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年期
面面觀

黃建蘭醫師

台北市藥師公會主辦

2019.06.16



更年期不是病:

向醫療化說不( say NO)

◼更年期是生理現象。

◼面對老化之身體和轉變之社會角色。

◼有全權參與自己健康的決定。



前言

◼ 有關更年期的種種問題，是否困擾著您？
現在我們將一起來探討：

◼ 一般人約莫幾歲進入更年期？

◼ 更年期是女性的專利，抑或男性也有更年期？

◼ 更年期是否需要補充荷爾蒙？

◼ 哪些方法有助改善更年期的身心症狀… ？



擁抱更年期

◼更年期是每個人生命中必經的階段，
是自然的生理轉變，以及心理和生
活模式的轉變，女人與男人應該互
相扶持，共同經歷這個複雜的經驗
過程。



什麼叫做女性更年期？

◼顧名思義即「更動的年齡」，
狹義指女性荷爾蒙的變動，
女性由一般排卵的卵巢功能
(生育年齡)逐漸轉變至不再
排卵(非生育年齡)的過渡時
期。





Hormonal Changes in life

◼ During reproductive years cyclic 

fluctuations oestrogen & progesterone

◼ These hormones fluctuate increasingly as 

we approach menopause

◼ Perimenopause 

◼ Menopa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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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更年期

◼ 更年期的通常發生在48~52歲間的婦女；
一般在更年期月經紊亂時，這些症狀已
經開始出現，可持續至停經後2~3年，
僅少數人到停經5~10年後症狀才能減輕
或消失。

◼ 更年期是每個婦女必然要經歷的階段，
但每人所表現的症狀輕重不等，時間久
暫不一。

◼ 大約有二至五年的時間，面臨身體、心
理與社會的改變，婦女在心智及身體方
面，開始步入中、老年。



更年期有什麼症狀-1

◼ 婦女在剛開始停經甚至在停經之前會產生不
舒服的症狀如熱潮紅、盜汗、月經不規則、
心悸、失眠等，症狀包含：

1. 泌尿生殖器：容易陰道癢、刺痛、頻尿、尿
失禁症狀。

2. 心臟血管系統：最明顯的症狀是熱潮紅、典
型心悸症狀，常有心絞痛、冠狀動脈疾病發
生。



更年期有什麼症狀-2

3. 皮膚及黏膜系統：皮膚失
去彈性、乾燥、搔癢。

4. 骨骼系統：骨質疏鬆、骨
折、背痛。

5. 月經異常：經期變得很不
規則、月經量很多或很少，
最後終於停經。

6. 精神方面：出現失眠、焦
躁、憂鬱等情緒變化。



女性更年期



度過更年期的良方-1

1. 保持良好生活習慣：避免菸、酒
及含咖啡因飲料。

2. 均衡的飲食：

◼ 增加鈣質攝取：多攝食含鈣量高
的食物。

◼ 煙、酒或碳酸飲料（可樂、汽
水），應多避免。

◼ 停經以後的婦女，心臟血管疾病
的發生率也速增，尤其是飽和脂
肪酸，容易使血管硬化阻塞，應
盡量避免。



度過更年期的良方-2

3. 規律的運動：
◼ 最好選擇適合自己之運動（如體操、跳舞、游
泳、太極拳、各種氣功…等），可參加運動團
體。

◼ 有恆和適量運動如健走、快步等，以降低血中
膽固醇含量、增加骨骼中的鈣質儲存及改善體
能。

4. 定期健康檢查：每年一次子宮頸抹片檢查，每
月一次自我乳房檢查，以及早發現疾病。

5. 可與婦產科醫師諮詢，使用藥物治療或荷爾蒙
補充療法 。



黃豆製品~天然的雌激素

◼ 大豆異黃酮對於女性更年期障礙、骨質疏鬆症、
心血管疾病等，具有不錯的預防效果。

◼ 東方婦女的更年期症狀比西方人要輕微，因為
東方人豆類（尤其是黃豆及其製品）攝取量比
西方人多。

◼ 豆類含有與女性動情激素類似的植物動情激素，
被認為有助於紓解更年期的症狀， 因此豆類
是更年期婦女的推薦食物，尤其是黃豆及其製
品。相對的，咖啡因及酒精則會加重更年期婦
女的不安情緒，應特別注意。



