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子宮肌瘤，應該要切除嗎？」

病人通常因為月經方面的症狀，在婦

產科檢查出有子宮肌瘤，要不要切除？也是

在中醫或西醫診間中最常被問的問題。目前

造成子宮肌瘤的原因沒有很明確，也沒有可

以預防的方式，不過在臨床上可以觀察到比

較好發的族群，如家族遺傳、體重過重、初

經比較早來等，年齡約30到40歲之間的女

性。雖然子宮肌瘤大部分屬於良性腫瘤，但

其引發的症狀也可能影響生活品質，尤其對

於正值生育的婦女，可能造成不孕。

子宮肌瘤會造成哪些症狀呢？

子宮肌瘤是常見的婦科腫瘤之一，多數

有子宮肌瘤的女性不會有明顯的臨床症狀，

最常見的症狀包括月經不適、骨盆腔疼痛、

或懷孕方面的問題，臨床症狀的嚴重程度與

肌瘤數目、位置、大小有關。不同位置的子

宮肌瘤引起的症狀分別如下：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王婷乙 住院醫師

1.黏膜下肌瘤：痛經、月經量大、不孕、影

響胎兒生長

2.間質性肌瘤：痛經、月經量大、便秘、頻

尿、腹痛

3.漿膜下肌瘤：便秘、頻尿、腹痛

4.有莖肌瘤：可能因發生扭轉，引起強烈的

腹痛。

而其間接導致如月經量大者而容易貧

血，當失血過多時，就會造成容易頭暈、疲

累、注意力不易集中等問題，久而久之，進

而影響女性的心理狀態。

體質寒、體質熱，都可能產生子宮肌瘤

在臨床上，也常聽到病人說：「醫生，

我的子宮真的很寒，每次月經來都好痛，一

定要吃止痛藥！」診脈後，卻發現身體屬於

熱性體質，這一類病人對身體的認知往往與

診斷結果相反。那為什麼寒性、熱性的體質

都有可能造成子宮肌瘤呢？

從中醫觀點談治療子宮肌瘤從中醫觀點談治療子宮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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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肌瘤在中醫的歸類屬於「癥瘕積

聚」，而「血瘀」是最主要的機轉。寒性體

質的人，血液運行的動力不夠，血流不暢導

致氣血凝滯，讓身體不易排除代謝廢物；熱

性體質的人，則因體內的熱會消耗人體的津

液，使血液中的水分不夠，濃稠度上升，血

液循環就會變差。因此不論熱寒體質，只要

血流不暢，代謝廢物無法順利排出而逐漸積

聚在子宮內，就可能產生子宮肌瘤。

平時用四物湯進補正確嗎？

多數女性認為婦科方面的疾病與體質寒

有關，所以在月經結束後開始喝四物湯期待

減少痛經症狀。事實上，中醫將許多疾病分

出寒性與熱性，並不是每個婦科疾病都適合

食補。四物湯的組成是當歸、川芎、熟地、

白芍，前三味藥的性味是溫補類的養血藥，

白芍雖較偏寒性，但也是用來養血。因此從

藥物組成可看出四物湯較適合寒性體質的

人，而熱性體質的人就不宜服用。至於如何

判斷寒、熱，需要專業中醫師來做診斷，藉

由參考其它症狀與脈的表現以準確判斷。

中醫如何治療子宮肌瘤？

中醫治療子宮肌瘤認為要從人的整體

狀況去著手。由於子宮肌瘤常常具有寒熱虛

實夾雜的特點，如果單純袪邪，可能會損傷

正氣，如果單純補虛，又擔心補到肌瘤。因

此在治療上，中醫師會依照患者的體質及病

程，適當地調整活血化瘀、補養臟腑兩種方

法的比重，達到能補充婦女月經流失的經血

及體力，又能避免肌瘤增大。如果患者在月

經週期同時有痛經，或經血量大的症狀，可

以更進一步加上調經止痛的藥物來緩解經期

不適。

總結來說，中醫調整人體的氣血循環以

達到治病效果。在臨床上，有些患者的確在

經過中醫治療後，觀察到子宮肌瘤有縮減的

現象，不過若子宮肌瘤太大顆，或者症狀嚴

重影響生活品質者，一定要先和婦產科醫師

討論是否需要執行手術。若真得需要手術，

也可術後再就診中醫，藉由中藥及針灸來幫

助傷口及體機能的恢復，並可降低子宮肌瘤

復發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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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保健一起來

