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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腳筋 別以為只是難看而已浮腳筋 別以為只是難看而已
談靜脈曲張治療談靜脈曲張治療

人體的血管大致分為動脈及靜脈兩套系

統，從心臟打出供應全身養分的就是動脈，

從身體各處將代謝過的產物流回心臟的就是

靜脈。在靜脈中會有瓣膜來防止血液逆流，

一旦瓣膜受損或功能不良，造成血液堆積在

身體末端，如下肢部位，再加上地心引力，

及姿勢上久坐或久站，惡性循環造成靜脈曲

張等問題。造成瓣膜的功能不良的原因，大

部分是家族遺傳，其他因素如靜脈因血塊阻

塞、外傷、懷孕，甚至是體重增加，都有可

能造成靜脈的逆流。

靜脈曲張初期通常沒有明顯症狀，隨著

病情程度而出現皮膚表層的微血管擴張，色

素沉積，下肢水腫、疼痛腫脹、走路無力、

走不動等症狀，都很可能是靜脈曲張引起

的，千萬不可輕忽。

嚴重的病患，更可能出現俗稱「浮腳

筋」，腿部外觀像蚯蚓般浮腫扭曲的靜脈，

甚至出現困難癒合的皮膚潰瘍傷口，容易造

成疼痛或是出血。若有以上的症狀，或是相

關的危險因子存在，都會建議及早至整形外

科門診診斷治療避免症狀惡化；除了問診及

評估外，還可以安排超音波檢查，看是否有

靜脈瓣膜的問題甚至靜脈阻塞造成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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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靜脈曲張的治療方式可分為保守治療，

硬化劑注射及手術治療。保守治療通常以症狀治

療為主，對於久坐或久站病患，可以建議多起身

走路，每天三至四次，每次三十分鐘抬高雙腿，

並時常踮腳尖上下運動，增加靜脈回流，減少下

肢水腫症狀；對於易乾癢的皮膚，也建議多擦拭

乳液，減輕不適並減少龜裂風險。另外，可使用

彈性繃帶或壓力襪，減少血液堆積於末端。針對

已形成之靜脈潰瘍，在整形外科醫師評估後，也

可使用傷口敷料，促進傷口癒合。

硬化劑通常會注射在症狀相較輕微的蜘蛛網

狀靜脈及表層靜脈曲張，但對於較深層的靜脈疾

病，其治療效果有限。而手術治療方式可分為傳

統的靜脈結紮抽取術，以及近年來興起的微創血

管內雷射等術式，無論哪種手術，都各有利弊。

以下列舉硬化劑注射、靜脈結紮抽取術，以及微

創血管內雷射的優缺點供大家了解：

1. 硬化劑注射

原理：於靜脈曲張表面注射化學藥劑，讓異常

的靜脈無法承載血液。

優點：門診內可注射，只要局部麻醉，大多治

療症狀相較輕微的蜘蛛網狀靜脈及表層

靜脈曲張。

缺點：對較深層的靜脈疾病，治療效果

有限。

2. 靜脈結紮抽取術

原理：取出異常靜脈的傳統手術。

優點：復發機會低，有健保給付。

缺點：傷口較大且可能有多個傷口，有

術後會有疼痛感，需要較長的時

間恢復。

3. 微創血管內雷射

原理：將治療導管放入靜脈曲張的血管

內，經雷射灼燒後，讓異常靜脈

緊閉。

優點：傷口較小、恢復時間較短。

缺點：無健保給付，需要自費。

手術後，需多下床走動，避免久坐

或久站；若平躺時，須墊高雙腳，避免血

栓回流。術後一至兩週內建議避免劇烈運

動，並需穿著彈性繃帶或彈性襪至少一個

月，減少再次復發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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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失能殺手-骨質疏鬆性髖部骨折老年失能殺手-骨質疏鬆性髖部骨折
文/復健部 戴龍偉 主治醫師

