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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頸癌為台灣婦女常見的癌症之一，根據2017年12月公佈之2015年癌症登記及死亡統計

資料顯示，有1,485人發生子宮頸癌，及661人死於子宮頸癌，均為我國女性癌症發生的第七位及

死亡的第七位。

絕大多數的子宮頸癌是經由性行為而感染人類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所導

致。大多數的人類乳突病毒感染會消失而沒有後遺症，但是有些會進展成子宮頸癌。人類乳突病

毒感染與女性的性行為模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愈早發生性行為或愈多的性伴侶都會增加感染人

類乳突病毒的機會，導致發生子宮頸癌的機率也就相對提高。

什麼是人類乳突病毒？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目前已知約有40種人類乳突病毒型別會感染肛門及生殖器官部位的皮膚及黏膜，引起尖型濕

疣（俗稱菜花）的第6、11 型，屬於低危險型，而與子宮頸癌相關的高危險型別約有 17種，其中

第16、18、33、52、58等型別為台灣較常見的高危險型別，而第16及18型人類乳突病毒是導致

全球70%子宮頸癌之極度重要的高危險性病毒種類。在台灣則在50-70%之間，其他三、四、五名

分別是58、33及52型。

子宮頸癌的三種疫苗比較表說明

二價 保蓓（Cervarix） 四價 嘉喜（GARDASIL）
九價 嘉喜9

（GARDASIL 9）
藥廠 英國葛蘭素史克藥廠 美國默沙東藥廠 美國默沙東藥廠

預防HPV類型 HPV 16、18型 HPV 16、18、6、11型
HPV 16、18、31、33、
45、52、58、6、11型

用法 共三劑(0、1、6個月) 共三劑(0、2、6個月) 共三劑(0、2、6個月)

打了疫苗後是否就完全不會得到子宮頸癌呢？

接種疫苗後可以大幅降低子宮頸癌的發生風險，但仍然無法百分之百預防子宮頸癌。大家應

該要有認知，罹患子宮頸癌最危險的一大因素是婦女不做子宮頸抹片篩檢。

多數子宮頸癌患者都是五年內沒有做抹片的一群婦女，她們感染HPV病毒後，因為沒有抹片

檢查，未知病毒存留在體內，無法進一步接受治療，最後進展到子宮頸癌。因此提醒女性朋友

們，預防勝於治療，要降低罹患子宮頸癌的風險要身體力行並設下三道防線：安全性行為、定期

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自費接種HPV疫苗，三者缺一不可，照著做子宮頸癌就不會上身，健康就

是您的。

子宮頸癌疫苗 您了解多少？
文/婦產科衛教室 陳怡潔 衛教師

健康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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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門診常有人做完抹片或超音波時，身體微向前傾，小小聲問：「醫生，我下面很乾，