市售大豆食品大豆異黃酮含量
(µg/g)

食品 含量

醬油 16

味噌 373

油豆腐 695

豆腐 509

豆漿 357

納豆 1273

食用大豆粉 2589



更年期女性的營養保健

四捨五入的飲食原則

四捨

•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量

•減少膽固醇的攝取量

•減少鹽的攝取量

•減少酒精性飲料的攝取

五入

•多吃植物性蛋白，如大豆蛋白

•多選富含ß-胡蘿蔔素、

維生素 C和E的食物

•多攝取富含鈣的食物

•多攝取富含纖維質的食物

•多喝水



快樂度過更年期-1

1. 以積極態度看待更年期，「了解更年期、接
受更年期」，並保持樂觀開朗的心情，全方
位自我保健。

2. 建立自信與新生活價值：認真檢視自己的人
生、自己的優缺點，進而找到自信來源，建
立全新的生活價值、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



快樂度過更年期-2

3. 找到自己的情緒出口：
當情緒低落、身心煎熬
的時候，懂得讓自己充
分休息與放鬆，採取較
正面的發洩方式。

4. 與親友一同攜手走
過： 與家人一同攜手改
善「負面情緒」及「失
落感」。



如何預防骨質疏鬆症

◼ 常保持運動習慣。( 最

重要:負重運動)

◼ 食物方面應該多攝取鈣/

鎂豐富的食物，如芝麻、

豆類、豆腐和綠色蔬菜

等。

◼ 但突發性或過度的運動，

對骨骼會形成巨大的負

擔，所以應儘量避免。



更年期女性的營養保健

降低骨質疏鬆症的發生

阻止或延緩骨質疏鬆症

保養 營養 修養
防止或減少骨鈣的
流失
˙定期適量運動
˙平日適當的日曬
˙維持理想體重
˙戒除不良習慣
、嗜好，如酗酒

˙適當的雌激素治療

預防鈣營養不良

˙飲食中足夠的鈣、

磷、鎂、蛋白質、維

生素D 、 維生素C

˙適量補充鈣和

維生素D 

舒解壓力，提升鈣的利

用

˙樂觀，爽朗心情

˙保持自我圓融態度

˙適當的休閒和社交活

動

˙調整自己，適應改變



拒絕骨質疏鬆症

◼ 鈣質對更年期的婦女是

重要的，若不能攝取乳

製品，則應適量補充鈣

質營養補充劑。

◼ 維生素D有利於鈣質的吸

收利用。



從食物中攝取營養素

◼ 含鈣量高的食品有利於改善『骨質疏鬆症』，

如乳製品，豆類食品，甘藍菜或蒿苣等綠葉蔬

菜等等。其中豆腐含脂量低，無膽固醇，且含

鈣量高，很適合選用。

◼ 更年期婦女每日應補充800U的維生素D，維生

素D有助於增強鈣的攝取。維生素D含量高的食

物如魚肉，奶油，蛋，肝等。





Treatment options

◼ Education/ self empowerment

◼ Exercise & Diet 

◼ Lifestyle

◼ HRT

◼ Alternative “Natural” treatment options

◼ Non-hormonal therapies



女性更年期的治療



結論



香港新一代更年期婦女享有較佳生活質素

◼ 香港新一代更年期婦女和英國的金禧女性一樣，
因為擁有較高學歷而享有較多工作及進修機會，
因此也較有賺錢能力及較獨立。

◼ 醫療不斷進步，香港新一代更年期婦女享有較佳
的健康及體魄，但是她們也較感受到要保持年青
體態的壓力。

◼ 香港新一代更年期婦女享有較佳的生活質素。她
們在社交和興趣上享有更多選擇，和丈夫的關係
較親密，較享受性生活，和子女的關係較像朋友。



但是香港新一代更年期婦女仍然
感受到更年期帶來的負面影響

◼ 不少受訪者感到更年期之健康 (56%)、外
貌(42%) 、心情(38%) 和性生活(29%) 變
差。



不少受訪者對更年期仍然充滿憂
慮

◼ 擔心太長命和百病叢生，年老時要人照顧
(59%)

