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邦武醫生指出，女性胚胎在首三個月孕
期形成子宮，如這段時間出問題，子宮有機會
發育不全。

女性肩負生育重任，故從少女時代開始，便
要承受每月經期來臨時的不適。但當每月來經，
都不代表子宮正常。以下個案主人翁，在經歷了
兩年經期，並間中有異常經痛而求醫後，最終發
現子宮發育不健全！

個！總之愈照愈多，令我好擔

由於擔心女兒腹腔內的陰影

心……」

年之間，間中有經痛，對於發育

可能是癌變，在諮詢親友後，張

六 歲 的 Martha
大約兩年
前首次來經；而在這兩

中的少女來說算是正常，所以她

太決定帶女兒到養和醫院見專科

十
媽媽也沒有太緊張。

痛至無法上學，要向學校請病

情況似乎愈來愈嚴重，有好多次

規律和經痛屬正常現象，但如果

邦武醫生說，少女來經初期不太

養和醫院婦產科專科醫生阮

醫生檢查清楚。

假。母親張太看着女兒受經痛之

腹腔內的生殖器官有囊腫便屬不

然而去年中開始，她的經痛

苦也真心痛，所以約見婦科醫生

正常，需要查明原因。

兩個子宮 多個血囊

為她檢查，希望能減輕女兒來經
時的不適，但估不到，婦科醫生
的生育器
Martha

他 詳 細 檢 視 Martha
的病歷，
發現十四歲開始來經的她，經期

在檢查後，發現

張太說：「醫生給女兒照聲

算是正常，只是不太穩定，大約

官異常！

波掃描，竟然發現她卵巢有個

每三十至六十天來經一次。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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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之後覆診再照，又多了一個
影；過了一段日子再照，又多一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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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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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十
的
大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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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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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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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有經痛問題，原發性經痛在少
女非常普遍，不過經痛在近半年
卻愈來愈嚴重。
見過醫
「 去 年 四 月 女 Martha
生，照超聲波檢查時發現有一個
四厘米大的卵巢囊腫，體積不算
太大。到九月時再照，就發現

6 弓形子宮

有兩個水囊，十月再照又多一

5 縱膈子宮

3 雙子宮

個！由於囊腫愈來愈多，醫生

2 單角子宮

於是安排做磁力共振掃描。

4 雙角子宮

來見我時，磁力共振報告
Martha
未出，但當我做臨牀檢查時，已

6

管積血。而位於左邊的子宮，內

一個正常，經血可正常流出，但

5

經摸到她的右腹有腫塊。」阮醫

「在超聲波中發現她有兩個

右邊子宮發育不全，出口封閉，

4

膜正常沒有積血，沒有水囊或血

同時給她照腎臟，結果發現

子宮，右邊子宮腫脹約五乘四厘

以致子宮內的經血無法流出來，

3

生說。

細節，發現痛楚主要在右腹，同

左邊腎正常，右邊找不到腎臟，

米大，中間有一個三厘米大的血

於是積血在宮腔內，當血液愈積

2

囊。

時有背痛，與腫塊位置相符。然

即病人只有一個腎。」阮醫生

囊，即宮腔內有積血；另外子宮

愈多時，在末端形成血囊和倒流

1

他詳細詢問病歷，了解病情

後為病人進行超聲波檢查，以了

說。

綜合檢查結果，阮醫生說病

經年積血 形成血囊

解腹腔內情況。由於病人是少
女，不適宜進行陰道超聲波，故
先進行腹部超聲波，然後再進行
經肛門進入的超聲波，結果有驚

下方連接着一個七厘米的血囊。

入輸卵管，形成輸卵管積血。病

人有雙子宮，左右分隔。左邊的

病人有第三個有分隔的血囊，大

人的子宮異常，分隔開成兩個，

1 無子宮及子宮發育不全

女性在胚胎發育時形成生殖器官，由兩
側副中腎管演化，過程中當受到某種因素的
影響和干擾，可在演化的不同階段停止發育
而形成各種發育異常的子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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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現。

小約為六乘四厘米，懷疑是輸卵

不 正 常 子 宮 種 類

＊不正常子宮會形響懷孕

年輕女士如
有不尋常的經痛
或出血，都應求
醫檢查清楚。

右邊的一個不正

▲

進行超聲波掃描，可以
檢查腹腔內是否有病變。
清除盤腔內不正常組織
如水囊或血囊，都可以
通過微創手術進行。

情況下，可以考慮把封閉陰

道壁打通，讓經血能順利流
出。

第二個可能性是右邊子

宮頸發育不全而封閉，故經

血無法流出，這情況須要把

不健全的子宮和輸卵管切
掉。」

第三個可能性是病人有

兩個子宮但只有一個子宮

頸，右邊子宮跟子宮頸不相

通，致經血谷回向上走，這

情況亦須要切除不健全的子
宮和輸卵管。

病人到底是哪一種狀況，需

要在進行手術時才能看清楚，並
進行修正。

阮醫生解釋手術目的是幫助

病人解決痛楚問題、清除血囊、

打通經血流出管道或切除發育不

全的子宮。如確定卵巢沒有問
題，就可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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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同時沒有右

