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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黃泓淵

更

年期被定義為女性月經週期的永久停止，這是典型的回顧性定義。拜現代醫學

之賜，國人壽命不斷的延長，女性平均壽命已達 83.6 歲，更年期發生在中位

數年齡預估約 50 歲，超過 65 歲以上的人口已接近百分之十五，其中有三分之二是

女性。根據國民健康署 106 年第五次全國性「國民健康訪問調查」結果顯示，國內

45-49 歲女性中約有四成已出現經期不規律或已停經，50-54 歲中則有七成表示已經
停經。而女性骨質疏鬆症骨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及腦血管疾病死亡率在停經年

齡後，更以每 5 歲近乎 1 倍的速度上升。以停經年齡 50 歲後推估平均餘命仍約 35

年；亦即台灣女性有將近超過 1/3 歲月是在更年期中度過！因此「更年期生活品質的

維繫」已是全世界，也是台灣，對婦女健康研究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六十年代嬰兒潮
世代出生的婦女亦相繼即將面臨更年期調適，可預見的將來更年期婦女的健康管理
更形重要。

眾所周知停經婦女荷爾蒙療法是目前治療更年期症候群和促進更年期生活品質

最有效的方法，自從 2002 年 7 月美國國家衛生院公布發表婦女健康調查 (WHI) 結果

以來，荷爾蒙療法使用的主動性與嚴重相關更年期後婦女的不良健康影響，造成全球
更年期婦女，甚至醫護人員，在使用荷爾蒙療法治療時，產生嚴重的疑慮。自 2002

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所發表「婦女健康關懷研究」（WHI）更年期婦女荷爾蒙治

療報告後，因治療利益風險比降低引起民眾對更年期荷爾蒙療法對於罹患心臟病、中
風、乳癌、及血栓等風險的關心和誤解，導致部分受更年期血管舒縮障礙、泌尿生殖
症候群、骨質疏鬆症危險群等困擾更年期婦女，因而未接受適當治療以改善生活品質
與降低疾病風險。但由於荷爾蒙療法與不同健康結局之間存在複雜的相互作用。先前
的更年期荷爾蒙療法建議，都集中在個體疾病的結局上，並沒有提供關於荷爾蒙療法

總體長期風險 / 效益比的足夠信息，導致許多女性已經避免使用荷爾蒙療法。但其效
益和安全性究竟如何？或應如何使用？仍是許多人的困惑。

依據近來 WHI 追蹤收錄參予研究年齡層 50~79 歲的更年期婦女相關風險長達

15 年的最新報告，發現使用荷爾蒙療法並不會增加全原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
率及罹癌死亡率；如果進一步針對 50~59 歲年齡層分析這些風險，因荷爾蒙療法更
減少了 19~49%。 因此在停經後第一階段五至八年的黃金時期 (STRAW +1)，經過

生活型態的調整、適度的運動、風險評估與作適當即時的處置與治療，可大幅減低

更年期之後相關疾病的發生與罹病率，比如骨質疏鬆症、更年期血管舒縮障礙，肌少
症、神經系統統合功能、心血管疾病、代謝症候群等，而隨著治療方式與研究不斷的
精進，更是我們治療及需努力的課題，以期帶來更好的結果。因此所有從事更年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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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醫療人員和更年期婦女，都應進一步瞭解這十五年來有關更年期議題的最新醫
學研究結果，方能對更年期婦女提供最佳且最適切的醫療照護。

台灣更年期醫學會有鑑於台灣人口的老化，更年期婦女健康與生活品質的維繫

是不容忽視，本治療建議綜合最新的證據醫學，集眾專家之力，且參考先進國家及學
術團體已出版的臨床治療建議，自 2004 年首次出版台灣更年期醫學會荷爾蒙治療建
議，於 2012 年版本正式稱為台灣更年期婦女健康管理及藥物治療建議並定期更新。
本學會於 2019 年再次更新此份更年期婦女健康管理治療建議，提供臨床醫護人員實

際運用時有關更年期之診斷、症狀與疾病預防及治療的最佳策略；期許在此治療建議
的拋磚引玉下，帶動國內對更年期議題更深入的探討，共同提升我們台灣更年期女性
健康的生活品質。

理事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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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年期的定義

更

「

黃泓淵

年期（climacteric）」一詞，其定義為婦女由有生育能力過渡到不能生育

狀 態 的 階 段， 這 時 期 包 括 停 經 期（menopause） 前 後 不 同 的 時 期 1， 停

經（menopause）意為女性通常因年長，卵巢濾泡功能消失，造成永久失去月

經的狀態。停經是自然的生理現象，定義為女性的最終月經（Final menstrual

period, FMP）。停經可能自然發生，平均年齡約 50 歲，或因為醫療事故（如
手術，化療，或放射治療）而誘發人為發生 2。依據 2012 年國際更年期醫學會
（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 和 其 他 國 際 醫 學 組 織 共 同 定 義（The
Stages of Reproductive Aging Workshop + 10, STRAW+10）3，以最終月經為基
準點，更年期包括：早期停經過渡期 (early menopausal transition)、晚期停經過
渡期 (late menopausal transition)、早期停經後時期 (early postmenopause) 和
晚期停經後時期 (late postmenopause)。有關更年期各時期的定義如下 1, 4：
停經 ( 自然停經 , menopause) - 自然停經是指卵巢功能喪失造成永久月經終

止，且是在沒有其他病理或生理因素，最後一次月經後連續一年或以上都不再有月
經，即為停經。

環停經期 ( perimenopause) - 當內分泌、生理和臨床症狀接近停經時至停經後

一年，即為環停經期。

停經過渡期 ( menopausal transition) - 最後一次月經前月經週期不穩定情形

經常性增加，即為停經過渡期。

更年期症候群 ( climacteric syndrome) - 更年期不一定有症狀，但若有症狀發

生，即稱為更年期症候群 1。

停經前時期 (premenopause) - 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建議：涵蓋最後一次月經前的各生育期，即為停經前期。

停經後時期 ( postmenopause) - 不論何種原因造成停經，最後一次月經開始，

即為停經後時期。

早發性停經 (premature menopause) - 40 歲以下停經，即為早發性停經。

人工停經 ( Induced menopause) - 因手術切除卵巢（包括切除或沒有切除子

宮）、或治療消除卵巢功能（如：放射線、化學、癌症藥物作用），即為人工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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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生殖年齡 + 10 分類系統 4 (Stages of Reproductive Aging Workshop +10，資料來源：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2 97:1159-68；Climacteric. 2012;15:105-14；Menopause. 2012 19:387-95；Fertil Steril. 2012 97:843-51.)
最後一次月經 (0)

初經

階段

-5

-4

專有名詞

早期

高峰期

該階段時
間長短

月經週期

-3b

生殖年齡

-3a

-2

晚期

早期

不定

不定
主要診斷準則

不規則
或規則

規則

內分泌

FSH( 濾泡
刺激素 )

AMH( 抗

穆勒氏賀
爾蒙 )

