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my hood

不孕知多少

Why me?

我倆為何不孕？
大家都在說「出生率一直下降」！其實有
一些夫妻很想要懷孕、很想要擁有可愛的
baby，但他們卻不孕！Why me？不孕夫妻
們大概都會在心頭問：「為什麼我們想要
個孩子這麼困難？」他們在求子之路上不
斷努力嘗試、面對失敗、擦乾眼淚再站起
來！為了讓這些夫妻盡早擁有自己可愛的
baby，本單元將為您分期介紹不孕症的原
因、檢查及治療方法，希望不孕夫妻早日
美夢成真！
■採訪撰文╱張玉櫻
■諮詢╱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生殖醫學科主任 蔡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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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怎樣才叫不孕？

男女共同

50%

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生殖醫學科蔡永杰主任表示，一對男女在規律、正常的性

女生

行為之下，沒有採取任何避孕的措施，但超過一年以上都沒有懷孕，就稱為「不

30%

孕」。而不孕的原因，男女都有可能，根據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生殖醫學科的統

男生

計，不孕症的夫妻約佔已婚夫妻的15%，單純是女生因素約佔50%，單純是男生因
素約佔30%，男女都有問題的比例約佔20%。
男女不孕所佔比例

♀

女性不孕的5大原因

根據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

生殖醫學科的臨床數據統計，
造成女性不孕的原因及所佔
比例，依照排名分別是：

男性不孕的5大原因

免疫因素
子宮內膜
異位

20%
10%

5%

30%

輸卵管因素

例如排卵週期不規則或不排
卵，此因素所造成的不孕比例越來越

根據奇美醫學中心婦產部生殖醫學科的臨床數

據統計，造成男性不孕的原因及所佔比例，依照
排名分別是：

不明原因

1.排卵因素（35%）

♂

35%

1.精索靜脈曲張合併精液品質不良（40%）

排卵因素

女性的不孕原因
及其所佔比例

精索靜脈曲張是一種靜脈的瓣膜功能異常，造
成血液無法回流而淤積，一般常見的是發生在肛
門的痔瘡、發生在下肢的靜脈曲張，若發生在睪

高，尤其都會地區女性較常見（非都會地區女性的不孕則以骨盆腔

丸就是「精索靜脈曲張」。由於局部血液淤積會

發炎造成輸卵管阻塞等問題較常見），造成排卵異常的原因以壓力

使睪丸溫度稍微升高，因此會降低精子的活動力

大、泌乳激素過高、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為主。
2.輸卵管因素（30%）：
例如感染、骨盆腔發炎造成輸卵管沾黏或阻塞，或是結核
病、子宮內膜異位、曾動過手術等，都可能使輸卵管不通而造
成不孕。
3.子宮內膜異位（20%）：
造成「子宮內膜異位」的根本因素是免疫功能低下！女性的子
宮腔到輸卵管，其實是非封閉式的，因此每個月的月經逆流到輸卵
管、卵巢、腹腔等其他部位是很常見的；而這些逆流的經血會被體

輸精管
阻塞

其他

5% 10%
20%

精液品質
不良

與數目，是造成男性不
孕的常見原因。

40%

2.不明原因

精索靜脈
曲張

（25%）
做了各種

25%

不孕檢查還是

不明原因

找不到原因的狀
男性的不孕原因
及其所佔比例

況，所佔比例還不低呢！

3.單純精液品質不良（20%）

內的免疫細胞吃掉，但若免疫功能低下，免疫細胞無法吃掉這些逆

檢查染色體、荷爾蒙和解剖位置等均正常，但

流的經血，久了就會累積在其他部位，因而形成子宮內膜異位症。

精液品質還是不良，例如精子數目不夠、活動力

而這些子宮內膜異位會引起腹內發炎，時間久了，輸卵管就會造成

太低、形態異常，或精液太黏、酸鹼值太酸或太

沾黏或阻塞，因而導致不孕；若長在卵巢就會影響排卵及卵子的品

鹼、含有紅血球或白血球等等。

質，即使受孕了也會影響著床能力。而造成女性免疫功能低下的原
因包括：遺傳、生活及工作壓力、環境或空氣或食物污染等。
4.不明原因（10%）：
就是做了各種不孕檢查還是找不到原因的狀況，因為還是有些
領域是現代醫學無法釐清的。
5.自體免疫因素（5%）：
例如全身性紅斑性狼瘡（S L E）、甲狀腺功能太低或太高等
等，都會影響女性的生殖功能；此外，還有一種「抗磷脂質抗體症
候群」，會造成習慣性流產，罹患此症候群的女性是可以懷孕的，
但卻容易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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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於正常精液的標準如下─

