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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縮性陰道炎
文/陳進明 張舜智*

前 言
行醫多年來，張醫師發現年長女性接受子宮頸抹
片檢查時，常出現點狀出血。內診有很嚴重的萎縮性
陰道炎，還有的症狀，如灼熱感、乾澀等，不時有尿
道感染的現象。性生活也會造成出血，令他意外的是
停經彷彿是性生活休眠期的鐘聲，隨著月經的結束，
夫妻間的畫眉樂就此畢業了。在許多的國際婦產科會
議中，針對停經婦女的性行活為主題的討論，不斷有
新的藥物或方法，可以得到很好的性生活滿意度。反
觀台灣，談到房事，總是以「老不修」的表情來回
應，張醫師感歎，無知讓女人放棄了應得的性福，也
葬送了男人性福。其實不只是陰道的健康，全身的健
康與心理的健康都受到的傷害。
在跨國的研究，涵蓋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有陰
道的萎縮症狀的女性，高達70%以上並不會主動向醫護
人員提起，甚至迴避。她們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的老化過
程。在很多文化，宗教及社會的認知裏，會讓女性覺得
關心生殖泌尿道系統健康是不合乎年齡，或不合乎禮教
的。談論生殖系統是隱私，讓人感到不舒服的。這其中
最大的障礙是她們並不知道這些狀況是可以治療而改善
的，這些症狀可算是疾病，並不是上帝給予年長婦女的
「天譴」，更不是不能治療與改善的。
大部分有萎縮性陰道炎的女性會選擇改變生活型
態來適應症狀，如因為陰道乾澀的行房不適，她們就
停止了性生活。重覆性的尿道感染，就以無效的健康
食品及間斷性的抗生素來處理。對於略微知道補充荷
爾蒙會增加一些癌症風險的婦女，則是要命不要性福
的心態。其實治療有很多方式，治療可分為荷爾蒙治
療以及非荷爾蒙治療二方面。

簡

介

陰道萎縮又稱為外陰-陰道萎縮，泌尿生殖系統萎
縮，或是萎縮的陰道炎。主要的成因是，由於女性體
內的女性荷爾蒙大幅降低或喪失，造成月經終止及陰
道上皮缺少女性荷爾蒙因而萎縮。常在停經婦女出現
外陰-陰道不適現象 (包括乾澀、燒灼感、行房疼痛)，
還有頻尿且會有重覆性膀胱感染。
萎縮性陰道炎的盛行率很高，停經早期有4%，停
經晚期有21%，停經後3年則高達47%。對於生活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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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4,000名停經婦女，有39%有停經相關症狀出現，
其中有52%承認對於生活品質有影響。
在生育年齡期的女性，因有女性荷爾蒙的刺激，
讓陰道維持一個健康良好上皮組織。同時女性荷爾蒙
對於陰道、陰唇、尿道以及膀胱的三角區(trigone)的健
康是很重要。女性荷爾蒙會協助上皮組織維持膠原蛋
白成份，保持陰道的厚度及彈性，保留酸性黏多醣及
玻尿酸，維護陰道上皮的濕潤度，同時提供生殖器官
最佳的血流量，進行良好的新陳代謝，這些都是陰道
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陰道內非角質化，分層的鱗狀上皮組織，女性荷
爾蒙會讓它們變得厚實有皺褶，且含有大量肝醣。脫
落細胞內的肝醣是乳酸菌的食物，同時轉變成葡萄糖
以及乳酸，維持陰道成一個弱酸性環境。這樣的酸性
有助於維持正常與健康陰道的細菌菌落同時保護泌尿
生殖系統 區域 ，避免陰道感染的以及尿道的感染。
停經後女性荷爾蒙大量減少，停經前的與停經後
比較大約下降95% 。女性荷爾蒙下降，加上正常老化
進行，生殖泌尿系統健康更加惡化，陰道明顯萎縮。
這些改變大多是逐漸地產生，陰道表面最上層的上皮
細胞，彈性喪失，上皮結構下結締組織增生，陰道內
皺褶消失，陰道變短且狹窄，擴張性也變差，陰道分
泌物減少。
陰道的上皮變薄更容易受傷，導致出血，有出血
點，有時稍為用力壓，如子宮抹片時就會產生潰瘍。
上皮變薄也會將下方的結締組織暴露出來，更容易發
炎以及感染。因為性行為時陰道內的潤滑減少，造成
陰唇或陰道疼痛不適(在陰道內或在入口處)，陰唇以及
陰道容易出血，如在性交後出現裂縫或陰道分泌物，
白帶或黃色有異味。上皮細胞內肝醣少，造成乳酸減
少，昇高陰道的酸鹼值。改變陰道環境讓非酸性菌落
生長增加。
尿道結構是與陰道有相同的胚胎源頭，同樣會受
到女性荷爾蒙的影響，膀胱、尿道、骨盆底肌肉及骨
盆內的筋膜都受影響的。造成尿道萎縮、尿道不適、
頻尿、血尿、解尿疼痛同時增加尿道感染頻率。停經
還會讓骨盆的器官脫 垂，產生應力性尿失禁。

