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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醫師看診時間

生殖醫學中心

※歡迎到本中心網站瀏覽（http://labbaby.idv.tw）
，也請不吝指教。
※歡迎善心人士捐精、捐卵，意者請洽本院生殖醫學中心或至本中心網站登記。

發行所：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

編輯顧問：蔡永杰、鍾明廷、蔡幸君、莊智翔

發行人：蔡永杰醫師

編輯小組：林亮吟、陳姵君、黃宣綺、蘇詩雅

地址：(71010)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

電話：06-2812811-53417、53418

傳真：06-2812811-53420

網址：http://labbaby.idv.tw

電子郵件地址：cmh7725@mail.chime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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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卵也是一種大愛的表現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主任 蔡永杰

目前本中心有二十幾個婦女急需別人捐卵，這些婦女因為卵巢功能已喪失而無法自行懷
孕，只能透過您的捐卵來完整一個家庭。
依人工生殖法規定，捐贈者只要讓一對夫妻活產一次即喪失捐贈資格(若有剩餘冷凍胚
胎可再植入)，假若先前的捐贈對方未成功受孕，則仍具有捐贈卵子的資格。您的資料將會
被絕對保密以維護個人隱私，所以捐贈及受贈雙方是互不相識的。受贈夫妻僅可得知您的血
型、身高、體重及學歷等基本資料。捐卵之前會抽血評估您的基本狀況例如卵巢功能、血
型、地中海型貧血、糖尿病、B 型肝炎、C 型肝炎、淋病、梅毒、愛滋病之有無等。捐卵者
家族也不宜有遺傳性疾病如癲癇、血友病病史與染色體異常病史。
捐卵者經評估為適合捐贈後，則可於經期第三天開始注射排卵針，約需打針 10 天，期
間需回診 5 次作陰道超音波、抽血監測卵泡發育狀況和取卵，取卵乃於點滴中加入麻醉藥劑
後下經陰道進行(Oocyte retrieval - YouTube )，此為一種輕型的全身麻醉，整個過程無疼痛
感，不留傷口，取完後可回家，無需住院。少數病人於取卵後可能會發生卵巢過度刺激症候
群而有腹賬、小便減少、呼吸急促等。

依人工生殖法，捐卵是以無償方式捐贈，但可以給付的營養費上限為新台幣九萬九千
元。有熱心助人者請來電本生殖中心諮詢，06-2812811 ext. 53417-8。就診時請攜帶健保卡
及身分證，若已婚，建議取得配偶的同意。我們會協助你填寫捐贈同意書及基本資料並進一
步解說捐贈之詳細流程。有意願者，可在本中心網站填寫捐贈表，我們將會儘速與您聯絡，
非常感謝您的善心協助。
以下為人工生殖法中有關捐贈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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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生殖法(
人工生殖法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21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35251 號令制定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健全人工生殖之發展，保障不孕夫妻、人工生殖子女與捐贈人之權益，維護國
民之倫理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五、捐贈人：指無償提供精子或卵子予受術夫妻孕育生產胎兒者。
第二章 醫療機構施行人工生殖之管理
第 七 條 人工生殖機構於實施人工生殖或接受捐贈生殖細胞前，應就受術夫妻或捐贈人為
下列之檢查及評估：
一、一般心理及生理狀況。
二、家族疾病史，包括本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遺傳性疾病紀錄。
三、有礙生育健康之遺傳性疾病或傳染性疾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之檢查及評估，應製作紀錄。
第 八 條 捐贈人符合下列各款情形者，人工生殖機構始得接受其捐贈生殖細胞：
一、男性二十歲以上，未滿五十歲；女性二十歲以上，未滿四十歲。
二、經依前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果，適合捐贈。
三、以無償方式捐贈。
四、未曾捐贈或曾捐贈而未活產且未儲存。
受術夫妻在主管機關所定金額或價額內，得委請人工生殖機構提供營養費或營養品予捐贈
人，或負擔其必要之檢查、醫療、工時損失及交通費用。 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情形，人工生
殖機構應向主管機關查核，於核復前，不得使用。
第 九 條 人工生殖機構接受生殖細胞捐贈時，應向捐贈人說明相關權利義務，取得其瞭解
及書面同意，始得為之。
人工生殖機構接受生殖細胞捐贈，應製作紀錄，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捐贈人之姓名、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出生年月日、身高、體
重、血型、膚色、髮色及種族。
二、捐贈項目、數量及日期。
第 十 條 人工生殖機構對同一捐贈人捐贈之生殖細胞，不得同時提供二對以上受術夫妻使
用，並於提供一對受術夫妻成功懷孕後，應即停止提供使用；俟該受術夫妻完成活產，應即
依第二十一條規定處理。
第三章 人工生殖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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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醫療機構實施人工生殖，不得應受術夫妻要求，使用特定人捐贈之生殖細胞；接
受捐贈生殖細胞，不得應捐贈人要求，用於特定之受術夫妻。 醫療機構應提供捐贈人之種
族、膚色及血型資料，供受術夫妻參考。
第十四條 醫療機構實施人工生殖，應製作紀錄，並載明下列事項：
一、受術夫妻之姓名、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出生年月日、身高、
體重、血型、膚色及髮色
二、捐贈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及在醫療機構之病歷號碼。
三、人工生殖施術情形。
醫療機構依受術夫妻要求提供前項病歷複製本時，不得包含前項第二款之資料。

第十五條 精卵捐贈之人工生殖，不得為下列親屬間精子與卵子之結合：
一、直系血親。
二、直系姻親。
三、四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前項親屬關係查證之申請人、負責機關、查證方式、內容項目、查證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另行會同中央戶政主管機關定之。 已依前項規定辦法先行查證，因
資料錯誤或缺漏，致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不適用第三十條之規定。

