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拇趾外翻』(Hallux Valgus)是個耳熟

能詳的疾病，最常見的前足變形疾病之一，

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有問題，如不影響行走

或不感覺到疼痛，或是有病痛，也不知道該

如何尋求治療，因此多數人就直接選擇忽視

拇趾外翻的問題。

何謂拇指外翻

即腳趾趾蹠關節靜態半脫位，遠端往外

側第二趾位子位移靠過去，第一蹠骨頭往內

移，有些更嚴重的拇趾外翻還會有第二趾往

大拇趾上疊的變形。

根據2010年的足踝研究期刊（Journal 

of Foot and Ankle Research）統計顯示，拇

趾外翻的盛行率在18～65歲之間約為23%，

就是每4人就有1人有拇趾外翻，而65歲以

上更高達佔36%，就是每3人就有1人有拇趾

外翻。至於台灣，從臨床估算約每10人就有

1人患有中、重度的拇趾外翻。拇趾外翻好

發於女性，是男性的10倍，尤其年輕女性

特別常見，如女性上班族、女學生、櫃姐或

空姐，由於長時間穿高跟鞋或尖頭鞋，然而

高跟鞋只是症狀「加重因素」，並非真正主

因，一旦有拇指外翻，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嚴

重，角度變得更大。

拇指外翻嚴重度分級

患者在站立姿勢下，以足部X光來做角

度測量(圖一)，角度測量：拇指外翻的角度

拇趾外翻新武器拇趾外翻新武器

Spear Plate-新型微創矛型骨板Spear Plate-新型微創矛型骨板
文/骨科部 高世文 主治醫師

   骨科部 朱家宏 兼任主治醫師、行健骨科診所院長

學經歷│

• 中山附醫骨科部主治醫師

• 台大醫院骨科部研究醫師

• 中山附醫骨科部住院醫師、總醫師

• 台中榮民總醫院一般科住院醫師

•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骨科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手外科專科醫師

• 台灣骨科創傷醫學會會員醫師

• 台灣骨科足踝醫學會會員醫師

專長│

• 足踝相關疾病(足踝骨折、姆趾外

    翻、扁平足、腳踝扭傷、凍甲、

    足底筋膜炎)

• 一般骨科、骨折創傷手術

• 手外科、運動傷害

•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 骨疏症治療、增生療法:葡萄糖、

    PRP自體高濃度血小板注射

高世文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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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A) / 第一蹠骨和第二蹠骨夾角(IMA)。