█

精液檢查項目

正常值

數量

＞2ml

精子濃度

＞2千萬隻/ml

活動力

＞50％向前游動

外型

＞30％正常外型

白血球

＜1.0×106/ml

免疫抗體

＜10％

4.其他（10%）
例如大腦分泌的黃體刺激素等荷爾蒙功能不足，
影響造精功能，以及睪丸衰竭、隱睪症；此外，性功
找出不孕原因，才能對症治療。（攝影╱黃大川，
蔡永杰醫師協助拍攝）

能障礙當然也會造成不孕，例如不舉或早洩，其生心
理的因素非常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說明。
5.輸精管阻塞（5%）

道結核病，感染到淋病、梅毒等性病，也會造成輸精
管阻塞。

不同國家、不同地區、
年齡和受孕率的關係：
以20〜24歲的女性為
100%，40歲以上可降
至40%，有些地區甚至
小於10%！

相對受孕率％

有些男性是先天性輸精管阻塞，其他如罹患生殖

為何檢查都正常，卻還是不孕？
蔡永杰主任表示，這是有可能的，大部分是夫妻
互相排斥的問題，例如女性子宮頸黏液存有抗精蟲抗

母親生育年齡

圖一

體，阻礙精子的活動力；或夫妻間白血球抗原太接近
（例如近親），導致胚胎無法著床等。

有些夫妻已經有小孩，但要繼續生卻遲遲無法懷

母親年齡和流產率的關
係：年齡越大，流產率
越高，40歲以上幾乎高
達60%！

流產率％

為什麼生不出第二個？
孕，原因到底出在哪？蔡永杰主任說明，不孕有「原
發性不孕」與「次發性不孕」，當曾懷孕過，且在有
規律、正常的性行為之下，沒有採取任何避孕的措

母親年齡

圖二

施，超過一年以上，不能懷孕，稱為「次發性不
孕」。可能原因包括，生過之後，輸卵管出現沾黏問
易再懷孕。解決方法與「原發性不孕」類似，還是應
該按步就班，一步一步尋找問題。

母親年齡和活產率的關
係：年齡越大，活產率
越低，40歲以上幾乎不
到10%！

活產率％

題，或因年齡問題造成排卵異常或不排卵等，就不容

隨年齡增加，受孕率快速下降！
蔡永杰主任指出，隨著年齡的增加，受孕率下降

母親年齡

圖三

的幅度非常大，所以年齡是造成「不孕」的最大原
因！從圖一、圖二、圖三可看出年齡與受孕率的密切
相關性（資料來源：Current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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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夫妻求子記
採訪撰文╱張玉櫻

感謝經驗分享╱君君 29歲、陳先生 27歲

君君夫妻和他們可愛
的「陳品琪」（狗狗
跟把拔姓呢！）

「不孕」這條路，沒有走過的人，無法體會箇中的滋
味……！從發現不孕、到治療、到成功受孕、順利生下小寶
貝，這其中要接受多少辛苦的檢查與治療？要經歷多少次的挫
敗？於是本刊找到一對不孕症夫妻陳先生、陳太太（以下稱君
君），他們正在接受本專欄受訪醫師蔡永杰主任的不孕症治
療，過程、結果會如何？誰都不知道！感謝君君夫妻願意分期
現身說法，讓我們一起見證他們的「求子」歷程！