第十九條 生殖細胞經捐贈後，捐贈人不得請求返還。但捐贈人捐贈後，經醫師診斷或證明
有生育功能障礙者，得請求返還未經銷毀之生殖細胞。

第二十條 人工生殖機構接受捐贈之生殖細胞，經捐贈人事前書面同意得轉贈其他人工生殖
機構，實施人工生殖。

第二十一條 捐贈之生殖細胞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人工生殖機構應予銷毀：
一、提供受術夫妻完成活產一次。
二、保存逾十年。
三、捐贈後發現不適於人工生殖之使用。
受術夫妻之生殖細胞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人工生殖機構應予銷毀：
一、生殖細胞提供者要求銷毀。
二、生殖細胞提供者死亡。
三、保存逾十年。但經生殖細胞提供者之書面同意，得依其同意延長期限保存。
受術夫妻為實施人工生殖形成之胚胎，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人工生殖機構應予銷毀：一、受
術夫妻婚姻無效、撤銷、離婚或一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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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逾十年。
三、受術夫妻放棄施行人工生殖。
人工生殖機構歇業時，其所保存之生殖細胞或胚胎應予銷毀。但經捐贈人書面同意，其所捐
贈之生殖細胞，得轉贈其他人工生殖機構；受術夫妻之生殖細胞或胚胎，經受術夫妻書面同
意，得轉其他人工生殖機構繼續保存。
前四項應予銷毀之生殖細胞及胚胎，經捐贈人或受術夫妻書面同意，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得提供研究使用。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捐贈之生殖細胞、受術夫妻之生殖細胞及受術夫妻為實施人工生殖形成之
胚胎，人工生殖機構不得為人工生殖以外之用途。但依前條第五項規定提供研究使用之情形，
不在此限。
第五章 人工生殖子女之地位
第二十三條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經夫同意後，與他人捐贈之精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
子女。
前項情形，夫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見被詐欺或被脅迫終止後六個月內提
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女出生之日起滿三年，不得為之。
民法第一千零六十七條規定，於本條情形不適用之。
第二十四條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同意以夫之精子與他人捐贈之卵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
生子女。
前項情形，妻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見被詐欺或被脅迫終止後六個月內提
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女出生之日起滿三年，不得為之。
第二十五條 妻受胎後，如發見有婚姻撤銷、無效之情形，其分娩所生子女，視為受術夫妻之
婚生子女。
第二十八條 人工生殖機構實施人工生殖、接受生殖細胞之捐贈、儲存或提供，應指定專人負
責前條之通報事項。
第二十九條 人工生殖子女，或其法定代理人，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詢：
一、結婚對象有違反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規定之虞時。
二、被收養人有違反民法第一千零七十三條之一規定之虞時。
三、違反其他法規關於限制一定親屬範圍規定之虞時。
前項查詢之適用範圍、查詢程序、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
條 依本法捐贈之生殖細胞、受術夫妻之生殖細胞及受術夫妻為實施人工生殖形成之胚胎，人
工生殖機構不得為人工生殖以外之用途。但依前條第五項規定提供研究使用之情形，不在此
限。
第五章 人工生殖子女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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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經夫同意後，與他人捐贈之精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
子女。
前項情形，夫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見被詐欺或被脅迫終止後六個月內提
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女出生之日起滿三年，不得為之。
民法第一千零六十七條規定，於本條情形不適用之。
第二十四條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同意以夫之精子與他人捐贈之卵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
生子女。
前項情形，妻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於發見被詐欺或被脅迫終止後六個月內提
起否認之訴。但受詐欺者，自子女出生之日起滿三年，不得為之。
第二十五條 妻受胎後，如發見有婚姻撤銷、無效之情形，其分娩所生子女，視為受術夫妻之
婚生子女。
第二十八條 人工生殖機構實施人工生殖、接受生殖細胞之捐贈、儲存或提供，應指定專人負
責前條之通報事項。
第二十九條 人工生殖子女，或其法定代理人，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查詢：
一、結婚對象有違反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規定之虞時。
二、被收養人有違反民法第一千零七十三條之一規定之虞時。
三、違反其他法規關於限制一定親屬範圍規定之虞時。
前項查詢之適用範圍、查詢程序、內容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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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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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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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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欄：重覆性流產的評估及治療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主治醫師 蔡幸君

臨床上，流產約佔所有懷孕的 15~25%，大部分都是隨機發生且和染色體異常有關，小
於 5%的婦女會經歷連續兩次以上的流產，而連續三次以上的流產僅佔 1%。美國生殖醫學會
(ASRM)建議，若有兩次以上小於 12 週之流產經驗，就要著手做檢查找出可能的原因。

重覆性流產的原因:
重覆性流產的原因
染色體基因異常：
染色體基因異常：
1.一般而言，女性年紀愈大，子代染色體異常的機會愈高。
2.夫妻其中一方若有染色體平衡性轉位 (Balanced translocation)，子代染色體異常機率
也會提高。
1.

表

圖 1.

抗磷脂質症候群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臨床上需有動靜脈栓塞的表現或特定懷孕
併發症，再加上必須有實驗室檢查抗磷脂質抗體存在的證據（詳細如表 1）
。若符合診斷
標準，可用低劑量阿斯匹靈(Aspirin)及肝素(Heparin)來治療。
子宮異常：
子宮異常
：
1.先天性結構異常(如圖 2)：佔重覆性流產者 16%，有些型態的異常可藉由手術治療。
2.子宮腔沾黏、肌瘤、息肉(如圖 3)。

息肉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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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遺傳性易栓症 (Inherited thrombophilia)：
：常見篩檢項目包含 factor V Leiden、Protein C、
Protein S。
荷爾蒙或代謝異常：
荷爾蒙或代謝異常
：
1.甲狀腺功能異常。
2.糖尿病: 特別是控制不佳的病人容易流產。
3.泌乳激素過高。
其他：
其他
：包含感染、男性因素、心理精神層面、同種免疫 (Alloimmune factor)、生活型態、肥
胖、環境、及職業，這些因素皆曾在文獻中被提及，但其對反覆性流產的影響程度和
機轉，仍須進一步研究。
不明原因：
不明原因
：約有 50%的重覆性流產是找不到特定原因的。

重覆性流產的評估和治療:
重覆性流產的評估和治療
建 議 檢 查
病史詢問

原
因
生活型態、環境因素

超音波檢查
子宮輸卵管攝影

子宮異常

治
療
戒除菸、酒
控制體重
規律的生活作息
視情況手術治療

賀爾蒙或代謝異常

視情況藥物治療

染色體基因異常

產前遺傳諮詢
PGD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可幫
助著床前篩選染色體正
常之胚胎
低劑量阿斯匹靈或和肝
素合併治療

子宮鏡
抽血檢查
泌乳激素 (Prolactin)
促甲狀腺激素 (TSH)
血化糖色素 (HbA1c)
染色體檢查

抗磷脂質抗體

抗磷脂質症候群

結語:
結語
大部分的流產為隨機發生，且和染色體異常有關。若有連續兩次以上流產經驗的婦女，
建議著手上述檢查以決定治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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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譯自近期國際相關期刊論文及研究報告）

◎ 卵子冷凍不再被認為是實驗性質
◎ 高齡產婦進行染色體的分析可以增加試管嬰兒成功的機會
◎ 季節性的變化可能會影響人工生殖
◎ 粒線體 DNA 替代療法成功的測試在人類卵子
◎ 子宮準備在 IVF 週期的新方法
◎ 延長胚胎培養時間會提高早產風險
◎ 感染愛滋病毒或 C 型肝炎患者的精子可用於單一精子顯微注射
◎ 伏糖無法改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患者施行試管嬰兒的懷孕率與活產率
◎ 抗穆勒氏荷爾蒙可預測試管嬰兒成功率
◎ 多胎妊娠提高新生兒缺陷
◎ 環境污染對生育力的影響
◎ 飲食營養與不孕症
◎ 長時間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與低的精蟲數目是相關的
◎ 先將卵子培養成熟再行冷凍是明智的選擇

