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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校長蘇慧貞（中）代表學校接受邱家捐
款。（成功大學提供）

成功大學機械系同學邱紹亨生前活潑樂觀。
（成大提供）

2018-08-09 11:18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成功大學機械系學生邱紹亨於去年12月不幸車禍離世，父母懷念愛

子，感念他求學期間與同學的情誼以及對成大校園的熱愛，最近捐贈500萬元給成大，成立

「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金」，化小愛為大愛，希望幫助經濟有困難的同學順利完成學業。

邱媽媽回憶說，當初紹亨申請大學時就滿心期待就讀

成大，雖然當時不解他為何如此堅持，但因為對成大

的好印象，因而樂觀其成，紹亨入學後，經歷社團活

動甘苦及繁重課業，仍總是樂在其中，每每談起校

園，臉上總有一抺驕傲神情，因此希望這份獎學金能

像一顆種子，埋在領受人的心裡，讓愛點滴延續。

成大校長蘇慧貞代表學校接受這份獎學金，她心酸之

餘也感同身受，相信每一個選讀成大的學生，背後都

有自己對於人生的無限想望以及父母的殷殷期盼。蘇

慧貞表示，學校角色就是要協助學生完成夢想，雖然

紹亨在大學黃金時期驟然離世，但如今父母化小愛為

大愛，讓這個獎學金更具意義，「是承載了1個故

事，和我們希望不要被忘記的點滴。」

邱紹亨同班好友張育騫回憶，紹亨的學業表現不錯，

上課認真，總是坐在前三排，他也喜歡畫畫、熱愛唱

歌，曾經在通識課第一堂課表演唱歌爭取加分，而且

他擁有異於常人的體能、協調性很好，活動時很多人

都做不來的動作他總能輕鬆完成，像是高難度的地蹦

動作也難不倒他，「獎學金讓愛延續，就像紹亨留給

我們的很多歡笑。」

成大學務長洪敬富表示，「邱紹亨紀念清寒獎學

金」，每名學生每學年3萬元，原則上每年3至6名

（保留2分之1名額給機械系），500萬元捐款入校務

基金獎學金專戶，本金永不動用，並視當年度投資取

得收益及孳息，調整獎學金金額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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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紹亨參加校園歌唱比賽。（成功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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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指考：成大各系最低錄取分數大公開！

 
(圖／取用自成大素材網)

107年指考放榜，幾家歡樂幾家愁！

學長姐們&未來的學弟妹們，想知道107年的成大生都是幾分考上
成的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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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8 【gese paljaljuman 屏東瑪家  】

小  中  大     

射箭、編織頭飾、動手做手環，參與美國關鍵語言獎學金課程（CLS Program）的23名大學生，在屏

東縣政府的安排下，來到瑪家鄉的禮納里部落來參訪，展開大社、好茶與瑪家三個部落的文化學習與

體驗。

(美國CLS團學員 孟小蘭:
 

我很喜歡看原住民的文化，看現在在部落裡的怎麼生活，而且我覺得這裡的人，非常的友好。)

(長榮百合國小校長 陳世聰:
 

能夠了解部落文化的全貌，所以我們除了進到部落裡面，去讓他們了解，在地部落族人，遷村之後實

際的生活之外，我們也安排分成大社、瑪家、好茶三個部落，分別去拜訪頭目。)

除了排灣與魯凱族文化的學習體驗以外，還走訪三個部落，安排與族人面對面的對談，學員向部落傳

統領袖提問，排灣原住民在歷經多個統治政權與天然災害的侵襲下，是如何去保存與傳承自己的文

化，傳統領袖的回答，令他印象深刻。

(美國CLS團學員 天博:
 

他說有一個罐子，被切碎了，是不可能(回復)的，可是裡面的水還是存在的，雖然會發生一些變化，但

是(文化)還是存在的，還是我們珍惜的文化，然後我覺得這個對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成大華語中心表示，美國每年會從全美6千多名學生中，徵選出足以代表美國特色，並勇於接受跨文化

