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二歲的 Amy
，與拍拖多
年的會計師男友計劃兩
還是決定見醫生檢查清楚。」 Amy
到養和醫院婦產科中心求
Amy
診，醫生在詳細了解病歷後，發

說。

快生育，畢竟屆時年紀都不輕
覺她的症狀並不是周期中間的排

是子宮內腔瘜肉，於是要再做宮

腔鏡檢查。一聽到宮腔鏡，我就

有點猶疑，因為擔心對子宮造成

說。
影響……」 Amy
甚麼是宮腔鏡檢查？宮腔鏡
會影響婦女懷孕機會嗎？

76

2018 02 14

年後結婚，兩人亦打算婚後會盡

了。

血。醫生建議先進行婦科檢查。
「醫生先為我做子宮頸抹片

養和醫院婦產科專科劉雅婷

卵性出血，屬完全沒有規律的出

有點擔心，因為就
然 而 Amy
在計劃將來時，她發現在兩次經
期之間有不正常出血，「這情況
檢查，初步樣本在顯微鏡下沒有

醫生說，宮腔鏡是一種內窺鏡，

肉影響懷孕機會

已經持續兩個月了，出血量很
發現異樣，但之後在超聲波掃描

生說。

脹大。」劉雅婷醫

體入宮腔，令宮腔

方便檢視需要注液

宮腔內的情況。為

中，醫生能清楚檢視

影像即時傳送到屏幕

入子宮後，鏡頭拍攝的

手術室進行。宮腔鏡進

病人需要接受麻醉，並在

徑大約由六點五至十毫米。

用作手術性質的宮腔鏡，直

或日間病房施行。

除在手術室內，亦可考慮於診所

幼，直徑大概三至四點五毫米，

療用途。診斷性質的宮腔鏡較

「宮腔鏡可有診斷性質和治

內腔情況。

經陰道置放進入子宮，檢視子宮

少，第一次我都不以為意，但當

料，知道有一種叫排卵出血，不

我開始擔心。於是上網搜尋資

中發現我子宮有白色陰影，懷疑

劉雅婷醫生說，如懷
疑子宮腔有病變，就可
以進行宮腔鏡檢查。

第二個月又再有些微血流出時，

▲

▲

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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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患子宮肌
瘤婦女，腹部可
能會隆起。
設計：楊存孝
撰文：陳旭英

知我是否屬於這情況，
在思前想後下，我

子宮是孕育小生命的寶庫，但
如子宮健康出問題需要做宮腔鏡檢
查或手術，有婦女會擔心日後懷孕
機率會否因此而受影響。今期由婦
產專科醫生詳細解說。

檔

案

養和
醫

MEDICAL & HEALTH

正常的宮腔內
膜是應該平滑的，如發
現宮腔內有瘜肉，就需要處理。
「如有瘜肉可以引致經量過
多、不規則出血、經期之間出
血。而在檢查中，可以在宮腔鏡

雅婷醫生在宮腔鏡檢查中發現瘜

同時置入手術儀器，將瘜肉切
除，希望之後子宮腔變回平滑，
肉，即時以手術儀器清除。

有瘜肉，因應情況可能需要切

計劃的婦女，當醫生檢查時發現

胎着牀，故在生育期內而有生育

成經期紊亂外，亦有機會影響胚

亦可以正常進食，即晚或翌日可出

痛的感覺，翌日或即日可以落牀，

需要儀器。術後女士可能會有像經

等。視乎瘜肉情況及醫生判斷決定

「儀器包括鉗、剪刀、電切儀

過程簡單 風險低

回復正常的功能。」劉醫生說。
為何要切除瘜肉？劉醫生解

除，以紓緩經血量過多問題及不

院。術後可能有輕微流血，大約維

釋，當子宮內有瘜肉，除了會造

規則出血，及幫助胚胎着牀。

多。」劉醫生說。

持一個多星期，但血量一般不

的情況，因為子宮內
像 Amy
有瘜肉，因而有不規則流血。劉

在接受宮腔鏡
Amy
檢查及瘜肉切除手術

平

後，大約半年後順利
懷孕，去年底

安出生，母子健康。

子宮肌瘤可以生長在子宮肌肉層、向子宮腔內凸，及
向子宮外生長。絕大部分肌瘤都是良性的，肌瘤在收經後會
慢慢停止生長及縮小。

子宮瘜肉可以生長在子宮頸或宮腔內。宮腔內的瘜肉一
般是由於子宮內膜增生過盛，任何年齡婦女都有可能發生。
子宮瘜肉突出於宮腔內，外表光滑，蒂長短不一，細小的瘜
肉一般沒有症狀，較大或多的瘜肉有機會引起不正常出血。

四十五分鐘。

除瘜肉，整個過程大概半小時至

時間約十五至二十分鐘，如要切

院一至兩天。診斷性質的宮腔鏡

少入侵性的內窺鏡手術，通常入

▲

子宮肌瘤是一種十分常見的情況，很多沒有病徵
的婦女都在超聲波檢查時發現有子宮肌瘤。

劉醫生說，宮腔鏡是一個較

婦女子宮內
如發生病變，
或會引起腹痛
或不適感。

說到手術風險，除了一般麻醉

瘜肉

子宮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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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腔鏡是一支內窺鏡，連
接鏡頭，可以將宮腔內影像
即時傳送到電腦屏幕中。
▲