◎ 關於身體質量指數(BMI)和精蟲數目的一項最新系統性回顧及綜合分析
◎ 培養時降低氧氣濃度雖可提升胚胎品質但無助於懷孕率提升
◎ 利用玻璃化冷凍的方式冷凍卵子似乎是安全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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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冷凍不再被認為是實驗性質
紐約(路透社醫學新聞 10 月 30 日)：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ASRM) 和生殖科技醫學會(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SART)的執行
委員會共同作出，卵子冷凍已證明有足夠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不再被認為是實驗性質的結論。
他們的建議取代了 2008 年所發佈的，不過依然有些保留。SART 執行委員會的主席 Dr.
Eric Widra 透過電子郵件告訴路透社的記者''我們認為當婦女面臨會損及其受孕力的醫療時應
提供她們卵子冷凍的服務，在冷凍技術熟練的生殖中心可用在捐卵業務，而在非上述的冷凍
卵子則應該要繼續保持謹慎的態度。''
ASRM 執行委員會主席 Dr. Samantha Pfeifer 發表了聲明：「仔細回顧文獻，冷凍卵子
的確再有醫療需要的年輕女性是一個有效的技術，但我們不能在這時間認同廣泛的使用冷凍
卵子來延遲生育。這項技術可能不適合年紀較大的婦女作為延緩生育使用。」
Drs. Pfeiffer, Widra 和他的同事在仔細回顧文獻後在 10 月 22 Fertility and Sterility，發
表卵子冷凍保存及其安全性的聲明。然而這些研究只有四個隨機對照組試驗證實了植入後臨
床懷孕率在新鮮的卵子與冷凍/解凍的卵子類似。而研究人員說''從另一個大規模的觀察研究
結果顯示，額外的卵子進行冷凍保存在臨床實行的結果，使用冷凍卵子與新鮮或冷凍胚胎來
相比，其植入和懷孕率仍然較低。此外，作者表示來自美國的數據是有限的，而且這些結果
是「嚴格挑選年輕人，從而表現出可以接受的成功率」。因此，重要的是 「成功率無法概括，
每個診所並不相同，此點是應告知患者的」。另外，目前這些研究的數據是從「年齡約 30
歲年輕卵子捐贈者取得的健康卵子，且進行玻璃化冷凍的期間也有限。」
此外，「將此技術導向市場目的可能會延遲生育階段婦女錯誤的期待，並且造成鼓勵婦
女延遲生育。」而年齡和成功率是有關聯性的，婦女想進行這種技術前應進行更仔細的諮詢。
雖然執行委員會結論''從冷凍保存卵子所出生的小孩，染色體異常、先天性缺陷或發育缺陷的
機率並沒有增加。然而，作者也指出，「雖然卵子冷凍保存在特定的人群中已經被證明具安
全性及有效性，然而常規的使用這種技術仍需取得更多的數據。」
來自 http://bit.ly/PgRsSa, Fertil Steri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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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產婦進行染色體的分析可以增加試管嬰兒成功的機會
一個小規模的臨床試驗在美國生殖醫學會議上提出「使用新的試管嬰兒技術可以大幅提
升高齡婦女懷孕的機會」。
此種基因遺傳異常診斷主要是利用 comprehensive chromosomal screening (全面染色
體檢查；CCS)，在試管嬰兒胚胎發育過程中，取自於囊胚期的胚胎，此時的胚胎約有 100
個細胞。CCS 測試胚胎是否有正常的 46 條染色體，且各別來自父母的 23 條染色體。基因正
常的胚胎冷凍保存一至二個月後解凍並植入子宮。冷凍保存的期間，可讓接受試管嬰兒治療
的女性，其體內的賀爾蒙得到休息。
60 個病患經由隨機對照試驗去比較新、舊技術的標準胚胎篩選，舊技術的胚胎品質評估
主要是評估顯微鏡下胚胎的外觀。研究人員報告說明了，經由 CCS 的胚胎植入後的婦女，懷
孕後三個月沒有流產。反之，經由標準篩檢胚胎的方式植入胚胎，有 6/30 婦女懷孕後三個月
流產。
來自 Colorado 生殖醫學中心，本研究的共同作者 Dr Mandy Katz-Jaffe 在每日電訊報說
到：我們現在已經能夠證明 38~42 歲的婦女，如果她有一個正常染色體數目的囊胚，其植入
懷孕的機會與 32 歲的婦女一樣(60%)。婦女的年齡增加其產生染色體數目異常的胚胎(這種情
況被稱為非整倍 aneuploidy )也升高。一個 40 歲的婦女其胚胎染色體異常的機會高達 75%，
而這也提高了例如唐氏症(Down's syndrome)與流產的風險。

季節性的變化可能會影響人工生殖
紐約(路透社醫學新聞)10 月 29 日─根據一項新統合分析，季節變化可能會影響人工生殖
的懷孕率及其他因素。
研究發現春天和秋天溫和的氣候人工生殖結果較好，極端的天氣可能會影響整個過程，
無論是間接性或直接性。印度海德拉巴的 Dr. Srisailesh Vitthala 在 Kamineni 生殖中心透過
電子郵件告訴路透社的記者：「來自熱帶國家的病患和醫師，在夏天試管嬰兒的結果將會受
到影響，但如果他們來自溫帶或寒帶國家，感覺夏天比冬天的結果更好。」
在 10 月 24 日 聖 地 亞 哥 (San Diego ) 的 美 國 生 殖 醫 學 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年會，Dr. Vitthala 提出一個新的分析結果。研究人員根據季節分析
了 10 項研究在體外受精和單一精子顯微注射的結果。他們發現最低的臨床懷孕率在夏季佔了
18%，而冬季是 21%，而懷孕率最高的在春季佔 27%，秋天則是 24%。受精率在冬天受精
率會降低至 43%，而在春季會增高到 46%。取卵的數目在冬季最低約佔 22%，在夏季是 23%，
而在秋季攀升到 29%，春天則是 27%。
13

Dr. Vitthala 說，夏天的溼度及空氣污染可能會影響受精率，如同在寒冷的冬季可能缺乏
陽光。根據 Dr. Vitthala 說，極端的天氣間接造成的後果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包括電源
供應中斷和賀爾蒙藥物的冷凍問題。他再表示，必須要有更大規模的研究在不同的大陸來測
試其發現。一些類似的研究已經完成，不過結果並不同於 Dr. Vitthala's 的發現。

