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質疏鬆症(骨鬆)是全球一致防治的健康隱形殺手，已廣為大家注

意。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也提出警告：「骨

鬆是僅次於心血管疾病，造成健康問題的第二大疾病！」。台灣50歲以

上民眾骨鬆盛行率約25％，相當於每4人就有1人患有骨鬆，依此推估全

台50歲以上民眾高達177萬人有骨鬆危機。台灣由於人口老年，老年(65

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由2013年的12%，將於2020年與2030年分別提高

到16.1%與24.5%。隨著人口日益老化，骨鬆的盛行率也將日益增加。根

據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針對台灣地區流行病學資料估計，2025年國內

50歲以上民眾42％將患有骨鬆，2050年更增至57％。骨鬆已是台灣65

歲以上老人常見慢性病第四位，其中女性每3人就約有1人有骨鬆。2018

年台灣骨鬆性髖骨骨折人數達4萬5千多人，依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統計，1年內骨鬆性髖骨骨折病人的死亡率女性為15％，男性死亡

率則高達22%。隨著人口快速老化，預估2025年骨鬆性髖骨骨折人數

將超過12萬人 就近十年來台灣流行病統計調查結果發現：台灣每年

有6萬人口因骨鬆造成脊椎骨折；65 歲以上城市婦女，約有5分之1，男

。

｜林志隆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神經外科教授

健康的隱形殺手骨質疏鬆症 

近十年來調查台灣每年有6萬人口因骨鬆造成脊椎骨折，除了急性期

每例約為10萬台幣以上之平均醫療費用，其後亦將耗用極大之家族

人力及社會資源。如何讓骨鬆治療從預防做起，不再是從"骨折後"

OsteoporosisOsteoporosis

｜施心筑  許郁笙藥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藥劑師

才做起？已是刻不容緩的健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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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鬆為退化性疾病，是一種因骨密度減少，導致骨骼脆弱，增加骨折

風險的疾病。骨鬆發生初期幾乎毫無徵兆，導致民眾常因沒有症狀而忽略

其危害。直到骨骼稍微受壓就骨折，就連日常活動都會導致再度骨折，最

常見因骨鬆而骨折的部位有脊椎、前臂、髖關節與肋骨。大部分的患者是

因突發性的骨折導致劇烈疼痛且行動不變而求醫。有骨鬆症狀者大都與骨

折有關，包括疼痛，早期可能局限於某部位，後來可能遍佈全身，行動能

力受限，甚至無法行動，尤其是發生急性脊椎或是髖關節骨折後。其他症

狀如駝背、身高明顯變矮、脊椎或關節變形與脊椎極度彎曲造成呼吸困難

。

      骨鬆依其原因分成原發性及續發性。原發性主要為老化所引起，又分

為因女性停經後缺失女性荷爾蒙導致的“停經後骨鬆症”及因為年齡的老

化，鈣質吸收不足與流失所導致的“老化性骨鬆症”。而續發性骨鬆症為

因為其他疾病或藥物所引起，如甲狀腺或副甲狀腺功能失調，長期使用類

固醇、胃藥、抗癲癇藥、抗擬血藥物或營養不良與抽菸等不良生活習慣。

高危險群包括：停經後婦女與65歲以上的男性、甲狀腺機能亢進、肝臟疾

病、腎臟疾病及長期服用類固醇藥物、缺乏運動、高鹽飲食（飲食不當）

、大量咖啡因攝取、抽煙、酗酒者。

什麼是骨質疏鬆症？那些人是高危險群？? 

      骨質密度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檢查是評估骨質健康狀況的快速

方法。該檢查可以用來診斷骨鬆症，判斷未來發生骨折的風險，以及評估

骨鬆治療的成效。雙能量X光吸收儀(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

是最常用的骨質密度檢查，其輻射劑量極微，只相等於十分之一張肺部Ｘ

光片，且能精確、快捷及安全地測量骨質密度。骨密度的檢查結果通常報

告為T值和Z值，T值為與正常的健康青年人相比，Z值為與同年齡組正常人

相比，Ｔ值用於停經後婦女和大於50歲男性的骨密度判讀。對於兒童、停

經前婦女以及小於50歲的男性，則用Ｚ表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性8分之1，已發生一個以上的脊柱體壓迫性骨折。骨鬆性骨折除了急性期

每例約為10萬台幣以上外之平均醫療費用，其後亦將耗用極大之家族人力

及社會資源。有鑑於國內的骨鬆情況，2008 年的一份國內研究結果顯示

15.0%婦女未有骨鬆威脅性之認知，15.5% 認為骨鬆是不太嚴重疾病。如

何讓骨鬆治療從預防做起，不再是從“骨折後”才做起？已是刻不容緩的

健題康議。

T值>-1   正常骨質

0

-1

-2.5

T值<-1   流失骨質

T值<-2.5 骨質疏鬆

用雙能量X光吸收儀測出的T值把骨質密度程度分類如下：T值高過-1( 在年

輕人平均值的1個標準差內 )屬於正常骨質密度，T值介於-1至-2.5( 低於年

輕人平均值1～2.5個標準差)為骨質流失，T值小於-2.5( 低於年輕人平均值

2.5個標準差 )為骨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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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做骨密度測試是目前惟一診斷骨鬆和評價骨折風險的方法。由於