宮腔鏡分為診斷性質或
手術用途，視乎不同需要
而決定採用何種鏡。
▲

劉醫生說，一般沒有明確期
量愈來愈多，有很多血塊，需要

原來陳女士這半年來的經血

▲

▲

肌瘤，轉介見劉醫生清除這個生

兒，但做檢查後發現子宮腔內有

子宮或旁邊腹腔內組織，瘜肉有機
育的障礙。

限，但會建議婦女留意一、兩次經

頻密更換衞生巾，她自己不以為

監察水量確保安全

層、宮腔內及宮腔外，只有向宮腔

內生長，並有超過一半以上體積凸

出在宮腔內的，才適合用宮腔鏡切

除。如全個肌瘤生長在肌肉層內或

向肌肉外圍生長，就不適合用宮腔

鏡，故不是所有子宮肌瘤都適合用
宮腔鏡切除。

劉醫生解釋，用宮腔鏡處理肌

瘤的好處是，無需像傳統的開腹手

術或微創手術會在肚皮留下傷口，

亦毋須在子宮開切口，減少病人的

創傷。如病人有多發性肌瘤，以微

創或傳統開腹手術，子宮就會有多

個切口，之後縫合，日後懷孕，子

宮就可能有弱點，影響是否可以
順產。

「處理子宮肌瘤，同樣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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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外，亦會有流血、發炎、損傷

會復發等，但整體來說是較低風險
劉雅婷醫生說：「子宮肌瘤

的手術。
有很多類，分別生長在肌肉層、
子宮內腔、子宮外壁，當中生長
在子宮腔的就最有機會影響

期規律，如經血量減少及周期之間

意，以為年紀大的變化而已。檢

生育。」

不正常出血的情況已經消失，就可

超過一半凸出子宮腔內。經生殖

查後，發現她的肌瘤向內生長，

「每個月經周期，子宮內膜

「子宮內腔肌瘤如不清除，

醫學及婦產科醫生診斷後，認為

新生長出來，故很快復元。故雖沒

一來會引致婦女經血量多，二來

脫落後，下一周期都會重新長出

有特別規定，但大部分婦女都會觀

會影響懷孕，影響胚胎着牀，甚

要取走肌瘤才考慮懷孕。

察術後兩至三個月經期情況才計劃

至有流產風險。」劉醫生說。

瘤。三十六歲的陳太，和前夫育有

瘜肉全部生長在子宮腔內，

子宮肌瘤與瘜肉不同，

下一代，但由於年紀不輕，擔心懷

瘤可以生長肌肉

故適合以宮腔鏡切除。但肌

科專科醫生，打算做試管嬰

孕過程較困難，故求助於生殖醫學

兒子，現再婚希望與現任丈夫孕育

宮腔鏡亦用於處理子宮肌

懷孕。」

來。所以切走瘜肉後，子宮內膜重

以準備懷孕。

癒可懷孕？

宮腔鏡手術後何時才完全痊

子宮肌瘤 生育障礙

檔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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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其中一支幼宮腔
鏡，直徑只有三毫米。
婦女懷孕要有
健康子宮，嬰兒
才能平安成長。

案
療

醫

▲兩支不同尺碼的宮腔鏡。

肌瘤形態

如經血量過多或經期間有不正常出血，就
應見醫生檢查清楚。

見生殖醫學科醫生接受人工受孕

響身體循環系統的電解質平衡，

體吸收太多水分會影

劉醫生覆診，確認肌瘤沒有復

中平安出生。陳太在產後亦有見

療程，並成功懷孕雙胞胎，去年

復平滑，手術創傷低，病人復元

上述兩個案，兩位女士透過

發。

如鹽分及電解質下降可能會對身

兩類不同形態的子
▲
宮肌瘤。

進入及流出的水量，當發現病人

物」，幫助紓緩她們的月經及生

體造成影響，故過程中需要監察

但切除子宮肌瘤手術，時間

吸入很多水分，為了安全，有需

育問題。

少。」劉說。

一般會比切子宮瘜肉長，除了因

要時停一停，有時就算未完全清

宮腔鏡手術清除宮腔內的「障礙

為體積較大外，肌瘤的組織亦較

另一方面，如病人子宮曾經

多次刮宮無法懷孕

除肌瘤，手術也可能要停止，稍
後再安排進行第二次手術。
「個別肌瘤體積大的或多個

劉醫生特別指出宮腔鏡切肌
瘤手術需要抓緊時間，因為手術

做過多次手術如刮宮而產生很多

嗎？劉醫生說可以，但子宮腔鏡

肌瘤，可能要分兩次手術進行才

故做這類手術有時間限制，

只能剪或鬆解黏連，有些人多次

過程中會灌注液體進入子宮腔，

一般大約一小時內做完。如發現

刮宮，已經傷及底層，子宮內膜

黏連，可以用宮腔鏡清除黏連

進入與流出的水量差額達一公

無法正常生長出來；部分病人在

能徹底清除。

升，要提高警覺，有需要時便要

清除黏連後可以用雌激素刺激看

新恢復。

內膜是否能重新生長，令經期重

停止。」劉說。
陳太的子宮腔內肌瘤順利在
手術中清除。她在術後三個月後

醫生正用手術儀器
▲
切除子宮肌瘤。

宮腔鏡檢時如發現
▲
瘜肉，可以即時用電
切儀器切除。

堅韌。

手術方式

快，肚皮沒有傷口，痛楚亦較

電刀逐少批走，令子宮壁回

超聲波掃描可以初步檢
視盆腔內情況。

子宮的微血管會吸收水分，如身
▲當清除子宮生育障礙後，有不
育問題的夫婦可以考慮接受試管
嬰兒療程，孕育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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