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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前言：台灣乳癌的發生率逐年遞增，而年輕化的特質正衝擊這群正
值中年且可能面對家庭、工作與疾病等多方面挑戰的婦女。乳房是
女性化的象徵，亦是性的表徵，對女人而言，乳房是女性性認同與
性表達的重要器官，失去乳房不僅衝擊到女性的角色，也會影響性
的吸引力及性慾望。因此，罹患乳癌婦女因疾病需手術切除乳房而
造成身體不完整，衝擊女人對自我的自信心、身體心像及自我定位
。
目的：一、瞭解乳癌婦女之身體經驗。
  二、探討性議題團體對乳癌婦女性健康成效。
  三、建構本土乳癌婦女性生活議題團體模式。
  四、發展本土化女性健康量表。
方法：研究計畫通過IRB審查後，先在附設醫院乳房外科門診處招募
參與者，篩選適合對象進入團體。第二年度找了10位乳癌婦女及4對
罹患乳癌婦女之夫妻，分別進行為期六週的性健康與性生活諮商團
體，經由分享經驗與對話，達到互相支持與成長。資料整理與分析
採用質性研究之敘事分析法，將團體過程錄音謄寫成逐字稿，進行
整體－內容與類別－內容兩種分析。第三年度依循物化身體覺察量
表OBC、女性性功能量表FSFI、女性性生活品質問卷SQOL-F發展本土
化女性健康量表，經由專家討論，編輯出乳房角色自檢表及前戲中
乳房角色量表、女性性功能量表等共31道題目，於附設醫院門診處
招募術後治療期結束的受試者填寫，比較治療期間與治療前的差別
及目前與治療前的差別。
結果：本研究第二年度，10位乳癌婦女認為參加團體可以交流經驗
，提昇性健康。主要的發現有：(1)乳癌術後普遍因化療或服用抑制
女性荷爾蒙藥劑，使得更年期提前到達，尤其是陰道乾澀，嚴重者
造成性交疼痛或流血，所以降低行房的意願。(2)乳癌凸顯原先的伴
侶或親友關係；有人得到家人的支持與照顧，伴侶表達健康甚於乳
房外貌，有人則得不到家人的體諒與代勞，甚至聽到伴侶對其少掉
乳房的嘲謔。(3)乳癌婦女對於罹癌之心情、信念及身體意象呈現樂
觀與悲觀兩極化表現，此與原先性格、罹癌歸因及擔心復發程度相
關。4對乳癌術後婦女與伴侶，全部成員皆已婚，與配偶同住，2對
仍維持性生活，2對停止性生活。
本研究第三年度，填寫問卷的乳癌婦女共收集200位，對於罹患乳癌
之已婚女性而言，雖然她們認為乳房的大小或形狀對於自己或伴侶
的「性滿足」並沒有甚大重要性，但是，在治療期間，「乳房」作
為性活動前戲角色，女性自己評估乳房的性吸引力明顯地減低，且
程度比其伴侶還大。而在治療之後，不論女性本人或其伴侶，乳房
的性吸引力明顯地提升，但仍是明顯低於未生病時。而這種現象並
無年齡差異。此意味著，女性相當在乎健康的乳房在性活動當中具
有正面的性吸引力，一旦乳房生病了，她們失落的感覺也相對較為
強烈。不過，年紀越輕者，乳房的性吸引力恢復情形越好。

結論：研究結果可供醫療單位或乳癌志工團體參考，關注乳癌婦女
性健康之維護。

中文關鍵詞： 團體諮商、質化研究、乳癌婦女、物化身體經驗、性生活品質、性
健康



英 文 摘 要 ： Introduction: The incidence of breast cancer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aiwa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younger ages
impact these women in their middle age, and may also cause
challenges in terms of family, work, and illness. Breasts
are symbols of femininity, as well as of sex. For women,
breasts are important organs for the female identity and
sexual expression. Losing breasts not only affects the
female role, but would also affect sexual attraction and
sexual desire. Thus,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who have need
for mastectomies experience physical incompletion, which
affects women’s self-confidence, physical image, and self-
orientation.
Purposes:
1. To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experience of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2.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sexual issues on the health
effects of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3. To construct a domestic sex life issue group model for
domestic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4. To explore the accompaniment experiences and sexual
relationship adjustments of spouses when women have breast
cancer.
Method: Method: After passing IRB review panel, proper
candidate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Breast Surgery in Hospital.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this
study, te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nd four couples in
each of which wife had breast cancer went through a six-
week group consultation in sexual life and health. By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
spiritual growth and support are achieved. Based on
descriptive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formation
collected were organized and analyzed. The contents of
consultations recorded were written down and analyzed
individually by two methods, overall-content and category-
content, respectively. On three year, Female Sexual Health
Scal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domestic females in
Taiwan, is developed from 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OBC), 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FSFI), and Sexual
Quality of Life-Female (SQOL-F). On thorough discussion
with experts, a designed questionnaire is compiled and made
with 31 questions covering 3 scales on “Breast Role Self-
Checklist”, “Breasts Role in the foreplay” and “Female
Sexual Function.” The questionnaires are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subjects at the clinics of KMUH who have
completed their treatment, tempting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英文關鍵詞：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experiences of objectifying the



body, quality of sex life, sexu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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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採三年期縱貫性研究設計，以質量並重之研究取徑（approach），運用 Yalom常規化乳房

的概念及女性主義相關理論，以物化角度切入，探究乳癌婦女的性健康及性生活議題團體介入之成效

探討。本研究第一年採質化研究取徑，以 35對乳癌婦女及其伴侶為研究對象，探究乳癌婦女面臨疾

病、乳房切除與重建過程中，承載乳房這個被凝視客體的身體經驗。 

    第二年則以第一年研究結果為基礎，修改初步建構的性生活議題團體，透過團體成員的對話與分

享，協助乳癌婦女及伴侶重新檢視，乳房切除（或重建）的單乳女人，重建乳房之新自我，並探討失

去乳房或人工乳房對性生活的影響。 

    第三年接續前兩年量表發展，發展本土婦女性健康量表。 

    具體研究目的如下：（一）理解乳癌婦女之身體經驗；（二）探討性生活議題團體對乳癌婦女性健

康成效；（四）建構本土乳癌婦女團體治療模式；（三）發展本土婦女性健康量表。 

 

貳、研究目的 

1.分別探討 10位乳癌術後婦女與 4組乳癌術後夫婦身體形象改變及性關係上有何改變及調適? 

2.以性醫學、性生理、性形象、性關係等資訊為題材進行二個六週的諮商團體，以探討介入之成

效。 

3.瞭解伴侶在乳癌婦女罹癌過程之陪伴與性關係之調適。 

4.依循物化身體覺察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女性性功能量表

（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FSFI）、女性性生活品質問卷 SQOL-F發展本土化女性健康

量表（Sexual Quality of Life-Female, SQOL-F），經由專家討論及編輯發展本土婦女性健康

量表。 

 

叁、文獻探討 

一、乳癌文獻  

（一） 乳房的社會文化意涵：1.乳房是女人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2.乳房是性特徵的首要標記 3.乳

房是母性的象徵（Yalom, 1990/2000）。乳癌患者相關研究一覽表，如附件一。 

（二） 相關理論基礎： 

1. 乳房之為客體—常規化乳房（the normalized breast）：美國女性主義學家 Young 指

出，在主流男性宰制的文化中，乳房是客體化女人的重要物件。 

2. 美貌與女體：被凝視的客體：實證研究中發現，乳房重建婦女在身體滿意度及心理

健康並未發現優於未重建的婦女（方，2010）。 

3. 物化身體覺察理論（objectifies body consciousness theory）：物化的程度愈高，也愈

容易導致負面的身體經驗、且更容易出現憂鬱傾向與較差的心理調適狀（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McKinley, 1999; Muehlenkamp & Saris-Baglama, 2003）。 

4. 從物化的客體到愉悅的主體：Young認為正常化標準化的規範其實是相互矛盾，規

範把乳房想像為固體物，但女人身體那個實實在在的乳房是充滿血肉，是身體中肌

肉最少、最柔軟的部分，只有極少數的女體合乎這種常規化的理想乳房（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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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6）。 

（三） 乳癌婦女治療及對性生活的影響： 

1. 乳癌治療的歷史變遷：目前乳癌的治療仍以外科手術為主，輔以化學、放射線及荷爾

蒙療法，Marilyn Yalom 在《A History of the Breast》（乳房的歷史）一書中，提

到從古代至十九世紀，醫界對乳房的興趣在哺乳與乳房疾病，直到二十世紀才將注意

力轉移到乳房—作為生命的摧毀者，尤其是乳癌。 

2. 女性性功能反應模式：女人的性反應中，與伴侶的親密關係佔有重要地位，但女人的

性需求經由一段長久關係，會產生中立現象，在婚姻關係中與乳癌婦女的治療期間亦

是如此。這時在親密關係的表現，如伴侶持續的關心與支持尤其重要，且女性還可透

過性幻想及自慰達到性高潮的論述。 

3. 乳癌對婦女性生活的影響：在 Fobair, Stewart, Chang, Donofrio, Banks, & Bloom（2006）

的研究中也針對性困擾提出研究結果，從樣本 549 位罹患乳癌的女性中，有 360 位

性活躍的女性，其中大約一半的人表示有兩個或更多關於性功能的困擾；21％覺得喪

失性趣，17％難以引起性趣，12％無法享受性，14％難以達到高潮。 

    綜合許多國內外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乳癌婦女在手術後，夫妻間的性生活開始

受到影響，而後的輔助治療，特別在乳房切除的 1-2 年，明顯地出現性慾喪失、性興

奮減少、性交時陰道乾燥、性交 疼痛和出血等問題（黃，2009；陳，2009；

Young-McCaughan, 1996）。 

（四） 乳癌婦女相關研究：研究者以「乳癌」為關鍵字，截至 2014 年 1 月 31 日止，查詢台

灣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及期刊 論文，共發現 821筆碩博士論文，探討主題可歸類為「乳

癌疾病的診斷」、「治療與照護」、「乳癌婦女 身體心像的改變」、「乳癌婦女性功能的影響」、

「乳癌婦女的婚姻調適」及「團體介入乳癌成效」等。 其次，研究者以「乳癌」及「性

生活」/「性功能」進行檢索，為 112 篇；在國外相關研究部分，研究者以 EBSCO 國外

資料庫為搜尋對象，以「breast cancer」、「sexual」為關鍵字，共 580 篇相關文章，

以下以分從「身體心像」、「性生活」及「乳癌團體」三部分來回顧相關研究。 

1. 乳癌婦女身體心像相關研究：乳癌婦女面對身體心像的改變來自於兩個部分，包括乳

房的切除及化學治療期間掉頭髮的問題。 

2. 乳癌婦女之性生活相關研究：許多研究指出約有 50-90％罹患乳癌的婦女因疾病與治

療的負面影響產生性的困擾（Bakewell & Volker, 2005; Burwell, Case, Kaelin, & 

Avis, 2006; Takahashi et al., 2008; Wilmoth M. C., 2001; Wilmoth M. C., & 

Sanders, 2001）。多數受訪者表示性問題包含性慾降低、性興奮性降低、生理感覺

的敏感性降低、難以達到高潮、性交疼痛感與喪失性的歡愉感等（李，2002；黃，2009；

陳，2009；鄭，2006；Bakewell & Volker, 2005; Burwell, Case, Kaelin, & Avis, 

2006; Ganz et al., 1998; Fleming & Kleinbart, 2001; Sbitti et al., 2011; 

Takahashi et al., 2008）。在性慾望方面，Fobair（2006）發現乳癌術後的婦女 50

％覺得無性趣；43％因身體症狀困擾或不舒服導致性反應困難；42％則感到太疲累。

國內外許多研究顯示乳癌婦女性慾減低（黃，2009；鄭，2006；鍾，1999；Barni & Mon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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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Sbitti et al., 2011），是乳癌治療患者 最大的性功能障礙（黃，2009）。

在性滿意部分：陳（2005）研究顯示乳癌婦女的性滿意屬中等。Sbitti（2011）亦發

現 37％乳癌婦女對性生活不滿足。且乳癌手術後較術前差（黃，2009）。 

3. 團體治療或諮商或支持團體對乳癌婦女療效研究：有多篇研究指出，乳癌婦女反應，

醫療機構並未給予足夠、適當的相關訊息且多數醫療人員未與其討論過性方面的問題

（Skalla, 2004; Sbitti et al.,2011）。 

（五） 性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本研究以 Schober等人及大陸學者發展基礎，加入女性因性

別及社會文化因素著重的物化概念，以性生活品質問卷、物化身體覺察量表及女性性功

能量表，作為本土婦女性健康量表的依據，進行台灣本土量表發展與驗證。 

 

二、質性研究與敘事分析 

(一) 質性研究：可以針對人們的生活、行為、生命故事以及社會脈絡下的互動或人際關係等現象，

進行深度的分析與探討。Bogdan 和 Biklen（1982）認為質性研究具有以下五點特徵： 

1. 質性研究以自然情境為資料的重要來源，同時以研究者作為主要的研究工具。 

2. 質性研究重視描述性資料。 

3. 質性研究對過程的關切更勝於結果。 

4. 質性研究傾向以歸納的方式分析資料。 

5. 質性研究者最關切的是資料中的「意義」（引自翟智怡，2001）。 

(二) 敘事分析： 

1. 敘說中存在著人類經驗的意義：故事是由人們的歷史和文化中而來，同時建構了人們的

生活，提供意義與目標，這些個人經驗經由敘說的形式而賦予意義與情節、產生了真實，

敘說本身不僅是關於我們過去的行動，同時包含了個人如 何理解這些行動，由此研究

者才能由個人述說來瞭解生命的意義（Reissman, 1993；Lieblich et al., 1998；

Crossley, 2000）。 

2. 透過敘說我們可以瞭解自我：敘說提供了我們接近個人認同與人格的途徑，此故事建構

及塑造了敘說者的人格與真實，將個人內在世界呈現到外在世界，意即我們 從敘事中

創造自己，並將過去經驗作意義的組織，之後用以檢視自己， 及理解自己與他人的生

活。 

3. 敘說是具連貫性的：Crossley（2000）認為當我們真正開始檢視所有關於人們的生活或 

掙扎的自我經驗、知識與理解時，我們將會發現到其中確實存在著一種連貫性、連續性

及整體性的覺知。人們必須去了解什麼事情正在發生，且努力去創造一個穩定的、連貫

的觀點，這種連貫性正代表著人的主體性。Riessman（1993）則認為故事會將事件按照

一定的順序串 連在一起，組織成一連貫的故事。 

4. 敘說仍有其敘說的結構：人類根據敘事結構來思考、知覺、想像、互動和進行道德選擇

（Crossley, 2000），這樣的結構提供人們在企圖將經驗加以組織時，有所指引。

Riessman（1993）提出三種敘說的結構取向，包括 Labov（1972）的「完整形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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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敘說含六個共同元素：摘要、狀態、複雜的行動、評價、解決方式以及結局；而 Burke

（1945）的劇本主義（dramatism）則主張個人會應用文法資源作為結構，包含行動、

場景、行動者、行 動方式以及目的；最後一種為 Gee（1986）所提出，重視口語訊息

而 非文字，包括語調改變、停頓以及其他溝通特徵。 

    整體與類別向度指分析的單元為整體故事本身抑或是從中抽取出來的部分段落；內

容與形式向度則為對文本進行閱讀的兩種方法，內容取向為探索文本內容的意義或象徵

意涵，形式取 向則將重點放在結構、時間性、連貫性、風格或隱喻等語言學特徵。此

兩向度的交錯形成一四方格的矩陣，反映出敘事分析的四個模式，如下表 3-1所示： 

 
表3-1 敘說分析的四種模式（引自吳芝儀譯，2008） 

 

三、性生活品質的概念與測量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定義「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為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的感受程度，這種感受與個人的目標、期望、標準、關 心等

方面有關。它包括一個人在「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關係」、「個人信念」

以及「環境」六大方面。已有多位學者提出許多生活品質的概念及評估量表，但隨著 社會的發

展與人類文明的進步，人們的性觀念、性態度也悄然的發生變化，也愈多學者提出 性是人生不

可或缺的部份，亦與生活品質息息相關（胡佩誠、胡蕾、伍君儀，2010；蔡盈盈、張巍鐘、陸汝

斌、曹朝榮，2007）。Schober（2004）認為性生活品質是一個動態互動的模式，受許多因素影響，

除個人 性慾望、情境與性能力之外，也包括伴侶關係、憂鬱、焦慮處理以及性功能失調等，其

性生活品質包括身體、心理、環境、相互依賴程度、社會關係與靈性等六大層面，也可代表個體

性健康的指標，性生活品質測量主要用於了解性功能障礙者性生活品質狀態，並協助醫療人員，

清楚評價各項醫療處置對性健康的治療效果。過去許多研究大都以性功能作為性生活品質的重要

指標，但性功能是否足夠反映個體的性生活品質，到目前為止仍無具體實證研究可以支持。Schober

以個體性功能、性自我效能、性滿意度度、伴侶關係的滿意度及整體滿意度，來代表性生活品質

（Schober, 2004; Symonds, Boolell, & Quirk, 2005）。 

Symonds,2005, Boolell 與 Quirk,2005以身體、心理、社會及情緒四大模式為架構，發展

女性性生活品質量表（SQOL-F）。該量表以四個階段完成。第一階段來自 7 個國家 82 位 19~65

歲婦女，包括 22位性功能障礙及 60位一般婦女，將訪談結果參考文獻整理後 24個題目，經專

家效度檢定後刪除 5題，保留 19題成為第一版的女性性生活品質量表。第二階段於英國選取年

齡 18-65歲的 1296名女性，最後共 730名完成此項研究。此階段研究對象須回答六個女性性功

能問題，包括：你有沒有經歷（1）缺乏性活動的興趣；（2）缺乏潤滑；（3）性喚起困難；（4）需要很

長一段時間才能引發性喚起；（5）性交疼痛,；；(6)難以達到性高潮。進行性問題及性生活品質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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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標效度分析，經因素分析刪減 1 題，保留 18 題為第二版的女性性生活品質量表。第二版

SQOL-F 的結果，於美國進行了第三階段的研究，主要為再次檢測 SQOL-F 的有效性，其研究對

象共分為三組，分別為脊髓損傷婦女（SCI；N=69；平均年齡 44.5歲）；患有性功能障 礙的婦女

（N=65；平均年齡 38.5歲）；健康無性問題的婦女（N=60；平均年齡 37歲），產生性問題平均發

生時間分別為 9.6 年。過程中每位收案婦女皆需填寫女性性生活品質問卷（SQOL-F）及性功能

問卷（SFQ），發現：（1）已知族群效度檢測法（Known-groups validity）:健康無性問題婦女的性生

活品質分數（90.1）高於脊髓損傷婦女（62.7）及性功能障礙婦女（59.0），達顯著上的差異；

但脊髓損傷婦女與性功能障礙婦女於性生活品質分數尚未達顯著上的差異。（2）幅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分別檢測性生活品質（SQOL-F）得分與性功能問卷（SFQ）各構面（性

慾、生理覺醒-感覺、生理覺醒-潤濕、享受、高潮、疼痛、人際 關係）得分進行相關檢定，所

有項目皆達顯著的正相關。此第四階段為再測信度研究，針對英國 25位女性，進行兩週再測信

度、相關係數檢定（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及魏氏檢定（Wilcoxon matched pairs test），

