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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於民國108年初

在黃建寧總院長帶領下，成立骨質疏鬆症防

治中心，於同年起每月召開骨鬆會議，並招

募骨質疏鬆個管師作為病人的溝通橋樑，寄

望骨鬆防治中心的成立能整合骨質疏鬆症的

高風險族群或共病科別一起努力。

骨質疏鬆大多隱藏於各種疾病當中，若

非積極進行預防性篩檢，通常都在骨折後才

會被診斷出來；也因此骨鬆的預防及治療，

可透過科別聯合共同防治：骨科、神經外

科、內分泌科、風濕免疫科、復健科、腎臟

內科、婦產科、家醫科、泌尿外科、乳房外

科等，皆為積極合作的科別。

本院同步引進Hologic最新一代的雙能量

X光吸收骨密儀，能更快速、更精準的完成

骨質密度檢查，且同時能產出骨小樑骨分數

(Trabecular bone score ,TBS)，提供腰椎骨密

度的細節，亦可進行身體組成分析來評估肌

少症等老年人身上常見的疾病。

早期發現 治療提早

骨質疏鬆症的檢查，大抵分為兩種，篩

檢性質的足底超音波骨密檢查，以及確診性

質的雙能量X光吸收骨密儀。足底超音波沒

有輻射線暴露、機器攜帶便利，多用於基層

篩檢，往年於母親節及骨質疏鬆日(每年10

月20日)前後，本院都有進行免費之足底超

音波骨密度檢查。雙能量X光吸收骨密儀則

是每周一到五，由門診進行排檢，唯健保給

付標準嚴苛，進行篩檢者須自付檢查費。如

有特殊脆弱性骨折病人，入院後則依照「骨

折聯合照護」指引，納入照護流程，給予鈣

質補充或是藥物治療等兩階段處置。

本次在黃建寧總院長號召下，把各個

面向的骨鬆知識一次送到您的手上；從骨科

醫師、口腔外科醫師、中醫師、復健科物治

師、藥師、營養師、個管師完整介紹，掌握

骨鬆資訊更臻完整。

表(一)骨鬆高風險群

婦 產 科：停經後骨鬆

內分泌科：糖尿病、甲狀腺功能異常

風濕免疫科、胸腔內科：類固醇治療

復 健 科：中風或是脊椎損傷後肢體失用

腎臟內科：洗腎病人

泌尿外科、乳房外科：賀爾蒙治療

骨質疏鬆症防治專刊  用「心」顧骨序
文/骨鬆防治中心 林聖傑 執行長

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骨質疏鬆症及脆弱性骨折之骨科照護
文/骨鬆防治中心 執行長

骨科部 林聖傑 主治醫師

林聖傑 醫師
現任│

•骨鬆防治中心執行長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病友關懷暨衛教委員會 委員

•骨科部主治醫師

專長│

•骨鬆專科醫師(骨質疏鬆治療)

•小兒骨科(髖關節發育不良、

   扁平足、脊椎側彎)

•肢體變形矯正手術(長短腳、

   O/X型腿)

