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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家之主風範，所以生理上如果有任何病

痛或是不舒服，通常都是不理會、不管它，硬

撐，也不主動求醫就診。

但是現在大環境的改變，經濟不景氣導致

失業人口增加，政經局勢的不穩定，像上個月

的英國脫歐公投，種種的壓力會增加男性生活

危機的意識感，基本上男性更年期會比女性晚，

大約在 55 到 60 歲才會出現，但前面提到大環

境的因素，很可能導致男性更年期提早浮現，

臨床上曾經出現三十出頭的青年男性，已經出

究竟是一個形容詞，

還 是 真 的 有 這 一 回

事呢 ? 由亞東紀念醫院泌尿科楊清華醫師和國

泰綜合醫院病檢部曾嶔元醫師，一起來針對這

個主題和各位讀者分享。

男性更年期，每個人所面臨的情況都不一

樣，在步入中年後，會開始有人出現此症狀。

因為不像女生因為有月經，一旦停經，就明確

的知道更年期來臨。男生沒有月經，要怎麼判

斷更年期？我們可以從原文字面來說明，在女

性方面，menopause，代表生殖年齡已經結束，

卵巢開始萎縮，伴隨而來的是女性荷爾蒙低下

的症狀。男性更年期的原文是 andropause，指

的則是男性氣概的消失。男性氣概給人的印象，

包括像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像般，肌肉線條分

明，或是像雄辯家一樣非常有活力，有如雄赳

赳的公雞。

那麼男性氣概是怎麼消失的？由於它不像

女性有月經，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這個轉變

是慢慢發生的，所以常常容易被忽略；再加上

台灣是一個父系的社會，男孩子從小被教導要

勇敢堅強，不要輕易流露感情，要賺錢養家才

「男性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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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症狀，嚴重時甚至會焦慮、失眠…等。因應

逐漸年輕化及患者增多的趨勢，在 1996 年設立

國際男性更年期協會，而台灣是在 1993 年 11

月成立男性醫學會，當初成立主要是為了探討

男性性功能方面議題，最近幾年則開始著墨在

男性更年期方面。

所以我們探討的男性更年期問題不單單只

是性功能，在臨床上病患有很多面相的表現，

症狀輕重都不太一樣。女性的更年期是因為雌

激素減少，所以引起各種症狀；男性更年期則

是隨著老化，相關賀爾蒙減少，身體的睪固酮

濃度會逐漸低下，引起種種臨床症狀。

睪固酮是怎樣的一個內分泌激素呢 ? 也就

是所謂的男性賀爾蒙，做為維持男性第二性徵

很重要的訊號。統計顯示，男性在 30 歲以後，

身體裡的睪固酮濃度每年會以 1-2% 的速度在

下降，到五、六十歲以後，睪固酮濃度較年輕

時下降 30-40%。2004 年，台灣男性醫學會從

北、中、南的 650 位的男性血液中，檢測血清

睪固酮，發現國內男性每 4 個人當中，就有 1

個人有睪固酮低下的情形。而在美國聖路易大

學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抽樣一群 40 至 80 歲的

男性，進行男性睪固酮低下的症狀評量，發現

其中 80% 的人有睪固酮低下的症狀，而抽血的

結果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血清中的睪固酮較正

常值低。所以意味著『老化』，不一定就會發

生睪固酮低下，但睪固酮低下確實扮演著造成

男性更年期老化重要的因素。

了解原因後，再來看看男性更年期會發生

的症狀。其實男性更年期的症狀都是慢慢在發

生，往往男性自己都不自覺，反而是太太最有

感，像下班回到家先生整夜裝死，太太一定覺

得發生甚麼問題，臨床上常常是太太陪著先生

來檢查。男性更年期最明顯的就是性慾變差、

勃起功能有障礙，生理方面變得無精打采、做

事不起勁，例如以前可以通宵達旦，隔天一樣

生龍活虎，現在下班回家反而一吃飽飯就想打

瞌睡，就像台灣諺語說的：『站咧無元氣，坐

咧就哈氣，逗咧就睏去』。另外一個就是認知

能力減弱、注意力變差以及心智能力的衰退，

特別是變得相當容易健忘。像現代人大部分手

機不離身，但進入男性更年期時，連手機放在

哪裡都不知道，每次都要別人電話 call in 才找

得到。

除了老化，那有什麼原因會造成男性更年

期提早發生呢？事實上，過度的壓力及肥胖也

是造成睪固酮低下的因素。根據研究顯示，BMI

值大於 24.5，或是腰圍超過 94cm，特別容易

提早出現更年期的老化。還有三高患者、抽菸、

酗酒、長期接觸環境賀爾蒙 ( 塑化劑 ) 等，男性

更年期也會提早出現。

以實際臨床上的情況舉例，一個 40 歲的男

性，如果出現類似的問題，要如何知道自己是

進入更年期還是其他原因？需要做甚麼抽血檢

測嗎？這是民眾常常問到的問題，目前在臨床

診斷上，首先透過沒國聖路易大學研發的男性

睪固酮低下的評量表進行自我檢測。（見 TIPS)