• 正常：小於15度  / 9度

• 輕度：15 ~30 度 / 9 ~13度

• 中度：30 ~40 度 / 13 ~20度

• 嚴重：超過40度 /  超過 20度

圖一、此女性的嚴重拇指外翻，測量拇指外

翻的角度(HVA)52度和第一蹠骨和第二蹠骨

夾角(IMA)20度，屬於嚴重拇趾外翻。

拇指外翻原因

一般民眾即使發覺自己有姆趾外翻情

形，幾乎不會選擇就醫，通常引發大腳趾近

端突起紅腫，且走路時與鞋子摩擦導致疼痛

的情形而就診，這樣的變形與疼痛，究竟是

甚麼原因所造成？有下列許多不同因素：

1.遺傳是最主要的因素，約佔70%左右。

2.扁平足，足部過度旋前而加重拇趾外翻。

3.關節不穩定，關節過動症(Hypermobility)。

4.第二趾骨變形或截肢病患，第一趾失去第 

   二趾的支持。

5.長期穿楦頭太小的鞋子或長期穿高跟鞋，

鞋面長期往內擠，易加重拇趾外翻，而女

性發生機率約男性的10倍。

6.關節疾患：痛風性關節炎、乾癬性關節炎

及風濕性關節炎。

7.結締組織疾病：馬凡氏症、埃勒斯－當洛

二氏症候群(Ehlers-Danlos syndrome)、唐

氏症拇趾韌帶較鬆馳。

8.其他因素如腦性麻痺、中風、脊髓膜膨出。

治療方法，可分為非手術治療和手術治

療方式，

非手術治療：第一線的治療方式，目標在緩

解病患不舒服的症狀。

1.鞋子調整：避免過高的鞋跟和前端太尖的

  鞋款。

2.足部輔具：改善足部力學軸向和支撐。大 

   拇趾內側拇囊襯墊，預防摩擦發炎。

3.止痛藥：普拿疼或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 

   NSAIDs。

4.熱、冰敷：降低發炎。

5.牽拉運動：保持關節活動度，減輕關節的

僵硬與韌帶沾黏。

6.縮足運動：足部拇趾關節與肌肉的訓練運

動，強化拇趾肌肉，促進肌肉的支撐力，

減緩拇趾外翻的關節變形。

手術治療方式

拇指外翻何時需要開刀？當保守治療失

敗時，大拇趾關節依舊疼痛、影響行走或跑

步功能、矯正拇趾越來越變形的外觀，就必

須靠手術治療解決。

大部分治療只利用軟組織的修補是不足

的，必須加上截骨矯正手術把內翻的第一蹠

骨矯正到理想的角度，才能達到效果，而目

前發表的拇趾外翻矯正手術方式就超過200

種以上。而切骨矯正手術方式各有優缺點，

再加上使用的內固定器，有鋼釘、有螺絲

等，也有穩定度低或矯正力不足等問題。

1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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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來新研發的拇趾外翻矯正植

入物，Spear plate-新型微創矛型骨板(圖二)，

可提供病患更好的選擇。 

圖二、Spear plate-新型微創矛型骨板，兼

具骨髓內固定及互鎖式鋼板的特性，使拇

趾外翻的矯正效果更佳。

新型微創矛型骨板的優點：

•微創傷口，減少軟組織破壞，血液循環

   好，傷口恢復快。

•手術時間短、矯正力高。

•穩定性為其他植入物的兩倍。

•手術截骨方式相對簡易。

•服貼不凸出，無異物感。

•適用多種截骨矯正方式。

術後照護方式

1.保持傷口清潔與乾燥，每天換藥一次，避

免碰水，以免傷口感染。

2.腳趾抓握訓練多活動，刺激骨頭生長，降

低術後腫脹以及肌力訓練。

3.一個半月內避免使用大腳趾承重，建議用

腳掌外側或足跟施力行走，行走後可將患

肢抬高，減輕腫脹。

4.石膏鞋至少需穿4至6週。

5.觀察傷口周圍皮膚，如發現異狀，紅腫、

熱、痛、滲液，請馬上返診處理。

6.術後3個月，經由X光追蹤，骨頭癒合則

可開始運動，如游泳、腳踏車、跑跳、跳

舞、腳底按摩等。

結語

人體骨骼就像房子一樣，一塊塊的建

材堆疊而成，足踝是房子的地基，拇趾外翻

如同第一層建材歪掉，而人體為了維持力學

上的平衡，往上的膝關節、髖關節、骨盆、

脊椎、頭部都會因而歪斜，長久下來造成關

節、脊椎疼痛和退化、全身的筋膜疼痛、甚

至容易運動傷害或有偏頭痛、交感神經失調

等症狀。

拇趾外翻雖非急症，卻是不得不面對的問

題，了解成因，面對它、解決它，養成良好

的穿鞋及生活習慣，才有健康美麗的人生。

健康新知

圖三、使用新型微創矛型骨板的拇趾外翻手術，術後X光追蹤，截骨處癒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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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短到長、從彎到直」 談小兒骨科矯正手術「從短到長、從彎到直」 談小兒骨科矯正手術

文/骨科部 林聖傑 主治醫師

骨鬆防治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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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聖傑 醫師

在骨科當中的小兒骨科，是個特殊族

群；小朋友一方面因特殊的先天性疾病，

如：成骨不全症、佝僂症，導致病程容易

面臨骨折、膝蓋外翻變形等狀況。再者，

在生長過程中，生長板的骨折或受傷，後

續導致生長遲滯跟長短角度變化影響，這

些都跟成人有著不同的疾病特性。

從骨科發展以來，小兒骨科都是在各

項研究及創新中尋求新的成果。例如「骨

痂延長術」，是1950年代，由蘇聯人伊

利沙諾夫（Ilizarov）發展的環狀外固定器

（Ilizarov fixator），初始是為了治療因戰

爭造成脛骨骨折癒合不良，後續用於各種

骨科肢體嚴重畸形甚至瀕臨截肢的個案，

這類病患包括：嚴重長短腿、骨髓炎後遺

症、侏儒症等。

手術方式主要透過微創截骨術，讓截

骨處形成新生成的骨痂，這些骨痂透過特

製的延長器，每天短距離的拉長，最終固

定在適當的位置上。手術像是催眠這些骨

頭，讓它都往特定的方向搬家，但是彼此

間又手拉著手，進而形成新的骨頭。

(一)骨畸形矯正新發展：3D列印手術導

引、泰勒式矯正環

骨骼畸形的發生，肇因可能是先天

的特殊疾病；也可能是後天骨折或受傷引

起，雖然來自不同的原因，但都能以新的

醫療科技發展而受惠。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1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3D列印手術導引」：

