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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李奇龍教授

自身管理推展到世界治理的一個

經過漫長的努力耕耘之後，逐漸

觀念，事實上身體的疾患確實讓

又來到冬藏的時節，冬藏意味著

我們無法修身，在這一期的充電

我們必須整理思緒、珍藏收穫，

報裡蕭美君醫師談論的纖維肌痛

將一年中的回憶、收穫，收藏到

症候群所引起擾人的全身酸痛，

我們的心靈深處化為明年的動

而酸痛點又常常跑來跑去，吃止

能；回顧今年，不論在政治以及

痛藥效果也都不好，甚至每次痛

社會環境，都有很大的衝擊與改

起來都無法做事等諸多不適，但

變，但相對的我們也看到社會上

透過本期提供紓解壓力方法及相

有許多正本清源的正向價值觀，

關緩解不適之因應措施，將有助

促使大家願意傾聽內心的召喚，

於摒除生理上的酸痛，也唯有酸

發現生命追求的意義與真諦，也

痛解除後才能靜下心來，修身養

藉著回應內心的呼召來服務人

性，向外看世界。
我們也請到林治平教授撰寫

群，讓社會朝正面積極的發展。
大學之道有云「格物、致知、

的「絕對愛家」來呼應齊家的重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要性。林治平教授過去在宇宙光

平天下」
，是一個人由內而外，由

擔任榮譽總幹事幾十年，數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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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日推展很多的奉獻犧牲及推

謂的課業或事業上的成功，我們

廣愛的的觀念，這樣的做為與胸

只是在自己選定最有興趣、最有

襟已成為社會中的一股清流。從

負擔的事情上盡心盡力而已。對

林教授的文章中提到「愛家的觀

每一件事，我們並不勉強自己去

念是需要被推廣的，兩個不同

達到一個特定的目標，我們只求

的、獨特的個體藉此在婚姻中、

問心無愧、盡心盡力就夠了」
，透

在家庭中，也是在愛中合而為

過林教授的這一番苦口婆心的建

一。家人第一的價值觀，使我們

言，讓人的地位與尊嚴價值完全

家中的成員緊密相結連；在與家

表露出來。然而家家有本難念的

人相處的原則上，我們堅持絕對

經，使得齊家、治國、平天下更

的誠實與相互接納信任，以這樣

難，林教授這篇文章讓我們反

的態度建立起家中成員彼此之間

思，如何在奧妙的兩人世界或是

的獨特性與相依性，這才是人生

數人的世界裡，建立脣齒相依的

最高的目標，生命根本的需要！」

互動關係、建立起緊密信任的關

從這篇文章中，讓我們分享他對

係，是相當值得重視的。

家庭生活的哲學，有種對彼此絕

運動可以改善尿失禁我想大

對的信任，對每個個體充分的尊

家略有耳聞，但如何運動才能達

重，這就是建立家庭極為重要的

到改善的目標呢？陽明大學運動

觀念。另林教授提到「不追求所

健康科學研究中心主任陳俊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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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對更年期婦女運動健康效益的

刻，今天需要的是誠實面對眼前

文章中，以如何藉由運動讓身體

的挑戰，一個會向你們傾聽學習

更好，這也是一個修身養性很好

的總統，一個敢說逆耳忠言的總

的方式。很多人覺得很多事情似

統。我知道你不是為我而是對美

乎是遙不可及，例如自身的持續

國的深層信仰，就是只要努力愛

運動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

國的人就可以改變國家」歐巴馬

天下似乎講的是相當的遙遠；引

的演講如沐春風般，也警醒深陷

用美國總統歐巴馬競選的談話，

經濟風暴中的我們不畏懼任何挑

了解到凡事並無不可能，他說「有

戰，只要積極正向，任何的改變

人以為這一天永遠不會來到，他

沒有不可能，希望也就靠你越

們說我的心志太高，美國已經太

近；同樣，更年期婦女即使同時

分裂、太失望無法再合力成就一

遭遇許多身心靈的驟變，只要投

件事情，今年你們寫了歷史打了

入並力行絕對會產生改變，改變

懷疑論的耳光，不論你是民主共

目前你所處的狀況！朋友們勇於

和獨立黨，今天我已經站出來，

接受改變！也歡迎您一起參加更

我們是一家人、我們馬上要改

年期保健的行列！一起改變這社

變。我們選擇希望而不是恐懼，

會吧！

我們選擇團結而不是分裂，我們

ֹՏ˘࣎ˠ۞࣎វᚑ!
۞̶·˞זࢦ!
প࣎វ۞ޙ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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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全美國知道今天是改變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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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踴躍報到情況