結果顯示兩個時間點的性生活品質問卷得分無顯著上的差異 且具高度的相關性（Symonds, 

Boolell, & Quirk, 2005）。 

以上問卷建構過程得知，Schober等女性性生活品質量表，主要評估性生活中女性的自尊、

情緒及伴侶關係，著重心理社會評估，未將生理因素納入性生活品質測量構面。大陸學者胡、胡

（2010）加入生理構面，分別以 366名級 1529 名已婚婦女，進行量表探索性及驗證性因素分析，

得到「性滿意度」、「性交流」、「性焦慮」、「性反應」、「性態度」、「性 體像」6個因素模型，解釋

力達 63.95％，應可算是信效度不錯的量表。雖然 Schober等人於 2005 年開啟女性性生活品質的

工具發展，但男性性生活品質量表卻晚了近 10年，可見性生活品質 量表發展仍在早期發展階

段，符合本研究前述由於性障礙的科學研究至今還不足一百年，且多數論述皆以闡述男性性功

能障礙為主軸。以醫療體系對婦女性功能障礙的重視，比起男性 性功能障礙，起碼落後十五年

（Shen & Sata, 1983; Shen, Sata, & Hofstatter, 1984）。由於性生活品質是反應性健康的

重要指標，且與社會文化存在密切關聯性，是故，本研究以 Schober 等人及大陸學者發展基礎，

加入女性因性別及社會文化因素著重的物化概念，以性生活品質問卷、物化身體覺察量表及女

性性功能量表，作為本土婦女性健康量表的依據，進行台灣本土量表發展與驗證。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程序 

1. 研究前的準備： 

包括相關文獻的搜集與閱讀，釐清研究方向與目的，使得研究問題更聚焦。 

2. 通過 IRB： 

研究者向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提出倫理審查之申請，IRB編號為：KMUH-IRB-20120422號，於 2013年 10月 3日審查通過，

期中報告於 2015年 3月 1日審查通過，如附件六，及 2016年 1月 28日審查通過，如附件

七。 

3. 正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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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1)招募研究參與者，並進行篩選： 

本研究以南部某教學醫院之乳房外科門診及癌症中心門診，診斷為「乳癌」並已接受

乳房手術之婦女及伴侶為研究對象。乳癌婦女收案條件如下： 

A. 年滿 18 歲，診斷為乳癌，非病危且未合併其他癌症。 

B. 病歷診斷滿三個月以上，零期至第二期（含）。 

C. 已接受乳房切除手術或乳房重建手術。 

D. 有固定性伴侶，且其同意參與研究並接受訪談及問卷填答者。 

E. 意識清楚，能以國、台語溝通者。 

(2)先後進行兩個性健康與性生活團體諮商，分述如表一。  

 

                  表一、 兩個性健康與性生活諮商團體 

組別 婦女組 夫妻組 

次數 6次 

地點 高雄醫學大學心理系 CS-827 團體治療室 

帶領者 鄭丞傑教授、張娟鳳助理教授 

日期 民國 104 年 3 月 4 日至 

民國 104 年 4 月 8 日 

民國 104 年 4 月 14 日至 

民國 104 年 5 月 19 日 

時間 每週三下午 2-4 點 每週二下午 7-9 點 

參與者 10 位匿名乳癌術後婦女 4 對匿名乳癌術後婦女及性伴侶 

 

二、參與者之基本資料如表二、表三 

                       表二、婦女組諮商團體基本資料 

編號 團體 

成員 

暱稱 

參與

者 

年齡 

伴侶

年齡 

乳房

切除

側 

癌症

分期 

切除 

範圍 

自體

重建 

手術 

距今 

時間 

術後輔助治療次數 

(歷經週數) 

化療 1次/三週、 

放療 5天/一週 

子女 

數目 

化療 放療 標靶 子 女 

A 梅花 43 45 右 1 部分 - 2年 - 28(6週) - 1 1 

B 杏花 52 50 左 1 部分 - 7年 - 36(8週) - 2 0 

C 桃花 56 60 右 1 部分 - 6個月 - 28(6週) - 1 1 

D 牡丹 57 59 右 0 部分 - 4年 - 28(6週) - 1 0 

E 石榴花 52 54 右 1 部分 - 5年 6(18週) 30(6週) - 1 1 

F 荷花 55 61 左 2 單乳全部 有 13年 6(18週) 25(5週) - 2 0 

G 蜀葵 47 55 右 2 單乳全部 無 4年 8(24週) 24(5週) 18 0 1 

H 桂花 55 60 右 1 單乳全部 無 13年 6(18週) --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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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菊花 47 51 左 1 單乳全部 無 3年 - 28(6週) - 1 0 

J 芙蓉 45 45 右 1 部分 - 1年 - 28(6週) - 0 0 

          註:成員皆為已婚，目前與配偶同住，8位仍維持性生活， 

             2位暫停性生活(1位是分房睡，1位是前後進房睡) 

 

                      表三、夫妻組諮商團體基本資料 

編號 團體成員 

暱稱 

參與

者 

年齡 

乳房

切除

側 

癌

症

分

期 

切除 

範圍 

自體

重建 

手術 

距今 

時間 

術後輔助治療次數(歷經週數) 

化療 1 次/三週、 

放療 5 天/一週 

組女 

數目 

化療 放療 標靶 子 女 

A-H 甘蔗先生 65 - - - - - - - - 
2 0 

A-W 甘蔗太太 60 左 2-3 單乳全部 有 16年 
   

B-H 黃豆先生 56 - - - - - - - - 
0 1 

B-W 黃豆太太 47 右 2 單乳全部 無 4年 8(24週) 24(5週) 18 

C-H 玉米先生 41 - - - - - - - - 
0 1 

C-W 玉米太太 42 右 2 部分切除 無 2年 
   

D-H 小麥先生 43 - - - - - - - - 
2 0 

D-W 小麥太太 42 左 2 單乳全部 無 2年       

        註:全部成員皆已婚，與配偶同住，2組仍維持性生活，2組停止性生活 

 

第三年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蒐集資料，問卷係依循物化身體覺察量表 OBC、女性性功能量表 FSFI、女性性

生活品質問卷 SQOL-F 發展本土化女性健康量表，經由專家討論，編輯出乳房角色自檢表及前戲中乳

房角色量表、女性性功能量表等共 31 道題目，於附設醫院門診處招募術治療期結束的受試者填寫，

比較治療期間與治療前的差別及目前與治療前的差別。 

女性性功能量表依據本研究之需求作修改，內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乳房角色自檢表；第

二部分是前戲中乳房角色量表；第三部分則是女性性功能量表。三份量表均採李克特氏七點量表方式

填答，問卷如附件十。 

 

三、研究工具   

(一).第二年 

1.測驗：本土婦女性健康量表，合併以下三種量表： 

(1)物化身體覺察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 

(2)女性性功能量表（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FSFI） 

(3)女性性生活品質量表（Sexual Quality of Life-Female, SQ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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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錄音設備： 

    本研究需要錄下團體過程中的所有內容以供日後資料分析之用，故在邀請研究參與者時，

徵得其同意錄音。使用設備為SONYICD-AX412F型號錄音筆，在每次團體前，研究者準備好錄音

設備，為避免其它臨時狀況發生，將會以兩台錄音筆同時進行，以確保錄音資料的完整。 

3.參與研究同意書: 

本研究在團體進行前，已徵得參與者簽名同意書，受訪者同意書如附件二。 

4.團體諮商活動設計:  

(1)團體領導者:第一至五次由張娟鳳助理教授擔任，第六次由計畫主持人鄭丞傑教授主領導、

共同計畫主持人張娟鳳助理教授擔任副領導者。 

(2)團體性質：封閉式、結構式團體。 

(3)乳癌術後婦女及其伴侶性生活議題團體：「性福密碼」治療計劃書。 

組別 婦女組 夫妻組 

人數 10位(全程參與人數共 9人) 4對夫妻(皆全程參與) 

時間 每次 120分鐘 每次 120分鐘 

第 1 次 

相見歡 

 

1. 自我介紹：在團體的初始階段，讓成員

與領導者之間相互認識(簡述罹癌經過

及感想)。 

2. 建立團體基本規範，讓成員學習互動、

表達自己。 

3. 協助成員分享參加團體的動機及對於團

體的期望：以求了解成員們的需求或澄

清團體的目標。 

團體內容： 

介紹薩提爾的冰山理論。組員分 2人一組方

式，每項每人討論 5分鐘：(1)乳癌對生活

的影響(2)術後對夫妻性生活的影響。 

1. 領導者自我介紹、成員自我介紹。 

2. 建立團體基本規範，讓成員學習互動、表

達自己。 

3. 協助成員分享參加動機、對團體的期望。 

團體內容： 

婦女及伴侶分兩兩一組，討論夫妻面對乳癌之

挑戰及調適過程，再回到大團體分享。 

第 2 次 

互相 

訪談 

暖身活動:每次 2位成員帶破冰遊戲 

團體內容：兩人一組互相訪談，以下問

題後，回到大團體分享 

Q1.術後擔心復發的程度 

Q2.術後裸體時對胸部外觀的滿意度 

Q3.術後伴侶對我外觀的滿意度 

Q4.手術前後的性生活滿意度有否差異?

請描述詳情 

Q5.如何緩解性行為過程不適的方法 

暖身活動:每次 2位成員帶領破冰遊戲 

團體內容：以每對夫妻為主角，仔細敘述

其術後身體形象改變與夫妻性生活所受

到的影響及調適，再由其他成員給予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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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5 次 

敘說 

我的 

故事 

暖身活動:每次 2位成員帶領破冰遊戲 

團體內容：由 10 位成員輪流當主角，

講述自己在身體形象改變及與伴侶的

性生活之干擾與調適過程，再由其他成

員給予回饋。 

第 6 次 

性醫學 

諮詢 

計畫主持人鄭丞傑教授親自主持團

體，引導每位成員說出更多性關係之經

驗，解答每位成員在性醫學及性生活所

碰到的困擾及改善之道。 

計畫主持人鄭丞傑教授親自主持團體， 

解惑，並激勵(其中兩對)已經停止性生活

三年以上的夫妻利用植物性荷爾蒙塗抹

陰道，使其回春，維持享受與水之歡。 

 

(二).第三年  

    1.乳房角色自檢表  

  先進行KMO取樣適當性檢定及巴氏球形檢定，KMO＝0.783，巴氏球形檢定值為926.105，並達統計

顯著性，顯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後可得一個因子，命名為「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乳房角色變數主成分分析之結果 

因素／變數名稱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因素：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  

4.082 68.035% 

1.  乳房的大小或形狀對於自己的性滿足情形有影響。 0.768 

2.  女人的乳房大小或形狀對於伴侶的性滿足情形有影響。 0.776 

3. 擁有完整的乳房是一個完整女人該有的身體特徵。 0.863 

4.  擁有完整的乳房對一個女人而言是很重要的。 0.843 

5.  乳房的大小決定女人的漂亮程度。 0.815 

6.  我會在意自己的乳房大小。 0.878 

    2.前戲中乳房角色量表 

  本量表區分兩部分，一是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的乳房角色有何變化。二是相對於治療前，目

前的乳房角色有何變化。同樣地，先進行KMO取樣適當性檢定及巴氏球形檢定，前者的KMO＝0.796，

巴氏球形檢定值為772.480，達統計顯著性；後者的KMO＝0.779，巴氏球形檢定值為777.772，亦達統

計顯著性，顯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兩者經因素分析後都各可得二個因子，分別命名為「乳房的

性吸引力」與「乳房的前戲功能」，因素分析結果如表2與表3所示。 

表2  前戲中乳房角色變數主成分分析之結果—治療期間 

因素／變數名稱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因素一：乳房的性吸引力   4.130 5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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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乳房的性吸引力改變了。 0.905 

2.  乳房對伴侶的性吸引力改變了。 0.883 

因素二：乳房的前戲功能   

1.178 

 

14.720% 1. 我喜歡碰觸自己的乳房。 0.727 

2. 我的伴侶喜歡碰觸我的乳房。 0.737 

3. 我喜歡撫弄/搓揉自己的乳房。 0.809 

4. 我的伴侶喜歡撫弄/搓揉我的乳房。 0.752 

5. 我喜歡我的乳房被吸吮。 0.703 

6. 我的伴侶喜歡吸吮我的乳房。 0.720 

表3  前戲中乳房角色變數主成分分析之結果—目前 

因素／變數名稱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因素一：乳房的性吸引力  

3.994 49.927% 1. 乳房的性吸引力改變了。 0.890 

2.  乳房對伴侶的性吸引力改變了。 0.875 

因素二：乳房的前戲功能   

1.270 

 

15.878% 1.  我喜歡碰觸自己的乳房。 0.727 

2.  我的伴侶喜歡碰觸我的乳房。 0.737 

3.  我喜歡撫弄/搓揉自己的乳房。 0.809 

4.  我的伴侶喜歡撫弄/搓揉我的乳房。 0.752 

5.  我喜歡我的乳房被吸吮。 0.703 

6.  我的伴侶喜歡吸吮我的乳房。 0.720 

    3.女性性功能量表 

  本量表同樣區分兩部分，一是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的性功能有何變化。二是相對於治療前，

目前的性功能有何變化。同樣地，先進行KMO取樣適當性檢定及巴氏球形檢定，前者的KMO＝0.939，

巴氏球形檢定值為2646.851，達統計顯著性；後者的KMO＝0.939，巴氏球形檢定值為3358.123，亦達

統計顯著性，顯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兩者經因素分析後都各可得三個因子，分別命名為「性欲

望」、「性滿意」與「性障礙」，因素分析結果如表4、表5所示。1 

表4  女性性功能變數主成分分析之結果—治療期間 

因素／變數名稱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因素一：性欲望  

9.408 58.798% 1. 有性欲或性趣的頻率。 0.812 

2. 性欲程度。 0.844 

3. 性活動或性交中，被挑起性欲望的頻率。 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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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活動或性交中，被挑起的性欲的亢奮程度。 0.693   

5. 性活動或性交中，產生性欲的信心。 0.565   

6. 性活動或性交中，感到性欲高漲的頻率。 0.631   

7. 性活動或性交中，陰道濕潤的頻率。 0.623   

因素二：性滿意   

1.574 

 

9.839% 1. 性刺激或性交時，達到高潮的頻率。 0.647 

2. 性活動或性交時，對自己的高潮能力的滿意

程度。 

0.707 

3. 性活動中，和伴侶之間的親密度感到滿意的

程度。 

0.780 

4. 和伴侶的性關係的滿意程度。 0.821 

5. 對整體性生活的滿意程度。 0.811 

因素三：性障礙    

1. 性活動或性交中，陰道濕潤有困難。 0.869 1.045 6.534% 

2. 性活動或性交中，陰道一直保持濕潤有困難。 0.793   

3. 性刺激或性交中，達到高潮有困難。 0.745   

4. 陰道插入感到不舒服或疼痛。 0.664   

1  經因素分析，「女性性功能量表」第9題同時出現在兩個因素，檢視題目內容後，決定予以刪除。 

 

表5  女性性功能變數主成分分析之結果—目前 

因素／變數名稱 
因素 

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因素一：性欲望  

10.478 65.486% 1. 有性欲或性趣的頻率。 0.831 

2. 性欲程度。 0.870 

3. 性活動或性交中，被挑起性欲望的頻率。 0.863   

4. 性活動或性交中，被挑起的性欲的亢奮程度。 0.835   

5. 性活動或性交中，產生性欲的信心。 0.725   

6. 性活動或性交中，感到性欲高漲的頻率。 0.771   

7. 性活動或性交中，陰道濕潤的頻率。 0.605   

因素二：性滿意   

1.429 

 

8.929% 1. 性刺激或性交時，達到高潮的頻率。 0.491 

2. 性活動或性交時，對自己的高潮能力的滿意程

度。 

0.624 

3. 性活動中，和伴侶之間的親密度感到滿意的程

度。 

0.735 

4. 和伴侶的性關係的滿意程度。 0.767 

5. 對整體性生活的滿意程度。 0.772 

因素三：性障礙    

1. 性活動或性交中，陰道濕潤有困難。 -0.849 0.819 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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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活動或性交中，陰道一直保持濕潤有困難。 -0.810   

3. 性刺激或性交中，達到高潮有困難。 -0.630   

4. 陰道插入感到不舒服或疼痛。 -0.549   

註：為了與表 4所得的因素數（3個）相同，表 5強制要求收斂為三個因素，所以表 5之因素三的特

徵值便出現小於 1的情形。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第二年 

    本研究採用 Lieblich、Tuval-Mashiach 和 Zilber（1998）所提出的敘說分析方式，分別為「整

體—內容」、「類別—內容」，陳述如下： 

(一)整體 —內容的分析步驟  

1. 重複閱讀敘事材料，直到故事焦點顯現：研究者以開放的、同理的態度去閱讀或聆聽

資料，留意故事中的部分段落或開端，找出在整體脈絡下的重要焦點內容。 

2. 記錄對於受訪者的初步及整體印象：用以判斷故事中出現與一般印象有出入的例外情

況，以及不尋常的特徵，包括未完成的描述或相互矛盾的內容，這些不協調或不一致

的地方可能為重要訊息。 

3. 決定故事中的特定內容焦點或主題：特定且重要的焦點通常會被一再述說，且相關內

容的細節亦被經常提起，使得焦點在故事中特別突顯出來。需注意的是，有些主題可

能被忽略或輕描淡寫，但此行為可能隱含某些重要訊息。 

4. 標記故事中的各項主題：使用不同顏色將各主題標記並分別地、重複地仔細閱讀。 

5. 使用不同方式記錄結果：研究者跟隨貫穿整個故事的每個主題，記下結論、注意主題

間的轉換、主題第一次與最後一次出現的位置、主題轉換的脈絡、在文本中突顯的地

方。同時根據敘說的內容、敘說者的心情等評估，留意那些與主題相抵觸或矛盾的情

節（吳芝儀譯，2008）。 

6. 整合各主題，形成一完整脈絡：在標定出各特定主題後，依據時間、轉折點及因果次

序加以重新組織一故事脈絡，使其成為讀者易理解之經驗，其中不乏將訪談資料直接

引述，可為研究者對情節轉換與故事脈絡呈現的不同，提供證據。 

(二)類別—內容的分析步驟  

1. 替代文本(subtext)的選擇：首先依據研究問題與假設，將文本所有相關的部分標示出

來，並且將之加以組合形成一替代文本，成為研究範圍之內容。 

2. 編碼： 

(1)編碼規則 

第一碼 第二碼 第三碼 第四碼 第五碼 第六碼 

參與者代碼 第幾次諮商 逐字稿第幾行，不足位數以 0表示 

(2)代碼對照 

婦女組 A B C D E F G H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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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 杏花 桃花 牡丹 石榴 荷花 蜀葵 桂花 菊花  芙蓉 

   

夫妻組 

A-H A-W B-H B-W C-H C-W D-H D-W 

甘蔗

先生 

甘蔗

太太 

黃豆

先生 

黃豆

太太 

玉米

先生 

玉米

太太 

小麥

先生 

小麥

太太 

3. 定義內容類別（categories）：定義內容類類別指貫穿替代文本的不同主題與觀點，可

能是單字、句子或是數個句子所組成的句組。類別可藉由理論預先定義或採開放態度

閱讀 文本，使主題隨之浮現。 

4. 將材料分派到相關的類別：此階段是將已區辨類別的句子分派到相關的類別。類別中

可能來自同一生命故事，也可能包括了不同受訪者的語句。 

5. 從研究結果導出結論：評估各個類別中的句子出現次數，研究者可依據研究問題，瞭

解各受訪者所呈現之傾向或偏好，並針對每位受訪者的歸類資料加以解釋，以形成結

論；每項主題、類別所搜集的內容可描繪出特定特徵或現象，幫助研究者檢驗先前所

提出之研究假設（吳芝儀譯，2008）。 

第三年(第 2年) 

(三)研究的有效性 

信度和效度是傳統實證主義中用來判定量化研究的標準，可檢核一量化研究的結果是

否經由客觀、公正且確實的標準化研究所取得。 然而此標準並不適用於以詮釋學為觀點

的敘事研究取向，敘事分析之主旨並非追求一故事之正確與否，故針對質性研究所用之衡

量標準必須有不同的考量（胡幼慧，1996）。本研究採用 Lincoln 與 Guba（1985） 所

提出的質性研究有效性檢核方式（引自王覺興，2002），包含「確實性」、「可轉換性」、

「可靠性」、和「可驗證性」等四種。 

在信度方面，乳房角色自檢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05；前戲中乳房角色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15；女性性功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70，信度均相當

