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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婦女更年期?

- 卵巢功能逐漸衰退，卵泡不再發育成熟及排卵，生殖器官
亦萎縮衰退。

- 更年期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漸進的過程，一般由45歲左
右開始向更年期過渡，直至絕經，正式踏入更年期，然後
漸漸步入老年期(一般為60歲後)。

- 在絕經前後月經常會有紊亂的情況，不按週期，經血量或
多或少，然後逐漸終止不來。

- 因此若以絕經作為標誌，以界定女性在此期間的生理過程，
則有所謂圍絕經期(絕經前期)、絕經期和絕經後期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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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雌激素減少產生的影響

- 更年期前卵巢釋放雌激素，促進陰道內層鱗狀上皮細胞的
肝糖原合成，供應陰道原有的乳酸桿菌營養及能量，維持
正常的酸鹼度(偏酸性，PH 3.5 ~ 4.5)，防止細菌及其他病
原體的感染(如大腸桿菌、鏈球菌、葡萄球菌、變形桿菌及
病毒、衣原體、螺旋體等)。

- 並能促進陰道內層鱗狀細胞的上皮厚度、血液供應、維持
- 水份、防止彈性蛋白斷裂、膠原蛋白變性及硬化等，維持正
常性功能。

- 雌激素減少會大大改變上述情況，並會導致下列疾病的發病
率增高：

全身性系統性疾病如心腦血管病、高血壓、骨質疏鬆、糖尿
病、肝、腎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其他代謝性疾病。

4



何謂更年期綜合徴?

- 指婦女在圍絕經期，即絕經前期、絕經期及絕經期後，因

雌激素水平減低引起的內分泌失調、生殖系統的組織結構

改變、免疫功能紊亂、代謝障礙、交感及副交感神經失調

的臨床表現，稱為更年期綜合徵或症候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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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綜合徴的臨床表現

- 月經改變：月經紊亂，可突然停止，經量過少或過多、週期
不規則或延長。從末次月經開始停經1年便正式踏入絕經期。

- 心腦血管症狀：

(1) 潮熱、出汗：是多數婦女出現的症狀。身體出現潮熱時，
一般由頭、頸、胸開始，可以延伸至軀幹、四肢，多
會伴隨出汗，但出汗後血管收縮，又會畏寒。有些人在
夜間睡覺時出現潮熱，醒時大汗淋漓，衣被盡濕，有時
一晚不止一次，影響睡眠，煩躁不安。

(2) 眩暈耳鳴：時覺虛浮不定，體位改變時明顯，並可能會
出現耳鳴。

(3)血壓升高及不穩定：主要是收縮壓升高，因為主動脈硬
化所致，亦可伴隨陣發性眩暈、頭痛、心悸、心動過速
或過緩，及各類心律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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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綜合徴的臨床表現

- 關節和肌肉疼痛，因為自身免疫功能調節紊亂所致。

- 骨質密度減低：特別是缺少運動、少曬太陽或少食奶類、
豆類製品或其他原因以致鈣質不足及Vit D3不足的婦女，
容易發生。

- 容易發生尿道炎及陰道炎：因生殖系統正常的偏酸性狀態
改變，並可能有尿頻、尿急、尿痛或尿失禁的症狀。

- 代謝綜合徵：糖尿病、高血脂、各系統感染性疾病、慢性
肝腎疾病、肥胖、水腫、腫瘤發生率增高。

- 心理精神症狀：煩躁易怒、易疲勞、易激動、多疑焦慮，
甚至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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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緩乳癌康復者出現更年期

綜合徴症狀的中醫調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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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稱更年期為「絕經前後諸症」。

- 《黃帝內經》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

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

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

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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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病因病機

- 主要是婦女在絕經前後，腎氣漸衰，衝任二脈虛衰，天癸

漸竭，這些變化相當於現代醫學所指的荷爾蒙失調，並影

響月經的正常生理狀態，紊亂，將斷欲斷而至停經，生殖

能力也逐漸消失，從中醫角度理解，這些變化以腎虛為主。

- 如果平素體質腎陰陽偏盛或偏虛，再加上情緒鬱結、家庭

和社會壓力、疾病、勞逸失度等因素影響下，令腎陰陽失

調的情況加劇。

- 一般而言，大多數婦女偏於腎陰虛，亦有部份偏於腎陽虛，

甚或陰陽兩虛，如要順利過度，便要顧護腎氣或補腎。

- 此外，由於肝腎同源，腎虛可導致肝腎陰虛，瘀血積滯，

並可影響心、脾，從而引發一系列的病理變化，出現諸多

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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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和調理

- 由於本病以腎虛為主，因此臨床辨證一般以此為基礎，分

為腎陰虛、腎陽虛及陰陽兩虛等證型，然後對證施治。

- 治療的主要原則是調理和平衡腎陰陽；關鍵在於滋補肝腎，

填精益髓，以期達致整體陰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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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論治

