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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謝謝大家多年來的愛護，為順應潮流、增加便利性與提高實用
性，我們自 97 年起特別改變型態以網路刊載的方式持續進行。歡迎
大家上本中心網站瀏覽，並透過電子郵件留言，讓我們知道各位的
需求及寶貴的意見，我們將在最短的時間答覆各位的問題，敬祝各
位心想事成!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中心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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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不孕的原因與人工生殖科技
不孕的原因與人工生殖科技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主任 蔡永杰

當一對夫妻有規律的性生活，且在無任何避孕措施的情況下，一年無法懷孕就可稱為不
孕。當然嚴格說來我們是應稱之為懷孕力低下而非不孕，因為經過適當的治療之後，大部份
的夫婦還是可以懷孕的。一般說來，一對正常的夫妻每月在有規律的性生活且無任何避孕措
施的情況下，每個月自然懷孕的可能約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而有懷孕障礙的夫妻，比如說
子宮內膜異位症的患者，雖也有正常規律的性生活，但其每個月自然懷孕的可能卻降至百分
之一到三。不孕的原因，男女都有可能，根據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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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50%
30%

女性

男性

男女共同

造成女性不孕常見的原因如下：
1.排卵
排卵異常
排卵異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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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尤其都會
異常
地區女性較常見（非都會地區女性的不孕則以骨盆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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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泌乳激素過高、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為主。

2.輸卵管
輸卵管因素
輸卵管因素：
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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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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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宮內膜異位
子宮內膜異位：
子宮內膜異位：造成「子宮內膜異位」的根本因素是免疫功能失調！女性從子宮腔到輸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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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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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宮頸黏液異常：在接近排卵的時候子宮頸黏液變的比較多、比較富含水份、比較偏鹼。
子宮頸黏液異常
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主要是 1、方便精子的進入子宮並保護精子免於被嗜細胞吞嗜，2、中和
陰道偏酸的環境以保護精子，3、提供精子能量補充的來源，4、作為精子暫時的儲存所，以
便未來幾天可漸次進入女性的上生殖道，5、過濾精液中的雜質。因此，你可看出一個子宮頸
黏液異常的婦女、她的生殖力是受到如何的影響。

5.自體
自體免疫因素
、甲狀腺功能太低或太高等等，都會影響女
自體免疫因素：例如全身性紅斑性狼瘡（SLE）
免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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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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男性不孕常見的原因如下：
1.精液
精液品質不良
精液品質不良：精子數目不夠、活動力太低、形態異常，或精液太黏、酸鹼值太酸或太鹼、
品質不良
含有紅血球或白血球等等。常見的原因為睪丸精索靜脈曲張，由於局部血液淤積會使睪丸溫
度稍微升高，因此會降低精子的活動力與數目，是造成男性不孕的常見原因。

2. 輸精管阻塞：有些男性是先天性輸精管阻塞，其他如罹患生殖道結核病，感染到淋病、梅
輸精管阻塞
毒等性病，也會造成輸精管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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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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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不明原因：做了各種不孕檢查還是找不到原因的狀況。
不明原因
為了使這些懷孕力低下的夫婦也能有較高的機會受孕，因而發展出一些生殖科技，比如
說人工授精、試管嬰兒、顯微受精等。而人工授精可說是目前最普遍的不孕症治療，其成功
率因病人精液的品質、卵子的數目、子宮內膜的好壞、父母的年紀等不同而不同，每週期約

在 10-15%左右。
而一般在接受三次失敗的人工授精後、便可以考慮試管嬰兒。不過雖然試管嬰兒可以幫
助婦女增加活產的機會，但是並無法使她們的生育機會回復到年輕時期一般高，因為人工生
殖技術並無法完全彌補因年齡遞增而日益衰退的生育能力。『高齡』不僅會影響流產的可能
性，而且也會影響『做人』成功的機率。年齡介於 30 歲到 35 歲的女性，平均進行兩個週期
人工生殖治療，有一半可以如願永擁有小孩；相同的情況若發生在年齡介於 35 歲到 40 歲的
女性，進行兩個週期人工生殖治療的成功率則約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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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的年齡也一樣會有影響，根據發表在人類生殖雜誌的研究報告指出，男人一旦超
過 24 歲，讓其配偶在六個月懷孕成功的機會每年降低約 2%，而讓伴侶在十二個月內懷孕成
功的機會則每年遞減 3%。當先生的年齡比太太年長 5 歲或以上時，讓太太懷孕的機會比與太
太同年紀或比太太年輕的男性低。年屆 40 的男性就如同 35 歲的女性一般，生育能力已經亮
起黃燈。這可能是隨著年齡的增加，含染色體異常的精子數也增加有關，當然，生活中其它
因素如抽煙等也有可能引起。近年來，「顯微授精」這項用於克服男性不孕問題的技術已經
取代試管嬰兒技術，在 24 個歐洲國家中成為 2002 年歐洲不孕症治療最普遍採用的技術時，
更可以說明隨著晚婚，男性不孕也有日漸升高的趨勢。因此我們建議女性儘量在小於 35 歲，
男性小於 40 歲以前積極尋求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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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談理想男性不孕之檢查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主治醫師 鍾明廷
不孕症夫妻中，男性不孕的機率大概佔 20%。在許多男性不孕的案例中通常只看到不正
常的精液檢查報告，其實在精液檢查正常下，也常有其他男性的因子會在不孕當中扮演一定
之角色。今天則希望能告訴大家男性不孕的理想評估方法。
在男性不孕中，有些問題是可回復的，有些是不可回復的，針對這些可回復的情形去作
治療，可能使得不孕的情形獲得改善，進而以自然同房的方式使妻子成功懷孕，如輸精管阻
塞或是腦下垂體功能不足的情況，便有可能回復的。但對於不可回復的情形，如雙側睪丸因
病毒感染而萎縮，此外若有必要，則需作基因的檢查，因為某些不正常的基因，也可能因為
人工生殖科技方式懷孕而傳給子孫。
在男性檢查中，除了一年不孕之外，若女性年紀大於 35 歲而半年內未懷孕，或是在病史
中有可能是男性不孕者(如雙側隱睪症)，則都必須提早進行檢查。最初步的檢查包括生殖病
史及兩次相隔一個月之精液檢查。生殖病史應包含：(1)性行為之頻率及時機、(2)不孕之時程
及前一次懷孕之時間、(3)孩童期之病史及發展史、(4)全身性之內科疾病史及手術史、(5)性傳
染疾病之病史、(6)性器官毒性物質之暴露史，包含高溫之暴露。
在進行檢查前則必需進行理學檢查，如：(1)陰莖大小及尿道口之位置、(2)睪丸之觸診及
睪丸大小之檢查、(3)副睪及輸精管硬度之檢查、(4)是否有精索靜脈曲張之情形、(5)第二性徵
之檢查、(6)肛門檢查。因為以一個有經驗之泌尿科醫師，許多異常是可以理學檢查而得到初
步之結果的。
男性體內賀爾蒙之檢查通常是在精液檢查有所發現時才會作，特別是精液濃度小於 14 萬
/mL 時，就必需作。首先要檢查的是雄性素及濾泡促進素(FSH)。若是雄性素較低，則必需抽
檢全部及游離的雄性素濃度，此外也要再檢查血清黃體促進素(LH)及泌乳激素之濃度。大部
分精液檢查異常的男性都有正常的 FSH 濃度，但是若 FSH 濃度升高，則代表造精功能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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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精液檢查時發現精液量少於 1 ml，於檢查後並沒有腦下垂體功能低下或雙側輸精管缺
乏的情形，則應作射精後之尿液檢查，當然要先排除精液收集不完全或禁慾時間太短(少於一
天)的狀況，此時便要考慮是否有逆流性之射精，也就是射精時精液射入膀胱之情形。
超音波檢查則有二種作法，分別是由肛門去作睪丸檢查及由陰囊表面去作檢查。若是無
精症之病人或是射精管擴張之病人及射精量少之情形，則建議經肛門做超音波檢查去看是否
是射精管阻塞。許多陰囊的問題其實使用理學檢查便可查出，如：精索靜脈曲張、水腫、無
輸精管、副睪硬結或是睪丸腫瘤。至於陰囊超音波則常被用來確定一些理學檢查比較無法確
定之問題，如：陰囊中的小囊等等。
此外有一些特殊之檢查可針對不孕之原因找出治療及評估之方法：
(1) 精液中白血球濃度之檢測：精液中若白血球濃度升高，則會影響精蟲的功能及活動力。若
病患的精液中有發現細菌(每 1ml 中超過一百萬個白血球)，則需接受生殖道感染或發炎之
檢查及治療。
(2) 抗精蟲抗體之檢測：通常有輸精管阻塞、生殖道感染、睪丸受傷、或之前輸精管手術等都
是危險因子，所以若是精液檢查中單純是活動力不佳或是不明原因之不孕症，則必需考慮
抗精蟲抗體的檢測。
(3) 同房試驗：這是傳統針對子宮頸因素不孕之檢測，不過此檢查存在許多主觀因素，而且有
許多變異的存在，所以此檢測並不建議作為常規之檢查，除非此檢測可能改變病人治療之
療程才考慮使用之。
(4) 電腦輔助精液分析（CASA）
：此檢查主要是為客觀之檢查精蟲之數目、形態及活動力之
檢查。主要針對精蟲之活動之檢查，如：速度速率、頭部之移動，這些一般被認為是精蟲
與卵受精之重要因子。
(5) 基因篩檢：基因異常影響懷孕的因子主要是在於精蟲的製造及運輸。許多無精症或少精症
之夫妻，特別是非阻塞性無精症之男性，在進行精卵注射療程前，應進行染色體之檢查，
有些染色體異常或基因之異常，仍可能因人工生殖之科技而傳給下一代。無精蟲之男性通
常有 10-15%，寡精蟲之男性則有 5%之機會，即使正常精蟲之男性亦有少於 1%之機會有
染色體異常。
所以以上這些檢查應是在精液檢查外必需特別注意之檢查，當然也特別針對個人之情形而
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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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聞