骨鬆通常可以無聲無息直到發生骨折才被發現，因此早期診斷很重要。50

歲以後的女性應進行骨密度檢查，一旦發現骨密度減低，及早防治。骨密

   

      大型的臨床研究發現預防及治療骨鬆，可以有效的減少再次骨鬆性骨

折。預防及治療骨鬆包括生活型態改變如飲食、日曬、預防跌倒、增加鈣

和維生素D 攝取量、從事荷重運動、肌力增強運動和平衡訓練、改善骨量3

和體能等。為了預防骨鬆與降低骨質流失的速度，鈣的攝取相當重要，而

維生素D 則可以幫助鈣吸收。使用治療骨質疏鬆的用藥前，都應該補充足3

量的元素鈣與維生素D 。美國骨質疏鬆症基金會(NOF)和國際骨質疏鬆症基3

金會（IOF）建議：50 歲以上成人每日至少需攝取含鈣量1200毫克和維生

素D  800~1000國際單位（international  units, IU）。其中鈣的攝取比較建3

議從食物中攝取，若評估後攝取量仍不足再以鈣劑補充。合成鈣片中以碳

酸鈣含元素鈣的比例最高，為40%，而檸檬酸鈣則是最易被人體吸收的鈣

營養補充劑。過多的鈣攝取反而會增加結石與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並不建

議。此外，適當的運動也可增強肌力與骨密度，降低跌倒與骨折的風險，

只是仍需評估自身狀況調整運動強度，量力而為，以避免發生運動傷害。

      正常的骨頭進行新陳代謝（骨重塑Bone Remodeling）時，破骨細胞會

溶蝕老化或受損的骨頭，即骨質吸收作用，之後由成骨細胞合成新骨頭。

正常時，兩細胞處於平衡狀態。而人體會因為年齡的老化、女性停經後雌

激素下降、其他疾病等原因使新陳代謝偏向破骨細胞，骨質流失的速度大

於骨質生成的速度，造成骨密度下降，進而導致骨鬆。抗骨鬆藥物依其在

骨重塑中作用之不同，可以分成以破骨細胞抑制劑（Antiresorptive  drug）

抑制破骨細胞活性，如：雙磷酸鹽類（bisphosphonates）、 選擇性雌激素

接受體調節劑（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SERM）、RANKL 單

株抗體（Receptor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B ligand inhibitor , RANKL

骨質疏鬆症的治療方式

度檢測也可以確定是否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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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值

各年齡階段(AGE)

骨質疏鬆

骨量減少

峰值骨量

骨質流失和年齡的關係( 、 )男性 女性
骨質疏鬆症骨折與失智症

      若骨折受傷導致長期臥床，無法運動，亦會導致肌力流

失，而減少與外界的互動後更容易讓身心急速退化，使得罹

患失智症的可能性提高；反之，因為失智，在疾病本身影響

與安全考量下限制了外出機會，運動量減少後，就更容易罹

患骨鬆症。根據統計，約有七至八成的失智症患者每年至少

會跌倒一次，機率為同年齡未有失智者的兩倍，骨折機率則

高出三倍。由此可知失智症與骨鬆兩者雖然致病機轉完全不

同，卻有相關性，且高齡皆屬骨鬆與失智症高風險族群，不

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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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ibitor）與賀爾蒙等。以及促進骨頭生成藥物（anabolic drug，如副甲狀

腺素類似劑Forteo骨穩）。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於2019年批准Even-