七十歲李女士，上個月不小心在浴室

滑倒後竟發現右腳劇痛、無法起身，緊急

送至急診，X光診斷發現右側股骨轉子間骨

折，骨科醫師接受開放性復位及內固定術，

術後接受骨質密度檢查發現左側髖部T分數

為-2.7，符合健保給付每半年一劑保骼麗

(Prolia)以保存骨本、避免再次骨折，另因

患者術後六周內無法正常行走承重，開始有

些髖關節攣縮，而後下轉至中興分院復健科

接受髖部骨折急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PAC)

兩周，又經健保局核准延長共三周，期間接

受運動訓練維持其活動度和肌肉力量。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的 跌 倒 發 生 率 約

30~40%；髖部骨折後一年內會增加高達20%

的死亡率，其死因並非因為髖部骨折，而是

因為臥床行動不便造成的肺炎、下肢深層靜

脈血栓等併發症所引起；一年後三成多的患

者無法恢復到之前的行動能力需長期依賴他

人協助照護。

輕微撞擊、浴室滑倒、站立高度跌倒

這類低能量撞擊就造成骨折，即因患者本身

骨骼相當脆弱，患有骨質疏鬆症，受到碰撞

就容易斷裂，此時也會提高骨科醫師手術難

度，猶如在蛋殼上鎖螺絲、沙地上打釘子，

固定失敗率隨著骨質疏鬆嚴重程度而提升。

由於骨折後的固定以及臥床行動受限影響生

活品質，因此早期預防篩檢骨質密度與質量

相當重要。

骨質疏鬆症的成因

人體骨骼新陳代謝透過蝕骨細胞、成

骨細胞動態調節骨質形成，會經歷活化、吸

收、反轉、形成，不斷地吸收舊骨、製造新

骨進行重塑(Remodeling，猶如挖掉舊柏油再

鋪上新的柏油路)，同一位置重塑約持續3~12

個月，每次重塑時如果成骨細胞活性低於蝕

骨細胞便會導致骨質流失。一般正常成人約

在30~35歲時達到顛峰骨質，之後便會一路下

滑，抽菸、喝酒、運動、鈣質攝取、基因及

是否停經都影響骨密度與質量的因子。

隨著老化，一般礦物質與基質仍維持正

常比例，但骨質密度及質量下降便是骨質流

失、骨頭強度下降，增加骨折危險性。目前

骨質密度檢查(BMD, bone mineral density test)

骨盆正面照-右髖內固定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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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雙能量X光吸收儀(DXA,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計算出T分數，此為與

年輕20～29歲高加索女性其平均骨密度差

距的標準差(SD, standard deviation)，T分數

介於－1～－2.5 SD之間為骨質缺乏，T分數

≦－2.5 SD定義為骨質疏鬆，若T分數≦－2.5 

SD併有骨折即為嚴重骨質疏鬆，符合健保

用藥標準。常見的骨質疏鬆性骨折位置包含

中胸椎(T7)、上腰椎(L1,L2)、髖部(股骨)及

遠端上肢。

早 期 篩 檢 預 防 -  F R A X 台 灣 版

: https://www.sheffield.ac.uk/FRAX/tool.

aspx?country=26

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骨質疏鬆症為

骨密度或骨質量下降，骨骼微細結構發生

破壞，導致骨骼脆弱而增加骨折危險性。

FRAX為WHO所開發、用於評估病患骨折風

Hologic雙能量X光骨質密度檢查-左髖T分數-2.7

險的工具，能即時算出未來十年骨折風險，

只需輸入患者的年齡、性別、體重、身高，

以及相關的骨折危險因子：過去低能量骨折

史、父母是否有髖骨骨折病史、目前是否

吸菸、是否正在或已服用3個月以上的類固

醇、是否有類風濕性關節炎、是否有其他繼

發性骨質疏鬆因素如第1型糖尿病、是否每

日飲酒超過3個標準杯啤酒。若主要骨鬆性

骨折風險>10%或髖骨骨折風險>1.5%，即屬

中度骨折風險，建議儘速接受骨密度檢查。

骨質疏鬆症的治療

骨質補充首先需要有充足的營養-高鈣

飲食，多食用豆類、深綠色蔬菜，建議鈣質

攝取每天1200~1500毫克(mg)，維他命D攝

取每天800-1000國際單位(IU)，建議每天曬

15-30分鐘太陽。

常見第一線使用雙磷酸鹽類(福善美、

骨維壯、骨力強)或RANKL抑制劑(保骼麗)