2009年9月〜11月

2010年1月

戒掉精神科用藥

開始去婦產科診所檢查，吃排卵藥、打破卵針

君君夫妻兩人於2008年底就住在一

婦產科診所醫生教君君量基礎體溫、吃排卵

起，這段期間使用保險套跟安全期算法

藥，後來去另一家知名婦產科診所，有排3顆卵

來避孕，可是並沒有很徹底，也未曾懷

（見圖四），可打破卵針，君君忍受超痛的破卵

孕過。

針，很期待多少能中一顆。

去年9月開始就沒避孕，因為11月

但就不孕檢查來說，一般婦產科的設備不

就要結婚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戒掉從

夠，於是醫師建議君君叫去大醫院檢查，先等這

2003年開始吃的抗憂鬱藥。但急性子的

個月的好消息。結果月經又來了，君君坐在馬桶

君君，第一天戒就都沒吃藥，結果幾天

哭，「到底問題出在哪？」

後出現恐怖的戒斷症狀，被父母送去急
診！奇美醫學中心精神科的李怡萱醫師
跟君君強調，精神科的藥一定要慢慢
戒，不然即使懷孕了，也絕對撐不過9
個月。後來經過2個多月才不用吃藥，
過程很辛苦。

去大醫院的生殖醫學中心檢查
原本對懷孕充滿期待的君君，一直驗孕，買
說：「那時很諷刺，身邊好幾個朋友不想生卻一
直懷孕，還拿掉，為什麼別人要懷孕這麼簡單，
我就這麼難？糟糕的是，原本夫妻在一起是很甜

吃中藥調理身體

蜜的，現在是有目的的，感覺很差，對老公很不

喝生化湯、四物湯、歸脾湯、加味
湯……，但君君在部落格中寫道：「從
小就討厭又害怕中藥的黃大小姐我，現
在居然天天跟中藥為伍！女人為了當
媽，那種超人的毅力跟韌性，真是不容
小覷啊！」

2010年1月〜2010年2月
吃一堆健康食品、到處求籤拜拜
別人說吃什麼對受孕有幫助，君君
就吃，葉酸、新保納多、B群鈣魚油、

好意思……。」
君君從網友的推薦找到奇美醫學中心生殖醫
學科的蔡永杰主任。3/14深夜在部落格寫道：「明
天早上奇美醫院蔡永杰醫師的診，大家都說你醫術
好，我就把『陳寶貝』（君君暱稱自己未來的寶
寶）交給你了！明天，林祖媽跟你拼了！」

3/15
第一次看蔡醫師的診
雖然蔡醫師說君君還年輕，不用急，但君君想自己快30歲了，再不生怕以後
更難生，於是開始了大醫院的不孕症療程，也會同時幫先生做檢查。

綜合維他命、月見草油、雞精……，先

3/19

生則吃蜆錠、喝君君滴的黃金蜆。請神

輸卵管攝影

明來保佑也不錯過，到處拜拜求籤，什
麼能想到的都做！

圖四 哪一顆到時候會變成我的陳
寶貝呢？（照片提供╱君君）

好幾包驗孕紙，但「小紅」一再來報到！君君

2009年9月〜2010年1月

逍遙散、朋友推薦的容易懷孕的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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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6月

來看君君部落格寫得比較傳神！「一位女醫師把鴨嘴放進去，一支快20公分
的窺管弄來弄去，真的很想破口大罵！醫生一直說腳要張開一點、屁股放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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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緊張，可是一直戳，我無奈到想哭！肚子又酸又脹又痛，又