•創傷骨科、創傷重建手術

•手外科

•腕關節鏡手術

•一般骨科

「骨質疏鬆」是個無聲的疾病，不像高血壓、糖尿病有輕易追蹤的臨床數值，即便檢驗出

來，家中長輩多以一句「我年紀大了，當然會有骨質疏鬆」搪塞而過，無法進行延續性的治療。

骨質疏鬆症常在發生骨質疏鬆性骨折後、或稱為脆弱性

骨折後確診。一般的骨折，多源自車禍或高處跌落等高能量傷

害，但是在臨床上，常見的是老人家只是從椅子上或是一般站

立高度跌傷，就造成骨折，因此這些低能量的骨折，就是所謂

的骨質疏鬆性骨折。

骨質疏鬆性骨折好發三個部位：手腕、髖部、脊椎。手腕

的橈骨通常是在滑倒後，試圖用手撐住身體所造成的骨折；髖

部是發生在股骨上端的骨折，股骨上端的型態就像是人的脖子

和肩膀一樣，分成股骨頸骨折、股骨轉子間骨折；脊椎則是以

第12胸椎及第1、2腰椎的壓迫性骨折為好發處。

這些骨折在年紀上是有著次序性的，就骨折整體的發生率

來看，手腕處骨折多從50至60歲間陸續發生，是脆弱性骨折中

第一個報到的；接續在60至70歲間可能會有症狀的或沒特別感

覺的脊椎壓迫性骨折；而髖部骨折，則是容易好發於年齡70歲

以上，甚至更高齡的老人家。一旦有骨質疏鬆症發生，就可能

會像骨牌效應一樣，一關接著一關推垮老人家的身子。

圖一：老婦人輕微一跌，可能伴隨的三處脆弱性骨折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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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或是骨質疏鬆性骨折，不單純是一個疾病或是骨折而已，骨折發生後，伴隨

著失能的風險及後續的照顧負擔，才是真正癱瘓一個家庭的危機。就髖部骨折來說，骨折後一

年的粗死亡率約20%，也就是說每5個髖部骨折的病人會有1個死亡；而在骨折恢復前，會有無

法自我生活照顧的失能問題，如無法自行行走或自己更衣等高達8成。醫療照護花費方面，因

應脆弱性骨折所需的特殊骨材自費約6到8萬不等，出院後若需要家屬在家中照顧，等同減少

兩人份的工作收入，又或是聘請看護人員、入住短期照護機構等，一年耗費上看20萬甚至30

萬；如此的經濟負擔，才是骨鬆性骨折最可怕的地方。目前台灣骨質疏鬆症學會傾全國之力，

積極推動「骨折聯合照護」，目前於高醫統計已在死亡率上有明顯的改善成效，值得大家重視

與努力。

骨鬆性骨折 骨科照護進展

骨質疏鬆性骨折好發於更年期停經婦女、骨頭品質特別差的人身上，也因此骨科在近10

年間有了各種新式骨材的發展，主要以微創傷口、穩定固定為目標。

手腕：遠端橈骨骨折

目前遠端橈骨骨折治療的主流以掌側的互鎖式鋼板為主。相較傳統的石膏固定、或外固

定支架，互鎖式鋼板能提供脆弱性骨折所造成的骨缺損空間有效的支撐力，同時在手術傷口約

2週後，即可小範圍活動關節，避免傳統治療上長時間固定關節所造成僵直、及外固定支架傷

口汙染等麻煩。另外，在手術麻醉方式，針對高齡或全身麻醉風險高的病人，腕部手術有神經

阻斷麻醉或是完全清醒無止血帶手術(WALANT)等新選擇。

圖二：脆弱性骨折，伴隨著失能及死亡率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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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部：股骨頸骨折、轉子間骨折

股骨頸骨折與轉子間骨折都是髖部負重的重點部位，對於麻醉風險極高或是預期存活時

間較短的病人，除了希望讓病人恢復以往，最重要的是提供有品質的生活照顧。

股骨頸骨折，符合健保規範年齡高於60歲且有骨折位移者，可採半髖關節置換治療，病

人不僅術後能早期活動、下床負重，略有少許異物感外，基本上跟傷前沒有太多差異。

轉子間骨折，主要以手術內固定為主。過往多以髖部動態鋼板為主要治療，但因置入

鋼板需要較大的傷口，且對肌肉有一定程度的剝離，使病人術後的恢復期較長。目前對於不

穩定性的髖部骨折，改以髓內骨釘治療，健保也於去年通過符合複雜度高的患者予以差額補

助，讓患者及家屬更容易接受到該治療。

圖四：髖部骨折

股骨轉子間骨折多以內固定復位術治療、股骨頸骨折視病情可選擇半髖關節置換術

圖三：遠端橈骨骨折及治療

(圖左)傳統外固定：是用像牙籤的鋼針經過皮膚固定，治療的兩個月期

         間，傷口無法碰水及術後僵直；

(圖右)新式微創互鎖式骨板：減少手腕固定時間、早期活動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脊椎壓迫性骨折