挑戰的百餘名菁英學生，分送到14種不同語言的國家，進行浸潤式的語言、文化學習課程體驗，而且

來台得全程說中文，同時要在八週內，學員必須提升美國大學一個以上的中文課程鑑定等級。

(成大華語中心副主任 陳淑玲:
 

真正了解在地的文化，不是只有學語言而已，所以我們在學語言之外，我們要帶著他們，到台灣各地

去，去認識真正台灣本地的文化。)

成大華語中心也指出，CLS是美國政府培養高級政治外交專業外語人才的管道之一，學生來自全美各

地，其中不乏美國名校，參訪層級與代表性就如同美國外交官員，希望透過語言與文化的交流，增進

彼此的理解，讓台美關係在未來有更緊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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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也漏笑也漏　婦女應力性尿失禁佔整體約一半
記者吳順永／台南報導  2018-08-09 07:30

成大醫院泌尿部歐穎謙醫師。

根據研究，女性尿失禁的盛行率約為20-40%，而應力性尿失禁就占了約一半，成大醫院泌尿部歐穎謙醫師指出，應力

性尿失禁是指當腹部壓力增加時，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抵擋尿液流出，進而造成尿失禁，常見會使腹壓增加的動作，包

括：咳嗽、打噴嚏、大笑、蹲下、舉起重物、上下樓梯、跑步等。

歐穎謙醫師指出，經陰道自然生產的婦女，本身就有一定程度風險會產生應力性尿失禁，尤其產後立即出現應力性尿失

禁的婦女，到年紀大時受此困擾的機會更高。因此會建議自然生產後的婦女應勤加練習凱格爾運動，長期訓練骨盆底的

肌力，可以減緩應力性尿失禁發生的時間與發生時的嚴重程度。

應力性尿失禁有許多相關的理論，像是膀胱懸吊鬆弛、恥骨尿道韌帶鬆弛，或是骨盆底肌肉鬆弛等，都會影響尿道的穩

定度；在尿道不穩定的情況下，額外的腹壓會造成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緊閉尿道，就會造成尿失禁。目前已知的危險因

子包括：陰道生產、老化、肥胖、慢性便秘、慢性咳嗽、長期負重等。

針對應力性尿失禁，有保守性的治療方法，包括生活型態調整、骨盆底肌肉復健、電刺激治療與生理回饋抗尿失禁的子

宮托等。至於藥物治療，目前仍有爭議，美國食藥署(FDA)並無核可任何針對應力性尿失禁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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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穎謙醫師表示，積極性治療的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目前應力性尿失禁治療的主流。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

手術，是在婦女中段尿道下方置放一條細細的人工網膜，與組織結合形成強硬的組織，平時對尿道不會造成阻力，但當

額外腹壓傳遞到尿道時則可以支撐尿道，顯著降低尿失禁的發生。

懸吊帶手術依據置入的路徑，分為：經恥骨後、經閉孔膜及單一切口等3種，改善尿失禁的成功率在90%上下，然而傷

口位置與手術風險略有所不同，應與醫師討論後再做決定。

歐穎謙醫師也提醒，懸吊帶手術後仍需等組織與網膜緊密結合，才有足夠的支撐力道，因此術後3個月內要盡量避免搬

運重物、便秘或感冒咳嗽等。第1個月內由於陰道傷口縫線未完全脫落，須避免性行為、泡澡與陰道內灌洗。術後1週、

6週、3個月與6個月，均須回診評估，且往後每年須回診1次，以檢查確定植入的懸吊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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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清欽／台南報導】 2018/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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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尿失禁盛行率約2~4成 應力性占一半

45歲王姓婦⼈在33歲⾃然產下⽼⼆後，經歷了半年多漏尿時光，抱⼩孩或聊起⼩孩
好笑的事情也會尿失禁，經努⼒做了⼀段時間的提肛運動，尿失禁才漸漸緩解；但
最近⽼⽑病⼜開始影響⽣活，和同事談天說笑、健⾏，褲⼦都會濕了⼀塊，讓她⾮
常難為情，經施懸吊帶⼿術，不再漏尿。

 

