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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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oroquinolone ）類
抗 生 素， 例 如： 速 博 新（ Ciproxin）、
威洛速（Avelox）等、四環素類抗生素，
例如：多喜黴素（ Doxycycline）、酸四
環素（ Tetracycline）、鎮頑癲（Neuront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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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ptorAntagonis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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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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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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的中西醫觀點與治療
吳俊廷 新安然中醫診所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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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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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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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流產、胎兒異常的問題。而高齡
產婦因為生殖器官病變較多，卵子品
質因年齡增長變差，也會影響成功受
孕機會。懷孕期間與生產時併發症也
比較多：統計指出，高齡產婦懷孕期
間併發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妊娠合
併高血壓（子癇症 / 子癇前症）的機
率約為 6％，比年輕產婦的 1.3％高；
發生早產、胎盤早期剝離現象也高一
點。
另外，高齡產婦懷有胎兒異常的
機會，會比適孕年齡的產婦高，一般
產婦懷唐氏症小孩的機率是 800-1000
分之 1，但高於 35 歲者，其懷唐氏症
小孩的機率則超過 400 分之 1，若含
其他染色體異常者，則超過 200 分之
1。

男以補腎為要，女以調經為先
傳統醫學治療講究望聞問切，針
對病況調養，將身體調治成最佳狀態。
古代婦科名著濟陰綱目有言「論求子
須知先天之氣，男以補腎為要，女以
調經為先」
，治療不孕症須從男女雙
方著手，也都要一起接受檢查再討論
治療原則。另外從傳統醫學來看，高
齡孕婦特別容易流產，乃因腎氣虛衰，
氣血不足，容易流產、胎死腹中，或
胎萎不長。

中西醫雙管齊下，有助提昇療效

肝鬱氣滯型 / 血虛不孕型 / 宮寒不孕
型 / 腎精虧虛型 / 腎陽不足型 / 瘀血阻
滯型 / 痰濁內停型 / 濕熱內薀型 / 腎陰
虧虛型等等。相關的臟腑則有：腎經 /
肝經 / 脾經 / 胃經 / 沖脈 / 任脈。傳統
醫學另有月經週期療法：月經來時活血
化瘀，月經後補養氣血，排卵期前後用
補腎藥物加減，但傳統醫學治病強調
個別體質，每人處方仍有不同。傳統醫
學除了藥物治療，也可用針炙療法。目
前現代醫學不孕症治療多以 3 個月為
療程，傳統醫學也可以加入治療不孕
症的標準治則內。
傳統醫學治療並不代表所有不孕
症皆能懷孕，很多時候也須藉助現代
醫學人工受孕技術。雖然不孕症的治
療多數冗長煩悶，但只要病人有耐心
接受治療，中西醫雙管齊下還是可以
得到不錯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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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者之歌

沈三白說
一天最美的時候
是日出和日落
一年最美的時候
是春初和秋末
那麼，冰雪覆蓋的冬天
就是畫面上的留白囉

展開歌聲的翅膀
我們嘗試飛翔
摸索著風，摸索著雲
聽著天鵝的領航
我們飛向空曠的遠方

個體有限的生命
無不從無限的群體而起
走完了承先啟後的一程
又回歸無限的群體而去
眾生平等，都只能憑藉
對有限的掌握和珍惜
去感悟無限的意義
新舊代謝，積分出
個體小一的生命
生死代謝，積分出
群體大一的生命
一一無盡，只待你融入
春來秋去的情景
日出日落的意境

佛願
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貧有未富，誓不成佛
賤有未貴，誓不成佛
愚有未智，誓不成佛
迷有未覺，誓不成佛
我不離你，你不離我
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你不上天堂，誰上天堂

那溫暖，那舒暢
可是我們無從想像
終生嚮往的太陽
把它七彩的光，像油膏一樣
抹在我們身上，心上？
那柔美，那涼爽
可是我們無緣分享
終夜尋思的月亮
把它神奇的光，像雨絲一樣
沾在我們頭上，臉上？
展開歌聲的翅膀
我們編隊飛翔
沒有指揮，沒有伴奏
和著戰友的唱腔
我們頂開無形的風牆
放下拄杖，跌跌撞撞
我們展翼歌唱
用千回挫折，藉萬般阻抗
我們把自己，從頑鐵
淬煉成鋼，閃閃發亮
黑暗中，我們展翼歌唱
燃起熊熊火光，讓
看得見的你，看到希望
看到我們，看不見的路
邁步向前，不再徬徨

至於不孕症的傳統醫學分型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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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覺覺大，自覺覺他：
眾生平等，無上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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