良好。 

效度方面，以因素分析探討其建構效度。先以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

再以直接斜交轉軸法（direct oblimin）進行因素的轉軸，從因素分數矩陣中，依據各題

在某一特定因素之負荷量達 0.40 以上來判斷該題目歸屬的層面。 

  

(四) 樣本描述 

 本研究收案人數為 200 人，篩選出目前有伴侶者，得樣本 196 人。表 6 是各變項的描

述性統計量，表 7 是各變項的次數分配。 

 

表 6  樣本各變項的描述性統計量 

變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發現乳癌時的年齡 195 30.000 61.000 45.205 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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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196 34.000 68.000 50.230 7.371 

伴侶目前年齡 196 33.000 69.000 52.449 7.971 

教育年數 196 6.000 22.000 13.245 2.737 

停經年數 196 0.000 0.000 0.000 0.000 

化療次數 196 0.000 12.000 4.138 3.475 

乳房角色原始值平均數 195 1.000 7.000 3.428 1.595 

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分數 196 1.000 7.000 3.314 0.917 

治療期間乳房的前戲功能分數 196 1.000 5.500 3.222 0.892 

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分數 196 1.000 7.000 3.538 0.776 

目前乳房的前戲功能分數 196 1.000 6.167 3.516 0.865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分數 196 1.000 4.000 2.512 0.932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分數 196 1.000 4.800 2.766 1.030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分數 196 1.000 7.000 5.046 1.129 

目前性欲望程度分數 196 1.000 5.714 2.966 1.025 

目前性滿意程度分數 196 1.000 5.800 3.186 1.047 

目前性障礙程度分數 196 1.000 7.000 4.861 1.054 

目前與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差異 196 -2.143 4.571 0.454 0.937 

目前與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差異 196 -3.000 4.000 0.419 0.854 

目前與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差異 196 -3.000 3.000 -0.185 0.725 

表 7  樣本各變項的次數分配（N＝196） 

變項 次數 百分比 

身份別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19.39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經停經 97 49.49  

    目前尚未停經 60 30.61  

    未填答 1 0.51 

乳癌期別   

    0期 32 16.33  

    1期 73 37.24  

    2期 72 36.73  

    3期以上 19 9.69  

乳房切除範圍   

    部分切除 109 55.61  

    全部切除 85 43.37  

    未填答 2 1.02  

有生育過 181 92.35  

已經停經 136 69.39  

乳房有做自體重建 58 29.59  

有加入乳癌婦女的支持性團體 56 28.57  

治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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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過化療 123 62.76  

    接受過放療 121 61.73  

    接受過標靶 31 15.82  

    接受過民俗治療 4 2.04  

其他婦科手術   

    曾切除子宮 19 9.69  

    曾切除卵巢 12 6.12  

    曾有其他婦科手術 16 8.16  

 

(五)研究倫理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被視為重要的研究工具，研究者的素養與專業度將影響研

究本身的結果與內涵，須盡可能提供一安全、舒適的環境，使受訪者能自由、不受拘束地

闡述經驗，並且不需擔心獲得任何評價。本研究根據高淑清（2008）所主張之質性研究倫

理規範為原則，分別說明： 

1.知情同意、2.保密、3.忠於事實、4.降低研究過程可能造成之傷害與不適、5.關心受訪

者是否能從研究過程或結果中獲得福祉。 

 

伍、研究結果 

第二年  

一、整體-內容分析結果(選定一組夫妻的個人生命故事)： 

(一) (陪伴者)小麥先生的生命故事(截錄部分) 

小麥先生與罹癌的伴侶皆為國小老師，目前 43歲，育有兩子。在伴侶感覺子宮有不適

感後，有和罹癌的同事進行初步詢問，之後就陪同伴侶去掛號並確診罹癌。一開始，他感

到自責，覺得可能是自己做不好，無法從年輕時就給她快樂，「我那時候會覺得如果她嫁給

別人，可能就不會生病了」。一度也看著伴侶因為失去乳房感到低落而痛苦，認為失去乳房

對於女性精神上產生的挫折比肉體還大。因此，一開始與伴侶兩個人其實都無法接受心理

上的折磨。 

比較慶幸的是，後來有接觸到癌症希望基金會與 cancer free的網站，得到一些實用

的幫助和諮詢，此外，也有罹癌經驗的同事和家屬陪同夫妻倆一起走過來。小麥先生認為

除了木棉花團體之外，應該也要設立一個可以提供男性陪伴者的情感支持團體，因為在陪

伴的過程中，自己也會感覺到痛苦和無助，「男生有痛的地方就是不敢說。我真的就是、就

是每天到學校去，根本就沒有辦法閉上眼睛，一閉上眼就是彈起來，晚上…其實也是這樣。

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就是…在擔心，就是這樣」。 

在這段時間，伴侶覺得自己腦容量變小了，小麥先生一直想要刺激她，激勵她做些不

一樣的嘗試或改變，希望她可以忘記過去的傷痛。因此，不會凡事都順著她，有時候兩個

人就會產生一些爭執，「我只是要恢復到她原來的那個狀態，她當她自己、找到她自己就可

以了。我並沒有要她改變成另外一個她。可是，因為生病這一個關卡，讓她關進了一個地

方，她自己也不確定知道是不是這個樣子」。小麥先生也認為伴侶常常忘記同理自己，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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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她有時候過於悲觀的想法也感到難受，「其實幾乎是在折磨自己了啦。可是在折磨自己

的同時，也是在折磨身邊對妳好的人啊」。他希望兩個人都在試著活在當下，認為彼此在這

個過程中都要成長。 

 (二) (被陪伴者)小麥太太的生命故事(節錄部分) 

1. 罹癌經過 

 小麥太太是一位國小老師，與同樣身為國小老師的伴侶從 26歲結婚至今。目前 42歲，

育有兩子，分別就讀國三與國一。在兩年前的家庭旅遊中，她覺得胸部開始產生不適感。

但是認為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健康寶寶，也常常參與捐血活動，加上一些鴕鳥心態，因此第

一次掛了號卻沒有去就診。而後過了兩三個月，因為不適感一直持續，決定再度掛號去看

診，當天就確診罹患乳癌二期，當下心情非常難以接受，「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健康的人，

然後，吃得好，也睡得好，然後，其實煩惱其實通常也都一天就過了。所以我一直對自己

很有信心，所以其實在醫院，整個被確診的當天，我是哭得很慘的」。 

確診後三天馬上要面臨開刀，心情上還沒完全整理好，只有打電話給身邊兩位親友了

解切除與重建的事宜。雖然經濟上是許可的，可是基於不想要在身體上留下多餘的傷疤，

加上想要速戰速決的鴕鳥心態，因此，小麥太太很快速就決定要全切且不進行重建，「那

時候的心態是這樣的，我再強調一下。我、我還是覺得我是很鴕鳥，很俗辣的、的那種心

態，就是，好、那就第、第一次，醫、醫院幫我排的，就是三四天後那個刀。然後就開，

真的，其實是很快的。」手術過後身體上承受許多不適感，後續也持續進行辛苦的療程，

包含 8次的化療和 25次的放療。在多重壓力下，產生了非常困擾她的睡眠問題，常常需

要依賴安眠藥來幫助入眠。 

2. 身體意象的改變 

小麥太太比較耿耿於懷的是，她認為當初為什麼不選擇局切而是全切，一度陷入極度

憂鬱的情緒之中，「如果我當時只要選擇局切，那我還是可以保留部分的乳房就好了」、「至

少，還是可以看到原本的身體那個樣子，就不會說現在一條疤在那邊，所以我就開始陷入

這個」。除此之外，她也認為原本腫瘤的點很小，只感染 2顆，可是醫生卻拿掉 17顆，讓

身體意象產生極大的改變，因而久久無法釋懷，「那個點是，原來我的腫瘤那麼小。而我

在意的是那個」。她也覺得自己身體意象的改變是比較內隱的常常在公眾運輸上因為不舒

服而需要位置的時候很難像老弱婦孺一般被大家同理而得到幫助。因此，她認為自己要堅

強一點去站起來，「有些疤它不是很明顯，你已經、可能看不到。有些傷，它不容易復原，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小心對待那些別人看不見的傷」、「因為別人是看不見的，可是其實

妳知道妳身體是一種傷的，是一種傷痕在的」。早期她會非常想念失去的乳房，常常摸著

長長的傷口對它說話，但是隨著時過去也慢慢開始能放下與接受。 

 

二、類別-內容分析結果： 

分析綱要：依據四對夫婦在乳癌團體中探討身體意象與性生活議題所描述的內容，筆者以「類別

-內容」分析的方式，共歸納出「性生活影響因素」、「伴侶身體意象的改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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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輔助」及「情緒行為信念」四大層面，各分成二個分析脈絡圖，如圖一、圖二

所示。 

 
 

  
 
 
 
 
 
 
 
 
 
 
 
 
 

 
 
 
 
 
 
 
 
 
 
 
 
 

圖一、四位陪伴者(先生)類別分析的脈絡圖

伴侶身體意象的改變 

在意程度 

 

伴侶是否割除乳房、伴侶是否進行重建、伴侶落髮狀況 

 

對生活影響 

 
職場工作 

情緒、行為、信念 

內/外在因子 

 

罹癌經驗的影響、職業對自身的影響、罹癌時間點、過去經驗的影響 

 

情緒調適 

 

自身的情緒調適、對伴侶的態度 

性生活影響因素 

伴侶的身心狀態               
對自身的影響 

伴侶行房意願、伴侶陰道乾澀、伴侶身體狀況 

調適與改善方法 

 

支持系統的輔助 醫療體系 

 

相關癌症社群 

 

乳癌團體、書面及網站資訊、癌症希望基金會 

家庭與友人 

 

家庭支持、.親友相關經驗提供 

 

經濟狀況 

 

收入狀況、保險給付 

伴侶關係 

 

伴侶態度對自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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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四位被陪伴者(太太)類別分析的脈絡圖 

情緒、行為、信念 

情緒調適 

罹癌歸因 壓力、家族基因 

內/外在因子 職業對自身影響、罹癌時間點、個人特質  

性生活影響因素 

調適與改善方法 

年齡老化 需求降低、生活重心轉移、體力下降、更年期症狀 

術後影響 陰道乾澀、身體不適、停經狀況 

其他婦科問題 子宮相關問題、尿道發炎 

身體意象的改變 

外觀變化對自身的影響 對乳房的態度、失去乳房對自身造成的影響、對落髮的態度 

對生活影響 健康、工作職場 

影響重建意願因素 經濟狀況、在意外觀程度 

支持系統的輔助 

醫療體系 

信仰 

相關癌症社群 木棉花團體、乳癌團體、書面及網站資訊、癌症希望基金會 

家庭與友人 家庭支持、親友相關經驗提供 

經濟狀況 

伴侶關係 伴侶態度對自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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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截錄部分) 

（一） 選自陪伴者(先生)之文章論述 

1.伴侶的身心狀態對自身的影響 

太太在術後不只面臨身體意象的改變，也要面對接踵而來的情緒，因此夫妻之

間的性生活，需要仰賴太太健康的身心狀況方能順利進行。而伴侶的身心狀況包

含了「伴侶行房意願」、「伴侶陰道乾澀」、「伴侶身體狀況」。 

就行房意願而言，在術後呈現明顯下降。太太剛面臨身心上重大的轉變和持續

不停的療程，對性生活並無心顧及，甚至是充滿恐懼感的。此外，術後也會產生

陰道乾澀與身體不適等問題，都會增加性行為的不舒服與刺痛感。有的先生因為

性需求較大，有時候會嘗試碰觸太太而被拒絕，不過也會捨不得太太受苦，因此

並不會勉強行房。因為術後各種的身體不適降低行房意願，先生們其實都受到伴

侶身心狀態蠻大的影響，在性生活方面都面臨不少忍耐和折騰。目前只有一對夫

妻因為太太尚未面臨乾澀問題，在療程結束後恢復正常的性生活。其他夫妻則是

因為身體或年齡等不同狀況，而減少許多，甚至不再進行性行為。 

    「B10849:……就各位剛剛有講到，這個陰道會比較乾澀會比較痛苦，所以就就這一段時

間就…」 

    「B31538:實在講夫妻之間齁像她的痛苦齁，我的快樂建築在她的痛苦上，這個也是心裡

不捨的，齁那也是不得已的嘛……」 

    「D10633:她又也有她的，她有點那個害怕的樣子，阿也就順她的意思啦齁。」 

    「D50416:就是說第一個罹癌的關係，有時候做這件事就會想到這些有關比較不好的事，

另外也是澀澀的，剛開始還好，但有時候一、兩次之後，有時候澀澀會摩擦、皮膚會破掉，

就變少了。」 

    「F10775:剛開始，做完手術我就想說，這輩子應該都不會再行房，那時候就想說應該不

太可能了，就想說一輩子好了。可是後來等她做完整個治療一陣子之後，就慢慢、慢慢還是

有啊，因為我們是年輕啊，啊她可以接受我就可以接受。」 

    「H31682:但是她體質方面，她是皮膚比較脆弱，因為她從那個時候後來跟我說不要，她

說皮膚就容易裂，啊所以就是變成說，性生活這一塊就比較…」 

「H31700:像其實我也會故意去摸她啦，不是，就是，哈哈，有點像鬧她這樣，可是通常會被

拒絕比較多，當然拒絕我也不能那個勉強啊。」 

 

2.伴侶身體意象的改變 

就伴侶是否割除乳房而言，先生們的反應不盡相同，甚至呈現兩極化，有覺得

沒甚麼改變並不在意，也有感到錯愕而難以接受…等不同的情緒反應。至於是進

行全切或局切，除了考慮美感和性徵，還要擔心復發或轉移的問題。但是，愛美

是女人的天性，不管是全切與否，都會造成太太極大的身心傷痛。因此，先生在

陪伴太太的過程中，不希望太太的情緒過於低落，會讓自己慢慢釋懷不去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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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了也能夠習慣。當先生比較釋懷後，也能夠幫太太建立信心。 

 除了經濟問題不許可之外，先生對於是否重建多半是尊重太太的決定，並沒

有太加以干涉。對於重建的議題，太太們的選擇不盡相同 

有因為重建而恢復自信，有尚在考慮中的，也有選擇不重建…等。比較令人擔

憂的是，化療後的落髮問題，對有的太太而言，是外在形象的二次打擊，先生要

陪著低落的太太慢慢熬過來。整合來說，先生們是都非常包容與接納太太在身體

意象上的不同，不會去抨擊或是嫌棄太太的改變，給予很大的情緒支持。 

「B10838 :喔本來跟她講說不要重建，不是說缺錢啦，我是不在意形體上的改變啦。是她

跟我講說阿那以後穿胸罩可能會告低的問題啦，阿那個林副院長在鼓吹嘛，我想說那好好，

就做一做阿，當然我也是覺得我老婆也是蠻樂觀的。」 

「B30336:……那為什麼要做重建，她就想到說，那我以後穿衣服是不是一邊缺一個，好

拉這…穿起來是不是欸會不漂亮齁，那剛好我也支持她這個作法拉恩，那做起來當然恩，也

也也很合她的意拉。」 

「D10614:呃剛開始齁，剛開始本來就是也是有一點沒有辦法接受，當初會考慮到重建嘛，

啊但是想一想就，啊反正切就切了嘛，看久習慣就好了，啊也就這樣子。」 

「D20568:憑良心講假如說不是財務上的問題，我當然會鼓勵她做重建，畢竟就是說愛美

也是人的天性。」 

「F21346:但是同事又問我一句話:那你以後摸不到了，你怎麼辦?那我就愣在那邊，是我

摸不到比較重要，還是她割下去之後痛比較重要?啊當然選擇痛比較重要啊!那摸不到就不重

要了嘛!我的想法是這樣。」 

「F40497:但是失去乳房，對女性精神上的挫折，可能比肉體還要大。她的自尊、自我價

值跟身體意象是完整性的被破壞，所以她那個在一全切，心理面、心理層面上的壓力，不會

比肉體上的折磨來的少。」 

「H10878:其實講真的，她胸部蠻大的所以其實我覺得沒有差很多，講真的是這樣。可是

她自己會一直覺得在意，啊我是跟她說我是覺得沒甚麼差。」 

「H50512:我覺得影響最大的就是她的心情，還有她掉頭髮的那個時間，她真的很在意外

表真的，不過也是過來啦。」 

 

（二） 選自被陪伴者(太太)之文章論述 

1.術後影響 

共歸納出「陰道乾澀」、「身體不適」、「停經狀況」三個面向，對每位受訪者

而言此三方面對性生活影響比例不一，相同的是恢復性生活的時間與行房次數多

寡決定於三方面影響程度。不同之處在於受訪者會有不同的心態與作為：陰道乾

澀主要影響者會轉移生活重心；身體不適主要影響者有時會對行房感到排斥而拒

絕，但身體許可的情況下仍維持良好的性關係；停經狀況主要影響者情緒起伏大；

另一位則是三方面影響皆小，較擔心吃藥會影響到行房，直至五、六年後才慢慢

放下心來。 



21 
 

「A30278: 恩，開完刀是都都可以，因為我們先前服用是 5 年內吃那個太，什麼那個，

嘿可是我也是到好像 5、6 年過後我才慢慢沒有擔心捏，所以我覺得…」 

「A30309: 但是乳癌這個手術對於你們夫妻之間的行房並沒有形成太大的障礙或者影響，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C20214: 我開刀完之後…有呀，也是有跟黃豆先生，我們也有做愛做的事，可以那時

候當下我不知道就是覺得是真的變得乾澀，所以說真的我會覺得很不舒服，那我有跟黃豆先

生說，阿對，所以後來就慢慢慢慢也就比較少，這個性生活的部份現在對我們兩個說，比較

不會是生活的重心。」 

「E40171: 做化療的時候，其實先生當然也會、也會尊重我。啊他其實也都會陪我，然

後當然那時候，其實我們在做愛做的事的時候，其實就真的有比較少。因為做化療其實就會

面臨之前幾位夫妻分享的，就真的會比較乾，然後也比較…就是會、體力也會比較虛弱，所

以真的是比較沒有辦法。」 

「G50271: 可是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更年期，因為我在停經之後開始有了這樣的變化，

而且我覺得我會有一個周期性的不舒服，雖然他沒有來，但是會不舒服，也會莫名的暴躁，

就像我之前一樣，所以我的氣變得比較陰晴不定，之前是比較嚴重一點啦，可是我後來有來(月

經)，可是現在又沒來了，他有點像在亂的感覺這樣子。」 

2.身體意象的改變-外觀變化對自身的影響 

共歸納出「對乳房的態度」、「失去乳房對自身造成的影響」、「對落髮的態度」

三個面向，四位受訪者中有兩位重視外觀美感，共同點為失去乳房會有壓力、負

擔和自卑感也會在意傷口的位置，相異處為重視美感程度高低：因落髮變得蒼老

深受打擊，不想讓他人知道自己罹癌而打扮漂漂亮亮；只要找到替代方法就能滿

足，例如化妝、戴假髮、整型、重建…因此就算兩邊大小不一、沒有乳暈也能接

受。 

另兩位受訪者皆不太在乎外觀美感，共同點是對乳房的珍惜，因此失去時會

感到抱歉與愧疚，覺得自己沒有好好照顧乳房，相異處為珍惜乳房的程度：一位

覺得為了健康切掉值得；一位因非常珍惜乳房割除後十分心痛，會思念、難過、

不捨，後悔自己當初做全切的選擇，因無法釋懷有重大失落感。即使有替代方法

使外觀看不出變化，但內心非常受傷，現在較能接受當初的決定和情緒，較能和

他人分享心情。 

「A20620: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真的如果經濟許可我會鼓勵你去做重建。因為本身他也是