平時可按摩腹部穴位，如關元、中

極、曲骨、子宮穴等。取穴方式是將四隻

手指併攏，放在肚臍下，即可取到位於臍

下三寸的關元，再往下一寸是中極、曲

骨。從中極向兩側旁開三寸即為子宮穴。

藉由腹部穴位的按摩，也能同時做自我檢

查，看有無凸起的腫塊。另外，也可捏捏

耳朵上的子宮穴，刺激子宮的血液循環。

日常保健注意飲食、睡眠及運動。飲食

方面，體質寒的人盡量少吃生菜沙拉、寒性

水果如柳丁、橘子等及冷飲。服用蔬菜類則

最好要炒過，水果類不宜過多，一天最多大

約是一顆拳頭的量。體質熱的人，應注意少

吃辛香或烤炸辣的食物，如胡椒、蔥、蒜、

辣椒、堅果，或口味重的咖哩類等。睡眠方

面要注重睡眠質量，如時間長短、是否淺眠

易醒、或有無多夢。運動方面，不一定要進

行激烈運動，平時抽出30分鐘的時間走走

路，也可促進骨盆腔的血液循環。

中醫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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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通常對女性及家庭來說是幸福的時期，然而懷孕期間面臨生理、心理、社會等多方面

的變化和適應，是一種發展性的壓力生活事件，對於某些女性於懷孕和生育階段其身心經歷很

大的衝擊和影響，容易增加產後情緒或精神方面障礙。產後憂鬱於近10年有增加的情形，臺灣

婦女產後憂鬱症的盛行率為26.2 ~ 42.9%，產後的心情變化會因為產後時間與症狀表現而有所不

同，而絕大多數婦女屬於產後沮喪，將產後情緒障礙分類如下表︰

文/婦產科病房 黃麗華 護理長

甜蜜的負擔—談產後憂鬱甜蜜的負擔—談產後憂鬱

產後憂鬱的相關因子

有哪些人容易得產後憂鬱呢？

1. 產前即有憂鬱症者。

2. 自尊受傷害者。

3. 照顧孩子備感壓力者。

4. 懷孕及生產過程經歷生活壓力事件者。

5. 較缺少社會支持者。

6. 夫妻婚姻關係較不合諧者。

7. 孕前有憂鬱症病史者。

8. 家中嬰兒氣質屬難養型者。

9. 家庭社會經濟狀況較缺乏者。

10. 未計畫中的懷孕婦女。

11. 出生嬰兒狀況不穩定者。

12. 高危險妊娠者。

13. 多胞胎懷孕者。產後憂鬱的治療

概念 產後沮喪 產後憂鬱 產後精神病

起始時間

產後3-10天，發作

的時間短暫，自行

緩解。

產後4-6週開始，持續超過2

週以上。

產後2週突然開始發作，持

續數週至數月不定。

症狀表現

情緒不穩定、容易

哭、失眠。

心情低落、明顯對事情失去

興趣、體重下降或增加、失

眠或嗜睡、動作遲緩或因不

安動作量增加、疲累或失去

活力、自覺無價值感或罪惡

感、思考能力或專注力減

退、出現自殺意念或想攻擊

小孩、焦慮。

通常情緒變化快速、出現混

亂、妄想、幻覺、定向感不

佳及怪異的行為、對外界沒

有任何的反應。

社會功能 不影響社會功能。
害怕傷害小孩的想法、無法

擔任母職角色。

出現傷害自己及小孩行為、

需要住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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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憂鬱的治療

A. 運動方面─產後2－5個月、每週3次、每次1小時的伸展運動能協助減輕產後憂鬱。

B. 藥物方面—與身心科醫師討論使用抗憂鬱劑，幫助改變體內的神經傳導物質，協助情緒獲

得良好的控制。但仍須注意藥物的副作用，如服用三環類的抗憂鬱藥物，初期嘴巴會較乾

燥及感覺昏睡。

C. 心理諮商—尋求心理諮商師協助找到因應策略，如：

(1)對於懷孕生產需意識到是高壓力事件、

(2)學習辨別須處理的孕產期壓力來源、

(3)評估孕產期的壓力指數、

(4)列出待改善的目標及可動用的壓力因應策略等。

產後憂鬱的相關因素很多，建議家中有孕產婦的家人能夠協助孕產婦調適生心理及角色

變化，產後階段特別注意產婦的情緒反應。產婦也能透過以下愛丁堡憂鬱量表檢測自我的憂

鬱指數，每題評分數為0-3分，正常為0分，嚴重為3分，其中有反向計分題，若大於10分可

能有憂鬱情形，建議可至身心科門診尋求協助與支持。

1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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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E園地

