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稍後若再長大或壓着器官時
才處理就會複雜得多，因此阮醫

十餘歲的張女士，體形
微胖。早前疫情放緩以
生與張女士詳細商討及解釋風險

四
小組形式上瑜伽班時，友人留意

▲

大，有機會壓到附近器官或組

位異常的機會；當子宮肌瘤太

增加出現早產、流產或胎

孕、胚胎着牀，可能會

貧血；同時會影響受

血情況，可能會引致

經期之間有異常出

增多並有血塊，或

期，包括月經血量

狀，主要是影響經

內，會出現較多徵

肌瘤生長在宮腔

指出：「如果子宮

描時發現。阮醫生

因經血量多求診照掃

蒙有關，較多發生於生育年齡的

形成子宮肌瘤。子宮肌瘤與荷爾

肌肉層出現一些細胞變異，慢慢

明，目前醫學界知道是由於子宮

解釋：「子宮肌瘤的真正成因未

為何會有子宮肌瘤？阮醫生

大，患子宮肌瘤的機會愈高。

有一名患者，而且女性年紀愈

分之三十，即大約每三名女性便

醫生說，子宮肌瘤的病發率是百

養和醫院婦產科專科醫生阮邦武

子宮肌瘤是女性常見疾病，

三位女士 一位患者

除。

後，她同意把子宮連同肌瘤切

十分奇怪。
一直以為自己有肚腩的張女
士，被友人一言驚醒，回家後再
躺在牀上細心檢視，發現小腹的
確有點異樣。張女士其後約見家
庭醫生檢查，結果在超聲波掃描
下，發現子宮內有一個超過十厘
米的陰影，需要見婦產科專科醫
生進一步檢查及處理。
一星期後，張女士來到養和
醫院見婦產科專科醫生阮邦武醫
生進行檢查。阮醫生從病人腹部
外觀判斷，她的子宮已脹至像懷
孕二十二周的大小；其後的詳細
超聲波掃描發現，張女士的子宮
內除了有一個長達十四厘米的巨
大肌瘤外，亦有多個細小肌瘤。

8型  其他

阮醫生詢問張女士何時發現

7型  帶蒂肌瘤

腹部隆起，張女士說是最近才發

6型  少於一半在宮壁內、突向漿膜

現。然而阮醫生以肌瘤的體積推

5型  多於一半在宮壁內、突向漿膜

斷，她的子宮肌瘤應該已生長了

4型  完全位於宮壁內

一段長時間。雖然子宮肌瘤目前

3型  完全在宮壁間，緊貼宮壁但不影響宮腔

未有特別引起不適徵

2型  多於一半在宮壁內

狀，但由於肌瘤體

1型  少於一半在宮壁內

積巨大，如果

宮腔

子宮

不少女士是在超聲波檢查中偶
然發現子宮肌瘤。（資料圖片）

因此阮醫生提醒女士，如躺

瘤。」

愈脹，病人求醫時才發現是腫

胖而未有即時求醫，當腹部愈來

狀，但病人一直都以為是自己肥

瘤，卵巢腫瘤都會出現類似徵

內有腫瘤，最常見就是子宮肌

『小肚腩』，其實有機會是腹腔

節食努力減肥都無法消除這個

有個『肚腩』，當她們做運動、

的情況：「很多時女士覺得自己

阮醫生特別指出經常被忽略

壓着直腸引致便秘等。」

適或背痛、壓着膀胱導致尿頻、

織，引起不同病徵，例如下腹不

子宮肌瘤是十分常見的子
宮疾病，雖大部分肌瘤屬良
性，但若引起病徵或肌
瘤生長速度快，宜及
早治療。
（資料圖片）

不即時處

宮壁

女性，特別常見於四十

不少現代婦女選擇遲生育或不生育，令原本肩負孕育胎兒重任
的子宮被「閒置」，直至在例行婦科檢查時發現子宮肌瘤，於是引
申出「子宮不生仔，便生瘤」之說。為何子宮會長出肌瘤？有了肌
瘤是否一定要切除？如何分辨是肚腩還是肌瘤？以上種種疑問，今
撰文：陳旭英 設計：張均賢
期由婦產科專科醫生為大家解答。
▲大約每三名女性，便有一人患子宮肌瘤。

