蹤的指標之一。

尿液檢查：檢驗是否有血尿、發炎或蛋白尿

現象。

攝護腺肥大的診斷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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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檢查：攝護腺特異抗原 (PSA)，腎功

能。

膀胱機能檢查

在長期解尿困難、用力逼尿，膀胱過度

作工之後，會產生“膀胱無力”的情形，須

做此項檢查加以了解。

攝護腺肥大之治療選擇，可以分為非侵

入性的藥物治療及侵入性的外科治療。

藥物治療

•α-交感神經受體阻斷劑(S i l o d o s i n , 

Tamsulosin ,  Alfuzosin, Terazosin, 

Doxazosin)：舒緩攝護腺平滑肌，改善對

尿道的壓迫。

•5α-還原酶抑制劑(proscar, avodart)：阻斷

DHT的生成，使肥大的攝護腺縮小。

•抗毒菌鹼Antimuscarinics。

•補充性療法：茄紅素, Saw Palmetto 鋸棕

櫚。

外科手術治療

■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Transure thra l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 TURP）

  治療攝護腺肥大的標準處理方法，內視鏡

直視下利用非溶血的沖洗液和單極切割

刀，將攝護腺組織一片片的切割下來，刮

出一個隧道型空腔，改善排尿狀況。

■經尿道攝護腺雙極電刀氣化術或括除術

•雙極技術能量大多集中在切割刀上，對於

週邊組織和心臟節率器的影響較小。 

•利用生理食鹽水當沖洗液，可減少經尿道

攝護腺的括除症侯群。

■經尿道前列腺切開術（TUIP）

  適用於前列腺輕微增大但症狀較嚴重的病

人，手術不會切除前列腺組織，而在膀胱

頸上作一個切口，以放寬尿道。

■傳統攝護腺開腹式手術

  經由開腹手術直接移除攝護腺

■經尿道雷射手術

  優點為較不會出血、安全性高、恢復較

快。

要注意的是，手術目標是使解尿狀況變

好，但能改善多少，與膀胱功能受損程度有

很大的影響，若膀胱功能已受損嚴重，則手

術後仍可能有頻尿、細尿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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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一般認為它是引起女性子宮頸癌的首要兇手。但

這支病毒不是只會侵犯女性而已，男性朋友也要注意！

『有沒有說錯啊！？男性又沒有子宮頸，為何也要注意？』

事實上，HPV病毒的感染男女皆常見；它容易感染肛門及生殖區的皮膚及黏膜，引起外

陰、肛門、陰莖與口咽部的鱗狀上皮細胞癌，而HPV病毒大多數是透過性行為的接觸傳染疾

病，人們自從有性行為開始，就有機會罹患HPV病毒；根據統計結果顯示，HPV持續性感染者

罹患子宮頸癌、外陰癌、直腸癌、陰莖癌的風險均會顯著增加。

不只女性，男性也會經由性行為感染到HPV，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局與預防中心報告指出，

年輕男性的HPV盛行率比女性還高，年齡在28歲至32歲族群高達50%，但因為感染後大多不會

有明顯症狀或不適感，所以不容易警覺到。

文/泌尿科 簡宏祐 住院醫師│醫療部 整理

HPV人類乳突病毒 男性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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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是一種DNA病毒，目前已知有一百多種亞型，其中第16、18型是最常見的高危險型，

與子宮頸癌前病變、子宮頸癌以及男女外生殖器官癌症的發生有關；超過70%的子宮頸癌是

16、18型引起的；另外第6、11型是屬於低危險型，感染時可引起生殖器疣(俗稱菜花)、陰莖

癌、直腸癌和口咽癌。

國民健康署多年來，對於女性子宮頸癌篩檢推廣不遺餘力，因女性可經由陰道分泌物進行

抹片檢驗(子宮頸抹片檢查)是否感染HPV病毒，更於子宮頸癌疫苗核准上市之後大力推廣；但

隨著全世界臨床研究報告不斷證明指出，HPV感染不只是女性的專利，也就不只有女性應該施

打疫苗，疫苗名稱不該侷限於子宮頸癌疫苗，而限制了民眾的認知，所以男性朋友們也應該關

切這支HPV疫苗。

領導該研究的紐約艾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Ilir Agalliu 醫師，總共採樣近十萬名美國

民眾的漱口水樣本，以次世代定序法檢測HPV的DNA，經過4年的時間追蹤發現，有103名男

性、29名女性陸續罹患頭頸癌（喉癌者占44.7%、口腔癌占32.6%、口咽癌占18.9%、下咽癌占

3.8%），且漱口水樣本呈現 HPV DNA 陽性者會增加7.1倍頭頸癌的風險，增加口咽癌的風險更

高達22.4倍。這些證據指出：感染口腔的HPV會引發頭頸癌，尤其是口咽癌的風險更高，因此

建議HPV DNA檢查呈現陽性的民眾，最好能事先接受HPV 疫苗接種以預防口腔癌發生。此研究

論文刊登於《美國醫學協會期刊─腫瘤學》（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Oncology）。

