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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監事長
王家瑋醫師
在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的委託下，

適；在論文學術交流園地中，我們會

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自 2003 年起成立

針對最新發表的醫學期刊，選擇 1 至 2

更年期諮詢專線”0800-00-5107”，

篇可能與實際臨床應用上，或與大眾

並持續舉辦偏遠地區民眾講座及培訓

較為關心之切身議題有關之論文作摘

更年期諮詢師與志工，希望能提供更

要詳述。我們這次選讀的是一篇探討

年期婦女快速而正確的醫療知識，並

更年期荷爾蒙療法使用數年後，馬上

提供心靈輔導、社會資源等資訊，使

完全停藥，與漸進式減藥至完全停

更多的更年期婦女能得到適當的保健

用，是否對後續更年期症狀的復發或

訊息與幫助。

身體的變化有所影響。這方面可說是

更年期保健諮詢專線充電報則是

不論醫師或用藥者都經常會思考的問

另一項在國民健康局指導之下發行的

題，相當實用；當然，我們的心靈補

刊物，也因此，除了面對面的活動與

給站也將會介紹一些好書與文化交流

電話諮詢之外，我們有了另一個重要

的訊息，給大家知道，並鼓勵大家參

的平台，來補足場地與員額的限制，

加正當的休閒文化活動。

也使我們更年期協會對社會大眾的服

本期充電報的內容可說是包羅萬

務與責任更為全面。而且這個充電報

象，涵蓋了更年期婦女各個層面的需

的內容，亦歡迎各位有需要的人在網

求，雖然編輯群們都很用心要努力辦

路上隨時觀看與下載，也如此，才能

好它，但在這個草創時期，或許還有

達到無遠弗屆的地步。

許多是需要我們再加強、再努力的，

這一期的內容中，我們主要分成

也或許有很多細節或方向是我們該注

五大主軸，內容可以說是多采多姿，

意而未注意到的，希望各位儘量給我

涵蓋了更年期保健新知，及人際互動

們一些批評與指教。

等身體與心理健康方面的防治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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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更年期諮詢師培訓研習會★
地點：高雄義大醫院

更年期保健新知
停 藥 - to be or no t to b e
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監事長
王家瑋醫師
在臨床上，經常會遇到病人問我

停藥呢？相信這也是服用荷爾蒙療法

們醫師，當更年期荷爾蒙療法已經使

的病人所常思考的，但至今卻沒有明

用一段時間後，要如何停藥？是一下

確的規範可遵循。這個問題，在 2006

子全部停藥呢？還是慢慢減量到完全

年北美更年期學會所發行的更年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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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Menopause 2006；13(6)：370-376）

也告訴我們，不管用什麼方式停藥，

中，也許可以給我們一個初步的答案。

對於後續更年期症狀的復發、心理方

這篇文章是針對已使用荷爾蒙治

面的調適、性機能的失調，以及相關

療 3 年以上的病人所作的前膽性研

的種種不適症狀，短期雖然有部分差

究，總共有 91 個人，隨機式地分為 2

異，但長期而言慢慢減量至停藥也並

組。第一組是突然完全停用荷爾蒙，

不會有預防或減輕這些不適症狀的效

而另一組是漸進式地慢慢停用藥物。

果。但慢慢停藥可延後這些不適症狀

這 2 組病人其年紀、體重、荷爾蒙時

出現的時程。另外，我個人認為慢慢

間治療，使用藥物的種類，以及為何

停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當我們在慢

要停用藥物的原因都類似。結果在停

慢調整或減低這些藥物的劑量時，也

藥後的評估上，更年期不適症狀，尤

許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到對於這個病

其是心悸、盜汗、熱潮紅等症狀的復

人治療更年期症狀的的最低有效劑量

發率，在前 3 個月以第一組較為嚴重，

（minimal effective dose）。當病人

但是到第 6 個月卻變成第 2 組較嚴

萬一日後再度發生更年期症候群，需

重，這種情形一直到了第 9 個月之後，

要再度服藥的時候，只要以這個最低

這 2 組之間，病人的情況都差不多類

有效劑量治療即可，如此可大大減少

似了，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另外，

荷爾蒙用藥的劑量。畢竟以最低劑量

不同的停藥方式對於體重的增加、陰

治療更年期不適症狀，還是近年來荷

道的不正常出血，與陰道萎縮的比

爾蒙療法的主流，也符合現在更年期

例，在 2 組之間也沒有差異存在。

荷爾蒙治療的世界趨勢。

這個臨床試驗報告雖然簡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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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保健新知
更年期 婦女健康護照 之使用成效研 究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護理系所教授兼研究發展處 曹麗英處長
長庚技術學院 安奇臨床實習教師