等藥物以抑制蝕骨細胞活性減少骨流失，雙

磷酸鹽類需注意腎臟功能及牙齒清潔衛生；

第二線藥物則使用重組合成的副甲狀腺素(

骨穩)活化成骨細胞，增進骨重塑及塑造作

用，以增加骨質產生、提高骨密度，只是需

要每天皮下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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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促骨質合成劑最新上市的還有

硬化蛋白抑制劑(益穩挺)需每個月皮下注射

兩劑，與骨穩差別在於其活化造骨細胞同

時也抑制蝕骨細胞，僅有骨塑造作用，如

同直接在原本的破路上鋪上新柏油，並沒

有吸收舊骨。

髖關節骨折術後復健

一般接受開放性復位及內固定術的患

者，術後角度無特別限制，但六周內患側

無法下床承重，常有關節疼痛、活動度受

限、轉位行動困難等，因此早期復健目標

是疼痛控制、關節活動度正常化、儘量維

持肌肉力量和避免固定失敗。住院急性後

期整合照護計畫包含早晚各一小時的運動

訓練及指導，內容包括踝關節幫浦及轉動

運動、臥姿膝關節彎曲伸直運動、股四頭

肌膝蓋下壓運動、伸直抬腿運動；更進一

步須加強髖關節外展及伸直運動、抬臀橋

式運動，以增進下背、臀部及髖部肌群力

量來改善日常活動功能。整體期望在骨折

癒合穩固之際，髖關節不攣縮、肌力不萎

縮，儘快恢復正常行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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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許睿杰 主治醫師

中西醫合治甲狀腺功能亢進中西醫合治甲狀腺功能亢進

30歲林小姐已婚，近一年家庭與工作忙

碌之餘仍需準備國家考試，身心時有莫名壓

力，近幾個月來漸漸產生焦慮不安、心悸、

手抖、月經量少等不適症狀，門診檢查發現

頸部甲狀腺腫大，安排抽血有甲狀腺功能過

高與甲狀腺自體免疫抗體陽性，經過詢問家

族史，母親也有甲狀腺疾病史，此為典型的

葛瑞夫茲氏病表現。

甲狀腺功能亢進有哪些症狀呢？

甲狀腺屬於內分泌器官，其形狀長的像

蝴蝶，位在頸部甲狀軟骨下方，分泌甲狀腺

素，掌管人體新陳代謝功能，調控心血管、

神經、骨骼肌肉、腸胃與生殖等系統，甲狀

腺功能亢進原因很多，例如：亞急性甲狀腺

炎、產後甲狀腺炎、毒性多結節性甲狀腺腫

等，其中約80%患者是最常見的葛瑞夫茲氏

病，此病肇因於自體免疫功能紊亂，臨床常

見症狀有：

(1)心血管系統：心律不整、心動過速、驚悸

不安。

(2)神經系統：性情急躁易怒、緊張焦慮、失

眠、手抖。

(3)消化系統：多食善飢、腹瀉。

(4)生殖系統：女性經量減少或閉經、男性精

子品質不佳、陽痿。

(5)其他：頸部腫大、眼睛突出、骨質疏鬆、

怕熱、倦怠。

由於症狀多樣化，且甲狀腺亢進症狀通

常是逐漸出現，輕症患者可能只有一至兩個

非特異性症狀，如緊張焦慮，若患者誤認為

是工作壓力大所引起，容易延誤治療時機，

疾病嚴重患者會有多項典型症狀，如頸部腫

大、眼睛突起等。在年長患者族群，有些人

症狀不明顯只表現出心律不整或精神倦怠，

而無其他明顯不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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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狀腺功能亢進若沒有接受適當治