◼ 擔心工作能力退減，影嚮經濟(39%)

◼ 擔心子女大了離開家庭，自已會感到孤單
(28%)

◼ 擔心自已越來越難看(27%)

◼ 擔心丈夫厭棄自已(11%)



建議(1) 

◼更年期不是疾病，它是一種自然現
象。女性應期待一個更愉快、更有
意義的更年期後生活。

◼新一代更年期婦女更健康，更獨立，
享受更多自由。這些因素令她們擁
有更美好的更年期後生活。



建議(2) 

◼若有優質的生活，長壽是一種祝福。
更年期應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作
定期的身體檢查，包括對長期疾病
如骨質疏鬆症、心臟病和女性癌症
等的普查。

◼如患有嚴重的更年期症狀或其他健
康問題，應諮詢醫生意見，尋求有
效的治療方案。



建議(3)

◼與伴侶及子女分享感受和憂慮，他們
是最親密的朋友及最佳的聆聽者。

◼從社會壓力中釋放自己，不要強求留
住不切實際的青春外貌 -- 真正的健
康是由心而發。

◼從家庭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找時間
享受人生，發展新的興趣和娛樂。



Types of HRT available
There are more than 50 types of  HRT available: 

HRT can be given orally (tablets), transdermally 

(through the skin); subcutaneously (a long-lasting 

implant); or vaginally.

Cyclical HRT mimics the normal menstrual cycle. 

Oestrogen is taken every day and progestogen for 12 

to 14 days. At the end of  each course of  progestogen 

there is some bleeding as the body “withdraws” from 

the hormone and the womb lining (endometrium) is 

shed. Progestogen regulates bleeding and protects the 

endometrium from harmful pre-cancerous changes



Oestrogen-alone HRT is normally 

prescribed to women who have had 

their womb removed (hysterectomy). 

The benefits of  all HRTs are derived 

from oestrogen; progestogen is only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womb lining



In continuous combined therapy HRT (CCT) combinations 

of  an oestrogen and progestogen are prescribed continuously to 

achieve period-free HRT. Usually, women start on cyclical 

HRT and change to CCT later

Tibolone is a synthetic form of  period-free HRT which may 

have similar benefits to CCT. It is taken continuously in tablet 

form



Long cycle HRT uses a formulation which causes 

withdrawal bleeds every three months instead of  every 

month, and is most suited to women who suffer side 

effects when taking a progestogen. Its safety in long-

term use with regard to the lining of  the womb is 

questionable

Local oestrogen, such as vaginal tablets, creams, or 

rings, is used for treating local uro-genital problems, 

such as dry vagina, irritations, bladder problems or 

infections.



◼ Types of HRT available

◼ There are more than 50 types of HRT available: HRT 

can be given orally (tablets), transdermally (through the 

skin); subcutaneously (a long-lasting implant); or 

vaginally.

◼ Cyclical HRT mimics the normal menstrual cycle. 

Oestrogen is taken every day and progestogen for 12 to 

14 days. At the end of each course of progestogen there is 

some bleeding as the body “withdraws” from the hormone 

and the womb lining (endometrium) is shed. Progestogen

regulates bleeding and protects the endometrium from 

harmful pre-cancerous changes

◼ Oestrogen-alone HRT is normally prescribed to women 

who have had their womb removed (hysterectomy). The 





男性更年期



男性更年期

越看越遠 越尿越近

坐著打醘睡 躺著睡不著

往事忘不掉 新事記不住

上面有想法 下面沒辦法

以前硬著等 現在等著硬





男性也有更年期？

◼ 男性更年期是指男性雄性激素分
泌下降而引起的系列病理變化及
臨床症狀。

◼ 約40%的男性在40至70歲時會因睾
酮部分缺乏而經歷更年期症狀。
男性更年期出現的時間一般晚於
女性。

◼ 由於男子性激素的分泌量隨著年
齡的增長遞減很緩慢，所以男子
更年期不如婦女更年期的症狀顯
著。



男性荷爾蒙變化





老化是勃起功能障礙的最主要原因



老化是勃起功能障礙的最主要原因



中老年男性的願望



威而剛旋風



◼老化 (Aged)