Inhibin
B( 抑制素 B)
竇濾泡素

症狀

規則

-1

停經過渡時期

連續週期
月經流
的月經持
量，持續
續天數不
時間，
一定相差
不定
≧7天

+1a

+1b

晚期

更年期

1-3 年

+1c

後停經時期

早期

1+1 年

3-6 年

>25IU/
L**

↑不定

穩定

低

低

很低

+2
晚期
到生命
終止

無月經
時間
≧ 60 天

支持性準則

低

↑不定 *

↑不定 *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低

很低

低

低

低

低

很低

很低

臨床敘述特徵

心血管
心血管症
症狀為
狀、熱潮
主、熱
紅、心
潮紅、心
悸、盜汗
悸、盜汗

泌尿生殖
系統萎縮
引起會陰
陰道乾燥
尿失禁等
症狀增加

* 月經第 2-5 天抽血檢驗值↑ : 增加
** 依目前國際腦下垂體檢驗標準

05

2019 台灣更年期婦女健康管理及藥物治療建議

三、更年期之診斷原則

決

定病人是否進入更年期，檢驗前主要的憑據即年齡，依據研究顯示：環停經期

（perimenopause）的平均年齡是 47.5 歲，約為期接近 4 年 5。但更年期的

診斷主要依據臨床的現象和症狀：

1. 臨床診斷標準
●

早期停經過渡期 (early menopausal transition)：月經週期持續少於 7 天或以上，

●

晚期停經過渡期 (late menopausal transition)：無月經超過 60 天或以上，月

持續時間不一定，因人而異 4。

經週期不穩定情形經常增加，不排卵機會增加；常伴隨血管舒縮症狀 (vasomotor

syndrome) 4。

●

停經 (menopause)：連續一年或以上都沒有月經，並常有更年期症候群 6；實驗

●

更年期的診斷雖然一般並不需要實驗室的檢驗，當有疑問時，可檢測濾泡激素

室檢查血中濾泡激素（FSH）大於 25 IU/L 4。

（FSH）來支持診斷。也可檢測黃體激素 (LH) 與雌二醇 (estradiol)，但這不是
診斷更年期所必須的。

2. 實驗室標準
濾泡激素（FSH）>25 IU/L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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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進入更年期是所有婦女必需經過的人生路程，至今醫學界仍然不完全知曉其
發生機轉，只知婦女到五十歲左右卵巢功能降低而消失排卵及分泌女性荷爾蒙

四、更年期健康管理準則

四、更年期健康管理準則

（雌激素）的現象。停經進入更年期誠然是自然現象且是婦女人生的分嶺期，因此
美國人稱之為 change of life（人生變化期），容易產生不適症狀，導致許多慢性疾

病，引起生活品質降低及身體損傷。這些都與婦女失去雌激素的保護有密切關係。

荷爾蒙取代療法〔Hormone Therapy (HT)〕就是為了補充女性失去的荷爾蒙

而能有效治療更年期症狀，預防相關疾病。HT 雖然有很多好處，但被認為可能有種

種副作用，因此利弊之爭論不休。

更年期、停經的荷爾蒙相關症狀及疾病

更年期就會停經，也就是生育期的終了，雖有個人差異，但平均年齡 50 歲，假

如 40 歲以前停經就屬過早停經。婦女在生育期通常有規律的月經，到更年期過渡期

則月經漸不規則，通常超過 7 天的不規律，漸漸婦女可能有 60 天以上的無月經期，

假如超過 12 個月沒有月事就叫停經後時期。所謂的停經周圍期（Perimenopause）
則指更年期過渡期到無月經一年間的時期。

更年期症狀就是因為雌激素降低所引起， 因為下視丘（hypothalamus）的血

管舒縮中心（vasomotor center）不穩定而引起熱潮紅、盜汗、心悸、失眠等等更
年期常見的症狀，大約 40~60% 的停經婦女有此症狀 7, 8。

1. 血管舒縮症狀

一般東方人比白人發生的機率少。其確實原因尚未明瞭，但可能問題在下視丘，

雌激素影響中樞神經調節體溫，雌激素降低則引起不穩定而發生熱潮紅，夜裏冒汗，
發汗增加等等。

2. 泌尿生殖系統

雌激素擔當重要的維持正常泌尿生殖系統運作之功能。雌激素降低會引起尿道，

膀胱，陰道，陰唇等的退化而表層變薄，尤其陰道失去彈性，變短而窄，乾澀，失去
維掌功能，陰道內變酸性而易引發尿道及陰道感染，性交疼痛，影響生活品質。

3. 骨質流失

骨骼成長到 40 歲就停止，年紀相關的骨質流失和多項因素有關如性別，家族

史，飲食及運動等等。女性比男性容易骨質流失，雌激素降低加速骨質流失特別是停
經 6 年內。50 歲婦女一生中有 40% 骨鬆引起骨折的危險性，尤其發生在大腿骨，

脊椎及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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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血管疾病

停經婦女遺失天然（雌激素）保護心血管疾病的功能，女性到 65 歲心血管疾病

的機率追平男性，這與雌激素對血脂肪，血糖調節，血液凝固因素等的影響有關係。

5. 肥胖與代謝症候群

女性中年後的肥胖比男性顯著。更年期後之肥胖既然與年齡增加有關，中心性肥

胖（雄性型肥胖）則和雌激素降低有關。荷爾蒙取代療法經過許多臨床研究結果，已
知不構成肥胖而會減少脂肪型肥胖。以上種種問題都和停經雌激素缺乏有關連。

更年期運動

運動包含熱身運動、主運動及緩和運動三部份，進行主運動前，妳可以採用走

路、伸展肌肉、活動關節等動作做熱身運動，使身體溫度提高，減少運動傷害的發
生。運動後進行緩慢跑步、伸展肌肉等緩和運動，可使體溫慢慢下降，減少由運動
所產生的酸痛。依自己興趣或健康狀況選擇慢跑、快走、騎腳踏車、有氧運動、太
極拳、游泳、土風舞及羽球、網球、桌球等做為主運動項目。持續運動可每週先進行

2 ～ 3 次，每次運動 20 分鐘。習慣之後，慢慢改為每週 3 ～ 5 次，再逐漸將時間增
加到 30 ～ 50 分鐘。剛開始運動時，要運動到身體熱熱的或有些累的感覺，等習慣

後最好要進行到身體有流汗或累的感覺。
「運動小叮嚀」
●

●
●

●
●
●
●
●

運動時請穿著寬鬆、舒適且易吸汗的衣服、襪子及保護性佳的運動鞋。鞋子太大

會使跟腱和踝關節受傷；鞋墊過厚或過硬，也會產生反作用力而衝擊腳部受傷。

外出家門運動時，最好選擇顏色亮麗衣服，減少交通意外發生。

清晨、傍晚或在溫度適中的冷氣房中適合進行運動，炎熱、寒冷、空氣污染嚴重

的環境請避免運動。

運動前、中、後請依照自己身體需求補充適量的水分。
身體不適時，要立即停止運動。

為避免脊椎受傷，身體如需往前彎，請背部打直，以臀部來做彎腰動作。
請避免快速轉身及雙腳急速交錯動作，以免不平衡發生跌倒。
下樓梯動作容易導致膝關節受損，因此請儘量避免。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6 年婦女更年期保健手冊」

更年期婦女治療簡史

更年期雌激素降低引起不適，故以補充荷爾蒙（Hormone therapy, HT）為治

療原則。荷爾蒙補充療法：HT 就是使用雌激素或雌激素加黃體素 9-12。
08

子宮內膜癌增加，因此建議加用黃體素預防子宮內膜癌。HT 一直用於治療更年期症

狀，預防骨質疏鬆及骨折和心臟病等。然而，2002 年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WHI）大型研究計劃結果發表 HT 對中風，心臟病及乳癌危險性增加，許多婦女因
而停止使用 HT 而改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沒有准許的 Bioidentical HT 或

