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預防或治療骨質疏鬆症，除了常被

提及的飲食及藥物的治療外，適當且規律性

的運動也是重要的一環。運動因為肌肉收縮

及地面的反作用力，對骨骼施予縱向應力，

刺激使骨骼產生再塑作用。大多數研究證明

適當的運動，對於老化或停經後婦女在預防

骨質流失或增加骨質強度均有正向的效益。

且停經後的婦女，不論是接受賀爾蒙治療或

補充鈣質情況下，若有加上承重性的有氧運

動，對於骨質密度增加的量都比只接受單一

項治療者高，因此我們來運動吧！ 

 

運動對於骨質疏鬆者的幫助包括： 

1.增加骨質密度。 

2.減少骨質流失，降低骨折風險。 

3.增強肌力，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風險。 

4.改善心肺功能。 

5.改善日常活動功能。 

雖然運動已廣泛運用於預防或改善骨質

疏鬆問題，但事實上並非所有種類的運動都

有預防或改善的效果。 

目前研究認為，中老年人應從事中低強

度的衝擊性承重運動或較高阻力，但低重複

文/物理治療科 李凌岳 物理治療師

次數的阻力運動，較能有效增加骨質密度。

也有研究發現，像是長期從事網球或壁球運

動者，可同時改善腰椎、四肢的骨質密度。 

而散步、太極拳、游泳、水中運動或騎

腳踏車等較緩和，且低衝擊性承重運動，對

中老年人肌力與心肺功能的維持較有幫助，

但對於骨骼產生應力作用不大，在改善骨質

密度的效益相對較少，若是針對嚴重骨質疏

鬆者或是有合併關節炎患者的運動設計，或

許是項安全的選擇。而長期做太高強度運動

反而易造成骨質流失，因此運動不是越強越

好，必須量力而為，過與不及皆不好。 

另外，研究也發現運動對於骨質疏鬆改

善具有部位特性，即下肢承重運動只對下肢

與脊椎骨骼產生作用，而上肢肌力訓練只對

上肢骨骼有影響。因此一般建議以綜合性運

動來改善骨質疏鬆患者的問題效益更佳。運

動包含暖身運動、衝擊性承重運動、上下肢

阻力運動、站立平衡運動。 

下列，列舉幾個適合骨質疏鬆症病人做

的運動，讓我們一起來動一動吧！ 

運動對骨質疏鬆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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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動前後應做暖身與收操運動，降低運動傷害風險。

建議走路或原地踏步3~5分鐘，加上緩和拉筋運動。 

(二)衝擊性承重運動 

1.可選擇快走、慢跑、上下階梯、原地用力踏步、跳舞或網球等運動。 

2.運動處方：建議每天運動30~50分鐘(可一次或分次做，依自身能力決定)，每週運動至少4~5

天。在速度方面，建議以自身身體狀況來決定，量力而為。 

(三)上下肢阻力運動 

拉後大腿筋

前臂屈曲肌力

拉前大腿筋

手臂上推肌力

拉後小腿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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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動一動

1.以上下肢大肌群肌力訓練為主，可運用沙包、啞鈴或壺鈴(可用寶特瓶裝水來代替)、拉彈力

繩或自身身體重量當阻力。 

2.運動處方：建議每一個動作重複8~10次為一組，一天做2~3組，從每週運動1~2天逐漸增加到

2~3天，中間至少休息一天。阻力(重量)設定在只能做1次之最大力量(1RM)的70% (若是患者

自主訓練，以要訓練的動作自覺最大力量的七至八成力即可，但若原本無運動習慣者，一開

始用三至四成力就好，之後再逐漸增加)。 

 

手臂前推肌力

大腿外展肌力

手臂外展肌力

後腿伸直肌力

前大腿伸直肌力

踮腳尖小腿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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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動一動