◼中年危機

◼男性更年期 (Andropause)

◼男性更年期症候群 (Male Climacteric)



男性荷爾蒙低落的參考值

◼總睪固酮 (Total Testosterone)
◼< 2.8 ng/ml (< 28 nmol/l)

◼游離睪固酮 (Free Testosterone)
◼< 13 pg/ml  (<0.13 nmol/l)

◼結合性荷爾蒙的球蛋白(Sex-Hormone Binding 
Globulin)

◼( > 50nmol/l )

◼生體可用性睪固酮 (Bioavailable testosterone)
◼< 128ng/d  (< 2 nmol/l)



男性更年期



男性更年期症候群確實是存在



哪些檢查可證實
男性更年期？ （1）

有兩種指標可以監測男性更年期：
＊胰島素生長因子（IGFI）
＊睪固酮濃度

1.胰島素生長因子IGFI~
50~60歲時的正常值為60~110，超過60歲
時的正常值為50~100。



哪些檢查可證實
男性更年期？ （2）

2.睪固酮濃度~

生理可用的睪固酮包括：

血清結合蛋白、游離式睪固酮。

（若低於同年齡層數值的二分之ㄧ的話）

實驗數據偏低的男性不一定有症狀，而
數據正常的男性也有不少症狀，所以抽
血檢驗睪固酮或胰島素生長因子數值偏
低，或者數據正常，但都有症狀出現；
都可算是男性更年期。