成⼤醫院泌尿部醫師歐穎謙說明，患者到泌尿科⾨診經問診、⾝體檢查、基本驗尿
與排尿功能測試，決定接受建議做單⼀切⼝中段尿道懸吊帶⼿術，全⾝⿇醉後20分
鐘完成⼿術，住院觀察1天後出院，1周後回診，1個⽉後傷⼝完全癒合，不再漏
尿。

 

研究顯⽰，⼥性尿失禁盛⾏率約為20-40%，⽽應⼒性尿失禁占⼀半。應⼒性尿失禁
是指當腹部壓⼒增加時，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抵擋尿液流出，造成尿失禁，常⾒腹
壓增加動作，包括，咳嗽、打噴嚏、⼤笑、蹲下、舉起重物、上下樓梯、跑步等。

 

歐穎謙指出，⾃然⽣產的婦⼥有⼀定程度⾵險會產⽣應⼒性尿失禁，產後⽴即出現
應⼒性尿失禁的婦⼥，年紀⼤時困擾會更⾼。因此建議⾃然⽣產後的婦⼥應勤加練
習凱格爾運動，⻑期訓練⾻盆底的肌⼒，可以減緩應⼒性尿失禁發⽣的時間與發⽣
時的嚴重程度。

 

應⼒性尿失禁有許多理論，例如膀胱懸吊鬆弛、恥⾻尿道韌帶鬆弛，⾻盆底肌⾁鬆
弛等，都會影響尿道的穩定度；尿道若不穩定，額外的腹壓將使尿道括約肌無法有
效緊閉尿道，造成尿失禁，危險因⼦包括：陰道⽣產、⽼化、肥胖、慢性便秘、慢
性咳嗽、⻑期負重等。

 

應⼒性尿失禁保守治療⽅法包括⽣活型態調整、⾻盆底肌⾁復健、電刺激治療與⽣
理回饋抗尿失禁的⼦宮托等。⾄於藥物治療，⽬前仍有爭議，美國⾷藥署並無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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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針對應⼒性尿失禁的藥物。
 

歐穎謙醫師表⽰，無張⼒中段尿道懸吊帶⼿術，是⽬前應⼒性尿失禁治療的主流，
是在婦⼥中段尿道下⽅置放⼀條細細的⼈⼯網膜，形成強硬的組織，平時對尿道不
會造成阻⼒，但當額外腹壓傳遞到尿道時則可以⽀撐尿道，顯著降低尿失禁的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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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咳也漏，笑也漏】婦女應力性尿

失禁
 

TNN台灣地方新聞／黃緒勳／更新日期: 2018-08-08 15:49:03 
 

 