新

知

（摘譯自近期國際相關期刊論文及研究報告）
◎ 口服避孕藥與 leuprolide 對子宮內膜異位症有同樣止痛的效果但更便宜
◎ 配合自然週期的解凍胚胎植入懷孕結果較佳
◎
◎
◎
◎

Leptin 也許能恢復下視丘無月經症婦女的生育力
肥胖和抽煙會降低試管嬰兒單胚胎植入後產下健康寶寶的機會
身心治療可改善試管嬰兒結果
婦女應多了解年齡對試管嬰兒成功率的影響

◎
◎
◎
◎

人種、種族對試管嬰兒成功率的影響
披衣菌與子宮外孕的關聯
囊胚培養能增加同卵雙胞胎的發生率
臥床休息並不會影響試管嬰兒的結果

◎ 試管嬰兒對於妊娠早期發展無不良影響
◎
◎
◎
◎

藉由濾泡指標來預測卵巢反應和活產率
家用物品所含的化學藥劑讓婦女較難懷孕
改變生活型態可提高多囊性卵巢胖型患者排卵機率
塑料化合物和女性生育力下降的關聯

◎
◎
◎
◎

子宮內膜異位症疼痛的減緩不因手術剝離或切除而有明顯差異
大笑是增進試管嬰兒懷孕率的良藥
試管嬰兒/顯微授精療程的成功率及囊胚品質隨著女性年齡升高而降低
懷孕時服用止痛劑可能增加胎兒男性不孕的風險

◎
◎
◎
◎
◎
◎
◎

不孕男性精蟲品質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
試管寶寶早產的危險性增加
試管嬰兒治療中荷爾蒙持續刺激並不會誘發憂鬱傾向
抗穆勒氏荷爾蒙可預測卵巢功能低下婦女的活產率
大多數不明原因不孕婦女可以達成懷孕的心願
輕度子宮內膜異位症接受手術治療可提高懷孕機率
在工作場所暴露塑化劑下可能妨礙生育能力

◎ 對於胎兒的發育，母體子宮的健康比卵子品質更重要
◎ 污染物質與試管嬰兒療程失敗間的關連
◎ 不孕的男人依賴配偶及醫療院所的支持
◎
◎
◎
◎
◎

是否應作披衣菌檢查?
濾泡液 DHEA 濃度與試管嬰兒臨床結果的關係
人工生殖治療過程中受精率可以預測胚胎著床率
肥胖會增加試管嬰兒治療取消的危險性以及治療失敗的風險
目前仍無法解釋為何美國的試管嬰兒懷孕率高於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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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避孕藥與 leuprolide 對子宮內膜異位症有同樣止痛的效果但更便宜
本研究旨在比較 leuprolide 和口服避孕藥在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症引起的疼痛的療效，電
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在治療子宮內膜異位症引起的疼痛中，連續口服避孕藥與
leuprolide 的效果是一樣的，且更便宜。
佛羅里達大學健康科學中心 David Guzick 的團隊隨機分配 40 名有子宮內膜異位症相關
的骨盆疼痛的婦女至接受 leuprolide 治療（N=17;包括定期注射，另加每日口服避孕藥）或連
續口服避孕藥（N=23）接受為期 48 週的治療。由臨床特徵看來，這兩組的 Biberoglu 和
Behrman（B＆B）疼痛評分，數字等級評分（NRS），或貝克憂鬱量表（BDI）的分數，並
沒有顯著的差異。開始治療後，連續口服避孕藥與 leuprolide 的這兩組，Biberoglu 和 Behrman
（B＆B）疼痛評分和數字等級評分（NRS）評分均有下降，並持續直到結束治療。最後，兩
組的 B＆B 下降指數均為 9。而 NRS 指數的下降數分別為 4 和 6。然而，學者們發現這兩種
藥物對於疼痛減少的程度是差不多的。
雖然此研究團隊沒有進行詳細的成本效益評估，但他們得出結論：四十八周下來，使
用口服避孕藥，每名患者可以省下 7552 美元。
(

本篇全文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1; 95: 1568-73)

配合自然週期的解凍胚胎植入懷孕結果較佳
研究結果顯示：婦女配合自然月經週期，植入解凍之囊胚，其懷孕結果顯著優於使用藥
物調整的週期。
韓國首爾 Pochon CHA 大學的 Tae Ki Yoon 及其同僚表示：囊胚解凍植入時，使用自然
週期之婦女若有規律排卵者，無論有否使用促性腺激素誘導排卵(hCG ovulation triggering)
皆可獲得最佳結果。
研究團隊回顧並分析 611 位病人，藉由解凍囊胚植入(blastocyst frozen embryo transfer,
FET)後的結果。其中第一組包括 310 位病人，單純使用自然排卵週期;第二組包括 134 位病
人，依自然週期配合 hCG 誘導排卵;第三組包括其他 167 位病人，經由人為補充雌激素
(estrogen)及黃體素(progesterone)模擬排卵週期。多項分析結果顯示：相對於第三組，第一
組的臨床懷孕率(30.4%:41.9%)，著床率(24.3%:34.9%)及穩定懷孕率(ongoing pregnancy
rate)(27.5%:38.1%)，皆明顯有統計意義的提高。
而第一組及第二組的數據，並無統計意義上的不同。研究人員說明：儘管自然週期能得
到最好的懷孕結果，但月經週期不規律或無排卵的患者仍以藥物控制週期為首選。
(