根據研究調查353位我國更年期婦
女的更年期知識情況，發現更年期婦女
對於「更年期自我照顧」
、
「更年期之定
義」
、
「賀爾蒙治療」及「更年期身體改
變」之相關知識的答對分數僅有46.31
分（滿分為100分）
。而其中少於20％的
婦女能正確回答有關更年期症狀的自
我處理。甚至僅有1.4％婦女知道服用
賀爾蒙需要醫師處方及後續的健康追
蹤。而受訪者之婦女亦建議更年期之健
康衛教能像產前門診之「媽媽手冊」一
樣，明確且讓婦女能自我掌握監測自己
之健康，則是較理想之保健照護制度。
因此，研發更年期健康護照，以簡易字
句及圖片，教導婦女自我照顧。期使更
年期婦女能「充電」自我的身體健康管

藉由護照的指引，能明白自我的健康
進而自我調整其生活方式，使自己能
做到以下三大習題：
（一）能自我處理
更年期症狀困擾（二）預防隨著年齡
增加的骨質疏鬆（三）預防年老可能
的心臟血管疾病之發生。本健康護照
的更年期健康護照內容包括五大部
分：
（一）就醫紀錄（二）我的健康評
估（三）更年期常見症狀處理（四）
服用荷爾蒙須的注意事項（五）更年
期照護社會之相關資源。此更年期健
康護照使用之範圍很廣泛，舉凡是所
有更年期婦女均可學習使用，第一次
使用時之更年期婦女個案，須有專人
指導其自我的健康評估，並針對自我
健康狀況自己學習做紀錄。
於 2005-2006 年更年期婦女健康

理，作自己的健康主宰者。
更年期健康護照目的在於教導更
年期婦女自我健康管理。期使婦女能

護照介入之研究中，分別將此健康護
照的指導介入三群婦女比較其介入成
效，三群更年期婦女分別為：婦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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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城市社區以及鄉村社區，每一群

行，以利更年期婦女之自我健康管

均有實驗組（即教導使用更年期健康

理。目前本研究之更年期護照已為台

護照）
，以及控制組（即未予任何介入

北市士林區、大同區、文山區、內湖

措施）。研究結果發現：（一）鄉村社

區、中山區、北投區、大安區、信義

區婦女，實驗組在接受教導後三個

區、南港區、中正區等衛生所採納，

月，有效降低其不確定感，接受教導

作為社區營造--更年期婦女健康衛教

後六個月呈現更年期症狀困擾的下

手冊。各位如果需使用此健康護照，

降，及增加健康行為之執行。
（二）城

可經由更年期協會接洽。

市社區婦女，實驗組及控制組婦女均
在介入前後 6 個月，呈現更年期的症

關鍵詞:更年期婦女，婦女健康護照

狀困擾降低，不確定感降低及增加健
康行為之執行。
（三）門診婦女：衛教
在介入後三個月、六個月及一年後婦
女均呈現更年期的症狀困擾之降低。
此外，於介入後六個月及一年後，婦
女均呈現不確定感的下降。研究結果
亦顯示，健康護照之介入在更年期的
症狀困擾之降低成效，比筆者研發的
第一代更年期衛教紙本成效快（介入
後三個月即有成效出現）
，且婦女接受
教導後一年持續成長效果。因此，建
議更年期護照及其諮詢之推廣繼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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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保健新知
子 宮 頸 癌 的 預 防 -- -子 宮 頸 抹 片 檢 查 及 子 宮 頸 癌 疫 苗
銘傳大學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 黃麗蓮助理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婦產部 黃寬仁醫師
自然消退，只有少數致癌類型的病毒