脊椎壓迫性骨折有時病人沒有特別症狀，或以背痛前來求診，這些高齡老人因為跌坐、

大力的背部活動，造成下背劇痛，在一早起床翻身動作時，會有明顯的疼痛感，也會有「老倒

縮」的駝背產生。如果骨折疼痛情形難耐，椎體成形術可有效改善，主要透過約原子筆頭粗細

的鋼針，注射骨水泥到患部。術後疼痛感可明顯改善，但仍須配合骨質疏鬆治療，以免上下脊

椎產生新的骨折。

骨質疏鬆性骨折，最大問題是骨折後的照護成本。也因此建議60多歲的長者們，如果早

期篩檢早期治療，是幫助自己有個良好的晚年生活品質；而耄耋之年的八旬長輩們，更該積極

進行治療，減少一跌不起的意外。骨質疏鬆症治療是花小錢省大錢的作法，相較於骨折後一年

20萬的看護費用以及家人心力付出，就應該積極地與醫師配合治療。

                                                    圖五 脊椎壓迫性骨折

正常脊椎應該有如方塊酥一般，正正方方，中間受傷的兩節，因壓迫而變成梭形。椎體成形手

術，以約原子筆管粗細的鋼針，經皮膚穿入骨折處治療，傷口破壞微小。

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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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6歲的女性，因為下排的牙齦腫且傷口無法癒合（圖一），經由家人陪同，在2019年7月至

口腔顎面外科門診。據家人敘述，因為阿嬤常喊腰酸，5年前在台北就醫後，醫師就開立了福善

文/口腔顎面外科 陳怡孜 主治醫師

淺談抗骨質吸收藥物

陳怡孜 醫師
現任│

•口腔顎面外科 主治醫師

專長│

•口腔外科

•正顎手術

•口腔癌

•人工植牙

美給阿嬤吃。2019年3月因為下排牙齒有點痛，帶阿嬤去台

北的牙醫診所看，醫師評估可能是老舊假牙及殘留的蛀牙導

致，分別拔除了下排幾顆牙齒後，也做了一副新的假牙。

 圖一、左下無牙區有齒槽骨暴露，且牙齦紅腫。

2019年5月回骨科門診時，醫師改以施打保骼麗。但這

段時間裡，這些已拔除的牙齒，傷口持續有腫痛。經我們檢

查後，發現下排原本的拔牙區已有明顯齒槽骨暴露且牙齦有

大量膿瘍，建議患者先暫緩使用骨質疏鬆的治療藥物，且在

感染控制到較穩定後，安排全身麻醉下清除壞死的齒槽骨，

後續傷口癒合良好（圖二），也改善了口內感染的問題。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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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術後癒後良好

對於自己長期服用的藥物了解嗎？

其實很多藥物會影響口腔健康，有些輕微，有些可能不會短時間內出現，比如說口腔乾燥

症、牙齦腫大、牙齦出血等，而有些可能會造成較嚴重的表現，甚至需要手術治療來解決，像是

顎骨壞死。雖然聽起來很可怕，但大多數這些情況是可以預防的。

而經診斷為骨質疏鬆的患者，醫師會視情況開出雙磷酸鹽類藥物或單株抗體藥物，有的口服

藥，有的則是定期回診施打針劑。另外某些癌症會造成骨轉移而導致的病況，包括病理性骨折、

骨骼疼痛、高血鈣及脊神經壓迫等，醫師也可能會依情況搭配給予這類的藥物，我們總稱它為抗

骨質吸收藥物。

這類藥物的作用最終都是抑制了蝕骨細胞的活性，降低骨頭重塑作用，所以可減緩骨質流

失，促進骨質生成，而對於癌症病人能緩解骨骼疼痛，避免相關併發症。但長時間抑制蝕骨細胞

作用後，人體骨頭就無法進行正常的新陳代謝，尤其是口腔區域，一旦骨頭受傷或感染，修復能

力就大大降低，才會有局部性顎骨壞死的不良反應。

聽起來很恐怖，這樣還要用這種藥嗎?

