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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

使用 UroLift® 系統治療後，我最快多久會感覺有所
好轉？
最快在手術 2 週後，患者的下泌尿道症狀可能就會
有所改善。2

是否會影響我的性功能？
沒有任何報告指出使用 UroLift 系統治療曾引起勃起
功能障礙或射精功能障礙。2 

在復原期間會有什麽情況？
術後無法自由活動的時間很短，患者最快 2 週即可
感受到症狀緩解。* 通常不需要住院或使用導尿管，
但在復原期間可能會發生排尿不適的情況。醫師會
和您討論最快什麼時候可以恢復日常活動。2

是否有 UroLift 系統的臨床資料？
美國、加拿大、歐洲和澳洲有大量的臨床研究資料
在同儕審查的醫學刊物上發表，證明 UroLift 系統的
安全性及有效性。要瞭解更多現有的臨床資料，請
瀏覽 urolift.com/clinical-data.html

1. Shore, Can J Urology 2014
2. Roehrborn, J Urology 2013 LIFT Study
3. McVary, J Sexual Medicine 2014
4. Chin, Urology 2012
5. AUA Guidelines 2003
6.  Berry, et al., J Urololgy 1984 and 2013 US Census worldwide  

population estimates

開始考慮治療良性 
攝護腺肥大 (BPH)  

的全新方法。

• 立即看見成效

• 快速緩解症狀

• 性功能不受影響

• 快速恢復正常活動

•  手術後不太需要使用輸尿管

• 提高生活品質 

帶來

實質助益

UroLift® 系統是一種全新的微創治療， 

能緩解良性攝護腺肥大症狀，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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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oLift® 系統如何運作？
醫師會將一個小型的永久植體放入攝護腺以
拉高肥大的組織並使之維持拉離，避免堵塞
尿道，進而緩解尿道的壓力，使尿液能夠流
動。不需要切割、加熱或去除攝護腺組織，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微創、不複雜的手術，
患者無法自由活動的時間也比較短。

全球有超過 5 億個男性患有良性攝
護腺肥大。6您可以脫離這個行列！

UroLift® 系統是一種革命性的治療方式，能迅
速且持久地緩解因良性攝護腺肥大而產生令人
困擾的泌尿症狀。UroLift 系統經臨床證明安
全且有效，改善症狀的效果比藥物大 3 至 4 
倍，5患者在幾天內即可恢復正常的活動。

何不開始過 
著不受干擾 

的生活？

鎳鈦諾膠囊狀拉片

不鏽鋼尿道尾端部件

永久型縫線

< 1 cm

小型的 UroLift 植體是由常見的可植入材料製成。
通常，每個患者使用 4-5 個植體。

症狀緩解
UroLift® 

 系統*

經尿道攝護腺括
除術 (TURP)

雷射 熱治療 藥物

微創治療 ü ü ü

快速緩解，無併發症1, 2 ü

一次治療後即可獲得持久性的結果2, 4 ü ü ü ü

併發症

不必切割、加熱或去除組織 ü ü

不會造成勃起功能障礙或射精功能障礙2, 3 ü

不會造成永久性尿失禁 2 ü ü ü

便利性

醫師可以在診間或診所（非手術室）施行手術 ü ü ü

手術後通常不需要導尿管 ü ü

不需要藥物來維持緩解效果2 ü ü ü ü

術後術前

膀胱

攝護腺

唯一不必去除部份攝護腺、 

         不會對男性的性功能產生負面影響的 

     良性攝護腺肥大治療方式， 

               並且會帶來實質助益。

*  曾通報過的最常見不良事件包括血尿、排尿困難、頻繁尿急、骨盆疼痛、急迫性尿失禁。 
大部份症狀的程度為輕微到中度，在手術後兩到四週內即可解除。

Paul 的故事
企業老闆 Paul 因為攝護腺腫大被迫放棄嗜好，開
始避免踏出家門。自從接受 UroLift 系統治療以
來，他變得更快樂、更自在，並表示覺得自己仿佛
年輕了 15 歲。

「當時並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但經常因需要離廁所
近一點而感到尷尬、困擾。我總是急著想上廁所，
但是當我真正去上的時候卻尿不多，過了不多久，
又再度想上廁所。這種情況支配整個生活，但我是
一直到後來才恍然大悟。

我會用焦躁和壓力大來形容我的情緒。因為安全顧
慮，我被迫放棄開飛機— 那是我生命中無可取代
的嗜好。我一個晚上必須起床兩或三次，嚴重影響
睡眠，而這樣的情形持續超過三年。」

Paul 開始服用稱為活路利淨（tamsulosin）的藥物
並持續服用三年；他說該藥物幫助不大。後來 Paul  
去看泌尿科醫師 Gordon Muir，醫師推薦做 UroLift 
手術。

「之後我很快就覺得舒服多了。我仿佛重獲新生。
我開始全新的運動計劃，並且恢復到 50 歲時的狀
態。我覺得對生活更感到興趣，也開始把高爾夫當
成嗜好，一週打三次。生活變得不一樣，我絕對會
向其他人推薦 UroLift 系統。」

 「自從接受  
       UroLift® 手術以來， 
我開始重獲新生」

Paul，66 歲 
接受 UroLift® 系統治療的患者

請諮詢醫師，確定您是否 
適合接受此治療。

要瞭解更多 UroLift 系統資訊並 
閱讀患者經驗談，請瀏覽 

www.UroLiftForBP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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