黃寬慧主任主講/婦女泌尿功能障礙與保健運動

學員聚精會神聆聽講座

張明揚主任主講/更年期性事知多少

張基昌醫師主講/更年期樂活健康族~談運動保健

講師與學員互動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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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常常全身痠痛，特別是肩頸部位，但是這些痛點又常常跑來跑
去的，吃止痛藥效果也不好，每次痛起來甚至都不想做事了！？本期充電
報邀請到婦女身心醫學專家蕭美君醫師為您解讀纖維肌痛症候群，文中提
及紓解壓力及相關緩解不適之妙方，希望您能使自己能擁有片刻放鬆的悠
閒時光，並思考因應改善方式，與大家共勉之~~

妳是否常常全身痠痛，特別

適，以及全身系統的症狀。纖維

是肩頸部位，但是這些痛點又常

肌痛症候群和疲勞、睡眠失調、

常跑來跑去的，吃止痛藥效果也

腸胃不適也有相關的關聯，是一

不好，每次痛起來甚至都不想做

種特殊的診斷群。
美國風濕病協會對於纖維肌

事了。骨科、神經科檢查都沒事，
復健科建議物理治療，做了三個

痛症候群的診斷標準是：

月，稍稍變好，但是沒多久又痠

1. 廣泛性的疼痛，最少超過三

痛不已。此時，妳要小心，妳能

個月（這可以排除病毒或外傷

罹患的是我們下面要談的纖維肌

等因素，因為他們可以自行緩

痛症候群。

解）
。
2.疼痛存在於人體的四個象

纖維肌痛症候群這名詞起源
於一系列複雜的症候群，它表現

限：將身體分成左側、右側、

在疼痛感覺增強、肌肉骨骼不

腰部以上區域、腰部以下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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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共四個象限。

痙攣性大腸炎、月經週期疼痛、

3. 疼痛至少出現在十八個指

對溫度過度敏感、非典型的指端

定壓痛點中的十一個位置；同

麻木和刺痛、運動耐受不良，以

時在每一象限中至少要有一

及對於疲倦虛弱的抱怨也都包含

個以上的壓痛點。

在內。
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纖維肌

4. 本文中對疼痛的定義是：當
3.6 公斤的壓力施在壓痛點

痛症候群患者有嚴重的睡眠問

時，會引起不舒服的感覺。

題。因此，充足的睡眠對於纖維

睡眠障礙、疲勞、麻木或刺

肌痛症候群是非常重要的，因為

痛及焦慮，在纖維肌痛症候群患

睡眠可以使肌肉復原，並消除日

者，出現比率高達百分六十以

間疲勞。
如何改善睡眠環境呢？可以

上，而且頭痛或大腸激躁症也有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比率。
1993 年「哥本哈根宣言」
，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考慮使用（頸項枕）
，由於它的造
型是特別設計用來支撐頸部的，
因而能減少頸部的壓迫，另外，

Organization ）進一步定義纖維

臥房應保持安靜，並具有空調系

肌痛症候群，除了持續性疲勞、

統，讓室內不會過冷過熱，保持

僵硬、和睡眠飽足感之外，應擴

在最舒適的溫度。別讓寵物進入

大範圍地將頭痛、膀胱肌躁症、

臥室，也別和小孩一起睡。晚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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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就不可再作任何劇烈運動。

某些人格特質。這個症候群至少

還有睡前把燈都熄滅。

一半以上為二十到六十歲的女

此外，早點開始為睡個好覺

性，她們的智商高於平均水準，

作準備。固定睡覺與起床時間。

表現出完美主義的傾向（不過還

避免在睡前抽菸、喝酒或含咖啡

不至於病態的偏執）
，做事講求效

因的飲料，也不要吃辛辣的食物

率，穿著注重打扮，喜歡事情有

或吃太多東西。切忌不要在睡前

計畫、有組織，且常會列出工作

閱讀一些傷腦筋的文件或書籍，

清單。具有這些特質的人在患病

或聽擾人安寧的音樂。

之前的生活，往往要求自己去完

好不容易入睡後，最好是一

成超出體力身心能力範圍所及的

夜好眠，隔天早晨起床煥然一

事情，因而容易導致疲倦。值得

新。必要時適當補充礦物質維他

注意的是，壓力不但會藉由釋放

命，不要抽菸，讓作息規律，並

某些化學物質而造成，並惡化纖

擅用時間，還有補充睡眠，創造

維肌痛症候群，還會加重加速疼

居家或旅遊環境，避免任何會導

痛的症狀。
如何減輕壓力呢?壓力的減

致疲勞、疼痛及壓迫的活動等，
都可以有效的減少纖維肌痛症候

少常會增加能量。剛開始時，要

群對生活衝擊。

學習如何放鬆。去找一個安靜環

纖維肌痛症候群患者傾向於

境和舒適的姿勢。不論是傾聽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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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音樂、練習冥想、心像引導、

