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健康管理及促進學會–2019 健康講座系列(四): 

【產後盆底康復妳做對了嗎?】、【除疤大作戰】及【解構冷凍溶脂

的秘密】 

2019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 

  

 

地點: 澳門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 (地址：澳門置地廣場工銀中心九樓) 

人數: 名額 200名 (必需預先報名) 

內容: 醫療講座 & 簡單身體檢查 (包括計算心跳、量血壓及量度身高體重比例) 

 

產後盆底康復妳做對了嗎? 

 

 

 

 

 

除疤大作戰 解構冷凍溶脂的秘密 

陳敏醫生 

澳門醫護志願者協會秘書長 

陳思遠醫生 

珠海傳統美德促進會醫學顧問 

梁雪嬌醫生 

澳門美容專業協會委員 

 
 

歡迎各界人仕參加 
(費用全免，敬請預約留位！) 
-是次活動承蒙澳門基金會資助部份經費- 

 

 

報名方法： 

填妥以下表格，並於 6 月 20 日(星期四)前傳真或電郵至秘書處。（853 2855 6207， 
aizza.event.vivian@gmail.com）如有疑問，請致電：853 2855 6207 查詢。 
 

中文姓名  工作機構 
 

 

聯絡電話  參加人數 
 

 

 



  



產後盆底康復妳做對了嗎? 

 

盆底是什麼 

• 女性的盆底主要是由封閉骨盆出口的肌肉和筋膜組成的，就像吊床一樣，承托着膀胱、子宮、直腸等盆腔器官，維持排尿、

排便、性生活等多項生理功能。 

女性盆底功能障礙性疾病（Pelvic Floor Dysfunction，PFD） 

• 盆腔器官脫垂（pelvic organ prolapse, POP） 

• 尿失禁(urinary incontinence, UI ) 

• 糞失禁（fecal incontinence, FI） 

• 性功能障礙（sexual dysfunction） 

• 反復泌尿、生殖道感染(recurrent UTI, recurrent vaginitis)  

妊娠分娩對盆底的影響 

      虛線顯示正常體位時，人體正常的生理彎曲使腹腔壓力和盆腔臟器的重力軸指向骶骨 ；實線顯示妊娠時，腰部向前突出，腹部

向前鼓起，向下突出，使重力軸線向前移，而使腹腔壓力和盆腔臟器的重力指向盆底肌肉，加上子宮重量日益增加，使盆底肌肉處在

持續受壓中，而逐漸鬆弛。  

產後早期的盆底損傷 

• 陰道分娩後會引起盆底肌收縮力量減弱 - 產後 8 個月盆底括約肌收縮力尚不能恢復到產前的水準。                         

34%婦女產後 6 周不能主動有效收縮盆底。 

• 盆底神經的損傷會陰神經引起盆底肌肉收縮之間的時間延長 

• 對尿道控尿機制的影響 : 尿道關閉壓力降低 ; 有效尿道長度縮短 

產後尿失禁 

• 孕期婦女 25%-55%有尿失禁症狀 

• 產後 3 個月存在尿失禁 34.3% 

• 一項研究發現：初產後沒有尿失禁者，產後 5 年 SUI 產病率 19%；初產後 3 個月內有尿失禁者，5 年後仍然存在 SUI 者 92% 

盆腔器官脫垂的發病情況 

妊娠、分娩损伤（特别是使用产钳助产者）、肥胖、盆腔手术史、家族遗传史、不良生活方式、年龄＜40 岁患病率为 6.9％，41~50 岁

40％,51~60 岁患病率为、53.3％）腹内压增加（长期咳嗽，重体力劳动、长期站立，长年便秘或用力排便者）等。 

壓力性尿失禁（SUI）流行病學調查 

• 國外大樣本 SUI 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12.5％婦女患有 SUI ,  60 歲以上老年婦女 SUI 患病率高達 26.7％ 

• 國內大樣本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 SUI 發病率分別為 9.1～16.3%和 18.5％ ; 老年婦女 SUI 發病率高達 29％  

骨盆底肌鬆弛，該如何知道自己有骨盆底功能已受到損傷呢？產後婦女最易面臨到的骨盆底功能障礙性問題，因此建議產婦應於產後

6 個月，尋求專業婦產科醫師協助進行骨盆底肌力評估，根據牛津分級系統，一般骨盆底肌力區分為 0-5 個等級，5 級則為正常，3 級

以下就需進行治療改善。 

 



