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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受試者特性 

    台灣停經婦女停經年齡一般為 48-50 歲，美國婦女停經年齡約為 50-51

歲(Stumpf & Trolice, 1994)，而本研究中受試者的平均年齡約 53 歲。本研

究各組受試者停經年齡約 49-51 歲，平均停經時間約 3 年，皆為初停經婦

女，已知初停經婦女骨質流失速率每年以 3-6 ﹪流失，處於高代謝率期

(Rosenbrock et al., 2002)，且為骨質疏鬆症發生的關鍵期。 

   Yang(2004)等人對台灣女性進行骨質疏鬆調查報告中，若腰椎骨密度小

於 0.827 gm/cm
2或髖骨密度小於 0.605 gm/cm

2 則為骨質疏鬆症，若本研究

以此標準來判定，結果異黃酮組有 10 人（16﹪）患有骨質疏鬆症（equol 

producer 5 人、non-equol producer 5 人），鈣片組 4 人（14﹪）患有骨質疏

鬆症。 

 

    本研究招募條件受試者必須為子宮與卵巢健全者，所以受試者皆為自

然停經，且一年內未曾使用雌激素治療，並以 24 小時飲食回憶法檢視受

試者試驗期間是否有無攝取黃豆製品與其他鈣片補充品，本試驗應符合受

試者一致性的基準。 

    Vermeulen 等人(1976)指出體重與 fat mass 會影響停經婦女雌激素濃度

E1、E2，且呈正相關。本研究各組受試者服用補充品期間，飲食皆維持一

致，體重、BMI 皆未有顯著差異，故應不影響雌激素濃度。 

 

    本研究隨機分兩組，再以高效能液相層析分析受試者產生 equol 的能

力，並將異黃酮組進一步區分為 equol producer 31 名（51﹪）與 non-equol 

producer 30 名（50%）， equol producer 的比例皆高於其他國家，美國約有

17﹪、韓國約有 30﹪、日本約有 29%(Akaza et al., 2004) ，另外，由於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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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組沒有補充異黃酮，所以不能完全區分是否為 equol producer，由結果表

4-3 得知，鈣片組少數的受試者依然會有 equol 的產生，但其值很小，所以

無影響結果疑慮。 

   本研究將受試者受試前的飲食營養素攝取情形與受試前尿液 equol 濃

度做相關性檢定，結果發現，尿液 equol 濃度與醣類呈正相關，與脂肪呈

負相關。有關飲食型態對 equol 產生能力的影響至今未有定論，Adlercreutz 

(1991)指出攝取較多脂肪與肉類的族群，尿液 equol 的濃度較高。

Rowland(2000)指出 equol producer 比 non-equol producer 攝取較高醣類與較

低脂肪。Lampe 等人提出 equol producer 比 non-equol producer 攝取較高的

膳食纖維(Lampe et al., 1998)。但有研究指出長期給予黃豆或是膳食纖維，

並不會改變產生 equol 的能力(Hutchins et al., 1995; Karr et al., 1997; 

Kirkman et al., 1995)，Frankenfeld 等學者 (2004)提出產生 equol 的能力與

基因有相關性，而與飲食環境較為無關。本研究試驗期間，equol producer

皆為原有之 31 名，受試者產生 equol 的能力未見有改變的現象。 

   本研究所採用實驗補充劑為黃豆胚軸萃取、高 daidzein 含量的異黃酮素

粉末。從實驗結果表 4-5、4-6 可知，受試者在服用異黃酮素三個月後尿液

中 daidzein 與 equol 濃度比基礎期顯著增加，顯示實驗三個月前受試者順

應性頗佳，但於第 6 個月濃度即有下降趨勢，可能隨著時間的增長，受試

者產生倦怠性使受試者順應性下降，或許會影響實驗結果。  

第二節  更年期症狀 

    Fu 等學者研究台灣婦女更年期症狀發生排名前三項依次為：疲倦、

腰酸背痛、皮膚亁燥(Fu et al., 2003)。臨床上已有許多研究探討異黃酮對於

更年期症狀的影響，但其結果不一致，可能與異黃酮劑量與型式不同、實

驗長短不一、受試者順應性不佳、安慰劑效應(Beecher, 1955; Krebs et al., 

2004)..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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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發現每日補充 120 mg 異黃酮，在兩組比較下，異黃酮組