片刻的悠閒。將所有產生壓力的

腹式呼吸、催眠、想像或者吸入

事情列出一張表，並思考如何避

令人愉悅的香氣(芳香治療法)、

免改善因素。學習去笑，觀賞輕

太極拳、禱告或生物回饋，只要

鬆喜劇或聆聽音樂、閱讀一些好

有效，我們都支持。其次，學習

書，或是做做園藝，養養寵物培

說「不」
，並將關心的事情提出來

養嗜好。好好享受這些消遣娛樂

溝通。接受自己的能力有限是必

後，再去做那些枯燥的例行工作

要的，同時調整工作類型及工作

時，會變得容易些。最後請記住，

空間，以減少身體和情緒上的壓

壓力不但會藉由釋放某些化學物

力。

質而造成，並惡化纖維肌痛症候
妥善安排時間，使自己能有

群，還會加重加速疼痛的症狀。

ځԠࡊԫ̂ጯᖚಞϠᓾळ!
ॡมĈ:8 ѐ :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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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聚精會神聆聽課程

講座會場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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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茲堡大學的健康婦女研究中，最大運動量增加的更年期婦女，其
沮喪和壓力症狀減輕不少。而日本東京都老人研究所針對尿失禁婦女，進
行三個月骨盆肌肉與全身運動訓練治療，90%尿失禁婦女不藥而癒。
為加強民眾重視健康體能的重要性，培養民眾規律運動的習慣，進而
促進個人的健康體能，減少不適的發生，請大家『隨時隨地動一動，便能
為健康加分』！
!

所謂更年期是指女性由生育

子宮脫出、膀胱和尿道膨出的情

年齡進入不能生育年齡的過程。

況也就愈形嚴重，不但會發生尿

女性的卵巢功能逐漸退化，停止

失禁，嚴重的子宮下垂、膀胱膨

排卵且卵巢分泌的荷爾蒙減少，

出，更會造成疼痛不適及行動不

引起許多情緒、心理和生理反

便。

應，其中一些變化會使生活變得

運動有助於控制上述情況。

不可預測、很不舒服。這些不舒

一項對瑞典婦女進行的研究顯

服包括熱潮紅(hot flashes)、睡

示，經常運動的婦女得熱潮紅的

眠問題、疲勞、情緒起伏，以及

比率是不運動婦女的一半。因為

沮喪，我們統稱之為「更年期症

熱潮紅常常干擾睡眠，運動也可

候群」。

能導致較安穩的睡眠和較少的

荷爾蒙的缺乏也會使得支持

疲勞，並有助應付壓力、改善情

骨盆的肌肉及韌帶變得鬆弛，而

緒。例如，在匹茲堡大學的健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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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研究中，在三年研究期間有

血管疾病，而危害了健康。

最大運動量增加的更年期婦

每週二至三次，每天 30 分鐘

女，其沮喪和壓力症狀減輕不

適度有氧運動、健身訓練和伸展

少。而日本東京都老人研究所針

運動，配合飲食控制、減輕肥胖、

對尿失禁婦女，進行三個月骨盆

增加身體對胰島素的敏感度，就

肌肉與全身運動訓練治療，90%

能有效減少罹患第二型糖尿病，

尿失禁婦女不藥而癒。

同時也可經由運動降低血壓和低

更年期發生的年齡大約在

密度脂蛋白量、增加高密度脂蛋

45-55 歲之間，而 40 多歲的女人

白，進而減低發生狹心症、心肌

最常有的抱怨「中年發福」
，伴隨

梗塞、動脈硬化等心臟血管疾病

更年期的荷爾蒙變化會增加更多

的風險。

脂肪。根據流行病學的調查，女

職場婦女可以利用每天上下

性在更年期之後肥胖與心臟血管

班通勤時間，每次最少 3 分鐘，

方面的疾病急劇增加，在更年期

最好能維持 10 分鐘以上，以擺臂

之前，由於女性荷爾蒙的分泌充

快走配合正確使用樓梯，運用全

足，對於心臟血管具有保護作

身主要的大肌肉群，適當提高心

用。更年期之後則由於女性荷爾

跳率至每分鐘 130 次，達到有效

蒙的分泌減少，容易發生狹心

的有氧運動訓練範圍。

症、心肌梗塞、動脈硬化等心臟

上班場域則可以下載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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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身心健康操，利用上午與