前言
子宮頸癌居全球女性癌症排名的

會造成子宮頸鱗狀細胞上皮內病變。

第二位，2002 年全球約有 493,000 個

而且，鱗狀細胞上皮內病變大部份會

子宮頸癌新病例，有 274,000 名女性

恢復正常，只有小部份鱗狀細胞上皮

因子宮頸癌致死。根據國民健康局

內病變會導致子宮頸癌。這些病變及

2005 年 12 月出版的報告顯示，子宮頸

異常增生的細胞和正常的子宮頸細胞

癌高居臺灣地區女性癌症發生率排名

在外觀上及數目上都不同。異常增生

的第一位，死亡率排名的第五位。2002

的細胞和癌細胞一樣會侵犯鄰近的組

年初次診斷為子宮頸癌者共計 5,725

織。各個年齡層的婦女都有可能發生

人，當年死因為子宮頸癌者共計 941

子宮頸上皮細胞異常增生。從子宮頸

人。因此，了解子宮頸癌的原因及預

正常細胞進展到子宮頸癌的過程長達

防方法有助於我們遠離癌症，保持健

二十年，可分為五階段：正常→低度

康。

鱗狀細胞上皮內病變→高度鱗狀細胞

子宮頸癌的原因

上皮內病變→臨床症前期侵襲癌→子

子宮頸癌，是由子宮頸所長出的

宮頸癌；其中，低度鱗狀細胞上皮內

癌症。人體子宮頸正常的細胞因人類

病變及高度鱗狀細胞上皮內病變有返

乳突狀病毒的長期感染而發生病變及

回正常之現象。

異常增生等一連串的變化。人類乳突

子宮頸抹片檢查

狀病毒透過性行為傳染。子宮頸感染

雖然人體子宮頸正常細胞因人類

人類乳突狀病毒後，大部份一年內會

乳突狀病毒的長期感染而發生病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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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增生等一連串的變化，然而大部

了自己的健康，實在應該定期接受子

份婦女在早期並未感覺有任何不舒

宮頸抹片檢查。

服，因此她們在早期並不知道自己體

子宮頸癌疫苗

內的子宮頸細胞已經產生病變，有可

目前已鑑定出的人類乳突狀病毒

能發展成子宮頸癌。為了在子宮頸上

超過 100 多種，其中至少 15 種為致癌

皮病變及臨床症前期侵襲癌階段，及

類型的病毒，會導致子宮頸癌。在 15

時發現早期治療，降低子宮頸癌的發

種致癌類型的病毒中，子宮頸癌患者

生率，衛生署提供 30 歲以上女性每年

感染人類乳突狀病毒第 16 型的佔了

一次免費的子宮頸抹片檢查。

53.5％，第 18 型的佔了 17.2％。因此，

目前，已開發國家的婦女接受子

以人類乳突病毒第 16、18 型為主的疫

宮頸抹片檢查的比率高於開發中國

苗，可以預防 70.7％的子宮頸癌。疫

家，已開發國家的子宮頸癌發生率低

苗是仿造人類乳突狀病毒，將疫苗打

於開發中國家。然而，在 1960-1970

入身體，讓身體產生抗體。

年代以前，已開發國家尚未導入子宮

為 了 預 防 子宮 頸 癌 ，衛 生 署 於

頸抹片篩檢方案，當時的已開發國家

2006 年 10 月 16 日核准美商默沙東藥

的子宮頸癌發生率與現今開發中國家

廠四價人類乳突病毒(第 6、11、16、

的子宮頸癌發生率相似。由此可見子

18 型)基因重組疫苗，在台上市。此四

宮頸抹片檢查可以降低子宮頸癌的發

價人類乳突病毒疫苗，適合 9-26 歲之

生率。雖然子宮頸抹片檢查可以降低

女孩及女性施打，以預防人類乳突病

子宮頸癌的發生率，台灣婦女接受子

毒第 16、18 型所引起的子宮頸癌及其

宮頸抹片檢查的比率在 2004 年的年篩

癌前病變，及人類乳突病毒第 6、11

檢率為 30.6%，三年篩檢率為 53.9%，

型所引起的陰道及外陰部癌前病變，

遠低於瑞典的三年篩檢率 82%。2002

及生殖器疣(俗稱菜花) 。女性幾歲施

年台灣每十萬人口子宮頸癌的發生個

打人類乳突病毒疫苗較好呢？由於女

案是 17 人，北歐每十萬人口子宮頸癌

性發生性行為之前沒有感染乳突病毒

的發生個案是 9 人，因此台灣婦女為

的風險，因此最好在發生性行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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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疫苗。小於九歲的女童因免疫系

