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花蓮慈院肉毒桿菌治排尿

止漏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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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流止漏，

對於有排尿障礙的病人來說，

可說是涓滴在心頭，

因為不論頻尿或是無法排尿，

都足以影響病人的生命尊嚴。

花蓮慈濟醫院泌尿科郭漢崇教授

引領「排尿障礙治療中心」走過十年歲月。

團隊藉由肉毒桿菌素的消炎和放鬆的功能，

將另類試驗治療經過實證，

轉化為全球首屈一指的新療法，

讓飽受痛苦的病患終能改善難言之疾，

宛如生命開啟了另一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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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我還跑完人生的第一

個馬拉松。」家住北部的曉華（化名）

開心的說，以她目前的狀況，大概沒有

人看得出來她曾經飽受尿失禁困擾，而

且因為腰椎曾經受傷，再加上忙碌的工

作，無法規律運動，導致體重飆到九十

幾公斤。

從事護理工作的曉華，是在夜間為搶

救一位即將翻落到病床下的八十幾歲老

病人，不慎腰椎受了傷，之後雖然轉至

門診服務，沒想到卻出現頻尿的問題，

憋不住尿，不到一小時就要跑一次洗手

間。剛開始，醫師推斷她可能是因為工

作太緊張所致，可是她想以前在急診、

開刀房服務時，工作更忙壓力更大，也

沒有這樣的問題。

隨著尿失禁的症狀惡化，有一天，竟

發生在電梯內，手足無措的她在電梯內

待了一小時，該怎麼辦呢？手術，不行，

年過三十歲的她，不想在下腹腔動手

術。服藥對她來說更是下策，因為她的

腎臟功能差，有蛋白尿的問題，過敏性

體質有超過一百多個品項的過敏原。復

健呢？她曾在大醫院的復健科做了 MRI
（核磁共振）檢查、排復健課程，但她

知道這些訓練最好的結果就是讓她的症

狀不會變壞。

正當她的生活、工作都深受尿失禁影

響時，一位學長推薦了花蓮慈濟醫院泌

尿科主任郭漢崇醫師給她。去年初，曉

華從臺北來到花蓮找郭醫師，「沒想到

一做完膀胱檢查，郭醫師說，神經性膀

胱過動症，這是可以治癒的。」果然在

膀胱內注射肉毒桿菌素之後，她的尿失

禁症狀獲得明顯的改善，這信心也讓她

下定決心改變自己，南下高雄參加減重

門診，接受重訓課程，於是臺北、高雄、

花蓮三地跑，接受治療三個月後，她的

體重已回復到五十公斤。

回想起第一次到花蓮就醫時的不方

便，最近一次的回診，曉華是一下火車

就輕輕鬆鬆的從火車站走到醫院，而且

聽到郭醫師說「妳的膀胱功能正常」，

內心真的覺得郭醫師恩同再造，現在的

她比以前活得更健康、更有自信。

十二年臨床研究

肉毒桿菌放鬆壓力降低阻力

肉毒桿菌素應用在泌尿系統上，主

要是以膀胱過動症跟排尿障礙的治療為

主。花蓮慈院泌尿科自十二年前開始做

臨床研究，之後成立排尿障礙治療中

心。郭漢崇醫師說，初期是用在脊髓損

傷病友身上，因為脊髓損傷的病人排

尿，有時在膀胱收縮時會出現尿道的括

約肌沒辦法放鬆，病人膀胱的壓力非常

高，會導致反覆的感染或腎臟的水腫。

如果把肉毒桿菌素注射在尿道括約肌，

可以把尿道的阻力降低，排尿的時候可

以比較輕鬆，這樣子病人比較不會有排

尿壓力很高，反覆感染、腎臟水腫的問

題。

後來，把肉毒桿菌素注射在膀胱裡。

郭漢崇醫師說，打在尿道括約肌主要是

放鬆出口，可是這會造成病人尿失禁問

題比較嚴重；如果病人可以自己導尿的

話，把肉毒桿菌素打在膀胱的肌肉裡

面，可以放鬆膀胱的肌肉，膀胱的容量

文／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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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變大，壓力可以降低，另外的好