性骨折。規律負重與肌力訓練可

下午各 15 分鐘咖啡時間，暫停工

適當刺激骨骼，提升造骨活動與

作、離開座椅，隨著輕鬆柔和的

蝕骨活動相抗衡，有助維持骨骼

音樂，由頭頸、上臂、肩膀、胸

質量和強度。

部、軀幹、腰背，伸展到大腿、

此外，有氧運動、伸展運動

小腿、腳踝與足部，每個動作都

及肌力訓練也是保持柔軟度、增

要求穩定、緩和與持續牽引伸

強肌力與平衡能力，建議除了上

展，感覺有些緊繃、微痛，但仍

班族身心健康操之外，可以手扶

能承受的程度，可以有效放鬆緊

椅子扶手，有效使用手推軀幹向

張的肌肉與肌腱，改善肢體與關

上，大腿骨四頭肌及小腿肌肉用

節柔軟度韌帶，舒緩肩頸症候群

力站起、坐下，重複由做到站的

與下背痛的困擾。

動作，進行日常的肌力訓練，能

更年期症候群裡另一個嚴重

有效預防失去平衡和跌倒，減少

危害婦女健康的疾病為骨質疏鬆

脊椎骨的壓迫性骨折及股骨、腕

症，體內女性荷爾蒙分泌量減

骨病理性的骨折的發生。
許多婦女擔心更年期肌肉流

少，導致消化道對鈣質吸收減
少、骨質中鈣的流失速率增加，

失、脂肪增加，運動可能反而對

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的婦女，大約

心、骨、關節構成危險，事實上

有 1/3 的比例罹患脊椎骨的壓迫

只要中強度的規律身體活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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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全有效地：1.增加肺活量，

量、彈性和靈活性，8.維持認知

2.維持肌肉質量，3.預防體重增

功能，9.維持正面人生觀。因此

加，4.減少心臟病發生率，5.減

適度運動正是提高更年期婦女活

少第二型糖尿病發生率，6.維持

動力與生活品質的最佳對策。

骨質密度和強度，7.維持關節力

ҰࢋܲчҰɳ͕Ă౼࿅ܲч˘̷Ă!
Яࠎ˘Ϡ۞ڍड़ߏϤ͕൴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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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報到佈置實景

民眾免費骨質密度檢測

趣味闖關活動

課程中民眾踴躍互動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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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家的觀念是需要被推廣的，兩個不同的、獨特的個體藉此在婚姻
中、在家庭中，也是在愛中合而為一。「家人第一」的價值觀，使我們家
中的成員緊密相結連；在與家人相處的原則上，我們堅持絕對的誠實與相
互接納信任，以這樣的態度建立起家中成員彼此之間的獨特性與相依性，
這才是人生最高的目標，生命根本的需要！

「絕對愛家」？愛家就是愛

心想我有什麼好介紹的呢？一位

家，為什麼說「絕對愛家」？什

陽春教授，一位社會義工，還

麼叫做「絕對愛家」？且讓我先

有……想了許久，什麼也沒有

從一個我親身的經歷說起吧！

了。

有一次我應邀赴台中參與青

想想廿多年前我當選十大傑

商會主辦的歷屆十大傑出青年分

出青年的時候，那時我是一位副

享成功經驗，回饋社會需要的座

教授，在一些文化社會藝術的工

談會。當天應邀前往分享經驗的

作上擔任義工。如今，二十多年

人一為商業鉅子，一為活躍國際

過去，除了升等為教授之外，其

體壇的大亨，還有一位是醫學界

他好像沒有什麼改變。我還是當

的巨擘。我跟他們坐在一起，不

年的我，只不過年齡漸增，已快

由自主的，就自覺矮了一截，主

脫離我引以為榮的中年，進入了

辦人問我該如何介紹我時，我看

老年的前期。如今叫我面對社會

看坐在我旁邊的幾位成功人士，

大眾，分享成功經驗，回饋社會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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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有什麼可以分享的？我