粒線體 DNA 替代療法成功的測試在人類卵子
科學家們已經成功地創造了含捐贈者粒線體 DNA 的人類胚胎來防止孩子遺傳到危及生
命的疾病。這個技術,亦稱為紡錘體轉移,是將一個有潛在粒線體 DNA 突變的女人的卵進行細
胞核轉移到一個細胞核已去除的健康女性的捐贈卵。來自波特蘭的 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大學的 Shoukhrat Mitalipov 博士表示在人類細胞中突變的粒線體 DNA 可以健康細
胞的粒線體 DNA 來取代。“這項研究顯示，這種基因治療方法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
也防止母親將嚴重疾病遺傳給嬰兒。
粒線體 DNA 的突變，影響約 1/200 的嬰兒，可導致一系列的問題，包括肌肉無力，心
臟疾病，學習障礙和失明。 紡錘絲轉移的目的是讓母親藉將粒線體 DNA 突變的卵進行細胞
核轉移到一個細胞核已去除的健康女性的捐贈卵以防止上述疾病影響他們的小孩及後代。
此技術在猴子實驗中證明可產生健康的後代,因此研究人員決定測試此技術在人類細胞。結
果顯示這過程可導致正常人類胚胎甚至可以適用在冷凍卵子。如果該方法是在臨床上可以應
用，這是非常重要的。下一步 就是進行人體臨床試驗,目前正在認真的進行一連串討論。
Mitalipov 博士表示「在這個階段進行的臨床試驗是足夠安全的。」
該技術目前還沒有允許在英國臨床使用，因為它屬於生殖細胞基因治療的狀態。這涉及
到 任 何 改 變 精 子 及 卵 子 的 DNA 而 隨 後 影 響 胎 兒 後 代 。 英 國 的 Human Fertilisation
Embryology Authority (HFEA) 現在正在進行一個公眾諮詢已決定是否這項技術及其他類似
技術(Newcastle 大學 BioNews 554)可以被使用此來防止粒線體疾病的遺傳(Bionews 673
這些技術的可行性，未來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正如在目前的研究中，只有一半的人類卵
子進行紡錘體轉移是成功受精產生胚胎。 HFEA 專家委員會的成員 Peter Braude 教授表
示本研究正是 HFEA 委員建議需要做的科學類型 ,且需進一步證明這種技術的可行性。然而
準備於給人類使用它仍然是一個很長的路“。
本篇文章摘自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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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準備在 IVF 週期的新方法
在試管嬰兒(IVF)週期中，造成懷孕成功率低，主要原因之一是胚胎附著於子宮壁失敗（稱
為胚胎著床失敗）
。由於 IVF 開始於上世紀 70 年代，最常用的準備子宮的方法是施打含黃體
激素(progesterone)的油性肌肉注射劑。最近修改的方法是一樣有效的陰道栓劑，病人疼痛降
低也更方便使用。這兩種方式給予的黃體激素（IM 和栓劑）進入血液循環，並最終達到子宮。
黃體激素不適合利用口服方式補充，因為黃體激素會迅速由肝臟代謝，只有很少量進入
血液中，當然不足以達到準備植入的子宮標準。埃默里大學的的一個胚胎學家在最近認知到，
黃體激素的調節受到大量的濃度減少，原因來自於“子宮首通效應“(the first uterine pass
effect)。到達子宮（在需要的地方）內的黃體激素，實際濃度顯著降低，濃度最初會升高，
但每日服用後會迅速降低。
主要子宮表面的血管和周圍組織的影響，會將黃體激素，阻礙於子宮外部。而新黃體激
素給藥在子宮內的方法，已由埃默里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申請專利，並正在等待臨床試驗。
這個新的方法針對在子宮表面，提高胚胎植入時維持所需的濃度的黃體激素，大大提高了試
管嬰兒週期的成功率。事實上，透過這種局部的治療方法誘導一個有潛力的胚胎著床，將會
產生深遠的影響，輔助那些不孕夫婦希望達到懷孕的希望。

延長胚胎培養時間會提高早產風險
紐約路透社醫學新聞報導指出: 根據一項研究分析近 70,000 名活產嬰兒資料顯示與分
裂時期(cleavage stage)相比，在胚胎囊胚期胚胎(blastocyst stage)植入胚胎，早產機率提高。
第一作者卡爾拉博士告訴路透社記者: 相較於多胎妊娠的高早產機率，單胎妊娠的早產兒較
低，但風險遠低於增加四至七倍之間。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 如果囊胚移植是被利用來減少雙胎妊娠的風險，那麼的確遠遠超過
任何風險，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卡爾拉博士說明。 卡爾拉博士及她的團隊發表在婦產科
醫學期刊的七月號: 胚胎培養到囊胚階段約需五至六天，而延長胚胎體外培養的時間變得越
來越普遍。在這個階段的胚胎植入比在受精後兩到三天的植入，更容易導致注入和懷孕，他
們補充說。
為了調查這種做法是否可能與早產或低出生體重，研究人員審查記錄了 69,000 多名，
其中包括 46,288 分裂時期植入和 22,751 囊胚植入後的活產嬰兒。在單胞胎新生兒中，18.6
％的囊胚植入導致早產，分裂時期植入（調整後的比值比為 1.39，P <0.001）的 14.4％。 非
常早產的風險囊胚植入是 2.8％分裂時期植入是 2.2％（AOR，1.35，P <0.001）。若是雙
胞胎出生，則早產兒與極早產兒在囊胚植入與分裂時期植入分別為 67％比 61％和相比，14
％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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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單胞胎和低出生體重之間沒有關聯胚胎階段，囊胚植入的雙胞胎出生率（71.1％
比 68.6％），低出生體重明顯較常見的。 卡爾拉博士指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一直主張
作為一個單一的胚胎的囊胚植入的方式，以避免植入過多早期階段的胚胎，從而增加多胞胎
的可能性。不過，她補充說，許多醫生繼續多個胚胎植入。
囊胚植入的主要優點是選擇最好的單胚胎植入。目前，研究人員正在尋找方法來確定好
品質的早期階段胚胎，這將有助於避免囊胚植入造成的早產風險增加。

感染愛滋病毒或 C 型肝炎患者的精子可用於單一精子顯微注射
路透社醫學新聞 12 月 11 在紐約報導， 一份新的報告的主要作者 Leruez-Ville 博士說
明，感染愛滋病毒或 C 型肝炎的男性無精症患者不應被排除在生育計劃以外。在法國巴黎內
克爾兒童組織 Malades 醫院，Leruez-Ville 博士和他的同事說明:在他們的研究論文中，愛滋
病毒(HIV-1)或 C 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的無精子症，可利用顯微手術取得精子並可以安
全地用於單一精子顯微注射（ ICSI）。
本文報導四名 C 型肝炎病毒（HCV）和兩名愛滋病毒(HIV-1)男性感染者。六名男性全身麻
醉下進行顯微外科副睾精子抽吸術（MESA）或開放式睾丸取出術。取出的精子進行分離及
清洗，成果於 12 月 3 日報導在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醫學期刊上。其中五人分離出可回收使
用的精子，並且這些處理後的精子都無 HCV RNA 和 HIV RNA 檢出。在所有可檢出精子的 5
個個案中，每對夫妻接受了長達 4 個 ICSI 週期。其中一對夫婦成功懷孕，並且生產了一個健
康的孩子。
四名 C 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男性，他們的女性伴侶不但未感染丙型肝炎病毒（HCV）
，
在接受最後一次 ICSI 週期後，追蹤 2 個月至 12 個月之間皆未檢出感染 C 型肝炎病毒
（HCV）
。
AZONECO 的研究人員也總結說明:經過仔細處理的副睾與睾丸的樣品是有效的陰性病毒學
檢測，而 ICSI 週期使用這樣的精子懸浮液也是安全的。
Leruez-Ville 博士補充說明:“我們沒有比較射出的精子與睾丸手術取出的精子，因此本研
究並沒有檢測自然射出的精子，實驗結果應該僅限於無精子症”患者且不代表切出來的精子
比自然射出的精子好。而所有經驗豐富的生殖中心實驗室，都可以執行處理睾丸檢體的製備
技術。

