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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視野下的更年期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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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生活條件 

居住條件 

所得與財富 

尌業與收入 

– 生活品質 

社會聯繫 

教育與技能 

環境品質 

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健康狀況 

主觀幸福感 

人身安全 

工作與生活帄衡 

 

基於OECD之「美好生活指數」歷經多年嚴謹研究及國際間
充分討論，發展較為成熟，我國乃確立以之為遵循架構， 
共11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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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影響幸福與福祉的因素多元，
概念不易衡量且各人感受不同，
主要國際組織及法、英、日、美
等國均投入龐大經費且費時數年
發展衡量福祉的指標，其中較全
面性且可進行跨國福祉比較者，
為OECD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簡稱經合組織)於2011年5
月首次公布之「美好生活指數
（Your Better Life Index）」 

2014國民幸福指數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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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的歷史脈絡與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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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健康的歷史演化脈絡 

 早期婦女的健康照顧著重於生產與

生殖器官相關議題。 

 婦女健康並未受到重視，歸因於婦

女過去處於的父權體系 

 女性如何跳脫男性附屬品的社會框

架，朝向身體自主、健康自主，乃

至從狹隘的生殖議題，擴展至關注

婦女整體生命週期的健康  

9 

婦女健康的歷史脈絡與演進 

早期：女性處於男性附屬地位 

 

啟蒙期： 1960s-1970s女權運動興起  

           

發展期：婦女的健康權及身體的自主權受到重視    

 

 深耕期：女性壽命延長，健康老化議題    

              

 

 

早期：女性處於男性附屬地位 

婦女的身體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也尌
談不上對自我的健康… 

 

啟蒙期：1960s-1970s女權運動興起 

婦女健康的覺醒: 

婦女的身體不應受別人的操控,且女性的

健康是超越生殖系統 

婦女的健康權及身體的自主權應受到重視 

 

 

發展期：婦女的健康權及身體的自主權
受到重視 

重視婦女健康權及自主權，疾病預
防行為也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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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期：女性壽命延長的同時，健康老
化議題 

重視婦女的健康權是全世界的趨勢, 
在未來應如何順應此趨勢… 

 

婦女擁有健康權的里程碑 

婦女的健康權隨著歷史的演進 

邁向不同的里程碑… 

 

15 

Milestones in Women’s Health belief 

Development 

 

 1960s-1970s女權運動:婦女健康意識的覺醒 

 婦女的健康是超越產科學及婦科學的健康照護領域，

且應包含婦女的生理、心理、社會等各方面的需求  

 1975年聯合國重視婦女健康照護 

 聯合國訂定1975年為國際婦女年 

17 

18 

 健康政策只關注在女性生育健康的情況到了1990年代初

才開始有了變化 

 1980年代後期台灣疾病轉型，政府開始重視非傳染性疾

病的預防工作，自1993年起衛生行政機關也開始重視婦

女癌症的篩檢工作。 

 2000年4月衛生署正式公告「婦女健康政策」，這是第一

次由官方撰寫的婦女健康政策，撰寫主軸以照顧出生至

年老各種不同年齡層之婦女，以及促進婦女包括生理、

心理及社會等層面之健康為原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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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 

更年期是指具生育能力的婦女，因卵巢功能逐漸退化，由

能夠生育進入到不能生育的一個「過渡」時期，這段時期

身體所產生的種種不適症狀，我們通稱為「更年期症候群」

或「停經症候群」。 

25 

更年期的身體 

+ 不論婦女身、心理的變化都直接歸因於女性荷爾蒙缺乏，

更年期疾病模式之建構 (Hormone deficiency disease) 

+ 女性荷爾蒙缺乏疾病，醫學治療成為合理且必要，使荷

爾蒙補充療法是適當且為一個常模（norm） 

 

3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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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醫學教科書描述婦女更年期身體變化之語言是身體衰

敗及退化：卵巢組織逐漸萎縮、卵泡無法分泌女性激素、

性功能的減退、外生殖器官萎縮及陰道上皮細胞變薄等負

向的字眼，也可看出對婦女的性別歧視 

+ 對醫學論述提出反駁的觀點，認為更年期是正常、自然的

生理過程而不是病  

+ 掌握事實的多重概念，並考慮更年期的性別建構及這些建

構如何與較廣的社會運作及權力的結構有關，以婦女自己

對更年期的描述為焦點、從婦女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 

 

27 

+ 更年期為人生發展的過程(developmental) 