ity (Romosozumab)上市，Romosozumab是一種單株抗體，可與骨硬化蛋白(

sclerostin）結合並抑制該蛋白，進而促進骨形成並減少骨重吸收，為每月

皮下注射1次，治療劑量不宜超過12次。該藥物為治療婦女停經後所造成

骨鬆之高危險群，包括曾具骨折病史、或對現行治療骨鬆方式無法承受或

無效等婦女。常見的副作用除關節疼痛或頭痛外，該藥物將可能導致心血

管疾病、引起心臟病發作以及增加中風、甚至死亡的機率。因此該藥物不

適用曾於一年內有心臟病發病史或中風患者。

      各類骨鬆藥物的使用頻率不相同，且有口服與針劑之分（表一）。無

論哪一種骨鬆藥品，都需要治療一年以上才可真正達到減少骨鬆性骨折的

效果；若治療不連貫，忽然停藥會發生骨量快速流失的情形，使前面治療

的成果消失殆盡，所以骨鬆的治療是需要長時間與持續性的。國內外論文

都指出服藥配合度不佳及沒有持續性的治療是無法降低骨鬆性骨折機率的

重要原因，為了提升骨鬆治療的效果，經由衛教提升服藥配合度與持續性

是最具經濟效益的策略。

      少部份病人在使用破骨細胞抑制劑時，可能會有在上、下顎發生骨髓

炎與骨壞死的風險，這樣的情形大都在用藥三年後發現，可能是因為長時

間抑制破骨細胞代謝老舊骨頭所造成。症狀包括口腔疼痛、腫脹、牙齒鬆

動、下唇麻木感、口內外組織相通等等。因此，在使用這類藥物時，若有

需要做牙科侵入性手術，例如拔牙、植牙等，建議應主動告知牙科醫師，

由醫師評估是否需做治療方式的調整。而平時也應維持良好的口腔衛生習

慣，減少牙周問題與蛀牙的發生。

給骨質疏鬆症患者生活上的建議

      其實預防骨鬆應從日常生活做起，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提出『保

骨新5足』

      除此之外，要有規律運動如快走、跑步、爬山等，避免抽菸和飲酒過

量，適量咖啡因攝取，及避免吃太鹹的食物。若發現有疑似骨鬆症狀，請

尋求專業醫師診治。

1. 足夠的鈣質攝取，每天1200毫克。 

2. 足夠的維生素，每天800-1000國際單位維生素D 。 3

3. 足夠的礦物質，多攝取核果、豆類、穀類。 

4. 足夠的肌力：足量的蛋白質與熱量。

5. 足夠的運動，多曬太陽，每週運動三次，每次至少

   30分鐘。 

鈣質

維生素

礦物質

肌肉

運動

保骨新5足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提出『保骨新5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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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類骨質疏鬆藥物

破骨細胞抑制劑（或蝕骨細胞抑制劑）

藥品類別 商品名 途 徑 使用頻率 可能的副作用

雙磷酸鹽類

福善美
®

(Fosamax PLUS )
口服

(應整粒吞服)
每週

噁心、嘔吐、食道刺激、
下顎壞死（罕見）

®
骨維壯(Bonviva ) 靜脈注射 每3個月 類似感冒，像發燒或肌肉痠痛

的症狀、下顎壞死（罕見）®
骨力強(Aclasta ) 靜脈注射 每年

選擇性雌激素
接受體調節劑

®
鈣穩(Evista ) 口服 每日 熱潮紅、腳抽筋、深部靜脈血栓、

下顎壞死（罕見）等®
芬安(Viviant ) 口服 每日

RANKL單株抗體 ®
保骼麗(Prolia ) 皮下注射 每6個月 嚴重低血鈣、過敏、感染或皮膚問題、

下顎壞死（罕見）

藥品類別 商品名 途 徑 使用頻率 可能的副作用

副甲狀腺素
類似劑

噁心、頭痛、暈眩、
關節痛、腿部抽筋等。

造骨細胞促進劑（或造骨細胞刺激劑）

®
骨穩（Forteo ） 皮下注射 每日

【註2：以上所列副作用並非所有人皆會發生，不用過度擔心，若有疑慮，請洽詢醫藥相關人員。】

【註1：以上為臺灣衛生署核可的處方用藥，並非所有患者均符合健保給付規定，若有疑慮，請洽詢醫藥相關人員。】

      與女性相比，男性因酗酒、性腺功能減

退、使用皮質激素和吸煙成為男性骨質疏鬆

四大危險因素。別以為骨鬆是女人的專利，

根據調查發現，有40%男性自認與骨鬆無關

，91％低估男性髖部骨折後一年內有22%的

致死率，更有75%的男性有罹患骨鬆的危險

因子，卻完全不採取任何保健行動。女性在

更年期前後，多半在醫囑及衛教下懂得防範

骨鬆的危害，但男性卻因為對骨鬆的認知不

足，再加上荷爾蒙不足的症狀較不明顯，而

輕忽了骨鬆所導致的高致死率！

｜ 醫師林志隆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外科學教授

附院神經外科主治醫師高醫   編輯│張家誠       邀稿│蔡季君醫師

老年男性也有骨質疏鬆症，但危機

「四」伏：低警覺 低認知 高迷思

無行動，且大多不積極治療

 

骨質疏鬆症不再是從“骨折後”做起

      如何讓骨鬆治療從預防做起，不再是從“骨折後”才做起？「骨質疏鬆衛教」應該是一個最具經濟效

益的方法，國內外論文指出低遵醫囑性及低持續性的治療無法降低骨折的機率，為了提升骨鬆治療的效果

，經由衛教提升遵醫囑性是治療的最好方法。骨鬆衛教主要目的：乃提供病患及家屬吸收骨鬆相關新知，

配合醫師及專業人員的指導，透過有效的個案管理方武，提供給高風險族群之骨鬆病患個別性、持續性及

系統性之正確及有效的臨床指導與諮詢。同時藉由長期不斷鼓勵及教導病患，使病人能暸解並接受應有的

治療模式，也期能協助高風險族群骨鬆者落實「防鬆止跌、持續正常用藥」之觀念，徹底落實在其日常生

活行為中，為骨鬆患者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品質。以早期發現骨鬆並早期預防與治療，進而減少骨折的發生

和降低家庭、社會與國家的負擔。

   

      希望骨鬆治療從預防做起，不再是從“骨折後”才做起。許一個無骨鬆里到無骨鬆市，再到無骨鬆國

度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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