本篇全文刊載於: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20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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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ptin 也許能恢復下視丘無月經症婦女的生育力
研究人員指出：利用 Leptin(纖瘦素)作賀爾蒙療法，可能可以恢復下視丘無月經症
(hypothalamic amenorrhea,HA)婦女的生育力，因 Leptin 的置換使研究中三分之二的停經婦
女，重新有月經。
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的 Christos Mantzoros 表示：我們的研究結果證實，Leptin 可能和
減少身體脂肪有某種程度上有意義的關聯性，同時也與多種賀爾蒙的異常有相關。HA 容易發
生於大量耗費體力的狀態或職業，如：運動員、舞者及神經性厭食症。
Mantzoros 及其同僚將 20 位患 HA 的婦女分為 2 組，11 位使用 Leptin 共 36 週，另 9
位服用安慰劑。36 週後，相較於對照組只有 2 位來月經，實驗組中 11 位有 7 位有月經來潮，
其中 5 位在使用 Leptin 後的 12 週就重新有月經。另外，實驗組中有 4 位證實有正常排卵週
期，這 4 位之一在使用 Leptin 達 24 週時就成功受孕了。
Mantzoros 於是總結說：幫助 HA 婦女恢復生育力是困難但重要的一步。
(

本篇全文刊載於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

肥胖和抽煙會降低試管嬰兒單胚胎植入後產下健康寶寶的機會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一項研究結果顯示肥胖和抽煙的婦女在施行試管嬰
兒單胚胎植入後，產下健康足月寶寶(HTB, healthy term birth)的機會低於不抽煙和健康體重
者，而且，胚胎培養到第 5 天植入者 HTB 率 約為第 6 天植入者的兩倍。
法國南特大學醫學中心的 Lionel Dessolle 和同僚們共分析了 872 位不孕症婦女施行試管
嬰兒的資料，探討哪些因素可協助預測是否 HTB，其所謂 HTB 的定義為出生體重≧2500
公克之單胞胎活產，且出生後至少存活 28 天者。分析結果之總 HTB 率為 30%。
經過多變項分析發現：年齡≧35 歲婦女、身體質量指數≧30 公斤/每平方公尺者(即肥胖
者)、抽煙者 其 HTB 率分別較年輕婦女、健康體重者、不抽煙者約低 30%、80%、60%，另
外，胚胎體外培養至第 6 天植入者較第 5 天植入者約降低 60%。
作者 Dessolle 建議對於正嘗試想要懷孕的婦女們，應鼓勵她們戒煙，並儘量維持體重在
標準範圍，此外也應避免做第 6 天的胚胎植入。

(

該研究刊載於 Human Reproduction 20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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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治療可改善試管嬰兒結果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美國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壓力可能對試管嬰兒的結果
會有不良的影響。
美國麻州 Waltham 波士頓試管嬰兒中心 Alice Domar 的研究團隊發現婦女在施行兩個週
期的試管嬰兒療程前隨機被分配接受身心治療者，其懷孕的機會較未接受者為高，該研究的
結果支持以技巧為基礎的團體治療可帶來正面的效益。
該團隊將 46 位婦女在她們接受第一次試管嬰兒療程前隨機分配為身心治療組，其治療包
括 10 週以認知行為治療為重心的團體壓力管理、放鬆訓練、負面健康行為修正、以及社會支
持等部份的課程；另 51 位婦女為對照組。
在第一次試管嬰兒療程之後，兩組的懷孕率相同，為 43%；身心治療組中約 54%在第一
次療程前未參加任何課程，反之，大部分(約 76%)該組的婦女在她們接受第二次療程前至少
參加了一半的課程，而在第二次療程後，身心治療組的懷孕率達 52%，對照組僅 20%。
(

該研究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婦女應多了解年齡對試管嬰兒成功率的影響
本篇文章主要是探究在英國有關家庭計劃與年齡對生育的相關風險。
一個英國家庭計劃的回溯術性研究顯示，在目前越來越多的女性想要在高齡才開始擁有
家庭，醫生應該持續的宣導有關年齡會影響試管嬰兒的成功率的訊息。David Utting (Kingston
Hospital NHS Trust, UK)表示”將生育事實現況清楚提供給女性們瞭解，提醒他們最安全的生
育年齡是 20-35 歲”。
Utting 和他的研究團隊解釋對婦女們說明一個現實的訊息是三十歲以下的婦女透過試管
嬰兒較有可能成功懷孕，但超過四十歲的婦女則否。因為試管嬰兒無法彌補因延遲和生理狀
態下滑所造成的配子品質下降。這個研究團隊特別提醒，有關試管嬰兒的報導中，常忘了提
醒超過 40 歲的婦女能有活產嬰兒的，大多是從捐贈卵子來的。
除了年齡導致生育率下降之外，這個研究報導還強調了高齡懷孕的婦女中不良結果增加
的可能性，其中的風險包括妊娠糖尿病、前置胎盤、胎盤早剝、剖腹產和早產。
(

本篇文章摘自 The Obstetrician and Gynaecologist 2011; 13: 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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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種、
人種、種族對試管嬰兒成功率的影響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美國的學者分析接受試管嬰兒療程(IVF)的個案發現
懷孕及活產率，與母親人種及種族呈有意義的相關性。
美國密西根首府 Michigan State 大學的 Barbara Luke 及其同僚，分析 31672 個 IVF 個
案，其中白種人占 79%、亞洲人占 9%、西班牙人占 6%及黑種人占 6%。正常體重
(BMI18.5-24.9 kg/m2)的非白種人，IVF 失敗的人數是白種人的 1.31 倍，經調整 odds
ratios(AORs)後，亞洲人為 1.36，西班牙人為 1.21。非白種人的女性在這組 BMI 族群中，也
較少有成功活產。
過重(BMI 25.0-29.9 kg/m2)與肥胖(BMI ≥30.0 kg/m2)的非白種人，成功率也較低。相較
於白種人女性，過重與肥胖的亞洲、西班牙及黑種人女性接受試管嬰兒療程的懷孕率與活產
率都較低，分別低至 1.56/2.20;1.57/1.76;1.35/1.84 倍。
Luke 及其同僚表示：輕微的全身性發炎、脂肪累積及高氧化壓力，都是高 BMI 降低 IVF
成功率的原因之一。
(

本篇全文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披衣菌與子宮外孕的關聯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研究結果顯示，感染披衣菌後會提高子宮外孕的風
險，可能和輸卵管內 prokineticin receptor 2 (PROKR2)表現量提高有關。
英國 Edinburgh 大學的 Andrew Horne 表示：我們知道披衣菌感染是導致子宮外孕的一
個主要危險因子，但直到現在我們並不確定，感染如何造成胚胎著床在輸卵管。早期的研究
顯示：放大 PROKR2 的表現可以促進血管新生，而新生的血管提供適合胚胎著床的環境。
分析 38 位子宮外孕婦女的輸卵管切片及血液中的賀爾蒙數值，Horne 及其同僚發現，其
中 14 位已感染披衣菌的婦女，相較於過去未曾感染過的婦女，其輸卵管內的 PROKR2 的表
現有統計意義的提高，因此可能可以作為一個預測的指標。
Horne 提出結論說：我們希望這個新的資訊，可以幫助建立一個披衣菌感染後追蹤的指
標，也提供婦女在安全性行為及披衣菌檢測方面準確的預知風險。
(