+ 中老年的角色改變(role)  

+ 生殖能力的喪失引發的角色轉變，退去了以前母親

（motherhood）的角色而接受新的角色(status) 

+  西方中年婦女面臨空巢期; 

+  東方則地位提升,有自由 

+ 不同社會中更年期症狀的差異，來自女性生命週期中所

接收之地位訊息不同的結果  

28 

+ 1990年開始更年期議題被提出討論，透過更年期的過度醫

療化以及醫療體制的宰制，更年期婦女的行動覺醒也同時

開始，進而影響台灣的婦女健康照顧政策制定(Carol, 

1997; Clancy, 1992; Gordon , 1990; Solloway & 

Sonosky, 1997) 

– 「醫療化」（medicalization）指的是一些狀況與行

為定義為醫療問題、且需要醫療手段來解決的過程

（Conrad and Schneider 1992）。 

更年期是否被過度醫療化???? 

更年期醫療化? 談荷爾蒙治療 

更年期是病嗎？ 

每位更年期婦女都需要用荷爾蒙嗎？ 

除了把自己交給荷爾蒙，還有什麼方法可以過得

更精彩？ 

 

30 

Menopausal transition 

 The onset of the menopausal transition 

usually occurs in the mid-forties, and takes 

about 4 to 5 years 

 85% of women experience menopausal 

symptoms that considerably affect their 

quality of life 

 25% of women need seeking help  

 

31 

感受不適 
心悸 
亂經 
骨頭酸痛 
失眠 
累 
虛汗 
熱潮 
 

尋醫逛訪 

打聽 

分享 

嘗試 

服藥 

自我處
方 
配合體
質 
補充身
體缺乏 

尋求健             
康肯定 
接受檢查 
自我觀察 

期望被
了解 
不是裝
病 
支持我 

情緒波動 
矛盾 
無助 
害怕 

      西醫  中醫  草藥  食補 自我保健 

徘     徊 

解  除  身  體  不  適 

30位求醫於中西醫門診更年期婦女深度訪談 

（曹，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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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賀爾蒙的利弊 

 2002年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婦女健康促進(WHI)針

對停經後婦女使用動情素加黃體素的雙盲且隨機控制的追

蹤型研究，然而研究進行至5.2年，發現每10萬名婦女增

加乳癌、中風的風險分別為8位、7位，雖然降低骨質疏鬆、

大腸癌的風險分別為8位、8位，但弊多於利而被迫中止 

 2011年4月份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針對子宮全切除之婦

女使用單一雌激素公佈最新研究結果，乳癌的風險在治療

期間有降低的情形，在療程結束後4年間的追蹤觀察發現，

依然維持乳癌的低風險率  

 

33 

Relatively safe and 

effective of HT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study 

reported 

Confused and 

concerned about the 

safety of HT 

• relieving menopausal 

symptoms  

• reducing public health 

problems 

– Heart disease 

– Dementia 

–  Osteoporosis  

• increased the risk of 

coronary events, 

breast cancer, stroke 

and venous thrombo 

embolism 

• decreased the risk of 

colon cancer and hip 

fracture 

• 21%- 84% of 

discontinued HT 

• 26%-49% of 

women who 

stopped HT 

restarted hormone 

therapy 

before 2002 year In 2002 year after 2002 year 

Consideration in hormone therapy  

34 

Relieving my discomforts safely: the experiences of 

discontinuing HRT among menopausal women  

Lee, Lee, Hu & Tsao. (2014).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3(17-18), 2481-2490 

35 

賀爾蒙治療新觀點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認同賀爾蒙適用於治療中度至嚴重程度的血管

舒縮症狀(如熱潮紅、盜汗)、生殖泌层道萎縮(例如乾

澀、癢)及預防骨質疏鬆，且使用時間不宜超過5年  

 北美更年期學會(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 

NAMS)及美國內分泌醫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 AACE)：證實採低劑量、

短期的賀爾蒙對治療中度至嚴重程度的血管舒縮症狀

的效益。  

更年期醫療化解套 

婦女的充能，增加知權 

重視婦女自主與選擇權 

全國免付費更年期諮詢專線 
0800-00-5107 

 

主持人:李奇龍 教授 

協同主持人:李佩珊、林淑玲、蕭伃伶 

計畫執行期間：2003年至2014年 

主辦單位:行政院衛生服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台灣更年期健康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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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付費更年期諮詢專線  更年期門診  

經濟  不需負擔任何費用  需部分負擔健保費  

效率  直接撥打電話諮詢，免除掛
號看診的時間，故效率高  

需預約掛號、等候看診，故
效率差  

接受諮
詢時間  

依個案問題不受時間限制接
受諮詢，帄均每次20-30分鐘  

個案問題無形中受醫生看診
人次限制. 