愛丁堡憂鬱量表

此部分是要瞭解過去七天內您的心理感受，請選擇最能描述您心情的感覺，在

適當的□內打勾，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請回答下列所有的問題

1.您能看到事物有趣的一面，並笑得開心

□同以前一樣

□沒有以前那麼多

□肯定比以前少

□完全不能

2.您欣然期待未來的一切

□同以前一樣

□沒有以前那麼多

□肯定比以前少

□完全不能

3.當事情出錯時，您會不斷地責備自己

□大部分時候這樣

□有時候這樣

□不經常這樣

□沒有這樣

4.您會無緣無故感到焦慮和擔心

□一點也沒有

□極少有

□有時候這樣

□經常這樣	

5.您會無緣無故感到害怕和驚慌

□相當多時候這樣

□有時候這樣

□不經常這樣

□一點也沒有

6.很多事情衝著您而來，使您透不過氣

□大多數時候您都不能應付

□有時候您不能像平時那樣應付得好

□大部分時候您都能像平時那樣應付得

好

□您一直都能應付得好

7.您很不開心，以致失眠

□大部分時候這樣

□有時候這樣

□不經常這樣

□一點也沒有

8.您感到難過和悲傷

□大部分時候這樣

□相當時候這樣

□不經常這樣

□一點也沒有

9.您不開心到哭泣

□大部分時候這樣

□有時候這樣

□只是偶而這樣

□沒有這樣

10.您想過要傷害自己

□相當多時候這樣

□有時候這樣

□很少這樣

□沒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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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孕婦「藥」小心 孕婦「藥」小心 
文/藥劑科 魏菀葶 藥師

懷孕用藥分級您可能聽過，那您可能就

知道A級藥品是最安全的，X級藥品絕對不可

使用在孕婦身上。但是B級的藥品不一定比C

級的藥品安全，而被歸類在D級的藥品也是

可以使用在孕婦身上？自1980年以來，經過

美國FDA批准的藥物，不到10%具有足夠的信

息確定胎兒出生缺陷的風險。B～D級藥物缺

乏資料，造成定義模糊，因此FDA在2015年6

月30日宣布捨棄A～X的分級制度，改用詳細

的文字敘述，供專業人員使用判斷。（孕婦

用藥安全分5級可參考表一）

任何藥物都可能有風險，但是不需要因

為懷孕就對所有藥物完全禁忌，藥物造成胎

兒畸形原因可能是藥物劑量、種類、懷孕週

數、母體健康狀況等因素，因此，對於懷孕

用藥建議把握以下重點：

1. 預期懷孕就應該做好孕前準備

藥品從服用到身體的排除，各有不同的

特性，蓄積於體內也從數小時甚至到數年不

等。因此，若有預期懷孕，應注意使用的藥

品，若有長期服用的慢性病藥物，預備懷孕

前就應該與醫師討論溝通。

2. 未預期懷孕

在藥局諮詢處常接到的諮詢：「我這幾

天才知道剛懷孕，上週感冒不舒服有吃藥，

有關係嗎？」大多數感冒藥品為症狀治療，

是不會對胎兒有太大影響的。再者，由於孕

期的第一個月，胚胎未完全著床，此時若有

用藥上的影響，可能造成胚胎無法著床，會

自然淘汰，孕程無法繼續，或是完全沒有影

響。若後續產檢，仍測得到胎兒心跳，就不

用緊張。對慢性病友而言，若在長期服用慢

性病藥物的情況下得知懷孕，更應該第一時

間告知主治醫師，以便調整用藥，絕對不可

擅自停用藥物。

3. 生產前，通常在懷孕前期需要最注意，除

了一些明顯會危害胎兒的藥物應完全避免，

如：抗癌藥、治療青春痘的A酸、Statin類降血

脂藥物、或是放射療法、Ｘ光…等，也應盡可

能減少一般藥品的服用，若是真的感冒了，在

多休息多喝水仍無法恢復健康情況下，也是可

以使用一些藥物來緩解症狀(表二)。

最後，不管是懷孕、準備懷孕或是在

哺乳期間，就診時一定要告知醫師，讓醫師

可以避開不適當的藥物，領藥時也可以再次

跟藥師確認。維持良好的生活型態，定期產

檢，服藥時務必經由醫師處方，才能確保用

藥安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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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表一：2015年7月前，美國FDA懷孕用藥分級級別︰