打時程為半年內的第 0、1、6 個月。

統尚未成熟，器官移植、長期服用免

由於接種人類乳突病毒第 16、18

疫調節藥物的病人，因免疫力較差，

型疫苗，只能預防七、八成的子宮頸

都不適合接種；沒有子宮的女性、已

癌，並無法百分之百避免子宮頸癌。

患子宮頸癌者，也不需接種。默沙東

此外，初期接種疫苗的女性人數尚

的子宮頸疫苗要達到保護力，必須接

少，疫苗覆蓋率不足，因此接種此疫

種三劑，施打時程為，在半年內第 0(指

苗的女性，有了性生活之後，仍須定

接種的當月)、2、6 個月施打。除了默

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子宮頸抹片

沙東之外，葛蘭素史克是率先研發人

檢查，可以發現子宮頸鱗狀細胞上皮

類乳突病毒子宮頸癌疫苗的藥廠，但

內病變，及早治療，以免病變細胞進

是追蹤時間較長，申請藥證較慢，施

展成為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疫苗之另類
子宮頸癌疫苗之另類觀點
之另類觀點

子宮頸 癌 篩檢重於疫 苗
林口長庚婦癌科 林政道醫師
子宮頸癌僅次於乳癌，是全球婦

全球每年約會有 47 萬 1 千個新病

女發生率及死亡率甚高的惡性腫瘤，

例被診斷出來，如何早期診斷子宮頸

也是台灣婦女最常見的癌症之一。 子

癌，在台灣是很重要的課題，其中最

宮頸癌形成原因，已知與人類乳突狀

簡易且有效的方法，便是子宮頸抹片

病毒有密切關係。約有 90%被乳突狀病

檢查。早期檢驗技術不是很發展的時

毒感染婦女會自行痊癒，但另外 10%

代，人類乳突狀病毒檢出率為

無法痊癒，演變成子宮頸癌。從疾病

30%-43%，林口長庚使用美國食品藥物

發生角度來探討，防治子宮頸癌最重

管理局（FDA）通過的 HC-II 試劑檢驗，

要的關鍵，可能是缺乏或沒有落實子

檢出率已可達 99%。

宮頸癌前期篩檢計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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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某大藥廠研發的人類子宮
頸癌預防疫苗已經通過國內衛生署審

染人類乳突狀病毒的婦女，效力待評
估。

核上市，主要是提供婦女產生保護因

而且，感染人類乳突狀病毒並演

子，對抗子宮頸癌形成。但身為醫界

變成癌症，約需要十年。子宮頸癌前

一分子，對於非治療性子宮頸癌疫苗

期高峰年齡約為四十歲，經過篩檢及

有另外不同的觀點。

確定診斷為重度癌前期，接受圓錐切

目前子宮頸癌疫苗的研究種類，

片手術，治癒率高達 95％以上。

有數種形式，主要為質體疫苗、病毒

目前接種的預防性人類乳突狀病

疫苗、蛋白類疫苗。其中以蛋白類的

毒疫苗，成效如何，短期內無法評估。

疫苗最難監控且難具有保護效力。 人

依我數十年臨床經驗，由醫師內診，

體免疫系統分為先天及後天性免疫。

觀察子宮頸及分泌物，採取子宮頸環

預防性的乳突狀病毒疫苗屬於先天性

形區的細胞抹片及合併採取致癌型人

免疫，只能預防還未有性行為及未受

類乳突狀病毒分子檢驗，至目前為

感染的婦女，而此種預防性子宮頸疫

止，門診病患尚未發生遺憾的子宮頸

苗主要是引發宿主產生中和抗體，對

癌病例。

抗病毒而形成保護作用。但純粹只靠
少數幾種病毒中和抗體，來預防未感

人際互動
新中年 危機與家庭關 係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張秀瓊博士
中年是人生第二個叛逆期，處身

力，往往為自己或家庭帶來莫大危機。

在更年期的中年男女們面臨這樣的十

中年—更年期，也是讓人體驗生命

字路口，若是沒有危機處理的應變能

的價值時刻。在行為學家的研究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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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更年期的人常有『中年症候群』，

奴』
，全家人陷入一片恐慌，老公很想

也因為這種症狀的表現，往往會使更

以自殺結束生命。而她每天也想著如

年期的中年人更懂得思考，更懂得規

何離開這個沒有用的老公。完全沒有

劃，也亙懂得去尋找『生命的源頭』。

患難相挺的想法，只會自怨自哀。

面對中年的自己應該特別會懂得

這一家人的危機在於長年來夫妻

反省，在自己從以往到未來的人生旅

溝通不良。老公覺得自己每天上下班

途。是該執著的以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很辛苦，老婆總是嫌他錢賺得不夠

為滿足點，亦或該是變天的時後? 該

多，她自己也在家兼做小生意，可是

『逃避自己還是面對自己』
，如果要變

收入也有限。兒女逐漸長大。她來自

天又該如何變?才能去圓一個自己的

重男輕女的家庭，自己也是一樣寵愛

人生大夢?