這類藥物的效益仍然大於風險，如果經醫師謹慎評估後認為需要使用此類藥物，做好適當的

預防，使用前先至牙科檢查，維護好口腔環境，就可遵照醫囑安心使用。用藥期間民眾若於牙科

就診時，要主動告訴牙科醫師正在吃哪些藥，讓醫師可以作處方及治療的參考，避免侵入性的牙

科治療。如果不知道藥品的名稱，可以攜帶藥袋或是請牙科醫師查詢雲端藥歷，並且定期牙科回

診，讓牙科醫師可以視情況調整治療策略，以降低發生嚴重不良反應的可能性。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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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醫角度論骨質疏鬆保健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黃義鈞 主治醫師 

前面西醫師們介紹了很多有關骨質疏鬆的現代知識，現在我們以中醫學的角度來談談

「骨質疏鬆」這件事。

傳統醫學領域向以症候群做分類，在古籍的記載當中，可能會在「骨痿」、「骨痹」或

「骨枯」看到類似現代「骨質疏鬆」的相關症狀與病理描

述。而在臟象理論中，骨、髓則與「腎」較有關係，例

如：「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丈夫…腎氣平

均、筋骨勁強。」，不論骨頭的發育、生長甚至疾病皆與

「腎氣」的功能強弱有關。

那麼傳統醫學觀點裡，會影響「腎氣」進而影響骨

頭生長發育的因素有哪些呢?以下歸納出三大方向供讀者

參考。

第一、年齡：隨著年齡的增加，腎氣會自然衰退。

古人認為女性四十九歲、男性六十四歲之後腎氣的功能大

幅減退，影響骨頭的功能，引發腰痛、走路姿勢不正常等

症狀。現代醫學則統計出35歲的人有24-28%(性別差異)

的比例有骨質密度降低的現象，但提醒大家，其實骨質密

度流失來得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早。

第二、飲食、生活作息：在傳統醫學中，脾胃(消

化系統)為後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腎氣的補充來自後

天的飲食，雖然我們無法決定父母給的先天之本強健與

否，但是可以後天飲食來減緩腎氣的衰退。

黃義鈞 醫師
現任│

• 中西整合醫療科主治醫師

專長│

• 小兒神經科：腦性麻痺、

    發展遲緩、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ADHD)

• 小兒視力障礙 (弱視、近

    視、斜視)

• 小兒消化不良、青春期發

    育不良

• 成人/小兒過敏性鼻炎

• 雷射針灸(失眠、頸臂症候

    群、五十肩、坐骨神經痛)

• 腦中風、腦傷、脊髓損傷

    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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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可吃黑芝麻保養(每日建議食用量

為16公克)，以芝麻糊、芝麻餅的方式食用

更佳，《本草備要》記載：黑芝麻補肝腎、

潤五臟、滑腸，又明耳目、烏鬚髮，利大小

腸，逐風濕氣。現代研究則顯示黑芝麻富有

鈣質可以作為每天的鈣質補充品，但是容易

腹瀉的人不建議食用，以免腹瀉加重。

藥物方面，傳統醫學常用「龜鹿二仙

膠」作為補氣、強筋健骨的保養方，此外現

代的中藥動物研究顯示，「虎潛丸」與「雌

激素」皆可提高去卵巢的大鼠全身與腰椎的

骨密度，對於婦女停經後造成的骨質疏鬆可

能會有幫助。

另一方面，規律的生活作息對整體的

身心平衡有幫助；合理的身體姿勢，可以減

緩骨刺的形成；應避免長期又頻繁的快速動

作，例如保母頻繁彎腰、手機低頭族等；避

免房事過度，適當的頻率有助身心健康，但

過度則會讓腎氣急速衰退。

現代統計骨質疏鬆最容易出現：1.下段

胸椎、腰椎壓迫性骨折、2.股骨骨折、3.橈

骨骨折，其中應維持正常範圍的BMI(身體

質量指數)，因體重太輕則氣血不足難以養

骨，體重太重則容易造成壓迫性骨折。

第三、運動：要使骨頭強壯，肌肉也

要強壯才行。規律的運動維持肌肉力量，可

減少身體活動時異常的應力、筋膜張力作用

到骨頭上，進而減少骨刺的形成與骨折的機

率。無腰痛、膝蓋或足部疼痛者可做核心肌

群的訓練，亦可每天做八段錦、太極拳等活

動以訓練下盤的肌肉，減少跌倒的機率。有

腰痛、膝蓋或足部疼痛者則需專業評估做個

人化的調整。不建議每日做固定的競賽型運

動，競賽型運動容易使用固定肌群且競賽時

容易超出肌肉的負荷反而造成運動傷害。

總之，骨頭就是人體的樑柱，要讓自

己的樑柱持續強壯進而減少老化的病痛，以

上三項缺一不可。相關資訊歡迎諮詢或請找

合格中醫師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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