每次都很不舒服，以前不會這樣，怎麼現在變這樣？該怎麼辦？」

女性於更年期前後、產後哺乳期或是婦科癌症及乳癌治療，促使卵巢功能退化，雌激素

分泌大量減少，除了常見的更年期症狀，泌尿道及生殖道也受到雌激素減少的影響，產生陰

道彈力張力下降，陰道尿道黏膜萎縮。

主要表現出來的症狀為陰道鬆弛、陰道乾澀、搔癢、疼痛、分泌物；反覆泌尿道感染、

夜尿、甚至頻尿、尿失禁(漏尿)等令人尷尬的問題，降低了生活品質與自信心。中山附醫的

婦產科骨盆機能中心引進最新的陰道CO2雷射治療，可以安全，無痛，有效地預防及減緩這

些困擾，重拾女人們的生活品質，自信心，幸福感。

陰道雷射 科技療法      

近年來，陰道雷射的

詢問度愈來愈高，對於治

療停經後生殖泌尿道症候

群漸漸流行，此方法兼顧

局部治療及非賀爾蒙藥物的安全性。它的原理是以雷射光束

360度汽化剝離老舊的黏膜組織，再利用雷射的熱能刺激黏

膜下層新膠原蛋白、彈力纖維再生、玻尿酸再生，使陰道內

壁增厚，促使陰道壁含水度與血管新生，恢復原有的陰道酸

鹼值，幫助陰道黏膜恢復健康的狀態。陰道雷射提供給病人

一個創新，無痛，快速(5~10分鐘)，高滿意度的治療方法。

更年期婦女

更年期前後因卵巢退化，雌激素分泌減少產生出來的

症狀稱停經後生殖泌尿道症候群(GSM)，包含了陰道乾燥、

陰道易敏不適或搔癢、陰道分泌物、排尿障礙、性交疼痛/

性交困難、頻尿、尿失禁，而陰道乾澀為比例最高(27%)。

根據研究，停經後生殖泌尿道症候群盛行率在更年期前後為

15%，停經後逐年增加，停經後2-3年有48%，到停經後4年

就高達60%！但是很多人都認為這是自然老化現象，想著只

要停止性行為，每天墊護墊就好，但是陰道乾癢或是頻尿、

女性陰道雷射科技療法 文/婦產科 廖韻涵 主治醫師 

廖韻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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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拾自信心與幸福感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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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尿確實已經影響生活品質。這區塊的婦女

僅有1/4的人就醫尋求治療，一方面是尷尬開

口，二方面是不知尋求的科別。

傳統治療方法有口服女性荷爾蒙或是外

用荷爾蒙藥物，效果僅有10~25%，又有女性

荷爾蒙致癌疑慮。陰道雷射兼顧局部治療及

非賀爾蒙藥物的安全性，應用在這群病人身

上，每月一次，連續三次標準治療後，陰道

乾澀可達70%的改善，以滿意度來說，國內

外統計高達八成左右。

產後或哺乳期

生產後，雌激素濃度大幅下降且哺乳

期充盈著”母愛荷爾蒙”(泌乳激素)，導致

陰道黏膜萎縮乾澀，結締組織內膠原蛋白流

失，陰道減少彈性與濕潤度，產生外陰搔

癢、性交疼痛、輕度漏尿，讓哺育期間睡眠

不足之外又再再打擊媽咪們的生活品質與自

信心。陰道雷射可以改善此項困擾，成為產

後媽咪修復生殖泌尿道的科技治療。

婦科癌症或乳癌治療後

在婦科癌症或是乳癌經手術、化療、放

射治療或藥物治療之後，婦女在身體及心理

皆承受極大壓力，像是術後傷口疼痛，化療

放療副作用等，偏偏治療的後果會導致雌激

素下降。憂鬱心情，缺乏自信心伴隨而生。

對於患有荷爾蒙高敏感的婦科癌症女性，使

用陰道雷射可以兼顧局部治療及非賀爾蒙藥

物的安全性，改善陰道萎縮乾澀的困擾，重

拾自信與幸福。

輕度尿失禁免開刀療法

很多媽咪在懷孕中後期開始有打噴嚏

漏尿的情形，有些人產後仍持續存在。尿道

是靠陰道前壁組織所支撐的，

在懷孕期受到腹壓向下，骨盆

肌肉拉扯或是生產時肌肉結締

組織受損，或雌激素下降陰道彈性張力下

降，造成咳嗽、打噴嚏或跑步漏尿等，可

藉由獨特的90度雷射探頭來治療，特別針

對陰道前壁位置，飛梭點陣式汽化與熱能

輸出刺激陰道彈力蛋白與膠原蛋白再生，

使陰道前壁彈力與張力強化，改善輕度漏

尿，重拾生活自信心。

總結

陰道雷射為安全、快速、有效，汽

化老舊陰道黏膜組織，刺激深層膠原蛋白

及彈性纖維再生，使陰道恢復正常機能與

健康。改善更年期婦女、產後或哺乳期熟

女、婦科癌症或乳癌治療後女性陰道乾澀

萎縮及頻尿、漏尿困擾，重拾女性同胞自

信心與幸福感。

本院每周二上午婦產科設有陰道雷射

特診，仔細評估婦女健康，子宮卵巢超音

波，子宮頸抹片檢查，尿路動力學檢查，

雷射室則位於婦女骨盆機能中心(核子醫學

大樓三樓)，打造私密處治療的專屬空間。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健康新知



早產兒以心導管治療開放性動脈導管 
文/兒童部心臟科 郭業文 主任 

動脈導管是一條連接主動脈與肺動脈之間的血管，是胎兒在媽咪子宮內進行胎兒循環所

需的重要捷徑之一，胎兒只能依賴母親的血液循環，經由動脈導管，將氧氣及營養輸送到胎

兒全身的體循環中。 

所以每個嬰兒的動脈導管在出生時是開放的，若出

生後持續沒有關閉，就稱為「開放性動脈導管」（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開放性動脈導管」占所有先天