與鈣片組更年期症狀改善之項目皆無達顯著差異。在三組比較下，補充三

個月後即可減緩熱潮紅發生的情況；六個月後減少容易疲倦、Kupperman 

總分而此兩者項目改善程度亦達顯著，其中又以 equol producer 的效果較

佳，本研究中安慰劑組的更年期症狀亦有改善的趨勢，但未達顯著差異，

許多研究也因安慰劑效應的影響，以致無法確定異黃酮對更年期症狀改善

效用。本試驗證實 equol 對更年期症狀有改善之效，以往異黃酮對更年期

症狀效果的不ㄧ致，亦可能與 equol 有相關。 

得到異黃酮可減緩停經症狀的研究結果並不多，Uesugi 等學者(2004)

採用了 daidzein 比例較高之 isoflavones，如同本研究，但劑量甚低 (每日

daidzein 20 mg 、genistein 6 mg 、glycitein 16 mg)，對 58 位停經婦女進行

雙盲、安慰劑組對照、交叉試驗，以簡易更年期症狀評估表（simplified 

menopausal index）評估停經婦女攝取補充品 8 週後更年期症狀改善的效

果，結果發現安慰劑組的更年期症狀指數有改善趨勢，但未達顯著，異黃

酮組之熱潮紅與手腳冰冷項目改善效果達到顯著差異。推論或許是

daidzein 轉換成 equol 而達到減緩更年期症狀之效。 

 

第三節 血中賀爾蒙變化情形 

雌激素（Estrogen）是一個總稱，包括： estrone (E1)、 estradiol (E2)

與 estriol (E3) 三種型式。雌激素可幫助脂質的代謝(Tikkanen, 1996)、減少

骨質流失(Haines et al., 1996)、具有抗氧化的活性(Ruiz-Larrea et al., 2000)，

所以與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險率有關。 

（1） FSH 與 LH（促濾泡成熟激素與黃體促素）： 

體內雌激素與 FSH 呈負相關。本研究各組服用補充品後，FSH 未有

變化，且經相關性檢定發現 FSH 與 E2 無相關性，可能是因雌激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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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濃度未達到具有回饋抑制腦垂體促性腺激素的作用(Nicholls et al., 

2002)。 

（2） E2（雌二醇）： 

  女性停經前內生性雌激素主要由卵巢分泌；婦女停經後，卵巢功能

萎縮，雌激素分泌減少，但是腎上腺功能下降較少，所以腎上腺與周圍組

織 ex.脂肪組織仍可產生 DHEA、Androstenedione 與 Testosterone 等性激

素，並在周圍組織 ex.脂肪組織經由 aromatase 轉變為 E1、E2。 

本研究結果發現當受試者服用補充劑六個月後，在兩組比較下，異黃

酮組 E2 濃度顯著大於鈣片組，在三組比較下，non-equol producer 的 E2

濃度顯著大於其他兩組。體外試驗證實，equol 會抑制 aromatase 進而使 E2

合成下降(Campbell & Kurzer, 1993)，本試驗異黃酮組之 equol producer 血

清 E2 濃度顯著低於 non-equol producer，或許是因 aromatase 被 equol 抑

制，而使 E2 合成下降。 

（3）SHBG（性激素結合球蛋白）： 

植 物 性 雌 激 素 中 異 黃 酮 已 被 發 現 會 促 進 肝 細 胞 合 成

SHBG(Loukovaara et al., 1995)。SHBG 主要是調節游離與結合的性激素之

平衡，進而影響其活性 。SHBG 與 estrogen 結合，體內游離形式 estrogen

（具有活性的 estrogen）將隨之減少，則降低刺激乳房上皮細胞的機會，

因此可降低乳癌的發生率。也有研究認為 SHBG 上升是雌激素活性增高的

一個靈敏指標，比 FSH 下降還要靈敏(Mendel, 1992)。 

本研究在兩組比較與三組比較下，各組 SHBG 濃度皆呈現上升的趨

勢，但組間未達顯著差異。Frankenfeld （2006）等學者指出，在給予相同

劑量異黃酮下，equol producer 與 non-equol producer 兩組受試者 SHBG 濃

度無顯著差異。 

第三節  血脂 

   本研究結果顯示各組攝食補充劑後 TC 、TG 、LDL-C 、HDL-C 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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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皆無顯著差異，與最近多數研究結果類似(Hall et al., 2006; Jenkins et al., 