所謂的天然 HT，以為較安全，但這些東西沒有經過正規的臨床測試不明瞭可能副作

用且 FDA 不批准使用。WHI 研究報告在經過 15 年後續的追蹤發現如果進一步區分

年齡層接受雌激素治療的預後與罹病率在五十至五十九的年齡層如果接受雌激素治

四、更年期健康管理準則

雌激素治療起始於 1950 和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中發現到使用雌激素婦女

療明顯降低。

HT 適應症

血管舒縮症狀如熱潮紅，冒汗，心悸等等為 HT 主要適應症，HT 是當前最有效

的治療藥物。生殖泌尿系統的症狀如頻尿、陰道乾澀、性交疼痛等可用口服荷爾蒙或
局部荷爾蒙治療。

停經後婦女三人有一人骨質疏鬆。HT 能預防骨質疏鬆，減少骨鬆引起的各種骨

折，如髖骨，脊椎骨或手腕骨折等。一但停止 HT 則以上優點很快消失而需再度使

用。

HT 不適、禁忌狀態

乳癌，子宮內膜癌，嚴重肝功能障礙，三酸甘油脂過高，靜脈栓塞，不明原因之

子宮出血，子宮內膜異位症，子宮肌瘤等。

HT 導致的不良作用和危險性 13-17

HT 可能發生的不良作用包括噁心，腫脹，積水，子宮出血及乳房脹痛等等。
WHI 和 Million Women Study（MWS）曾指出 HT 長期使用（5 年以上）可能增加
乳癌罹患率（RR 1.35）。但這種增加不見於早期停經使用 HT 的婦女。這現象顯示
婦女一生中曝露雌激素的時間長短與乳癌罹患率有相關關係。值得注意的是 WHI 研
究中及後續的追蹤顯示只用雌激素（子宮切除婦女）的乳房癌罹患率不但沒有增加反
而有減少現象。WHI 研究結果 HT 增加靜脈栓塞及中風機率。然而在亞太更年期學

會顧問委員會中曾有討論並一致同意靜脈栓塞極少見於亞太婦女 18-20。

總結

雌激素對婦女提供許多重要的有效治療，但也可能引起對健康的不適合性，因此

醫師及醫療人員必需了解荷爾蒙療法的適應症，禁忌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並與更年
期、停經婦女保持良好關係與溝通，以維護婦女的健康及提高婦女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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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更年期婦女現況

台

黃國恩

灣婦女停經年齡中間值 (medium age) 根據台灣更年期醫學會 1998 年所做的
統計為 50 歲。當時的調查顯示大部（76%）婦女有腰酸背痛的問題，68% 有

睡眠障礙，64% 訴說暈眩，只有 54% 婦女感覺有熱潮紅。然而，根據 2005 年亞太

多國更年期婦女調查結果，亞洲更年期婦女，包括台灣婦女（150 人參加），最常看

醫師的問題為睡眠障礙。 這顯然與歐美婦女絕大部分因為熱潮紅而受診有所不同。

台灣更年期荷爾蒙治療（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的遷展 :

1995 年 3 月 18 日台灣更年期醫學會在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成立，當時台灣荷爾蒙
治療（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後來改稱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 MHT） 使 用 者 約 佔 更 年 期 婦 女 9.2%， 主 要 以 CEE+MPA (Premarin
+Provera) 口服製劑為主。學會成立後大力宣導荷爾蒙治療，使用婦女逐年增加，
到 2001 年也就是 WHI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報告出來的前一年達到最
高峰，有 26.6% 婦女使用荷爾蒙治療。2002 年 7 月 WHI 報告雌激素加黃体素
（CEE0.625mg+MPA2.5mg/day）使用 5.2 年乳房癌稍許增加的結果出來，加
上媒体負面報導，雖然報告顯示婦女骨折、大腸癌減少，WHI 報告導致全球婦
女對荷爾蒙治療的恐懼，使用荷爾蒙治療快速減少。2003 年台灣荷爾蒙治療使
用率降為 16.8%， 2005 年更降到 10% 以下。經過 15 年來 WHI 結果的修正及
誤導的指摘，主要以使用年齡的不當（WHI 婦女平均 63 歲開始使用）及黃体素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MPA）的選擇，使得近幾年來趨向停經早期使
用並對有子宮婦女使用天然黃体素，接受荷爾蒙治療的婦女逐漸增加，當前（2018）
預估台灣約有將近 20% 更年期婦女使用荷爾蒙治療。
亞洲更年期調查中台灣婦女狀態

2010 年 亞 洲 更 年 期 調 查（The Asian Menopause Survey: knowledge,
perceptions, hormone treatment and sexual function. Maturitas
2010;65:276-283）有 150 名台灣婦女參與。這些台灣婦女的資料顯示，近來看醫
師的 64 位作答中：55% 婦女因為睡眠障礙，45% 因為熱潮紅，33% 因為情緒變化
不穩而求診。其中 14 人在使用荷爾蒙治療：57% 由婦產科醫師， 14% 由其他科醫
師，14% 由婦女本人起始使用。台灣更年期婦女大多數不覺得有更年期障礙，有 9%
較嚴重； 29% 中等程度的症狀，其中最常提到的症狀是記憶力減退，最受影響的症
狀爲睡眠障礙。大多數（64%）婦女認為自己瞭解“更年期”，並有 88% 認為更年
期症狀應該受治療。 雖然大多數（90%）婦女表示知道“荷爾蒙治療”，但使用者
少，只有 10%，主要因為對荷爾蒙治療具有負面觀感。雖然 60% 婦女認為荷爾蒙治
10

乳房相關的調查：台灣 45 歲以上婦女約有四分之一（23%）感受到乳房不適，

五、台灣更年期婦女現況

療有益處，但對其副作用尤其發生乳癌有顧慮。

最常有的不適為乳房痠痛（65%），其次為腫脹（18%）。半數以上（65%）婦女
有做乳房自我檢查，57% 婦女有做過乳房攝影檢查，平均每人曾經做過 2.9 次乳房

攝影檢查。許多台灣婦女具有發生乳房癌的恐懼感，但認為自己得到乳癌的機率不會
比一般人高。 66% 認為遺傳是乳癌發生的最大因素，39% 認為荷爾蒙治療是乳癌發

生的主要危險因素。

有關性生活，更年期婦女有性功能和性意願降低的問題。然而，許多台灣婦女

（61%）對當前性生活狀態感滿足，67% 對當前性功能覺滿意，但認為性活動和性

意願的降低會影響夫妻關係、本身女人味、及生活品質等。雖然一般認為討論性問題

是禁忌，但 69% 表示假如醫師提出有關性功能問題，就願意討論。全部（100%）
婦女都認為性功能的降低是因為停經、老化的自然現象，而只有 14% 的婦女願意去

探討原因。 17% 的婦女覺得可能有治療方法，但其中有一半的人不知道有什麼治療

選擇。 幾乎所有婦女不曾考慮接受性功能降低的治療，原因是因為從來沒有想到這
個事情。72% 說不願意用荷爾蒙治療，75% 說不要用藥物治療性功能，68% 說雖

然性功能降低也不願受治療。38% 不曾和別人談論性功能降低問題，只有 11% 曾經
和醫師討論這問題。

台灣婦女對更年期陰道尿道症狀的觀感和態度

2017 年我們做了亞太婦女有關陰部萎縮（vulvo-vaginal atrophy, VVA），
亦即，更年期陰道尿道症狀（genitourinary symptom of menopause, GSM）
相關的調查， 其結果發表在國際更年期醫學會的雜誌（Pan Asian REVIVE Survey.
Climacteric 2017;20:367）。本調查有 100 位台灣婦女參加，由此調查結果略知台
灣婦女對 GSM 的觀感，所取態度，和現況。在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地區街道初步詢
問到 670 名婦女，其中 570 表示是停經後，其中 100 名有更年期陰道尿道症狀並願
意參加本調查。這些婦女的年齡大部分（57%）在 51-60 歲，81% 有結婚。所呈現
更年期陰道尿道症狀：58% 有陰道乾澀，是最常見的症狀， 47% 感覺有刺激感，
35% 有性交疼痛，10% 感覺壓痛； 56% 婦女有一個症狀，35% 有兩個，7% 有三
個症狀。大多數婦女（73%）在停經兩年內開始有症狀。婦女覺得更年期、老化和
荷爾蒙變化是主要原因。

