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共有206塊骨骼，它們是支撐身體、保護內
臟、完成運動和參與代謝等工作的重要器官。可以想像
如果一塊骨頭受傷斷裂會造成何等嚴重的後果。在骨骼
的構造中，鈣幾乎是唯一重要的主角，因爲人體中99%
的鈣含量儲存在骨骼中。孩童的成長時期，也是骨骼完
成生長的過程，這個階段建設多於破壞，鈣質不斷地累
積在骨骼中。
巧合的是這個鈣質積聚的過程和人生的成長過程一
樣，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紀(種族之間存在差異,中國婦女
的骨質密度要到更年期前才達到最高峰)，骨骼中的鈣質
也會達到高峰。此後隨著年紀增長，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
骨質會逐漸流失，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們就會稱之爲“骨質
缺乏”(Osteopenia)。如果骨質流失快速，並伴隨許多病變出
現，雖然骨骼外型看起來仍和正常一樣，但實際上，骨頭裡的
鈣質含量已經大大減少，一旦骨質流失過多，原本緻密的骨頭
會產生許多孔隙，表現出中空疏鬆的跡象，這時就是“骨質疏
鬆症 ” (Osteoporosis)的時候了。

資料來源：www.Web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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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紀的增長，無論男女大約到了30歲之後，骨質開始會以每年約0.5％到
1%的速度流失，尤其是女性在停經以後，流失的速度會達到2％到3%。通常情況
下，當一個人罹患骨質疏鬆症時，由於骨質含量減少，骨頭將變得疏鬆脆弱，此時
會感覺身高變矮、背痛和駝背，甚至輕輕磕碰就很易發生骨頭斷裂、骨折等症狀；
然而更爲可怕的是，在發生骨折之前，大部分骨質疏鬆症患者絲毫沒有覺察出任何
異狀，仿佛人體的骨骼潛伏著一個靜悄悄的惡魔，不斷吞噬著你的骨質，而你卻渾
然不覺。
所以，面對骨質疏鬆症，我們要提高認識加強警覺，一切都是爲了：強壯骨骼
我做主！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 強 壯 骨 骼 我 做 主

不容忽視的風險因子
年齡／性別／體質：隨著年齡的
增長，骨骼會產生自然老化的現象，
使骨骼構造從緻密逐漸變得疏鬆，原
本骨密度就較男性為低的女性，一旦
停經之後，骨質將會大量流失，罹患
骨質疏鬆症的風險極高。
種族：種族也可能是罹患骨質疏
鬆症的決定性因素，以黑人為例，其
骨質密度約高出白人一成，而亞裔被
認爲是骨折主要風險因子之一。
遺傳：骨質疏鬆存在一定的遺傳
因素，遺傳會影響人的身材大小及其
對應的骨質密度，相對來説，矮小女
性骨質較稀疏，也容易罹患骨質疏鬆
症。
荷爾蒙：雌激素能刺激骨質的形
成並抑制骨質的分解，然而女性在停
經後，雌激素的分泌會大大減少。此
時在雌激素缺乏的狀況下，骨骼的老
化將會加速，嚴重者便罹患骨質疏鬆
症，若未及時診斷和治療，將造成嚴
重後果。
抽煙：吸煙對身體有害，吸煙習
慣也將有較高的骨質疏鬆罹患率。
飲酒：鈣質是促進骨骼健康不可
或缺的要素之一，過度飲酒干擾了鈣
質的吸收，而飲酒過量也會增加跌倒
及發生骨折的風險。
缺乏運動：運動強健體骼，並可
維持骨質密度。活動量不足往往
使骨質密度較為稀疏，造成較
高的骨質疏鬆風險，但過
度運動也可能使年輕女
性月經停止，女性荷
爾蒙減少，從
而骨質流失。
營 養 失
調：要維持身
體機能和預防骨質流
失，均衡營養相當重要
的。增加鈣質的攝取量有助
於增強骨骼密度，而維生素Ｄ
攝取不足、低鈣高鹽飲食、蛋白質不
足或過量，都容易罹患骨質疏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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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服用如利尿劑、抗癲癇
藥、類固醇、甲狀腺素、四環素、肝
素、化學療法等藥劑，會影響骨質形
成，並導致骨質分解增多，進而發生
骨質疏鬆。