2002)。若將本研究受試者依 equol 產生與否分組比較，仍無顯著差異，但

在 Barnes & Messina 等學者的研究，針對高血脂停經婦女進行隨機、一般

飲食對照、交叉試驗，實驗為時 5 週，結果發現每日攝取 5 份大豆製品與

一般飲食相比下，血脂並無改善情況，然而進一步依 equol 分組，結果發

現，equol producer 組每日攝取 5 份大豆製品期，可有效降低 TC 8.5%、TG 

21%、LDL-C 10%、LDL/HDL 13.5%，而 non-equol producer 無見改善情況

之後(Barnes & Messina, 2002)。另一 2年的追蹤型研究指出， equol producer

組 TC 比 non-equol producer 組顯著降低 7.2﹪，顯示 equol producer 有較好

的降血膽固醇的作用 (Lydeking-Olsen et al., 2004)。本研究介入期僅半年，

對於血脂皆未有明顯影響，或許延長介入時間，即可看見顯著效果。 

已知 CRP 為血清中急性蛋白質，在急性發炎反應期中，如創傷、感染、

發炎，CRP 會經由肝臟大量分泌且血液中濃度急速上升，此外越來越多研

究顯示，CRP 對心血管疾病是獨立的危險因子，也可用來作為冠心病相關

疾病的預測。本研究結果顯示各組攝食補充劑後 CRP 皆無顯著差異。

Jenkins (2002a)對 18 位停經婦女進行隨機、3x 1 月交叉試驗，給予每日含

73 mg isoflavones 大豆蛋白補充劑，也發現對 CRP 無任何影響。Vafeiadou 

(2006)指出 equol producer與 non-equol producer在CRP的表現上皆無差異

性。 

最近研究指出傳統性賀爾蒙療法會有 CRP 上升副作用(Jenkins et al., 

2002a)，但異黃酮補充即使不會降低 CRP，但也無使 CRP 上升的副作用。 

 

第四節 骨質密度與骨質代謝 

 本試驗比較異黃酮加鈣與單獨給予鈣片對腰椎（L1~L4）、左與右髖骨

骨質密度、及骨質代謝指標的影響，結果發現鈣片組無論是腰椎（L1~L4）

與左、右髖關股骨質保護骨質的效用皆顯著優於異黃酮加鈣組。骨質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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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鈣片組骨合成指標 osteocalcin 顯著高於異黃酮加鈣組，但骨分解指