5/15

有點想『挫屎』！打了顯影劑，女醫師要我翻左側身、右側

開始打四劑排卵針

身、中間照一張……，還沒結束啊，真想巴醫生的頭……！」

君君在部落格中寫道：「我真的好怕！針拿在手上，我實在沒
有刺進肚子裡的勇氣！最後我忍著痛刺進了1公分，接下來推藥劑，

3/26

很難推，慢慢推，停10秒，才發現這個藥劑好痛喔！兩天打一次，

回診看報告
君君的驗血報告正常，先生的精子也正常，但蔡醫師冷靜
的宣布：「妳的輸卵管兩邊都阻塞喔，要做腹腔鏡……。」接

總共打4次……，接下來就是追蹤卵泡跟打破卵針、植入，等待
了！」

著，君君只覺腦筋一片空白，她在部落格中寫道：「不做腹腔

5/24

鏡的話有其他的方法嗎？蔡醫師說那就直接做試管了！哇賽！

回診，先生第一次取精（在醫院取精）

會不會跳級跳太快了啊？連人工都不用試一下喔？當然不用試

5/26

啊，人工受孕起碼要有一邊輸卵管是通的，我兩邊都阻塞

先生第二次取精，做人工授精植入

耶！」

取精兩次是為了增加精蟲數量，提高成功率。配合君君早上會

3/31

排卵，去醫院做人工授精植入。君君在部落格中寫道：「植入很不

做腹腔鏡打通輸卵管

舒服，酸酸脹脹的。蔡醫師不斷的告訴我不要緊張、不會痛。結束

腹腔鏡算是恢復很快的小手術，開完刀在恢復室休息2個

後護士請我平躺15分鐘。兩個星期才會知道結果。」

多小時就可以回家了，但醫師提醒手術完回去會腹漲跟肩膀酸

5/31

痛（因為腹部要灌進二氧化碳）。（見圖五、圖六）

預計第五天會著床

6/11

祝福君君夫妻能
盡快擁有自己的
小baby。

回診驗孕
君君在部落格中寫
道：「結果我們失敗了，
心情很沉重，坐著等領下
個月的排卵藥，跟媽媽講
圖五 輸卵管都被白色絲狀包住了
，正常輸卵管應該是清晰可見的。
（照片提供╱君君）

4/7

圖六 本來藍色藥劑因為輸卵管塞
住，根本出不來（左上角）。後來
清掉白色絲狀物，就清晰可見輸卵
管的開口了（右下角）！（照片提
供╱君君）

回診檢查傷口＆看報告
組織很正常，所以不用擔心，但最好在6個月內的黃金期懷
孕，不然之後的懷孕率可能會降低！君君每天擔心不知何時又
會阻塞，壓力很大！
熱心的網友送給君君加油
打氣的小禮物。

開始吃排卵藥。

5/11
月經來了！非常沮喪！

5/12
跟醫生要求做人工受孕

老公的心聲
寶自然會來」！可是看君君每個月都期待卻又失望，除了安慰
她，也在想是不是自己有問題？害羞的陳先生話很少，但一則在
君君部落格的留言，很感人！
「看著妳在我旁邊睡著，很想好好抱著妳，又怕會吵醒妳，
想讓妳好好的睡，待會就要去手術了！寶貝呀，你可知道媽咪的
用心，為了你，媽咪變得超勇敢，什麼事都難不倒她，只為了你
的到來！老婆辛苦妳了，加油喔！」（求子記待續⋯）

醫師的建議
蔡永杰醫師表示，輸卵管疏通之後，半年是可能懷孕的黃金

打排卵針大約需5、6000千元，人工受孕（成功率大約是

期，但也不是說半年之後又會阻塞，只是成功機率可能會降低。

15％）大約1萬元出頭，錢差不多，君君就要求直接做人工受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因為壓力會影響懷孕機率。需要時，奇

孕。

美醫院的生殖醫學中心有心理諮詢師，能幫不孕症夫妻做心理諮
君君此時的心情，在部落格中呈現：「結束完看診，我知

道心裡有一塊角落是悶著的，直到吃午餐時鄰座的小孩在大
哭，我眼眶突然就紅了，我才知道，我沒有那麼勇敢，我還是
難過、埋怨的，我們只是單純想要一個小孩，有這麼困難嗎？
擦乾眼淚，我知道我還是會讓自己更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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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接再厲吧！」

從去年9月開始沒避孕，陳先生就跟君君說，「放輕鬆，寶

蔡醫師說君君的輸卵管阻塞已清除乾淨，而且輸卵管絨毛

4/11

完電話，我就哭了！算

商，醫師及護士也都會傾聽不孕夫妻的心聲與幫助紓壓。
不孕症的治療可能是一條漫長的路，需要找個您信任的醫
師，充分配合醫師的治療，夫妻之間互相體恤、扶持，才能讓您
倆的寶貝盡早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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