伏糖無法改善多囊性卵巢症候群患者施行試管嬰兒的懷孕率與活產率
根據一項系統性回顧與整合性分析研究的結果顯示：多囊性卵巢症候群(PCOS)婦女施行
試管嬰兒時，合併伏糖(Metformin)治療不會提高懷孕率或活產率，雖然如此，卻可降低發生
卵巢過度反應症候群(OHSS)和流產的風險，且可提高胚胎著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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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利 University of Modena and Reggio Emilia 的 Dr. Stefano Palomba 向紐約路透社
醫藥版記者表示：伏糖應依照患者本身的特性來給予，對於具 OHSS 高風險之典型年輕的
PCOS 不孕患者，給予伏糖是有幫助的，且不會降低其懷孕率和活產率。為了釐清先前研究
結果之歧見，Dr. Palomba 和同僚們共整合了 10 項隨機對照試驗，以便探討輔以伏糖治療對
於 PCOS 不孕婦女進行試管嬰兒療程是否會影響其臨床結果，合計共 845 位婦女。
其中 7 篇的結果顯示服用伏糖不會顯著影響活產率，而 9 篇顯示不會影響懷孕率，但 6
篇顯示服用後胚胎著床率顯著提高約 42%(P=0.04)，9 篇的流產率顯著低約 50%(P=0.01)，
而 OHSS 發生率較未服用者低 73%(P<0.0001)。另外，服用伏糖不會影響療程取消率、排卵
刺激的天數、促性腺激素的劑量，但會明顯降低血中雌二醇(E2)濃度和取到的卵數。
Dr. Palomba 表示：到目前為止，伏糖應使用在有糖尿病或具糖尿病前狀態的患者，因
仍無證據顯示使用在一般非選擇性試管嬰兒患者的療效，它在臨床上的療效仍只是假設性
的。但對於那些 OHSS 高危險群的 PCOS 患者，如之前曾發生過 OHSS 者，儘管事先給予
較低劑量的促性腺激素，服用伏糖仍可有效降低 OHSS 發生率約 70%，亦不會對後續結果產
生負面影響。
作者 Dr. Palomba 的研究團隊目前仍持續進行一項合作性的整合分析，藉以評估伏糖對
於卵子(與胚胎)品質的影響，如果發現對卵子品質無顯著影響，則以上發現著床率的升高與
流產率的降低，就有可能是由於子宮內膜改善的關係。另外，他們也正在計畫一項實驗性研
究，探討伏糖對於 PCOS 婦女葡萄糖轉發在子宮內膜表現的影響；並計畫進行一項臨床研究，
探討伏糖在重複流產或重複著床失敗之 PCOS 婦女的影響。
(該研究刊登於 BJOG 2012)

抗穆勒氏荷爾蒙可預測試管嬰兒成功率
一項瑞典的研究結果顯示：血中抗穆勒氏荷爾蒙(antimüllerian hormone, AMH)值高的婦
女，施行試管嬰兒後的成功活產機率較高。
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的 Dr. Thomas Brodin 和同僚們進行一項前瞻性世代研究，共
納入 2008 年 4 月至 2011 年 6 月在該地 Carl von Linné Clinic 施行試管嬰兒療程共 892 位年
齡 42 歲(含)以下的婦女(中位數為 36 歲)，總共施行了 1,230 個治療週期，結果共 1,111 個活
產。
研究人員發現卵巢所分泌的 AMH 不僅如先前研究顯示，與試管嬰兒所得卵數有強烈相
關，而且與卵的品質也有相關，可作為試管嬰兒結果的預後因子。研究人員依照婦女們在療
程前所測之血中 AMH 值分成 3 組，分別為<0.84ng/mL、0.84-2.94ng/mL、>2.94ng/mL，3
組治療後的活產率分別為 13.4%、22.0%、32.5%，達統計上顯著差異(P<0.001)。另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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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進行多變項分析，每次取卵週期之活產勝算比，在未控制任何干擾因子和控制'婦女年齡
'因子後分別為 1.75 和 1.57，兩者皆達統計上意義。若同時控制了'年齡'和'所得卵數'後，懷孕
率(P<0.001)和活產率(P=0.004)亦皆達統計上意義。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PCOS)與試管嬰兒
與試管嬰兒
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該研究作者 Dr.Brodin 在一新聞稿中表示：該研究的發現對於 PCOS 病人來說尤其重要，
PCOS 病人有排卵的問題，正常上在一般試管嬰兒結果的研究都被屏除在外，根據他們研究
的發現，這類的婦女是蠻適合進行試管嬰兒療程，除了有較高的 AMH 值之外，她們的卵巢
也有較多的卵子剩餘量。因此，AMH 除可作為排卵刺激評估卵巢儲存量的有力參考之外，對
於後續懷孕率和活產率有正向的相關，可視為一項可能的預測因子。Dr.Brodin 表示：對於那
些想要懷孕的婦女而言，較高的 AMH 值可以讓她們更具信心，意味著她們有較高的機率擁
有充足的健康剩餘卵子支持她們成功受孕。
(該研究刊登於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2013 年 2 月網站上)