本篇全文刊載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2011; 178: 25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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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胚培養能增加同卵雙胞胎的發生率
此研究主要來確認在試管嬰兒中單一胚胎植入其同卵雙胞胎的發生率。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日本的一個大型試管嬰兒研究團隊分析結果指出：
在植入子宮前，將胚胎培養到囊胚期能增加同卵雙胞胎的風險。
東京加藤婦女醫院 Satoshi Kawachiya 研究團隊指出：選擇單一胚胎植入已被提出是得
到單胞胎妊娠的一種方式，且在試管嬰兒裡被提倡是最理想的結果。他們也補充說明：雖然
單一胚胎植入的方式可以顯著降低雙胞胎率，多數仍可能因胚胎早期分裂的情況下出現同卵
雙胞胎。
此研究從 2002 年到 2008 年收集了共有 47,841 個單一胚胎植入，有 11,129 位嬰兒活產，
其中有 151 的同卵雙胞胎。 大部分(52.2％)的胚胎植入是在囊胚階段，佔了胚胎移植的活產
率最高為 30％，且有做到了單一冷凍囊胚植入。然而在考慮潛在的眾多因素後，包括產婦年
齡、胚胎玻璃化冷凍、囊胚培養與在分裂階段進行植入，發現顯著增加同卵雙胞胎的風險達
2.04 倍。
(

該研究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臥床休息並不會影響試管嬰兒的結果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中國的研究團隊指出，在試管嬰兒週期中胚胎植入
後立即臥床休息並不會提高懷孕的機會。重慶醫科大學 Weihong Li 研究團隊解釋説：儘管缺
乏臨床證據，胚胎植入後立即臥床休息已廣泛在許多醫學中心被倡導。
因此，該研究團隊針對 724 位不孕婦女在胚胎植入後，進行三項隨機試驗比較臥床休息
不同時間長度(一項試驗比較 0 分鐘與 30 分鐘，兩項比較 20-60 分鐘與 24 小時)的影響。
針對沒有臥床休息與休息 30 分鐘的婦女，每個週期的胚胎著床率並沒有差異，且相對危
險度( relative risk，簡稱 RR)為 1.15。另外，臥床休息 24 小時比上 20-60 分鐘，臥床休息更
久但胚胎著床率沒有差異，其 RR 為 1.11。每個週期的懷孕率依循相同的模式，針對臥床休
息 0 分鐘與 30 分鐘、臥床休息 24 小時與 20-60 分鐘的婦女，懷孕率並沒有差異，其 RR 分
別為 1.00 與 1.13。
「總之，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認同胚胎植入後臥床休息對於婦
remark Li 等人指出：
女及其家人是有利的。」
(

該研究刊載於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2011; 155: 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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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管嬰兒對於妊娠早期發展無不良影響
此研究主要去調查自然受孕與藉由試管嬰兒受孕的病患其第一妊娠期胎盤位置或胎兒生
物測定的差異。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美國研究人員指出，在自然受孕與藉由試管嬰兒治
療的懷孕婦女中發現胎兒的胎盤與健康狀態兩個關鍵指標沒有差異。
加州洛杉磯的西德斯西奈醫學中心 Margareta Pisarska 研究團隊指出：雖然藉由輔助生
殖技術懷孕與胎盤異常及低胎兒出生體重具相關性，但這個現象並不會出現在妊娠早期，也
不可能於第一妊娠期篩檢被測量到。
此團隊將 1,535 位自然受孕與 127 位藉由試管嬰兒受孕於第一妊娠期的婦女進行陰道超
音波檢查、絨毛採樣及測量胎兒頭部到臀部的身長(簡稱：CRL)。
根據研究發現自然受孕與藉由試管嬰兒受孕的婦女有橫置胎盤的，分別為 8.5 及 9.3%；
而有低位胎盤的，分別為 1.3 及 1.6%，兩者在統計上相似。CRL 依循相同的模式，研究發
現自然受孕與藉由試管嬰兒受孕的婦女其平均測量值，分別為 51.6 及 50.8 公分，兩者無顯
著差異。
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這兩組在測量數據上雖然沒有差異。但研究團隊提出結論：對於
懷孕結果，在自然受孕與藉由試管嬰兒受孕有明確的生物機制上差異概念被闡明之前，臨床
醫師在照顧這些病人上需注意相關不良結果。
(

該研究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1; 95: 1801-4)

藉由濾泡指標來預測卵巢反應和活產率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西班牙研究人員表示最前期的腔室濾泡數(basal
antral follicle count, AFC)和排卵刺激第 5 天抑制素 B(day-5 inhibin B)的濃度可用來預測試管
嬰兒療程時卵巢的反應。而對於活產率來說，後者較前者能更佳地預測其結果。
西班牙巴塞隆納 Institute Clinic of Gyneclogy and Obstetrics 的 Juan Balasch 解釋早期
濾泡抑制素 B 在生殖功能老化時會降低的，同樣地， AFC 亦然，為了探討這些濾泡指標在
預測卵巢反應和試管嬰兒活產率上的用處，作者們比較了這些指標和其它一些基本的變項包
括年齡、總卵巢體積、濾泡刺激荷爾蒙值(FSH)等在預測上的敏感性、特異性和精確性，他
們共分析了 98 位婦女的資料。
分析結果發現：在預測卵巢反應上，AFC 得到最佳預測值，其接受者操作特徵曲線下面
積(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為 0.9(滿分為 1)；而在預測
活產率上，day-5 inhibin B 顯著較其他變項為佳， AUC 為 0.79，其敏感性、特異性和預後
可信度分別為 68.7%、88.5%、81.3%。
(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94:2590-5)

該研究刊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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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生活型態可提高多囊性卵巢胖型患者排卵機率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義大利研究人員表示一項包含結構型運動訓練和低
卡洛里飲食的六週生活型態調整計畫可提高過重或肥胖且對排卵藥可洛芬(clomiphene
citrate, CC)具抗性的多囊性卵巢患者排卵的機率。
義大利卡坦扎羅 Magan Graecia 大學的 Stefano Palomba 表示對於肥胖且無排卵之不孕
婦女來說，有別於藥物治療，調整生活型態被公認為是一項有效可行的方式。他們共納入 93
位過重(BMI 介於 25-30)或肥胖(BMI≧30)的多囊性卵巢患者且對第一線藥物 CC 無效之無排
卵不孕婦女。作者將這些婦女隨機均分為 3 組，A 組接受 6 週的結構型運動訓練加上低卡洛
里飲食，B 組服用一週期 CC 後觀察兩週，C 組接受 6 週的結構型運動訓練加上低卡洛里飲
食並在前兩週後服用一週期 CC。其結構型運動訓練共包含每週 3 次 30 分鐘腳踏車肌力訓
練，而低卡洛里飲食包含 35%蛋白質、45%醣類、20%脂肪。
研究結果顯示：6 週後排卵率以 C 組顯著較高，為 37.5%，A、B 組則分別為 12.5%和
9.4%。
作者表示以後相關的研究應進一步以''活產''為主要探討的臨床結果。
(

該研究刊載於 Human Reproduction 2010; 25:2783-91)