我們身體的一部分，那如果漸漸…你會覺得心理上也是一個負擔啦!因為會有壓力，會覺得怎

麼少了。如果許可的話，真的是要做。像我們術後有去鼓勵一些、以我們的經驗去回饋跟人

家做分享。」 

「A30457: 對阿，因為我都有在畫眉毛，所以掉了也 OK 拉」 

「C20256: 比較不會去在意這樣、在意這個外在的這個部分，雖然說是…對、他是我身

體的一部分，少了他說真的我也還蠻對不起他，可能因為自己沒有、平常自己沒有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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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生病之後…對呀。」 

「E21309: 很小，但他還是我的一塊肉，我也是失去他我才知道他對我的重要性。因為、

對呀、看著鏡子、洗澡的時候，就摸著那個傷嘛!」 

「E40067: 其實我倒不是一直 care 說我沒有重建這件事情，因為我反而就去想到說，那

我同、同事她就說，局、局切部分切除存活率跟全切是一樣啊。那我為什麼，如果我當時只

要選擇局切，那我還是可以保留部分的乳房。」 

「G50058: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痛到骨子裡，因為我的形象因此受到很大的受損，而且我

沒次去醫院打化療的時候，護士都叫我阿姨(笑)，那真的是心理非常非常的痛，然後我 40 歲

不到，被叫成阿姨，又被誤認成我先生的媽媽，我覺得真的是迅速老化的非常非常快，這個

外在形象真的把我打趴了啦，所以我覺得說。如果要活也要活得漂亮，活得有尊嚴，這段經

歷真的是讓我非常非常的難過，所以我很注重外在。」 

第三年 

一、「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量表測量結果之分析 

    我們依據治療時間、停經時間的前後關係，將樣本區分為三群：（一）治療發生在停經之

後（二）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經停經（三）尚未停經。這樣的分類是有意義的，因

為「停經」意味著女性生殖功能的結束，此時的生理信號同時意味著女性的性生活也將不同

於停經之前。而「停經」與否也表示年齡的多寡，表 8 是這三組女性的年齡統計。由表 8 可

知，「停經之後才罹患乳癌並開始接受治療」者，是三組之中年紀最長者，平均年齡為 56.5

歲；「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目前已經停經」者的平均年齡為 52歲；而目前尚未停經者的平

均年齡為 43歲。 

表 8  三組女性之年齡比較 

身份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56.474 4.222 46.00 63.00 83.962*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52.217 6.230 35.00 68.00 

 

未停經 60 43.067 4.632 34.00 54.00  

總和 195 50.231 7.390 34.00 68.00  

* p < .05 

    首先，讓我們比較這三組女性在「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的迴歸因素分數平均數是否具

有差異，結果如表9。從表9可知，三組女性在這方面的態度並無差異，亦即，不論女性年齡

高低，乳房對於女性的性與身體的重要性是差不多的。而從表10可知，在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

下，三組的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3.4，表示她們認為乳房對於女性的性與身體的重要性僅為

中等偏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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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的組間差異檢定（迴歸因素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038  1.000 -1.515 2.249 0.362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

現在已經停經 
96   -0.066  1.045 -1.515 2.249 

 

目前尚未停經 60   0.066  0.936 -1.515 2.249  

總和 194   -0.005  1.001 -1.515 2.249  

* p < .05 

  

表10  「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的組間差異檢定（原始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3.483 1.601 1.00 7.00 0.357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

前，現在已經停經 
96   3.325 1.669 1.00 7.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3.536 1.487 1.00 7.00  

總和 194   3.421 1.596 1.00 7.00  

* p < .05 

    接著，讓我們觀察「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之迴歸因素分數與女性的教育程度、年齡是

否有關。表 11為相關性檢定結果，顯示女性的教育程度、年齡可能並不會造成她們在「乳房

對女性的重要性」方面的想法有所差異。 

表11  「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迴歸因素分數與教育年數、年齡之相關性 

 教育年數 年齡 

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 0.065 -0.014 

* p < .05 

二、「前戲中乳房角色」量表測量結果之分析  

   （一）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與前戲功能 

    這裡先比較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與前戲功能」的

迴歸因素分數平均數是否具有差異，結果如表 12。「前戲中乳房角色」分為兩個因素，

一是「乳房的性吸引力」；二是「乳房的前戲功能」，從表 12可知，三組女性在「相

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這方面並無差異，而從表 13可知，在 7點量

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 3.3，亦即，不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

停經，在生病之後，乳房的性吸引力下降程度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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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治療期間「前戲中乳房角色」的組間差異檢定（迴歸因素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性 

吸 

引 

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158  0.976  -3.908  1.970  1.354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119  1.097  -2.649  2.662  

 

目前尚未停經 60   0.080  0.833  -2.054  2.676   

總和 195   -0.004  1.001  -3.908  2.676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前 

戲 

功 

能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225  1.172  -2.508  4.822  1.325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086 0.985 -2.955 1.346 

 

目前尚未停經 60   -0.014  0.902  -2.827  1.194   

總和 195   -0.003  1.002  -2.955  4.822   

* p < .05 

表13  治療期間「前戲中乳房角色」原始分數的各組平均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吸 

引 

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3.539 0.982 1.000 7.0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3.222 0.938 1.000 4.0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3.308 0.829 1.000 4.000 

總和 195 3.310 0.918 1.000 7.000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前 

戲 

功 

能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3.408 0.763 1.000 4.5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3.100 1.002 1.000 5.0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3.289 0.755 1.000 5.500 

總和 195 3.218 0.893 1.000 5.500 

* p < .05 

    從表13可知，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乳房的前戲功能」這方面也無差異，

而從表13可知，在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3.2，亦即，不論女

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生病之後，乳房的前戲功能下降程度也是都差不多。 

（二）相對於治療前，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與前戲功能 

表14  目前「前戲中乳房角色」的組間差異檢定（迴歸因素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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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吸 

引 

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021  1.064  -4.234  2.533  3.101*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162  1.055  -2.941  2.493  

 

目前尚未停經 60 0.243  0.824  -1.655  2.947   

總和 195 -0.002  1.002  -4.234  2.947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前 

戲 

功 

能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258  1.075  -1.589  4.880  1.652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050  0.990  -3.700  1.217  

 

目前尚未停經 60 -0.094  0.960  -3.500  1.985   

總和 195 -0.004  1.001  -3.700  4.880   

* p < .05 

表15  目前「前戲中乳房角色」原始分數的各組平均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吸 

引 

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3.750  0.760  2.500  7.0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3.485  0.785  1.000  4.5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3.483  0.765  1.000  5.000  

總和 195 3.536  0.777  1.000  7.000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前 

戲 

功 

能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3.579  0.796  1.000  5.667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3.371  0.938  1.000  5.5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3.703  0.754  2.000  6.167  

總和 195 3.514  0.867  1.000  6.167  

* p < .05 

    接著比較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與前戲功能」的迴歸因素分

數平均數是否具有差異，結果如表14。從表14可知，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目前乳房

的性吸引力」這方面有組間差異，經多重比較，分數最高者為「目前尚未停經者」，且明顯

高於「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經停經」，但與「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者差不多。而

從表15可知，在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3.5，亦即，不論女性

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生病之後，治療期間的乳房的性吸引力都下降了，但是治療之後，

目前的乳房性吸引力雖仍不如生病之前，但是下降比較小的是「目前尚未停經者」。 

    另外，從表14可知，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目前乳房的前戲功能」這方面無組間

差異，而從表15可知，在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3.5，亦即，

不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生病之後，治療期間的乳房的前戲功能都下降了；而治療



26 
 

之後，目前的乳房的前戲功能仍不如生病之前。 

    由以上分析可知，女性因為罹患乳癌而感覺其乳房的性吸引力和前戲功能都下降了，且

在治療之後，這兩項仍低於生病之前。那麼，儘管如此，治療之後可有比治療期間回升呢？

接著，讓我們比較三組女性的「乳房性吸引力與前戲功能」分數在治療結束後的回升情形，

結果如表16。 

表16  治療期間與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與前戲功能分數之比較 

項目 統計量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n＝38）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 3.539 0.982 
-2.824* 

  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 3.750 0.760 

  治療期間乳房的前戲功能 3.408 0.763 
-2.037* 

  目前乳房的前戲功能 3.579 0.796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經停經（n＝97）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 3.222 0.938 
-4.447* 

  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 3.485 0.785 

  治療期間乳房的前戲功能 3.100 1.002 
-4.236* 

  目前乳房的前戲功能 3.371 0.938 

目前尚未停經者（n＝60）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 3.308 0.829 -2.610* 

  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 3.483 0.765 

  治療期間乳房的前戲功能 3.289 0.755 -4.429* 

  目前乳房的前戲功能 3.703 0.754 

* p < .05 

    從表16可以發現，三組女性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與前戲功能分數比治療期間的分數有明

顯的上升，表示在治療之後，女性自覺乳房的性吸引力比治療期間增加一些，雖然仍低於生

病之前；同樣的，女性喜歡自己的乳房在前戲時被碰觸、撫弄、搓揉、吸吮的程度，也比治

療期間增加一些，雖然也仍低於生病之前。亦即，隨著治療的結束，女性乳房在性方面所具

有的吸引力與前戲功能，會回升朝接近生病前的狀態發展。這樣的發展趨勢，可以圖1與圖2

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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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治療之前、治療期間與現在，女性自覺乳房性吸引力之變化情形 

 

 

圖2  治療之前、治療期間與現在，女性自覺乳房的前戲功能之變化情形 

三、「女性性功能」量表測量結果之分析  

   （一）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的性功能增減情形 

    這裡先比較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的性功能」的迴歸因素分數平均數是

否具有差異，結果如表 17。性功能分為三部分，包括「性欲望」、「性滿意」及「性障礙」。

從表 17可知，三組女性在治療期間的「相對於治療前，性欲望增減程度」這方面並無差異，

而從表 18可知，在 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性欲望」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 2.5，

亦即，不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生病之後，性欲望都明顯地下降，並且下降程度沒

有明顯差別。 

    接著比較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的性滿意」的迴歸因素分數平均數是否

具有差異。表 17顯示，三組女性在治療期間的「相對於治療前，性滿意增減程度」這方面有

明顯的差別，而從表 18可知，在 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性滿意」原始分數平均數

大約為 2.8，亦即，不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生病之後，性滿意都明顯地下降，但

下降程度並不相同。降低程度最大的是「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經停經」；降低程度最

小的是「尚未停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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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治療期間「女性性功能」的組間差異檢定（迴歸因素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性 

欲 

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027 0.899 -1.502 1.747 0.262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033 1.080 -2.860 3.333 

 

目前尚未停經 60 -0.082 0.939 -1.941 2.216  

總和 195 -0.004 1.001 -2.860 3.333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性 

滿 

意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151 1.040 -2.115 1.946 3.603*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194 0.968 -3.085 1.603 

 

目前尚未停經 60 0.206 0.987 -3.535 2.058  

總和 195 -0.004 1.001 -3.535 2.058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性 

障 

礙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028 0.730 -1.238 1.569 0.024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005 1.142 -1.503 5.053 

 

目前尚未停經 60 -0.017 0.919 -1.799 2.966  

總和 195 0.003 1.002 -1.799 5.053  

* p < .05 

    在「相對於治療前，治療期間的性障礙」方面，比較三組女性在這方面的迴歸因素分數

平均數，表 17顯示，三組女性在治療期間的「相對於治療前，性障礙增減程度」這方面沒有

差別，而從表 18可知，在 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性障礙」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

5.05，亦即，不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生病之後，性障礙程度都明顯地上升，且上

升的程度差不多。 

表18  治療期間「女性性功能」的各組原始分數平均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欲 

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2.579  0.961  1.000  4.0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

已經停經 
97 2.462  0.986  1.000  4.0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2.531  0.827  1.000  4.000  

總和 195 2.506  0.932  1.000  4.000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滿 

意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2.911  1.162  1.000  4.8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

已經停經 
97 2.598  1.012  1.000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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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停經 60 2.930  0.943  1.000  4.400  

總和 195 2.761  1.030  1.000  4.800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障 

礙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5.039  1.052  3.250  7.0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

已經停經 
97 5.095  1.204  1.000  7.0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4.983  1.070  2.500  7.000  

總和 195 5.050  1.131  1.000  7.000  

* p < .05 

（二）相對於治療前，目前的性功能增減情形 

    比較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目前的性欲望、性滿意、性障礙」的迴歸因素分數平

均數，結果如表 19。從表 19可知，三組女性在治療期間的「相對於治療前，性欲望增減程

度」這方面有明顯差異，而從表 20可知，在 7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目前的「相對於治

療前，目前的性欲望」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 2.96，亦即，不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

在治療之後，性欲望仍明顯地比治療前要低，但是下降程度則有差別，下降程度最小的是「尚

未停經者」。 

    比較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目前的性滿意」的迴歸因素分數平均數，表 19顯示，

三組女性在治療期間的「相對於治療前，性滿意增減程度」這方面無明顯的差別，而從表 20

可知，在 7 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性滿意」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 3.2，亦即，不

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治療之後，性滿意程度仍是低於治療之前。 

    比較三組女性在「相對於治療前，目前的性障礙」的迴歸因素分數平均數，表 19顯示，

三組女性在治療期間的「相對於治療前，性障礙增減程度」這方面無明顯的差別，而從表 20

可知，在 7 點量表的測量方式下，三組的「性障礙」原始分數平均數大約為 4.7，亦即，不

論女性年齡高低與是否停經，在治療之後，性障礙程度仍是高於治療之前。 

表19  目前「女性性功能」的組間差異檢定（迴歸因素分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性 

欲 

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108 0.886 -2.655 1.648 4.434*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115 1.023 -2.892 2.467 

 

目前尚未停經 60 .312 0.980 -1.455 3.043  

總和 195 .002 1.002 -2.892 3.043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性 

滿 

意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011  0.913  -2.062  1.608  2.108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137  1.127  -3.053  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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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停經 60 0.198  0.793  -2.050  2.089   

總和 195 -0.005  1.000  -3.053  3.051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 

性 

障 

礙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0.003  0.789  -1.350  1.404  0.907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

在已經停經 
97 -0.087  1.201  -1.740  5.064  

 

目前尚未停經 60 0.135  0.731  -2.136  2.384   

總和 195 -0.002  1.002  -2.136  5.064   

* p < .05  

表20  目前「女性性功能」的各組原始分數平均數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欲 

望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2.865  0.939  1.000  4.429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

經停經 
97 2.766  1.070  1.000  5.714  

目前尚未停經 60 3.340  0.913  1.714  5.714  

總和 195 2.962  1.027  1.000  5.714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滿 

意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3.137  1.011  1.000  4.8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

經停經 
97 2.938  1.133  1.000  5.8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3.597  0.769  1.400  5.200  

總和 195 3.179  1.046  1.000  5.800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 

障 

礙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 38 4.888  0.982  3.250  7.000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

經停經 
97 5.028  1.229  1.000  7.000  

目前尚未停經 60 4.588  0.689  2.750  6.250  

總和 195 4.865  1.055  1.000  7.000  

* p < .05 

    由以上分析可知，罹患乳癌的女性在治療期間的性欲望、性滿意程度都下降了，性障礙

的程度都增加了。而即使是治療結束，目前的性欲望、性滿意程度仍低於治療之前，性障礙

的程度也仍高於治療之前。儘管如此，治療之後的性欲望、性滿意、性障礙三方面，是否有

改善呢？表 21比較了她們治療期間與目前的狀況。 

表21  治療期間與目前女性性功能之比較（原始分數） 

項目 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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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n＝196）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的性欲望 2.512 .932 
-6.789* 

  目前的性欲望 2.966 1.025 

  治療期間的性滿意 2.766 1.030 
-6.875* 

  目前的性滿意 3.186 1.047 

  治療期間的性障礙 5.046 1.129 
3.572* 

  目前的性障礙 4.861 1.054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n＝38）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的性欲望 2.579 0.961 
-1.837 

  目前的性欲望 2.865 0.939 

  治療期間的性滿意 2.911 1.162 
-1.399 

  目前的性滿意 3.137 1.011 

  治療期間的性障礙 5.040 1.052 
1.106 

  目前的性障礙 4.888 0.982 

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經停經（n＝97）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的性欲望 2.462 0.986 
-3.820* 

  目前的性欲望 2.766 1.070 

  治療期間的性滿意 2.598 1.012 
-4.967* 

  目前的性滿意 2.938 1.133 

  治療期間的性障礙 5.095 1.204 
1.232  

  目前的性障礙 5.028 1.229 

目前尚未停經者（n＝60）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的性欲望 2.531 0.827 
-5.864* 

  目前的性欲望 3.340 0.913 

  治療期間的性滿意 2.930 0.943 
-5.302* 

  目前的性滿意 3.597 0.769 

  治療期間的性障礙 4.983 1.070 
3.529* 

  目前的性障礙 4.588 0.689 

* p < .05 

    整體而言，雖然目前的性欲望與性滿意度不及治療之前，但是與治療期間相較，有明顯

的改善，性障礙程度也有相同的發展，目前的性障礙程度雖然仍高於治療之前，但是與治療

期間相較，有明顯的下降。 

    接著觀察不同組的女性在這方面的變化情形。對於「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後」的女性而言，

治療期間的性欲望、性滿意程度都低於治療之前，並且性障礙程度高於治療之前，但是治療

結束後，目前的性欲望、性滿意與性障礙程度，並沒有隨著治療的結束而有明顯的改善。 

    對於「治療發生在停經之前，現在已經停經」的女性而言，同樣的，她們在治療期間的性

欲望、性滿意程度都低於治療之前，並且性障礙程度高於治療之前，而治療結束後，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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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欲望、性滿意程度隨著治療的結束而有明顯的恢復，但是性障礙程度則並沒有隨著治療的

結束而有改善。 

    對於「尚未停經」的女性而言，她們在治療期間的性欲望、性滿意程度都低於治療之前，

同樣的，性障礙程度也是高於治療之前，而治療結束後，這三者都有改善，目前的性欲望、

性滿意程度隨著治療的結束而有明顯的回升，性障礙程度隨著治療的結束也降低了。 

    以上關於罹患乳癌的女性，其性功能在治療前、治療期間與目前三個時間點的變化情形，

可以用途 3、圖 4與圖 5表示。 

 

圖3  治療之前、治療期間與現在，女性性欲望之變化情形 

 

圖4  治療之前、治療期間與現在，女性性滿意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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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治療之前、治療期間與現在，女性性障礙之變化情形 

四、三個量表測量結果之間的關係 

    表 22～表 25呈現了三個量表測得的結果彼此間的相關性。表 22顯示，如果女性認為乳

房對女人的「性與美」是重要的，則她們在治療期間及治療之後的現在，她們覺得自己的乳

房的性吸引力及乳房在前戲的功能都會較低。而表 23則顯示，女性認為乳房對女人的「性與

美」是否重要，與她們的女性性功能的變化並無關係。 

    表 24 與表 25 顯示，女性認為其乳房是否具有性吸引力，與她們在治療期間及治療之後

的現在的性欲望及性滿意程度有關，如果她們越認為其乳房的性吸引力高，其性欲望與性滿

意程度降低的情形就越低。不過，這個因素與性障礙變化並無相關性。 

表 22  「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與「前戲中乳房角色」之間的關係 

 治療期間 目前 

 乳房的 

性吸引力 

乳房的 

前戲功能 

乳房的 

性吸引力 

乳房的 

前戲功能 

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 -.248* -.224* -.208* -.232* 

