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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骨科疾病
健康與健康管理

台北縣立醫院副院長

楊長彬醫師

健康的定義
•

~~~~人生是一段自我成長的過程,健康是維持自我
知覺的成果!!

~~~~有健康的身體,才能使自己活得更充實快樂!!

~~~~健康也是一種美!!

~~~~健康就是財富!!

~~~~健康是幸福的基石,是圓夢的條件,是生活的態
度也是對家人的責任!!

~~~~健康就是生活的快樂!!

~~~~健康是一輩子的財富!!

健康的重要健康的重要健康的重要健康的重要

•一切好事都是0，唯獨健康是1 
•“1000000000” 人的一生

� “1”代表健康
� 各個“0”代表生命中的事業、金錢、

地位、權力、快樂、家庭、愛情、房
子 …

• “1”常常被忽略、但“1”一旦失
去，所有的浮華喧囂都將歸於沉寂

健康的定義健康的定義健康的定義健康的定義

•“陰陽平衡”

•“天人相應”

•人體是統一的整體，人體與環境應保持
統一，應從整體角度來認識人體健康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的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世界衛生組織（WHO，1947）
健康的概念：“健康乃是一種軀體上、心
理上和社會上的完滿狀態，而不僅是沒有
疾病或虛弱。”

•１９８８年國際心理衛生協會
“健康的定義還必須包括提高道德品質。
因此，健康應是身體、心理、社會適應、
道德品質的良好狀態 ”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的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 軀體健康軀體健康軀體健康軀體健康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心理健康

•社會適應良好社會適應良好社會適應良好社會適應良好

•道德健康道德健康道德健康道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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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的因素

•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照顧體系10% -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醫療服務

• 人類生物學因素27% -先天具遺傳性因素

• 環境因素20% - 暴露在有害的環境下

• 生活型態50% - 個人所採行的與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有關
的行為

•=>生活型態對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影響最為重要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行為的生活方式

a 高士曼(Gochman)
=>規律的從事適量的運動，注意交通安全。

安排休閒活動，保持充足睡眠
擁有積極快樂的人生觀，常參加團體活動

b 潘德(Pender)
c 沃克(Wlaker)

=>  1自我實現
2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責任
3 運動休閒- 平日從事運動與休閒的活動
4 適當營養
5 人際支持
6 壓力處理

WHOWHOWHOWHO《《《《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
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 1992

合理膳食合理膳食合理膳食合理膳食

適量運動適量運動適量運動適量運動

戒煙限酒戒煙限酒戒煙限酒戒煙限酒

心理平衡心理平衡心理平衡心理平衡

WHOWHOWHOWHO《《《《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
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 1992

WHOWHOWHOWHO《《《《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維多利亞宣言》》》》
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健康四大基石 1992

營造健康的人生

•(1)自我實現：生活有目的，朝目標努力

•(2)健康責任：關注自己的健康

•(3)運動：從事運動及休閒的活動

•(4)營養：健康的飲食形態及正確的飲食

•(5)人際支持：發展社會支持系統，並與他
人維持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6)壓力處理：放鬆自己及運用減輕壓力的
方法，接受生命中一些無法改變的事情

營造健康的人生

•獲得“健康”是一個不斷進行和適應的過
程，而不是一個靜止狀態

•健康 <------ >不斷適應變動不止的生
物、心理和社會環境

•健康 ??

台台台台 灣灣灣灣

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 向向向向 前前前前 行行行行

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謹製謹製謹製謹製

日日日日 內內內內 瓦瓦瓦瓦



3

●支撐體重使能站立及行走

● 提供肌腱韌帶附著以利運動

● 保護重要器官

● 造血及調節鈣磷之代謝

●外外外外 層層層層
皮質骨(緻密骨)   80％骨總量

● 內內內內 層層層層
海綿骨(小樑骨)   20％骨總量

● 骨骼細胞骨骼細胞骨骼細胞骨骼細胞
造骨細胞、蝕骨細胞、骨細胞
、造血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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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高峰期骨質高峰期骨質高峰期骨質高峰期

－ ２５歲～３５歲

● 骨質流失期骨質流失期骨質流失期骨質流失期

－ 35歲以後每年流失１％