處就是病人比較不會漏尿，但是病人必

須自己以間歇性的導尿來把尿排出。有

些病人適合注射在尿道，有些病人適合

打在膀胱，因此在注射前，會根據病人

所需要治療的結果，評估注射藥劑的位

置和量。

揮別十年漏尿生活

迎接驚人效果

在十六前因為車禍腰椎受傷導致下

半身無法動彈的小君，談起參加肉毒

桿菌素實驗計畫的經驗，聲音中充滿

了喜悅。發生車禍時，小君還只是個

學生，之後，她雖然比其他的脊髓損

傷病友幸運，勇敢的走出前二年的傷

痛期，繼續完成大學學業，找到一份

可以發揮專長、有成就感的工作，但

是她生活中最傷自尊心的問題，就是

即使吃藥，扣除睡覺時間，平均每二

小時就漏尿一次的生活。

為了不讓漏尿問題影響到同事，她在

辦公室、家中有無數的褲子、尿布、防

水的椅墊、防水的椅背，家中沙發、床

也鋪著防水墊，萬一有一滴尿露出掉在

地上，她也會立即擦地板。儘管工作成

就感滿足她心靈層面的需求，但真正的

讓她脫離漏尿生活，就是遇到郭漢崇醫

師，參加肉毒桿菌素試驗計畫。

小君說，她雖然久仰郭醫師的醫術，

但為追求工作上的成就，不敢請長假

求醫。但小君的樂觀與認真的生活態

度，也讓郭醫師早就知道這位勇敢的

脊損病友。於是，在一次脊損病友在

花蓮的活動中，小君說，郭醫師主動

叫她的名字「妳好，我是郭漢崇。」

之後又邀她參加試驗計畫，她二話不

說，就答應了。

小 君 回 憶 說， 果 然 第 一 次 的 療 程

就 有 不 錯 的 效 果， 她 終 於 體 驗 到 整

天 都 用 不 到 一 片 尿 布 的 喜 悅， 就 是

「amazing（驚人）」，因為遇到郭

長期關懷脊髓損傷病友的郭漢崇醫師，從醫治脊損病人排尿障礙導致的感染與腎臟問題上，發現肉毒

桿菌的功能，因而進一步嘉惠各種有排尿問題的病患。圖為郭漢崇醫師到桃園為脊損病友進行泌尿系

統超音波檢查。攝影／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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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前十年，她都是靠著吃藥過日