* p < .05 

表 23  「乳房對女性的重要性」與「女性性功能」之間的關係 

 治療期間 目前 

 性欲望 性滿意 性障礙 性欲望 性滿意 性障礙 

乳房對女性的重

要性 
-0.113 -0.070 -0.056 -0.121 -0.123 0.118 

* p < .05 

表 24  治療期間「前戲中乳房角色」與治療期間「女性性功能」之間的關係 

  治療期間  

 性欲望 性滿意 性障礙 

治療期間乳房的性吸引力 0.318* 0.265* -0.061 

治療期間乳房的前戲功能 0.139  0.218* 0.025 

* p < .05 

表 25  目前「前戲中乳房角色」與目前「女性性功能」之間的關係 

  目前  

 性欲望 性滿意 性障礙 

目前乳房的性吸引力 0.335* 0.246* 0.047 

目前乳房的前戲功能 0.028  0.009  0.084 



34 
 

* p < .05 

    依據表 22～25所呈現的關係，我們推測女性對「乳房對於女人的性與美的重要性」的看

法，會影響她們對「乳房的性吸引力」及「乳房在前戲的功能」的評估，而女性對「乳房的

性吸引力」之評估，則影響了她們的性功能。 

五、其他因素與「女性性功能」之間的關係 

    觀察幾項可能與女性性功能變化有關的因素，包括本身年齡、伴侶的年齡、教育年數、

化療的次數，以及發現乳癌時的年齡，相關係數如表 26。從表 26可知，發現乳癌時的年齡、

自己的年齡、伴侶的年齡等，與女性「治療之前至目前」的性功能的變化呈現負相關，亦即，

如果自己的年齡、伴侶的年齡越高，女性目前的性欲望及性滿意程度，和治療前相比，降低

得越多；而性障礙程度則是增加得越多。 

表 26  年齡、教育、醫療與女性性功能之相關係數 

 

 

治療期間 

  

目前 

  性欲望 性滿意 性障礙 性欲望 性滿意 性障礙 

發現乳癌時的年齡 -0.008  -0.070  0.015  -0.245* -0.252* 0.134  

目前自己的年齡 -0.028  -0.096  0.028  -0.295*  -0.299*  0.182*  

目前伴侶的年齡 -0.026  -0.066  0.007  -0.273* -0.264* 0.152* 

教育年數 -0.151* -0.123  0.064  0.116  0.098  -0.088  

化療次數 -0.259* -0.212* 0.171* -0.146* -0.140  0.179* 

* p < .05 

    接著觀察有無化療、有無放療、有無接受標靶治療、有無切除子宮、有無切除卵巢、有

無接受其他婦科手術、不同乳房切除情形等，與女性對其性功能的評估情形是否有差異，比

較結果如表 27～表 33。從表 27可知，以治療之前的性功能作為參照點，有接受化療的女性，

她們評估其治療期間的性功能下降情形，比沒有接受化療的女性嚴重許多；性障礙程度也比

沒有接受化療的女性嚴重許多。即使是現在，這樣的差異仍舊維持著。 

表27  有/無接受過化療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接受過化療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73 2.869 0.925 4.316* 

有 123 2.300 0.873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73 3.107 0.971 3.677* 

有 123 2.564 1.015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73 4.777 1.033 -2.602* 

有 123 5.205 1.158  

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73 3.184 0.874 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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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23 2.836 1.089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73 3.397 0.877 2.201* 

有 123 3.060 1.120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73 4.620 0.948 -2.500* 

有 123 5.004 1.091  

* p < .05 

    從表 28可知，以治療之前的性功能作為參照點，有接受放療的女性，她們評估其治療期

間的性功能增減情形，和沒有接受放療的女性相比，並無顯著差別；性障礙程度也沒有差別。

對於目前狀況的評估，也與沒有接受放療的女性差不多。 

表28  有/無接受過放療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接受過化療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75 2.549 0.894 0.435  

有 121 2.489 0.958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75 2.813 1.036 0.502  

有 121 2.737 1.030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75 4.950 1.220 -0.936  

有 121 5.105 1.070  

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75 2.842 1.085 -1.334  

有 121 3.043 0.984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75 3.059 1.130 -1.341  

有 121 3.264 0.988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75 4.877 1.191 0.164  

有 121 4.851 0.964  

* p < .05 

    從表 29可知，以治療之前的性功能作為參照點，有接受標靶治療的女性，她們評估其治

療期間的性滿意程度，明顯地低於沒有接受標靶治療的女性；性障礙程度明顯地高於沒有接

受標靶治療的女性，而性欲望程度，則和沒有接受標靶治療的女性無差別。她們評估其目前

的性滿意程度，明顯地低於沒有接受標靶治療的女性；而對於目前性欲望和性障礙程度的評

估，則和沒有接受標靶治療的女性差不多。 

表29  有/無接受過標靶治療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接受過化療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165 2.565 0.946 1.873  

有 31 2.226 0.808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165 2.863 1.030 3.098* 

有 31 2.252 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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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165 4.970 1.145 -2.201* 

有 31 5.452 0.958  

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165 3.001 1.017 1.107  

有 31 2.779 1.064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165 3.262 1.043 2.376* 

有 31 2.781 0.987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165 4.798 1.071 -1.928  

有 31 5.194 0.903  

* p < .05 

表30  有/無切除子宮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接受過化療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177 2.546 0.906 1.305 

有 19 2.195 1.131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177 2.798 1.016 1.305  

有 19 2.474 1.142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177 5.020 1.084 -0.989  

有 19 5.289 1.501  

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177 3.025 1.018 2.503* 

有 19 2.414 0.949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177 3.229 1.032 1.793  

有 19 2.779 1.121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177 4.838 1.004 -0.948  

有 19 5.079 1.458  

* p < .05 

    從表 30、表 31 可知，以治療之前的性功能作為參照點，有切除子宮或卵巢者，她們評

估其治療期間的性功能，和沒有切除子宮或卵巢的女性並無差異。她們評估其目前的性功能，

明顯地低於沒有切除子宮或卵巢的女性，尤其是切除卵巢者，對於目前性滿意和性障礙程度

的評價，都不如沒有切除卵巢的女性。 

表31  有/無切除卵巢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接受過化療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184 2.534 0.936 1.326 

有 12 2.167 0.833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184 2.793 1.032 1.449 

有 12 2.350 0.958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184 5.012 1.138 -1.642 

有 12 5.563 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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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184 3.023 1.010 3.101* 

有 12 2.095 0.883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184 3.230 1.034 2.370* 

有 12 2.500 1.050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184 4.813 1.044 -2.556* 

有 12 5.604 0.962  

* p < .05 

    從表 32與表 33可知，以治療之前的性功能作為參照點，有無接受其他婦科手術的女性，

以及乳房部分切除或全部切除者，她們評估其治療期間的性功能，以及對目前性功能狀況的

評價，並沒有不同。 

表32  有/無其他婦科手術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接受過化療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180 2.491 0.928 -1.027  

有 16 2.741 0.979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180 2.754 1.034 -0.541  

有 16 2.900 1.012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180 5.040 1.140 -0.234  

有 16 5.109 1.029  

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180 2.935 1.031 -1.415  

有 16 3.313 0.922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180 3.157 1.066 -1.305  

有 16 3.513 0.748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180 4.861 1.070 0.006  

有 16 4.859 0.885  

* p < .05 

表33  不同乳房切除情形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乳房切除情形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部分 109 2.495 0.945 -.389 

全部 85 2.548 0.917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部分 109 2.815 1.007 .620 

全部 85 2.722 1.057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部分 109 5.085 1.067 .611 

全部 85 4.985 1.197  

目前性欲望程度 
部分 109 3.077 0.916 1.429 

全部 85 2.869 1.115  

目前性滿意程度 部分 109 3.323 0.925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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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85 3.045 1.155  

目前性障礙程度 
部分 109 4.775 0.916 -1.157 

全部 85 4.956 1.191  

* p < .05 

    接著觀察有無做過乳房重建、有無參加乳癌婦女支持團體，與女性對其性功能的評估情

形是否有差異。從表 34 與表 35 可知，以治療之前的性功能作為參照點，有無做過乳房重建

者、有無參加乳癌婦女支持團體者，她們對其性功能的評估並無差異，不論是治療期間的性

功能，或是現在的性功能。 

表34  有/無乳重建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乳房重建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138 2.536 0.937 0.568  

有 58 2.453 0.927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138 2.814 1.022 1.010  

有 58 2.652 1.050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138 5.087 1.044 0.784  

有 58 4.948 1.315  

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138 2.971 0.956 0.111  

有 58 2.953 1.184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138 3.213 0.974 0.515  

有 58 3.121 1.210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138 4.864 0.949 0.057  

有 58 4.853 1.279  

* p < .05 

表35  有/無加入乳癌婦女支持性團體者的女性性功能平均數比較 

變項 有無加入 N 平均數 標準差 t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沒有 140 2.539 0.913 0.643  

有 56 2.444 0.985  

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 
沒有 140 2.821 1.036 1.185  

有 56 2.629 1.012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沒有 140 5.034 1.069 -0.234  

有 56 5.076 1.277  

目前性欲望程度 
沒有 140 3.056 0.975 1.965  

有 56 2.740 1.120  

目前性滿意程度 
沒有 140 3.277 1.006 1.947  

有 56 2.957 1.119  

目前性障礙程度 沒有 140 4.829 0.933 -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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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6 4.942 1.316  

* p < .05 

六、各因素與「女性性功能」之迴歸分析結果 

    最後，表 36與表 37呈現的是各自變項與女性性功能的線性迴歸分析結果。表 36的依變

項是女性以治療前的性功能為參照點，對其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性欲望程度、性滿意程度

進行評估所得的數值；表 37的依變項則是女性以治療前的性功能為參照點，對其目前性障礙

程度、性欲望程度、性滿意程度進行評估所得的數值。 

表 36  各因素與治療期間女性性功能之迴歸分析結果 

 性障礙 性欲望 性滿意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常數 2.765 (1.018)* 6.787  (0.690)* 3.522  (0.667)* 

發現乳癌時的年齡 0.025 (0.018) -0.025  (0.012)* -0.019  (0.009)* 

教育年數 0.053 (0.032)* -0.058  (0.021)* -0.018  (0.017) 

治療發生在停經後 -0.275 (0.345) 0.413  (0.230)* 0.196  (0.180) 

治療發生在停經前，現在

已停經 
-0.064 (0.226) 0.128  (0.150) -0.171  (0.117) 

目前尚未停經（對照組） --  --  --  

有接受過化療 0.415 (0.234)* -0.488  (0.157)* 0.043  (0.126) 

有接受過放療 0.028 (0.201) 0.120  (0.134) -0.162  (0.104) 

有接受過標靶 0.423 (0.229)* -0.020  (0.154) -0.276  (0.120)* 

曾切除子宮 0.362 (0.319) -0.521  (0.213)* -0.026  (0.168) 

曾切除卵巢 0.545 (0.376) 0.001  (0.251) -0.021  (0.196) 

曾有其他婦科手術 0.201 (0.312) 0.078  (0.207) 0.012  (0.161) 

乳房全部切除 -0.299 (0.201) 0.218  (0.135) -0.139  (0.106) 

乳房部分切除（對照組） --  --  --  

乳癌期別 0.086 (0.120) -0.055  (0.080) -0.002  (0.062) 

乳房重要性評估值 0.008 (0.050) -0.073  (0.033)* -0.024  (0.026)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   -0.387  (0.050)* -0.220  (0.045)* 

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     0.703  (0.058)* 

R2 0.104 0.423 0.715 

* p < .1 

    從表 36可知，影響女性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的各因素中，教育程度較高者，性障礙增加

的程度也較高；有接受過化療者，其性障礙程度比沒有接受化療者高；有接受過標靶治療者，

其性障礙程度比沒有接受標靶治療者高。 

    影響女性治療期間性欲望程度的各因素中，發現乳癌時的年齡越大，其性欲望降低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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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教育年數越高，性欲望降低程度越低；治療時間點是在停經之後的人，其治療期間

的性欲望降低的程度，小於治療時間點是在停經之前的人；有接受過化療者，其性欲望降低

的程度高於沒有接受化療者高；有切除子宮者，其性欲望降低程度比沒有切除子宮者嚴重；

如果認為乳房對於女性的性及美的意義比較高的人，治療期間性欲望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嚴重；

治療期間性障礙程度變得較為嚴重的人，治療期間性欲望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嚴重。 

    影響女性治療期間性滿意程度的各因素中，發現乳癌時的年齡越大，其性滿足降低的程

度越大；有接受過標靶治療者，其性滿意降低的程度大於沒有接受標靶治療者；治療期間性

障礙程度變得較為嚴重的人，治療期間性滿意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嚴重；而治療期間性欲望程

度降低得較小的人，治療期間性滿意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小。 

表 37  各因素與目前女性性功能之迴歸分析結果 

 性障礙 性欲望 性滿意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係數 (標準誤) 

常數 2.711  (0.988)* 7.255  (0.757)* 3.833  (0.632)* 

目前自己的年齡 0.038  (0.028) -0.021  (0.021) -0.015  (0.014) 

伴侶目前年齡 -0.006  (0.025) -0.004  (0.019) 0.006  (0.013) 

教育年數 0.003  (0.030) -0.005  (0.023) -0.007  (0.015) 

治療發生在停經後 -0.125  (0.291) 0.116  (0.219) 0.034  (0.148) 

治療發生在停經前，現在

已停經 

0.067  (0.219) -0.036  (0.165) -0.128  (0.111) 

目前尚未停經（對照組） --  --  --  

有接受過化療 0.195  (0.215) -0.101  (0.161) 0.123  (0.109) 

有接受過放療 -0.013  (0.186) 0.256  (0.140)* 0.014  (0.095) 

有接受過標靶 0.369  (0.212)* 0.008  (0.161) -0.241  (0.109)* 

曾切除子宮 0.060  (0.302) -0.351  (0.227) -0.064  (0.155) 

曾切除卵巢 0.758  (0.348)* -0.238  (0.265) 0.150  (0.179) 

曾有其他婦科手術 0.121  (0.291) 0.244  (0.219) 0.186  (0.148) 

乳房全部切除 0.018  (0.235) 0.177  (0.176) 0.002  (0.120) 

乳房部分切除（對照組） --  --  --  

乳癌期別 0.128  (0.112) -0.047  (0.085) -0.025  (0.057) 

乳房重要性評估值 0.018  (0.047) -0.086  (0.036)* -0.039  (0.024) 

有做乳房重建 -0.130  (0.224) 0.005  (0.168) -0.019  (0.114) 

有加入支持性團體 -0.229  (0.181) -0.047  (0.137) -0.030  (0.092) 

目前性障礙程度   -0.553  (0.056)* -0.340  (0.047)* 

目前性欲望程度     0.583  (0.051)* 

R2 0.129 0.490 0.776 

* p < .1 

    從表 37可知，影響女性目前性障礙程度的各因素中，有接受過標靶治療者，其性障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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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的情形，比沒有接受標靶治療者研究；有切除卵巢者，其性障礙程度增加的情形，也

比沒有切除卵巢者嚴重。 

    影響女性目前性欲望程度的各因素中，有接受過放療者，其性欲望降低的程度高於沒有

接受放療者；有切除子宮者，其性欲望降低程度比沒有切除子宮者嚴重；如果認為乳房對於

女性的性及美的意義比較高的人，目前性欲望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嚴重；目前性障礙程度變得

較為嚴重的人，目前性欲望程度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嚴重。 

    影響女性目前性滿意程度的各因素中，有接受過標靶治療者，其性滿意降低的程度大於

沒有接受標靶治療者；目前性障礙程度變得較為嚴重的人，目前的性滿意程度降低的情形也

比較嚴重；而目前性欲望程度降低得較小的人，目前性滿意程度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小。 

陸、研究發現 

第二年 

一、10位乳癌婦女認為參加團體可以交流經驗，提昇性健康： 

(1)乳癌術後普遍因為接受化療，或服用抑制女性荷爾蒙藥劑，使得更年期提前到達，尤

其是陰道乾澀，嚴重者造成性交疼痛或流血，所以降低行房的意願。 

(2)乳癌凸顯原先的伴侶或親友關係；有人得到家人的支持與照顧，伴侶表達健康甚於乳

房外貌，有人則得不到家人的體諒與代勞，甚至聽到伴侶對其少掉乳房的嘲謔。 

(3)乳癌婦女對於罹癌之心情、信念及身體意象呈現樂觀與悲觀兩極化表現，此與原先性

格、罹癌歸因及擔心復發程度相關。 

二、4對乳癌術後婦女與伴侶，全部成員皆已婚與配偶同住，2對仍維持性生活，2對停止性

生活，團體諮商過程乳癌婦女的伴侶，在陪伴過程亦承受多重壓力，建議成立成長團體

互相支持。 

三、本研究於團體諮商結束後二週，對於乳癌婦女進行追蹤訪問，發現： 

(1)有些人因此恢復性生活，其中 1對原本已停止性生活 5年的年長夫妻，在團體結束後

第 20天進行訪談，表示有恢復性生活共已 3次。 

(2)對於參加團體後的感想：優點是覺得自己很幸運、覺得自己並不是最糟糕的，至少跟

伴侶還有維持性生活、學習到性生理的知識；缺點是覺得在團體之中回答問題會有壓力，

怕表現不好所以會緊張。 

(3)乳癌婦女皆認為，參加團體諮商對於術後性形象、性生活之影響有獲得澄清。 

第三年 

一、 對於罹患乳癌之已婚女性而言，雖然她們認為乳房的大小或形狀對於自己或伴侶的「性

滿足」並沒有甚大重要性，但是，在治療期間，「乳房」作為性活動前戲角色，女性自

己評估乳房的性吸引力明顯地減低，且程度比其伴侶還大。而在治療之後，不論女性本

人或其伴侶，乳房的性吸引力明顯地提升，但仍是明顯低於未生病時。而這種現象並無

年齡差異。此意味著，女性相當在乎健康的乳房在性活動當中具有正面的性吸引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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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乳房生病了，她們失落的感覺也相對較為強烈。不過，年紀越輕者，乳房的性吸引力

恢復情形越好。 

二、 對於罹患乳癌之已婚女性而言，在治療期間的性功能明顯地減低，而在治療之後，性功

能明顯地提升，但仍是明顯低於未生病時。不過，年紀越輕者，其性功能恢復情形越好；

而伴侶若越喜歡碰觸、撫弄、搓揉、吸吮女性的乳房，則女性性功能恢復情形也越好。 

三、 是否參加乳癌婦女支持團體、乳房是否有做自體重建，對於罹患乳癌的已婚女性性功能

之恢復，並無明顯助益。 

柒、結論與建議 

第二年 

一、本研究第二年執行進度，已完成二個諮商團體之進行(各六週)，由於第一個諮商團體(10

位乳癌婦女)之資料分析與結論已在期中報告描述，因此期末報告不再贅述，僅報告第二

個諮商團體(4組乳癌夫妻)之研究結果與討論。 

二、4組乳癌夫妻認為參加團體可以交流經驗，得知： 

（一） 被陪伴者(太太)提到術後由於化療，使用抑制女性荷爾蒙藥劑，而有陰道乾澀，

身體不適及停經狀況三個面向，使得自己對性生活的興趣下降，也會影響其他婦

科的問題，如:子宮相關的問題及尿道發炎。 

（二） 被陪伴者(太太)提到術後失去乳房會有壓力、負擔和自尊感，落髮也變得蒼老。 

（三） 陪伴者(先生)提到伴侶由於陰道乾澀而行房意願下降，使先生在性生活方面面臨

不少忍耐與折磨。 

（四） 陪伴者(先生)提到在伴侶身體意象改變上，如:失去乳房、落髮等，必須幫助太

太建立信心，給予很大的情緒支持。 

（五） 夫妻雙方都認為主治醫師具有專業，但缺乏對患者的心理輔導，最後必須找尋癌

症社群，提供資訊與經驗，才能獲得支持。 

（六） 本研究於團體諮商結束後二週，對於乳癌婦女進行追蹤訪問，發現有些人因此恢

復性生活，且透過參加團體可以學習到性生理的知識。 

（七） 乳癌婦女皆認為，參加團體諮商對於術後性形象、性生活之影響有獲得澄清。 

三、本研究之結果可供醫療單位或志工團體參考，更加關注乳癌婦女與陪伴者的心理健康之

維護。 

 

第三年 

一、與乳癌女性性功能有關的因素之前後關係，可以歸納如圖 6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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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影響乳癌女性性功能變化之機制 

（一） 教育程度與治療期間的性障礙增加程度有關，如果教育程度較高，治療期間的性

障礙增加程度也較高、性欲望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嚴重。 

（二） 女性對於乳房在性與美的重要性之評估，會影響女性在治療期間與治療後的性欲

望，進而影響其性滿意程度。如果女性對於乳房在性與美的重要性之評估偏向高

分者，在面對自己的乳房生病時，可能因此覺得自己沒有吸引力、不美麗、不完

整，導致性欲望程度降低得較多，進而使得性滿意程度下降得比較多。 

（三） 罹患乳癌時的年齡與治療期間的性障礙及性滿意增減程度有關，如果罹患乳癌時

的年齡較高，治療期間的性障礙增加程度也較高、性欲望降低的情形也比較嚴

重。 

（四） 治療期間的性障礙程度若提高得較高，其治療期間的性欲望就會下降得比較多。 

（五） 治療期間的性障礙程度若提高得較高，其治療期間的性滿意程度就會下降得比較

多；治療期間的性欲望程度若下降得越多，其治療期間的性滿意程度也會下降得

比較多。 

（六） 化療與標靶治療對於治療期間的性障礙、性欲望及性滿意程度，有不同程度的影

響，但整體而言，這些治療對於乳癌女性在治療期間的性功能有負面影響。 

（七） 接受標靶治療者或切除卵巢者，她們在治療之後的現在，相較於治療之前，性障

礙增加的程度比沒有接受標靶治療或沒有切除卵巢者高。 

（八） 治療後的性障礙程度增加得越高，治療後的性欲望與性滿意降低的程度就越大；

治療後的性欲望降低得越嚴重，治療後的性滿意降低的程度也就越大。 

（九） 對於乳癌女性而言，乳房重建或者加入支持團體，並無助於改善性障礙、性欲望

及性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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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乳癌患者相關研究一覽表 

作者/年/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乳癌婦女身體心像相關研究 
陳海焦/1996/ 
乳癌婦女接受乳房切除手術後身

體改變的經驗 

方法： 
質性、民族誌研究法及

非參與式觀察法。 
對象： 
乳癌病友自助團體之

12 位婦女（31 歲至 61
歲） 

研究結果歸出五個文化主題：1.
乳房迷思；2.專業支配；3.正常化

之過程；4.自身權利的被剝奪；

5.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Wilmoth, M. C./2001/  
The aftermath of breast cancer: An 
altered sexual self. 