嚴重的後果影響
骨質疏鬆症所帶來的後果影響，
其嚴重程度出乎想像。一個人如果罹
患了骨質疏鬆症，那麼身體就會因為
外力的作用而導致骨折的發生，最容
易發生骨折的部位為手腕骨、股骨、
及脊椎骨，此外，骨質
疏鬆症的患者，身高
會變矮一些，部分患
者會有嚴重的駝背現
象，使頭部低垂到胸
部，而脊椎骨的壓塌，會
壓迫到脊神經，造成肌肉
無力、疼痛。
骨折：骨質疏鬆症的早
期沒有明顯症狀，骨質日夜
不斷無聲無息地流失，使骨骼
的強度大大減弱，在平時同樣
的外力作用下，正常的體骼可能
平安無事，而疏鬆的骨骼發生
骨折的機會就大大提高。一旦發
生了突發性骨折，導致行動不便
或是劇烈疼痛，此時患者方才知
曉。
◎脊椎骨，俗稱龍骨，是支
撐背部的主要骨骼，骨質疏鬆會
使脊錐骨無法承擔全身體重的重
量，這時往往發生脊椎壓迫性骨
折，症狀有身高變矮、嚴重腰酸
背痛及駝背。
◎手腕骨骨折，這類骨折多
見於跌倒，由於患者跌倒時會用
手撐地而導致疏鬆的骨頭骨折。
◎股骨頸骨折：股骨頸是
大腿股骨連接骨盤末端部分，不
小心滑倒就很容易造成股骨頸骨
折。
腰酸背痛：腰酸背痛是骨
質疏鬆症最常出現的症狀，早

期可能侷限某個部位，隨後會逐漸蔓
延至全身，如全身酸痛、不適和乏力
等，其中又以頸部、肩膀、腰部、背
部等部位的疼痛和不適為主要症狀。
骨質疏鬆引起的疼痛，會出現時輕時
重的情況，疼痛可能突然加劇，也可
能在休息後獲得緩解或是減輕，早上
起床疼痛會加重，在活動後疼痛及不
適可能減輕。如果活動量過大或是勞
累過度，疼痛和不適就會明顯加重。
此外，這種疼痛症狀會因為咳嗽、打
噴嚏或是用力排便而加劇。
不過，也不一定每個骨質
疏鬆的患者都會有酸痛或是
不適的症狀，有些X光片
檢查結果看來骨質疏鬆非
常嚴重的患者，疼痛卻不
明顯，而有些骨質疏鬆看
起來不嚴重，疼痛卻十分明
顯。這和患者的年齡、性別、
身體狀況、活動強度、或是否有其他
的疾病、及其營養狀況等因素有關，
相對來説，如果一個人體質好、肌肉
發達，那麼他的疼痛就會減輕，反
之年老體弱的患者，
其疼痛就可能比
較嚴重。
身高變矮：
隨著年齡增長，身高會有降低的現
象，這就是因為骨質疏鬆造成的結
果。骨質疏鬆症患者，由於骨質流失
骨骼疏鬆的緣故，在身體承受自然壓
力的作用下，脊椎會逐漸被壓扁，甚
至塌陷，導致脊柱向後凸起而有明顯
身高變矮的跡象。
駝背：椎體是椎骨重要的組成部
分，椎體內佈滿小樑，骨小樑規律的
縱行排列，具有支持椎體及承受壓力
的作用。當人體出現骨質疏鬆時，椎
體內的骨小樑就會出現稀疏和排列紊
亂的情形，這時它支撐椎體和承受壓
力的能力就會因此大大降低，當外力
反覆作用椎體的時候，疏鬆的骨小樑
無法承受壓力，就會出現壓縮或是楔
形改變，患者脊柱因此明顯向後凸
起，呈現駝背症狀。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 骨 質 疏 鬆 症 ： 挑 戰 和 策 略