著獨子，兩個女兒總是抗議媽媽偏

雖說人生有夢最美，但是更年期的
中年人必須要先面對家人，面對另一

心，因此家裡發生危機，早早表明不
理不睬態度。

半想辦法克服週邊的一切，才能辦法

內憂加外患，搞得王太太內外身

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夢想。在種種條件

心煎熬住不已。事情發展到這樣狀

都能克服之後，很多的人發現，阻礙

況，這對夫婦因為要替兒子創業，替

最大的竟然是『家庭的問題』。

自己圓一個當老闆的夢，卻沒想到因

年近半百的王太太，這一年多來一

此引爆中年婚姻危機。

心一意想要離婚。因為她發現老公不

常言有道:夫妻同心，其利斷金。

會賺錢，當公務員一輩子，腦袋四四

中年夫妻一旦碰到經濟問題，連帶的

方方，好不容易要退休了，因為兒子

會產生『婚姻危機』
，因為『貧賤夫妻

是學電腦專業，她的夢想是幫兒子創

百事哀』。

業。於是夫妻倆決定用退休金買棟店

如何防患中年婚姻危機，是更年期

面幫兒子經營一家電腦教學及維修公

階段最最重要的議題。專家提醒更年

司。未料策略錯誤，結果退休金賠光

期的中年夫妻要注意下列四點:

了還欠一堆卡債，成為可憐的『卡

1. 中年夫妻應將心思和時間”均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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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在事業,婚姻關係經營, 親子

常言有道: 『危機就是轉機』，中

相處和休閒活動,不可只顧拼事業

年夫妻在走過艱辛的年輕歲月，在孩

工作忽略了經營夫妻關係

子逐漸長大成人後，如果家庭碰到另

2. 應特別注意身心健康保健
一次危機，也正是考驗夫妻是否能同

3. 懂得減輕壓力 預防過勞死

甘共苦。在這時侯也是最需要幫助的

4. 定期健康檢查
此外，由於中國人一向是個勤奮的

時候，也是需要專家幫忙的時候。

民族，大多數民眾都不太懂得休閒，

目前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每年定

年過中年應該要放輕鬆些，早早為自

期舉辦『更年期諮詢師』培訓的課程，

己做生涯規劃是很有需要。中年夫妻

希望能藉著專業的護理師、諮詢師的

更應該培養共同興趣重訂生涯規劃，

輔導技巧去協助碰到危機的更年期夫

提昇生活品質或者共同討論 如何開

妻，幫助他們接受生命週期的轉折，

創工作或休閒第二春，對自己進行一

找出生命的價值，重新估價生命品

次成熟度檢測，有機會就要把握，多

質，進而尋找心靈內在的狂熱，迎接

充實自己，要進修學習一些讓自己成

蛻變的生命，讓更年期夫妻及家人一

長課程，讓自己更瞭解自己， 坦然接

起接受挑戰，重新定義成功的價值，

受自己。當危機來臨時也比較有方法

希望民眾能體會國民健康局的用心，

去面對挑戰。

進而懂得運用資源幫助自己及家人。

人際互動

婦女與 成長團體
台北市婦女保健協會 洪賜足老師

更年期對婦女的影響

上、心理上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每

更年期是女性一生中變化最劇烈

位婦女所面對的症狀雖然不盡相同，

的一個時期，由於卵巢所分泌的女性

但這些症狀對生活產生的困擾卻是更

荷爾蒙逐漸減少，身體上會產生種種

年期婦女共同的問題，由於社會大眾

的變化。這些變化都會對婦女在生理

對更年期問題的不了解，部份人士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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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無法同理更年期婦女的需求，甚至

以幫助更年期婦女解決生理上的困

將更年期污名化，用戲謔的態度看待

擾，但是對於心理層面及社會層面的

更年期婦女，例如：筆者曾遇過有女

需求如：情緒支持、人際關係的改善、

性因工作或生活壓力感到不愉快時，

自我肯定、對婚姻與家庭關係的調

馬上被其他男性同仁以嘲諷的態度質

整、日常生活的重新調適…等問題，

問其：
「妳最近很奇怪耶，該不會是更

都無法在短短的門診時間內得到有效

年期提前到了吧！」足見社會大眾看

的解決，筆者認為：有關心理暨社會

待更年期時，經常抱持著負面的角度

層面的問題，需要更細緻的服務，才

去看待。

能有效地協助受到困擾的更年期婦

運用成長團體可以有效協助更年

女。從預防醫學與社區衛教的觀點，
為更年期婦女舉辦各項講座最大的好

期婦女找回自信
不僅男性對更年期抱有偏差的想
法，許多女性朋友本身對更年期亦是
一知半解，因此在面臨更年期症狀的
困擾時，對自己身體的變化感到無
奈、擔心自己年華老去、無法享受正