級別 說明

A
在懷孕婦女的對照臨床試驗中，無法證實對懷孕第一期或較後期
胎兒有風險、或對胎兒傷害的可能性。

B
動物試驗未顯示對胎兒有危險，但缺乏懷孕婦女的對照臨床試驗
資料；或者，動物試驗顯示對胎兒有不良反應，但懷孕婦女對照
臨床試驗無法證實對胎兒有危險。

C
動物試驗顯示有致畸性或殘害胚胎，但沒有懷孕婦女的對照臨床
試驗；或者，懷孕婦女的對照臨床試驗或動物試驗均缺乏資料。

D
已證實對人類胎兒有危險，
但在一些狀況(如有致命危險的狀況或在嚴重疾病其他較安全的藥
品無法使用或無效)，必須利益大於潛在的風險才可以使用。

X
在動物及人體試驗、或臨床經驗證實會造成胎兒異常，這種風險
遠超過可能的利益。

表二

適應症 藥品 懷孕分級或注意事項

解熱鎮痛

解熱鎮痛(普拿疼) 
Acetaminophen

通常安全可以使用

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藥
如Diclofenac 

謹慎使用特別是在妊娠第30週開始，
可能會使胎兒動脈導管過早閉合

止咳
Dextromethorphan

如果在懷孕期間需要，通常認為標準
劑量下是可以接受的

Benzonatate C級，必要情況下可使用

化痰
Acetylcysteine

B級(尚無對孕婦的適當且對照良好的
研究)

Ambroxol C級，懷孕初期前三個月盡量避免服用

流鼻水、
打噴嚏

Diphenhydramine B級，建議使用最低有效劑量

Levocetirizine B級(通常安全，可以使用)

Fexofenadine C級，必要情況下可使用

鼻塞 Loratadine \Pseudoephedrine
B級，部分文獻說明初期前三個月盡量
避免服用

參考文獻:
    1.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Medications and pregnancy.
    2. FetalRisk網站
    3. 懷孕用藥安全 基層醫學 第二十二卷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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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妳一起渡過更年期陪妳一起渡過更年期
文、圖/營養科 洪雅菱 營養師

女性朋友一生中需要經歷三大時期，

分別是青春期、懷孕期以及更年期，從

12~13歲左右初經的來臨，便開始生理週

期；當進行到懷孕期時，展開了生命中

的另一個階段，孕育生命、為人母親的甜

蜜時刻；約莫45~52歲期間，生理週期開

始出現不規則的情況，月經量時多時少，

因為卵巢機能的退化，造成荷爾蒙分泌量

減少，進而帶來一些生理及心理的變化：

失眠、熱潮紅、焦慮、失去耐心等，這段

至月經完全停止的期間就是所謂的「更年

期」。

每個月的生理期因為荷爾蒙的變化，

往往帶給女性朋友一些煩躁、不適等負面

觀感，但也是因為有荷爾蒙的保護，讓女

性朋友們在生理週期的歲月中，相較於男

性有較低的心血管疾病風險，然而一旦過

了更年期，沒有了荷爾蒙的保護，便要多

加留意罹患心血管疾病，其中均衡飲食以

及維持體重尤其重要；然而，在更年期期

間的心理、情緒也同樣受到影響，因此正

向、樂觀並保持心情愉悅也是相當重要的

（圖一）。

均衡飲食

飲食方面，以均衡飲食為主要的原則，

依據衛福部國健署建議的食物六大類攝取目

標（圖二），並增加食物變化性，不要一直

吃重複的食物，可以依「產季」攝取當季盛

產的食物，就是最新鮮、最營養的選擇；也

注意少油、少鹽、少糖，減少點心零食以及

飲料的攝取；

圖二-1、每日飲食指南，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圖二-2、每餐建議皆以均衡飲食為目標，

適量攝取各式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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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適量」補充更年期所需營養素