方法： 
質性/描述性研究、紮根

理論 
對象： 
18 位年齡介於 35 至 68
歲罹患乳癌的白人女

性 

1. 主要心理社會過程為性

自我的改變，受「失去」及「影

響」的類別所環繞。失去組成要

素：缺乏血流－逐漸變老，缺乏

性的感覺及失去女性特質。影響

因素為關係及訊息控制，同時衝

擊了接受性自我改變的能力。2.
專業醫療人員是很重要的角色，

協助婦女罹癌後達到身、心平衡

的狀態。 
鄭淑華/2006/ 
乳癌存活者身體心像、憂鬱狀態

與性生活調適之探討 

方法： 
回溯性、橫斷、描述、

相關性的研究，採結構

式問卷調查法。 
對象： 
北台灣某兩所醫學中

心乳房外科、整形外科

門診個案、乳癌病友團

體病友，共 155 位。 

1. 乳癌生存者身體心像感

受屬於稍微~相當程度。診斷為零

期、大專（含）以上學歷、罹病

期間仍持續工作者，有較正向的

身體心像感受。2. 72.3％乳癌生

存者，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負

面影響，超過 60％性慾降低，影

響程度屬於輕～中度。3. 年齡愈

大、停經或無月經狀態、曾接受

化療與荷爾蒙治療者性生活調適

較差。4. 婦女平均恢復性生活時

間為 4.90±5.4（月），以年齡小於

40 歲、大專（含）以上學歷、未

接受化學治療、無憂鬱感受者較

快恢復性生活。5. 乳癌生存者於

年齡與月經週期狀態呈顯著差

異，乳房重建者最為年輕；於身

體心像感受達臨界顯著，乳房保

留手術者身體心像感受最正向；

但在憂鬱狀態與性生活調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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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三者無差異。6. 乳癌生存者

之身體心像感受與憂鬱狀態成正

相關；身體心像感受、憂鬱狀態

與性生活調適亦呈正相關。7.乳
癌生存者之性生活調適預測因子

為罹病後情感變疏離、年齡、身

體心像、月經狀態，可解釋 44％
性生活調適之變異量。 

Fobair et al./2006/ 
Body image and sexual problems 
in you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方法： 
量性、橫斷式研究 
對象： 
22-50 歲初次被診斷為

乳癌的婦女共 549 位 

1.在性行為活躍的婦女中，更大

的身體心像問題包含重建乳房切

除術、脫髮、體重增加或減少、

心理健康差、低自尊，和伴侶難

以了解個人感覺。2. 360 位性行

為活躍的婦女中，有 52％在性功

能的問題包含陰道乾澀，心理健

康差，伴侶難以了解個人感受。 
洪久茹/2007/ 
乳癌婦女的心理社會適應狀態探

討：以中年(35 至 64 歲)女性為例 

方法：量性研究 
對象： 
中年期(25 歲至 64 歲)
罹患乳癌之婦女 242
位。 

1. 乳癌術後的生理困擾是

介於「沒有」至「有」，顯示整體

生理困擾不嚴重。2.大多數的乳

癌婦女微擔心乳癌或治療對身體

意象的影響，其中最在意的項目:
「會特別注意外表」、「對疤痕外

觀不滿意」、「會降低身體的魅

力」。並發現乳癌婦女的年齡在

45 歲以下、手術後 1 個月內者、

接受乳房切除後重建者，均對身

體意象感受較在意。 
方素瓔/2010/乳 
癌婦女術後的物化身體、身體心

像與伴侶互動對其心理健康之影

響 

方法：橫斷性研究。 
對象：南部兩家醫學中

心共 201 位。 

1. 手術方式對身體心像與

身體被物化程度有影響，其中接

受乳房保留手術的身體心像顯著

優於乳房切除手術者，接受乳房

重建手術者的身體監測與身體羞

愧程度顯著高於其他兩種手術。

2.不同手術的自我概念未達顯著

差異。 
陳鳳鈴/2011/ 
探討術後乳癌婦女與配偶的身體

心像與性生活滿意度 

方法：橫斷式研究。 
對象：南區某教學醫院

之乳房外科門診

之 64 對夫妻 

1. 術後與配偶對於身體心

像的看法兩者有顯著差異性。在

性生活滿意度也有顯著差異性。

2.術後的身體心像與性生活滿意

度呈現負相關。而配偶對婦女身



53 
 

體心像與性生活滿意度也呈現負

相關。3.整體上，乳癌婦女對於

術後的身體心像與性生活滿意度

的負向觀感高於配偶。 
乳癌婦女之性生活相關研究 

Wellish et al. /1978/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mastectomy: II. The man's 
perspective. 

方法：量性研究。 
對象：31 位乳房切除

婦女的配偶或性伴侶 

35.7％覺得配偶在乳房切除後，

夫妻間的性關係變差，性與親密

關係出現負向的改變。 

Ghizzani et al./1995/ 
The evaluation of som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xual life of 
women affected by breast cancer. 

方法：量性、橫斷性描

述性研究 
對象：50 位第 Ι期乳

癌、術後、已婚、有伴

侶者 

1. 生理週期規則的婦女其婚姻調

適越佳則性慾、性滿意也較佳。

2.情緒表現愈正向，性慾及性滿

意也較佳。 

Barni & Mondin /1997/  
Sexual dysfunction in treat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方法：量性、橫斷性描

述性研究。 
對象：50 位經外科手術

至少一年，且經化學治

療或放射線治療、於緩

解期、仍有性行為之病

患 

乳癌治療後有 90％會繼續性行

為，64％感到性慾喪失，48％性

慾低，38％性交困難，44％性冷

感，42％有陰道潤濕問題，30％
有性交過程短暫及高潮障礙。 

Valle et al. /1997/ 
Sexuality in women receiving 
chemo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方法：量性、橫斷性描

述性研究。 
對象：114 位接受化學

治療之乳癌婦女。 

無性伴侶是造成無性生活的最主

要因素，接受化學治療造成的疲

憊及缺乏性趣也是影響性生活的

重要因素。 
Ganz et al. /1999/ 
Predictors of sexual health in 
women after a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方法：量性、縱貫描 
述性研究。 
對象：1994~1997 年共

1134 位之乳癌存活患

者。 

1. 診斷後有新伴侶、心智

健康佳、及身體心像正向者，性

趣較高。2.陰道乾燥、曾接受化

學治療者性功能較差，診斷後有

新伴侶者性功能較不受影響。3.
與伴侶的人際關係佳，性滿意度

也較佳；若伴侶有性問題，則性

滿意度較差。 
Meyerowitz et al./1999/ 
Sexuality Following Breast Cancer. 

方法：量性研究。 
對象:863 位乳癌患者 

1. 有 1/3 婦女指出乳癌會

造成性生活負面影響。2.癌症對

性造成的衝擊主要是因體內荷爾

蒙改變、與伴侶的人際關係障

礙、及陰道乾燥。 
鍾美玲/1999/ 
乳癌婦女病後婚姻調適及其相關

方法：量性研究。 
對象：119 位接受乳癌

1. 乳癌婦女病前、後之婚

姻調適沒有差異，但病後生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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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探討 手術治療至少三個月

的已婚婦女。 
滿意下降，心理及社會面滿意感

受上升。2.接受輔助治療不同，

病後婚姻調適及心理、社會、哲

學面滿意也不同。3.婦女憂鬱症

狀越明顯，病後婚姻調適及各層

面滿意度越差。2.性問題越多，

病後婚姻調適及各層面滿意度越

差。 
Greendale et al./2001/ 
Factors related to sexual function 
in postmeno- pausal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breast cancer 
 

方法：量性、橫斷性描

述性研究。 
對象：61 位停經後、未

接受荷爾蒙治療、有親

密伴侶之乳癌婦女。 

1. 自我感受身體健康狀況較

差、可利用男性荷爾蒙較高、大

學學歷、及身體心像較差者，性

趣較低，解釋變異量 39％。2.陰
道不適、婚姻調適不佳、及尿失

禁是性功能障礙因素，解釋變異

量 42％。3.未接受大學教育、年

紀較輕、陰道不適情形較少出

現、婚姻調適較佳、診斷時間較

長、及熱潮紅者性滿意較佳，解

釋變異量 56％。 
李麗燕/2002/ 
化學治療後乳癌婦女的性功能影

響因素探討 

方法：病例對照研究

法。 
對象：乳癌門診及乳癌

支持團體與婦產科門

診病例組 70 位、對照

組 70 位。 

1. 乳癌婦女的性愉悅顯著低於一

般婦女，性困擾則顯著高於。2.
乳癌婦女的性困擾與性愉悅呈顯

著負相關。年齡小於 50 歲者、停

經原因為藥物所導致者、初次診

斷至今時間較長、手術治療時間

較長，其性困擾程度顯著較高。 
陳婉瑜/2005/ 
接受婦癌治療後的女性性功能與

性滿意之研究 

方法：橫斷、描述、相

關性研究，採結構式問

卷調查法。 
對象：71 位北台灣某醫

學中心之乳房外科門

診病友。 

1. 乳癌婦女之性慾及性興奮屬於

中等偏低程度，潤濕度、性高潮、

性滿意、性交疼痛、及整體女性

性功能屬於中等程度。2.身體心

像壓力低；性自信屬於中等程

度；婚姻調適屬於中等偏高程

度；身體心像與性高潮呈負相

關。3.性自信與性慾、性興奮、

潤濕度、性高潮、性滿意、性交

疼痛、及整體女性性功能呈正相

關。4.整體女性性功能的主要預

測因素為性自信、婚姻調適、及

結婚年數，可解釋 40.5％的總變

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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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well et al,/2006/ 
Sexual problems in younger 
women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方法：量性、橫斷性研

究。 
對象：年齡小(等)於 50
歲、第一次診斷為乳

癌、手術後 4~26 週的

婦女。 

1. 發現治療前、後的性問題有

顯著差異。 
2. 化學治療在年輕的乳癌倖存者

有需要解決的潛在性問題，並建

議特別是對於陰道乾澀或乳癌相

關治療後及更年期症狀的補救措

施。3.增加性的吸引力可以減少

性問題的產生，尤其是手術或化

療的婦女。4.乳癌及治療產生的

副作用會影響女人的性功能，尤

其是在年輕女性 
陳美端/2008/ 
女性乳癌患者婚姻中親密關係轉

變之研究－以曾接受乳房切除手

術者為例 

方法：質性、深度訪

談，聚焦。 
對象：4 位女性乳癌患

者（41 歲至 68 歲）。 

1. 女性乳癌患者婚姻中親密關係

之整體經驗 
：依照時間呈現參與者在抗癌過

程及婚姻親密關係之經驗。2.罹
患與治療乳癌過程對女性乳癌患

者婚姻中親密關係影響之經驗歷

程：說明參與者罹患與治療過程

中各階段的重要經驗 
、重要事件或現象、所造成的結

果或影響。 
Takahashi et al./2008./ 
Impact of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n women's 
sexuality: a survey of Japanese 
patients. 
 

方法：量性、橫斷性研

究。 
對象：乳癌門診患者，

年齡 40~50 歲間，診斷

為乳癌且術後定期回

診者共 210 名，回收

124 名 

1. 患者在接受乳癌治療後經歷各

種性方面的問題，有關性的資訊

應該提供給所有患者，而非針對

特定的年齡或手術，應該將此納

入常規。2.整體親密關係分析，

術後性關係惡化不會造成與伴侶

間整體關係惡化的主要因素。3.
透過性關係的資訊需求，希望可

以瞭解治療對性方面的影響及與

伴侶溝通性議題的技巧。 
黃浿綺/2009/ 
乳癌治療對女性患者性功能及親

密關係之影響 

方法：橫斷性研究。 
對象：103 位乳房外科

門診個案。 

1. 性慾望以「完全沒有」的比率

最高；性激發以「因撫摸或前戲

而性激發的頻率」最高;性高潮以

「因接吻達到性高潮的頻率」最

高;整體言之的「性滿意度」術後

較術前為差。2.乳癌手術前、後

比較:覺得性功能比手術前差者

(56.31％)，覺得術前、術後一樣

者(41.75％)，覺得術後較術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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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者(1.94％)。3.術後治療受試者

以「害怕疾病復發」為性親密關

係中最大的心理障礙。有六成以

上的受試者對於性方面的問題，

都以「不去理會」方式處理。4.
與伴侶的親密關係:有超過半數

以上覺得術前、術後沒有改變者

(61.17％)，覺得術後較術前者

(22.33％)，覺得術後較術前佳者

(16.50％)。 
陳靖苹/2009/ 
接受婦癌治療後的女性性功能與

性滿意之研究 

方法：描述性、橫斷性

研究。 
對象：婦癌女性及一般

女性各 47 位。 

1.婦癌女性的性功能、性慾、性

興奮、陰道潤滑度、性高潮、性

交疼痛、性滿意、性自我效能比

一般女性低。2.婦癌女性最近四

週的整體性生活滿意度比罹癌之

前低。3.婦癌女性的性功能、性

滿意、性自我效能與治療方式無

關。 
Cebeci et al./2010/ 
Determinat-ion of Changes in the 
Sexual Lives of Young Women 
Receiving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A Qualitative Study. 
 

方法：質性、個別訪

談、半結構式訪談。 
對象：進行化學治療的

乳癌婦女共 8 位，其條

件： 1. 診斷乳癌至少

一年且有轉移或併發

另一種類型的癌症；2.
異性戀；3.年齡：50 歲

以下、有生殖能力；4.
沒有精神病史 

1.根據 Graneheim 和 Lundman 所

描述的進行數據分析，分為三個

子主題。(1)間歇性的陰莖-陰道性

交：配偶在病人放射線治療期間

不希望有陰莖-陰道性交，以防止

病人疲勞。(2)男性的性行動：乳

癌女性明確指出，他們既不主動

也不拒絕陰莖-陰道性交。(3)性功

能障礙：化療後性慾降低、性滿

意度下降，原因為化療的副作用-
陰道乾澀、陰道萎縮、雌激素缺

乏誘導更年期提前。2.有助專業

醫療人員可以提供夫妻適當的性

行為輔導及促進及保持較高的生

活品質。 
Oudsten et al./2010/ 
Clinical factors are not the best 
predictors of quality of sexual life 
and sexual functioning in women 
with early stage breast cancer. 
 
 

方法：量性研究。 
對象：在診斷前及診斷

/手術後 1、3、6、12
月進行問卷調查，乳癌

組 223 名，良性腫瘤組

383 名。 

乳癌婦女的臨床因素無法預測性

生活品質、性功能和性享受。此

研究共分五個時間點測量，分別

是診斷前及診斷/手術後 1 個月、

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進行問

卷調查，經分析，在 6 個月可以

特質焦慮預測性生活品質及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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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 12 個月，愉悅感可預測性

生活品質和性享受。此外，在 6
個月伴侶及年齡可預測性功能和

性享受，而疲勞可預測性享受。

乳癌患者的手術後性生活會受患

者本身的個性和心理因素影響；

臨床因素並不能完全預測性生活

品質，性功能，性享受。 
Sbitti et al. /2011/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and sexual 
dysfunctio- n :Moroccan women's 
perception. 
 

方法：量性、橫斷性研

究。 
對象：腫瘤醫學科門診

診斷出需接受治療的

乳癌婦女 120 位。 

1. 100 位受訪者中有 84％在治療

後持續有性生活，但性功能問題

增加，導致品質降低。2. 65％經

歷一段時間的性交疼痛與缺乏使

用潤滑液的情況。3. 性慾減低；

37％表示性生活無法滿足。4. 100
位受訪者中有 40％和 38％的受

訪者表示有性高潮障礙、短暫性

交和覺醒。5. 91.5％的受訪者表

示接受各種治療前沒有性功能障

礙的問題，但接受症狀學治療後

反而導致性功能障礙且惡化。6. 
90％的性功能障礙患者是在化療

後被檢查出患病，其中 9％是術

後產生，3％是經由放射線治療。 
乳癌團體相關研究 

Coward /1998/ 
Facilitation of self-transcendence 
in a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 

方法：類實驗設計，採

單組前後測。 
對象：16 位。 
 

乳癌病友參與 8 週團體(每週一

次，一次 90 分鐘)內容有：找尋

生命意義、問題解決能力、溝通

技巧、情緒管理、建構正向思考、

放鬆技巧等，於參與後在日常生

活功能、情緒狀態及生活滿意度

方面有顯著的改變。 
Spiegel,et al /1999/  
Group psychotherapy for recently 
diagnos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 multicenter feasibility study.  
                                                                                                                  

方法：類實驗設計，單

組前後側。 
對象：115 位罹患乳癌

者。 
 

115 位罹患乳癌者，給予 12 次團

體、一次 90 分，評值參與團體後

成效，其內容包含：1.分享對於

不確定感、無助、失去控制的感

受。2.討論死亡議題，降低對死

亡的害怕。3.回顧生命規劃。4.
促進與醫療團隊的溝通能力。5.
接納自我。6.學習對疼痛及焦慮

的因應技巧。參與團體後持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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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的追蹤(3 個月、6 個月、

12 個月)情緒困擾減少 40％、生

活事件的壓力也降低；焦慮及憂

鬱狀況在 6 個月施測有顯著改

善。 
Fukui,S.,et al. /2000/ 
A psychosocial group intervention 
for Japanese women with primary 
breast carcinoma. 