台灣有百分之七十二的婦女表示對更年期陰道尿道症狀不了解。只有三分之

一的婦女有和醫師討論陰部萎縮的問題。然而，42% 婦女認為得到性活動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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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of sexual activity) 是件重要的是事情。關於陰部萎縮症狀的感受：
52% 感覺會失去年輕，6% 認為會失去親密感，但有 42% 婦女說兩種感受都沒有。
有關藥物的使用：台灣婦女 9% 說目前在使用，27% 曾經使用，64% 說未曾使用。
71% 婦女說是醫師建議使用，所用為雌激素製劑或市販潤滑劑或兩者合用；13% 自
行使用，以市販潤滑劑為主；16% 回答記不得由誰開始用藥。對於為何不使用藥物
治療：73% 認為症狀沒那麼嚴重，61% 對副作用有顧慮。台灣婦女對陰部萎縮治療
的觀感為：63% 以為長期使用雌激素恐怕有副作用，55% 以為使用藥物期間改善但
停藥會再發；另有 47% 的婦女說假如藥物有效就願意嘗試。
台灣停經後婦女幾乎一半 (51%) 過去一年中沒有去看婦產科醫師，主要是沒有

症狀。所看婦科醫師 67% 是男醫師，33% 是女醫師。
結論（1）：台灣婦女更年期症狀與感受

●

台灣婦女停經年齡 50 歲，古今中外差異不大。台灣婦女更年期症狀與西方婦女有

所不同，最常有的症狀為筋骨問題，最常就醫問題是睡眠障礙，對停經的感受也
和歐美婦女不一樣。

●

●

●
●

台灣婦女多數 (90%) 表示知道荷爾蒙療法 (MHT)，受 WHI 報告影響，一般對荷

爾蒙療法有負面的感受，主要對乳癌恐懼而不易接受。因此，使用比率很低，當
時 (2005) 只有 10% 婦女在使用。

近年來，經過對 WHI 結果的重新評估和 MHT 用藥的改善，台灣婦女使用 MHT

比率增加，當前（2018）預估約有 20% 停經婦女使用。

大部婦女認為遺傳是乳癌最大風險因子，其次為 MHT。

台灣婦女 65% 做乳房自我檢查，57% 有做乳房檢測，但 43% 沒做檢測。

結論（2）：台灣婦女 GSM 現況

●

停經婦女終其一生約有半數會罹患陰道委縮，性生活困難（GSM）的問題。但台

●

最常有的症狀依序為陰部乾澀 (58%)，刺激感 (47%)，和性交疼痛 (35%)。

●

12

灣婦女多數 (72%) 對這問題不了解。

台灣婦女較保守，遲疑討論 GSM，認為是年老、停經的自然現象，因此大多不曾
探討治療方法和不接受治療。

●

許多婦女對性生活現狀感滿足，但認為 GSM 會影響夫妻關係，女人味，生活品質

●

大部婦女希望由醫師提出，就願意討論陰道委縮、性生活困難（GSM）的問題。

等。

卻表示若藥物可以改善 GSM 就願意使用。

●
●

●
●
●

知悉瞭解台灣更年期婦女的感受和態度，對更年期婦女的醫療會有很大幫助。

台灣更年期婦女對更年期的問題和醫療需要有正確的瞭解。對此，醫護人員責無

旁貸，同時需要媒體配合和合作。

陰道萎縮，性生活困難（GSM） 的問題較難啟口，需由醫師帶頭討論。

吾人需要瞭解，近來對更年期症狀，包括 GSM，治療藥物及技術的進展和用法。

五、台灣更年期婦女現況

建言（Recommendations）

WHI 對 MHT 的誤導尚存，近來對停經早期（十年內）年輕婦女使用 MHT 益處
多於風險的概念應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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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停經荷爾蒙治療及身體其他
系統

陳芳萍

骨質疏鬆症 21,22,23
●

●

停經荷爾蒙治療可以有效地預防停經後婦女的骨質流失、骨質疏鬆症和骨折，包

括：雌激素、合併雌激素 ‒ 黃體素和 CEE 合併 bazedoxifene ( 結合型雌激素 )、

Tibolone。

婦女健康促進計劃 (Women Health Initiative, 簡稱 WHI) 證實荷爾蒙補充療法

有意義減少骨鬆骨折，包括：髖骨、脊椎和所有非脊椎骨折，但荷爾蒙補充療法
中斷後，骨保護效用迅速消失，但未發現有增加骨折反彈之風險。

●

若沒有荷爾蒙補充療法禁忌症時，對於年齡小於 60 歲有血管舒縮症狀或在停經後

●

當替代性骨質疏鬆症治療不適合或引起不良反應時，停經荷爾蒙治療的長期使用

10 年內的婦女，荷爾蒙補充療法可能是最適合的骨質疏鬆症預防治療方法；需要
預防骨質流失的早發性停經婦女 ( 小於 45 歲 )，最好服用停經荷爾蒙治療，至少
直到停經的平均年齡 (50 歲 )。
是骨質疏鬆症骨折高風險女性的選擇；是否停止停經荷爾蒙治療取決於非骨骼因
素的利益和風險考量。

關節疼痛 24

婦女健康促進計劃 (Women Health Initiative, 簡稱 WHI) 和其他研究證實荷爾

蒙補充療法有意義減少關節疼痛或僵硬。

肌少症 25,26
●
●

14

肌少症和骨質疏鬆症的發生與老化、雌激素耗竭和更年期過渡期有關。

研究顯示雌激素治療結合運動，有益於防止肌肉質量、強度和表現的流失。

●
●

口服雌激素和合併雌激素 ‒ 黃體素可能增加膽結石，膽囊炎和膽囊切除術的風險。
觀察性研究指出經皮膚的停經荷爾蒙治療對肝膽的風險低於口服荷爾蒙治療。

六、停經荷爾蒙治療及身體其他系統

膽囊和肝臟 22,27,28

糖尿病、代謝症候群和身體組成 22,29,30
●
●
●

停經荷爾蒙治療顯著降低第 2 型糖尿病的發生，但目前尚不建議用於此目的。
停經荷爾蒙治療可能有助於減輕更年期過渡期的腹部脂肪堆積和體重增加。
代謝症候群和體重 25