(四)站立平衡運動： 

1.練習時不要閉眼，可靠近牆或桌子站，當站立不穩定時，讓身體可依靠或手扶避免跌倒。

以下幾個簡單居家平衡運動練習，由簡單到困難排序。 

2.若一開始平衡不佳，可從單手輕扶在牆上或桌子維持平衡至少10秒，重複5次。當平衡能力

增加時，再逐漸增加秒數及手不扶。 

骨質疏鬆者運動時應注意事項： 

1.骨質疏鬆患者或有合併其他疾病者(如：關節炎心、臟相關疾病等)，在運動過程有不適現象，

均應先請教醫師或物理治療師後，選擇較適合的運動項目再進行運動。 

2.運動都應該量力而為，強度應緩慢逐漸增加，循序漸進才不易產生運動傷害。 

3.保持規律的運動習慣很重要。研究發現以運動方式來對骨質產生影響至少須持續運動超過半年

以上，且只要停止運動一段時間，則骨質密度就會逐漸下降到運動訓練前的狀態。 

4.高衝擊性運動，如：跑步或跳躍，因對骨骼產生較高負荷，此類運動對於年輕人或預防骨質疏

鬆者較適合，但對老年人或已診斷為骨質疏鬆者，骨骼相對脆弱，所以較不適合。 

5.骨質疏鬆患者從事運動時，應避免從事彎腰角度過大或過度旋轉腰部的運動，因都會對腰椎骨

產生極大壓迫力，甚至造成脊椎體壓迫性骨折發生。 

6.運動後發生持續1~2天輕微肌肉痠痛是正常現象，經1~2天休息後仍可繼續從事運動。但若產生

過度的肌肉痠痛或痠痛超過兩天，則建議減少運動量。 

7.從事運動時要配合呼吸不要憋氣，以防止血壓過度升高。 

8.運動是預防或治療骨質疏鬆措施的一部份，仍須配合主治醫師的各項治療處方。 

併腳站立 腳尖頂腳跟走路腳尖頂腳跟站立 單腳站立 單腳站立前後擺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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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糖尿病照護中心 賈婷文 營養師

55歲已停經的陳太太，時常抱怨著背

痛，以為是太勞累，沒想到在骨質檢測出T

值-2.5，讓她非常驚訝，平時不以為意的症

狀，原來是骨質疏鬆症找上門！骨質疏鬆已

經成為第二大流行病，骨質密度在年過30歲

後，隨著時間一點一滴流失，不論是飲食營

養不均衡、停經或老化等皆可能造成骨質疏

鬆症的原因，想要擁有好骨力，營養師提出

預防骨鬆飲食3大招，就從生活開始做起：

存骨本，這樣補鈣最有效：

搭配維生素Ｃ，平均於各餐攝取

鈣是構成骨骼的最主要成分，足夠的鈣

質能降低骨折發生機率。根據102-105年國

民營養調查，鈣是國人攝取狀況最不足的礦

物質，且攝取量皆不到建議量的50%，甚至

65歲以上的長者每天攝取的鈣質平均才500

毫克。國健署建議成年人鈣質每天1000毫

克，高鈣的食物中以乳製品最便利取得，一

杯牛奶（240 c.c)就有240毫克的鈣質，早晚

一杯奶就能滿足一天將近50%的鈣需求，若

有乳糖不耐的狀況，可改選用優酪乳、起司

等發酵乳，而深綠色蔬菜、小魚干、海帶、

堅果等也是補鈣食物的好選擇；另外，鈣片

也是許多人在鈣質補充的一個方式，但須注

意過量補充對身體無益，反增加鈣結石或心

血管疾病的風險。營養師也提醒，吃得好也

要補的巧，使鈣質穩定吸收最好方式是平均

分配於三餐中，另外搭配促進鈣質吸收的維

生素Ｃ食物，如橘子、芭樂、奇異果等，讓

身體吸收鈣能達到最佳化，保持好骨質。

適當日曬加食補，陽光維生素防骨鬆：

每天日曬15分，中午的陽光最好

維生素Ｄ不僅能促進鈣質吸收及協調

鈣磷平衡，以維護骨骼功能，同時也是肌肉

生成的重要維生素之一，在肌少症的預防上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隨著年齡增長，消化吸

收能力減弱或飲食偏差，加上現代人喜愛在

健身房運動，怕曬黑，減少了許多日曬的機

會，也因此有7成國人有維生素Ｄ攝取不足

的問題。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建議每日

補充800 IU(國際單位)維生素Ｄ。曬太陽是最

簡單得到維生素Ｄ的方式，故有「陽光維生

素」之稱，每天只要15分鐘的日曬，以正中

午的陽光合成維生素Ｄ效果最佳，若擔心正

午陽光過度熱情，可以選擇早上10點或下午

4點的時間出去走走，且最好將四肢露出不戴

帽，切勿過度曝曬，以免造成曬傷或皮膚病

變情形；但想要獲得足量的富含維生素Ｄ，

單靠曬太陽是不夠的，在食物方面乾香菇、

鮭魚、秋刀魚、雞蛋、奶等都是豐富的來

源。若想使用維生素Ｄ補充劑，可先向醫師

諮詢，避免過度補充造成心腎負擔。

3大招教你預防骨鬆這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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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跌倒，骨鬆轉「肌」：