從1980年日本透過光固化將塑膠分子開始3D列印，之後美國將相關技術逐步成熟，從材質

面的增加，進步到列印金屬骨材；手術設計面的配合：用電腦斷層將骨折、腫瘤處進行掃描再

透過電腦分析，一方面模擬截骨後的結果，一方面將骨骼列印出來，於手術前後比對，更進一

步做成手術切割導板。本院在3D列印已有多項成功臨床經驗，客製化規劃，提供更精準的手術

治療。

「泰勒式矯正環」：

骨延長器，從1950年代於蘇聯起步，經歷多次改良，目前最新一代的矯正環就屬泰勒式矯

正環的普及度最高，除了原本長短方向的治療能力外，將延長架改成6向式，同時六支不同的延

長架來協助治療，也增加了旋轉、角度治療的兩個特點。同時，隨著3C產品的普及，紙本衛教

模式也進步到手機APP功能，使醫生及患者家屬可透過APP來瞭解治療進度，達到雙向溝通。

泰勒式矯正環，於109年成為健保事前審查品項，提供18歲以下的青少年及幼兒進行畸形

矯正，中山附醫有幸成為中部唯一有使用經驗的醫學中心，期望在未來協助下肢畸形的病人。

健康新知

圖一：本院3D列印之臨床應用A：第三掌骨短肢畸形、延長器裝置、小腿脛骨畸形環形外        

         固定裝置；B：手術截骨導板術前設計；C：幼兒板機指客製化3D列印護套。

圖二：A：伊利沙諾夫環：延長桿僅能協助單向矯正；

         B：泰勒式矯正環：6向式延長桿，有更高的矯正度；

         C：泰勒式矯正環專屬APP：透過電腦計算矯正時間及角度，並提供給患者了解。

1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二) 骨折後感染的新治療：未癒合處切除、合併延長手術

骨折在骨科手術是非常常見的疾病，但少數沒辦法很成功的癒合，可能的原因包括：開放

性骨折、後續感染、或植入物失效，一旦骨折後發生這些併發症，就會是病人跟醫生的夢靨。

這些骨折未癒合，可能合併有難癒合的開放性傷口，或有從骨頭延伸至皮膚的通道。傳

統治療上，需要反覆的進行清創手術、骨折再固定、自由皮瓣手術來治療。除了，這些方式之

外，還有其他選擇嗎？如何使用環形外固定治療呢？

當骨折未癒合處慢性化後，該處骨頭可能已成毫無生氣的死骨，若同時還加上表皮傷口

時，與其選擇經歷多次清創手術、取其他部位的皮肉來覆蓋，其實可以選擇更直覺性的手術，

將未癒合處的死骨切除，同時將表皮傷口關閉，並且透過骨延長術，從優良品質的骨幹處，將

移除骨塊的長度逐步拉長，整體肢體長度是維持不變的。

圖三：本院執行之臨床案例

圖四：卡通示意圖：左：感染未癒合的

困難傷口；中：手術切除死骨部分，再

從其他健康部位進行微創截骨加上外固

定架(黃色部份)；右：術後經過延長成

骨癒合。

圖五：手術Ｘ光：A/B:骨掃描顯示感染、骨未癒

合；C:手術前；D:手術後患者移除未癒合處約3公

分，裝具延長器後延長健康骨骼部位，完整癒合後 

(紅色箭頭為新生延長處；黃色箭頭為切除死骨後

癒合處)。

15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文/骨科部 賴韋丞 主治醫師

下背痛，停看聽下背痛，停看聽

下背痛俗稱『腰痛』，為腰椎兩側疼

痛，可能只侷限於特定的壓痛點，也可能大

範圍的腰臀間疼痛。根據文獻資料，下背痛

為民眾第二常見的就醫原因，約八成的人一

生中曾受腰痛困擾。大部分的成因是肌肉的

過度使用，引起肌肉、筋膜發炎，其他為脊

椎退化、外傷、感染或腫瘤。當然不同的病

因，治療的方向就不相同。

而脊椎退化是種退化現象，有椎間盤

高度降低、椎間盤突出、骨刺增生、黃韌帶

增生與鈣化、椎孔狹窄、脊椎滑脫，若同時

壓迫神經，會造成下背痛、下肢的痠麻抽痛

（俗稱『坐骨神經痛』）、及間接性跛行。

這些症狀按病程可為急性與慢性，急性下背

痛大部分會於六週內緩解，而慢性下背痛會

持續十二週以上，日後即使症狀好轉，仍有