視個體差異及生活環境影響

- 腎虛為本：

腎陰陽失調

- 其標在心、肝、脾：

心肝火旺

痰瘀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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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陰虛型

主症：月經紊亂、烘熱汗出、頭暈耳鳴、腰膝酸軟、

口乾煩熱、大便乾結、皮膚乾燥痕癢等。

治法：滋腎養陰、佐以潛陽。

方藥：左歸飲：熟地、山藥、山茱萸、枸杞子、炙甘草、

茯苓等。

取穴：腎俞、三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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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俞穴 (足太陽膀胱經)

定位：在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旁開寸半。

主治：腰痛、月經不調、帶下、不孕、水腫、尿頻、耳鳴、

耳聾、尿失禁。

14



三陰交穴 (足太陰脾經)

定位：在小腿內側，足內踝尖直上三寸，脛骨內側緣後方。

主治：腹脹、腸鳴、洩瀉、便秘、消化不良、月經不調、

遺尿、尿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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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陽虛型

主症：月經紊亂、精神萎靡、形寒肢冷、腰背酸冷、

腹脹納呆、便溏尿頻等。

治法：補腎壯陽、填精益髓。

方藥：右歸飲：熟地、山藥、山茱萸、枸杞子、炙甘草、

杜仲、肉桂等。

取穴：命門、關元。

16



命門穴 (督脈)

定位：在腰部，後正中線上，第二腰椎棘突下凹陷中。

主治：脊強、腰痛、陽痿、遺精、洩瀉、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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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元穴 (任脈)

定位：仰臥位，在下腹部，前正中線上，臍下三寸。

主治：遺尿、遺精、小便頻數、疝氣、月經不調、帶下、

不孕、產後惡露不絕、盆腔炎、蛔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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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鬱化火型

主症：月經紊亂、頭暈頭痛、煩躁易怒、烘熱汗出、

脅脹口苦、陰道乾澀等。

治法：舒肝解鬱清熱。

方藥：丹梔逍遙散：丹皮、梔子、柴胡、白芍、當歸、

茯苓、白朮、炙甘草等。

取穴：太衝、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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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衝穴(足厥陰肝經)

定位：足背，第一、二跖骨結合部之前凹陷中。

主治：月經不調，功能性子宮出血，子宮收縮不全，遺尿，

癃閉，淋病，陰縮，泌尿系統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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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門穴 (足厥陰肝經)

定位：在胸部，乳頭直下，第六肋間，前正中線旁開四寸。

主治：胸膜炎、肋間神經痛、肝炎、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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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夾瘀型

主症：絕經前後情志過激、崩中漏下、色黯夾血塊、

腰脅少腹疼痛、痛有定處等。

治法：補腎行氣、化瘀止痛。

方藥：二仙湯、二至丸合失笑散：仙茅、仙靈脾、當歸、

知母、巴戟、女貞子、旱蓮草、五靈脂、蒲黃等。

取穴：太衝、血海。

22



太衝穴(足厥陰肝經)

定位：足背，第一、二跖骨結合部之前凹陷中。

主治：月經不調，功能性子宮出血，子宮收縮不全，遺尿，

癃閉，淋病，陰縮，泌尿系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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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海穴 (足太陰脾經)

定位：正坐屈膝，在大腿內側，髕底內側端上二寸。

主治：月經不調、痛經、貧血、崩漏、皮膚搔癢、下肢內側

及膝關節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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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療法

-宜柔潤清淡

-易消化為主

-控制總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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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施食

(一)腎陰虛型

1. 杞子百合粥：杞子、百合

各30克，大米適量。

2. 鱉甲炖鴿：鱉甲30克、乳

鴿一只。

合適食物：甲魚、海蜇、燕

窩、鴨、銀耳、梨、杮、

烏梅、羅漢果、甜杏仁等。

梨



辨證施食

(二)腎陽虛型

1. 羊肉炖栗子：羊肉60

克、栗子30克、杞子

15克。

2. 益智仁粥：益智仁10

克、糯米50克。

合適食物：牛肉、羊肉、

雞、蝦、荔枝、龍眼、大

棗、榴槤、紅棗、韭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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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施食

(三)肝鬱化火型

1. 三花茶：玫瑰花、杭菊

花、茉莉花、綠茶各3克。

2. 海哲清湯：海哲120克。

合適食物：玫瑰花、橘皮、

素馨花、山楂、桃、橘、

橙、蘿蔔、荸薺、芹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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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施食

(四)腎虛夾瘀型

1. 川斷蛇肉湯：川斷12克、

川芎3克、雞血藤30克、

蛇肉200克。

2. 黑木耳蒸烏雞：黑木耳

20克、烏雞250克。

合適食物：黑木耳、山楂、
慈菇、黑大豆、桃、蓮藕、
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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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調護

重視預防

心理調節

飲食調理

勞逸結合

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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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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