塑料化合物和女性生育力下降的關聯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出生前後暴露在一種環境中常見的化學物質：双酚
A (bisphenol-A ;BPA)，可能降低女性的生育力，在動物實驗中也有相同發現。
美國和法國的研究人員觀察到，母鼠的生育力會因暴露在双酚 A 中而下降，此現象和暴
露在另一環境化學物質二乙烯二苯乙烯雌酚(diethylstilbestrol)中相似，而二乙烯二苯乙烯雌
酚已被確認會降低女性生育力。
法國圖盧茲的研究員 Nicolas Cabaton 說明： 我們發現 BPA 的潛在影響很大，因為人
們幾乎每天都會在生活中接觸到 BPA，包括聚碳酸酯的塑料，以及食物、飲料盒內層的塗料。
Cabaton 及其同僚將母鼠分別暴露在每天 0ng、25ng、250ng 或 25000ug BPA/每公斤體重
的濃度中，再觀察其泌乳期中，第 8-16 天胚胎分裂發育的狀況。這實驗的情形可比對每天例
行性暴露於 BPA 的人們。
持續進行中的實驗截至論文發表時仍未停止，暴露於 25ng BPA 的這組幼鼠，長成成鼠
的比率明顯低於未暴露的對照組，並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在第 16 週時平均是 49.7:67.5。而
暴露於 25ug BPA 的小鼠，其幼鼠出生率也有統計意義的偏低，相對應於未暴露的對照組，
比率是 58.3:82.0。
(
: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全文刊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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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膜異位症疼痛的減緩不因手術剝離或切除而有明顯差異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研究報告指出，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病人使用腹腔鏡
剝離或切除病灶，其疼痛指數之減緩並無有意義之差別。
來自澳洲 Royal Women’s Hospital 的 Martin Healey 及其同僚表示：網路上和普遍的新
聞都要求一種較優的治療方式。因此募集 103 位子宮內膜異位症患者，分別使用上述兩種方
式治療，再比較治療前後之疼痛指數。這些女性在治療前先完成問卷調查表，用以評估疼痛
指數，並且在之後的一年中每三個月追蹤一次。Healey 等人的報告指出：這些女性治療前後
的疼痛指數並無有意義之差異。切除病灶的這一組病人，在手術前利用疼痛指數(visual
analogue;VAS)評估為 5.5(此疼痛指數最高為 10)，手術後降為 2.4;另外相同的評估在使用腹
腔鏡剝離的這組數據為 6.2 及 3.2。
此無意義的研究結論導向未來較大型研究的趨勢，會再朝是否在性交疼痛及排便困難部
分有所差異。
(

全文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94: 2536-40)

大笑是增進試管嬰兒懷孕率的良藥
本研究主要在評估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女性在胚胎植入之後若能開懷大笑是否有助於懷
孕？
根據 MedWire News：一項由以色列的學者所發表的文章指出：只要花 12 ~15 分鐘的時
間，請專業的醫療小丑娛樂這些盡管嬰兒治療的女性，將可以改善她們的懷孕率。
在這項研究中，這些接受試管嬰兒療程的女性，在進行胚胎植入之後隨機分為兩組，一
組安排她們觀看逗趣的節目表演，另一組則為對照組，發現實驗組的懷孕率可以高達對照組
的 2.5 倍。任職於 Assaf Harofeh Medical Center, Zrifin 的研究人員 Shevach Friedler 及其研
究同仁表示：不孕以及試管嬰兒治療都與壓力習習相關，而已有研究證實幽默可以紓解壓力。
研究團隊於胚胎植入後，安排 110 名試管嬰兒病人參觀小丑表演，這些小丑身穿「主廚
的服裝」依慣例表演一些花招、魔術，說學逗唱，娛樂這些想懷孕的女性；而另 109 名病人
則作為對照組。
在參觀表演的病人中，懷孕率達到 36.4﹪，而對照組女性的懷孕率則只有 20.2 ﹪。在
調整過年齡、不孕原因、以及持續不孕的期間長短之後發現：實驗組懷孕的可能性可以達到
對照組的 2.6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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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ler et al.表示：藉由小丑逗趣的表演來紓解不孕症病人的壓力要比其他紓壓技巧容
易多了，研究人員認為：由這項研究的觀點看來，未來可否將這種醫療小丑的表演列為不孕
症治療的一部份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

本研究全文刊載於：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試管嬰兒/顯微授精療程的成功率及囊胚品質隨著女性年齡升高而降低
試管嬰兒 顯微授精療程的成功率及囊胚品質隨著女性年齡升高而降低
本研究主要依女性年齡分組，根據冷凍-解凍單一囊胚型態計分來探討後續懷孕率。
MedWire News 報導：根據日本的研究人員所提出的報告指出：進行傳統試管嬰兒療程
以及顯微授精療程的女性中，囊胚品質以及懷孕率會隨著女性年齡提高而下降。
任職於 Kobe Hanabusa 婦產科的 Sakae Goto 及其同僚分析 1,196 名女性首次取卵周
期後，進行冷凍囊解凍的植入週期中，植入 1,488 個冷凍囊胚後的懷孕結果。這些女性依照
年齡分為三組：第一組：22~33 歲，第二組 34~37 歲，第三組：38~45 歲。
研究人員發現高品質的囊胚(根據 Gardner and Schoolcraft system 第四級以上)的數量
明顯隨年齡增加而降低，三組分別為 62.3 ﹪，56.3 ﹪，以及 41.1 ﹪。除此之外，第三組
女性的臨床懷孕、活胎妊娠以及活產率相對於第組女性分別下降了 60﹪、67 ﹪以及 66 ﹪
之多。再者，相較於植入第六及胚胎的女性，植入胚胎等級為第二級與第一級的女性獲得臨
床懷孕結果的機率分別下降了 89 ﹪與 62 ﹪；並且在活胎妊娠與活產率也可以觀察到類似
的趨勢。
文章發表人 Goto et al 表示：這項研究結果可以有效預測成功懷孕。
(

本研究全文刊載於：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懷孕時服用止痛劑可能增加胎兒男性不孕的風險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丹麥研究人員表示婦女懷孕時服用輕微止痛劑會增
加男性胎兒隱睪症的機會，該症將會導致精蟲品質不良及睪丸生殖細胞癌。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Henrik Leffers 共面談了 2,297 位丹麥和芬蘭懷孕婦女，評估她們在
懷孕期中服用止痛劑的情形，譬如阿斯匹林、布洛芬 Ibuprofen、撲熱息痛 Paracetamol 等。
另外，檢測所產下的男性胎兒是否罹患隱睪症。
研究結果顯示：罹患隱睪症 42 位胎兒的母親在懷孕中有 64.3%曾服用輕微止痛劑，正
常胎兒母親僅 55.5%服用，勝算比為 1.43；而服用一種以上者生下隱睪症的風險顯著高於未
服用者，勝算比為 7.55；第二孕期服用者亦較高，勝算比為 2.3；若在第二孕期服用一種以
上，風險將更顯著提高，勝算比為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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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建議孕婦在服用止痛劑前，應尋求專家的意見，並且在懷孕時儘量減少藥物的使用。
(

該研究刊載於 Human Reproduction 201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不孕男性精蟲品質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
不孕男性精蟲品質隨著年齡增加而下降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不孕男性精蟲濃度和染色體雙套
率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精液量和精蟲活力則隨年齡增加而降低，但精蟲 DNA 脆片程度則不
受年齡增加影響，而在正常男性方面，各項精蟲參數皆不受年齡影響。
突尼西亞 Sousse 大學教學醫院的 Sonia Brahem 分析了 140 位 24-76 歲 不孕男性和
50 位 25-65 歲正常男性精液中精蟲活動力、型態、DNA 脆片等數據，取精前皆禁慾 3 天。
結果發現：隨著年齡增加(20-29 歲 vs. 50-70 歲)，不孕男性精液量(3.26 vs.2.46 毫升)、
總活動率(26.4% vs.22.0%)、正常型態率( 25.8% vs. 14.9%)和活力皆顯著下降，而僅有精蟲
濃度(62.1 vs.98.1´106/毫升)和二倍體率(0.38% vs.1.02%)是顯著上升。
然而，不孕男性精蟲 DNA 脆片和性染色體及第八對染色體二體性率則隨年齡無顯著的改
變，正常男性各項參數皆無顯著變化。
(