高機率會復發。

治療方面首先建議採保守治療，最佳

的居家治療為休息及熱敷，軟式背架減輕疼

痛指數，但不建議長時間穿戴，容易造成腰

部肌肉萎縮。藥物治療常使用止痛藥階梯式

的給藥方式，第一線的用藥為普拿疼及非類

固醇類消炎止痛藥，並且合併使用肌肉鬆弛

劑。慢性頑固的下背痛則可考慮加上類嗎啡

類藥物、三環抗憂鬱劑、BZD類抗憂鬱劑或抗

癲癇藥物，在使用之前，須先瞭解及討論這

些藥物的副作用，必要時立即停藥。

學經歷│

•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 台中榮總脊椎外科研究醫師

• 台大醫院骨科部研究醫師

• 中山附醫骨科部住院醫師、總醫師

• 台中榮總一般科住院醫師

•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專科醫師

專長│

• 一般骨科

• 創傷骨科

• 人工膝關節置換

• 人工髖關節置換

• 脊椎外科

賴韋丞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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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藥物治療包括了物理治療及運動治

療，物理治療可以運用紅外線、超音波、

震波、熱敷、電療等方式，運動治療則是透

過瑜伽、皮拉提斯和太極等活動，可以改善

關節柔軟度、伸展攣縮的背肌、增加肌肉力

量，進而改善症狀及恢復功能。此外推拿、

針灸、按摩搭配治療也有一定的效果。

一般接受保守治療超過六個月，或疼痛

難耐導致生活品質及功能下降之患者，可考

慮接受手術治療。脊椎手術不外乎神經壓迫

就做神經減壓，椎體不穩定就需骨釘固定、

脊柱融合術，而過去手術往往造成背部肌肉

大範圍破壞(圖一)，進而使背肌纖維化及萎

縮，導致日後的腰痠背痛。

圖一、傳統術式撥開背肌及清除正後方骨頭

組織。

因此，現今新式的脊椎手術降低了肌肉

組織破壞，術中失血量少、術後恢復快、傷

口感染率低、住院天數少、術後背部肌力量

喪失少。如脊椎經皮內視鏡手術(PELD)，藉

由內視鏡將病灶移除，解決椎間盤突出或因

黃韌帶增生及骨刺產生的椎管狹窄。對於較

不穩定的脊椎滑脫，則可利用管狀撐開器及

顯微鏡(圖二)，便可將手術傷口縮小，由背

側進入行神經減壓及脊椎融合術。

圖二、在管狀撐開器內，行神經減壓及椎

體融合術。

另外，前位脊椎融合(ALIF)及斜位脊

椎融合手術(OLIF)則是從前側進入脊椎，

雖須通過腹斜肌及拉開腹膜腔，經由天然

解剖通道行椎間盤切除及脊椎融合，但術

中不會撥開神經組織，因此可置放較大尺

寸的椎體融合墊片(圖三)，一來增加椎間盤

高度而恢復腰椎前凸角度，二來矯正脊椎

側彎，手術過程皆不需破壞骨頭及脊椎關

節，因此縮短骨頭癒合時間、降低假性關

節生成機率、減少術後背部疼痛，進而及

早返回工作。

圖三、由腹側進入，從天然通道置入較大

尺寸的椎體融合器。

最後，我們必須了解沒有任何一種治

療是一勞永逸或者不會復發的。選擇手術

前，必須了解下背痛原因，明白各術式之

優缺點，以病灶解除為前提，盡可能採破

壞性小、結構保留多的方式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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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膝關節炎的中醫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的中醫治療