性心臟病的5%至10%，女生是男生的2倍。開放性動脈導

管的發生率在足月兒的發生率約千分之一，早產兒發生率

為足月兒的4倍，可高至千分之四。在懷孕週數32週以上

的早產兒，有20%有PDA；懷孕週數28週以下的早產兒，

卻有高達60%有PDA。而開放性動脈導管在出生體重＜

2500公克的新生兒，發生率有30%；出生體重＜1750公克

的發生率為45%；出生體重＜1000至1200公克的發生率為

70~80%。因開放性動脈導管而導致充血性心衰竭的早產兒

當中，出生體重＜1750公克的發生率為15%；出生體重＜

1500公克的發生率更高達40~50%。開放性動脈導管雖然

很單純，卻是早產兒和極低出生體重新生兒照顧上不樂見

的先天性心臟病，因容易引起心衰竭以及其它嚴重的合併

症，如肺高壓和肺出血等。 

微創手術治療的新趨勢  

郭業文 醫師

專長│

• 兒童先天性心臟病 

• 成人先天性心臟病 

• 心律不整 

• 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風濕

    相關疾病 

• 兒童急重症 

• 一般兒科疾病 

• 新生兒疾病 

• 超音波檢查 

• 兒童預防保健 

• 兒童健康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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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治療開放性動脈導管會先使用內科藥物治療，若無效，早產兒過去治療的唯一方法是

開刀由左後側開胸進行動脈導管綁紮手術。傷口面積較大，小病嬰術後疼痛，且留下疤痕。但

隨著診斷技術的提升，以及心導管微創關閉技術的進步，臨床上可作為早產兒儘早治療此問題

的另一選擇。 

黃媽媽因懷雙胞胎，懷孕33周時早產，兄弟出生時體重各別為1900及1800公克，這對早

產兒在出生後，原本肺部就尚未發育成熟，更加上「開放性動脈導管」，逐漸有心雜音伴隨

呼吸急促、呼吸喘、心臟擴大、肺壓高、三尖辦及二尖辦嚴重逆流，心臟擴大等心臟衰竭的現

象，雖經反覆內科藥物治療，以及強心劑、地高辛，利尿劑等多種藥物治療仍無效，且體重發

育停滯。經仔細評估並與家屬討論後，各別於出生2週及3週大時，在加護病房醫師、護理團隊

合作下順利幫這對雙胞胎早產兒完成心導管手術治療。手術後，兩位雙胞胎的體重成長明顯進

步，目前追蹤至4個月大，體重已各別增加至6

公斤和5公斤，已接近一般正常嬰兒的體重。 

絕大部分正常新生兒在出生後約2至3天，

動脈導管就會自行關閉，若沒關閉，較大的

「開放性動脈導管」會讓主動脈的血流大量持

續分流到肺動脈，導致心肺負擔增加，肺壓逐

漸昇高、肺充血、水腫、心臟擴大甚至引起充

血性心臟衰竭而有生命危險。必須及時施以心

導管手術，成功關閉開放性動脈導管，才有機

會挽救病危的新生兒，救回一命。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心臟病兒童基金會

               /台灣兒童心臟學會之出版品"認識兒童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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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耳鼻喉頭頸外科 溫惟昇 主治醫師

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於

耳、鼻內視鏡手術的應用－

兼顧微創原則與安全性

溫惟昇 醫師

專長│

• 中耳炎、膽脂瘤、耳鳴、

    聽障、眩暈

• 無痕耳內視鏡微創手術、

    耳膜修補手術

• 鼻中膈彎曲、鼻過敏、

    鼻竇炎、耳咽管疾患

• 鼻過敏神經阻斷、鼻與

    鼻竇內視鏡微創手術

• 小兒耳鼻喉(聽障/中耳炎

    /唇顎裂團隊照護)