【記者黃緒勳台南報導】根據

研究，女性尿失禁的盛行率約

為20-40%，而應力性尿失禁就

占了約一半。成大醫院泌尿部

歐穎謙醫師指出，應力性尿失

禁是指當腹部壓力增加時，尿

道括約肌無法有效抵擋尿液流

出，進而造成尿失禁。常見會

使腹壓增加的動作，包括：咳嗽、打噴嚏、大笑、蹲下、舉起重物、上下樓

梯、跑步等。
 

45歲的上班族王小姐， 33歲自然產方式生下老二後，經歷了半年多漏尿時

光，抱起小孩就可能滲出幾滴尿，跟同事聊起小孩好笑的事情也會尿溼褲子，

後來努力做了好一段時間的提肛運動，尿失禁的問題才漸漸緩解。但最近王小

姐發現老毛病又開始影響生活了，跟同事談天說笑會尿溼褲子，連工作之餘最

愛的健行後褲子也都濕了一灘，讓她非常難為情。
 

歐穎謙醫師說，王小姐到泌尿科門診就診，經過問診、身體檢查、基本驗尿與

排尿功能測試，決定接受建議做單一切口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在全身麻醉

下，20分鐘完成手術，住院觀察1天後出院。1周後回診，王小姐表示談笑、走

路都沒有再漏尿了；1個月後傷口已完全癒合，王小姐重拾熱愛的健行，跟同

事開心談天說地時，也不再有漏尿的煩惱！
 

歐穎謙醫師指出，經陰道自然生產的婦女，本身就有一定程度風險會產生應力

性尿失禁，尤其產後立即出現應力性尿失禁的婦女，到年紀大時受此困擾的機

會更高。因此會建議自然生產後的婦女應勤加練習凱格爾運動，長期訓練骨盆

底的肌力，可以減緩應力性尿失禁發生的時間與發生時的嚴重程度。
 

應力性尿失禁有許多相關的理論，像是膀胱懸吊鬆弛、恥骨尿道韌帶鬆弛，或

是骨盆底肌肉鬆弛等，都會影響尿道的穩定度；在尿道不穩定的情況下，額外

的腹壓會造成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緊閉尿道，就會造成尿失禁。目前已知的危

險因子包括：陰道生產、老化、肥胖、慢性便秘、慢性咳嗽、長期負重等。
 

針對應力性尿失禁，有保守性的治療方法，包括生活型態調整、骨盆底肌肉復

健、電刺激治療與生理回饋抗尿失禁的子宮托等。至於藥物治療，目前仍有爭

議，美國食藥署(FDA)並無核可任何針對應力性尿失禁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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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穎謙醫師表示，積極性治療的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目前應力性尿

失禁治療的主流。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在婦女中段尿道下方置放一

條細細的人工網膜，與組織結合形成強硬的組織，平時對尿道不會造成阻力，

但當額外腹壓傳遞到尿道時則可以支撐尿道，顯著降低尿失禁的發生。
 

懸吊帶手術依據置入的路徑，分為：經恥骨後、經閉孔膜及單一切口等3種，

改善尿失禁的成功率在90%上下，然而傷口位置與手術風險略有所不同，應與

醫師討論後再做決定。
 

歐穎謙醫師也提醒，懸吊帶手術後仍需等組織與網膜緊密結合，才有足夠的支

撐力道，因此術後3個月內要盡量避免搬運重物、便秘或感冒咳嗽等。第1個月

內由於陰道傷口縫線未完全脫落，須避免性行為、泡澡與陰道內灌洗。術後1

週、6週、3個月與6個月，均須回診評估，且往後每年須回診1次，以檢查確定

植入的懸吊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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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泌尿部主治醫師歐穎謙指婦女應力性
尿失禁，可用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來改
善。（記者王俊忠攝）

2018-08-08 17:55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45歲已婚王女士於12年前自然產生下第2胎後有漏尿狀況，後來勤

做提肛運動才緩解尿失禁；最近這問題又來了，她與友人聊天大笑、徒步健行也會尿溼褲子，

很難為情。後來到成大醫院泌尿科求診、動手術治療後，重拾熱愛的健行及與友人談笑風生，

都不再有漏尿問題。

成大醫院根據研究指出，女性尿失禁盛行率約20-

40%，而應力性尿失禁就占約一半。該院泌尿部主治

醫師歐穎謙說明，應力性尿失禁是指當腹部壓力增加

時，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抵擋尿液流出，進而造成尿

失禁。常見會使腹壓增加的動作包括咳嗽、打噴嚏、

大笑、蹲下、舉起重物、上下樓梯、跑步等。

歐穎謙表示，經陰道自然生產的婦女，本身有一定程

度風險會產生應力性尿失禁，尤其產後就出現應力性

尿失禁的婦女，到年紀大時受此困擾的機會更高，因

此會建議自然生產後的婦女可勤加練習凱格爾運動，

這運動在網路上有多種版本，主要是可以用手指伸進陰道，再練習用陰道夾緊手指的方法，以

此長期訓練骨盆底的肌力，可以減緩應力性尿失禁發生的時間與發生時的嚴重程度。

對此疾病，成醫說有保守性與積極性治療，積極性的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目前應力

性尿失禁治療主流，此手術是在婦女中段尿道下方置放1條細細的人工網膜，與組織結合形成強

硬組織，平時對尿道不會造成阻力，但當額外腹壓傳遞到尿道時可以支撐尿道，顯著降低尿失

禁的發生。

歐穎謙提醒女性自然生產、老化、肥胖、慢性便秘、咳嗽與長期負重等都是應力性尿失禁的高

風險族群，尤其自然產後的婦女可勤練習凱格爾運動；如經尿道懸吊帶手術治療，也要聽從醫

囑避免禁忌活動，每年須回診1次檢查植入的懸吊帶無恙。

走路漏、笑也漏！自然產婦女當心應力性尿失禁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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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醫泌尿部歐穎謙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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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也漏，笑也漏 婦女應力性尿失禁
孫宜秋／南市