療，少數患者會進展至甲狀腺風暴，其心

跳、體溫與血壓會升高到危險數值，精神

煩躁不安，甚至昏迷或心臟衰竭，危及生

命引起死亡，務必謹慎對待。

為何會得甲狀腺功能亢進？

葛瑞夫茲氏病發病原因第一是家族遺

傳，不過雖有遺傳體質，卻也不一定每個

人都會發病，所以第二原因「情緒壓力」

是為重要誘發因子，如生產、考試、生活

不順遂等，身體會產生抗體刺激甲狀腺製

造過多的甲狀腺素所引起，此病好發於生

育年齡女性，男女發病比例約為1：10。

「情緒壓力」為誘發甲狀腺功能亢進因子

甲狀腺疾病在中醫屬於癭病範疇，

除了體質因素，中醫特別重視情緒壓力誘

發或加重甲狀腺功能亢進，臨床上許多患

者會提到生氣完後自覺甲狀腺腫會更加明

顯，古籍＜濟生方＞已觀察到：「夫瘿瘤者

多有喜怒不節，憂思過度，而成斯疾焉」。

隨著經濟發展，台灣生活與工作環境在

數十年以來產生巨大變動，面對來自家庭、

事業、人際關係等壓力，甲狀腺疾病似有增

加趨勢，傳統中醫理論認為，情緒壓力主要

影響肝經系統，長期憂思或鬱怒不解，會導

致肝氣鬱滯，痰瘀互結組滯於頸部引起甲狀

腺疾病。

中醫治療甲狀腺功能亢進

中醫師會依據患者體質差異而給予不同

處方，

(1)若屬氣鬱痰凝型患者，容易兼見咽中痰梗

感、胸悶短氣、時有噁心、苔膩、脈弦滑

等，可應用理氣化痰法，藥物選用如柴

胡、夏枯草、半夏等，可搭配針刺三間穴

與豐隆穴。

(2)若屬陰虛火旺型患者，兼見面紅、頭脹、

口乾、多夢、經量變少、舌紅少苔、脈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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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等，可應用滋陰降火法，藥物選用如生

地、龍骨、黃芩等，可搭配針刺二間穴與

太谿穴。

(3)若屬氣陰兩虛型患者，容易兼見神疲乏

力、憂鬱、汗多、語聲低微、脈弱細數

等，可應用補氣養陰法，藥物選用如太子

參、麥門冬、五味子等，可搭配針刺靈骨

穴與太谿穴。

中西醫合治優勢

中西醫合併治療甲亢有其優勢，中藥

可疏通肝經鬱滯、舒緩情緒、減少西藥副作

用，當臨床症狀與抽血數值改善，西藥減量

之時，中醫治療可鞏固療效，降低復發率，

近半數患者，西藥雖能抑制亢進但是因免疫

功能尚未穩定，疾病容易反覆發作，可選擇

中西醫合治，調節免疫改善身體自癒力，並

配合規律生活，留意飲食習慣，保持樂觀心

情，可減少疾病再度復發機會。

日常保健

應避免攝取海帶、海苔、紫菜、海鮮

等含碘較高食品，因此病患者體質多兼夾

有陰虛火旺問題，故不宜菸酒、咖啡、烤

炸辣等刺激性食物，香燥傷陰的食物，如

龍眼肉、肉桂、羊肉、炒花生等宜忌口，

可依據體質可選用百合(養陰潤肺、清心安

神)、荸薺(清心降火、消食化痰)、芹菜(清

肝熱)、桑椹(清虛火、滋陰液)、金針菜(利

膈清心、平肝熱)等蔬果食用，由於情緒壓

力會誘發甲狀腺功能亢進，病友自身亦應

努力調整身心狀態，放慢生活步調營造安

寧環境，攝取足夠營養，充份休息、適度

運動並且適時抒發情緒，皆有助於改善病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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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碘飲食低碘飲食
文/營養科 林君玲 營養師