盆底肌肉訓練（kegel 訓練） 

• 1948 年由 Arnold Kegel 首次提出 

• 有意識地對以肛提肌為主的盆底肌肉進行自主性收縮，以加強控尿能力及盆底肌肉力量 

• 為最傳統的非手術治療方法       

• 目的：加強盆底肌肉 ;  改善尿道、肛門括約肌的功能 

• 適應症： 輕-中度尿失禁 

         輕度子宮、膀胱、直腸脫垂 

         術前術後的輔助治療 

               改善性生活品質 

         產後盆底康復 

• 無副作用及併發症 

盆底康復器（陰道啞鈴） 

盆底肌肉康復器是用於盆底肌肉的收縮練習，提高盆底肌肉的收縮能力，強健盆底肌肉的產品，適用於已婚或產後、以及陰道鬆弛、

前後壁膨出、子宮下垂和尿失禁的女性。如果女性想避免手術治療的方式，即可採用盆底肌肉康復器連續進行陰道肌肉的收縮練習。 

方法：使用時從最輕的陰道圓錐開始，使其停留陰道內持續 20 分鐘。當感覺到使用 20 克重量的圓錐，能在陰道內掌控時，可以逐步

增加圓錐的重量來練習。能適應較重的陰道圓錐後，可通過一些活動過程，如上樓梯、搬重物、咳嗽、跳等來進行練習。每天 1 次，

每次 15 分鐘，3 個月為一療程。 

陰道圓錐訓練患者可以自己在家裡進行訓練，具有簡單、易行、安全、有效、無副反應等特點。有效率能達 80%，平時結合盆底肌訓

練法，療效更佳，可作為盆底肌鍛鍊的補充手段。 

注意： 

1、有炎症問題不建議盲目使用侵入式儀器鍛煉，可以先治療炎症，同時堅持盆底肌鍛煉，待炎症恢復後在使用啞鈴等侵入式康復儀鍛

煉。 

2、使用啞鈴鍛煉期間如果出現盆底酸痛的情況，立即停止鍛煉。 

3、肌力過差的寶媽不要盲目使用啞鈴鍛煉，建議盆底肌力大於等於 2 級後再使用啞鈴鍛煉。 

4、無論使用啞鈴輔助鍛煉還是單純做 kegel 運動，都需要堅持才會看到效果，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可取。 

Hybrid Laser Vaginal Treatment  混合激光陰道治療  

 

產後康復最好時機 

女性產後 42 天到 1 年, 是盆底肌恢復黃金時間，越早進行訓練,效果越好,即使產後檢查身體沒有問題，也要注意加強盆底鍛鍊，因為

妊娠對盆底肌是一定有損傷的。產後媽媽若不做任何訓練,隨著年齡的不斷增加,會出現輕中度壓力性痙攣或不同程度的壓力性尿失禁, 

嚴重時甚至出現子宮脫垂現象 

 

除疤大作戰 

認識疤痕 

無論疤痕是由手術或損傷而引起的：疤痕是令傷口癒合的自然方式 

發炎期 Exudative Phase :是傷口形成後的首 2-3 天經由炎症中細胞吞噬細菌及分解壞死組織，協助傷口癒合 

纖維增生期 Proliferation Phase : 一般為期約 14 天肉芽組織、膠原蛋白纖維合成出現，帶來更多的纖維組織  

疤痕重塑期 Reparative Phase : 一般為期可長達至 4 年疤痕形成，逐漸轉變為成熟柔軟的膠原組織 

 



瘢瘤性疤痕(持續增生性疤痕) - 過度生長及毀容 

• 傷口經癒合後，瘢瘤性疤痕以長形成長 

• 由於結締組織大規模過度生產，在健康的皮膚繼續增長，外形像蟹的爪子 

• 瘢瘤性疤痕多出現於青年女性。疤痕於身體各部位皮膚擴張，容易形成瘢瘤性疤痕 

如何治療疤痕 

 

 

 

 

 

 

 



解構冷凍溶脂的秘密 

醫學上有什麼儀器協助健康減肥? 

• 射頻消脂 

•  冷凍溶脂 

• 聚焦超聲波溶脂 

射頻消脂 

原理具加熱皮膚膠原蛋白的作用，使其立即收縮，並於治療後數個月內，啟動膠原蛋白再生的機制，改善皮膚鬆弛與老化的狀況。 

24% 操作不當容易令到客灼傷，操作者要求高，不斷操作，消耗體力。 

冷凍溶脂 

利用脂肪细胞怕冷的特性，利用特殊探头真空负压吸引脂肪层，通过持续降温达到 4 度以下，脂肪细胞提前老化，并陆续死亡，而血

管神经肌肉等对低温的敏感度低，不受影响，从而实现消除脂肪细胞而不损伤周围组织的目的。 

原理人体内 60%-70%都是水，水的冰点为 0℃，而脂肪和水性质不同，从 4℃就开始凝固。冷冻溶脂就是利用二者冰点的差异来消灭脂

肪。 

冷冻溶脂只适用于局部减肥，并不能用于全身，例如腰腹部赘肉、臀部、手臂等，基本上，只要仪器手柄可以吸住的部位都可以，治

疗手柄不容易吸附住的部位（如面颊），就没办法治疗。 

聚焦超聲波溶脂 

是一種透過高强度的聲波轉換為熱能的機制, 傅遞的能量可用於破壞皮下脂肪細胞, 且傳遞的熱能能夠創造雙重的組織反應: 

1. 對皮下脂肪組織細胞進行干擾, 達到皮下脂肪組織破壞及去除 

2. 刺激皮下組織層的膠原蛋白收縮及增生, 讓治療部位的肌膚更為緊緻服貼 

3. 通過雙重組織反應, 可精確針對欲改善的部位, 不必動手術, 僅以非侵入式的方式就可去除多餘的脂肪, 達到塑形療身緊膚療效! 

冷凍溶脂原理 

• 結合極低溫（攝氏零下 5-10 度）和真空（Vaccum）抽吸技術 

• 誘發脂肪細胞凋亡 

• 有效減低脂肪厚度 

• 一次療程有效減低少 22-23%脂肪層厚度 

冷凍溶脂療程時間 

 

FusioMed CryoLipoScuplt 冷凍溶脂儀 

• 微電流（Micro-Current）：於冷凍溶脂療程進行的同時，探頭會釋放微電流，有助緊致皮膚，激活骨膠原蛋白 

• 脈沖式真空抽吸技術：確保療程中的皮膚血液供應正常，更為安全，出現副作用機率更低 

療程步驟 

1. 在治療部位作記號  

2. 清潔治療部位 

3. 涂抺少量凝膠（ZipGel）以促進低溫傳導 

4. 將防凍傷隔膜平均均覆蓋治療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