2018/8/9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根據研

究，女性尿失禁的盛行率約為 20-

40%，而應力性尿失禁就占了約一

半。成大醫院泌尿部歐穎謙醫師指

出，應力性尿失禁是指當腹部壓力增

加時，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抵擋尿液

流出，進而造成尿失禁。常見會使腹

壓增加的動作，包括：咳嗽、打噴嚏、大笑、蹲下、舉起重物、上下樓梯、跑步

等。
 

 45歲的上班族王小姐， 33歲自然產方式生下老二後，經歷了半年多漏尿時光，抱

起小孩就可能滲出幾滴尿，跟同事聊起小孩好笑的事情也會尿溼褲子，後來努力做

了好一段時間的提肛運動，尿失禁的問題才漸漸緩解。但最近王小姐發現老毛病又

開始影響生活了，跟同事談天說笑會尿溼褲子，連工作之餘最愛的健行後褲子也都

濕了一灘，讓她非常難為情。
 

 歐穎謙醫師說，王小姐到泌尿科門診就診，經過問診、身體檢查、基本驗尿與排

尿功能測試，決定接受建議做單一切口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在全身麻醉下，20分

鐘完成手術，住院觀察1天後出院。1周後回診，王小姐表示談笑、走路都沒有再漏

尿了；1個月後傷口已完全癒合，王小姐重拾熱愛的健行，跟同事開心談天說地時，

也不再有漏尿的煩惱！
 

 歐穎謙醫師指出，經陰道自然生產的婦女，本身就有一定程度風險會產生應力性

尿失禁，尤其產後立即出現應力性尿失禁的婦女，到年紀大時受此困擾的機會更

高。因此會建議自然生產後的婦女應勤加練習凱格爾運動，長期訓練骨盆底的肌

力，可以減緩應力性尿失禁發生的時間與發生時的嚴重程度。
 

 應力性尿失禁有許多相關的理論，像是膀胱懸吊鬆弛、恥骨尿道韌帶鬆弛，或是

骨盆底肌肉鬆弛等，都會影響尿道的穩定度；在尿道不穩定的情況下，額外的腹壓

會造成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緊閉尿道，就會造成尿失禁。目前已知的危險因子包

括：陰道生產、老化、肥胖、慢性便秘、慢性咳嗽、長期負重等。
 

 針對應力性尿失禁，有保守性的治療方法，包括生活型態調整、骨盆底肌肉復

健、電刺激治療與生理回饋抗尿失禁的子宮托等。至於藥物治療，目前仍有爭議，

美國食藥署（FDA）並無核可任何針對應力性尿失禁的藥物。
 

 歐穎謙醫師表示，積極性治療的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目前應力性尿失

禁治療的主流。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在婦女中段尿道下方置放一條細細

的人工網膜，與組織結合形成強硬的組織，平時對尿道不會造成阻力，但當額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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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傳遞到尿道時則可以支撐尿道，顯著降低尿失禁的發生。
 

 懸吊帶手術依據置入的路徑，分為：經恥骨後、經閉孔膜及單一切口等3種，改善

尿失禁的成功率在90%上下，然而傷口位置與手術風險略有所不同，應與醫師討論

後再做決定。
 

 歐穎謙醫師也提醒，懸吊帶手術後仍需等組織與網膜緊密結合，才有足夠的支撐

力道，因此術後3個月內要盡量避免搬運重物、便秘或感冒咳嗽等。第1個月內由於

陰道傷口縫線未完全脫落，須避免性行為、泡澡與陰道內灌洗。術後1週、6週、3個

月與6個月，均須回診評估，且往後每年須回診1次，以檢查確定植入的懸吊帶無

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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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說笑就漏尿  懸吊帶手術解糗
記 者 葉 進 耀 ／ 台 南 報 導
2 0 1 8 - 0 8 - 0 8