該研究刊載於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2011;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試管寶寶早產的危險性增加
研究主要在比較不孕女性、不容易懷孕女性及正常女性產下的新生兒之間，發生早產、
出生體重降低、及進入新生兒照護中心的危險性。
MedWire News 報導：根據研究顯示：透過傳統試管嬰兒治療以及顯微授精療程懷孕的
女性與自然懷孕的婦女相較之下，生下早產兒機率升高。
任職於丹麥奧胡斯大學的 Kirsten Wisborg 及其研究團隊指出：…..相反地，採用非試管
嬰兒人工生殖治療懷孕的不孕女性與無不孕問題的懷孕女性相較之下，發生早產的機率則差
不多；這項研究結果顯示：與傳統試管嬰兒/顯微授精治療相關的早產危險性升高源自於治療
的本身。
在這項納入 20,080 名女性(20,080 名單胞活產)的世代研究中，其中 18,473 名為自發性
懷孕，877 名為非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治療懷孕，另外 730 名女性則是透過傳統試管嬰兒以及
顯微授精療程懷孕。總的來說，這些女性發生早產(懷孕週數小於 37 週)的危險性為 5.4﹪。
調整過潛在的干擾因子之後，研究人員觀察到：透過傳統試管嬰兒以及顯微授精療程懷
孕的女性發生早產的機率較那些自發性懷孕的女性明顯高出 53 ﹪；再者新生兒體重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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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發懷孕女性所產下的寶寶比較之下，透過傳統試管嬰兒以及顯微授精療程懷孕這一組女
性所產下的寶寶平均體重減少 52 公克，而透過非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治療懷孕的女性所產下的
寶寶則體重平均減少 38 公克。
(

研究全文刊載於：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94: 2102-6)

試管嬰兒治療中荷爾蒙持續刺激並不會誘發憂鬱傾向
本研究旨在探討試管嬰兒治療期間，使用性腺激素釋放素促進劑造成荷爾蒙低下狀態是
否會誘發病人的負面情緒。
根據 MedWire News 報導，以色列的研究指出：在試管嬰兒治療誘導排卵期間使用性腺
激素釋放素促進劑並不會誘發病人的負面情緒。
任職於以色列 Tel Aviv Sourasky 醫學中心的 Miki Bloch 及其同僚表示：有報告指出：在
試管嬰兒治療到胚胎植入週期使用性腺激素釋放素引起病人體內低動情激素的狀態明顯與情
緒症狀相關。為釐清這個問題，研究團隊隨機將 108 名進入試管嬰兒療程的女性分為促性腺
釋放激素之拮抗劑長療程及短療程兩組，並且對這些性進行心理評估(包括流行病學研究中心
抑鬱量表)，分別在月經期間，首次注射促性腺釋放激素之拮抗劑兩週後，取卵前 10 天及胚
胎植入後 12 天評估。
研究人員假設使用促性腺釋放激素之拮抗劑長療程的女性與自然週期雌激素或黃體素升
高的女性、以及促性腺釋放激素之拮抗劑短療程女性相較之下心理壓力會增加。
研究人員 Bloch et al.指出：根據評估無論長療程或短療程的女性在月經期間及首次注射
促性腺釋放激素之拮抗劑之後的情緒症狀都有提高，但是兩組實驗組女性，隨著時間點並沒
有發現憂鬱及焦慮的現象有明顯差異。因此，研究人員認為：當臨床醫師在選擇療程時，應
該優先考量的是何種療程適合病人本身，而不是可能會影響病人情緒的危險性。
(

本研究全文刊載於：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抗穆勒氏荷爾蒙可預測卵巢功能低下婦女的活產率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研究人員為抗穆勒氏荷爾蒙（AMH）訂出一切值，
在控制了年齡因素之後，能有效地預測卵巢功能低下婦女活產的可能性。
來自美國紐約人工生殖中心的 Norbert Gleicher 表示以上的發現是相當有意義的，因為
對於卵巢功能很差的婦女來說，可能依然有相當比率的懷孕機會，但因高妊娠廢物率，導致
活產率相當低。
因此，作者測量了 295 位卵巢功能低下婦女的 AMH 值，其中 174 位≦1.05 ng/ml，作
者應用了多變相分析法，將 AMH 值分組為>或≦1.05 ng/ml，另外調整了年齡、治療月數、
診斷、種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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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活產率與臨床懷孕率之間有顯著的差異，主要是因為 AMH 值落在
0.41-1.05 ng/ml 的婦女有較高的流產率，而 AMH 值低於 1.05 ng/ml 所有分組的婦女之活產
率亦低。高於 1.05 ng/ml 婦女活產率約為低於者的 4.6 倍，且低於者的年齡也較大（39.2 歲
vs.35.2 歲）、FSH 值（20.2 vs.10.8 mIU/ml）、BMI（25.7 vs.23.6 kg/m2）和初診診斷卵
巢功能低下比率也較高（58.6% vs. 29.8%）。

(

該研究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94:2824-2827)

大多數不明原因不孕婦女可以達成懷孕的心願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荷蘭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由家醫科醫師轉介之
不明原因不孕夫婦最終會在初診三年內成功受孕，且大多為自然方式懷孕。
荷蘭 Jeroen Bosch 醫院的 Monique Nrandes 於是建議假若該夫婦懷孕預後情況良好的
話，治療至少可從順其自然方式開始著手。而所謂預後情況是依照 Hunault 模式來定義的，
斟酌其不孕期間長短、太太年齡、以及過去產史等因素。
該研究在經過 5 年的追蹤之後，在 437 對夫婦中，有 81.5%成功懷孕至少達 20 週以上，
而這些懷孕的婦女中有 98.6%是在初診後 3 年內達成的，且 73.9%是自然方式懷孕。其中 184
對夫婦是從人工授精或試管嬰兒療程開始治療，分別有 42.3%和 62.8%後來成功懷孕，但其
中包括了 14.7%和 11.7%是屬於自然懷孕的。
依照 Hunault 模式歸類為懷孕預後情況良好的 399 對夫婦中(即自然懷孕率≧30%)，有
83.7%成功懷孕，而 65.4%是屬於自然懷孕，幾乎所有的(97%)夫婦一開始都以順其自然方式
的建議策略來著手。
(

該研究刊載於 Human Reproduction 2011; 26:360-8)

輕度子宮內膜異位症接受手術治療可提高懷孕機率
此研究在英國針對子宮內膜異位症導致不孕的相關回顧。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英國研究指出受孕率低或不孕的婦女其患有子宮內
膜異位症的比例增加，因此建議患有輕度子宮內膜異位症可藉由接受手術來提高懷孕的機
會，而非藥物治療。
英國 Chhaya Prasannan-Nair 研究團隊解釋説：「藥物治療針對子宮內膜異位症所引起
的疼痛能有效緩和。」然而此種治療(包括避孕藥)，會抑制排卵且無法懷孕。在試管嬰兒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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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前，針對中、重度子宮內膜異位症患者進行手術治療也更容易控制病況，並且於取卵時能
獲得更多濾泡。
研究團隊指出：過去研究發現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症的婦女比起像輸卵管缺陷的婦女試管
嬰兒的成功率較低。此外，患有子宮內膜異位症婦女其胚胎在停止發育及形態異常上有較高
的發生率。
Prasannan-Nair 指出：儘早將有子宮內膜異位症症狀和跡象的婦女轉介給此方面的專家
對於日後懷孕能提供早期診斷和選擇治療方式討論的機會。同樣地，也應提供因有子宮內膜
異位症而影響生育率的夫妻全面性的評估和參與討論，讓他們選擇相關的治療方式。
(The Obstetrician and Gynaecologist 2011; 13: 1-6)