（圖三），例如：

1.大豆異黃酮，作為雌激素的補充，可

舒緩更年期障礙所帶來的不適；

2.鈣質食物搭配適量的運動及日曬，一

起補充維生素D，延緩骨質流失、避

免骨質疏鬆症；

3.維生素B群可紓緩疲勞也提升代謝率，

幫助老廢物質的排出。

維持體重

搭配「運動」建議每週150分鐘，避免

長時間的靜態活動，有助於減重目標更快

達成；並尋求家人的「心理支持」，與家人

討論出正確且可執行的生活習慣，可讓減重

後的效果維持更加的長久。

保持心情愉悅

這時期難免會有焦躁、易怒及失眠的

情況，這時身邊家人朋友需要多加體諒，並

鼓勵多多走出戶外，活動身體，轉換心態，

讓自己身心保持愉悅；抑或者是學習新的

事物，轉移注意力，避免持續處於壞情緒當

中，朋友及家人的體諒及陪伴，也是女性朋

友在這段期間最溫暖的支持。

圖一、陪妳一起渡過更年期三妙招-均衡飲食、

維持運動習慣、保持好心情。

圖三、更年期間需加強攝取的營養素-

大豆異黃酮、鈣質、維生素B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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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帶來可作為早餐，也可作為點心的一道簡單食譜，不管你是陪伴的家人、還是正在

度過更年期的自己，不仿試試看這道方便、又可補充更年期營養的飲品吧！

【綜合莓果豆漿】

‧材料：豆漿250毫升、堅果5克、冷凍莓果50

克。

‧作法：先將堅果放置果汁機攪碎、或者先行壓

碎再後放入果汁機，加入豆漿、冷凍莓果攪

打均勻即可。

‧小叮嚀：

1.冷凍莓果若是挑選蔓越莓，口感較酸澀，建

議可搭配有糖豆漿，改善適口性。若是其他

莓果類可視情況選擇豆漿的甜度。

2.現打果汁，建議盡快喝完，避免氧化、變質

不新鮮喔！

營養分析（250ml/份）

熱量 200大卡

碳水化合物 22克

蛋白質 9克

脂肪 1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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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扶刀治療子宮肌瘤海扶刀治療子宮肌瘤

是否適合計畫懷孕的女性是否適合計畫懷孕的女性
文/婦產部 產科 應宗和 主任

榮幸應邀於2021年4月18日，在台灣生

殖醫學會、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以及

亞太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台灣三大

次專科聯合會中，分享本院婦產部海扶刀手

術治療子宮肌瘤婦女後懷孕的經驗分享。本

篇文章簡述本院海扶刀手術至今的歷史，並

分析本院經海扶刀手術治療後懷孕的婦女，

以及過去已發表的相關文獻中與臨床經驗，

提供大家參考。

海扶刀（非海芙刀）手術是從2016年

10月開始在台灣運用於子宮肌瘤的治療，至

今年3月底止，累積治療量已達2850例。本

院婦產部也累積737例的治療案例，有35例

懷孕。

由前505例的案例中發現，接受海扶刀

治療的女性，平均年齡為43歲，已婚佔63

％，有懷孕史佔58.6％，單一顆肌瘤的比率

為37.9％，3顆以內的肌瘤佔65.4％，2次手

術比率為3.8％。在治療的個案中發生手術

併發症的比率為5.4％，相較於國外文獻中

所提的10.6％，我們的併發症比例少得多，

且皆為輕度併發症。

至於在本院接受治療而懷孕的婦女，平

均年齡38.1歲、有73.7％是第一胎懷孕、有

78.6％的孕婦於治療後兩年內懷孕；術後自

然受孕的比率佔78.9％。生產方式為陰道生

產的比率為30％，而接受剖腹生產的孕婦，

都是因其它因素而剖腹，非受海扶刀手術的

原因。對比於國外的文獻報導，平均懷孕年

齡34.5歲，術後至懷孕時間以兩年內佔比率

最高，有很多相同之處。還有兩篇文獻也針

對卵巢的功能做追蹤，發現手術前至手術後

一年內的卵巢功能，並不會有明顯的變化。

另有1篇研究發現，海扶刀手術對於子宮肌

瘤女性治療後的懷孕功能，無負面影響，而

年齡及其它不孕因素，反而是重要的影響因

素。至於生產的方式，若採用自然生產，也

不會增加併發症的發生率。

由上述可知，海扶刀手術對於卵巢功能

並無影響，術後懷孕的黃金時間以兩年內為

最佳，懷孕後陰道生產的併發症也不會因而

增加。對於內科治療無效，又不想接受其它

手術治療的婦女而言，海扶刀手術是一種值

得考慮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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