同輩學者，更不知凡幾，我又有

有什麼可以回饋的？

什麼可以分享的？談到我所投身

演講會開始了，我被安排在

的義工工作，廿多年前如此，至

最後一個發言，聽見前面的講者

今仍是如此，除了熱忱不減、全

侃侃而談，我有如坐針氈的不安

心全力投入以外，我真的無法具

與痛苦。他們的事業是那樣的輝

體而微的一件件、一條條清楚列

煌成功，從他們當選十大傑出青

舉過去二十年來有什麼特殊的成

年以後，一件件、一條條清清楚

就、貢獻，可以分享眾人、回饋

楚、具體明確的擺在那兒，他們

社會。眼看著就要臨到我了，我

的確是成功的人，請他們來分享

該如何分享？我要講些什麼？

成功經驗，告訴聽眾如何追求成

我知道我實在無法在一些看

功，見證青商會當年選他們為年

得見的事業成功上與眾人分享，

度十大傑出青年的決定，的確是

尤其在這幾位在不同的行業上著

最適當的人選。可是，我呢？我

有成就貢獻的成功人士之後，我

有什麼可以分享的？由副教授升

實在沒有什麼可以再講的了。我

為教授？別笑死人了，這種人總

一直忐忑不安的在那兒左思右

有一大把吧？學術研究的成果我

想，我該講些什麼才能鞠躬下

雖略有一點，但是哪一位教授不

台？

是如此？更何況比我研究傑出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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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婚姻關係中二人成為一體

上，我的眼光顯然比她敏銳精明

有一次我去一個地方演講，

得多了。」我與我妻在大一就彼

主持人反覆的把我介紹了半天，

此結識相愛，那時她只有十七

最後他說，今天的講員是名作家

歲，近四十年來，一路走過，從

ＸＸＸ女士的丈夫。果然台下一

年輕時的飛揚浪漫到中年時的相

陣騷動，主持人圓滿的達成任

互依持，直到今天的同步並行。

務，滿意的要我開始那次的演

雖然我們是兩個完全不同的個

講。沒想到演講完後，主持人十

體，但互為「骨中之骨、肉中之

分不安的跑到我面前對我說：
「很

肉」
。直到今天，我們各有獨立的

抱歉剛才那樣介紹你，希望你不

發展，不同的興趣，卻能「成為

會介意。」其實我會常常碰到這

一體」、相牽相連，不能須臾相

種狀況，中國人嘛！總覺得應該

離。走過了幾十年的歲月，我才

妻以夫貴，有人覺得如今這樣介

了解「我們」是什麼意思。原來

紹我，會不會有損男性尊嚴？其

在夫妻關係中，
「我們」永遠是單

實這種問題也常常寫在不同人的

數，是「一加一等於一」
。原來夫

臉上。碰到這種疑慮，我總會輕

妻之愛是一種生命的認定，
「二人

鬆快樂的回答：
「謝謝你，我妻的

成為一體」
，既是一體，就「不可

確是一個在各方面都非常優秀傑

分離」。這種夫與妻主體各自獨

出的人，可是在選擇配偶這件事

立，卻又相互歸屬、不分彼此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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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係，使兩個不同的、獨特

我們家也不記帳，多用少用，由

的個體藉此在婚姻中、在家庭

個人依個人需要自行酌定。我們

中，也是在愛中合而為一。這才

家的信用卡是一張母卡、三張副

是人生最高的目標，生命根本的

卡，兩個孩子可以自行簽卡，不

需要。我何其幸運，能享有這樣

加限制。因為這是一種彼此絕對

的婚姻，夫復何求！

的信任，使每一個人的個體尊嚴

二、家人第一的價值觀

得到了充分的尊重，獨特個體的

家人第一的價值觀，使我們

建立，在我們家中是我們極為重

家中的成員緊密相結連；在與家

視的最高目標。我們也堅持作為

人相處的原則上，我們堅持絕對

一個快樂滿足的人，比一切人生

的誠實與相互接納信任，這樣的

中附加的成就更為重要。我們絕

態度建立起家中成員彼此之間的

不追求所謂的課業或事業上的成

獨特性與相依性。譬如說我們家

功，我們只是在自己選定最有興

的經濟完全公開，將不用的錢放

趣、最有負擔的事情上盡心盡力

在一個共同的地方，誰需要誰就

而已。在此同時，我們也會全力

去拿。

促成家中成員的興趣與負擔的完

ࣷĊਕૉӝߛጂၒԮ˵ߏ̙۞Ă͌
Ξͽᙋځԧࣇ۞͕̚ѣكѩČČČ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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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每一件事，我們並不勉強
自己去達到一個特定的目標，我
們只求問心無愧、盡心盡力就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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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我們堅決拒斥任何給自己的