在工作場所暴露塑化劑下可能妨礙生育能力
此研究主要探討孕婦的工作環境對生育能力的影響。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婦女在工作場所接觸到鄰苯二甲酸鹽（化學物，使
塑料更具延展性）比未暴露自然受孕可能需要六個月或更長的時間。荷蘭研究人員評估工作
環境的影響，特別是暴露於化學物質和物理因子，收集了 8,880 位懷孕的婦女，分別於早期
(76%)、中期(21%)與晚期(3%)懷孕。
此研究調查有接觸到鄰苯二甲酸鹽 3,719 位婦女其懷孕所花的時間，根據工業衛生學者
判斷，將工作所暴露的物質與職務進行分析，發現有 2.16 倍可能延長懷孕時間(≥6 個月)。相
反的，若經常處理重量有 5 公斤或超過的婦女比沒有的可能延長懷孕時間少了 26%。研究人
員表示可能是「健康工作者效應」，健康狀況較不好的婦女(包括生育力)可能不會進入這些
工作環境。
荷蘭 Alex Burdorf 研究團隊指出：根據胎兒出生率研究提出要以健康為基礎來選擇工
作，婦女的職業若接觸鄰苯二甲酸鹽會有不良影響。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201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對於胎兒的發育，
對於胎兒的發育，母體子宮的健康比卵子品質更重要
此研究主要探討不同來源之卵子、精子與子宮對於胎兒出生體重和妊娠週期的影響。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研究結果發現，透過試管嬰兒技術出生的胎兒其出
生體重和妊娠週期相較卵子的品質，受到母體子宮健康與否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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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收集了 60,037 位進行試管嬰兒週期(個案之卵子與子宮)、10,176 位採用捐贈者卵
子與個案之子宮(簡稱 DE 週期)與 1,180 位進行代理孕母週期(個案之卵子與捐贈者子宮)。
美國 William Gibbons 研究團隊統計發現：試管嬰兒出生體重(平均 3,265 克) 比 DE 週
期的胎兒(平均 3,236 克)較重；但與進行代理孕母的胎兒(平均 3,309 克)則較輕。妊娠週期在
統計上也有很明顯的差異(試管嬰兒平均 37.7 週；DE 週期的胎兒平均 37.4 週；代理孕母的
胎兒平均 37.2 週)。
研究團隊想要去求證，認為 DE 週期與代理孕母進行胚胎植入時與「未刺激子宮」有關，
因此去比較進行試管嬰兒新鮮和冷凍的胚胎，後者也與未刺激子宮有關。結果發現：進行試
管嬰兒的冷凍胚胎其胎兒出生體重(平均 3,377 克)與代理孕母冷凍胚胎(平均 3,309 克)很接
近，而進行試管嬰兒的新鮮胚胎其胎兒出生體重也只有 3,240 克。
Gibbons 研究團隊指出：這是首篇文獻發現健康女性的子宮對於胎兒正常的出生體重與
妊娠週期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污染物質與試管嬰兒療程失敗間的關連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根據美國的三項研究結果顯示，接受試管嬰兒療程
(IVF)的婦女，若身體中含高濃度環境汙染物質者較不容易懷孕。
美國麻塞諸塞州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的 Shruthi Mahalingaiah 及其同僚，主
導兩個研究用以分析 766 位 IVF 個案，檢測個案血清中多氯化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 、 六 氯 苯
(hexachlorobenzene, HCB) 、 二 氯 二 苯 三 氯 乙 烷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 以 及 雙 對 氯 苯 基 二 氯 乙 烷
(dichlorodiphenyldichloroethane, DDE)與 IVF 療程成效間的相關性。
這些化合物大多來自殺黴菌劑及電子儀器的產物。經由多項參數分析個案血清中 HCB 及
PCBs 的含量，發現四分位中最高的一組相較於最低的一組，其胚胎著床失敗的風險相對較
高，並有統計學上令人滿意的差異。雖然在 DDT 與 DDE 的分析並無發現相同的關聯，不過
HCB 這組資料中，相對應於四分位中最低的一組，四分位中的第三組及第四組，其著床失敗
的風險都明顯較高，分別為 1.8 倍及 2.3 倍。Mahalingaiah 說：『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必須
更有效的分析並修正風險，以降低 PCBs 的量及作用並減輕污染。』
在另一部份的研究中，波士頓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的 Shelley Ehrlich 及其
研究團隊，發表二鄰苯二甲酸酯 di(2-ethylhexyl)phthalate 的分析資料，說明四分位中，相較
於最低的一組，第二、第三及第四組其著床失敗的風險都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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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66th Annual Meeting; Denver, Colorado, USA: October 23-7
October 2010)

不孕的男人依賴配偶及醫療院所的支持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澳洲的研究結果顯示，被診斷為不孕的男人大多很
依賴親密的另一半及醫療院所的支持，而不是一般的朋友或支持團體。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的 Karin Hammarberg 及其同僚說：儘管研究資料中大多數不
孕的人，並未表示此項診斷對他們的親密關係或性生活的滿意度有負面的影響，但小部分人
卻表示是肯定的。
此研究收集了 106 個個案，分析不孕對個人感知的衝擊及後續支持的機轉。其中 25﹪的
人表示，不孕對另一半的親密感是一項負面的衝擊。另外，32﹪的人表示不孕會減低性生活
的滿意度。個案用給分的方式評估支持度，對醫療院所的工作人員提供的有益資訊 (4.39)、
醫療院所的工作人員支持度(4.13)及主要的心理支持來自於配偶(4.59)。Hammarberg 及其同
僚說：朋友及支持團體的益處及支持度分別評分為 3.41 及 2.72，顯著的較低。
此分析指出：除了另一半的支持以外，醫療院所對不孕的男人提供的照護扮演了非常重
要的角色。
(Human Reproduction 2010;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是否應作披衣菌檢查?
是否應作披衣菌檢查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研究人員表示在尋求生殖治療的婦女當中，披衣菌
血清檢查結果陽性的婦女較陰性的婦女可能更需要試管嬰兒技術的協助來達成懷孕的目的。
美國紐約 St Luke's-Roosevelt 醫院的 Martin Keltz 和同僚們收集於 2007-2009 年至
Continuum 生殖中心就診，共 1,282 位的新患者，並給予披衣菌血清檢測。
結果發現其中約 7 成的患者檢測結果為陽性，而陽性的婦女中，未經試管嬰兒治療而達
成臨床懷孕的機率顯著較陰性婦女為低，分別為 10%和 21.9%，此結果反應出披衣菌陽性的
婦女需藉由試管嬰兒治療來達成懷孕比率遠較披衣菌陰性婦女來得高，分別為 68.2%和
43.7%。然而，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的婦女中，披衣菌陽性和陰性婦女的懷孕率則無差異。
基於上述發現，作者建議當婦女首次造訪生殖中心尋求治療時，可將披衣菌篩檢列為最
初檢查的項目之一，因為該檢測方式較子宮輸卵管攝影更不具侵入性且價格較低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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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2010 年 10 月 66 屆美國生殖醫學會年會)

濾泡液 DHEA 濃度與試管嬰兒臨床結果的關係
電子醫學新知 MedWire News 報導：一項研究結果顯示施行試管嬰兒婦女濾泡液中自然
類固醇荷爾蒙去氫皮質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 DHEA）的濃度升高可能會導致較差的
臨床結果，如可植入的胚胎數目減少等。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的 Liyun Li 表示此負相關可能部份歸因於 DHEA 扮演類
固醇生成的前驅物角色的關係，或者起因於某些未知的直接影響。該團隊共分析了從 42 位施
行試管嬰兒婦女共 62 顆包含卵子細胞團之優勢濾泡中所抽取出來的濾泡液樣本，並以免疫分
析法測量其 DHEA 值。
研究結果發現：取卵當天之平均 DHEA 值為 10.72ng/ml，其與所取得的總卵數、可用的
卵數、及可用胚胎數之間呈現負相關， 相關係數分別為-0.343、-0.528、-0.485。
對於以上的結果，作者表示其機轉可能是經由腎上腺醣皮質素的作用，有證據顯示
DHEA 和 DHEAS（去氫皮質酮-硫酸塩）上昇與腎上腺皮質素增加有關，而後者可直接抑制
類固醇的生成。
(