治療時機
最主要的治療時機包括：(1)行房不適，這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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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個時機，但經常受到忽略或漠視。良好健康
的性生活是身心健康以及陰道健康的基石。停經或其
他原因造成的女性荷爾蒙不足的女性，出現陰道萎縮
的症狀等不適症狀：(2)外陰-陰道症狀如陰道乾澀、燒
灼感、搔癢，陰道的分泌物大幅減少、出血或點狀出
血；(3)尿道症狀，包括解尿疼痛、頻尿、尿道不適，
或少見的血尿。(4)曾接受外陰-陰道手術。此時給予全
身性或是陰道的 女性荷爾蒙治療，目的是要讓傷口組
織癒合加強 (1,2)。
治療時的注意事項：(1)停經後的陰道出血，要排
除有內膜增厚或癌症可能性；(2)有尿道症狀，應看有
沒有尿道感染或其他狀況(間質性膀胱炎或是尿路惡性
的可能性)。

禁忌症
並沒有絕對禁忌症，只有相對的禁忌症或是衡量
優缺點的選擇。包括女性女性荷爾蒙相關的腫瘤，長
期給予全身性的女性荷爾蒙加上黃體激素會增加乳癌
危險等。

治療的選擇
治療的選擇有三種：(1)局部的非荷爾蒙治療，有
潤滑劑、保濕劑；(2)局部的荷爾蒙治療、陰道乳膏、錠
劑、陰道環；(3)全身性的荷爾蒙治療，主要是口服。
非荷爾蒙治療
局部的非荷爾蒙治療(潤滑劑、保濕劑)，可廣泛使
用。陰道乾澀或行房疼痛合併陰道萎縮，即可使用陰
道保濕劑及潤滑劑。如果仍無法緩解症狀時，可使用
女性荷爾蒙治療。維持規律的性行為或陰道擴張器可
以維持健康陰道上皮組織。改善性交舒適度且增加陰
道濕潤度。不會恢復萎縮陰道變化，可舒適性生活。
有研究認為保濕劑與陰道女性荷爾蒙，在緩解陰
道乾澀，重建正常陰道的酸鹼值效果是類似的 (3,4)。保
濕劑有水溶性，矽膠為底以及油性的。一些醫師認會
含有甘油潤滑劑會增加外陰-陰道的黴菌感染。但某些
研究資料暗示甘油會抑制黴菌的生長 (5)。
局部的荷爾蒙治療、陰道乳膏、錠劑、陰道環
中等到嚴重陰道萎縮症狀的女性，使用女性荷爾
蒙治療效果最好。沒有禁忌症的女性(包括女性荷爾蒙
相關的腫瘤)，建議使用女性荷爾蒙來治療有陰道的萎