至五十歲、臨近結束生育年齡
的中年婦女身上。直至女士收
經，再沒有荷爾蒙刺激，子宮肌
瘤便會慢慢縮小，但不一定會完
全消失，這視乎不同人的情況或
子宮肌瘤的大小而定，女性極少
會在收經後出現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會在子宮內不同位
置出現，因其位置及大小而出現
不同徵狀，但大部分女士未必會
有明顯病徵，很多時是在身體檢
查時做影像掃描意外地發現，或

0型  完全在宮腔內的黏膜下

到張女士平躺時右邊小腹窿起，

阮邦武醫生說，子
▲
宮肌瘤目前成因未
明，但相信與荷爾蒙
有關。

子宮肌瘤

阮邦武醫生說，子宮肌瘤會出現在子宮
不同位置，昔日主要分為三類。現在有較仔
細的分類，為世界婦產科聯盟FIGO所提議，
把子宮肌瘤分為0到8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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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未有藥物能令子
物（選擇性黃體素接受器調節藥

宮肌瘤永久消失，不過可
肌瘤效果良好，早期研究報告

下時肚腩向四邊平均伸展後，發
現某位置仍然隆起，而且觸感硬
使用荷爾蒙藥物紓緩徵
顯示，停藥一至年半後有助減

懷孕的體積，仍可以用微創方式切

宮肌瘤令子宮脹大至十六至二十周

未必能夠以微創方式進行。一般子

增加、手術時間長、風險高，屆時

除。因為當肌瘤太大時，手術難度

理，不能等待。若想等到停經

或其他嚴重徵狀，一定要及早處

小等，「如果病人已經出現貧血

考慮病人的年齡、徵狀、肌瘤大

瘤會自然縮小，阮醫生認為需要

一直不治療，等待至更年期後肌

女士如小腹離奇脹大，不
一定是肥胖，應及早見醫生
檢查清楚。
▲

養和

位於子宮較低位置例如宮頸，即

術；第三是肌瘤的位置，若肌瘤

病人是否適合以微創方式進行手

時間較長、失血較多等，以評估

都有肌瘤，醫生需要考慮到手術

性子宮肌瘤，即子宮內多個位置

子宮肌瘤的數量，若病人屬多發

瘤，較難以內窺鏡處理；第二是

一是肌瘤的大小，體積愈大的肌

進行手術，取決於三大因素。第

過到底以傳統剖腹抑或微創方式

塑料袋切細，再取出塑料袋。不

窺鏡微創手術切除，把肌瘤置入

醫生說，大部分肌瘤都可以用內

最佳方法是以外科手術切除。阮

要徹底解決子宮肌瘤，目前

微創手術清除肌瘤

手術較容易取出。

術前服用短時間以縮小肌瘤，讓

於體積巨大的子宮肌瘤患者，在

時間服用。目前此藥物只會用

移植手術，因此不建議病人長

分患者出現肝衰竭要進行肝臟

服用此藥後會影響肝功能，部

物），控制陰道異常流血及縮小

實就要特別留意。若出現尿頻、
狀，原理是透過令患者停

超聲波掃描
顯示子宮有一
個巨大肌瘤。

排尿困難、背痛、便秘等，都有

狀，但不建議長時間用，而且停

慢肌瘤重新生長。但其後發現

致，如徵狀持續，應見醫生檢查
藥後子宮肌瘤又會重新生長，徵

經來縮小肌瘤及減輕徵

清楚。另外無故腳腫亦要提防，

近年有一種較新的荷爾蒙藥

狀會再次出現。

會過大而引致盆腔內血液循環不
佳，臨牀上所見，部分子宮肌瘤
患者同時有深層靜脈栓塞，嚴重
