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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肌腺症與不孕症
子宮肌腺症（adenomyosis）形成的理論很多，通常被認為是基礎層（stratum basalis）組織穿透內
膜下肌肉層（subendometrial myometrium）並在其中停留並生長，這些異位的內膜組織仍然位於子
宮內，因此亦被稱為「子宮內異位」，作為與「子宮外異位」（子宮內膜異位症 endometriosis）辨
別。子宮肌腺症患者中，異位的內膜組織受到月經影響，仍然會呈現週期的變化及崩解現象，相關月
經產物與肌肉層接觸後，後者會作出癒合反應 --- 平滑肌的增生，以包裹異位的月經產物，在月經的
重複影響下，此增生形成影像學上可辨的交界區增厚（junctional zone thickening）現象。在核磁共
振攝影（MRI）中，交界區最大厚度（MJZ）若 ≥12 mm 時，得高度懷疑子宮肌腺症的可能性。1
子 宮 肌 腺 症 會 導 致 不 孕 症 的 發 生， 可 能 的 因 素 包 括 子 宮 蠕 動 活 動 的 異 常、 內 膜 功 能 與 容 受 性
（receptivity）的異常、著床不良、蛻膜（decidualization）功能障礙、及子宮內自由基濃度異常等。
綜合至今各方面的研究結果可知，在子宮肌腺症相關的不孕症患者間，會呈現一系列與正常著床有關
內膜物質的異常（表），這些生化異常與子宮的功能異常息息相關。2 例如，在荷爾蒙的影響下，異位
的內膜組織會透過多種 cytokines 及 / 或 prostaglandins 的異常分泌，激發出炎性反應，導致平滑肌
增生及交界區功能障礙。事實上，子宮的交界區是子宮維持正常蠕動的重要構造，正常蠕動則在精子
的子宮內運輸過程中佔有重要的角色。有研究亦證實，對於接受體外受精的婦女，交界區增厚是著床
失敗的預測因子，其中，在交界區平均厚度 >7 mm、合併交界區最大厚度 >10 mm 的婦女間，著床
失敗比率高達 95.8%，其他厚度組合的著床失敗率則為 36.5%。3

表：Implantation factors with altered concentrations in adenomyosis-associated infertility2
Publications

Factors affected

Effect

Goteri, et al. (2009)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

Increased

Yang, et al. (2006)

Interleukin-6

Increased

Ulukus, et al. (2006)

Interleukin-8 receptor CXCR1-CXCR2

Increased

Wang, et al. (2009)

Interleukin-10

Increased

Li, et al. (2006), Tokyol, et al. (200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2 and

Increased

MMP9)
Li, et al. (2006), Goteri, et al. (2009)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Increased

Li, et al. (2006)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Increased

Yen, et al. (2006), Xial, et al. (2010)

Leuka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

Decreased

Yen, et al. (2006)

Interleukin-11

Decreased

Yen, et al. (2006)

LIF-receptor α

Decreased

Fischer, et al. (2011)

HOXA10

Decreased

Wichered (2009)

RCSAS1

Decreased

Lessey, et al. (2006)

Cytochrome P450

Increased

Ota, et al. (1999)

Nitrogen oxide synthase, xanthine oxidase,

Increased

superoxide dismutase
Igarashi, et al. (2002)

Catalase

Increased

手術治療
在子宮肌腺症的手術療法上，由日本 H. Osada 等專家發明的子宮保留手術，在完全切除肌腺組織
後，對子宮作出 triple-flap（三重皮瓣）重建法，其中並無重疊的縫合線，以預防日後懷孕時的子宮
破裂。根據他們長達 10 年的追蹤結果，在子宮保留手術後，經痛及月經量過多均大幅改善，且全部
病人得以恢復正常的月經。4 手術後，26 位有懷孕意願的女性中，16 位成功懷孕（12 位接受體外受
精），14 位（53.8%）成功誕生下健康的嬰兒，期間並未發生過子宮破裂。在所有的 104 位患者中，
僅 4 人發生子宮肌腺症症狀的復發。另外，中國則有醫師報告，使用腹腔鏡來進行日本 H. Osada 醫
師的肌腺切除法再進行所謂的雙重皮瓣縫合，術後持續追蹤 2 年，其數據顯示，相比於傳統的腹腔鏡
肌腺切除術（局部切除法），雖然採用新方法的手術較為耗時（平均 153 vs 117 分鐘）但可更有效改
善經痛、月經量、及降低血清 CA125，但接受此種手術方法的女性術後還未有人嘗試懷孕，因此對
整個妊娠的安全性仍有待評估。5 韓國的經驗則顯示，腹腔鏡肌腺切除術後持續採用藥物治療，可有
助降低肌腺症狀復發。6
至於腹腔鏡肌腺切除術在不孕症的治療效用上，根據日本方面的回溯性報告（n=102），≤39 歲婦女
於術後的臨床懷孕比率為 41.3%，≥40 歲則低至 3.7%。7 而且，在 ≤39 歲且曾經歷體外受精失敗的
組別中，術後的成功懷孕比率仍達 60.8%；相反在 ≥40 歲的組別中，手術對懷孕比率的提升並不具