其中如果有性慾變差或有勃起障礙的狀

況，就可以判定為是睪固酮低下，有男性更年

期的症狀。在其他八個項目中有生理上容易疲

倦、倦怠、工作不起勁…等，或者心理方面問

題：容易沮喪、生活無趣…等以及身高變矮 ( 骨

質疏鬆症 )，八項中有三項為”是”，則可以確

認為睪固酮低下症狀。

確定有低下症狀後，會再進行血清睪固酮

測定。睪固酮分泌一般有週期性，通常為清晨

開始濃度變高，通常 8 至 10 點為測量最大值，

正常的濃度是 300ng/dl，若低於這個標準時，

三個禮拜後會在檢測一次，兩次檢測低於標準

值，就確定是睪固酮低下。

當以上檢測皆顯示有問題，再來就要釐清

適不適合補充睪固酮。不適合補充可分為絕對

禁忌症與相對的禁忌症。

•	 絕對禁忌症：如病人有攝護腺癌，補充睪固

酮會加速病情的惡化或造成轉移，就不適合

補充。另外有生育計劃的人，若補充睪固

酮，由於身體機制的關係，會抑制精蟲的形

成會造成不孕症，所以這類的人也不適合補

充睪固酮。

•	 相對禁忌症：如果患者有攝護腺肥大，已經

造成嚴重的堵塞，補充睪固酮會讓攝護腺肥

大的情形更厲害，最好是在治療攝護腺肥大

以後再補充，若病人攝護腺 PSA 超過標準

值但是嚴重者，建議先做切片檢查，確定有

無癌症的可能性。

TIPS 怎樣確診男性更年期？
(一 ) 首先可透過評量表檢測，評量表項目包括：

1.	 是否性慾下降
2.	 是否沒有活力
3.	 是否體力變差，耐受力下降
4.	 是否身高變矮
5.	 是否生活沒有樂趣
6.	 是否覺得悲傷或沮喪
7.	 是否勃起功能變差
8.	 是否運動能力變差
9.	 是否容易打瞌睡
10.	是否工作表現不佳的現象。

其中第 (1) 或第 (7) 項答是，就屬於睪固酮低下的症狀，其他八項則要有三項為是。

（二）血清睪固酮的檢查。抽血不需要禁食，但須在清晨 8至 10 點間抽血，做血清睪固酮
檢測。正常的濃度為 300ng/dl，若低於這個標準時，三個禮拜後會在檢測一次，兩次
檢測低於標準值，就確定是睪固酮低下。

•	 其他相對禁忌症：例如嚴重阻塞型呼吸睡眠

中止症，若補充睪固酮也會加重病情；另外，

紅血球過多者，補充睪固酮可能中風的風險

會增加。其他還有像心臟病、腎功能障礙、

肝臟機能代謝不全，也不適合補充睪固酮。

因此，一旦確認睪固酮量不足，可以請醫師開

藥補充治療，但治療前須先釐清有無攝護腺癌

或以上病症，沒有禁忌症者皆可適合睪固酮補

充治療。

不過一般男性到了一定年紀，都有攝護腺

肥大的問題，會引起排尿的問題。可能民眾會

好奇補充睪固酮是否會造成攝護腺肥大，排尿

困難？事實上臨床補充睪固酮可分為兩種狀況：

1. 假設攝護腺很肥大，堵塞的也嚴重，因睪固

酮的治療比較緩慢，所以在接受睪固酮的狀況

下，還是先解決肥大的問題比較適合。

２. 假設堵塞情況沒有很嚴重，補充睪固酮是沒

有問題的，因為睪固酮的效果比較緩慢，對於

攝護腺的反應也比較慢。現在對於攝護腺的肥

大，有很多腎上腺的阻斷機制藥物，有利攝護

腺尿液的排尿功能，兩者可一起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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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免疫性的問題。基本上跟睪固酮的補充沒有

關係。坐骨神經痛等等的症狀皆會讓人身心靈

疲憊，也會讓免疫力下降，但睪丸發炎跟坐骨

神經痛，並無直接關係。

提問民眾 2：今年 74 歲，接受攝護腺電療後，

有尿失禁的感覺。

楊醫師：電療之後有產生的尿失禁有多久 ?