①雌激素受體作用異常會加速脂肪堆積，尤其是在腹部造成不成比例的累積，進
而增加胰島素阻抗性和血脂異常。

②研究顯示：合併雌激素 ‒ 黃體素的停經荷爾蒙治療對體重沒有影響，且在使用
的第一年，身體質量指數和腰圍呈有意義的些微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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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荷爾蒙補充療法的治療選擇

楊再興 賴宗炫

建議提供和分級根據這些類別

級別 I：基於良好和一致的科學證據。

級別 II：基於有限或不一致的科學證據。
級別 III：主要基於共識和專家意見。

劑型、給藥途徑、劑量及安全性考量

1. 劑型
● Estrogen ( 女性荷爾蒙、雌激素、動情激素 )
① E1 Estron
● 親和力為 E2 的 1/10，現無相關產品使用
② E2

17-β Estradiol (Native)
● Estradiol Valerate
● CEE (Premarin®)
● MHT 主要劑型
●

③ E3 Estriol (Ovestin®)
●

親和力極弱，能治療熱潮紅及 GSM，但無法抑制骨質流失

●

Phase II 人體實驗已完成

③ E4 Estetrol (Fetal Estrogen, NEST)
●

Progestogen or Progestagen ( 黃體素、黃體酮、孕酮 )
① Progesterone (Native)
● micronized progesterone
② Progestin (Synthetic)

Progesterone and progesterone like derivatives
．dehydroprogesterone

●

17α OH- Progesterone derivatives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ciproterone acetate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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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nortesterone derivatives
．noretisterone
．noretisterone acetate

●

① Tibolone (STEAR)

② TSEC : CEE+SERM (bazedoxifene, BZA)

2. 給藥途徑

●

●

口服雌激素

①影響肝功能、增加血中三酸甘油脂之濃度 (Premarin®)、增加停經後婦女的血
栓機率、在血中主要以 E1 形式存在

非口服雌激素

① Percutaneous 經皮膚吸收之雌激素
●

Gel、Patch

●

Cream、Tablet

② Vaginal 經陰道吸收之雌激素

●

③ Injectable (intramuscular) 注射型雌激素 (※ 不建議使用 )
黃體素

① 口服

② Vaginal 經陰道吸收之黃體素

③注射型黃體素 (※ 不建議使用 )
④子宮腔內給藥系統 (IUD)
⑤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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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劑量 21,36,37
雌激素

低劑量

一般劑量

高劑量

17β-estradiol

0.5-1.0 mg/day

1.5-2.0 mg/day

2.0 mg/day

Conjugated ethinyl estrodiol (CEE)
Estradiol valerate

Transdermal estradiol patch

Estradiol gel

0.3-0.45 mg/
day
0.5 mg/day

25-37.5 μg/day

0.5 mg/day

0.625 mg/day
1.0 mg/day

50 μg/day

1.0 mg/day

1.25 mg/day
2.0 mg/day

75-100 μg/day

1.5 mg/day

週期性使用黃體素 14 天

使用低劑量雌激素搭配

使用中高劑量雌激素搭配

Micronized progesterone

100 mg/day

200 mg/day

Dydrogesterone

Medroxyprogesterone (MPA)

Norethisterone acetate (NETA)

5 mg/day

5 mg/day

1.25 mg/day

10 mg/day

5-10 mg/day

1.25-2.5 mg/day

連續性使用黃體素

使用低劑量雌激素搭配

使用中高劑量雌激素搭配

Micronized progesterone

100 mg/day

100 mg/day

Dydrogesterone

Medroxyprogesterone (MPA)

Norethisterone acetate (NETA)

LNG-IUD (levonorgestrel-releasing
intrauterine system, Mirena)

5 mg/day

2.5 mg/day

0.5-1.0 mg/day
20μg/day

5-10 mg/day

2.5-5 mg/day

>1.0-2.5 mg/day

20μg/day

較年長之婦女通常只需較低劑量之荷爾蒙治療

Optimal Menopause Hormone Therapy
給予天然 (Native) 劑型、採用經皮吸收給藥途徑、給予最低有效劑量。

Estradiol gel (Divigel® (1 mg) qd or Oestrogel® (1.25gm) qd + Micronized
progesterone (Utrogestan® (100 mg) hs ) or Dydrogesterone ( Duphaston® (5
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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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而 2002 年美國國家衛生院公布一項婦女健康促進計劃（Women�s

Health

Initiative，簡稱 WHI）的初步結果後，造成全世界更年期婦女產生嚴

重的疑慮。進而造成「另類療法」的風起雲湧，但其效益和安全性究竟如何？應如何

使用？仍是許多人的困惑。目前市面上的常被使用於輔助緩解更年期的營養補充品

(OTC)

多

數台灣婦女都會面臨多項的更年期不適，臨床上仍會建議使用荷爾蒙補充療

八、另類療法的臨床應用

八、另類療法的臨床應用 (OTC)

有非常多種，皆宣稱具部分療效，但大部分皆無藥物規格的臨床試驗證據。

究竟，這些天然食品與草藥有多大功效，是否真如宣稱般的神奇？使用這些產品

做為更年期的另類治療方案又應該抱持什麼態度與原則？

植物性雌激素 (phytoestrogens)

1. 大豆異黃酮 (isoﬂavones)

存在於豆類食物，是大多數民眾認為有效的植物性雌激素。北美更年期醫學會於

2000 年時也針對大豆異黃酮對於更年期的幫助發表了看法，其表示大豆異黃酮除可
降低熱潮紅 (hot ﬂush) 的次數外，對於其餘更年期症狀並無法有效的改善 40。對於大
豆異黃酮是否可幫助維持骨密度，也有眾多爭議，2012 年，由台大醫院、彰基、成
大醫院共同執行了為期 2 年的人體臨床試驗，共募集了 431 位 45-65 歲的更年期婦
女，持續使用 300 mg / daily 的 isoﬂavones 長達 2 年，與安慰劑組別相比。「無
法」有效的提升 lumbar spine ( 腰椎 ) 的 BMD ( 骨質密度 )41。
另外同樣萃取自大豆，主要成分為香豆雌酚與木酚素等，對於骨骼、神經、血管

系統有類似於雌激素的促進作用，但對於乳房及子宮則有拮抗作用。短期的人體臨床

試驗，觀察 8 周的緩解效果，結果顯示可緩解熱潮紅、情緒困擾、生殖道乾澀與性交

疼痛等，但對於骨質密度的提升同樣沒有進行評估 42。以長遠來看，還是需要更多大
型與超過 5 年以上的雙盲試驗來增加嚴謹證據。

2. 黑升麻 (Black cohosh)

黑 升 麻 的 根 部 和 根 莖 含 有 三 萜 皂 苷 類 ( 如：actein、27‒deoxyactein， 和

cimifugaside) 和生物鹼類 ( 如：金雀花鹼和 N‒ 甲基金雀花鹼 )、苯丙烷衍生物 ( 如：
阿魏酸和異阿魏酸 )，以及升麻鹼 ( 占 25‒50% 的根部組成 )。雖然黑升麻的作用機

轉尚不清楚，但其醫療效用如血管舒縮、精神，性功能症狀也有不等幅度改善被報

導。雖然有研究支持黑升麻對於更年期早期症狀具有療效 43，但長遠來看，還是需要
更多大型超過 5 年以上的雙盲試驗來增加嚴謹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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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紅花苜蓿（Red Clover）