的更會引致肺靜脈栓塞。

荷爾 蒙 藥 物 控 制 徵 狀
子宮肌瘤如何治療？阮醫生
說每位病人情況因人而異，需要
小心分析才能決定如何處理。
「如果沒引起徵狀，子宮肌瘤體
積細小、生長速度緩慢，可以定
期監察，因為大部分子宮肌瘤都
屬良性。不過近年不少文獻證
實，子宮肌瘤亦存在癌變風險，
在進行手術切除的個案中，惡性
機率佔一千五百至二千分之一。
因此，如果患者已出現徵狀，即
使子宮肌瘤體積細小都應該考慮
處理。醫生會評估徵狀的嚴重
性，會先建議以較簡單的方法，

除，但如果超過二十周懷孕的體

後，肌瘤自然縮小的病人，必定

從內視鏡中看到
病人的子宮長了多
個肌瘤。
若肌瘤體積過於
▲
巨大，需要剖腹才
能處理。

早發現病變，及早處理。

醒女士應定期進行婦科檢查，及

很多時都伴隨子宮內膜異位，提

未婚、未生育的子宮肌瘤患者，

阮醫生說，臨牀上看到一些

以以微創手術完成，毋須剖腹。

雖然手術難度高，但最後都可

併切除。

黏連嚴重，最後把右邊卵巢亦一

士盆腔內有朱古力瘤，右邊卵巢

術。阮醫生在手術期間發現張女

除，但希望以微創方式進行手

快處理，並同意連子宮一併切

十餘厘米。張女士明白必須要盡

了多個肌瘤，最大的一個直徑達

女士，在超聲波檢查中同時發現

發現子宮內有巨大肌瘤的張

一定要盡快切除。

後但肌瘤仍然長大，這些情況也

頻、背痛等其他徵狀，或者停經

若子宮肌瘤壓着附近器官或組織，
有機會引致便秘或排尿困難。

例如藥物治療來控制徵狀。」阮
醫生說。

積，或出現徵狀時，就應考慮及早

聚
（資料圖片）
▲焦超聲波適合消除較細小的子宮肌瘤。

使體積不大，手術難度亦相對提

阮醫生指出，子宮肌瘤患者不
應因為沒有徵狀而置之不理，直至

積，就可能要剖腹處理。因此阮醫

是非常接近停經年齡、徵狀不嚴

有些子宮肌瘤患者，會選擇

生提醒，即使肌瘤未引起任何徵

重、肌瘤不太大。」

量出血問題，但部分患者停經後

雖然停經後可以解決經期大
次。如情況穩定，可以每年照一

肌瘤縮小程度不足，仍然引起尿

察生長速度，初期建議每半年照一

狀，患者也應定期以超聲波掃描監

生長至體積巨大時才進行手術切

若有徵狀 切忌不理

切除。

大約十多年前，醫學界已開始研究以聚焦超聲波（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簡稱HIFU）治療子宮肌瘤，
由於當時的儀器使用規則非常嚴謹，有很多情況都不適宜使
用，以致整體治療效果不太理想。聚焦超聲波原理是把體外
低能量超聲波聚焦於體內肌瘤，透過產生高溫消融子宮肌
瘤，屬無創治療，但有機會令皮膚或腸道受損。最新是在超
聲波輔助下進行聚焦超聲波，其處理容量較大，治療時間較
短，一個少於十厘米的子宮肌瘤接受一次約兩小時治療後，
縮小程度可達到七至八成。

高。

HiFu滅肌瘤

次，一旦發現肌瘤長大至一定體

▲透過內窺鏡微創手術，可把令子宮脹大至
二十周懷孕體積以下的肌瘤切除。

阮醫生解釋，因為子宮肌瘤有機

檔

機會是子宮肌瘤壓着不同器官所

▲

療

大部分子宮肌瘤都可以
透過微創手術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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