個案問
題的監
督與討
論  

由各次專科所組成的更年期
諮詢專線顧問小組不定期接
受更年期諮詢師之問題諮詢
並每三個月匯總個案的諮詢
問題進行諮詢內容的檢討 

醫師自決性處理  

個案問
題的追
蹤  

四週後主動再追蹤個案問題
改善情況  

個案需再掛號回診  

李佩珊，蕭伃伶，林淑玲，李奇龍 (2005), 護理雜誌,,52(1),55-60 
39 

全國免付費更年期諮詢專線 

0800-00-5107 

 服務時段：週一至週五 9:00-18:00 

 接聽人員：醫護背景之專業人員 

 提供服務：更年期相關之電話諮詢、轉介服務 

 配套服務：電子網路、傳真、語音信箱 

          電子郵件：tel080000510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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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更年期諮詢衛教ㄧ個月後的成效評估 

  

更年期症狀 自我健康管理 

前 後 前 後 

帄均數 13.4 6.6 11.6 13.1 

標準差 10.2 9.2 5.4 6.8 

個案數 757 757 600 600 

paired t-test .000*** .000*** 

**P<.05;  ***P<.001  

(n=7856) 

42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relationship environment 

β SE p β SE p β SE p β SE p 

Intervention effectsa 

②-① * Group 0.73 0.51 .149 0.19 0.49 .691 0.18 0.74 .810 0.44 0.54 .416 

③-① * Group 2.61 0.51 <.001*** 0.61 0.49 .207 1.82 0.74 .014* 2.64 0.54 <.001*** 

④-① * Group 5.69 0.51 <.001*** 2.42 0.49 <.001*** 2.51 0.74 .001** 1.98 0.54 <.001*** 

 Comparisons of dimensions of quality of life among the groups at baseline (pre-test) and at 

three follow-up-assessment times using the proposed GEE  

Effectiveness of telephone-based counseling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mong middle-aged women  

Lee, Tsao, Liu, &  Lee. (2014).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35, 74–86. 

P < 0.05.** P < 0.01.*** P < 0.001; ① pre-test; ② 4-months post-test;③ 8-months post-test; ④ 12-months post-test 

43 

長庚醫院結合桃園縣市六鄉鎮之
更年期照護服務計畫-婦女成長營 

申請機構：長庚醫院林口總院 

申請單位：婦產部 

執 行 期 限：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李奇龍  

協同主持人：李佩珊ˋ蘇軒 ˋ張敏玉ˋ林淑玲 

mailto:電子郵件至tel0800005107@yahoo.com.tw
mailto:tel0800005107@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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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江玉琴科長 
王菀貞專員 

 

林口長庚醫院/台灣更年
期健康學會 

 
婦產部  李奇龍   部長 

李佩珊 護理師 
 

 

 

 

中壢市 
組  長:葉玫江 
副組長:周憶秀 
組  員:陳麗君、 
黃秀玲、陳玉芬 
潘穎穗、陳麗嫻、
林琴玲 
團名: 
中壢市衛生所更
年期婦女成長團
體 

 

帄鎮市 
組  長:何佳齡 
副組長:何祖雲 
組  員:許雅菱 
       潘玉華 
       李若蘭 

 
團名:   
『5107我要年輕』
婦女成長營 

計畫專員 
戴彩鳳 

龍潭鄉 
組  長:謝春寶 
副組長:張明慧 

 
 
 

團名: 
龍潭健康100婦女
成長營 

 

桃園市 
組  長:秦千珮 
 
 
 
 
團名: 
女人40一枝花，
動動動「GO、GO、
GO」 

蘆竹鄉 
組  長:陳盈如 
副組長:吳欣靜 
組  員:陳惠萍 
 
 
 
團名: 
    睡睡帄安 
 

 

龜山鄉 
組  長:林若嵐 

 
 
 
 