多胎妊娠提高新生兒缺陷
根據一項發表在 BJOG 醫學雜誌中的新研究發現自 1980 年到至今，多胞胎出生的嬰兒
先天畸形數量增加了近一倍。
英國的 Ulster 大學孕產婦的胎兒和嬰兒的研究中心的 Breidge Boyle 及他的同事發表了
這項研究，Newtownabbey，分析了 1984 年至 2007 年在 14 個歐洲國家出生新生兒的數據。
研究人員使用的數據來源從出生登記的出生人口 540 萬及從歐洲先天異常監測（EUROCAT）
中心，其中包括的的數據有活產嬰兒，妊娠 20 週後胎兒死亡，及所有經由產前診斷終止妊娠
的個案。
研究人員發現，總出生量的 3％中是多胞胎，並指出 1984 年至 2007 年多胞胎率增加了
50％。從每 1 萬個中有 5.9 個多胞胎（1984 年 - 1987 年）到每 1 萬個中有 10.7 個多胞胎的
比率增加，並且普遍存在先天畸形。共 148,359 個先天畸形的新生兒中 3.83％的新生兒來自
多胞胎。與單胞胎相比，多胞胎的先天性畸形的風險為 27％，且風險隨著時間增加。在多胞
胎中非染色體異常的相對風險（RR）也隨著時間增加，反而染色體異常的相對風險隨著時間
而降低（分別是 RR 為 1.35 [95％可信區間（CI）1.31 - 1.39] 比上 RR 為 0.72 [95%[95％可
信區間 CI, 0.65 - 0.080]）。
其中多胞胎妊娠包括雙胞胎，研究人員發現，有 11.4％受影響的雙胞胎是兩個嬰兒皆有
先天性畸形。這些相對於非同性，這些同性雙胞胎最後終止妊娠的機會更高。但總體而言，
研究人員指出，多胞胎的個案中較少因胎兒異常終止妊娠(odds ratio, 0.41; 95% CI, 0.35 0.48)，反而多數導致死產和新生兒死亡。 科學家認為 『在多胞胎妊娠來說，在先天畸形與
存活率間的取捨，經常造成產科的混亂』。研究人員推測，多胞胎和先天性畸形的增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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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增加使用輔助生殖治療導致的。這可能是由於“父母特質與輔助生殖療法有關，而不
是多胞胎的狀態本身的特點。”
(本篇文章摘自 BJOG.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6, 2013)

環境污染對生育力
環境污染對生育力的影響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主任蔡永杰
香港科學家研究發現，由於香港海域受到高度污染，而港人又嗜食海產，使得香港不孕
的人口中有一部份的人血中汞濃度偏高。他們發現在不孕的夫婦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不孕男
性血中汞含量偏高，而大概有百分之二十三的不孕女性有血中汞含量異常的現象。由於英國
人較少吃海產且其海域受污染的程度也較低，所以比較兩者的差別之後，英國的專家有感而
發的說，香港的這項發現再次的證實環境污染會影響生育。
其實環境污染對生育力的影響無所不在。以美容業來說，從事美容業者其自然流產的機
會就比一般人高。根據美國北卡大學公衛系的統計，美容師每週工作四十一小時以上，其自
然流產的比率為正常人的兩倍。這大概是和美容業需使用大量的化學藥品有關。這其中包括
染髮劑、指甲油、化妝品、與含甲醛的去漬劑等等。這些化學藥品很多是被歸為可能有致畸
胎性的，所以每週工作的時間越久，或服務的客戶越多，其流產的危險性就越高。
再以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見的空氣污染來說，臺灣地小人稠，汽機車的數目又多，其排
放的廢氣物就對生活在大都市的人造成生育力降低的影響。舉例來說，最常見的汽機車排放
廢氣物是苯化物，在動物實驗中、苯化物被發現可降低實驗動物的受孕力，尤其當這些動物
也同時暴露在鉛化物中時，其受孕力更是加倍的降低。這可從雌性實驗動物的卵巢重量少了
三分之一、與濾泡數目的減少看出。因此對機車族或生活在空氣比較污濁的人來講，即使沒
有 SARS 的陰影，最好也應該養成戴口罩的習慣。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還藏有一些對生育力有影響的隱形殺手，比如我們常用的殺蟲劑就
可能對男性睪丸的細精管造成傷害，進而它們製造精蟲的能力。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從事與
園藝除蟲相關行業有關的男性，其不孕的比例，遠高於其它非從事此行業的男性。因此不孕
夫妻應特別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環境與個人的生活習慣，儘量減低這些環境中的污染物可能
對自己造成的不良影響，或許不知不覺中就順利懷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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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營養與不
飲食營養與不孕症
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李春松營養師、蔡永杰醫師
近年來夫妻不孕的比率激增，據估記其比率已升高到幾近五分之一。這其中除了女性晚
婚的比例增加，與男性精蟲的品質因周遭環境汙染而下降以外，由於工作壓力的增加，導致
不良的生活與飲食習慣，也是加重夫妻不孕比率激增因素之一。
雖然目前並沒有特殊專一為增加男女生殖力所定的飲食，但無可否認的，均衡的營養是
維持身體各項機能正常運作的基本條件。尤其是一份含動物脂肪低但卻有充足的蛋白質與天
然植物的飲食，更被認為對男女的生殖健康有莫大的助益。.研究指出：營養不但會影響男
性精子的質與量及也會影響女性的排卵規則，常期不均衡的飲食將會使夫妻的受孕力降低。
以女性方面而言，由於目前社會上的審美觀念是以選美為標準，因此常使女性為了愛美
而減重過劇，然而脂肪太少會使得月經不規律、經血稀少，甚至完全不來，此時必須把體重
再回補一些，受孕的機率會多一些。相對的，肥胖及高脂肪的食物會使體重上升，居高不下，
也容易造成經期紊亂、排卵不良，因此而不容易受孕。所以，最好將體重控制在理想體重+10%
的範圍內，以提高受孕的機會。此外，有研究指出有些女姓即使只有少量的咖啡因攝取，也
可能會降低受孕的機率，而由於每個人的體質不一，因此一直無法順利受孕的您，若恰巧是
咖啡的愛用者，則請試著減少咖啡因的攝取，含有咖啡因的飲品包括咖啡、茶、可可、巧克
力與某些藥物（請教醫師或藥師）。其它像根據 1991 年國際生殖雜誌指出缺乏維他命 B12
將可能導至女性排卵異常，與服用葉酸可減低婦女生下神經系統有缺陷(如無腦兒)的胎兒的
可能，都不斷提醒我們均衡的飲食對女性生殖的重要性。
以男性方面而言，缺乏維他命 C 會使精子活力變差、精子和卵子結合不良，即使受孕也
很容易流產。因此應多攝取富含維他命 C 的食物，如：各種深綠色及深黃色的蔬菜、各種新
鮮的水果。研究也指出，維他命 E 有助於精子的受孕力，一些精量少、活動力不良且精子外
型不正常的男性在經過 6 個月的維他命 E 補充後，精子的活動力、存活率、與正常精子的比
例都增加了。即使在精液檢查正常的男性，在服用維他命 E 壹個月後也發現其精子的受精
率增加不少。日常食物中富含維他命 E 的食物，如：小麥胚芽、芝麻與堅果類等。此外目前
我們知道精液中的鋅是維持精子功能的基本元素之一，缺失鋅會使男性男性精子數目降低，
因此每天若能得到 20-30 毫克左右的鋅可使生殖系統正常運作，但千萬不可過量，因為雖然
鋅是維持正常的精子功能所必須的元素，但過高的鋅反而會減低精子的活動力，此情形在本
已活動力不良精液中尤其明顯。富含鋅的食物，如生蠔及其他海鮮類的食物。其它像生活不
正常、常吃垃圾食物、抽煙、酗酒等也會使精子的活動力降低。
準備「做人」的男女雙方都必須有完善的事前準備工作，包括良好的生活習慣，適度的
運動與工作壓力的舒解。善用均衡而多變化的飲食以達到適度的每日維生素、礦物質的建議
攝取量。相信只要多花一點心檢視自己平日的生活習性，再參考上述的飲食原則，對不孕症
的治療應能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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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與低的精蟲數目是相關的
根據一項觀看電視和運動的研究顯示；男性精蟲的品質和運動量的高低有很緊密的關
係。但是，由於是小研究，不能給予一個明確的答案來定論運動是否能夠改善精子的品質。
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院所博士 Audrey Gaskins 說:「我們不是很清楚怎樣的生活方式
可能會影響精液的品質和男性的生育能力，所以能夠確定這兩個可能改變的因素，對精子的
計數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是讓人感到興奮的。」
這項研究包含有 189 個大學生，年齡在 18~22 歲，精蟲的濃度和總精蟲數與看電視的
時間有關。觀看電視(每週超過 20 小時)的男性與不看任何電視的男性，有 44%精蟲濃度低
於正常值。雖然看電視這部分在之前沒有被研究過，但有另一大型研究久坐不動的工作和精
蟲濃度有發現類似的現象。
運動有相反的效果：每週運動 15 小時以上的男性相較於一週運動不到 5 小時的男性精
子濃度較高 73%。不過同時依照到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研究─包括 2261 個男性則發現運動
和精液的品質沒有關聯。為了進一步說明研究結果之間的差異，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的營養和流行病學助理教授 Dr Jorge Chavarro 說''可能是我們的研究族群比較不特定於特
殊人口 ''，其中包含很多不運動的男人。Dr. Chavarro 表示，之前的研究集中在專業馬拉松
選手和騎自行車在體能活動和精液品質的關係上，而這些專業人士並無法代表世界上大多數
人。
然而，由於這個研究為橫向研究 cross-sectional─只能研究某個時間點上─它沒有辦法
回答在沙發椅上和在跑步機上提高精子的數目的這個問題。此外，精子數目和濃度有許多複
雜的問題影響男性不孕。雖然研究發現，體能活動和精液品質有統計學上顯著的關聯，但這
不能肯定是否意味著一個臨床上相關的影響。