在一種非常緊密的、唇齒相依的

不當壓力，只求能夠彼此提供一

互動關係中。在我們家中，人人

個開放的空間，讓每一個人能自

都有一個最好的機會充分擁有自

由自在的充分發揮自我，達成自

我，也能夠彼此相互依持的協助

己生命的目標。總而言之，在我

其他家人充分發揮自我。在我們

們家中，我們希望每一個人都能

家中是沒有什麼和祕密可言的，

活出生命中之所「是」
，而不需拚

好的、壞的、快樂的、不快樂的

鬥自苦以求得生命之外的「有」
。

情緒，你都不需要隱瞞的帶到家

在我們家中生命之所「是」
，是永

中成員之間彼此分享擔當。所

遠比生命之所「有」重要的一件

以，我們家人之間彼此溝通了解

事。換言之，家中每一個成員的

的管道是一直暢通無虞的、家人

自我發展在我們家中是永遠位居

團聚時固然如此，孩子長大離家

第一的價值觀念，我們非常堅持

以後更是如此。我們平日相當節

家人之間彼此的關係是一個原級

省，全家人都沒有什麼物質慾

的生命關係。只問你之所「是」，

望，用錢自由卻小心翼翼，絕不

不看你之所「有」
，「人」的地位

浪費。但是家人外出以後，卻絕

與尊嚴價值，在我們家是超乎一

不吝於打電話彼此聯絡，如今兒

切的，在這種家人第一的價值觀

女均在美國攻讀博士學位，但每

的運作下，使我們全家人一直活

週一次彼此互通一道長途電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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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卻絕不省。我們家的長途電話

應，對我的幸福深表羨慕，並且

每週分為三地彼此親密連線，的

一直追問我如何能達到如此的境

確花了不少錢，因為每週一次紐

界。那時我才發現，我所擁有的

約到洛杉磯兒女互通的電話，再

這一份簡單的幸福是多麼的寶貴

加上每週一次女兒從紐約、兒子

啊！
絕對愛家？是的，在我們的

從洛杉磯打回家的長途電話，不
僅路途遙遠，而且時間很長，大

價值中，
「家」在哪裏？「家人」

概每一通電話都在一個半小時到

的地位在哪？絕對愛家，親愛的

兩小時之間。所以如今我的家人

現代人，你看到了絕對愛家的絕

雖分隔三處，各在地球一角，但

對價值嗎？

彼此深談、鉅細靡遺的時間總有

回家，回家吧！你需要家，

五、六小時左右。為著這一份彼

你的家人需要家，我們的社會需

此互通的情誼，我的心中一直深

要家。
絕對愛家，回家吧！

深感動，將它視為生命中最大的
享受與成就。
沒有想到這一份簡單的幸福

ຑ۞Җજ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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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完了以後，聽眾的回應卻完
全超出我的想像，許多人發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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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年期這個名詞印象中是曾

果以上症狀都沒改善。此期間時

經聽過，但對我而言卻陌生與遙

常因眩暈到嘔吐不止送急診後也

遠。殊不知 10 幾年前她早已悄悄

做儀器檢查，當是內耳不平衡問

找上我還混然不知。大約 35 歲那

題而看腦神經內科，服藥後副作

年起，每次月經來前一周我便出

用很難受，眩暈也無改善，每逢

現頭痛、眩暈、嘔吐、全身緊繃

一段時間便又發作，只當太累而

酸痛、容易緊張、心情煩躁、腰

引起。
直到 93 年 11 月再次因眩暈

背甚痛，月經來後出現腹部絞
痛又脹、手腳冰冷、疲憊無力

送急診後住院，可能此時我已是

似重病臥床不起、量多鮮血 2 天

43 歲了也可能此次較嚴重吧！

量少達 10 天、經期系亂，看了好

因為我的情緒精神非常不穩定，

幾家婦產科做過各樣儀器檢查，

院方安排好幾天一連串會診檢查

幾位醫師結論一致搖搖頭皺眉說:

包括有核磁共震、心臟精密儀

還不到 40 歲還年輕？若把子宮

器、眼科、精神科，第三天便自

拿掉太早了。就只長期靠服調經

做主張向醫師說我堅持要出院

藥或止痛藥，也曾改服中藥，結

了，因為服精神科的藥使我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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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後工作對我已是ㄧ種很大