處是：透過各種講座活動，可以用較
少的成本，使較多的民眾同時參與並
了解更年期對婦女的影響，並藉由衛
教的機會將更年期的問題「去污名
化」
，使婦女不再對更年期面臨的問題
產生自我懷疑，讓婦女生活中的重要

常的親蜜關係、對於自己的情緒困
他人（如：配偶、子女、同事…等），
擾、睡眠障礙、生活形態改變的問題
可以透過活動的參與而對更年期有更
亦不知該向誰傾訴、因而對自我抱持
著負面的看法，輕者容易自我懷疑，
擔心自己不再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
擔心影響工作、社交及家庭生活，有
些婦女甚至會自我否定，失去生活的
自信，甚至出現自殺的念頭。

正確的認知。消極方面可以扮演支持
者的角色，與更年期婦女合作，共同
面對、處理生活中的調適問題；積極
方面可以重建更年期的論述，讓更年
期不再是個污名化的議題，而可以從
更健康的角度來看待更年期帶來的變

透過醫師的諮詢與藥物的協助，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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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更年期對婦女的影響不單單

體成員間的抗拒、依賴、衝突、合作…

是生理上的症狀，同時包含心理暨社

等議題，但這些都是團體必經的歷

會、婚姻與家庭，甚至婦女個人內在

程，看似負向的問題，但透過專業人

自我的認知與角色認同的問題，所以

員的帶領，團體過程對成員的自我成

成長團體所要關懷的也是全面性的問

長，具有不可忽視的正向力量，這些

題。因此，除了更年期健康講座外，

歷程也協助團體成員打破慣性的迷

另一項有效的工作方法是：運用成長

思，引導成員積極正向的思考模式，

團體的模式，由更年期婦女組成成長

使團體成員能夠關懷他人的需求，同

團體，自己決定活動內容、自己訂定

時增進成員的自信。

活動討論的議題、甚至決定活動的方

在團體運作成熟之後，團體成員甚

式，而醫院、衛生所…等機構則扮演

至可以邀請具有瑜珈、音樂、舞蹈、

輔助及資源提供的角色，讓更年期婦

藝術、寫作、烹飪、自然觀察…方面

女可以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在更年期

學有專精的人員，共同參與團體活

婦女服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度。

動，籍以豐富活動內容，以提供團體

成長團體帶領技巧

成員內在自我成長源源不絕的動力。

在成長團體運作的初期，可以藉由

以台安醫院更年期聯誼會為例：聯

醫師的專業協助，並邀請營養師、心

誼會在民國 86 年成立，辦得有聲有

理師、公衛護理師、社工師…等共同

色，甚至組成自己的讀書會、成立旅

參與，以解決更年期婦女在日常生活

遊團、接受志工訓練，在更年期門診

中發生的困擾，做為團體活動的主

協助其他有更年期障礙的婦女。聯誼

題，透過講座、團體討論與分享、讀

會的成員透過團體的參與、議題的討

書會…等方法，在專業帶領者的領導

論、生活問題的分享，彼此間提供支

下，鼓勵團體成員去表達、陳述、紓

持的力量，聯誼會成員更在團體過程

發心中的疑惑與困擾，並透過團體成

中找回自信、甚至成為助人者，在助

員提供情緒支持。

人的過程中自我肯定，也找回生命的

團體進行時，無可避免地會處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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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協助下，聯誼會志工甚至到彰化、

診為病患提供更年期諮詢。除此之

高雄、甚至到花蓮、台東…等地，與

外，我們提供更年期婦女成長團體專

當地的衛生所、醫院合作，分享更年

線如下表，希望能幫助更多的人了解

期婦女成長團體的運作經驗，鼓勵更

更年期婦女的需要！讓民眾能珍惜自

年期婦女走出來，參與不同的活動、

己身旁的人們！

豐富自身的生活。台安醫院每週一、
二及週四上午，均有更年期志工在門
更年期婦女成長團體專線
團體名稱

聯絡電話

臺安醫院更年期婦女保健聯誼會

(02)87730646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02) 29286060 轉 356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089)310150 轉 374