為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特色為粉紫色花朵，近年來發現紅花苜蓿與大豆具

有類似的異黃酮物質，包括金雀異黃酮 （genistein）、黃豆苷元 （daidzein）、

芒柄花黃素（formononetin）、鷹嘴豆芽素 A（biochanin A）。一則系統性文獻

回顧及統合分析指出，紅花苜蓿或許有助降低熱潮紅頻率及改善陰道萎縮，然而對於
更年期婦女的心理狀態、性生活問題與睡眠障礙則無明顯改善幫助 44。

4. 白高顆 (Pueraria miriﬁca)

又名野葛根，是原產於泰國北部的豆科類植物，學名為 Pueraria miriﬁca

， 其 根 部 含 有 多 種 植 物 雌 激 素， 包 括 異 黃 酮（Isoﬂavones）、 脫 氧 葛 雌 素

（Deoxymiroestrol）、葛雌素（Miroestrol）等。2018 年最新的總覽文獻表示，

其分析了 8 項研究（9 篇文章），總共是 309 名更年期患者的數據。5 項研究表明，
與安慰劑組相比，食用葛根後的組別可緩解 50% 的更年期不適 ( 陰道和其他泌尿生

殖道症狀 )，然而也會出現乳房脹痛、陰道點狀出血、頭暈等不良反應，且同樣缺乏
長期性的研究數據支持 45，有鑑於安全數據不足，建議民眾如食用含野葛根成分食品

時，若發生過敏、出血、月經失調等非預期反應，應立即停用、就醫。

性荷爾蒙前驅物 (DHEA)

DHEA 全名為脫氫異雄固酮 (Dehydroepiandrosterone)，它能轉化成男性荷
爾蒙睪固酮 (Testosterone) 和女性荷爾蒙雌二醇 (Estradiol)、雌酮 (Estrone)，因
此 DHEA 的效用多被認為與這些荷爾蒙有關聯性。2006 年進行為期 2 年的安慰劑對
照隨機雙盲研究，結果發現 DHEA 對於改善老年婦女的生活品質並無幫助 46.。不過
近年來發現將 DHEA 當成陰道塞劑使用，可改善停經後的陰道乾澀，且抽血後血液
中的男女性荷爾蒙濃度均無改變，因此無全身性的刺激作用，因此對乳癌患者又有陰
道乾澀困擾的病人，DHEA 的陰道塞劑，不吝是一種選擇 47-48。DHEA 最令人關注的

議題，是它能轉化成性荷爾蒙，理論上就可能刺激與性荷爾蒙相關的器官產生癌變，
例如攝護腺癌、乳癌及卵巢癌，因此有上述癌病家族史的人，及 PSA ＞ 4ng/ml 的
人，還是建議不要補充 DHEA。

魚油（Fish Oils）／ Omega-3

魚油是現今最常見的 Omega-3 營養保健品，針對改善更年期心理憂鬱的幫助，

透過一篇三盲對照研究發現，魚油 Omega-3 搭配抗憂鬱藥物（citalopram），能

產生更顯著的降低憂鬱分數效果 （以貝克憂鬱問卷衡量／ Beck questionnaire），
但考量到樣本較小及與先前研究的不一致，有待未來更多實證確認 49。

維生素 D

維生素 D 被認定是荷爾蒙的前驅物 (Prohormone)，其活性代謝物，包括骨化

二醇和骨化三醇，皆以荷爾蒙型態，對各類細胞的基因轉錄，具有決定性的重大影

響 .。根據調查顯示，國人普遍缺乏維生素 D，而當血中骨化二醇濃度不足或缺乏，

已確定和死亡、心血管疾病、癌症、疼痛、糖尿病、代謝症候群、女性骨盆底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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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 ( 資料提供 : 高雄長庚醫院中醫部 洪裕強主任 )

根據台灣健保資料庫的研究資料顯示，中醫師最常使用治療婦女更年期的中藥

方劑以丹梔逍遙散為主，此方具有調控雌激素或是 Gamma-amino-butyric acid

菊地黃丸幫助患者身心平衡和緩解血管舒縮；憂鬱症的更年期婦女心情低落，可使用

甘麥大棗湯調控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以抗憂鬱；酸棗仁湯則有助於更

年期失眠婦女的睡眠品質。上述的中醫方劑，大多會再根據病人個別的狀況來做調整
。

51-52

方劑

組成

(OTC)

A/ benzodiazepine 受體，以及增加 TNF-α 的功能；熱潮紅者可用知柏地黃丸和杞

八、另類療法的臨床應用

(Pelvic Floor Syndrome)、失智症、憂鬱、骨質疏鬆、肌少症 ... 等風險相關。故
目前國際上建議更年期婦女除了適當的運動及曬太陽外，每天可補充維生素 D8001000 IU( 國際單位 ) 來讓血中的骨化二醇濃度維持在 30ng/mL 以上 50。

表一、更年期常用五種中醫方劑

丹梔逍遙散

當歸、茯苓、梔子、薄荷、芍藥、柴胡、甘
草、白朮、牡丹皮、煨薑

知柏地黃丸

熟地黃、山茱萸、山藥、茯苓、牡丹皮、澤
瀉、知母、黃柏

杞菊地黃丸

熟地黃、山茱萸、山藥、茯苓、牡丹皮、澤
瀉、枸杞、菊花

甘麥大棗湯

甘草、小麥、大棗

酸棗仁湯

酸棗仁、甘草、知母、茯苓、川芎

作用

增加 TNF-αlevel in depressed

climacteric patients (Ushiroyama et
al., 2004)
雌激素受體調控 (Chan et al., 2006)
Gamma-amino-butyric acid A/
benzodiazepine receptor agonist
(Yamada et al., 2007)
修飾 complex mind-body imbalance

for hot ﬂushes (Kwee et al., 2007)

緩解 Vasomotor events (Liu et al.,

2003)

藉由調控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抗憂鬱 (Huang et

al.,2017)

改善睡眠品質 (Yeh et al.,2011)

在華人的世界裡，中藥用來治療各種疾病已經數千年。然而大多數醫師對於可能

潛在的草藥 - 西藥的交互作用的風險並不清楚。台灣由於健保給付中藥，所以台灣地

區民眾同時併用中藥跟西藥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在目前的情況下，對於中藥的安全性
仍缺乏有系統的評估，不但會使中藥發展受到限制，更無法保障民眾用藥的安全。因

此，進行符合實證醫學證據的中藥安全性研究，可以讓中藥使用的安全性不再停留在
古籍的記載上，更能讓其安全性更為確立 53。

綜合上述的資料，保健食品、營養補充劑、草藥等或許可舒緩更年期綜合症的症

狀，但與藥品相比，尚都缺乏更長期的嚴謹醫學研究，期許保健食品的廠商能持續精
進，也建議患者如真的對藥品抱有疑慮或不適用，服用任何保健食品前，也務必與醫
師諮詢，才能保護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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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臨床治療建議

何彥秉 吳憲銘

依hormone therapy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據「2017 年 北 美 更 年 期 學 會 對 於 賀 爾 蒙 治 療 發 表 立 場 聲 明 」(The 2017