• 兒童睡眠呼吸障礙、

    扁桃腺與腺樣體微創手術

• 打鼾與睡眠呼吸中止症

    診斷及微創治療

• 喉聲帶顯微手術、頭頸部

    腫瘤神經監測手術

在過去，耳部、鼻部的疾病由於通道窄小，無法經由

耳道、鼻道進入施行手術治療，須將周圍的組織破壞，才能

取得足夠的視野及操作空間，為此復原時間拉長，同時也增

加了不必要的疼痛不適。拜醫療科技進步與新一代手術技術

所賜，手術用內視鏡具有廣角、高解析度與近距離觀察的特

性，並可利用人體的自然開口(如耳道、鼻道)進入，因此稱為

「內視鏡微創手術」。

耳內視鏡微創手術

以往為了治療中耳炎併發的耳膜穿孔或膽脂瘤，手術必

須由耳後切開約6公分的傷口，甚至破壞部分耳道的硬骨才能

到達，術後以繃帶纏繞頭部止血，住院三、四天以上，縫合

與拆線也會造成生活上的不便。現在，這些痛苦絕大多數已

能藉由耳內視鏡微創手術來避免。

以單純性中耳炎合併耳膜穿孔為例，透過微創手術清除

發炎組織並修補耳膜，可使外觀完全無傷口，術後不必住院

且免換藥、包紮；較嚴重的膽脂瘤或複雜性中耳炎侵犯乳突

腔為例，耳後傷口可縮小為傳統手術的一半(不到三公分)，

僅需住院觀察一晚，同樣免換藥、包紮與拆線，患者仍可洗

澡、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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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竇內視鏡微創手術

鼻竇手術用於治療慢性鼻竇炎，清除蓄膿與增生的鼻息肉，並將阻塞的鼻竇開口重新打通，

或清除鼻部腫瘤。以往傳統手術切開由上嘴唇內的黏膜，破壞臉頰後方的骨頭才能進入，此種

「掀嘴皮」的手術方式傷口大而疼痛，術後臉部腫脹麻木，鼻腔必須塞滿紗布止血，拔除時也相

當不舒服；有了鼻竇內視鏡微創手術的幫助，直接由鼻孔進入直達病灶，配合「微型吸絞器」清

除增生的息肉，免除額外的傷口，大大縮短了恢復的時間。除改善疼痛、減少出血外，住院時間

縮短甚至，恢復期較快且外觀沒有任何傷口。

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

以往手術時，辨認出正常的

神經、血管構造予以保留，同時針

對病灶處徹底清除，全賴醫師的經

驗與對人體解剖構造的了解，就好

比開車上路要找路線，翻地圖；而

今立體定位導航系統如同車用導航

般，駕駛能隨時得知自己在地圖上

的位置，並明確地朝目的地前進，

不僅效率高，可靠性也提升。

內視鏡微創手術 VS 傳統鼻竇手術

內視鏡影像放大搭配微型吸絞器 手術器械 直接目視一般手術器械

經鼻孔直達病灶外部無傷口 手術途徑 掀起嘴皮並敲開臉頰後方骨頭

較少 術中出血 較多

可分解海綿無須取出 術後填塞 紗布取出時相當不舒服

較輕微 術後疼痛 較疼痛

無臉部麻木、腫脹 併發症 臉部麻木、腫脹

鼻竇內視鏡微創手術與傳統手術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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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其原理是利用患者術前的電腦斷層掃