在全民瘋登山的時代，76歲的施伯

伯，退休後最喜歡到山上親近大自然，但

是雙腳的膝蓋總是在過度使用後，發出無

聲的抗議，上下樓梯時疼痛無力、早上

起床後僵硬麻木，施伯伯嘗試多種治療方

法，最後在中醫經過兩次針灸療程，且配

合復健運動，大幅緩解雙腳膝蓋的疼痛問

題，恢復輕鬆自在的步態。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症狀

施伯伯的膝蓋疼痛即是典型的退化性

膝關節炎症狀，常見症狀有：

一、疼痛發生在膝關節周圍，隨著活動而

疼痛加劇，休息可緩解。

二、僵硬感，於晨起時關節僵硬感，約半

小時後緩解，在寒冷或潮濕的天氣時，

症狀會加劇。

三、腫脹，關節腔中的積液常會導致關節腫

脹。

四、活動時的異音，粗糙的關節面可能在活

動時發出異常的聲響。

五、關節的形狀改變，從外觀或觸摸可感受

到膝蓋的變形。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診斷

關節炎常需與其他疾病鑑別診斷，如

類風溼性關節炎、乾癬性關節炎、結晶性關

節病變(如痛風)、感染性關節炎、其他軟組

織異常等，但退化性膝關節炎的診斷相對簡

單，透過以下的症狀可初步診斷：

一、疼痛侷限在膝關節周圍。

二、長時間久坐、從低的椅子站起時、下樓

梯或下坡時疼痛。

三、下肢無力和不穩定感。

四、晨起僵硬感30分鐘內可緩解。

五、年齡大於45歲。

膝關節的退化占所有退化性關節炎中相

當高的比例，且女性發病率較男性來的高。

常見的危險因子有年齡、關節傷病史、肥

胖、骨骼結構、性別等因素。主要為長時間

的過度使用，造成關節軟骨磨損、膝關節周

圍軟組織損傷。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游舜傑 住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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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膝關節炎的中醫觀點

在中醫，退化性膝關節炎屬「痹證」、

「骨痹」、「痛痹」的範疇，痹證是一種以

肢體、關節等處酸痛、麻木、重著的感受及

屈伸不利為主要的病證。痹的病名，最早見

於《內經》，如《素問•痹論》：「風寒

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其病因病機，或

因風寒濕熱之邪，乘虛襲入人體，引起氣血

運行不暢，經絡阻滯；或痰濁瘀血，阻於經

隧，深入關節筋脈，皆可以發病。

中醫治療可簡單分成兩個部分，分別是

中醫口服藥物，以及中醫針灸治療兩個面向

來討論。在中藥治療上，首重辨證論治，透

過問診、脈診，簡單分成風寒濕痹、風熱濕

痹、痰瘀痹阻等不同類型，給予不同的中醫

藥物治療。

針灸治療上，可以使用傳統的針灸治

療，透過穴道的刺激，疏通經絡，放鬆局部

肌肉等方式改善不適的症狀。

小針刀治療

除此之外，也可透過近年來風行的小

針刀療法來加以處理，該療法具有見效快、

損傷小、操作簡單、疼痛度低、花費低等優

點，是中醫臨床常用的治療方法。小針刀又

可稱扁針、圓針，是由目前中醫針灸「針」

加以改進而來，針尖約為 0.3-0.8 mm 的刀

刃面。小針刀有兩大主要作用：

一、 剝離沾黏組織

剝離肌肉和韌帶之間軟組織沾黏病

變，鬆解肌肉，重新改善血液循環，恢復

肢體正常生理功能，以消除炎症酸痛。

二、 疏通氣血阻滯

據中醫經絡氣血辨證論治，運用通則

不痛原理，疏通阻滯，使氣血流暢，陰陽

調和，消除疼痛，恢復功能。

藉由小針刀治療放鬆膝關節周邊韌

帶、肌腱，配合中醫藥物及復健運動等，

讓疼痛緩解，改善生活品質。

退化性膝關節炎是一種慢性的退化性

疾病，需要透過持續的復健及運動來改善

症狀，藉由加強下肢肌力以及減輕體重兩

大目標來保護膝關節。治療多面向，透過

各種不同的方式緩解疼痛。中醫療法亦可

有效且快速的緩解膝關節的疼痛症狀，民

眾可至中醫門診尋求中醫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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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骨本 護骨力 只補鈣還不夠保骨本 護骨力 只補鈣還不夠