提問民眾 2：電療半年之內有改善，半年後開

始會有這種感覺，有時候喝茶如果一下子不上

廁所，就會尿失禁的感覺。

楊醫師：電療的副作用在初期可能不會顯現出

來， 在 1 至 2 年 之 後 才 會 有 明 顯 症 狀， 會 造

成尿失禁有可能是因為括約肌因為受電療而受

傷。通常解決的辦法可以將骨盆跟肌肉的收縮

或是藉藥物來增加括約肌的收縮能力來改善。

提問民眾3：本身為精神障礙患者，有服用抗癲

癇的藥物，其副作用為：尿滯留、便祕，另外

長期服用活路利淨 Harnalidge (Tamsulosin)，

擔心尿不出來，照三餐吃，必須要喝很多水才

能排便，但喝太多水排尿困難，請問該怎麼改

善 ?

楊醫生：排尿困難跟便祕可能跟抗癲癇的藥物

以及精神病的藥物有關，這些都有可能會造

成膀胱收縮肌和排便的功能問題，醫生提供藥

物裡也包括促進膀胱收縮以及括約肌放鬆的藥

物，這些藥使用了以後，可能還是會造成排尿

排不乾淨的情況，建議你可以回泌尿科門診檢

查排完尿之後的餘尿量是多少，如果餘尿的情

況很多，基本上須接受導尿，建議還是先做詳

細的檢查。

提問民眾 4：84 歲女性，有頻尿的情形，吃了

藥吃後會無法排尿所以接受導尿，大約一個禮

拜後又復發。

楊醫生：頻尿是因為膀胱張力不足，所以醫生

會開膀胱放鬆的藥物，但是藥物一旦吃得太重，

可能會造成膀胱的收縮不好，這種情況，先給

泌尿科醫師檢查是否排尿無法排乾淨，如果排

完之後的尿液並沒有很多，基本上不需要藥物

控制。平常若有頻尿情形可自我訓練，不用急

著上廁所，除非真的受不了，再去解小便。有

時候排不出來，並不是真的有尿意，而是一種

感覺，如果要用力去解，就沒辦法排出來。

提問民眾 5：有攝護腺肥大的問題，排尿排不

乾淨以及頻尿，目前有用藥物控制，醫生說要

開刀但不便宜。

楊醫師：基本上攝護腺要開刀的話，有幾個條

件：對藥物的反應不好、造成尿路阻塞，若吃

藥都沒有效，可跟醫師討論是否要開刀，手術

療效會比藥物來得好。頻尿要考量到攝護腺肥

大是否造成堵塞而導致小便解不乾淨，若餘尿

量有 200-300c.c，可能會刺激神經或造成發炎，

此情形比較建議手術治療。若是餘尿量不多約

<100c.c，除了攝護腺肥大以外，可能還有膀胱

過動症的問題，基本過動症狀可用藥物來減緩。

必須釐清頻尿是因為攝護腺肥大堵塞引起的還

是膀胱機能的問題。提問民眾1：請問醫生，評量表的選項全部都有，

且也有攝護腺肥大以及睪固酮低下的情形，再

加上最近坐骨神經痛很久了，也有副睪丸發炎

的問題，不知道這些有無關聯性，抗生素的藥

已經吃三個禮拜，覺得情況沒有改善，請醫師

為我解答。

楊醫師：基本上副睪丸的發炎可能跟免疫力有

關係，睪丸發炎的原因有病毒的感染以及細菌

的感染，最好釐清一下有無尿熱感染，若有尿

熱感染可能是攝護腺肥大造成的原因，如果小

便沒有感染，有可能代表的是病毒感染，是有

民眾提問

睪固酮由膽固醇化學合成而來，1935 年首

度合成。但早期的睪固酮容易進入肝臟中被分

解破壞，效果不彰，也容易造成肝毒性。後來

才改良為可由小腸淋巴吸收的口服錠，缺點為

代謝快，一天需要補充多次。對於有些人一天

沒辦法負荷這麼多量，後來研發了注射針劑型，

優點為長效型，三個月打一次，睪固酮濃度能

很迅速地達標，缺點為藥效會慢慢下降，濃度

容易變得不穩。另一種為可經由皮膚吸收的藥

劑型 ( 貼片、凝膠塗抹 )，吸收慢但是濃度較穩

定，陰囊吸收能力最好但貼片容易脫落。口服

藥和外用貼片、凝膠目前健保並無給付。健保

給付的是屬於比較短效性的針劑，大概每一至

兩個禮拜就要補充一次。

從事泌尿科將近 30 年，服務過的民眾大部

分約為 50 歲以上的中高齡，大部分臨床上多為

老化因素所衍生而來的一些症狀，現在自己步

入這個階段，更加能夠感同身受。我們身為一

個醫師，病人是我們最好的老師，藉由這個機

會來跟各位同好一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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