豆魚肉蛋一掌心，負重有氧皆可行

近年許多研究證實肌少症與骨質疏鬆症

息息相關，甚至低肌肉質量能預測有較低骨

質密度，足夠的肌肉量以幫助身體平衡，減

少跌倒和骨折的風險。運動主要分3大類：

有氧（騎腳踏車、游泳）、負重（慢跑、重

訓）、伸展運動（瑜珈、柔軟操）；有氧

運動雖無法直接增加骨密，但對減少體脂肪

與心肺功能訓練有很大的幫助，負重運動則

增加肌力強度與骨質密度。不論是哪種運動

方式都對身體有許多益處，從選擇自己喜歡

的運動開始，每週3次，每次至少30分鐘，

循序漸近增加時間及強度，以安全為首要原

則，切勿過度訓練，造成肌肉或關節損傷。

另外，足夠的蛋白質能幫助建構肌肉，預防

流失，選用優質的蛋白質如豆腐、蛋、肉、

魚、奶等，每餐一個掌心的份量，若是牙齒

咀嚼不佳的長者，選擇軟質的蛋白質種類如

魚或豆腐，不僅能維持肌力，減少跌倒的風

險，亦能幫助增強抵抗力！

面對沒有明顯症狀的骨質疏鬆症，及早

預防骨質流失是最好的治療方式，營養師更

提醒，想要保有堅固的骨強度，均衡飲食搭

配適度運動，避免會造成骨質的流失的壞習

慣如抽煙、喝酒及過量的咖啡。另外，在使

用任何有疑慮的保健品前，記得詢問您的醫

師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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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骨質疏鬆防治中心　鄭百盈 個案管理師

繪圖/李和勳

骨鬆性骨折後以家屬心情
來談預防性治療

身為骨質疏鬆症個管師，主要的工作

就是負責在骨科、神經外科等病房聯繫並

收集骨質疏鬆性骨折個案，每個月都會遇

到形形色色的案例。從近６０歲剛停經的

婦人，到９０多歲垂垂老矣的婆婆，每個

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故事，但是都

有共同的經驗，就是脆弱性骨折或稱為骨

鬆性骨折。

一部分的病人，可經由手術回復到過

往的生活狀態，但也有一部分的病人，在

骨折後採取保守治療需長期臥床，讓原先

羸弱的身體機能更無法回復從前，也提高

了中風、肺部或尿道感染及褥瘡等常見併

發症機率，甚至仰賴鼻胃管或導尿管來協

助。

因此在臨床上絕大數髖部骨折患者都

需接受手術治療，治療目標主要是控制疼

痛和增加活動度。

第一個分享的個案，79歲的方媽媽，本

身有糖尿病、肝內膽管癌病史，於2019年上

半年在家中跌倒，當時感到右髖部疼痛送到

急診，經X光檢查後，診斷為右側股骨粗隆

間移位閉鎖性骨折，當時患者有其他內科問

題，因此決定暫不手術，採保守治療疼痛控

制。在家休養的兩周期間，患著因為疼痛更

害怕活動，漸漸減少活動量，且無法執行平

常的日常生活，連基本的如廁及衛浴都寸步

難行，無法自行完成，必須使用便盆椅及仰

賴媳婦的幫忙，間接造成家人的負擔，使個

案對生活缺乏控制力及自信心。最後因疼痛

未改善、活動已造成生活極大的不便，而回

骨科門診應允手術，經開刀復位及內固定手

術，轉入病房照護。於手術後隔天至病房訪

視患者時疼痛指數由原本的5分降為3分很快

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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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案訪談過程中，患者出現了笑容，