強化預防意識
人類骨骼是在長期新陳代謝循環
的，當破骨細胞的作用超過造骨細胞
的時候，就會引起骨骼中微構造支架
的斷裂，從而發生骨質疏鬆症。
飲食均衡營養
鈣質是骨骼結構重要的組成元
素，也是造骨細胞必須使用的原料。
當人體內鈣質流失的速度大於鈣質補
充時，骨骼會因爲孔隙增多而變得脆
弱。因此，足夠的鈣質攝取有助於強
化骨質密度，而維他命D與維他命C則
有助於鈣質的吸收。
◎多喝鮮奶：牛奶是很好的鈣質
來源，許多研究顯示，鈣質和乳酸結
合成乳酸鈣時，人體較易吸收，而牛
奶含有許多乳酸鈣。
◎多吃大豆類製品：豆製品除了
含有豐富的鈣質外，還有一種叫做類
黃酮的物質，可以幫助鈣質吸收和利
用，而這種物質，所有大豆黃豆類食
品都有。
◎多吃小魚乾：不只是小魚乾，
曬乾的柳葉魚和罐頭的沙丁魚等，也
含有豐富的鈣質。
◎多吃海藻類：紫菜、海帶、海
帶芽等海藻類含有許多鈣質，除了單
一食用外，在烹調上可以作些搭配，
不僅增添美味，還可吸收鈣質，可謂
一舉兩得。
◎維他命C／D的攝取﹕富含維他
命C的食物包括柳橙、木瓜、芒果、草
莓及奇異果、番茄、芥蘭、白菜或菜
心等；維生素D有助於人體吸收鈣質，
食用富含維生素D的食物，如魚肉、奶
油、蛋、肝、和牛奶等也有利於強壯
骨質；經常戶外曬太陽，也能增加體
內維生素D的攝取量，而有助於鈣質的
吸收。
◎避免不良嗜好：高鹽高脂的飲
食會影響鈣質的吸收，因此應避免食
用過多肉類及加工食品(內含過高
的蛋白質與磷質)，也應避免高鹽
高脂飲食，並少吃過甜的食物，
而抽煙、飲酒及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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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等刺激性飲
料，會干擾鈣質
的吸收，因此也
應儘量避免。
堅持運動強骨健體
預防骨質疏鬆
症，除了增加鈣質的攝
取外，持續而規律的運動也能避
免骨質流失，甚至可以增加骨骼中礦
物質的含量，增強骨骼強度。而重量
訓練如舉重，又比快走、慢跑、游泳
之類的有氧運動來得有效，因爲有氧
運動無法產生足夠的壓力，對預防骨
質流失效果不明顯，重量訓練可以刺
激骨骼感受外加壓力，產生對抗的反
應，進而減少骨質的流失。
有研究顯示，無論青年還是老
人，在經過約一年左右的重量訓練
後，都可以增加骨骼中的礦物質含
量，甚至於70歲以上的老年人，在經
過長時間的重量訓練後，仍然可以增
加骨骼中的礦物質。其實，重量訓練
的目的並非練肌肉，而是給予骨骼適
當的壓力，以保持或增加骨骼中礦物
質的含量。重量訓練除了可增加骨骼
強度外，還可以增強肌肉力量，使老
人比較不容易跌倒，降低發生骨折意
外的機會。
至於年輕人，雖然不會受到骨
質疏鬆症直接的威脅，但是在年輕時
如果骨中累積更多的礦物質，即使年
老時流失，也會留存下比較多的礦物
質，從而能夠保持住骨骼強度。因此
持續從事適當的重量訓練，增強肌肉
和骨骼，對一生的健康有著不容置疑
的益處。
其他適當的負重運動，如慢跑、
騎腳踏車、散步、爬樓梯、健行等，
也能增進骨質，預防骨質疏鬆症。尤
其從事戶
外

運動，讓人體經由陽光
照射而自動合成維生素
D，將有助於鈣質的吸
收。同時，運動可強化
造骨細胞骨骼的耐受力，
促進骨骼血流量，進而提高
骨密度。而運動除了可增加骨
質、肌力及關節柔軟度外，也能改善
身體的協調能力，減少跌倒等傷害。
如果運動量不足，將會使骨質流
失較快。不過，在選擇運動種類時，
需考慮自身的體能與喜好，方能持之
以恆。此外，也應視個人身體狀況而
調節，以免發生運動傷害，而運動時
也應考慮是否會發生其他病況，像膝
部關節炎的患者就不適合從事慢跑運
動。
良好習慣快樂生活
抽煙、喝酒、咖啡會干擾鈣質
的吸收，因此，日常生活中應避免抽
煙、過量飲酒、及喝含咖啡因的飲
料，以免造成骨質流失。
飲酒可能造成胃腸道黏膜的損
傷，干擾腸胃道對鈣、磷、維生素D的
吸收，這些都是骨代謝所需的物質，
若是骨代謝必需的物質缺少了，或是
出現異常，就會因此抑制成骨細胞的
活性，而不利於骨質疏鬆的防治。
此外，飲酒過量對腎臟會造成一
定的傷害，使腎臟對鈣、磷等物質的
重吸收功能減低，導致鈣、磷從尿中
排出增加，也不利於骨骼代謝，因此
為預防骨質疏鬆，應避免飲酒過量。
肝臟、腎臟是使維他命D發揮作用
的重要器官，香煙中的有毒物質會對
肝臟、腎臟造成損害，戒菸可使肌肉
力量增強，改善人體的心、肺、神經
等器官功能，從而強化體質，利於骨
質疏鬆的預防。
另外，含咖啡因的飲料應該要少
喝，因為咖啡因有促進鈣從尿中排出
的作用，如果尿鈣排出的量增多，
導致體內鈣的負平衡，這樣也會
造成骨質流失。因此要防治骨質
疏鬆，含咖啡因的飲料還是少碰
為妙。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