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

(04)22975930

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高雄辦公室

(07)3597449

金門縣衛生局

(082)330-697 轉 809

澎湖縣衛生局

(06)927-2162 轉 253

台南市衛生局

(06)267-9751 轉 3405

屏東縣衛生局

(08)7370002 轉 150

彰化縣大村鄉社區營造中心

(04)8524074

花蓮門諾醫院更年期俱樂部

(03)8241202

花蓮縣助產師助產士公會

(03)8323351

p.s.成長團體僅提供更年期成長團體相關活動訊息諮詢，若有相關更年期醫療保健諮
詢，請電『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免付費電話 0800-0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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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補給
 支持團體與文化交流
週六溫馨營
在這裡…你可以說說笑笑 在這裡…你可以大聲歌唱。
在這裡…妳是我們的姊妹，不必擔心太多，這裡是我們的第二個娘家。
期待分享妳生活裡的喜悅，傾聽妳心裡的悶，陪著妳一起過過生日，
走過一個個平凡而快樂的佳節。
主辦單位：

高雄市晚晴婦女協會

活動期間：

95 年 10 月 至 12 月 ， 共 計 十 三 週

活動地點：

高 雄 市 苓 雅 區 五 權 街 240-5 號 2 樓

對象：

晚 晴 姊 妹 、 婦 女 朋 友 ， 限 120 人 。

報名電話：

(07)7711716

潘亞珍社工員

婚姻危機傾訴團體
您正面臨婚姻的難題嗎
您與另一半處於冷戰中嗎
孩子到底是甜蜜的負荷
抑或是您爭取離婚贍養費的工具與籌碼
暴力是否已變成您夫妻間溝通唯一的管道
婚姻的本質應該是幸福與承擔
快樂與美好
當不得已遭遇變質的婚姻時
晚晴是您求助的唯一管道
晚晴陪伴您
晚晴支持您
晚晴婚姻危機傾訴團體將提供您一個溫暖安心的同儕天地
像娘家一樣給您溫馨與支持
主辦單位：

高雄晚晴婦女協會

課程時段：

週一、週三、週六下午２時至４時
週二上午９時３０分至１１時３０分
週二晚間７時至９時（本時段自５月份開始辦理）
每個時段各有不同的輔導老師帶領協助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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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課 程 採 預 約 報 名 方 式 ， 有 人 數 上 的 限 制 ， 請 務 必 來 電 報
名。
聯絡方式：

報 名 電 話 ： 07-７ ７ １ １ ７ １ ６

活動費用：

免費／歡迎自由捐款贊助

參加對象：

有婚姻困惑的婦女

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領導者督導團體
在團體帶領過程中，是否面臨到一些瓶頸無法突破或是遭遇困難卻無人能指點迷
津呢？歡迎您來參加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領導者督導團體，我們將針對團體帶領
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問題，由台北大學社工系楊蓓老師帶領你突破困境，更
引領你認識更深層的團體領導實務工作。
指導單位：

內政部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活動期間：

2006/11/30

活動地點：

95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7 日、12 月 14 日、12 月 21 日 下午二
時至五時
客家文化會館文化教室(近大安捷運站)

報名方式：

傳真報名表後需再經過本會確認參加資格，錄取通知將另行郵寄

聯絡方式：

聯絡人：袁慧文
電話︰02-2369-8366
傳真︰02-2363-5415

活動費用：

1000
免費參加，但須繳交保證金 1000 元
四次團體皆參與並且繳交參與心得者，保證金將全數退回

參加對象：

曾帶領家庭照顧者支持團體或家屬團體(非聯誼性或教育性)至
少三次以上之實務工作者。

~

2006/12/21

10 名，因名額有限，每一單位限一人參加。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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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諮詢師培訓研習會

籌設參與「更年期諮詢專線服務計劃」之更年期諮詢師；
加強更年期諮詢專線服務品質，提昇護理人員專業水準；
回饋於該服務單位，提供正確的更年期觀念。
主辦單位：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中華民國更年期協會

活動期間：

電洽

活動地點：

林口長庚醫院

對象：

1.高中（職）以上，具護理、藥理、營養背景之男女。
2.身心健康，對社會服務工作有熱忱者。
3.第一次參加更年期師培訓課程之醫護人員，或已領有更年期諮
詢師結業證明書，並每年參加「更年期婦女照顧暨更年期諮詢培
訓研習會」之進階課程再教育訓練者。

報名電話：

(03)3281200 #8970 張 小 姐

好書介紹
追逐日 光
逐日光－一位跨國

我的方法與見解，能幫助人創造更好

企業總裁的最後禮

的死亡，也能幫助人現在就過著更好

物

的生活，那麼，我將感到無比欣

尤金歐凱利

著

慰。——尤金．歐凱利
作者尤金．歐凱利正值意氣風發

張琇雲 譯

我之所以把我的故事公諸於世，
是想讓那些尚未收到我這種「禮物」
的人，有機會在這裡找到一些對他們
的未來，以及對他們 的現在有用的
事。假如我的故事能讓他們瞭解，要
儘早面對自己終究難逃一死這件事的
價值，以及與死亡有關的議題，假如
~18~