我國已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首當其衝

銀髮族的健康問題，國健署的研究顯示，

骨質疏鬆症是65歲以上常見慢性病的第

四名，而隨著平均壽命延長及人口快速老

化，骨質疏鬆症的盛行率也逐年升高。如

何走向健康老化，維持銀髮族及照護者的

生活品質，要由日常生活型態及飲食來奠

定基礎。

鈣質流失 骨質疏鬆高風險群

1.年齡老化(50歲以上)：成人在30-35歲時

達到骨質密度最高峰，從35歲後每年骨

質流失約1-3%，流失速度會因個人情況

而有異。

2.停經後女性：更年期婦女因雌激素大量

減少，造成骨質快速流失。

3.罹患相關疾病：副甲狀腺機能亢進、甲

狀腺疾病、性腺機能低下、類風濕性關

節炎、腎臟疾病、肝臟疾病、糖尿病及

癌症骨轉移等。

4.長期服用藥物：類固醇、氫離子幫浦抑

制劑、荷爾蒙阻斷劑及化療藥物等。

5.營養攝取不足：不當減重、飲食不均衡

及腸胃消化吸收不良等。

6.日曬不足缺乏維生素D：易發生於辦公室

上班族或過度防曬者。

7.生活習慣不佳：抽菸、喝酒、攝取過量咖

啡因(咖啡、茶)或碳酸飲料(可樂、汽水)及

少運動。

留鈣護骨這樣做

足夠鈣質攝取

2013-2016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

查結果顯示，國人飲食中礦物質攝取不足情

況最嚴重的是鈣質，高達八成的國人每日乳

品類攝取不足一份，7歲以上的國人鈣質平

均攝取量僅達到建議量的30-50%。

根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第

八版建議：

年齡層 每日鈣質攝取建議量
(毫克)

嬰幼兒期 0-6個月：300
6-12個月：400
1-3歲：500
4-6歲：600

兒童期 7-9歲：800
10-12歲：1000

青春期 13-18歲：1200

成人 18歲以上：1000

為達到建議攝取量應選擇富含鈣食物：

1.每日早晚1杯奶:「每日飲食指南」建議國

人每天應攝取1.5-2杯乳品(每杯240 c.c.的

牛奶約含240 mg的鈣質)牛奶可與優酪乳、

優格、起司等乳製品替換。

文/營養科 張靖欣 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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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物性來源食物：吻仔魚、小魚乾、乾蝦

米及牡蠣等。

3.植物性來源食物：豆腐、豆干、堅果類(黑

芝麻、杏仁等)、海帶、紫菜及深綠色蔬菜

等。

4.加強補充「鈣」的厲害組合：黑芝麻/杏仁

牛奶、紫菜豆腐湯、小魚乾炒莧菜等。

5.建議將高鈣食物平均分配於一天的餐食中

吸收利用較佳。

6.必要時可使用鈣片，建議諮詢營養師或在

醫師處方指導下適當補充。

每餐優質蛋白質

蛋白質是構成骨基質(bone matrix)的重

要成份之一，也是肌肉組成的主要成分，

足夠的優質蛋白質攝取，能避免因肌肉

量下降導致肌少症發生，可預防年長者肌肉

無力跌倒所造成的骨折傷害。

優質蛋白質來源有:黃豆製品(豆腐、豆

干、豆包及豆漿等)、魚類、雞蛋和肉類，建

議每餐吃自己的一個掌心大小份量，腎臟病

友則需依照營養師建議量攝取。

每日適度日曬

照射陽光是身體產生維生素D的主要

來源，飲食中鈣質的吸收需要維生素D的幫

助，因此每日到戶外曬太陽10-15分鐘(避

開日光直射時段，建議於上午10點以前或

下午2點以後)可維持維生素D的濃度。另外

也可從食物中攝取，如:魚類、牛奶、雞蛋

(蛋黃)、菇類及藻類等。 

養成運動習慣

負重運動可鍛鍊肌肉、增加骨質密

度，如：跑步、健行、爬樓梯、跳舞、網

球等，在體能可負荷情況下建議每周至少

運動150分鐘，每次至少30分鐘才能達到

較好的運動效果。

骨質疏鬆症是沉默無聲的疾病，平時

不易察覺，可能因跌倒、提重物等發生骨

折時診斷出，我國髖骨骨折發生率為亞洲

第一名，後續將影響長期生活能力、增加

死亡風險並消耗大量醫療資源，預防最有

效的方法就是從平日飲食習慣及生活型態

改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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