描加以重組，將橫切面、縱切面與冠狀面一

共三個平面的影像融合為立體，搭配「紅外

線攝像機」與光學定位技術，把「定位追蹤

器」所在位置即時顯示(圖一)，誤差範圍僅

0.1-0.2公分。臨床用途可分為三大方向：

一、精準辨認病灶的位置、範圍。如切除鼻

息肉、耳/鼻腫瘤、膽脂瘤等，大幅提高

手術成功率與治癒率，降低復發的可能

性。

二、避免傷及重要的神經、血管及其他重要

器官。舉例來說，耳朵的深處有頸靜脈

與顏面神經經過，一旦受到損傷可能會

引發大出血或顏面神經麻痺；鼻竇則鄰

近腦部、頸動脈與視神經，一旦破壞會

導致腦脊髓液滲漏、大出血甚至失明。

三、手術過但疾病復發的患者，因沾黏、纖

維化等原因造成解剖構造與一般人不同，

導航系統可發揮良好的指引效果。

案例一 ：姚女士曾於2010年因鼻竇炎接受手

術治療，近年來逐漸感到鼻塞、膿黃鼻涕與

鼻涕倒流導致不斷咳嗽，連嗅覺也變得不靈

敏，檢查發現為”前篩竇”於首次手術時，

未予以清除乾淨所致的”復發性鼻竇炎”，

同時合併鼻息肉大量增生。以「鼻竇內視鏡

微創手術」與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搭配，將

鼻息肉完整清除後，從此未有復發問題。此

外，住院時間由原先的三、四天縮短為僅一

晚，術後鼻腔內不須塞滿紗布，只需可吸收

的敷料作為保護，安全性與舒適度均大大提

升。

圖一、內視鏡搭配3D立體影像可提升手術成功率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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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58歲林先生主訴鼻水流不停，噴嚏一打就是連續十幾個，必須隨身帶著整包衛生紙，除

了睡眠品質差之外，還嚴重影響工作表現。他曾嘗試口服抗組織胺與鼻用噴劑治療，甚至接受雷射

手術切除鼻息肉，但效果都不甚理想。經內視鏡微創手術將造成過度反應的翼管神經(俗稱鼻過敏

神經)，以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辨認出後進行阻斷，並同時確保周圍的視神經與頸動脈完好無缺，

除了不適感相當輕微，他僅留院觀察一晚即返家並正常工作，最後順利擺脫鼻炎的惱人症狀。

案例三 ：余先生10年前因右耳膽脂瘤開刀，最近數個月發現耳朵有流膿情形，經電腦斷層檢查後

證實為疾病復發。由於先前手術曾破壞耳道壁並移除聽小骨，造成原有解剖構造辨別不易，此外

鄰近頸靜脈的骨頭也因遭到侵蝕而變薄，手術風險相當高。透過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的幫助，手

術時順利摘除並成功地避免大出血的發生。

結語

耳、鼻部的手術可以用「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來形容。在沒有立體定位導航系統的輔助時，

考量危險性在清除病灶時必須相對保守，因此多有疾病復發。如今能精準定位並移除病灶組織，

除了治癒率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降低併發症發生率並維護病人安全。

圖二、3D立體定位導航系統(上)搭配內視鏡微創手術(下)，

          可大幅降低傷及重要神經或血管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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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對肥胖症的認識源遠流長，最早的中醫經典著作《內經》就有不少關於肥胖症及其併

發症的認識，如“甘肥貴人，則膏梁之疾也”，“此肥美之發也”，《禮記》亦有肥胖的記載：

“膚革充盈，人之肥也。”中醫認為「脾」主肌肉，能轉運食物中的營養及消化，以滋養全身，

若真陽不足、脾失健運，則身體運化功能失常，易變成痰濕(脂肪)積存於肌膚中，形成肥胖。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林榮志 主任 

洪婉真 研究助理

不可輕忽的隱形殺手-高血脂

林榮志 醫師

專長│

• 肩肘腕痛

• 落枕媽媽手

• 小兒體質調理

• 中風、神經損傷後遺症

• 疼痛治療與控制

• 乳癌術後體質調理

高血脂症是現代社會常見的代謝性疾病，是導致冠狀動

脈疾病及腦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預防勝於治療

根據國健署對預防高血脂的建議為：定期健檢、飲食均

衡、適度運動、戒除菸酒等良好之生活習慣。

中醫新藥-天然降血脂製劑

「壽美降脂一號膠囊」是國內第一個通過臨床試驗核可

上市的中藥新藥，其來源是天然Monascus purpureus Went菌

株，也就是臺灣民間用來釀酒或製作紅糟肉的紅麴，據《本

草綱目》記載「紅麴主治消食活血、健脾燥胃、治赤白痢、

下水穀」。

此菌株經萃取後的有效成分跟降血脂西藥Lovastatin具有

相同的結構和效果。根據國內進行之隨機雙盲的臨床試驗結

果，證實「壽美降脂一號膠囊」能顯著地降低總膽固醇及低

密度脂蛋白。

由於體內脂肪代謝異常容易引發組織細胞之慢性傷害，

及早控制血脂可預防多種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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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使用時應注意Lovastatin可能發生的不良反應(表1)，儘量不併用可能會與Lovastatin產生交互