該研究刊載於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人工生殖治療過程中受精率可以預測胚胎著床率
在一項世代研究中，研究人員探討進行試管嬰兒療程時，卵子的受精率是否是一項預測著床
率的獨立因子。
MedWire News:美國的研究人員發現進行試管嬰兒治療時卵子的受精率是一項預測著床
率的獨立因子。任職於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的研究者 Mitchell Rosen 表示：相較於低著床率，
著床率高可以大幅改善單一胚胎在子宮內著床的機會，由此可以模擬出一套有效評估胚胎植
入數的方針。
在這項研究中，共有 2444 個顯微授精治療週期，其中卵子受精率高的週期著床率達到
25.2﹪(超過 50﹪胚胎)，相較於受精率低的夫妻著床率只有 17.8﹪。這個趨勢與 1159 個傳
統試管嬰兒治療週期的結果相近，卵子受精率大於等於 75﹪的治療週期中胚胎著床率可達
32.1﹪，卵子著床率較低的治療周期胚胎著床率則為 25.7﹪。
再者，調整過潛在干擾因子如年齡等因素之後，根據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的結果證實：卵
子受精率高可以獨立預測胚胎著床率隨之升高，顯微授精週期及傳統試管嬰兒治療週期的勝
算比分別為 1.54 v.s 1.53 。
Mitchell Rosen 相信這項研究結果可作為一項評估卵子健康的生化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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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全文刊載於：Source: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94: 1328-33)

肥胖會增加試管嬰兒治療取消的危險性以及治療失敗的風險
本研究主要在評估女性進行人工生殖治療對藥物的反應以及治療結果是否會隨著肥胖的
程度而受到影響。
MedWire News 報導：根據美國的研究報告顯示：肥胖的女性與一般正常體重的女性相
較之下，接受人工生殖治療時週期取消、治療/懷孕失敗的危險性明顯增加。
在這項研究中，雖然這些最肥胖的女性面臨上述的危險性達到最高，但是在體重過重的
女性族群中同樣有危險性明顯增加的情況。任職於美國東蘭辛密西根州立大學的 Barbara
Luke 指出：女性在懷孕前應該要注意自己的身體質量指數。她認為發炎反應可能是造成肥胖
及過重女性接受試管嬰兒治療結果變差的原因。
在這項研究中總共納入 158,385 個試管嬰兒治療週期，並且根據這些女性的身體質量指
數加以分組。
相較於正常體重女性(BMI 18.5-24.9 kg/m2)，由於對藥物反應太差而導致週期全面取消
及取消的機率則隨著 BMI 增加而升高：在體重過重組(BMI 25.0-29.9 kg/m2)分別為 1.05 及
1.11，肥胖女性組(BMI 30kg/m2) 分別為 1.92 及 2.18。
Barbara Luke 表示：如同營養學家的建議，假使這些女性年紀較長，並且沒有足夠的
時間減重，可以讓他們嘗試糖尿病人飲食，因為糖尿病飲食與發炎指標指數的降低有關。
(

本研究全文刊載於：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66th Annual Meeting: Denver, Colorado,

USA; 23-7 October 2010)

目前仍無法
目前仍無法解釋為何美國的試管嬰兒懷孕率高於
釋為何美國的試管嬰兒懷孕率高於歐洲
的試管嬰兒懷孕率高於歐洲
本研究根據進行試管嬰兒治療的標準及治療相關可變因子來探究美國與歐洲地區試管嬰
兒臨床懷孕率產生差異的原因。
MedWire News：根據一項比較美國及歐洲進行試管嬰兒結果的研究顯示：誘導排卵之
後降低子宮內膜厚度，並且減少人類絨毛膜性腺激素打針的天數會增加懷孕的機會。然而任
職於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醫中心的 Valerie Bake 表示導致美國及歐洲懷孕結果差異的潛在因
素仍然無 法完全釐清，根據報導，在歐洲地區懷孕率及活產率都比美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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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項研究中，研究團隊發現 4 個美國生殖中心的懷孕率(43.4 percent)高於六個歐洲地
區的生殖中心(29.7 percent)，並且試圖找出造成這種差異的影響因素。造成這兩組並人懷孕
率差異的原因顯然並非胚胎植入數(2.3 vs 2.6)或女性年齡(34.6 vs 30.4 years)所造成；研究
人員也指出兩組病人的卵子受精率也都很相近(66.6 percent vs 70.1 percent)。
根據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可以預測懷孕結果的因素只有兩個，第一是較薄的子宮內
膜 (mean US = 3.4 mm, Europe = 4.1 mm)，第二是施打人類絨毛膜性腺激素的天數較短
(mean US = 9.4, Europe = 10.7)。Valerie Bake 表示：這項研究啟發我們未來可能探討的領
域。
(

本研究全文刊載於：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0; 94: 12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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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治療經驗談

熱心病友
因為社會環境時代變遷，婚姻對我而言是隨緣，隨著時間的流逝，我 35 歲結婚，所以小
孩對我而言，可有可無，但是在周遭親友的質疑下，加上同事利用試管嬰兒成功生下健康寶
寶，於是我和先生經過商量之後，決定試試看。
我是屬於高齡,所以經過一串檢查與治療之後，醫生直接叫我作試管嬰兒，很幸運的，去
年有 2 位小寶貝報到，成為我們家庭的新成員，覺得一切辛苦都有代價。
就我自己本身的治療經驗，我覺得在整個治療過程當中，切記儘量不要給自己壓力，除
了放輕鬆之外，對醫師的全然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現代不孕藥物的設計則是非常的人性
化與便利，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大的針筒，會痛又不方便，不僅減少就醫時間，也降低不孕患
者的痛苦指數。以排卵誘導來說，目前使用特殊的注射筆，此種筆利用簡單的設計，以極細
的針頭、注射極少的體積，大大減少打針過程的疼痛感，我自己只感覺針扎沒感覺疼痛。此
種簡易的注射方式，讓我可以在家自行注射，方便許多。而以黃體素補充來說，一般在胚胎
植入後，須補充黃體素，以前是注射油性針，作過治療的病人都很害怕，也很痛，但現在都
是使用陰道塞劑，一天塞 3 次，確定懷孕後，再繼續約一個月，輕微出血時才會追加針劑，
所以打針的次數比以前的做法減少許多，是不孕婦女一大福音，而且新一代陰道黃體凝膠的
出現，也提供了另一個很好的選擇。因此，在此奉勸各位，若是您也與我一樣，是屬於不容
易懷孕的婦女，千萬不要因為害怕治療中所可能遇到的痛苦而躊躇不前，耽誤了您就醫的黃
金時間，因為時間是不等人的，越猶豫，只會讓治療的難度加高，因為畢竟女生生育年齡是
相當有限的。
我非常感謝奇美的生殖醫學醫療團隊，包括蔡永杰醫師、十樓生殖醫學中心、四樓婦產
科、急診、小兒科的每一位醫護人員認真仔細的照護，謝謝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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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醫師看診時間
診 別

上 午

下 午

晚 上

一 診
星期一

二 診

蔡永杰 醫師

三 診

鍾明廷 醫師

一 診
星期二

二 診

鍾明廷 醫師

三 診
一 診
星期三

二 診

蔡永杰 醫師

三 診
一 診
星期四

二 診

蔡永杰 醫師

三 診
柳營分院

鍾明廷 醫師

一 診
星期五

二 診

鍾明廷 醫師
蔡永杰 醫師

三 診
一 診
星期六

二 診

鍾明廷 醫師

三 診
門診時間：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電腦語音掛號:06-2517623
人工預約掛號:06-2822577

晚上 18：00-21：00

網路掛號：www.cheme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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