標尿液 DPD 濃度卻顯著高於異黃酮加鈣組。此結果顯示，就骨質密度而

言，給予同等劑量鈣片下，異黃酮的添加，反而下降骨質密度。骨質代謝

方面，異黃酮的添加，對於骨質合成無明顯好處，但卻能使骨質分解顯著

降低。 

本實驗目的在探討異黃酮補充對骨質的影響，基於人道，以及預期異黃

酮加鈣可如同臨床上常給停經婦女雌激素加鈣，更能加強骨質保護效果，

故以異黃酮加鈣為實驗組，安慰劑組也有補充鈣片。結果補充鈣片的好處

高於預期，不能顯示異黃酮的效果，若兩組都不補充鈣片，也許可看到異

黃酮的效果。如台灣另一單獨給予異黃酮的介入型研究 Ye (2006)，針對

90 位初停經婦女，年齡 45-60 歲，進行雙盲、隨機、安慰劑組對照試驗，

區分為 0（placebo）、84、126 mg isoflavones（daidzein  52% 、genistein 15

﹪、glycitein  33 ﹪），實驗為時半年，結果指出，隨著 isoflavones 劑量

的增加，可減緩腰椎與股骨頸的骨質流失，但總髖骨骨質密度無改變，在

骨質代謝的部分，攝取 126 mg isoflavones 組尿液 DPD 於第 12 週顯著低於

84 mg 與 placebo 組 ，第 24 週顯著低於 placebo 組，血清 OC 與 BAP 則

無任何改變。 

過去研究也發現單獨鈣質與適量的 vit D 的補充即具有增加骨鈣保留量

及減少骨分解作用的功能。Lau(2001)等人針對 200 位平均 60 歲的中國停

經婦女，給予每日含 800 毫克鈣與 200 IU 維生素 D 的奶粉與控制組相比

下，結果發現奶粉補充組可顯著延緩骨質流失。 

2003 年首次針對異黃酮加鈣的動物試驗中指出，給予去除卵巢的大鼠

異黃酮加鈣其對骨質保護的效果較單獨給予異黃酮或單獨給予鈣佳

(Breitman et al., 2003)。 

 而 Spence (2005)以隨機、交叉試驗，針對 15 位停經婦女探討攝取含或

不含異黃酮的大豆蛋白對體內鈣代謝的影響，結果發現攝取含異黃酮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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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蛋白對於骨鈣動態平衡維持能力並無較好的表現，似乎異黃酮萃物中含

某些成分會妨礙鈣的利用。本研究異黃酮萃取物中含有植酸成分，可能會

影響鈣質的吸收。已知植酸被認為是黃豆中的抗營養因子之一，它容易與

金屬進行螯合作用（Chelation），通常與營養上重要的礦物質，諸如，鈣，

鎂，銅，鐵，鋅，鈷，錳等，結合而成為植酸鹽（Phytate）進而防礙人體

吸收金屬質，以致會降低了礦物質生物利用率（Bioavailability）(Heaney et 

al., 1991)，因此推論本研究異黃酮中可能含有較高量植酸，進而抑制了鈣

質的吸收，但必須做進一歩的分析確認。  

Lydeking-Olsen 等人 以雙盲、對照組試驗介入 89 位停經婦女為期 2

年，實驗組每天給予含 76 mg isoflavone 、680 mg 碳酸鈣及 200 IU  Vit D 

豆漿，Placebo 組給予去除 isoflavone 且含同量碳酸鈣以及 Vit D 的豆漿，

結果發現 equol producers（n=10）可增加腰椎骨質密度 2.4％，non-equol 

producers（n=12）可增加腰椎骨質密度 0.6％，Placebo 組腰椎密度有下降

趨勢，在髖骨密度方面各組受試者皆無顯著改變 (Lydeking-Olsen et al., 

2004)，此研究的弱點在樣本數太較少，本研究每組有 30 人，但沒有發現

equol 有保護骨質密度的功效。 

 

Wu 等人的研究對象以 128 位日本停經婦女進行隨機、安慰劑組對照、

平行試驗，探討每日給予 75mg 異黃酮為期 6 個月對骨質密度與骨質代謝

指標的影響，結果發現各組受試者骨質密度與骨質代謝指標 osteocalcin、

BALP、DPD，介入前後皆無顯著差異，作者進一步將異黃酮組分為 equol 

producers 與 non-equol producers，結果發現 equol producers 全身骨質密度

下降 0.53﹪，non-equol producers 下降 1.35﹪，髖骨密度 equol producers

上升了 0.13﹪；non-equol producers 下降 1.77﹪，equol producers 補充異黃

酮對骨質的助益高於 non-equol producers (Wu et al., 2006)，但本研究並沒

有看到類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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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enfeld 針對 92 位停經婦女進行研究，先以問卷得知平日黃豆攝

取情形，收集晨尿並將受試者分為 equol producers 與 non-equol producers，

所有受試者做全身性 DEXA 骨質密度檢查，以探討黃豆製品攝取頻率、骨

質密度與 equol 基因型的相關性，結果指出平日即會攝食黃豆製品的 equol 

producers 其腰椎骨質密度比 non-equol producers 低 20％；而平日不會攝食

黃豆製品 equol producers 與 non-equol producers 的骨質密度則未有顯著差

異(Frankenfeld et al., 2006)。同樣 Frankenfeld 的研究中發現，equol producer

的血清 E2 濃度與骨質密度呈負相關性，但 non-equol producers 血清 E2 濃

度與骨質密度有正相關(Frankenfeld et al., 2006)，Garcia-Perez 等人也證實

停經婦女血清中 E2 濃度與腰椎骨質密度有高度相關性(Garcia-Perez et al., 

2003)， 

本研究 Non-equol producers 補充異黃酮後有顯著最高的 E2 濃度，雖

然無改善骨質密度，但骨質分解指標尿液 DPD 的濃度顯著最低，在本研

究 equol 產生對骨質的幫助沒有優於或甚至不及不產生 equol 者，也許是

equol 抑制了 aromatase 活性，降低 E2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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