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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很多會傷害腎臟，例如煮開水要超

過 5分鐘把水中的三鹵甲烷蒸發掉，
研究中也顯示水煮沸一分鐘後，水中

氯仿減低 34％ 。或是把水過濾後再
喝。另外鉛水管，也會造成身體上的

傷害。水分少的時候排泄廢物毒物會

很困難，水分少的時候尿液中的的鈣

與尿酸容易結晶成結石。水分少則尿

液少容易造成尿路感染。

環境荷爾蒙
環保署委託學者針對長興、板新、

新山、鳳山、東興、豐原及澄清湖，北

中南三地七座主要淨水場進行分析，

全都驗出壬基酚。原水的壬基酚濃度

介於 0.108ppb至 0.348ppb（十億分之
一）之間。經過淨水處理後的清水，仍

有 0.099ppb至 0.166ppb壬基酚含量，
顯示現有淨水處理程序，無法完全去

除壬基酚。建議大家家中還是要有水

的濾水器。

何時喝水
一起床就喝水，降低一夜因為造

尿而升高的血液濃度，避免中風發生；

睡眠也不超過九小時，造成血液濃度

過高。 一起床就喝水可幫助腸胃
蠕動，順利把前一晚堆積的廢

物排出來外，腸胃也可以因此

變年輕。 運動、熱水澡、重度
勞動前、中、後都要喝水，可避

免身體因脫水引起橫紋肌溶解症，

導致腎臟衰竭。有缺水訊息，適時喝

水，尤其長輩渴覺中樞退化，缺水中也

不口渴，容易受到缺水的傷害。感到口

渴、尿液呈烏龍茶般的深黃褐色、便

祕、血壓偏低、頭暈、疲倦、飢餓，有

時也是缺水的現象。

不算水的水
啤酒喝 500c.c.卻會排尿 800c.c.，

濃茶、咖啡，含有咖啡因會利尿所以不

能補充水分，紅豆湯、薏仁水都會利

尿也不是水，含糖飲料、火鍋湯的濃

度很高也不是水。

不該喝的水
山泉水：可能有農藥、水蛭、寄生

蟲和細菌污染，據 2014年五月台北市
環保局檢驗資料顯示，民眾送驗的山

泉水有一半含菌量（總菌落數及大腸

桿菌群）超標，台南的地下水含砷，宜

蘭的深層地下水含砷，都是不能喝。

容易水中毒的人—不要喝超過
3000C.C
女性月經來潮前、有腎臟病的人、

有肝硬化的人、心臟衰竭的人、有精神

分裂症的人。

 
保護腎臟要注意的事
會傷害腎臟的飲食習慣，第一：吃

太多外食風險很高；第二：愛喝飲料；

第三：頭痛自行買止痛藥吃；第四：睡

眠不到八小時。研究說睡眠不到八小

時，腎臟壞得比較快。無論是狼瘡腎

炎或是糖尿病腎病變也一樣，都需

要充足的休息。香菸、檳榔、酒，

都有研究支持會加速腎臟損毀。

喜愛化學染髮也會傷害腎臟。常吃

含重金屬鉛、鎘、汞和有藥物殘留的

食物或者用塑膠袋盛裝食物，也會因

為塑化劑而傷害腎臟。塑化劑本身會

製造腎臟的水泡，造成蛋白尿、血尿、

血壓高。避免用塑膠的材料裝水和食

物。真正安全的食具和容器，304、316
不鏽鋼、瓷、玻璃、陶為安全。

許多民眾朋友在領藥時，常常會
問：「吃這些藥會傷胃嗎 ?」、「我

的胃不好，醫師有幫我開胃藥嗎 ?」。
顯示出社會大眾認為服用西藥比
較傷胃，多吃些胃藥就能保護胃。
但事實上，大多數的藥品並不會
傷胃也不會引起不適。
由於生活壓力緊張忙碌等原