告知我前2星期都是白痛的！因為之前的膽囊

切除及肝內膽管癌的手術經驗，讓她害怕開刀

加上當時有些內科問題存在，因此拒絕開刀治

療的方式。現在她已可以利用固定式助行器，

從病房步行至廁所，改善自理質量，增強自

信，促進康復。

透過訪視，了解術後返家主要照顧者為

兒子及媳婦，進而衛教家屬環境改造的重要

性，止滑的地面及必要的扶手是基本的要求，

尤其是最容易濕滑的地點─浴室，在淋浴間可

貼上止滑條，黏貼的間隔要比腳掌長度小一

點，例如腳的大小為25公分，則每隔20公分

貼一條。使用止滑條時，必須注意止滑條的粗

糙面是否已經磨損，當失去了止滑功能時，得

立即更換。

若當長者肢體功能退化時，應以有靠背

式椅子取代浴缸，讓長者能輕鬆安全的完成洗

澡，避免長者再次的跌倒，客廳、臥室應清空

所有影響行進的障礙物，包括門檻、堆放雜

物、家具、電話線與延長線，因為老人的動作

比較不靈活，再加上視力不好，很容易被障礙

物絆倒。

對於環境改造衛教這方面，方媽媽的

兒子配合度高，表示已購買止滑條，會在媽

媽返家前完工。而方媽媽這類常見於年長者

的骨鬆性骨折，住院期間醫師安排雙能量X

光吸收儀檢驗骨密，左側股骨頸骨密度T值

為-3.9，加上此次股骨頸骨折，即為嚴重骨

質疏鬆症，已符合健保使用骨質疏鬆藥物的

規範。

 方媽媽，出院後持續在門診接受骨質

疏鬆治療長達1年，目前已施打兩劑骨質疏

鬆藥物，施打後並無特別明顯的副作用產

生，運動方面配合個管師的衛教每天與鄰居

相約到公園快走約1000-2000公尺、做做伸

展體操，在家看電視時，會利用裝有水的保

溫瓶做負重運動，飲食上也特別補充富含鈣

的食物，生活型態恢復往常的她，會自行炒

小魚乾辣椒搭配川燙深色蔬菜食用，也會在

白飯上會灑些黑芝麻或豆漿加入芝麻粉來飲

用，現在的她看起來神清氣爽、滿面春風。

原來年長者的骨骼保健就是這麼簡

單，既健康又快樂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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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Osteoporosis)是沉默無聲的骨骼疾病，讓人會忘記它的到來，通常是發生骨

折就醫時，才驚覺自己的骨質已經減少許多了。骨質疏鬆症是個什麼樣的疾病呢？它的特徵

是骨量減少，骨組織的顯微結構變差，造成骨骼脆弱，和骨折危險性增高的疾病。

那在治療上，我們有哪些藥物可以選擇？

目前最常用的藥物有兩大類(表一；圖一)，一類是「減少骨質流失」，也是當今治療的主

流，藉由抑制蝕骨細胞的吸收作用，減緩骨質流失的速度，包括雙磷酸鹽(bisphosphonates)、

RANKL抑制劑、選擇性雌激素接受器調節劑(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SERM)。

另一類是「促進骨骼成長」，其機轉是加速骨質生成作用，這類藥品有副甲狀腺藥物

(parathyroid hormone)。

文/藥劑科 吳俊男 藥師  

繪圖/李和勳

圖一：目前本院使用中的藥品

骨的新陳代謝：

成骨細胞：
分泌膠原蛋白等
形成骨質

蝕骨細胞：
分泌酸性物質
破壞骨質

骨質疏鬆症的
治療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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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ANKL抑制劑

目前國內僅有Prolia(保骼麗注射液)是

屬此類。為一種單株抗體，會與細胞核κB

受體活化因子配體結合，減少蝕骨細胞成熟

並促進其死亡，進而達到減少骨質流失的效

果。用法是每6個月皮下注射一次。可能副

作用有低血鈣、噁心嘔吐、四肢肌肉骨骼疼

痛、皮膚不良反應等。

一、雙磷酸鹽類藥物(bisphosphonates)

此類藥品會與骨基質結合而抑制蝕骨細

胞的活性，降低骨質的流失。目前核准的藥

品包括口服的Fosamax Plus (福善美保骨錠)和

Reosteo(瑞骨卓錠)；注射劑型的Aclasta(骨力

強注射液)、Bonviva(骨維壯注射劑)。口服型

建議在早上空腹服用，同時搭配至少200ml

白開水吞服，需整粒吞服不可咬碎或磨粉，

服藥後30分鐘內不可吃東西，並應保持上半

身直立姿勢，以避免產生食道傷害。常見的

副作用有噁心、嘔吐、食道刺激等。注射型

藥品施打間隔時間較長，常見副作用有類似

感冒症狀，如發燒或肌肉關節痠痛的症狀。

表一：目前治療骨質疏鬆症的藥品

藥名 商品名 機轉 建議劑量

Alendronate Fosamax*(福善美)

Bisphosphonates

每週口服一次70 mg

Risedronate Reosteo*(瑞骨卓)
每週口服一次35 mg

或每個月150mg

Ibandronate Bonviva*(骨維壯) 每3個月一次靜脈注射3mg

Zoledronic acid Aclasta*(骨力強) 每年單次靜脈輸注5mg

Denosumab Prolia*(保骼麗) RANKL抑制劑 每6個月皮下注射60mg

Raloxifene Evista*(鈣穩錠) 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SERMs)