明顯效用。該分析亦顯示，除了年齡之外，後壁病灶患者亦明顯降低了懷孕的比率。調查人員亦發現
有兩例術後懷孕發生植入性胎盤（placenta accreta）的個案，均為極度嚴重的子宮肌腺症患者。此
外，從較大型的文獻回顧（n=1,049）可見，採用肌腺切除術（保留子宮）作為治療方式，完全切除
後的經痛改善、月經量控制、及懷孕比率分別為 82.0%、68.8%、及 60.5%，部分切除後的相關比率
亦分別達 81.8%、50.0%、及 46.9%。8 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術後的懷孕有較高比例發生子宮破裂，
因此必須在整個懷孕期間作密切監察，並在術前告知病人採用手術後懷孕可能發生的相對風險。最
後，在子宮肌腺症子宮保留手術的選擇上，對於局部性的病灶，可考慮採用腹腔鏡切除術；病灶較廣
泛者則考慮以剖腹手術進行治療。

藥物治療
對於子宮肌腺症的藥物治療，目前的治療用藥除了 NSAIDs 之外，均屬於荷爾蒙藥物，包括 GnRH
agonists、levonorgestrel IUS、dienogest、danazol、gestrinone、progestogens、 口 服 避 孕 藥 等，
其中 GnRH agonists 在這方面的臨床應用上最為久遠，除了作為症狀治療用藥之外，甚至可應用於
不孕症的治療上。根據發表在台灣醫學會 2014 年的一篇文獻對各治療用藥的回顧，專家們指出
GnRH agonists 屬於最為有效的症狀控制藥物之一。9 而且作為肌腺切除術前使用的治療用藥，GnRH
agonists 有助降低子宮於術間的出血風險。8 採用 MRI 追蹤可見，擴散性子宮肌腺症患者在經過 6 個
月 GnRH agonist 治療後，交界區（JZ）厚度明顯減少。10 其中，在治療前呈現非對稱性（或局部性）
JZ 增厚的患者療效反應更為明顯，某些患者的病灶邊界變得更為清晰（demarcated），病灶的高強度
訊號甚至消失，但相關變化並未出現於治療前呈現對稱性（或廣泛性）JZ 增厚的患者中。因此研究
人員指出，在子宮肌腺症的 GnRH agonist 荷爾蒙療法期間，非對稱性 JZ 增厚合併有高強度訊號病
灶患者的療效反應尤其顯著，然而在對稱性 JZ 增厚患者間，GnRH agonist 亦是有效的藥物。10
從病理學研究中，可看出 GnRH agonist 療法甚至可有效促進多種子宮相關病灶的消退，除了子宮肌
腺症外，更包括內膜異位症、肌瘤等。經過 3-6 個月 GnRH agonist 療法後，這些患者的病灶及肌肉
層無論是發炎或血管新生反應均明顯下降，同時在治療後，在這些患者的正常內膜、病灶、及肌肉層
中，均可見細胞凋亡指數及活性 caspase-3 表現的明顯增加。11 這些結果為 GnRH agonist 療法於多
種生殖疾病中的功效，提供了良好的證據。事實上，至今已有報告指出，不孕症婦女在接受 GnRH
agonist 療法後，停藥後得以自然成功懷孕。例如，有婦女患有長達 10 年的不孕症，後來接受 5 個月
leuprolide acetate i.m. 注射療程，並在停藥 5 個月成功懷孕及剖腹產下嬰兒。12
至於較新的子宮內裝置療法 levonorgestrel IUS，特性是可產生強效的仿 progesterone 作用，同時可
避免 estrogen 的缺乏，而且可長達 5 年更換一次；然而可能產生較多的局部出血副作用。正如有研
究發現，在 6 個月的追蹤期內，相比於標準療程 leuprolide acetate 3.75 mg i.m.，對於子宮內膜異位
症患者，levonorgestrel IUS 對慢性盆腔疼痛及生活品質的改善功效相似，其中 3-4 期患者達到的疼
痛改善同樣較 1-2 期患者快速；然而在所有的追蹤時段中，levonorgestrel IUS 相關的（像月經的）出
血狀況均較 leuprolide acetate 明顯，實際上後者的病人在整個追蹤期內，均沒有發生出血的問題（圖
1& 2）。13

圖 1： Changes in the visual analogue score pai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 group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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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hanges in the bleeding scores between the
two treatment groups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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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his score had already been
achieved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month of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999). This therapeutic effect persisted
throughout the 6 months of the study and there was no
inter-group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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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eding scores were higher for LNG-IUS users than for
GnRH analogue users at all periods of observation

雖然對於治療子宮肌腺症引起的經痛也具療效，但目前 levonorgestrel IUS 主要被應用於避孕及經血
過多，而避孕器移位甚至滑脫，子宮 / 宮頸貫穿、盆腔感染、異位妊娠（宮外孕）等都則是可能發生
的副作用，由於大量出血時，避孕器被排出是常常發生的事，因此在急性期還是建議先使用 GnRH
agonist 再接用 LNG IUS。

結論
子宮肌腺症相關的症狀明顯降低患者的生活品質，亦是不孕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須根據患者的個別
狀況給予最適當的治療。在藥物治療方面，leuprolide acetate 與 levonorgestrel IU 都是很好的產品，
也各有優缺點。對於相關疼痛的控制，長效性療程 leuprolide acetate 與 levonorgestrel IUS 同樣有
效，然而後者可能導致較多的出血問題，為患者帶來不便，而 leuprolide acetate 長期使用也有骨質
疏鬆的風險。對於有意懷孕的患者，藥物治療是最優先的選擇，但在使用藥物治療失敗的患者，適當
的子宮保留手術（例如肌腺切除後對子宮作出 triple-flap 重建）是合理的治療選項，唯必須在懷孕期
間作密切的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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