分享

　45歲王姓上班族，10年前生完第二胎曾出現滲尿，努力做提肛

運動後，尿失禁才漸漸緩解。最近老毛病又出現，跟同事談天說

笑會尿溼褲子，連休閒健行也會褲子濕一灘。經做單一切口中段

尿道懸吊帶手術後，談笑、走路都沒有再漏尿。 

　成大醫院泌尿科醫師歐穎謙指出，根據研究，女性尿失禁的盛

行率約為20-40%，應力性尿失禁就占約一半。「應力性尿失禁」

是指當腹部壓力增加時，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抵擋尿液流出，進

而造成尿失禁；常見會使腹壓增加的動作，包括咳嗽、打噴嚏、

大笑、蹲下、舉起重物、上下樓梯、跑步等。

　歐穎謙指出，自然生產的婦女本身就有一定程度風險會產生應

力性尿失禁，自然生產後的婦女應勤加練習凱格爾運動，長期訓

練骨盆底的肌力，可以減緩應力性尿失禁發生的時間與發生時的

嚴重程度。

　針對應力性尿失禁，有保守性治療包括生活型態調整、骨盆底

肌肉復健、電刺激治療與生理回饋抗尿失禁的子宮托等，目前尚

無藥物可治療。積極性治療的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目

前應力性尿失禁治療的主流，這項手術是在婦女中段尿道下方置

放一條細細的人工網膜，與組織結合形成強硬的組織，平時對尿

道不會造成阻力，但當額外腹壓傳遞到尿道時則可以支撐尿道，

顯著降低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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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8日電）45歲王姓婦女在10多年前生下老二後，抱小孩、說笑、

走路就尿失禁，當時靠運動緩解。近來漏尿老毛病又發作，讓她很難為情，就醫確診是應

力性尿失禁，接受手術才消除漏尿煩惱。

成大醫院泌尿科醫師歐穎謙今天指出，王女是上班族，33歲以自然產生下第二個小孩後，

開始出現漏尿的情形；只要抱起小孩就會漏出幾滴，和同事聊好笑的的事情，也會漏濕褲

子，過了半年多的漏尿時光後，王女努力做了一段時間的提肛運動，尿失禁才漸漸緩解。

王女近來漏尿老毛病又發作了，和同事聊天說笑、健行，褲子都會濕了一塊，讓她很難為

情；就醫後確診是應力性尿失禁，接受單一切口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在全身麻醉下，20

分鐘完成手術，住院觀察一天後出院，一週後回診，一個月後傷口癒合，不再漏尿。

歐穎謙表示，研究顯示，女性尿失禁盛行率約20%至40%，應力性尿失禁占一半；應力性

尿失禁就是腹部壓力增加時，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抵擋尿液流出，造成尿失禁，常見腹壓

增加動作，包括咳嗽、打噴嚏、大笑、蹲下、舉起重物、上下樓梯、跑步等。

自然生產的婦女，有一定程度風險會出現應力性尿失禁，產後立刻出現應力性尿失禁的婦

女，年紀大時困擾更高，若能長期訓練骨盆底的肌力，可減緩應力性尿失禁發生時間及嚴

重程度。

中央社

自然產後說笑走路就漏尿 婦人手術解煩惱
中央社 2018/08/08 12:57

中央社 健康 / NOWnews



https://www.nownews.com/author/530000000000000000000004


2018/8/9 自然產後說笑走路就漏尿 婦人手術解煩惱 | 中央社 | NOWnews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808/2798490 2/2

歐穎謙指出，應力性尿失禁有許多理論，例如膀胱懸吊鬆弛、恥骨尿道韌帶鬆弛，骨盆底

肌肉鬆弛等，都會影響尿道的穩定度；尿道若不穩定，額外腹壓將使尿道括約肌無法有效

緊閉尿道，造成尿失禁，危險因子有陰道生產、老化、肥胖、慢性便秘、慢性咳嗽、長期

負重等。

應力性尿失禁有保守性的治療方法，包括生活型態調整、骨盆底肌肉復健、電刺激治療與

生理回饋抗尿失禁的子宮托等，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未核可任何應力性尿失禁

的治療藥物。

歐穎謙說，無張力中段尿道懸吊帶手術，是目前應力性尿失禁治療的主流；這個手術是在

婦女中段尿道下方置放一條細細的人工網膜，形成強硬的組織，平時對尿道不會造成阻

力，但當額外腹壓傳遞到尿道時可支撐尿道，顯著降低尿失禁的發生。（編輯：陳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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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慶祝父親節，泌尿部和鳳凰泌尿科學文教基