縮症狀。足夠的女性荷爾蒙可以重建正常陰道的酸性
酸鹼值同時增厚陰道上皮，增加陰道的分泌物且減少
陰道的乾澀。補充女性荷爾蒙也可以治療尿道相關不
適，可以減少尿道感染發生率及膀胱過度敏感症狀，
急迫性尿失禁及壓力性尿失禁。若治療無效時，應該
評估造成病人的 症狀的其他病因。
只治療陰道萎縮症狀時，一般建議使用低劑量陰
道給予女性荷爾蒙治療 (陰道低劑量)而不是全身性的
女性荷爾蒙治療 (經由口服，經皮膚吸收，或陰道給
予較高劑量)。若合併有其他停經症狀［包括血管舒縮
(vasomotor)症狀］，低劑量陰道治療是無效的。
一般定義低劑量陰道的女性荷爾蒙為(1) ≤50 微克
雌素二酮 或；(2) ≤0.3 毫克複合的女性荷爾蒙。
低劑量陰道給予的女性荷爾蒙治療，對於治療陰
道萎縮，比起全身性的治療更有效。統合分析58 個泌
尿生殖系統萎縮女性的症狀緩解比較性研究發現，陰
道女性荷爾蒙治療明顯較口服女性荷爾蒙治療效果好
(6)
。根據觀察性研究資料顯示：陰道治療效果大約在80
到90%，全身性的治療效果則約75%(7)。
北美停經協會(The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
認為對只有泌尿生殖系統萎縮的治療，以局部陰道給
予女性荷爾蒙治療即可。
血中的女性荷爾蒙濃度
使用低劑量陰道女性荷爾蒙治療，血清的雌素
二酮濃度若使用常用的的女性荷爾蒙檢驗方法與沒有
使用組是差不多。換句話說，全身性的危險雖是可能
的，但是很低。
系統性回顧19個隨機的臨床研究，總共超過4,000
女性，局部女性荷爾蒙治療，包括乳膏、錠劑、陰道
環對於陰道萎縮緩解效果類似(8)。
對於有症狀的陰唇萎縮 (包括裂縫)的女性，可以
將乳膏塗抹到受影響的萎縮陰唇區域。當陰唇的萎縮
改善，再根據病人喜好，轉換成陰道錠劑或陰道環。
對於想要長期使用的女性，可以先用 陰道的 錠劑 ，
再轉換到陰道環，讓病人覺得較舒適。
陰道環
加入雌素二酮矽橡膠陰道環，可以釋放女性荷爾
蒙到陰道局部位置(9-11)。陰道環設計每天釋放7.5微克雌
素二酮到陰道為期90天，到期時女性可以自己或請醫
師換一個新陰道環。對症狀改善低劑量雌素二酮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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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與口服女性荷爾蒙差不多。陰道環接受度很高且不
會干擾性生活。但子宮切除女性會有一些陰道環留置
的問題。對於低劑量雌素二酮陰道環，60名停經後女
性隨機分配到陰道環或沒有治療共12個月 (12)。二組在
超音波的評估發現子宮內膜厚度沒有明顯增加。
陰道乳膏
陰道乳膏含女性荷爾蒙劑量差異很大。乳膏是放
在一個管子中，用塗抹器標記來決定不同的劑量。複
合的女性荷爾蒙(0.625毫克複合的女性荷爾蒙/1克乳
膏) – 劑量範圍由0.5到2.0克乳膏。相當於 0.3到1.25毫
克複合女性荷爾蒙。建議用在外陰-陰道萎縮病人，陰
道內給予乳膏0.5到2.0克可以持續每週二次的給予，或
循環陰道環的配方 (每天給連續21天之後休息7天)。
至於症狀較嚴重的女性，可以由較大劑量的陰道
女性荷爾蒙乳膏(≥0.5克乳膏)開始，然後漸減減量到低
劑量的女性荷爾蒙劑量。在停經後婦女每天給予陰道
內 0.5克複合的女性荷爾蒙，陰道的細胞學形態會改變
成與正常停經前的女性一般(9)。
陰道錠劑
10微克雌素二酮錠劑，386 女性每週二次，共52
(13)
週 後切片，然有一個案例有複雜性內膜增生沒有非
典型變化的報告。

其他注意事項
停經後陰道出血，應適當評估。對於荷爾蒙治
療，少數女性會有陰道刺激，陰道出血，或乳房脹
痛。有些女性不喜歡乳膏的黏黏感受，可以使用錠劑
或陰道環。在性交之中男性性器官接觸到陰道的女性
荷爾蒙，可能會吸收，但很少有達到臨床的意義。
另類及補充療法，包括口服 vitamin D及陰道的
vitamin E，都曾被提出來但效果研究資料是有限且不
一致的。女性使用另類以及互補療法應該要確認製造
廠商是否含有女性荷爾蒙或其他荷爾蒙成分。

摘要及建議
陰道的萎縮 (也做外陰-陰道萎縮、泌尿生殖系統
萎縮，或萎縮的陰道炎)因為女性荷爾蒙喪失，經常造
成陰道的不適 (包括乾澀、燒灼感、行房疼痛)，會讓
停經的女性，有頻尿且重覆性膀胱感染發生。經常且
規律的性生活可以維持陰道的健康，同時會減少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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萎縮的狀況。
陰道萎縮症狀第一線治療在陰道，性交之中使
用陰道的保濕劑。當陰道的保濕劑及潤滑劑不夠時，
若同時其他停經症狀不明顯，建議低劑量陰道女性荷
爾蒙而不是全身性的女性荷爾蒙治療。選用陰道做釋
放系統(錠劑、陰道環、乳膏)時，要視病人喜好而決
定，所有的製劑效果是類似的。對於短期用低劑量陰
道女性荷爾蒙，如女性陰道環 (7.5 微克/天)或錠劑 (10
微克每週2至4次) 或微小劑量複合的女性荷爾蒙乳膏
(0.25 毫克 二次 每週的)，並不建議常規使用對抗性黃
體激素來避免子宮內膜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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