正常都在病人右

邊腎臟，所有不

邊腹腔。
阮醫生說，
病人的積血情況
是從來經的一天便開始發生，然
後慢慢發展、引發痛楚。他解
釋：「患者在十四歲來經，雖然
右邊子宮不正常問題存在，但初
時未積血，到後來經歷多次來
經，經血愈積愈多，形成血囊，
故在她來經時引發痛楚，而痛楚
隨血囊愈來愈大而加劇，到後來
在非經期時都有痛楚，求醫後經
多次檢查才發現病情。不過超聲
波檢查始終有局限，未能清楚看
到裏面的真實情況，故對病情未
能百分百清楚掌握。」
由於病子宮構造異常和積血
嚴重，故磁力共振加上超聲波掃
描都只能看到部分，未窺全豹，
在檢查後，阮醫生推斷病人的情
況有三個可能性。

三可能性 影響手術
「第一個可能性是有兩個子
宮及子宮頸，但右邊的宮頸被陰
道壁封閉致經血無法流出。在這

▲ 婦女如感到盤腔內有不適感，情況持
續，就要考慮見專科醫生徹底檢查。

正常子宮
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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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看盤腔，右邊見正
常子宮，左邊是積血。
▲ 顯示右子宮內有積血和
血囊。

▲ 磁力共振掃描圖片顯示
左邊子宮及子宮頸正常。
▲ 磁力共振掃描顯示患者
沒有右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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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病人是一個子宮頸還是
兩個子宮頸，影響手術過程，故
阮醫生在手術時先為病人進行宮
腔鏡檢查，將一支直徑只有四點

育器官發育不正常。他說：「精

是發育最後部分，一般不會有腎發

道系統的形成是分開的，所以先天性沒

自行吸收，患縱膈子宮人士就是吸收不

育異常。

外手術時亦確定卵

宮腔鏡檢查後確定患者只有

子及卵子結合形成胚胎後開始分

的異常。當兩條管融合後，中間膈膜會

巢沒病變，可以保

一個宮頸和陰道壁正常，解決手

裂、發育，生殖器官的發育過程

的腎臟風險相對低，因吸收子宮縱膈

生長慢慢形成的。這部分的形成與生殖

留。

術不明朗因素。之後阮醫生為病

是由最初兩條管，左右各一生長

腎臟是否存在和正常。縱膈子宮患者

殖道系統的畸形往往伴隨有腎和輸尿管

「這病人因病變
沒有伸延至陰道，故手術
不太複雜。手術風險主要
是擔心切除不健全子宮時
傷及輸尿管，但她同時缺
少一個腎，沒有輸尿管在
旁，故手術時少了一個擔
心點。」阮醫生說。
手術共用了三小時，
病人住院三日後出院。病
人於去年十月接受手術，
之後覆診，確認沒有經痛，只是
來經時有少許下腹脹的感覺。

微創手術 徹底解決

雖然她只有一個子宮正常，日後

阮醫生說，病人在手術後解

口和腫脹（顯示積血的部位），

仍然可懷孕，只是子宮較一般人

五毫米的內視鏡置放入陰道，檢

同時可以檢視正常那邊子宮宮腔

細小，成功懷孕率會較低。

決了經痛問題，經血正常流出，

有沒有問題。「這檢查好處是無

查陰道頂是否有另一個子宮頸入

須用鴨嘴鉗撐開陰道，傷及病人

會有兩個子宮？
為 何 Martha
阮醫生解釋，這是基於先天性生

人以腹腔鏡微創手術以作修正，

合二為一而形成，當發育過程中

處女膜。」

切除不健全的子宮和輸卵管，另

的形成與尿道系統有密切關系，所以生

「卵巢是由原始生殖細胞在腹腔內

子宮頸，甚至有些人陰道有縱膈。

如 何 形 成？

雙子宮

婦女在懷孕期內要注意營養吸收及避免
▲
患病，以免影響胎兒發育。

出錯或沒有完成，便會形成縱膈

子宮、雙角子宮、甚至兩個子宮

等不同形態的異常子宮。病人雖

然有一邊子宮正常，但較細小，

一般較難懷孕及有較大機會早

產。這種子宮比起縱膈子宮或雙

角子宮患者好，因宮腔相對較完
整，沒有不規則情況。

異常子宮並有經血阻塞和倒

流患者，有較大機會有子宮內膜

異位及出現盤腔黏連情況。清除

後，日後子宮內膜異位機會就會

減少，但如果病人已經出現子宮

內膜異位情況，就算手術處理

後，日後都有機會復發，成為持
續性問題。」

病人天生少了一個腎，需要

小心留意腎臟健康，避免有病

變。不過作為父母，最擔心還是

女兒日後的生育問題，當知道女

兒可以正常懷孕，張太亦放下心
頭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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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現病人子宮發育不全，都會檢查
器，包括下陰道及陰唇。

由於生殖器官形成與腎有關連，
卵管、子宮及子宮頸和上陰道。這部分
子宮、子宮頸及上陰道，第三是外生殖

腹腔中間生長、融合，再慢慢生長成輸
巢，第二是生殖道系統，包括輸卵管、

全。有些情況嚴重的，縱膈會伸延至
有子宮和陰道仍然會有正常卵巢。
阮邦武醫生解釋，女性生殖器官形

生殖道系統是由兩條雌性生殖管向
成，分為三個區域，第一是性腺，即卵

懷疑腹腔內有病變人士，
可以進行磁力共振掃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