Menopause Society)，提供以下臨床治療建議。32
臨床治療建議證據等級

級別 I：基於良好和一致的科學證據。

級別 II：基於有限或不一致的科學證據。
級別 III：主要基於共識和專家意見。

1. 總則
●

荷爾蒙療法是治療 VMS 和 GSM 最有效的方法 , 且已被證明可以預防骨質流失及

●

對於有症狀女性不到 60 歲或停經後十年內開始使用荷爾蒙治療，其好處最有可能

●

荷爾蒙療法應個人化，將適應症、以實證為基礎的治療目標，年齡和 / 或停經相

骨折（Level I）

大於風險（Level I）

關開始或持續的時間點，女性個人健康風險、偏好，以及潛在利益和平衡荷爾蒙
與非荷爾蒙療法的風險。(Level III)

●

WHI 和其他研究中，荷爾蒙療法的風險在 ET( 雌激素療法 ) 和 EPT( 雌激素─黃

●

臨床工作者應使用適當的荷爾蒙類型、劑量、配方、給藥途徑和使用時間以達到

●

●

體素療法 ) 總體上存在差異，ET 的安全性更高。 （Level II）

治療目標，並定期重新評估女性健康狀況的變化，以及預期的益處，風險和治療
目標。(Level III)

更年期婦女諮詢荷爾蒙療法時，評估雌激素敏感性癌症，骨質流失，心臟病，中

風和靜脈血栓的風險是適當的 (Level III)

關於荷爾蒙療法的決策，應更廣泛的討論調整生活方式，以管理老化造成慢性疾

病的症狀和風險。（Level III）

2.FDA 批准之適應症
●

22

血管舒張症狀 (VMS)：荷爾蒙治療建議作為受血管舒縮症狀困擾且沒有禁忌症女

性的第一線治療（Level I）

九、臨床治療建議

●

●

●

預防骨質流失：荷爾蒙治療可作為預防停經後婦女骨質流失和骨折的主要方法，

主要針對小於 60 歲的女性或停經 10 年內的女性。針對骨質流失的藥物也是選擇；

兩種治療都有潛在益處及風險（Level I）

雌激素低下 (Hypoestrogenism)：對於性腺機能減退、卵巢早期衰退 (POI) 或過
早停經引起的雌激素低下且無禁忌症之女性，建議至少使用荷爾蒙療法直至更年
期的中位數年齡（50 歲）。 （Level II）

更年期泌尿生殖症候群 / 外陰陰道萎縮：當存在單純因停經所引起之泌尿生殖系

統症狀時，推薦低劑量陰道雌激素作為第一線藥物治療。 （Level I）

3. 荷爾蒙療法：類型，劑量，劑型和持續時間
●

類型，劑量，劑型

①荷爾蒙的類型，具體選擇，劑量和劑型應個別化，根據已知的副作用概況、藥
物安全性以及個案女性健康風險和個人偏好，與個案共同決定。 （Level III）

②子宮內膜保護
●

對於仍有子宮的女性，使用全身性雌激素時子宮內膜保護需要使用足夠劑量

●

對低劑量陰道雌激素治療，不建議使用黃體素，但如果出現陰道出血，基於

和持續時間的黃體素或合併使用 CEE 與 bazedoxifene。 （Level I）

安全性數據的極限，應對子宮內膜進行適當評估。 （Level I）

③隨著年齡增加或有代謝症候群之患者，降低劑量和 / 或改為經皮荷爾蒙可能是
合適的。（Level III）

④應避免複合式生物同質性荷爾蒙（Compounded Bioidentical HT），因考
慮其安全性，包括過量或劑量不足的可能性、缺乏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以及

缺乏供仿單標示之風險（Level I）如果要開立複合式生物同質性荷爾蒙，應討

論對安全性的疑慮，並應記錄為何開立複合式劑型的適應症而非政府批准的其
他荷爾蒙（過敏，醫療需要低於有效劑量，不同藥物製備）（Level III）

⑤雌激素的治療劑量以最低達到有效之效果為原則，另搭配低劑量之黃體素。
●

低劑量荷爾蒙治療與標準劑量荷爾蒙治療對於多數適應症而言的療效相當，

●

低劑量之黃體素對於乳房惡性腫瘤有較低的影響。若有卵巢功能早衰，則需

因此應選擇低劑量荷爾蒙治療為第一線用藥。

要較高劑量之雌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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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給藥途徑包括口服與經皮給藥兩種途徑：
●
●

目前無最佳之給藥途徑，口服與非口服途徑各有優缺點。

經皮給藥可避免經肝臟代謝，對於擁有靜脈血栓栓塞與心臟病病史之病人，
可有較低之風險。

⑦經陰道雌激素治療
●

●

當使用在外陰部或陰道時，乳膏相較於錠劑擁有更佳之便利性。目前使用最

廣泛之局部陰道治療藥物為結合型雌性素（conjugated equine estrogens-

CE）乳膏，對於萎縮性陰道炎擁有顯著的療效。

治療持續時間

①關於荷爾蒙療法持續時間的決定需要個體化，包括考量個人偏好、平衡潛在
的持續益處及風險，和決定繼續荷爾蒙治療來預防和 / 或增進生活品質目的。

（Level III）

②在患有卵巢早衰 (POI) 或早期自然或誘發停經，或 45 歲前接受手術後停經之女
性 ( 特別是 40 歲前 )，以及其他適合荷爾蒙療法的適應者，建議早期開始荷爾

蒙並繼續使用至少直到更年期的中位數年齡 （50 歲）。 這是基於醫學實證觀

察，可能可預防與因早期雌激素降低造成冠心病、骨質疏鬆症、情緒障礙、性
功能障礙、更年期泌尿生殖症候群 (GSM) 和認知功能降低，其相關風險。
（Level

II）

③關於治療持續時間的討論應該考慮到女性的健康風險，以及在 WHI 整體性世代
研究看到單獨使用 CEE 較 CEE + MPA 相比更為安全。
●

關於治療持續時間的決策應考慮到女性罹患乳癌、冠心病、靜脈血栓及中風

●

因為在 WHI 中發現了使用 CEE 的乳癌發病率降低，而在證據力較弱的開放

之風險（個人或家族）。 （Level III）

標籤丹麥骨質疏鬆症預防研究 (Danish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Study)

中使用雌二醇也看到相同結論，所以雌激素治療持續時間能更加彈性。所有
其他觀察性研究均未顯示這種降低的效果，且一些研究表明，長期使用會增
●

加風險。 （Level II）

對於雌激素 - 黃體素療法 (EPT)，關於持續時間的討論應包括有關乳癌風險

增加（罕見）可能性的資訊（絕對風險 <1 個額外病例 / 1,000 人 - 年，在

WHI 中開始使用 CEE + MPA 標準劑量 3 年後）。 這種增加的風險在分析以
前未使用荷爾蒙的族群中未見，但在過去有使用者中可見。在其他證據力較

弱、使用其他 EPT 劑型的臨床研究中，未發現乳癌隨時間增加而風險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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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II）

關於討論荷爾蒙的益處和風險，應該包括心臟病和全因死亡率，特別是小於

60 歲或在停經 10 年內開始使用的女性其風險之降低，以及停經後一段時間
或 60 歲以上才開始使用者其風險之上升，應審慎評估。（Level I）

●
●

基於對停藥後可見快速骨質流失，但不會突然增加骨折發生的認知（Level

I）。對於經過適當諮詢相關益處風險後所篩選出的女性，預防骨質流失和骨
折可能是延長治療的適應症（Level III）
停止賀爾蒙治療後的益處及風險，在決定治療持續時間時就需要考慮。