金會於8月8號合辦「老爸愛健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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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愛健康父親節活動 告別泌尿問題
孫宜秋／南市

2018/8/9

 【記者孫宜秋／南市報導】成大醫

院慶祝父親節，泌尿部和鳳凰泌尿科

學文教基金會於8月8號合辦「老爸愛

健康」活動，由泌尿部3位醫師講解男

性常遇到的攝護腺問題和治療方法，

讓參與的聽眾度過一個健康的父親

節。
 

 活動在門診大樓1樓大廳舉行。主辦單位特別策劃三場健康講座，解說成人男性常

遇到的攝護腺問題。由沈志宇醫師說明「認識攝護腺特異抗原PSA」、胡哲源醫師

講解「良性攝護腺肥大與綠光雷射手術」，以及歐建慧醫師解說「攝護腺癌與達文

西手術」，民眾透過講座了解什麼是攝護腺肥大、什麼時候該做檢查，以及治療方

法。
 

 沈志宇醫師說，許多男性民眾看到健檢報告中PSA紅字，就以為得到癌症，其實

是自己嚇自己。沈醫師進一步說明，泌尿道發炎、開刀後放導管，或者是年長者等

因素，都會造成PSA升高。建議民眾應該定期檢查，如果一年數值上升速度過快，

癌症的機率才會比較高。
 

 胡哲源醫師說，超過四分之三的65歲以上男性，會出現攝護腺肥大的症狀，80歲

以上的男性出現症狀的比率更高達9成，胡醫師建議民眾，如果泌尿系統疾病已經影

響到生活品質，就應該到醫院檢查，不要不好意思。平時也可以多吃包括蘋果、洋

蔥、熟番茄等含植物性雌激素的食物，維護攝護腺健康。
 

 歐醫師表示，大部分攝護腺癌的患者癒後良好。如果運用達文西手術進行根除性

攝護腺切除，不但可以保留神經，傷口也較小，病人恢復快。攝護腺問題雖然惱

人，但是透過藥物、手術治療，患者還是可以恢復良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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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大醫院慶祝父親節，泌尿部和鳳凰泌尿科學文教基金會於8月8日合辦「老爸

愛健康」活動，由泌尿部3位醫師講解男性常遇到的攝護腺問題和治療方法，民眾踴躍發

問。（記者鄭德政攝） 
活動在門診大樓1樓大廳舉行。主辦單位特別策劃三場健康講座，解說成人男性常遇到的

攝護腺問題。由沈志宇醫師說明「認識攝護腺特異抗原PSA」、胡哲源醫師講解「良性

攝護腺肥大與綠光雷射手術」，以及歐建慧醫師解說「攝護腺癌與達文西手術」，民眾

透過講座了解什麼是攝護腺肥大，什麼時候該做檢查，以及治療方法。 

 

（圖說）成大醫院泌尿部沈志宇醫師。（記者鄭德政攝） 
沈志宇醫師說，許多男性民眾看到健檢報告中PSA紅字，就以為得到癌症，其實是自己

嚇自己。沈醫師進一步說明，泌尿道發炎、開刀後放導管，或者是年長者等因素，都會

造成PSA升高。建議民眾應該定期檢查，如果一年數值上升速度過快，癌症的機率才會

比較高。 

 