先將卵子培養成熟再行冷凍是明智的選擇
紐約(路透社)2012 年 12 月 31 日─研究人員指出，冷凍前先將不成熟的卵子培養至成熟
或許對後續發展會比較好。
紐約生殖醫學協會的 Joseph E. Lee 透過電子郵件告訴記者：「我們發現”不成熟的卵子
在體外培養至成熟後進行卵子冷凍，而不是冷凍解凍卵子之後再培養成熟，可增強其生殖潛
力”」。實驗中包含有 71 名卵子捐贈者捐贈的不成熟卵子。他說「不管是因醫療或個人因素，
冷凍卵子會增加胚胎的數目，進而增加讓婦女成功懷孕的機會。」
Lee's 的團隊一共使用了 175 個包含非常不成熟的原核卵(germinal vesicle;GV)，不成熟
的中期卵(metaphase I;MI)和成熟的中期卵 (metaphaseII ;MII)卵子進行體外成熟(IVM)的培
養評估，並於 2012 年 12 月 21 日發表於美國生殖醫學會期刊。在新鮮的體外成熟群組( fresh
21

IVM group)，有 69 顆 GV 和 MI 的卵子體外成熟培養 24 小時，然後進行冷凍解凍並且評
估其存活率。
在解凍後的體外成熟群組( post-thaw IVM group)，有 27 顆 GV 和 MI 的卵子在取卵後
第 0 天進行冷凍，解凍後評估存活率，然後再進行體外成熟培養 24 小時。剩下的 79 顆 MII
捐贈者卵子被冷凍然後解凍當作控制組。整體來看，新鮮的體外成熟群組( fresh IVM group)
其存活率和成熟度顯著性的高於解凍後的體外成熟群組( post-thaw IVM group)，比例是
63.8% vs 33.3%。研究者說「GV 和 MI 的卵子在新鮮組有較好的成熟率，這提供了強而有利
的證據說明應先將卵子培養成 MII 的成熟卵子再進行冷凍保存」。
因此，他們補充說「我們已經將我們發現的結果當作實驗室的標準程序，並且現在常規
的應用新鮮體外成熟培養，在形成配子前將不成熟的卵子體外成熟培養後冷凍保存。」
SOURCE:http://bit.ly/UEzlYf

Fertil Steril 2012.

關於身體質量指數(BMI)和精蟲數目的一項最新系統性回顧及綜合分析
和精蟲數目的一項最新系統性回顧及綜合分析
關於身體質量指數

全球普遍流行的肥胖問題，和精蟲品質的下降有相似的趨勢。然而，肥胖跟精蟲參數的
相關性仍受爭議。本文的目的則是針對身體質量指數(BMI)和精蟲數目，依最新的資料作一系
統性的回顧及綜合分析(meta-analysis)。
一個根據目前獲得的文獻資料，作系統性的回顧並屏除語言的限制，研究 BMI 對精蟲數
目的影響。回顧截至 2012 年 6 月發表於 Pubmed 及 EMBASE 的文章，以及尚未發表的研
究，包括 717 位來自於法國 Bondy 生殖中心的個案。所有相關文章的摘要都經過測試，並試
圖涵括研究的內容。也利用郵件聯絡相關研究的作者，取得標準化的數據。
此 meta-analysis 包含了 21 個研究，總共分析了來自一般病人及不孕門診，共 13077
個檢體。資料依精蟲總數分為:正常(normozoospermia),少精症(oligozoospermia)及無精症
(azoospermia)。根據 BMI 分組，分析精蟲的標準質量指數並無明顯不同。依 BMI 分組，和
少精及無精症風險間有一 J 型曲線(J-shaped)關係。和男性正常體重比較，過輕者為少精症
(oligozoospermia)及無精症(azoospermia)的男性(可信賴區間為 95%)，勝算比(odds ratio)為
1.15(0.93-1.43)，過重者為 1.11(1.01-1.21)，肥胖者為 1.28(1.06-1.55)，重度肥胖者為
2.04(1.59-2.62)。
結論：過重及肥胖者，伴隨少精及無精症的罹病率增加。本文最主要限制是來自於族群
限制，檢體來源包括一般檢體及來自於不孕症門診的檢體。然而，是否體重正常可以改善精
蟲參數還需進一步研究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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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時降低氧氣濃度雖可提升胚胎品質但無助於懷孕率提升
紐約(路透社) 輔助生殖研究人員認為，降低培養時氧氣濃度可提高胚胎品質，但不增加
臨床持續懷孕率。胚胎在體內的氧氣濃度是小於半個大氣中的氧氣濃度，所以胚胎進行體外
受精（IVF）的實驗室設置胚胎培養及胚胎處理過程需保持在低氧氣的設置狀態。
Maria J. de los Santos 博士及他們的同事夥伴們研究當在兩個不同氧氣的濃度，分別為
6％（564 個週期）或 20％（561 個週期）的胚胎培養後，進一步去比較臨床持續懷孕率。
總體而言，1013 個病人進行胚胎植入，分別有 514 個病人中為 6％的氧氣組，499 個病人中
為 20％氧氣組。在 6％的氧氣組及 20％的氧氣組的每個週期的持續懷孕率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持續懷孕率分別為 41.3％和 40.8％）。而在低氧濃度這組，並沒有提升其他臨床結果（臨
床懷孕率，持續懷孕率，或著床率）。而在胚胎品質指標方面，顯示氧氣濃度低可提升品質，
比起 20％的氧氣組，6％的氧氣有顯著更多頂級的胚胎（32.1％相對於 28.6％，P=0.006）。
在 290 個隨後的冷凍胚胎植入, 在 6％的氧氣組及 20％的氧氣組的持續懷孕率比較，發現兩
組之間並無顯著的差異（54.2％比 54.3％）。研究人員的紀錄“來解釋這種缺乏效果的可能
原因之一 是捐卵週期已經有良好預後週期”。
作者補充“不過長期而言，由於低氧分壓下培養的胚胎擁有更好的品質，最終將還是會
反應在累積懷孕率上。不過，這將需要數以千計的冷凍胚胎植入才有辦法得到分析結果”。
“減少培養箱氧氣濃度是有益於胚胎成長的，但除非從頭到尾你所有培養條件環境都保持同
樣的低氧氣治療，否則真正受益是微不足道的，de los Santos 博士的結論。“應還有其他更
有效的方法，值得測試。”
本篇文章摘自 April 29th in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2013.