（Level II）

數據上不支持使用 Beers 準則 (Beers criteria)，即建議使用全身性荷爾蒙

九、臨床治療建議

●

的女性 65 歲以上常規性停用。繼續對 60 歲以上的女性進行全身性荷爾蒙治

療與否，應該在對醫療風險進行適當評估並就潛在利益和風險進行諮詢後且

持續監控，在個體基礎上做出決定，以提高生活質量，持續性血管舒縮症狀

●

(VMS) 或預防骨質流失和骨折。（Level III）

若經治療後無特別症狀，目前對於治療持續期間無特定之限制，但病人需在
臨床的監督下接受治療併充分了解荷爾蒙治療之潛在益處與風險。

．目前建議定期追蹤與評估，檢查包括定期乳房攝影與抹片篩檢、骨密度篩
●

檢 ( 有高危險族群 ) 、身體新陳代謝相關生化指標。

特殊族群

①早期停經：對於卵巢早衰 (POI) 或早期因手術停經且無禁忌症的女性，建議至
少使用荷爾蒙療法直至停經年齡中位數（52 歲），因為觀察性研究顯示，對骨
骼、心臟、認知、GSM、性功能和情緒等影響是益處大於風險。 （Level II）

②乳癌家族史：觀察性實證顯示，使用荷爾蒙療法不會進一步改變有乳癌家族史
之女性罹患乳癌的風險；儘管家族史本身即一項風險，在許多情況下不論接受
荷爾蒙與否都應該在諮詢時進行評估。（Level II）

③ BRCA 陽性且沒有乳癌的女性：

●

●

對於經歷過手術後停經（雙側卵巢切除術）的人，需考慮雌激素對因雌激素

●

基於有限的觀察研究，可考慮提供全身性荷爾蒙直至停經年齡中位數（50

提早喪失所引起之健康風險的益處。（Level II）

歲）。 關於長期使用的討論則應個體化。（Level II）

乳癌和子宮內膜癌存活者 - 全身性或陰道荷爾蒙治療

①惱人的血管舒張症狀 (VMS) ─考慮全身性荷爾蒙治療
●

對於子宮內膜癌和乳腺癌存活者併 VMS 症狀者，應鼓勵考慮非荷爾蒙療法，

●

對於子宮內膜癌先前接受子宮切除術治療的倖存者，且使用非荷爾蒙療法無

●

其在這個族群臨床試驗中被發現是有效的。 （Level III）

法很好地控制惱人的 VMS，應與腫瘤科醫師一起做出關於使用全身性荷爾蒙

的決定。（Level III）

對於乳癌存活者，特別是對雌激素敏感的癌症，一般不提供全身性荷爾蒙；應
在非荷爾蒙或替代方案不成功之後，經過詳細諮詢，與腫瘤科醫生合作共同決
策制定後，出於令人信服的原因做出給予全身性荷爾蒙的決定。（Level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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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惱人的更年期泌尿生殖症候群 (GSM) ─考慮低劑量局部荷爾蒙治療
●

●

●

●

用於 GSM 的低劑量陰道雌激素具有最小的全身性吸收（血中濃度在停經後

範圍以內），且基於有限的觀察性數據，顯示能維持最小 - 無子宮內膜癌或
乳腺癌復發的風險。（Level II）

對於已經完成成功治療的早期子宮內膜癌患者，包括子宮切除術，如果非荷

爾蒙的選擇不成功，可考慮使用低劑量陰道雌激素緩解 GSM，基於有限的短

期安全性試驗。（Level II）

對於乳癌存活者而言，關於低劑量陰道雌激素的決定應該讓病人的腫瘤科醫
生加入，特別是對於使用 AIs (aromatase inhibitors) 來降低總體雌二醇水
平的女性。（Level III）

結論：

①荷爾蒙療法是對於血管舒張症狀和停經泌尿生殖症候群最有效的治療方法，且
已被證實可以預防骨質流失和骨折。

②荷爾蒙療法的風險因人而異，取決於類型，劑量，使用持續時間，給藥途徑，
起始時間以及是否需給予黃體素。應使用現有的最佳證據對治療進行個體化，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並降低風險，並定期重新評估持續荷爾蒙的益處和風險。

③對於小於 60 歲或在停經 10 年內且沒有禁忌症的女性，荷爾蒙治療惱人的 VMS
及骨質流失或骨折風險增加的患者，其受益風險比似乎較有利。 根據 WHI 隨機
對照試驗，較長期的使用雌激素可能比雌激素 - 黃體素更有利。

④對於停經開始超過 10 年以上，或 60 歲以上開始使用荷爾蒙的女性，由於冠心

病、中風、血栓和失智的絕對風險更大，因此利益風險比似乎不如年輕女性有
利。

⑤對於因非處方藥或其他療法而無法緩解的更年期泌尿生殖症候群 (GSM)，建議
使用低劑量陰道雌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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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Ediol F.C.

口服

Premarin

口服

Estrade

單方雌激素

途徑

Progynova
Divigel gel

Oestrogel gel

Ovestin
(estriol)

口服

口服
皮膚
皮膚
陰道

成分

micronized Estradiol 1 mg/tab
estradiol valerate 2 mg/tab

conjugated equine estrogen 0.3 mg/0.625 mg/tab
estradiol valerate 1.0 mg/2.0 mg/tab
estradiol 1 mg/g/sachet

17β estradiol 1.5 mg/2.5 g gel daily; 30 g per tube

vaginal suppositories 0.5 mg/supp ; cream 1 mg/g;
15 g per tube
conjugated equine estrogen 0.625 mg in 1 gm; 14
g per tube

Premarin
vaginal cream

陰道

單方黃體素

Provera

口服

單方黃體素

Duphaston

口服

Norethisterone
acetate

口服

norethisterone acetate, 5 mg/tab

避孕器

levonorgestrel , 20μg/day

單方黃體素
單方黃體素
單方黃體素

複方（雌激
素 + 黃體
素）

Utrogestan

LNG-IUD

Climen 28 pc

Covina tab 28
pc

口服

口服

十、台灣市場供應可用荷爾蒙製劑

十、台灣市場供應可用荷爾蒙製劑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5 mg/tab or 10 mg/
tab
dydrogesterone, 5 mg/tab or 10 mg/tab
micronized progesterone, 100 mg/day

16 pills estradiol valerate 2.0 mg

12 pills estradiol valerate 2.0 mg + cyproterone
acetate 1.0 mg

口服

Estradiol 2.0 mg + Norethisterone Acetate 1.0 mg

Divina tab 21pc

口服

11 白色錠劑：estradiol valerate 2.0 mg/tab

Femoston
Conti 28 pc

口服

10 藍色錠劑：每錠含 estradiol Valerate 2.0 mg;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10 mg
1.0 mg 17ß -estradiol/5.0 mg dydrogeste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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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Havina 28 pc

口服

Premelle 2.5
Lite 28pc

口服

Livial 28 pc

複方（雌激
素 + 黃體
素）

途徑

Premelle 5.0
28pc
Sevina tab
28pc

口服

成分

estradiol 1.0 mg + norethisterone acetate 0.5 mg
Tibolone 2.5 mg/tab

conjugated equine estrogen 0.3 mg +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1.5 mg

口服

conjugated equine estrogen 0.625 mg +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2.5 mg

口服

12 錠藍色錠劑，每錠含 Estradiol 2 mg
10 錠白色錠劑，每錠含 Estradiol 2 mg,
Norethisterone Acetate 1 mg
6 錠橘色錠劑，每錠含 Estradiol 1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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