（圖說）成大醫院泌尿部胡哲源醫師。（記者鄭德政攝） 
胡哲源醫師說，超過四分之三的65歲以上男性，會出現攝護腺肥大的症狀，80歲以上的

男性出現症狀的比率更高達9成，胡醫師建議民眾，如果泌尿系統疾病已經影響到生活品

質，就應該到醫院檢查，不要不好意思。平時也可以多吃包括蘋果、洋蔥、熟番茄等含

植物性雌激素的食物，維護攝護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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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成醫泌尿部歐建慧醫師。（記者鄭德政攝） 
歐建慧醫師表示，大部分攝護腺癌的患者癒後良好。如果運用達文西手術進行根除性攝

護腺切除，不但可以保留神經，傷口也較小，病人恢復快。攝護腺問題雖然惱人，但是

透過藥物、手術治療，患者還是可以恢復良好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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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歲、擔任私人保鑣的香港人馮先生，過去一直勤練身體且喜歡運動，最近三年他一直感

覺雙膝越來越疼痛，在香港就醫後，醫師認為雙側膝關節均已退化，需要更換人工關節。

馮先生上網搜尋，發現台灣在關節退化的治療與手術的觀念與技術水準非常先進，也找到

頗負盛名的台南成大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戴大為，專長包括退化性關節炎與骨質疏鬆症、

微創人工膝關節及髖關節置換手術等，於是跨海來台求醫。

經戴大為醫師進一步檢查與評估，發現馮先生雙側膝關節雖然都有退化現象，但僅右側因

之前於任務訓練時受過傷，退化情況比較嚴重，需置換人工關節。左側則可以用最新的3D

列印導引手術來進行矯正手術，保留自然的膝關節，免換人工關節。

馮先生接受右側微創人工膝關節手術，左側則接受3D列印導切板(PSI)輔助高位脛骨矯正手

術。戴大為醫師表示，他運用下肢力線矯正觀念，手術前與工程師討論，並因應個別病人

設計客製化3D列印手術導切板(PSI)，協助進行左膝的矯正手術。

馮先生手術後恢復良好，隔天即能下床以輔助器協助行動，數日後即自行出院返回香港。

兩個月後回診，已經可以小跑步，馮先生說，此次回診順便要在台灣停留，進行環島旅

遊。馮先生指出，雙側膝蓋雖然進行不同的手術，但是都圓滿成功，解決他長期的疼痛。

他也特別提到，左膝接受3D列印導切板(PSI)輔助高位脛骨矯正手術，保留了原本的膝關

節，不僅活動自然，更維持敏捷的反應，讓他可以順利再回到工作崗位繼續執勤。

生活

客製化3D列印輔助膝關節矯正手術　香港人來台求醫
記者陳聖璋/台南報導 2018/08/09 10:00

▲台南成大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戴大為指出，客製化3D列印導切板(PSI)輔助高位脛骨矯正手術傷口小，精準度高，保留病人自己的膝關

節，可免換人工關節，解決關節炎疼痛的效果非常好。（圖／記者陳聖璋攝，2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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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戴大為。（圖／記者陳聖璋攝，2018.8.6）

戴大為醫師強調，膝關節退化的治療與保養，包括適度運動、控制體重、使用消炎止痛

藥、注射玻尿酸、血小板生長因子等，若不見起色就需考慮手術治療。最常見的手術有三

類，分別是微創膝關節置換手術、局部膝關節置換手術、高位脛骨矯正手術。

戴大為說，微創膝關節置換手術保留給退化程度較嚴重的病人。然而人工關節無法像自己

的關節活動那麼自然，因此對於年紀輕、活動需求大的病患就要謹慎考慮。

戴大為醫師說明，高位脛骨矯正手術是指在小腿脛骨截一道小傷口，將下肢O型腿矯正成

直的，大幅減輕膝關節內側不正常受力，以達到止痛效果。由於醫學工程技術進展，醫師

可以使用電腦模擬軟體進行手術前的計畫，並且直接3D列印一個客製化手術導切板(PSI)，

手術時協助醫師做精準矯正，並打上鈦合金鎖定式骨板維持矯正。

戴大為醫師再次強調，高位脛骨矯正手術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並沒有切除膝蓋的任何組

織，術後保留膝蓋之完整性，活動、彎曲更為自然；這項手術適合中等程度退化的病人，

解決疼痛的同時，也保留原本自然的膝蓋活動，因此術後能夠恢復工作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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