因，一般人習慣在藥局自行購買胃
藥，市面上胃藥選擇眾多且取得方
便，常見的藥品劑型有胃散、胃
乳、咀嚼錠、口溶
錠、一般錠劑或
膠囊等多樣性選
擇，無論何種胃
藥，當胃痛一旦
發作時，就自行購買胃藥來解決，這
樣長期使用，卻造成胃酸過度抑制，
造成其他副作用發生，而原本的胃部
不適問題其實並沒有根除。
藉由本篇， 您可以重新瞭解所謂

的胃藥， 一般可以分成制酸劑（Antac-
ids）、組織胺受體阻斷劑 （H2Recep-
tor Antagonists）及氫離子幫浦阻斷劑
（Proton Pump Inhibitors）三大類。

制酸劑 （Antacids）： 
制酸劑（Antacids）即最常服用的

胃藥或胃乳片，也是一般醫師在看診
時為配合病人需求時所開立的胃藥。
制酸劑為一些具有鹼性的藥物，例如
鎂鹽、鋁鹽、鈣鹽等金屬離子化合物，

長期服用藥物者是否該搭配
胃藥服用 ?
蔡孟娟　振興醫院藥劑科藥師 

有些是單一成份或為多種成份的製劑。
制酸劑可以直接在胃部以酸鹼中和的
方式，來降低胃酸的作用，進而緩解
胃酸過多所引起的疼痛以及灼熱感，
效果迅速。

這類藥品有錠劑、咀嚼
錠、懸浮液、胃散等，市
面上的胃藥也多為此類
成份。息痛佳音（Stro-
cain）、欣胃利康（Ulwy-
con）、艾胃逆服（Algi-
tab）、胃逆舒口服懸浮
液（Alginos）、雅露佳懸
浮液（Aluzain）、佳立鈣（A-

Cal）、胃爾適寧 - 普錠（Ulcer-
in-P） 為本院常使用的藥品。在使

用這類藥品時需注意的是，有些體積
較大的錠劑，如艾胃逆服咀嚼錠（Al-
gitab），可嚼碎與水吞服，加快藥品溶
解速度以發揮藥效，但含有局部麻醉
劑的錠劑，例如息痛佳音（Strocain），
因為嚼碎會使口中出現麻木感，所
以建議整顆使用。胃逆舒口服懸浮液
（Alginos）、雅露佳懸浮液（Aluzain） 
這兩種胃乳皆為懸浮液的劑型，需要
搖勻後再服用。氧化鎂（Magnesium 
Oxide） 也可以用於軟便使用，因此慢
性病人使用氧化鎂多為預防便秘發生。

副作用
一般人服用制酸劑後總覺得非常

有效，但需注意制酸劑服用後會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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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的第一道防線胃酸失去作用，反
而使得胃腸內細菌過度生長。應注意
常見的副作用，例如含鎂鹽的制酸劑
容易引起腹瀉，含鋁鹽的制酸劑易造
成便秘，含有碳酸鹽的制酸成分可能
引起腹脹、打嗝。若是容易便秘或腹
瀉的人應選擇適合的制酸劑，腎功能
較差者，應留意高血鈣、鹼中毒，或
是鋁、鎂制酸劑不易代謝的問題。
制酸劑是台灣人最常服用的藥品， 

但卻嚴重影響其他藥物的吸收， 妨礙治
療效果， 例如治療尿道感染或其他感染
的氟奎諾酮類（ F l u o r o q u i n o l o n e ）類
抗生素，例如： 速博新（ C i p r o x i n ） 、
威洛速（Avelox）等、四環素類抗生素，
例如： 多喜黴素（ D o x y c y c l i n e ） 、酸四
環素（ T e t r a c y c l i n e ） 、鎮頑癲（Neuron-
tin）等。若未能正確與制酸劑錯開服用
至少間隔 2小時以上，將會使療效打
折。制酸劑需要時使用，可以迅速達到
緩解，但是長期使用制酸劑會造成胃酸
反彈，因此會影響您就醫診治的時間。