男性更年期有什麼症狀

◼ 生活中常見的發生在中老年男性身上的骨質疏鬆
症、心血管系統疾病、老年糖尿病、性激素與腎
臟病、中老年抑鬱、中老年認知功能障礙等等。
可分為以下幾類：

1. 容易疲勞、工作能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睡眠
障礙等症狀。

2. 性功能減退，主要表現為性欲衝動減少、勃起功
能障礙甚至性欲喪失。

3. 便秘、皮膚萎縮、骨骼關節疼痛等。

4. 血管舒縮症狀，包括多汗、潮熱、心悸等。





渡過男性更年期-1

◼ 保持適度的運動及健康的飲食。

◼ 運動可以增加睪固酮，食物中
的抗氧化劑成分、不飽和脂肪
酸可以幫助男性緩解更年期的
不適症狀。

◼ 戒煙、減少飲酒可以減少對睪
丸的傷害。

◼ 作好壓力調節、和另一半維持
良好的溝通，保持親密的關係，
內在的內分泌系統就會有效且
自然的作用。



渡過男性更年期-2

◼ 針對更年期中出現的不同症狀，
給予妥善的治療。

◼ 就情緒、心理感受、睡眠障礙
方面，可以尋求精神科醫師的
幫忙，必要時接受有效的藥物
治療，家人(特別是妻子)心理
支持也是重要的策略。

◼ 抗憂鬱劑可以改善情緒症狀、
熱潮紅及盜汗，同時不會產生
對於性功能抑制的副作用。



渡過男性更年期-3
⚫當面對壓力時，要有自我抒解的一套
方法，才能有效調適挫折感受與心態。

⚫注重日常保健、不勞累、充分休息、
適度運動可做~

走
路

泳
游

打
太
極
拳



渡過男性更年期-4

不抽菸、不酗酒、避免體重過重

× ×



食物療法（1）

外含貝殼的海鮮
類是補充男性荷
爾蒙的最佳食物
來源。



食物療法（2）

◼含鋅的食物，例如：豆類、牡蠣、花生、
黑芝麻、南瓜子。

◼在治療前及治療後的每三個月，一定
要檢查睪固酮的濃度，一旦補充到正
常範圍時便要停止，否則若盲目補充
而高出正常值時，容易誘發產生「前
列腺癌」。



男性更年期可以用中藥治療？？

中藥對心悸、心煩、口乾、潮紅、多
汗等症狀有較好的療效。

中藥補腎藥，雖然有西藥的激素作用，
但卻沒有西藥的副作用。

可食用蓮子、大豆、山藥、百合、杜
仲等健脾補腎藥皆可使用。



什麼情況下，您要考慮做男性荷爾
蒙的補充療法？

1. 當您覺得體力大不如從前；或體型急速改
變；

2. 當您覺得腰痠背疼，渾身不對勁；

3. 當您覺得發燙、冒冷汗、睡不著覺；

4. 當您覺得精神狀態不穩定，記憶力減退；

而且您做過相關的健康檢查，並沒什麼大
毛病的時候，要考慮是更年期症狀，並嚐
試男性荷爾蒙補充療法。



男性荷爾蒙補充療法

◼ 直接補充男性荷爾蒙

◼ 補充男性荷爾蒙前驅物

◼ 生長激素, 腦下垂體激素, 腎上腺激素…..

◼ 植物性保健食品的補充



直接男性荷爾蒙補充療法

1. 肌肉注射（植
入皮下）

2. 口服

3. 舌下含片

4. 貼片

5. 擦劑



Isoflavone（異黃酮素）治療男性
更年期的經驗

◼可以使血中總睪固酮濃
度提昇

◼可以增進尿速（特別是
原來排尿障礙的病人）

◼部分病人的部分更年期
症狀可以改善

◼使用兩個月未發現有任
何攝護腺問題的跡象



男性荷爾蒙貼片



男性荷爾蒙擦劑

• 主成份:睪固酮。

• 劑量:50毫克含量, 一包5公克
重 。

• 劑型:透明無色之水性凝膠。

◼ 吸收良好, 使用方便, 很少副
作用。

◼ 美國已通過FDA審查上市，
普遍取代注射和口服藥。



口服男性荷爾蒙

1. Methyl-Testosterone (Android,Testred) 10-30mg
在17x 上多了methyl group 可防止肝臟的代謝，而
被吸收，長期服用要小心肝功能的變化。

2. Fluoxy mesterone (Halotestin)

除了在17x上多了methyl group 外，也多fluoride 的
hydroxy group 吸收更好，一樣有肝毒性。

3.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Andriol, Restandol)
這是針對避免肝毒性研發出來的口服男性荷爾蒙，
在17x上多了Undecanoic acid ，則會使藥物在進入
肝臟以前從淋巴液吸收，長期服用還沒有副作用
或毒性的報告， 它的缺點可能是藥效較短，需經
常長期使用。



男性荷爾蒙肌肉注射

◼ 男性荷爾蒙最原始的劑型是肌肉注射,目前
又有幾種不同的製劑,依據其在人體有效期
的長短來分:

◼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Testoviron): 1.5天

◼ Testosterone Enanthate (Testoviron Depo) or 

Testosterone Cypiantate (Virilon): 8.5天

◼ Testosterone Undecanoate (Andriol): 34.9天

◼ Testosterone Luciclate: 60 天



市面上口服男性性功能藥物

1.威而剛(Viagra)：50毫克、100毫克
事前半小時，空腹服用，必須加上性刺激
副作用：不能和硝化甘油一齊服用，過量後可能引起視

覺異常。
2.犀利士(Cialis)20毫克

服用後二十四小時內有效，必須加上性刺激
副作用：不能和硝化甘油一齊服用，有些病人會背痛，

動物實驗有生殖影響。
3.樂威壯(Levitra)20毫克

效果比威而剛稍好
服用方法和副作用同威而剛。



勃起功能障礙之治療



男性荷爾蒙的療效





跨越男性更年期的七道門檻

◼ 荷爾蒙補充療法以及平衡

◼ 營養均衡和運動

◼ 治療感情的創傷

◼ 人際關係: 家人與好友

◼ 第二座山上的性愛: 只要順其自然,就會
越來越好

◼ 培養老年人的社交生活

◼ 心靈: 愛的中心來源



謝謝參加聆聽！

祝您幸福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