子，而且對於脊髓損傷的病人來說，

排尿障礙的問題，不單單有漏尿的困

擾，還有腎臟功能被破壞的危險，最

後可能必須洗腎度日。而且藥物還有

口渴、心跳、腸道蠕動變慢的副作用。

鬆弛肌肉降低發炎

膀胱攝護腺都有用

除了應用肉毒桿菌素在脊損病友的

排尿障礙、神經性膀胱過動症等治療

計畫上，肉毒桿菌素的治療目標也慢

慢轉到非神經性的膀胱過動症。郭漢

崇醫師說，很多婦女年紀大，可能會

有頻尿、急尿或尿失禁的困擾，用藥

物治療後效果不是很好，或是用藥之

後有一些副作用，當病人沒有辦法長

期服用藥物治療的時候，就會嘗試把

肉毒桿菌素打在膀胱的表皮下，使膀

胱的感覺神經受到一些抑制，這樣就

可以使病人頻尿、急尿或尿失禁的症

狀獲得改善，生活品質也變好，甚至

病人過去因為尿失禁造成的不舒服或

者不能外出參加社交活動等困擾，都

可因而獲得改善。

另外，肉毒桿菌素可有效改善頑固型

的間質性膀胱炎患者頻尿、下腹部脹痛

及生活品質；間質性膀胱炎是一個謎樣

的疾病，造成病人相當痛苦。間質性膀

胱炎是一種綜合病徵，病人在頻尿、夜

尿、急尿、膀胱漲尿時，恥骨會有疼痛

或壓迫感，而疼痛會在排尿後減輕。病

人尿液檢查無任何細菌污染，培養也沒

有任何細菌生長。有的病人的膀胱會出

現潰瘍或線狀裂縫，有些在擴張到最大

容量時，會出現點狀出血或片狀出血。

因為成因不明，再加上許多醫師對此疾

病的認識不夠，診斷和治療都不易。

由花蓮慈院郭漢崇醫師主持的排尿障礙治療中心，

經常召開研究室會議，討論最新的臨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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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間質性膀胱炎的病人，通常不知