方法：類實驗設計，以

隨機方式將個案分為

實驗組及對照組。 
對象：151 位乳癌個案。 

以隨機方式將乳癌個案分為控制

組及實驗組，實驗組提供六週團

體介入措施，內容有教育性、壓

力管理、壓力因應方式、心理支

持。於 6 星期及 6 個月施測情緒

及疾病因應調適狀態。結果顯示

實驗組在參與團體後情緒困擾、

對疾病的調適有顯著的改善但兩

組間在情緒及疾病因應調適狀

態，無顯著差異 
Helgeson et al. /2001/ 
Long-term effects of educational 
and peer discussion group 
interventions on adjustment to 
breast cancer. 

方法：類實驗設計對

象：312 位第一、二期

乳癌患者，且在做術後

的輔助化學治療。 

由腫瘤科護理人員和社工帶領。

共 8 週的團體，且於 3.5 年內進

行 6 次追蹤(診斷後 3 個月、介入

措施完成後的 1 至 2 週、6 個月、

12 個月、1 至 2 年、3.5 年)。結

果顯示：衛教團體比控制組有較

高的身體功能(身體活動受限

小)，較有精力，少疲倦，較低的

身體疼痛。病友討論會、衛教合

併病友討論會和控制組之間無顯

著明顯差異。 
Blanchurd,Courne/2001/ 
Effects of acute exercise on state 
anxiety in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運動對乳癌患者焦慮狀態的影

響) 
 

方法：類實驗設計 
對象：34 位乳癌患者。 
 

將乳癌患者分成焦慮程度高及低

的團體分別給予一週 2~3 次的團

體運動。分別於團體前、後測試

焦慮狀態。結果顯示：運動前、

後，乳癌病友的焦慮程度有下

降；尤其焦慮程度高的成員有顯

著改變；焦慮程度低的成員前、

後未達顯著改變。建議運動量一

次 30 分鐘，心跳速率達 130 次

/min，以達到肌肉放鬆，降低焦

慮。 
Coward /2003/ 
Facilitation of self- transcendence 
in a breast cancer support group:Ⅱ 

方法：類實驗設計 
對象：部分隨機分配 39
位剛診斷出乳癌住院

腫瘤科護理人員和心理師帶 8 次

團體，每週一次，每次 90 分鐘。

自我超越和情感幸福感分數，實



59 
 

 婦女，22 位於實驗組，

17 位於對照組 
驗組的分數提升，對照組則無改

變。在第三次測量，對照組的分

數則有顯著提升。在身體幸福感

方面，兩組的分數無顯著差異，

隨著時間身體功能改善越多，對

於因疾病和治療帶來的不適，壓

力越小。 
Okamura et al. / 2003 / 
Psycho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primary breast cancer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information :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方法：類實驗設計。 
對象：44 位小於 65 歲

的乳癌門診病患。 

由一位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

或社工師帶領。團體共進行 6
週，每週一次，每次為 1.5 小時。

研究結果顯示：對於資訊的滿意

度高和較低的心理壓力分數有顯

著相關。給予患者相關的衛教和

降低其心理壓力有相關性。 
邱秋員/2004/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乳癌病友支持

團體的經驗分享 
 

方式：採質性、類實驗

設計。 
對象：10 位乳癌患者。 

進行 12 週乳癌支持性團體，一次

90 分鐘，提供相關的醫療資訊，

彼此分享、自我情緒的探索，人

性的溝通與家庭的成長，面對復

發與死亡的威脅，聯結社會支持

系統，教導紓壓方法。成員覺得

內心感到很踏實不孤單、結交了

新朋友、紓解恐懼復發與死亡壓

力，重新賦予生命新的意義。 
Scheier et al. / 2005 / 
Interventions to enhanc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mong younger women who are 
ending nonhormonal adjuvant 
treatment for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 

方法：類實驗設計。 
對象：50 歲以下零期、

一期和二期之 252 位門

診乳癌婦女。分配三

組，分別為疾病衛教團

體、營養衛教團體和控

制組。 

1. 在身體功能方面隨時間增加有

顯著提升。第二次問卷測量發

現，營養組的身體功能分數較控

制組好，但教育組和控制組間無

明顯差異。在第三次的問卷測量

發現兩組的分數都優於控制組。

2.心靈健康狀態：三組之間無顯

著差異。 
Cimprich et al. / 2005 / 
Taking charge: A self- management 
program for women following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方式：類實驗設計。 
對象：乳癌婦女分為控

制組 24 人，實驗組 25
人。 

1. 參加團體後 91％嘗試將所學

的問題解決方法應用在日常生活

中，59％自我效能提升。2.自訴

參與團體後讓其學習到正向思考

及永不放棄的精神。 
孫鳳岑/2006/乳癌支持團體成員

身體心像、自我效能、親密關係

探討—以高雄市為例 

方式：量性、橫斷性研

究 
對象：乳癌支持團體 49
位、乳房切除手術但未

1. 乳癌支持團體成員之年齡以

50~59 歲最多。2.支持團體成員對

於自己外表，以穿上自己謹慎選

購衣服最為滿意，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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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支持團體 49 位。 是沒穿衣服的樣子；關於在活動

參與的把握程度最高；而在性愛

互動上最沒把握；以生病時關心

的親密關係最明顯，但對於性行

為所顯現的親密是很少的。3.加
入成員只在社交親密方面比未加

入成員有顯著差異外，其他方面

未呈現出差異。4.支持團體成員

中的自我效能愈高其親密關係愈

好；相對地其自我效能及婚姻狀

況對其親密關係有重要影響因

素。 
Terry et al. / 2007 /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ir Partners.  

方法：量性、類實驗設

計。 
對象：96 名乳癌婦女與

其伴侶  

1. 在所有組中，此組隨著時間

抑鬱症狀會降低；在焦慮方面，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電訪諮詢服

務組（TIP-C）跟自主管理運動組

抑鬱症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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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訪談大綱 
研究者於進行訪談前，需先向受訪的乳癌婦女及伴侶說明會談的目的及方向，並請其簽

署參與研究同意書後始得執行。研究者利用下列的會談指引，先引導乳癌婦女及伴侶說出罹

癌經驗及歷經乳房手術後身體改變的經驗和感受，而後再針對性生活議題進行個別訪談。 
乳癌術後婦女及伴侶共同訪談大綱 

1. 您是如何發現乳房硬塊的？ 
2. 當您發現硬塊時，心中的感受和想法為何？ 
3. 當您發現硬塊後，您所做的處理為何？ 
4. 當您得知乳癌診斷後，是如何決定治療方式？ 
5. 乳房手術後，身體改變對您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6. 您接受乳房手術後，身體改變對您與別人交往有什麼影響？ 
7. 您接受乳房手術後，身體的改變對您作為人母的角色有什麼影響？ 
8. 青春期時，當您發現胸部有變化、乳房在發育時，您對乳房的改變有什麼看法？ 

乳癌術後婦女訪談大綱 伴侶訪談大綱 

1. 您接受乳房手術後，對身體改變的看法

及感受為何？ 
2. 您接受乳房手術後，身體的改變對您扮

演妻子角色有什麼影響？ 
3. 您接受乳房手術後，對夫妻在一起行房

有什麼影響，您的感受為何？若有影

響，您想到的解決方法為何？ 
4. 對於女性乳房的大小，您有什麼看法？ 
5. 您對乳房重建手術的看法？ 
6. 您對穿戴義乳的看法？ 
7. 乳房對您的意義是什麼？ 
8. 乳房對您的重要性是什麼？ 

1. 您對於伴侶接受乳房手術後，身體改變的看

法及感受為何？ 
2. 您的伴侶接受乳房手術後身體的改變，對您

認為的妻子角色有什麼影響？ 
3. 您的伴侶接受乳房手術後，對夫妻在一起行

房有什麼影響，您的感受為何？若有影響，

您想到的解決方法為何？ 
4. 對於女性乳房的大小，您有什麼看法？ 
5. 您對伴侶乳房重建手術的看法？ 
6. 您對伴侶穿戴義乳的看法？ 
7. 伴侶的乳房對您的意義是什麼？ 
8. 伴侶的乳房對您的重要性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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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物化身體覺察量表、女性性功能量表、女性性生活質量問卷 

1. 物化身體覺察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OBC）：Please rat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on a scale from 1 (strongly disagree) to 7 (strongly agree), by writing the number next to the statement. 
   1. I rarely think about how I look. 
___2. I think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my clothes 

are comfortable than whether they look 
good on me. 

___3. I think more about how my body feels than 
how my body looks. 

___4. I rarely compare how I look with how other 
people look. 

___5. During the day, I think about how I look 
many times. 

___6. I often worry about whether the clothes I 
am wearing make me look good. 

___7. I rarely worry about how I look to other 
people. 

___8. I am more concerned with what my body 
can do than how it looks. 

___9. When I can’t control my weight, I feel like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with me. 

___10. I feel ashamed of myself when I haven’t 
made the effort to look my best.  

___11. I feel like I must be a bad person when I 
don’t look as good as I could. 

___12. I would be ashamed for people to know 
what I really weigh. 

___13. I never worry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me when I am not exercising as much 
as I should. 

 

___14.When I’m not exercising enough, I question 
whether I am a good enough person. 

___15. Even when I can’t control my weight, I think 
I’m an okay person. 

___16. When I’m not the size I think I should be, I 
feel ashamed. 

___17. I think a person is mostly stuck with the looks 
they are born with. 

___18. A large part of being in shape is having that 
kind of body in the first place. 

___19. I think a person can look how they want to if 
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at it. 

___20. I really don’t think I have much control over 
how my body looks. 

___21. I think a person’s weight is mostly 
determined by the genes they are born with. 

___22. It doesn’t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change my 
weight, it’s probably always going to be about 
the same. 

___23. I can weigh what I’m supposed to when I try 
hard enough. 

___24. The shape you are in depends mostly on your 
genes. 

2. 女性性功能量表（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FSFI) 
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FSFI)  

Subject Identifi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 
INSTRUCTIONS: These questions ask about your sexual feelings and responses during the past 4 weeks.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s honestly and clearly as possible. Your responses will be kept 
completely confidential. In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apply: 
Sexual activity can include caressing, foreplay, masturbation and vaginal intercourse. 
Sexual intercourse is defined as penile penetration (entry) of the vagina. 
Sexual stimulation includes situations like foreplay with a partner, self-stimulation (masturbation), or 
sexual fantasy. 
CHECK ONLY ONE BOX PER QUESTION. 
Sexual desire or interest is a feeling that includes wanting to have a sexual experience, feeling receptive to a 
partner's sexual initiation, and thinking or fantasizing about having sex. 
1.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often did you feel sexual desire or interest?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2.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would you rate your level (degree) of sexual desire or interest? 
□Very high □High □Moderate □Low □Very low or none at all 

Sexual arousal is a feeling that includes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aspects of sexual excitement. It may 
include feelings of warmth or tingling in the genitals, lubrication (wetness), or muscle contractions. 
3.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often did you feel sexually aroused ("turned on") during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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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4.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would you rate your level of sexual arousal ("turn on") during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Very high □High □Moderate □Low □Very low or none at all 

5.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confident were you about becoming sexually aroused during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Very high confidence □High confidence □Moderate confidence 
□Low confidence □Very low or no confidence 

6.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often have you been satisfied with your arousal (excitement) during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7.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often did you become lubricated ("wet") during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8.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difficult was it to become lubricated ("wet") during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Extremely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Very difficult □Difficult □Slightly 
difficult □Not difficult  

9.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often did you maintain your lubrication ("wetness") until completion of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10.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difficult was it to maintain your lubrication ("wetness") until completion of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Extremely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Very difficult □Difficult  
□Slightly difficult □Not difficult 

11. Over the past 4 weeks, when you had sexual stimulation or intercourse, how often did you reach orgasm 
(climax)? 
□No sexual activity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12. Over the past 4 weeks, when you had sexual stimulation or intercourse, how difficult was it for you to 
reach orgasm (climax)? 
□No sexual activity □Extremely difficult or impossible □Very difficult □Difficult 
□Slightly difficult □Not difficult 

13.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satisfied were you with your ability to reach orgasm (climax) during sexual 
activity or intercourse? 
□No sexual activity □Very satisfied □Moderately satisfied □About equally satisfied and 
dissatisfied □Moderately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14.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satisfied have you been with the amount of emotional closeness during 
sexual activity between you and your partner? 
□No sexual activity □Very satisfied □Moderately satisfied  
□About equally satisfied and dissatisfied □Moderately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15.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satisfied have you been with your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your partner? 
□Very satisfied □Moderately satisfied □About equally satisfied and dissatisfied 
□Moderately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16.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satisfied have you been with your overall sexual life? 
□Very satisfied □Moderately satisfied □About equally satisfied and dissatisfied 
□Moderately dissatisfied □Very dissatisfied 

17.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often did you experience discomfort or pain during vaginal penetration? 
□Did not attempt intercourse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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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18. 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often did you experience discomfort or pain following vaginal penetration? 

□Did not attempt intercourse □Almost always or always  
□Most times (more than half the time) □Sometimes (about half the time) 
□A few times (less than half the time) □Almost never or never 

19.Over the past 4 weeks, how would you rate your level (degree) of discomfort or pain during or following 
vaginal penetration? 
□Did not attempt intercourse □Very high □High □Moderate □Low □Very low or none at all 

Thank you for completing this questionnaire 
 

1. 女性性生活品質問卷（Sexual Quality of Life-Female;SQOL-F）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1.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t isan enjoyable part of 
my life overall. 

      10.I worry about the future of my 
sexual life. 

      

2.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frustrated. 

      11.I have lost pleasure in sexual 
activity. 

      

3.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depressed. 

      12.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am embarrassed. 

      

4.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like less of a 
woman. 

      13.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that I can talk to my 
partner about sexual matters. 

      

5.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good about myself. 

      14.I try to avoid sexual activity.       

6.I have lost confidence in 
myself as a sexual partner. 

      15.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guilty. 

      

7.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anxious. 

      16.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worry that my partner 
feels hurt or rejected. 

      

8.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angry. 

      17.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like I have lost 
something. 

      

9.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feel close to my partner. 

      18.When I think about my sexual 
life,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frequency of sexual activity. 

      

註：A：Completely agree、B：Moderately agree、C：Slightly agree、D：Slightly disagree、E：
Moderately disagree、F：Completely dis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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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癌術後婦女及其伴侶性生活議題團體：「性福密碼」治療計畫書 
一、 團體名稱：性福密碼團體。 

二、 團體性質：封閉式、結構式團體。 

三、 成員對象：乳癌手術後婦女及伴侶，包括乳房未重建和已重建之婦女。 

四、 人數：10位乳癌婦女、4對伴侶（需全程參與） 

五、 團體次數：各 6次。 

六、 時間：每週一次，每次 120分鐘。 

七、 團體目標：  

（一）乳癌婦女及其伴侶透過團體對於罹癌經驗進行對話，增進疾病經驗及身體心像

改變過程中的互相理解，傾聽及陪伴。 

（二）透過團體，乳癌婦女及其伴侶能有機會討論因疾病造成的性生活影響，共同發

展出面對乳房切除後新自我（new self）的性生活模式，以提升乳癌後之性生

活品質。 

八、 團體成效評量： 

（一） 評量方法或工具：性生活品質量表 

（二） 預定評量時間：將進行前後測比較 

九、 用物準備：錄音筆、餅乾、點心、茶包、熱水、筆記本、筆、名牌 

十、 團體單元計劃： 

第一單元：相見歡 

目標： 

1.成員相互認識，建立關係、團體導向說明，建立團體規範。 

2.預定活動內容或進行方式。 

活動過程 活動內容 時間 

一、介紹團體 團體目標、團體領導者、團體活動課程內容。 30 分鐘 

二、團體成員認

識         

1.自我介紹。 

2.說明參加團體的原因及對團體的期待。 

3.建立團體規範。 

4.介紹自己的伴侶，說出伴侶身上最吸引人的三個優點。 

60 分鐘 

三、總結 分享今天活動中對自我及團體的感受如何？ 30 分鐘 

第二單元：晴天霹靂－面對罹癌的來時路 

目標：確立診斷後之心理衝擊、對伴侶的影響、醫療抉擇的歷程 

一、暖身 破冰遊戲 10 分鐘 

二、經驗分享 1.當第一次知道我（伴侶）得到乳癌時，我當時的想法是什

麼？ 

2.衝擊感受、曾做過什麼樣的努力、醫療抉擇的過程、相關

資源的找尋過程、家人告知與擔憂的處理(包含父母、子女

等)。 

80 分鐘 

三、總結 分享今天活動中對自我及團體的感受如何？ 30 分鐘 

第三單元：我失去了乳房－手術前後的種種挑戰 

目標：手術前後所面對的身體、心理、社會、醫療、家庭的改變與衝擊，身體的疼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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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關係的改變，夫妻彼此心路歷程的分享與理解。 

活動過程 活動內容 時間 

一、暖身 破冰遊戲 10 分鐘 

二、經驗分享 1.分享手術前後的過程，接受手術的心情感受。 

2.伴侶陪伴的心情，說出夫對妻、妻對夫在手術過程中的遺

憾與感謝。 

80 分鐘 

三、總結 分享今天活動中對自我及團體的感受如何？ 30 分鐘 

第四單元：不能說的秘密－手術後的性生活 

標目： 

1.乳癌婦女及其伴侶對於手術後在性生活改變的感受，表露、傾聽與分享。 

2.乳癌婦女的伴侶在手術後進行性生活的擔心及困擾。 

活動過程 活動內容 時間 

一、暖身 破冰遊戲 10 分鐘 

二、經驗分享 1.真心話大冒險：說出手術後對性生活曾有過的擔心感受及

對性的期待。 

2.分享術後第一次的性經驗分享，困擾和期待，當時的感受

為何好、為何不好？擔心甚麼？期待甚麼？ 

80 分鐘 

三、總結 分享今天活動中對自我及團體的感受如何？ 30 分鐘 

第五單元：牽手一起到老-幸福的承諾 

目標： 

1.乳癌婦女對於伴侶感受的理解及陪伴。 

2.乳癌婦女及其伴侶對於未來婚姻生活的期待之分享與理解。 

活動過程 活動內容 時間 

一、暖身 破冰遊戲 10 分鐘 

二、經驗分享 1.說出 10年後的自己希望過的生活。 

2.期待能夫妻一起做的三件事。 

80 分鐘 

三、總結 分享今天活動中對自我及團體的感受如何？ 30 分鐘 

第六單元：許自己一個健康的未來-珍重再見 

目標： 

1.乳癌婦女的及其伴侶分享團體的收穫及心得。 

2.成員互相祝福及回饋。 

活動過程 活動內容 時間 

一、暖身 破冰遊戲 10 分鐘 

二、經驗分享 1.分享團體的收穫，感謝伴侶的陪伴付出和參與，謝謝團體

其他成員的分享。 

2.專家座談與解惑。 

80 分鐘 

三、總結 1.愛的抱抱。 

2.珍重再見。 

3.頒發出席獎勵。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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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性別影響評估 
 
壹、計畫名稱 乳癌婦女性健康與性生活議題團體介入成效探討 

貳、主管機關 高雄醫學大學 主辦機關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參、計畫內容涉及領域 勾選（可複選） 

3-1 政治、社會、國際參與領域  

3-2 勞動、經濟領域  

3-3 福利、脫貧領域  

3-4 教育、文化、科技領域  

3-5 健康、醫療領域  

3-6 人身安全領域  

3-7 家庭、婚姻領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欄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領域）  

肆、問題現況評析

及需求評估

概述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1）及英國癌症研究組織（2011）資料顯示，

全球約 138 萬婦女罹患乳癌，其中 46 萬名死於乳癌，居全球癌症死亡人

數的第五位。以 2008 年台灣新診斷罹患女性乳癌的人數 8,136 人，計算

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為每 10 萬人口有 56.1，居女性十大癌症排名第一位（行