組織胺受體阻斷劑 （H2 ReceptorAn-
tagonists） 及氫離子幫浦阻斷劑（Proton 
Pump Inhibitors）：

組織胺受體阻斷劑及氫離子幫浦
阻斷劑作用方式皆是從源頭著手，利
用干擾胃壁裡胃酸的分泌，達到減少
胃酸產生，兩者差異在作用位置不同。
一般組織胺受體阻斷劑用於輕度至中
度的食道逆流等胃部不適，氫離子幫
浦阻斷劑用於中度至重度的食道逆流
等胃部不適。
組織胺受體阻斷劑本院常用悅擬停

（Ranitidine） 及發馬膜衣錠（Famo），氫離
子幫浦阻斷劑常用瘍寧膠囊（Omezol）、
泰克胃通口溶錠（Takepron） 、百抑潰
腸溶膜衣錠（Pariet）、保衛康治潰樂腸
溶膜衣錠（Pantoloc）。

副作用
雖然這兩類藥效較制酸劑作用持

久及藥物交互作用較少，但仍不應自
行購買服用。應注意，這兩類的藥品
因為可以大量減少胃酸的產生，造成
原本胃酸的功能被降低，包括一些維
生素（ 如維他命 B12） 的吸收，降低鈣
質、鐵質的吸收，對於高風險的病人，
如慢性疾病或免疫抑制的族群，因為
失去胃酸的保護，使腸道感染的機會
增加。可能出現部分副作用，常見的
有噁心、嘔吐、腹瀉、腹脹、便秘、頭
痛、暈眩、口乾等，通常症狀不會太
嚴重，在服用藥物一陣子後會漸漸地
消失。
若您因心血管疾病或中風而在服

用保栓通 Clopidogrel （Plavix） 又需服
用氫離子幫浦阻斷劑時，應選擇適宜
的品項避免產生降低保栓通的作用。
同樣的這兩類藥品皆與特殊藥品產生
交互作用，造成藥物不良反應，因此
在診所或院外開立任何藥品時，皆應
提醒醫師應查詢雲端藥歷，請藥師進
行藥物交互作用比對。

使用胃藥前應告知用藥狀況
若擔心服用的藥物傷胃，而一昧

的併服胃藥，容易造成其他藥品功效
打折扣或產生不好的交互作用，反而
會影響原本的療效，甚至帶來身體傷
害。不論您選擇的是哪一種胃藥，在
服用前都應該經過醫師的診療，才能
釐清真正的問題，並且根治，以免忽
略身體所發出的警訊而延誤了治療。
在使用胃藥之前，也建議您把正

在使用的藥品與醫師、藥師討論，以
獲得正確的用藥資訊，讓我們一起為
健康把關。 （轉載自振興醫訊2016年5
月第233期）

不孕症依據現代醫學目前的定義

為：夫妻雙方在 1年內有規律且
無避孕的情形下，仍無法受孕時就可

稱為不孕。

求子殷切的父母是中醫門診裡時

常見到的患者，不孕症於現代工商社

會顯得更為常見，本文討論的重點在

於：許多病患在現代醫學的診斷治療

後，依舊沒法獲得滿意的療效，即便

是作試管嬰兒依然未果，而在經過個

人門診中醫辯證論治後，絕大多數都

能獲不錯的療效。

傳統醫學裡的調治策略是：懷孕
前調治身體，懷孕中安胎保胎，
產後作月子恢復。

不孕症的中西醫觀點與治療
吳俊廷　新安然中醫診所醫師

根據現代醫學的統計，有正常性

生活，30歲以前女性每個月自然受
孕的成功機率約 25％，30~40歲約
10％，年過 40，要成功懷孕的機率則
低於 10％。另外，年齡增長生殖器官
病變也比較多。如子宮肌瘤、子宮內

膜異位、輸卵管沾黏阻塞等，都會影

響成功受孕機會。而孕婦年紀越大，

流產機率越大。一般女性 25~29歲的
流產率為 11.9％，35~39歲的流產率
則為 24.6％，40~44歲高達 51.0 ％，
其主要原因為：染色體異常及卵子的

品質下降。

依據現代醫學來說，所謂高齡產

婦，是指 35~40歲以上的初產婦，在
這個年齡懷孕的初產婦，更容易有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