的壯年時期，且是全美最大的會計師
事務所之一（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的總裁暨董事長；他擁有成功的事業
和美滿的家庭及親密的朋友，他總是
思索著未來，然而，一切看似美好的
人生遠景卻在 2005 年 5 月頓時打住，
醫師診斷出他的半邊臉頰已出現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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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左腦裡發現三顆多發性腫瘤，而

生命不捨、對死亡坦然，面對病魔的

且已到末期，宣判他只剩三到六個月

爭鬥和對生死的感悟，見證了人類精

的時間好活，是一種人生的死刑宣

神的力量，拿出在高爾夫球場上為有

判，但也是一種不一樣的禮物；面對

多一點的打球時間而不時追逐日光的

黑暗逐步降臨，漸漸侵襲尤金，原本

精神，好好把握住所剩無幾的有生之

充滿美好的未來，他必須當機立斷、

日。這本書內容深具啟發、熱情洋溢、

改弦易轍，修改他原來的人生計畫。

見解十足的書，也是一個傑出人士送

在書中歐凱利記錄了他人生最後的旅

給世人的最後禮物，用以告別他所深

程，開始於他的診斷之日，結束於他

愛的世界。

的往生之日，訴說了一個生命強者對

ㄧ片葉 子落下來
作者 /李奧巴斯卡力

開始感到害怕，丹尼爾告訴他這就是

這是一本關於失去生命的書，要獻給所有
失去親人卻勇敢活著的孩子，以及不知如
何解釋死亡的大人。

死亡，從來沒有人知道死後會到哪裡
去，然而這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的過
程。但是佛雷迪不想死，因為他不知

本書是藉由擬人化的描述在大樹
上的兩片葉子，一片叫佛雷迪，另一
片叫丹尼爾，他們一起經過夏天，丹
尼爾常常解釋許多道理、自然現象及
生存的目的給佛雷迪聽。他們一起渡
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一起經歷了季
節的交替並用心體會每季所帶給他們
不同的變化；但是到了秋天，有許多
同伴都被狂風吹離開了大樹，佛雷迪
~19~

掉下去後下面有什麼，面對不知的事
情令他恐懼和害怕，但丹尼爾安慰著
他這都是自然變化；他每天和狂風交
戰，就是不想離開大樹，可是他的身
體卻一天比一天虛弱，最後他還是掉
落了下來，這時佛雷迪卻感到十分溫
暖舒適，原來他不知道他乾枯無用的
身體會和雪水混合在一起變成大樹的
養分，更不知道在土裡沉睡的是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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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新葉的生機。每個人面對死亡都

生到死亡，從幼苗到大樹，這是上天

會有股莫名的恐懼與害伯，就如同佛

安排好的規律，是無法改變的，所以

雷迪面對死亡時一樣，不知死是什麼

只要努力的把自己該做的本分做好，

東西？後來會到哪裡去？這些至今皆

那麼生命也就將不會有遺憾和悔恨

沒有人能回案，而僅管每個人對死亡

了。

的定義與看法不同，其實只要敢面對

本書雖僅二十幾頁，但短潔的文

死亡、接受死亡，就能了解生命真正

字中，藉由葉子的季節交替中透露了

的意義是你曾經存在過，而且你的精

許多深層的意義，闡述生存的目的與

神將會生生不息的延續下去；而不管

生命的真蹄，是值得用心去體會的一

是動物或是植物都有一個循環，從出

本書。

徵 稿
★ 歡迎投稿（下期充電報為 96.06 月出版）
★ 徵稿主題：
1. 更年期相關的醫學新知
2. 更年期志工推廣工作經驗談
3. 更年期媽媽經驗談
4. 更年期相關會議公告
5. 任何與更年期身、心相關的議題或建議
★ 投稿須知：投稿文章以不超過一千字為原則，本報保有修改權。來稿經審查刊登
後，當略致薄酬。
★ 投稿方式：
1.郵寄：333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街 5 號婦產部轉更年期協會
張小姐收
2.傳真：03-2110050
3.E-mail：tam5107@yahoo.com.tw
★ 歡迎來電或郵寄索取更年期充電報
電話：03-3281200 #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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