另外，美國「內科醫學年鑑」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其報告指出，男性口腔感染HPV的盛行

率約是女性3倍，尤其口腔感染第16型高致癌風險病毒型比率更是女性的6倍。

綜合上述內容，可以讓我們了解到，HPV經由性行為是最常見的傳染途徑，可能透過接

觸皮膚傷口、黏膜或體液而感染；外部生殖器接觸帶有HPV的物品，包含公共浴池、溫泉、

游泳池等場域都可能感染HPV。因此，建議男女性朋友、或是性行為較為活躍的族群，都要注

射HPV疫苗，注射疫苗不僅是保護自己也保護另一半。又尤其在未有性行為之前即注射HPV疫

苗，在受到HPV病毒威脅之前就提高防範。相關醫療資訊皆歡迎至泌尿科、婦產科、感染科及

家醫科進行諮詢。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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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在一次感冒之後，乾咳持續了數

個月，於2009年3月時到本院求診，被胸腔內

科醫師發現腎功能不良、貧血、蛋白尿及和

血尿，轉到腎臟科筆者的門診治療；陳女士

當年60歲，腎功能指標肌酐酸為2.4mg/dL，

臉色蒼白、血色素只有8.4g/dL。

腎臟功能不好常會合併貧血，而貧血通

常是慢性的過程，需要一段時間才會產生；

而急性腎衰竭的患者因病程短暫不太會貧

血，因此，陳女士的初診紀錄被懷疑是「慢

性腎衰竭」。

接著安排腎臟超音波檢查來確認是否有

兩邊的腎臟萎縮？然而陳女士的腎臟超音波

竟很正常，左右腎臟大小都是11.5公分，腎

臟不但沒萎縮反而還略大一點點，陳女士的

腎病可能不是慢性腎衰竭。

平常我們熟知的腎病類型，通常是急

性腎衰竭或是慢性腎衰竭，現在要介紹的是

另一種「快速進展性」新月型腎絲球腎炎，

文/腎臟科 張浤榮 主任

而陳女士經過腎臟穿刺檢查證實就是這個疾

病，住院檢查當天腎功能更惡化到肌酐酸為

3.1mg/dL。

這種快速進展性腎絲球腎炎的特徵就

是腎功能會迅速喪失（通常在三個月內腎絲

球過濾率下降一半），腎臟病理組織檢查可

見到腎絲球中有「新月」形狀的形成。這種

「月」並不是美麗的「中秋圓月」，而是很

凶狠的「彎刀月」，如果不及時治療，有九

成患者甚至會在半年後進入洗腎狀態。

快速進展性新月形腎絲球腎炎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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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特徵還有嚴重的血尿和蛋白尿，血

尿和蛋白尿的原因是來自腎絲球顯微結構的

損傷所引起，有時整日會超過3克蛋白質流失

合併水腫，有些患者還會出現高血壓，更嚴

重者是明顯的少尿或無尿，這些症狀強烈暗

示著治療後預後不良。

快速進展性腎絲球腎炎分為三大類，第

一類是抗腎小球基底膜(anti-GBM)抗體疾病，

腎臟螢光免疫染色可見沿著腎小球基底膜的

線形沉澱；第二類是免疫複合體沉澱，腎臟

螢光免疫染色可見免疫複合體的顆粒散在性

沉澱；第三類最常見，是既無抗腎小球基底

膜(anti-GBM)抗體也無免疫複合體沉澱，有時

會合併咳血，而陳女士的腎病是第三型的這

一種。

其他在腎衰竭時也不太會出現腎萎縮的

腎病還有糖尿病、類澱粉沉著症、多發性骨

髓瘤、多囊腎等等。

新月形腎絲球腎炎的標準治療，包括使

用類固醇和化學藥，由於都是免疫抑制劑，

治療過程中需注意感染的風險。如果患者還

會合併肺泡出血或咳血等症狀，還要增加血

漿置換治療。雖然新月形腎絲球腎炎的預後

狀況大部分不太好，但若能盡早確診也能有

不錯的治療效果，盡早治療不要延遲，如同

本例陳女士的治療反應相當不錯。若病情演

化到長期洗腎需要換腎治療時，需至少6個月

以上沒有測得Anti-GBM的抗體，才可以接受

腎臟移植手術。

陳女士的腎臟疾病經過本院標準診斷程

序，以免疫抑制劑積極治療，兩個月後腎功

能恢復至肌酐酸1.5mg/dL，再過半年腎功能恢

復正常至肌酐酸1.1mg/dL，到目前2019年為

止陳女士已在本院追蹤十年，她的腎功能還

是維持正常在1.1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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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慢性腎臟病的發生率位居世界第