利用玻璃化冷凍的方式冷凍卵子似乎是安全且有效的
紐約(路透社)3 月 18 日─西班牙研究員表示，無論是醫療或非醫療用途，使用玻璃化冷
凍的方式冷凍卵子可視為保留生育力的一種有效方法。
Dr. Juan A. Garcia-Velasco 以郵件的方式告訴路透社記者：「這項技術可以幫助癌症病
患樂觀的面對自己的疾病，讓能夠生存下來的癌症患者有機會擁有小孩；此外，這項技術有
助於女性在任何年齡生育，選擇他們自己想要的時間和地點來擁有小孩，減少生理時鐘所給
予的壓力。
在 3 月 4 日的 Fertility and Sterility 線上發表，IVI-Madrid 之 Dr. Garcia-Velasco 和同
事審查 560 名非癌症患者和 475 名癌症患者的數據。整體來說，他們團隊在 2007 年至 2012
年執行 1080 顆卵子玻璃化冷凍，其中包含 725 名非醫療原因的婦女和 355 名罹癌婦女。全
部共有 26 個非癌症患者與四名癌症患者使用自己的冰凍卵子嘗試懷孕。在非罹癌組中，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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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懷孕中的比率為 70.9%。到目前為止，此群組有五個健康的嬰兒已誕生。四名罹癌患者
有兩名成功懷孕。其中一名患者是類子宮內膜癌(endometrioid adenocarcinoma)，最後流產。
另一名罹癌患者在懷孕 39 週後自然破水生下 3440g 的男嬰。總共目前共有 20 名婦女已經懷
孕，有六個嬰兒出生並且有八個懷孕中。
研究員並表示對罹癌的婦女須根據病患的年齡、治療的緊迫性、以及不同癌症分級的治
療和性腺衰竭相關的風險等多重因素，應該給予個人化的建議和諮詢。而根據所有的案例，
他們得到一個結論：「我們應該告知婦女她們個別卵子能夠存活的機會，其很大的程度是取
決於她們本身的年齡，並且根據冷凍卵子的數目來推測活產的可能性，避免不切實際的期望。
Fertil Steri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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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治療經驗談
熱心病友
堅持到底，不要輕言放棄 !

在奇美不孕症的網站上看到大家的心路歷程，心裏就好感動，尤其在我做試管療程期間，
更是激勵我的心靈雞湯。
接下來也講我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我於民國 88 年 921 地震那一年結婚，婚後 2 年還沒
懷孕，便開始接受不孕症的治療和檢查。先是看中醫，再到南部某綜合醫院做不孕症檢查，
和 S 婦產專科斷斷續續做了 4 次人工受孕，還到廟宇虔誠的拜拜。就這樣有時懷著希望，但
月事又來了，看著身邊的朋友陸陸續續懷孕，我只能安慰自己，已經有努力了就好，這樣過
了七年。
七年後朋友介紹我給不孕症權威蔡永杰醫師看，蔡醫師幫我做子宮鏡檢查，發現我子宮
內的肌瘤長在胚胎著床的位置，故安排開刀拿掉，且因輸卵管一邊有阻塞，就建議我開完刀
休息幾個月再回院做試管寶寶。
休息了半年，於民國 96 年回去找蔡醫師做試管寶寶，取卵受精後，有三個胚胎，一次植
入三個，等待 14 天驗孕。植入後，我請假在家休息一星期，放鬆心情、動作和緩，希望成功，
但心裏其實已習慣失敗。於植入第 8 天開始上班，動作也盡量輕緩，植入後第 12 天我就忍不
住自己先驗孕，居然驗出有受孕，我有點不太敢相信，後來到醫院驗孕，蔡醫師證實有懷孕。
後於 97 年產下一個健康的寶寶。在女兒四歲時，希望我生個弟妹給她做伴，所以 100 年又找
蔡醫師幫我做試管嬰兒，這次的胚胎品質較差，我蠻擔心無法成功，在等待驗孕的 14 天，一
樣保持動作輕柔。也看一些喜劇片，哈哈大笑有助試管嬰兒成功率。擔心的時候就上網看一
些大家的經驗，這次雖然胚胎不太漂亮，但也幸運成功懷孕並且平安生產，寶寶現在已快滿
週歲，回顧求子之路，真是充滿酸甜苦辣，內心充滿感謝。在治療期間看了許多其他同樣遭
遇家庭的故事，我就期待，有朝一日也可以輪到自己和其他人來分享。在此衷心祝福大家都
能願望實現，美夢成真。
最後要感謝醫術精湛的蔡醫師，和關心、安慰我的諮詢師林小姐、生殖醫療團隊、PHR
研究團隊，還有先生、家人的支持和鼓勵，朋友的祝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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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奇美醫院生殖醫學科醫師看診時間

門診時間：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晚上 18：00-21：00

電腦語音掛號:06-2517623
人工預約掛號:06-2822577
網路掛號：www.cheme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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