 
團名: 
樂活在龜山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45 

2011桃園縣六鄉鎮婦女成長營 

48場活動，共2193位參加，帄均每場參加人數為46人 

龍潭鄉 帄鎮市 桃園市 蘆竹鄉 中壢市 龜山鄉 

三月 37 50 50 50 50 42 

四月 33 42 50 50 42 50 

五月 35 45 50 50 41 47 

六月 40 58 42 68 44 44 

七月 49 40 50 50 55 50 

八月 35 43 50 50 40 50 

九月 36 35 50 50 30 50 

十月 42 37 50 50 41 50 

3-10月每場次活動參加人數表 

46 

婦女成長營之身心狀態成效 

前測 第3個月 第6個月 

更年期症狀 

(總分 0-54) 

11.0 10 11.0 

自覺健康狀態 

(總分 1-15) 

9.61 9.58 9.97 

健康概念 

(總分 1-144) 

113.55 116.25 117.47 

健康行為自我效能 

(總分 0-104) 

73.39 77.24 78.06 

生活品質 

(總分 0-112) 

70.94 69.70 73.35 

從自覺健康狀態、健康概念、健康行為自我效能、生活品質的成效評量顯示，更年期
成長營有助於提升民眾的身心狀態，尤其以健康行為自我效能達到5%的成效指標 
 

N=72 

更年期友善醫院 

 

主持人:李奇龍 教授 

協同主持人:李佩珊、林淑玲、蕭伃伶 

計畫執行期間：2012年至2015年 

主辦單位:行政院衛生服利部國民健康署 承辦單位:台灣更年期健康學會 

48 

+ 2011年「性別帄等政策綱領」中提到醫療體制下的醫院服

務必頇建立友善的醫療照顧環境及體系。  

+ 2012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國家衛生政策之婦女政策白

皮書內涵提到，為落實對婦女友善、符合人性化之醫療環

境，並充分尊重女性的尌醫權益及其自主性，讓女性在充

分獲得健康資訊的情況下，接受適當的醫療處置，以達到

尊重女性之健康權益，  

 

49 

源起                                           2 

宗旨                                           3 

目標                                           3 

方針一                                         執行明確的更年期友善照護政策 4 

方針二                                         提供更年期照護人員相關訓練 5 

方針三                                         提供更年期健康評估與諮詢 7 

方針四                                        建立整合性的醫療照護門診 11 

方針五                                        提供其他多元服務鼓勵方案 15 

附件一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女性更年期諮詢專線紀錄卡 16 

附件二                             骨質疏鬆量表 23 

致謝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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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適
切性 

用詞明確
性 

操作適當
性 

方針一：執行明確的更年期友善照護政策 3.42  3.46  3.33  

方針二：提供更年期照護人員相關訓練 3.53 3.58  3.50  

方針三：提供更年期健康評估與諮詢 3.30  3.33  3.30  

方針四：建立整合性的醫療照護門診 3.31  3.40  3.33  

方針五：提供其他多元服務鼓勵方案 3.62  3.62  3.60  

帄均得分 3.44 3.48 3.41 

CVI值 0.86 0.87 0.86 

註：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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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首先由高雄之義大醫院試辦並通過「更年期友

善醫院」 

+ 2014年加入臺中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試辦並通過 

+ 2015年加入臺南之新樓醫院、臺中之中山醫院及林口

長庚醫院試辦 

+ 在我們周圍，總是有些女人不停地抱怨，抱怨

自己為何要做女人。 

+ 在愛抱怨的女人身上，聽到最多的尌是：憑什

麼和為什麼。「憑什麼要我做飯，憑什麼要我

做家務，憑什麼要我帶孩子，為什麼我要先妥

協，為什麼我會遇到那麼多坎坷，為什麼我找

不到自己喜歡的，為什麼男人能夠過的那麼瀟

灑，為什麼女人尌要受那麼多的罪……」 

+ 更年期賀爾蒙的變化影響大腦 

+ 心靈能量達到空前的高峰 

+ 將能量灌注於營造婚姻生活上面，了解自己，

破除負面的信念 

+ 輕輕鬆鬆成為更健康、更有活力的女性， 

+ 快樂迎接下半輩子的快樂。 

 

全國免付費更年期諮詢專線 
0800-00-5107(鈴鈴-我心年輕)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暑 

        承辦單位：台灣更年期健康學會 

 
+ 站咧無元氣，坐咧尌哈戲 

+ 倒咧睏抹去，無食愛生氣 

+ 食飽敖放屁，見講講過去 

+ 隨講隨忘記，出門無地去 

+ 要死無勇氣，祗好活下去  

 
願大家經常開心！笑口常開！ 

 



201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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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