一，可依病人的需求選擇血液透析、腹膜透

析或腎臟移植治療以延續生命；根據衛福部

統計，目前透析人數約九萬多人，其中以選

擇血液透析治療占最多，而血液透析病人的

生活品質和存活率與病人對疾病的認知和自

我照護能力有密不可分之相關性。

以下幾點照護說明，以期提升病人之生

活品質和存活率：

1.血管通路的自我照護：(1)透析的血管通路

是病人的第二生命，故手術24小時後，每

天以軟式網球做300-500次的握球運動。(2)

用手觸摸或以聽診器聽血管通路，是否有

觸電或“咻咻”的血流聲，(3)避免患肢壓

迫、提重物、測量血壓及抽血等治療，以

防止血液循環不良造成栓塞。(4)透析結束

後，當日傷口應保持乾燥避免感染，並可

用護腕保護延長血管通路的壽命。

2. 攝取均衡的營養：

  (1)足夠的熱量：人體代謝需要基本熱量，

熱量攝取不足，則體內的蛋白質如肌肉蛋

白、內臟蛋白等消耗，使尿毒升高，身體

會日漸消瘦，抵抗力差；以成人而言，建

議每日熱量為理想體重乘以35-45卡/公斤。

  (2)適當的蛋白質：當病人透析治療時，應採

取高蛋白飲食，故每日攝取1.0-1.5公克/公

文/腎臟科透析室 黃千郁  護理長

張浤榮 主   任

斤蛋白質，其中至少有1/2－2/3來自高生

物價值的動物性蛋白質，如雞、鴨、魚、

肉、蛋及奶類；植物性蛋白以黃豆為主要

的大豆蛋白，如豆腐、豆漿等，可視為高

生物價值較易被吸收。

  (3)採低磷飲食：當腎臟功能變差時，會產生

高磷血症，故應避免食用含磷高的食物，

如麥片、糙米、魚干、奶粉、堅果核仁、

酵母類、內臟類、茶葉、發酵類的食物

等。

  (4)採低鉀飲食：每種食物都含有鉀，鉀的攝

取對正常人而言是必需的，健康的人也能

將體內多餘的鉀排出體外，並且維持人體

內正常血鉀量。但在慢性腎臟病及尿少的

病人，無法排泄多餘的鉀造成高血鉀，使

病人心律不整，嚴重時會心跳停止、呼吸

肌無力、意識不清、四肢發麻。因此必須

限制食用含鉀高的食物，如低鹽醬油、低

鈉鹽巴、紫菜、菜乾、黃豆、小蕃茄、橘

子、柳橙等。

  (5)飲食禁忌-楊桃：楊桃含有的某種神經毒

性，而慢性腎臟病的病人，因無法代謝，

故會引起持續性打嗝等不舒服症狀，嚴重

時可能會發生抽搐、昏迷危及生命等情

形，因此完全不能吃。

漫談血液透析病人的日常生活自我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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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少水分的攝取：慢性腎臟病的病人因無

法排泄水分，故尿量會減少，水分累積在

體內太多體重隨之增加，使血壓升高，甚

至引起心臟衰竭，且在透析中容易發生頭

痛、噁心、嘔吐、肌肉抽筋等症狀。

每日水分的攝取量為：每日總尿量加

500~700cc，總而言之，每日的飲水量以兩次

透析間的體重增加不超過乾體重的5%為限。

■控制水分攝取的方法有：(1)可將一天

要喝的水量用固定容器裝好，並將這些水平

均分配，養成口渴時才喝水的習慣。(2)不要

吃含鹽份太多（醃製、味精及加工食品）的

東西，否則容易口渴，增加水分的攝取量。

(3)減少進食含水多的固體食物，如稀飯、麵

條、豆腐、布丁、果凍、冰淇淋等。(4)每天

在固定時間以同樣的磅秤測量體重。(5)可用

棉棒潤濕嘴唇、漱口、含冰塊、嚼口香糖、

擦護唇膏或購買市售解渴糖果，降低飲水

量。

4.降低皮膚癢的照護：(1)洗澡時使用溫水及

中性沐浴乳或肥皂，洗完澡或皮膚乾燥時

可擦拭乳液，若局部搔癢可使用冰敷。(2) 

皮膚癢仍無法改善時，可依照醫師指示服

用抗組織胺藥物或擦類固醇藥劑。 

5. 適當的運動：可增加肌肉張力及抵抗力

及降低血糖、血壓、血脂肪及膽固醇。所

以可依自己的身體狀況及興趣培養有氧運

動，如：慢跑、爬山、健康操、散步、太

極拳等，並可視自己的體力，每天運動30

分鐘至1小時。

6. 定時接受透析治療，並依醫師處方按時正

確服用藥物(尤其磷結合劑，一定要飯中咬

碎服用)，且充足睡眠、勿熬夜，避免到人

多之公共場所，減少感染的機率。

血液透析病人的生活品質和存活率與日

常生活自我照護息息相關，藉由醫護人員的

衛教及指導，讓病人及家屬更了解並執行自

我照顧及日常保健是生活重要的一部份，更

能認識透析血管通路照護、日常飲食選擇，

使自己能妥適的與疾病共存，享受更幸福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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