輕什麼更年期，我們到 50 歲了月

負擔，經常去上班因頭暈站不住

經都很正常那有什麼更年期，像

莫名煩躁盜汗，只好請假在家休

某某人都 60 歲還服那種賀爾蒙

息。斷斷續續的請假，到 94 年 5、

使月經繼續，不太正常吧！當我

6、7 每月初固定眩暈發作嘔吐全

回診向醫師回答要服健保賀爾蒙

身冒汗衣服濕透就醫後月經就來

補充劑時，我以為會馬上開藥給

了，然後去看婦產科抽血驗賀爾

我，結果醫師：先安排為我做肝

蒙結果醫師說：指數是有減少一

功能檢查與乳房超音波攝影後，

些而已不過往後會繼續減少，若

才可以決定我是否可服健保給付

要服賀爾蒙補充劑服自費的比較

賀爾蒙補充劑，此時的我很生氣

好一個月份是 900 元，請我自己

又無可奈何。

做決定要不要服或服自費的還是

94 年我未滿 44 歲已辭職在

健保的，拿著醫師寫給我自費藥

家靜養，因著心悸、恐慌、忽然

名單子走出醫院，感到像面臨世

盜汗、眩暈，又得不到適合醫療

界末日的無助感，心中也氣憤哪

幫助與親友了解，因為都認為我

有病人需不需要服藥服那種藥自

又沒有開刀或重病為何如此情

己要做決定，只有四處打聽和向

況。我沮喪到足不出戶，整天只

親友請教此問題得到的答案，大

到各網站搜尋，正巧看到台南基

多數人是對我奚落一方：年紀輕

督教家庭協談中心與台南市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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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合辦一活動題目「台南市風

對子女的孝心(物質供應、精神支

信子更年期成長團體」，我勉勵

持)，當然更重要的是謝謝台南市

自己要走出去參加坐以待斃非對

衛生局為我們舉辦這場風信子更

策，課程內容很豐富有婦產科醫

年期成長團體所有辛苦的師長與

師、中醫師、營養師，雖然沒全

工作人員，以及在此課程結束後

勤參加卻受益良多，上完課第二

所發給予通訊錄，更寶貴的是中

天馬上來到台南市立醫院中醫部

華民國更年期協會保健諮詢專線

就醫，指定掛號那位來上課醫

手冊，帶著手冊和課程講義回家

師，從那時候到今天我一直服這

後受益非淺，特別感謝台南市衛

位醫師開的藥，我不但走出更年

生局保健課陳聰馨小姐的課後輔

期的嚴重症狀，還參加多元就業

導與幫忙，合辦單位：台南市家

為期半年契約工作，半年來只請

庭協談中心兩位社工員精神上陪

過假半天，原因是半夜嘔吐腹痛

伴與鼓勵，以及台南市立醫院中

送急診。能順利走過更年期(已停

醫部的醫師與護理人員長期以來

經半年)雖有身體、心理各種症狀

的藥物照理。從 94 年 9 月 20 日

卻非常幸運的走過去，因此鼓起

後到 95 年 11 月 25 日我最常打的

勇氣想透過此【徵文比賽】來感

電話幾乎就是免費諮詢專線：

謝陪我走過人生重要關卡之一，

0800-00-5107，謝謝每一次接聽

第一是曾陪伴我的信仰同伴與一

電話的專業人員，小姐溫和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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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解釋和關懷憂鬱測驗、分析

對於更年期不再陌生與羞以啟

藥物利弊、鼓勵就醫服藥、身體

齒，還把它當做我生命中第二個

精神保養方法，每一期如期收到

春天勇往直前，相似公園牆角下

的會訊內容如此貼切量身打造，

那一顆枯樹幹上，經歷雨淋露滴

使我最感動的是協會專業人員她

洗禮後剛冒出的新芽一般，青翠

們還主動打電話關心我的近況，

充滿生命力。

特別針對我的症狀需要個別寄給

願目前有更年期症狀或困擾的

我的就醫資料，讓我感到不孤單

姐妹同胞們，鼓起勇氣拿起電話

我不是無病呻吟，我是可以像協

打 0800-00 -5107 相信妳們也可

會所打出的標題【更年期 我要年

以踏上更年期 我要年輕 更幸福

輕 更幸福】，雖然只是單單透過

迎接人生新旅程。

電話與通訊，妳們常年不間斷的
專業推廣、呵護，使得如今的我

!
ՀѐഇᏙྙቢᇾᄬͧᔈረЩಏ!
「0800-00-5107」更年期保健諮詢專線標語比賽結果出爐瞜！
感謝社會大眾的支持及關心更年期照護，讓本更年期標語比賽更加豐富精彩！