政院衛生署，2011）。乳房是女性化的象徵，亦是性的表徵，對女人而言，

乳房是女性性認同與性表達的重要器官，失去乳房不僅衝擊到女性的角

色，也會影響性的吸引力及性慾望。使得罹患乳癌婦女因疾病需手術切除

乳房而造成身體不完整，衝擊女人對自我的自信心、身體心像及自我定

位。在台灣，青壯年階段是乳癌主要的罹病族群，此時也是性活動之顛峰

期，衝擊婦女婚姻、性、生育功能。換言之台灣乳癌年輕化的趨勢，使得

婦女面對的性衝擊可能比歐美婦女更大；整體心理社會適應以性適應最

差。支持性團體對於癌症患者扮演重要角色，台灣乳癌病患者支持團體自

1986 年紛紛成立，乃期望患者可透過團體過程的探索與分析，獲得更多

的正向支持。然而，回顧過去文獻，許多乳癌婦女於接受手術等治療後，

皆出現不同程度的性問題，其身體心像、情緒狀態與性生活都是個體感受

生活品質的重要項目之一，但第一線的專業醫療人員卻時常礙於傳統社會

文化及隱私性的問題而難以開口跟病人討論性問題，故如何協助乳癌婦女

提升性生活之和諧與健康，儼然成為當前醫療照護上重要的課題。 

伍、計畫目標概述 

(1) 理解乳癌婦女之身體經驗 
(2) 探討性議題團體對乳癌婦女性健康成效 
(3) 發展本土婦女性健康量表 
(4) 建構本土乳癌婦女性生活議題團體模式。 

陸、受益對象(任一指標評定「是」者，請繼續填列「柒、評估內容」；如所有指標皆評定為

「否」者，則免填「柒、評估內容」，逕填寫「捌、程序參與」及「玖、評估結果」)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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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請說明評定為「是」或「否」之原因） 

6-1 以特定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

為受益對象   

為深入了解乳癌婦女性健康現況及身體

經驗，以方便取樣台灣南部兩家醫院 35
對乳癌婦女及其伴侶為研究對象，理解乳

癌術後婦女及其伴侶，在疾病及手術過程

中之身體經驗與自我建構的關係，以及對

性健康的影響。以參與觀察、個別深度訪

談（in-depth interview）與工作坊。 

如受益對象以乳癌婦

女及其伴侶為主，請

評定為「是」。 

6-2 受益對象無

區別，但計畫

內容涉及一

般社會認知

既存的性別

偏見，或統計

資料顯示性

別比例差距

過大者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請說明評定為「是」或「否」之原因） 
備註 

是 否 

6-3 公共建設之

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涉

及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

權益相關者 

  

本計畫非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存有考

量促進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使

用便利及合理性、區

位安全性，或消除空

間死角，或考慮特殊

使用需求者之可能性

者，請評定為「是」。 

柒、評估內容 

評估指標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請說明評定為「是」、「否」或「無

涉及」之原因） 

備註 

是 否 

無

涉

及 

一、資源評估（4項資源評估全部評定為「無涉及」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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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經費需求與配

置考量不同

性別、性傾向

或性別認同

者之需求 

  

 

 

 

 

本研究經費多運用在個別深度訪談

與焦點團體訪談中。深度訪談 35 對，

團體工作坊 80 對。 

如經費需求已就性別

予以考量、或經評估

已於額度內調整、新

增費用等者，請評定

為「是」。 

7-2分期(年)執行

策略及步驟

考慮到縮小

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差異

之迫切性與

需求性 

   
因為訪談對象年齡介於 18 ~65 歲之

間，以及性傾向與社會階級不限定，

不同年紀、性傾向與階級之乳癌婦女

在心理層面、情感需求上有不同的樣

態，因此在工作坊、團體與訪談的過

程，將針對不同背景的對象予以不同

的回饋與進行方式。 

如有助消除、改善社

會現有性別刻板印

象、性別隔離、性別

比例失衡、或提升弱

勢性別者權益者，請

評定為「是」。 

7-3宣導方式顧及

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需

求，避免歧視

及協助弱勢

性別獲取資

訊 

   

本研究選取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的方式，以口頭方式充分說明研究目

的與方式，不使乳癌術後婦女及其伴

侶感覺不舒服。 

如宣導時間、文字或

方式等已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資訊獲取能力與

使用習慣之差異，請

評定為「是」。 

7-4搭配其他對不

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友善

措施或方案 

   
在研究訪談過程中，避免造成兩性對

立的情形，運用充分溝通與了解，由

精神科專業人員負責帶領團體與訪

談。 

如有搭配其他性別友

善措施或方案者，請

評定為「是」。 

二、效益評估（7-5至 7-9中任一項評定為「否」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容之妥適性；公共

建設計畫於 7-10至 7-12中任一項評定為「無涉及」者，應重新檢討計畫案內

容之妥適性。） 

評估指標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請說明評定為「是」、「否」或「無

涉及」之原因） 

備註 

是 否 

無

涉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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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受益人數或受

益情形兼顧

不同性別、性

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之需

求，及其在年

齡及族群層

面之需求 

   

雖然研究重點在乳癌術後婦女，但受

益對象含括不同性別、階級，包括乳

癌婦女及其伴侶。 

如有提出預期受益男

女人數、男女比例、

其占該性別總人數比

率、或不同年齡、族

群之性別需求者，請

評定為「是」。 

7-6落實憲法、法

律對於人民

的基本保障 

   
對應我國制定之婦女健康政策綱

領，本研究符合之綱領內涵為：(1)
提昇女性身體及性自主體。(2)落實對

婦女友善的醫療環境，並充分尊重女

性的就醫權益及其自主性。(3)從事具

性別意識的女性健康及疾病研究。(4)
肯定女性對促進及維護健康之貢

獻，對家庭及職場的女性照顧者提供

充分的資源及報酬。 

如經檢視計畫所依據

之法規命令，未違反

基本人權、婦女政策

綱領或性別主流化政

策之基本精神者，請

評定為「是」；相關資

料可至行政院婦權會

網站參閱

(http://cwrp.moi.g

ov.tw/index.asp) 

7-7符合相關條

約、協定之規

定或國際性

別/婦女議題

之發展趨勢 

   

根據渥太華憲章健康促進五大行動

綱領─創造有利健康的支持環境。 

如符合世界人權公

約、消除對婦女一切

歧視公約、APEC、OECD

或 UN等國際組織相

關性別核心議題者，

請評定為「是」；相關

資料可至行政院婦權

會網站參閱

(http://cwrp.moi.g

ov.tw/index.asp) 

7-8預防或消除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

刻板印象與

性別隔離 

   

有助消弭傳統文化對乳癌術後婦女

的性別角色及家庭文化的期待。 

如有助預防或消除傳

統文化對男女角色、

職業等之限制或僵化

期待者，請評定為

「是」。 

7-9提升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

平等獲取社

會資源機

會，營造平等

對待環境 

   

有助於了解乳癌術後婦女及其

伴侶之性健康、乳癌術後婦女主觀性

健康與伴侶評價性健康差異，保障乳

癌術後婦女在性健康方面的，營造性

別友善的環境。 

如有提升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

之機會者，請評定為

「是」。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http://cwrp.moi.gov.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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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請說明評定為「是」、「否」或「無

涉及」之原因） 

備註 

是 否 

無

涉

及 

7-10公共建設（含

軟硬體）之空

間使用性：空

間與設施設

備之規劃，符

合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

使用上之便

利與合理性 

   

 

如空間與設施設備之

規劃，已考量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使用便利及合理

性者，請評定為

「是」。 

7-11公共建設（含

軟硬體）之空

間安全性：建

構安全無懼

的空間與環

境，消除潛在

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

的威脅或不

利影響 

   

 

如空間規劃已考慮區

位安全性或消除空間

死角等對不同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

之威脅或不利影響

者，請評定為「是」。 

7-12公共建設（含

軟硬體）之空

間友善性：兼

顧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

性傾向者對

於空間使用

的特殊需求

與感受 

   

 

如空間規劃已考慮不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特殊使用需

求者，請評定為

「是」。 

捌、程序參與 

‧ 至少徵詢 1位性別平等學者專

家意見，並填寫參與者的姓

名、職稱及服務單位；學者專

家資料可至台灣國家婦女館網

一、參與者： 劉郁婷 

（社團法人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副秘書長） 

 

二、 參與方式： 書面審查 

 



72 
 

站參閱

（http://www.taiwanwomence

nter.org.tw/）。 

‧ 參與方式包括提送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討論，或以傳真、電郵、

書面等方式諮詢專案小組民間

委員、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婦

女團體意見，可擇一辦理。 

‧ 請以性別觀點提供意見。 

‧ 如篇幅較多，可採附件方式呈

現。 

三、主要意見： 

(1) 研究主持人以及計畫執行者應具備性別敏感度，在進行訪

談、團體或工作坊活動中，避免性別歧視、性別盲的情形出

現。 

(2) 因乳癌術後婦女年齡層廣泛，應特別注意不同年齡層、

不同性傾向、不同社經背景、不同種族女性之需求，避

免同質化乳癌婦女，而使其在研究過程中遭受不適當之

對待。 

(3) 在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的性別權力關係應平等，在

醫療與研究倫理部分，遵守保密原則；充分告知研究以

及以研究參與者為主體，避免研究參與者遭受壓迫。 

玖、評估結果（請依據檢視結果提出綜合說明，包括對「捌、程序參與」主要意見參採情形、

採納意見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見之理由或替代規劃等） 

本研究重視乳癌婦女術後之心理適應以及性生活之調適，以乳癌女性為主體的方式，根據她

們的需求進行成長團體、工作坊，增能培力乳癌婦女、作為一個性主體重新思考在性關係中

的位置、找回因為乳癌術後逐漸消弭的性自主、主體性與自信。 
在專家意見的部分，研究者會時時保持自身的性別敏感度；並關注不同背景乳癌婦女之需求；

研究倫理與醫療倫理亦將謹慎實行。 

＊ 請詳閱填表說明後，逐項覈實填列；除評估內容有可能跳答外，其餘部分皆應完整填答。 

填表人姓名：鄭丞傑                  職稱：教授 

    電話：07-3121101             e-mail：jengcj@gmail.com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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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IRB 期中報告第一次通過同意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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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IRB期中報告第二次通過同意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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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IRB焦點團體受試者同意書(受訪者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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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IRB受試者(問卷)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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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女性性功能量表 

A.乳房角色自檢表 

請您依據您認為的重要性程度，在適當的數字上畫「○」。 

1 分表示「程度非常低」；7 分表示「程度非常高」。 

 

1. 您的乳房大小或形狀，對於您自己的性滿足情形有影響嗎？ 

毫無影響 1 2 3 4 5 6 7 非常重要 

 

2. 您認為女人的乳房大小或形狀，對於伴侶的性滿足情形有影響嗎？ 

毫無影響 1 2 3 4 5 6 7 非常重要 

 

3. 您認為擁有完整的乳房，是一個完整女人該有的身體特徵嗎？ 

一點都不重要 1 2 3 4 5 6 7 非常重要 

 

4. 您認為擁有完整的乳房，對一個女人而言是很重要的嗎？ 

一點都不重要 1 2 3 4 5 6 7 非常重要 

 

5. 您認為乳房的大小決定女人的漂亮程度嗎？ 

毫無影響 1 2 3 4 5 6 7 非常重要 

 

6. 您會在意自己的乳房大小嗎？ 

一點都不在意 1 2 3 4 5 6 7 非常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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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前戲中乳房角色量表 

    請您比較您的乳房在性活動當中的前戲所扮演的角色，在治療之前與治療之後，是否有

了改變，並依據改變的程度在適當的選項上畫「■」。 

說明：「治療期間」指的是接受手術、化療、放療或標靶治療期間與之後的一個月內。 

 降

低

十

分 

降

低

七

分 

減

少

三

分 

沒

有

差

別 

增

加

三

分 

增

加

七

分 

增

加

十

分 

1.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的乳房的性吸引力改變了

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的乳房的性吸引力改變了嗎？ □ □ □ □ □ □ □ 

2.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的乳房對於您的伴侶的性

吸引力改變了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的乳房對於您的伴侶的性吸引力改

變了嗎？ □ □ □ □ □ □ □ 

 

 非

常

不

喜

歡 

七

分

不

喜

歡 

三

分

不

喜

歡 

沒

什

麼

差

別 

多

三

分

喜

歡 

多

七

分

喜

歡 

變

得

很

喜

歡 

3.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喜歡碰觸自己的乳房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現在您喜歡碰觸自己的乳房嗎？ □ □ □ □ □ □ □ 

4.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的伴侶喜歡碰觸您的乳

房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現在您的伴侶喜歡碰觸您的乳房嗎？ □ □ □ □ □ □ □ 

5.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喜歡撫弄/搓揉自己的乳

房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現在您喜歡撫弄/搓揉自己的乳房嗎？ □ □ □ □ □ □ □ 

 非 七 三 沒 多 多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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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不

喜

歡 

分

不

喜

歡 

分

不

喜

歡 

什

麼

差

別 

三

分

喜

歡 

七

分

喜

歡 

得

很

喜

歡 

6.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的伴侶喜歡撫弄/搓揉您

的乳房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現在您的伴侶喜歡撫弄/搓揉您的乳房

嗎？ □ □ □ □ □ □ □ 

7.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喜歡您的乳房被吸吮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現在您喜歡您的乳房被吸吮嗎？ □ □ □ □ □ □ □ 

8.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的伴侶喜歡吸吮您的乳

房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現在您的伴侶喜歡吸吮您的乳房嗎？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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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女性性功能量表 

    請您比較您在治療之前與治療之後，性活動方面是否有了改變，包括您的性感受和反應，

並依據改變的程度在適當的選項上畫「■」。 

在題目中的相關名詞定義： 

「性活動」包括愛撫、前戲、自慰、手指或玩具進入陰道、陰道性交。 

「性交」的定義為陰莖進入陰道。 

「性刺激」包括和伴侶的前戲、自慰（手淫）或性幻想。 

「被挑起的性欲望」含括生理與心理性興奮，像是生殖器的溫度或是痛感、潤滑（濕潤），或

肌肉收縮，或心理渴望進一步的身心結合。 

「性興奮」指的是指陰道潤濕、充血，身體發熱，情緒亢奮，性交慾望上昇等。 

「治療期間」指的是接受手術、化療、放療或標靶治療期間與之後的一個月內。 

「頻率」指的是一定時間內的次數。 

「性欲或性趣」的感覺包含想要性經驗、想要接受伴侶性邀約，以及想要或幻想做愛。 

 

每題僅勾選一個。 

  減

少

十

分 

減

少

七

分 

減

少

三

分 

沒

有

差

別 

增

加

三

分 

增

加

七

分 

增

加

十

分 

1.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性欲或性趣的頻率有

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性欲或性趣的頻率有沒有增

減？ □ □ □ □ □ □ □ 

2.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的性欲程度有沒有增

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的性欲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3.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

被挑起性欲望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被挑起

性欲望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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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

少

十

分 

減

少

七

分 

減

少

三

分 

沒

有

差

別 

增

加

三

分 

增

加

七

分 

增

加

十

分 

4.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

被挑起的性欲的亢奮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被挑起

的性欲的亢奮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5.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

產生性欲的信心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產生性

欲的信心有沒有增減？ 
□ □ □ □ □ □ □ 

6.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

感到性欲高漲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感到性欲

高漲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7.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

陰道濕潤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陰道濕潤

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8.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

陰道濕潤的困難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陰道濕

潤的困難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9.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整個性活動或性交

過程中，陰道一直保持濕潤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整個性活動或性交過程中，

陰道一直保持濕潤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10.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整個性活動或性交

過程中，陰道一直保持濕潤的困難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整個性活動或性交過程中，

陰道一直保持濕潤的困難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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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

少

十

分 

減

少

七

分 

減

少

三

分 

沒

有

差

別 

增

加

三

分 

增

加

七

分 

增

加

十

分 

11.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有性刺激或性交時，

達到高潮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有性刺激或性交時，達到高潮

的頻率有沒有增減？ 
□ □ □ □ □ □ □ 

12.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當您在性刺激或性交時，

達到高潮的困難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當您在性刺激或性交時，達到高

潮的困難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13.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

對於自己的高潮能力的滿意程度有增減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或性交中，對於自

己的高潮能力的滿意程度有增減嗎？ 
□ □ □ □ □ □ □ 

14.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在性活動中，和伴侶

之間的親密度感到滿意的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在性活動中，和伴侶之間的親

密度感到滿意的程度有沒有增減？ 
□ □ □ □ □ □ □ 

15.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和伴侶的性關係，您

的滿意程度有增減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和伴侶的性關係，您的滿意程

度有增減嗎？ 
□ □ □ □ □ □ □ 

16.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您對您整體性生活滿意

嗎？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您對您整體性生活滿意嗎？ □ □ □ □ □ □ □ 

17. 與治療之前相比，在治療期間，陰道插入感到不舒服或

疼痛的情況有沒有增減？ □ □ □ □ □ □ □ 

與治療之前相比，目前陰道插入感到不舒服或疼痛的情

況有沒有增減？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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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5年 7月 5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SAT 18 JUN 2016, 23:40 桃園機場(TPE) TERMINAL 2 → 09:40 維也納(VIE) 

SUN 19 JUN 2016, 12:55 維也納(VIE) → 14:10 抵達華沙(WAW) 

WED 22 JUN 2016, 10:35 華沙(WAW) → 11:30 克拉克夫(KRK)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der Studies 24-25 June 2016  

– Cracow, Poland ,Conference Venu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entre, Rynek Główny 25, 31-008 Kraków 

SUN 26 JUN 2016, 15:20 克拉克夫(KRK) → 16:25維也納(VIE) 

SUN 26 JUN 2016, 19:35 維也納(VIE) → 27 JUN 17:05 桃園機場(TPE) 

計畫編號 MOST103－2511－S －037－006－MY2 

計畫名稱 乳癌婦女性健康與性生活議題團體介入成效探討 

出國人員

姓名 鄭丞傑 
服務機構

及職稱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婦產學科教授 

會議時間 
105 年 6 月 24 日

至 105 年 6 月 25
日 

會議地點 
Cracow, Poland 波蘭 克拉克夫 

會議名稱 
(中文) 2016 年國際會議性別研究 

(英文)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der Studies 

發表題目 

(中文) 發展乳癌婦女的女性性功能量表 

(英文)Development of a Female Sexual Function Scale for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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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1. 這是第一次參加小型的會議，也是第一次參加性別研究的國際會議，雖然全

部的出席者不超過 50位，但有許多是國際知名的性別研究學者，且每人發表

論文的時間長達 20分鐘，外加 10分鐘的討論，互動熱烈，這是和我過去經

常參加的醫學會議每人通常只能發表 8分鐘的口頭論文，外加 2分鐘的討論，

截然不同。 

2. 不少學者發表有關在歷史、文學、職場、科學、醫學、、、等，各領域的性

別研究，雖然有些是我過去不曾接觸過的陌生主題，不過也因為大開眼界，

而感覺收穫不少。 

3. 我發表的論文，是有關乳癌患者在手術和化學治療或放射治療之後的性生活

之探討，這是過去三年科技部支持下的一個研究計畫，也就是用團體衛教模

式介入乳癌患者性生活之改善，藉助第一二年的研究成果，我們在第三年發

展出一個嶄新的乳癌患者女性性功能量表，並評估其信度和效度，這次發表

的論文便是有關第三年研究的成果，在場引起熱烈的回響。 

4. 我們的研究團隊，預期在未來的一年之內發表論文在國際學術期刊上。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錄報告之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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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歐美行程往返的路程假和公費，希望可考慮改成往返共三天，否則對於需

要一再轉機而且花上 20小時以上搭乘飛機，且未必班次很多的地方，來回算 2

日，有時會不合乎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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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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