道自己是何時開始有膀胱方面的問題，

只覺頻尿的症狀越來越嚴重，當感到下

腹漲尿疼痛無法入眠時才開始就醫。特

別是女性病友看婦科或內科，驗尿即使

白血球只有微量增加，也被當膀胱發炎

治療，消炎藥吃了一段時間無效後，改

服鎮靜劑，但是，病人往往吃了幾個月

的鎮靜劑後，因膀胱漲尿痛的感覺沒有

改善而改看泌尿科，如果在驗尿、照Ｘ

光仍沒有任何發現，甚至作膀胱鏡檢

查，也是沒有特別的發現，就可能被醫

師判斷是焦慮引發的頻尿，因此開了抗

生素、鎮靜劑、肌肉鬆弛劑等藥物。郭

醫師說，就診的病人中，曾有人因服藥

無效，被持續的症狀折磨得變神經質，

不敢參加戶外活動，白天工作沒精神，

還得忍受同事在背後指指點點。

被間質性膀胱炎困擾八、九年的筱燕

（化名），她的症狀是頻尿，只要一喝

水，十幾分鐘一過就開始有尿意，只要

稍稍想憋一下尿，膀胱就像脹到快要裂

開般的疼痛，甚至一個晚上頻尿次數多

到十一次，嚴重影響睡眠。她在北部看

遍婦產科及泌尿科醫師，總算診斷為間

質性膀胱炎。初期服用「愛泌羅」的效

果還不錯，但後來臺灣沒有再進口這藥

品，怎料醫師處方的替代藥都無法改善

筱燕的症狀，她更因服用替代藥變聲音

沙啞甚至沒聲音。

筱燕說，社會上普遍不了解間質性

膀胱炎，痛苦不已的她，因不知如何啟

齒病症而辭去工作。上網搜尋治療間質

性膀胱炎的專家。三年前，她先到臺北

慈院看郭漢崇醫師的門診，之後到花蓮

慈院做檢查，進而接受肉毒桿菌素的治

療，治療之後，雖然排尿比較緊，但可

以不受頻尿及膀胱脹痛的苦，讓她宛如

找到人生第二個春天的幸福。

此外，花蓮慈院泌尿科也試著把肉毒

桿菌素打在男性病人的攝護腺，來治療

攝護腺肥大所造成的一些下尿路症狀。

郭漢崇醫師說，因為攝護腺肥大會產生

排尿困難，或者是尿滯留的併發症，通

常是用藥物治療，可是有些病人服藥效

果不好，就需要手術；但有些病人可能

因為心肺功能不好，有麻醉危險、或是

容易出血……等等不適合手術，對於這

類病人，把肉毒桿菌素注射在攝護腺

裡，就可以有效的、快速的減少攝護腺

的體積，降低內部發炎，再配合藥物治

療，可以使病人度過急性期，可以不需

手術再加上藥物長期治療而改善。

肉毒桿菌素在泌尿系統的應用範圍是

非常廣，有些小孩也會有排尿困難，或

是尿失禁的現象，或是因為膀胱病變，

使得膀胱容量小、壓力高，然後產生一

些腎臟水腫或腎功能損害的問題。在藥

物療效不好的時候，也可以使用肉毒桿

菌素去改善這些症狀。

澳洲病患跨海求醫

術後兩天即改善

二年前，就有一位無法順利排尿的澳

洲年輕人約翰喬治（John George），

明明覺得想上廁所，卻怎麼也無法順



人醫心傳2014.818

COVER STORY

順流止漏

利排出尿液，不僅對需要長途旅行到

各地談生意的約翰十分困擾，在澳洲

當地求診過許多醫師卻沒有明顯改善

之後，他透過網路以自己的症狀、當

地醫師的診斷與開立的藥物作為關鍵

字，結果發現他所搜尋到的醫學期刊

文章之中，幾乎每篇的作者群之中都

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Dr. Hann-Chorng 
Kuo，那就是花蓮慈院泌尿科主任郭漢

崇醫師。

「 老 實 說， 這 是 一 次 賭 博（It is a 
gambling.），但是郭漢崇醫師在治療

排尿障礙方面的豐富經驗與完整的治

療計畫，給了我很大的信心！」約翰

先透過電子郵件聯繫郭醫師，之後在

母親陪伴下到花蓮求診。

在確認過約翰在澳洲的檢查報告後，

醫護團隊為他安排了「尿流速」、「錄

影尿動力學」與「下尿路肌電圖」檢

查進一步確診病因。郭漢崇醫師表示，

一般人平均每天大約會排尿六次，每

次約會排出膀胱內百分之九十的尿液

量，而約翰是因為膀胱括約肌在排尿

時無法放鬆，導致無法順利排尿。同

時為約翰做下尿路肌電圖檢查，確認

約翰控制排尿的神經與肌肉功能正常

後，決定為約翰注射肉毒桿菌素。

術後兩天，不但約翰覺得狀況變好，

透過排尿日誌記錄每天的喝水量、排

尿量與餘尿量，結果均顯示排尿異常

的症狀獲得改善。郭漢崇醫師說，通

常病人在注射肉毒桿菌素後二至三天，

排尿異常的症狀就能獲得改善，之後

大約一星期就會有明顯的效果，而且

很多人只需要注射一次就能恢復正常。

出 院 前，「It is fantastic ！（ 這 真 的

很棒！）」，約翰特地寫卡片送給醫

護團隊，還說：「Thanks Dr. Kuo. He 
let me back to the original life.（ 感

恩郭漢崇主任讓我回到原本正常的生

活）」。

間質性膀胱炎的病人的膀胱在擴張到最大容量

時，會出現點狀出血或片狀出血。攝影／楊國濱

郭漢崇醫師正在為間質性膀胱炎的病人手術，

進行肉毒桿菌注射。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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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藥物副作用

改善疾病新機轉

回溯使用肉毒桿菌素臨床試驗前，

病人都是用藥物治療，但這些藥物通常

會造成病人口乾舌燥，眼花、頭昏、便

祕、消化不良、胃口不佳等副作用，且

大概只有三分之二的病人有症狀上的改

善；對於三分之一連症狀都不會改善的

病人，是很急需另類的治療，所以肉毒

桿菌素出來之後，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新

療法。

在這十二年當中，花蓮慈院泌尿科及

排尿障礙治療中心團隊也陸續在臨床

研究上有許多成果，與肉毒桿菌素用途

相關的論文發表超過三十篇。在整個亞

太地區應該算是最早使用而且成果最

豐碩的一家醫院，甚至在全世界，在這

個方面的應用也堪稱是領先的集團之

一。肉毒桿菌素不只用在神經性膀胱炎

的治療上，也用在一些非神經性的病人

身上，都得到蠻好的效果。這藥已經獲

得美國 FDA、歐盟 FDA 的許可。研究

團隊也經由肉毒桿菌素注射研究發現

很多造成膀胱過動症、間質性膀胱炎的

一些機轉，有助於對這些疾病有更多的

了解與改善。

與母親一起遠從澳洲來求醫的約翰（右一），終於在臺灣順利找到郭漢崇醫師（右二），成功醫治了

困擾他許久的排尿障礙。攝影／游繡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