得獎名單如下(依分數排名)：
3.佳作獎(5 名)：
杜惠貞，頒發獎狀、贈送「更年期相關書籍」乙套
林佩蓉，頒發獎狀、贈送「更年期相關書籍」乙套
王瓊斐，頒發獎狀、贈送「更年期相關書籍」乙套

1.特優獎(1 名)：
王毓萱，頒發獎狀、頒贈新台幣陸千元
2.優等獎(2 名)：
董倩琪，頒發獎狀、頒贈新台幣参千元
林秀玲，頒發獎狀、頒贈新台幣参千元

劉靜如，頒發獎狀、贈送「更年期相關書籍」乙套
蔡煌源，頒發獎狀、贈送「更年期相關書籍」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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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內容：
1.文宣標語 一、 「無懼停經 舞動年輕」
文宣標語 二、 「戰勝停經 我要年輕」
p.s 文宣第 1 句與第 2 句可互為替換，不影響其押韻及朗朗上口之原則
【即
無懼停經 我要年輕，戰勝停經 舞動年輕】
2.創作的整體構思與淵源說明
1 「停經」乃大眾所最為熟知之更年期症狀作，故以之創作根源(關鍵字)。
○
2 再依據「簡潔明確、印象鮮明、打動人心、不落俗套」的原則，結合鼓勵大眾勇於
○
面對更年期挑戰之意旨，以「無懼停經」、「戰勝停經」為破題文宣，一語道醒民
眾迷思，並引喻大眾在面臨更年期之相關問題時，可踴躍尋求更年期諮詢專線之
協助。
3 以諮詢專線末 2 數字(07)(年輕)諧音之思維及大眾對於「年輕」之嚮往，復以「朗
○
朗上口」之原則，構思押韻標語「舞動年輕」、「我要年輕」2 句，期使民眾印象深
刻並朗朗上口。
4 併構思「0800-00-5107」之美工圖示，以加深社會大眾對諮詢專線之記憶：
○
0800-00-5107Ö 統一以(藍色)實心圈圈 為所有 0 字標注，以求一致，避免雜亂
無章。
0800-00-5107 Ö 00 以 2 個卡通電話圖示 為 「鈴~鈴~」之註解，加深印象，並
隱喻為電話諮詢專線。
0800-00-5107 Ö其中 5 以「飛舞」之意象將數字 5 設計於文宣中
其中 1
取「衣」諧音，將數字 1 設計於衣服圖示中，豐富其
變化性。
其中 0
以「微笑太陽」之意象作為表達，有欣欣向陽之隱喻。
其中 7
設計以「女子高跟鞋」之意象作為數字 7 之表達，有年
輕之意。
~24~

更年期保健諮詢充電報 2008 年 12 月刊

ઉඊ

͕ଐࢍޘ

(參考出處~台北市政府衛生局
http://www.healthcity.net.tw/upload/20054116124512.pdf)

想進一步關心自己這一星期的心情起伏變化嗎！？為了促進您的身心健
!
康，台北市政府衛生局特別設計了一個心情溫度計，歡迎您與親友一起來關心身
心健康！！
心情溫度計又稱為「簡氏健康表〈Brief Rating Scale,BSR-5〉」，主要是做
為協助個人瞭解心理困擾程度的量表，並不做為診斷疾病之用。本量表共包含 5
個題目，分別測量「焦慮」、「憤怒」、「憂鬱」、「不如人」與「失眠」等個人主觀
感覺之心理困擾的嚴重度。
請您仔細回想在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這些問題使您好感到困擾或苦惱的
程度，然後圈選一個您認為最能代表您感覺的答案。
完全
輕微
中等
厲害
非常
身心適應狀況
沒有
1.感覺緊張不安
2.覺得容易苦惱或動怒
3.感覺憂鬱、心情低落
4.覺得比不上別人
5.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易睡或早醒

0
0
0
0
0

Ĳ簡氏健康表結果說明ĳ

程度

1
1
1
1
1

2
2
2
2
2
總計：

厲害

3
3
3
3
3

4
4
4
4
4
分

◎ 0 - 5 分 ：沒有明顯困擾 ─
心理健康狀況維持良好，請繼續維持自己的好心情。
◎ 6 - 9 分 ：輕度 ─
要注意調整一下自己的壓力狀況，試著多放鬆心情喔。
◎ 10-14 分：中度 ─
目前狀況可能有心理困擾，建議您找心理衛生專業人員談一談。
(若是在學學生，學校的輔導老師也可以和你談談喔!)
◎ 15 分以上：重度 ─
目前心理困擾程度需要醫療專業的協助諮詢，請找專業醫師幫忙！

ᙯ!!!͕!!!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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