每天口服60 mg

Bazedoxifene Viviant(芬安) 每天口服20 mg

Teriparatide Forteo*(骨穩)
Anabolic agents

每天皮下注射20mcg，持續兩年

Abaloparatide Tymlos## 每天皮下注射80mcg

*：表示本院使用中的藥品  ##：台灣尚未上市

雙磷酸鹽類會與骨基質
結合而抑制蝕骨細胞

減少蝕骨細胞成熟
並促進細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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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擇性雌激素接受器調節劑(SERM)

此類藥品主要作用是選擇性地作用

在骨骼的雌激素接受器上，仿效雌激素的

效益，以抑制蝕骨細胞，達到減少骨質流

失，但不會提高乳癌及子宮癌的罹患率。

每天口服一次Evista(鈣穩錠)或Viviant(芬

安錠)可用於預防及治療停經後婦女骨質

疏鬆症，副作用有熱潮紅、腿部抽筋、深

部靜脈栓塞等，有血栓性栓塞風險病史的

女性應避免使用此類藥品，若需長期臥床

者亦需停用。

四、副甲狀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

Forteo(骨穩注射液)是基因工程合成

的副甲狀腺素荷爾蒙，可增加造骨細胞活

性，達到骨質增生而增加骨骼密度。給

藥方式為每天皮下注射。目前健保給付

規範同一療程使用不得超過18支，並於

二年內使用完畢。此藥品需冷藏保存，

使用後應立即放回冰箱，不可放在冷凍

庫。常見副作用包括噁心、暈眩、頭痛、

關節痛、腿部抽筋和姿勢性低血壓等。

而Abaloparatide與骨穩注射液是同一類藥

品，具有相同的療效和安全性。只是目前

未在臺灣上市。

抑制硬化蛋白後
促進骨質生長

增加造骨細胞活性

仿效雌激素以抑制蝕骨細胞

五、新型治療藥物

2019年美國食藥局(FDA)核准上市單株

抗體的藥品Romosozumab(Evenity)，屬硬化

蛋白(sclerostin)抑制劑，具刺激骨質生成與

抑制骨質流失雙重作用，可恢復骨骼代謝平

衡。每月皮下注射210mg(兩針)，持續治療

12個月。研究顯示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加，骨

質生成的效果會逐漸減弱，治療次數不宜超

過12次。常見的副作用有關節疼痛、過敏反

應、頭痛、注射部位疼痛不適、周邊水腫、

失眠、皮疹…等。此藥目前也尚未在臺灣上

市，希望盡早有機會造福臺灣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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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您健康

骨質疏鬆症的治療是需要長期抗戰的，自己適合哪種藥物可與醫師討論後開立醫囑使

用，是否按時持續治療深深影響治療效果。無論使用何種藥品治療，治療期間應同時補充鈣

片和維生素D。而且所有的治療都需要持續1年以上才可達到減少骨折風險。因此，治療期間

要注意自身安全，預防跌倒及避免骨折的發生。最後，再次提醒所有的人，預防勝於治療，

年輕時就應養成良好的生活型態、均衡的飲食和規律的運動，才能「存骨本、顧老本」。

《醫師小提醒》

   骨鬆藥物健保給付標準

臨床常見因為家屬忘記回診、自行停藥等原因，等再次回到醫院多是發生骨折

時。因此，就骨鬆藥物而言，雖然目前部分藥物有建議的藥物假期，但仍需要經由

醫師評估後才能停藥，以防止停藥後，骨質密度反彈性惡化。另外，對於第二線藥物

的健保規範，必需先經第一線藥物治療之後才能給付，也因此建議對於有高度骨折風

險病人，或曾發生過骨鬆性骨折之病人，應及早接受骨鬆藥物治療，若依健保規定採

用第二線藥物，可以減少自費的高額開支。相關藥物疑問，皆歡迎諮詢本院醫師與藥

師。

第一線藥物：蝕骨抑制劑

 (主要針對減少骨質流失：福善美、保骼麗、骨力強、鈣穩等)

1.骨質密度T小於-2.5，且有一處骨折

2.骨質密度介於-1至-2.5間，且有兩處骨折(骨折定義以髖部或脊椎為限)

第二線藥物：造骨促進劑 (主要針對促進骨質生成：骨穩)

需同時符合三個條件：

1.骨質密度T小於-3.0

2.兩處骨折 (主要針對促進骨質生成：骨穩)

3.無法耐受第一線藥物之副作用；或連續使用骨鬆藥物12個月後產生一處新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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