低碘飲食（Low-Iodine Diet）是一種短期飲食，目的為幫助甲狀腺癌患者在進行掃描或

放射性碘治療之前，降低身體內的碘含量，讓甲狀腺組織及癌細胞提高對放射性碘的攝取，

進而提高治療時清除癌細胞效果以及放射性碘全身掃瞄檢查的準確度及敏感度。

美國甲狀腺協會建議實行「低碘飲食」者，每天攝取的碘含量不要超過50微克(μg)。

採用低碘飲食的時機，通常於放射性碘掃描或治療前的2週（14天）至掃描或治療後的1-3天。

「低碘飲食」飲食原則

自然界食物都含有碘，低碘飲食並非“無碘飲食”，採用低碘飲食者應避免含碘量高

的食物和飲料（＞ 20μg/份）。

（一）避免使用一般市售食用鹽及加鹽調味料

1. 一般市售食用鹽每5克含碘70~100微克(μg)，應避免食用，請改用無碘鹽。

2. 若需使用醬油進行調味，可以使用不含碘的無碘醬油。

（二）避免含碘量高的食材，如以下附表：

食物類別 建議食用 不建議食用

鹽及調味料
無碘鹽、無碘醬油、新鮮或乾香
料(蔥、薑、蒜等)、白醋、不加
鹽調味料

海鹽、加碘鹽、烏醋、番茄醬、
魚露等各式醬料或加鹽調味粉

海鮮類 無 魚、貝、蝦、蟹等

奶類及乳製品 無
牛奶、乳酪、起司、優格、冰淇
淋等含乳製品。

黃豆及製品
無（除了素食者外，忌所有的黃
豆製品。）

豆乾、豆腐、味噌、納豆、豆漿

全穀類及加工品
白米、麵粉、冬粉、米粉、去皮
馬鈴薯、山藥、未加鹽之榖類脆
片。(一天進食量不超過4碗)

加碘鹽的麵包、糕點、餅乾、 麵
條、麵線、加鹽各種穀類脆片

蛋類 蛋白 蛋黃

肉類
新鮮肉類
（一天進食量不超過5兩）

熱狗、香腸、培根、肉鬆、貢
丸、火腿、肉品罐頭等加工食品

油脂及堅果類
植物油（含大豆油）、無鹽人工
奶油、無鹽堅果、無鹽花生醬

含鹽人工奶油、含鹽堅果、含鹽
花生醬、奶油

蔬菜類 新鮮蔬菜
海帶、海菜、紫菜、昆布、洋
菜、藻類、腌漬蔬菜、醬菜

水果類 新鮮水果 加工果乾、蜜餞

其他
糖、蜂蜜、果醬、現煮咖啡、
現泡茶、自製果汁

海洋原料製成的食品補充劑(如：
鯊魚軟骨素)、含碘的營養補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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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與健康

番茄洋蔥湯

材料：

番茄 一顆(約拳頭大)  切丁

洋蔥 半顆(約拳頭大)  切丁

豬肉（或者是排骨）75g 切丁

黃玉米 半支 切段

鮮香菇 3顆 切片

無碘鹽 少許

調理方法：

所有食材放到鍋裏燉煮即可。經過燉煮後，

番茄的酸及洋蔥、玉米、香菇的甜，都是好

滋味，讓人胃口大開。

水蓮炒玉米筍

材料：

水蓮 一把 切段

玉米筍 一盒 切段

香油 10g

無碘鹽 少許

調理方法：

所有食材加到炒鍋炒熟即可。將食用油改成

香油或芝麻油，會讓人食慾大開。

低碘食譜

（三）避免食用含色素紅色3號之食物及藥品，如紅色、橙色及褐色糖果、果凍、膠囊。

（四）無法確定餐飲店及加工食品是否使用無碘鹽調味時，建議盡量避免食用。

（五）切忌聽信不正確的飲食限制或偏方，若有疑慮之處請諮詢醫師或營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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