作用之藥品(表2)和其他HMG-CoA還原酶抑制劑，亦不要喝葡萄柚汁或吃葡萄柚，以免影響藥物代

謝。

表1、Lovastatin可能發生的不良反應

表2、可能會與Lovastatin產生交互作用之藥品

增加肌肉副作用風險

Statin類藥物、gemfibrozil及其他fibrate類藥物、niacin(＞1gm/天)、cyclosporine、traconazole、

ketoconazole、erythromycin、clairthromycin、nefazodone、coumarin、其它抑制cytochromeP450

之藥物

壽美降脂一號粉末經分析，除降低血脂肪的作用來自於所含烴甲基戊二酼輔酶A(HMG-CoA)還

原酶抑制劑的成分(statins)，為膽固醇合成抑制劑，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LDL)，提升高密度脂蛋白

(HDL)，預防心血管疾病；另含有其他天然成分：

天然胺基酸(γ-GABA) 

抑制性神經傳遞物質，參與多種代謝活動，直接調控肌肉張力。主要存在人體的腦部，具有

許多生理功效：(1)穩定血壓，使血管擴張及抑制血管張力素的活性達到降低血壓的作用、(2)幫助

睡眠，增加非快速動眼睡眠的第三、四期睡眠階段及抑制中樞神經系統過度興奮，對腦部具有安

定的作用，進而促進放鬆、(3)抗焦慮，在GABAA的存在下減緩神經活動的效果，消除神經緊張。

植物固醇(Ergosterol)

源於植物，人體無法自行合成，不經腸胃道吸收，容易由膽汁排出，所以不容易蓄積體內；

干擾腸道吸收膽固醇，因此針對有冠心症又合併高膽固醇血症病患，建議每日應攝取二至三公克

的植物固醇，以減少膽固醇的吸收，達到保護心血管的功用。

發生機率 症狀

＞1%
衰弱、腹痛、便秘、腹瀉、消化不良、脹氣、噁心、肌痛、頭暈、頭痛、皮疹、視力

模糊。

0.5~1%
胸痛、胃酸逆流、口乾、嘔吐、腳痛、肩痛、關節痛、失眠、感覺異常、禿頭、癢、

眼睛異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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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黃酮（Isoflavones）

異黃酮是一種類似荷爾蒙般的化合物，又叫做植物性雌激素(Phytoestrogen)。它們的化學結

構與女性動情激素的構造與功能相近，可以降低血中膽固醇，並且能緩解女性更年期停經後的不

適症狀，可抑制因荷爾蒙失調所引發的腫瘤細胞的生長，許多研究指出異黃酮可以降低女性罹患

相關疾病的機率，並利用異黃酮來預防經前症候群（PMS）、更年期和乳癌所引起的一些不適應

症狀。

不飽和脂肪酸(Unsaturated fatty acid)

不飽和脂肪酸主要分成兩群：omega-3和omega-6脂肪酸。現代飲食容易缺乏omega-3，由於

人體無法藉由酵素作用將雙鍵加入在omega-3和omega-6的位子，內含亞麻油酸(linoleic acid)和次

亞麻油酸(α-linolenic acid)為必須的營養成份。足量攝取可以保護血管，減少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癌症，也可幫助腦部發育。

什麼人適合服用壽美降脂一號呢?

臨床上常用於：

• 輕、中度高膽固醇患者。

• 治療以高膽固醇為主的混合性血脂異常。

• 輕度TG升高及高密度脂蛋白降低的患者。

• 冠心病的次級預防、血脂水準邊緣型的冠心病患者。

• 腦中風、糖尿病、高血壓、腎臟病，代謝症候群及老年血脂異常。

• 其他Statins類西藥藥物不耐受或引起肝酶和肌酶升高患者。

• 預防脂肪肝惡化。

• 停經後婦女。

紅麴藥品之安全性注意事項：

市面上的紅麴膠囊品質良莠不齊，注意是否通過健康食品認證，及下列條件以維護自身健康。

1. 遵循國家藥典規範嚴選藥品級專利菌株，管控加工廠房落塵量(百萬分之一)，確保在無污

染的環境生產，包括注意壓力、溫度、時間、養分等環境條件下，才能產生有效成份最

高的產品。

2. 出廠前品管部門逐批檢驗指標成分(Lovastatin)定性定量、橘黴毒(Citrinin)不得超標1ppm

  (國家健康食品不得超過2ppm)、重金屬限量及殘餘農藥與生菌(大腸桿菌等，黃金葡萄球

菌等)不得檢出。

中醫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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