－ 女性停經後每年流失３～５％

● 基 因 遺 傳

● 營 養 狀 況

● 運 動 量

● 內 分 泌 狀 態

● 單位體積骨質的重量減低單位體積骨質的重量減低單位體積骨質的重量減低單位體積骨質的重量減低

● 老化的新陳代謝現象老化的新陳代謝現象老化的新陳代謝現象老化的新陳代謝現象

－ 骨質密度減低骨質密度減低骨質密度減低骨質密度減低

－－－－ 骨小樑減少骨小樑減少骨小樑減少骨小樑減少，，，，孔隙增孔隙增孔隙增孔隙增
大大大大，，，，骨皮質變薄骨皮質變薄骨皮質變薄骨皮質變薄

－－－－ 骨折機率增加骨折機率增加骨折機率增加骨折機率增加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骨質疏鬆骨質疏鬆骨質疏鬆骨質疏鬆骨質疏鬆骨質疏鬆骨質疏鬆骨質疏鬆

● 82年底已邁入高齡化社會

● 65歲以上婦女約1/4罹患此症

● 骨折發生率高，併發症多，造成家

庭及社會的沉重負擔

● 美國因此症引發髖骨骨折死亡者已

躍居八大死因之一

((每每20882088位美國婦女位美國婦女))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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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臨床症狀
－ 彎腰駝背

－ 身高變矮(老倒縮)

－ 腰酸背痛

－ 脊椎或關節變形

－ 行動不便

● 骨質密度檢查骨質密度檢查骨質密度檢查骨質密度檢查

● 超音波檢查超音波檢查超音波檢查超音波檢查

●●●● ＸＸＸＸ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光檢查

●血液生化檢查血液生化檢查血液生化檢查血液生化檢查

●骨頭組織切片檢查骨頭組織切片檢查骨頭組織切片檢查骨頭組織切片檢查

●年齡老化
● 基因遺傳
● 內分泌疾病
● 停經
● 藥物引起
● 飲食不均衡
● 運動量不足

● 體格瘦小
● 抽菸、酗酒、咖啡
● 腎臟疾病
● 肝臟疾病
● 消化系統異常
● 多發性骨髓瘤
● 胃切除、卵巢切除

●發生率高發生率高發生率高發生率高

－ 輕微損傷即造成骨折

－ 65歲以上，1/3有脊椎壓迫性骨折

● 骨折癒合不佳骨折癒合不佳骨折癒合不佳骨折癒合不佳，，，，癒後不良癒後不良癒後不良癒後不良

－ 股骨骨折後，併發症發生

率高

正常骨正常骨正常骨正常骨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骨骨骨骨

疏鬆骨疏鬆骨疏鬆骨疏鬆骨 疏鬆骨疏鬆骨疏鬆骨疏鬆骨

脊椎骨脊椎骨脊椎骨脊椎骨 股股股股 骨骨骨骨

腕腕腕腕
骨骨骨骨

皮質骨皮質骨皮質骨皮質骨

皮質骨皮質骨皮質骨皮質骨

枝狀骨枝狀骨枝狀骨枝狀骨

枝狀骨枝狀骨枝狀骨枝狀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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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儲蓄骨本年輕時儲蓄骨本年輕時儲蓄骨本年輕時儲蓄骨本
－ 充足均衡的營養

－ 補充鈣質

－ 多作戶外活動及日曬

－ 規律的起居生活

預防重於治療

●中老年減緩骨質流失中老年減緩骨質流失中老年減緩骨質流失中老年減緩骨質流失
－ 藥物••••類固醇

－ 酒、咖啡、茶、抽菸

－ 偏食、營養不良

－ 其他病況••內分泌.肝.腎.消化系統

－ 胃切除、卵巢切除

避開危險因子
● 危險族群早作骨質密度檢查
● 補充鈣質及維生素Ｄ

－ 飲食、藥物
● 荷爾蒙

－ 雌激素、抑鈣激素
● 適度的運動、日曬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 慎防骨折及其併發症慎防骨折及其併發症慎防骨折及其併發症慎防骨折及其併發症
－保持良好的骨質

－避開可能造成的危險環境

－細心的居家照護

－不慎跌倒時

小心搬運．儘速送醫

補充荷爾蒙補充荷爾蒙補充荷爾蒙補充荷爾蒙

適量的運動及日晒適量的運動及日晒適量的運動及日晒適量的運動及日晒

避免有害因子避免有害因子避免有害因子避免有害因子

補充鈣質補充鈣質補充鈣質補充鈣質

日常生活照護日常生活照護日常生活照護日常生活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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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

●病症

疼痛，僵硬，關節活動度受限，壓痛

，關節腫脹，關節捻髮聲

●放射線檢查

關節間隙減小，骨質增生(骨刺) ，骨

頭外觀形狀改變，骨質硬化，囊袋形

成，周圍軟組織鈣化、腫脹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退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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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骨質疏鬆

●肥胖

●受傷

● 關節過度使用

●關節過度鬆弛

●好發部位

●解除疼痛

●恢復並改善功能

●預防關節變形

●防止功能喪失

●按步就班，長期治療

●口服藥物

●手術治療

－截骨術

－清創術

－關節固定術

－關節成形術

●復健及物理治療

－減輕疼痛

－減輕關節負荷

－避免或減輕攣縮

－促進關節功能

●適度的休息

● 增強肌肉力量

●飲食

●注易姿勢、體重控制

●關節鏡？

●適用範圍

－持續性關節痛

－精確瞭解病變細節

－瞭解受傷細節以利治療

－關節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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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大腿肌力運動

－抬腿運動：
平躺→較弱之腿伸直→另一腿彎屈→

較弱之腿慢慢抬高至45。左右→再慢
慢放下→重覆作

●加強大腿肌力運動

－腿肌靜運動：
半坐姿→較弱之腿伸直→另一腿彎屈

→緊縮大腿上部肌肉→停住→放鬆→

重覆作

●加強大腿肌力運動
－滑牆運動：
背對牆站立(背與雙肩靠牆) →雙腳離牆
前約8吋距離→慢慢彎屈膝蓋(背靠牆下
滑) →到坐立之前的一半中途停住→停
住→背靠牆上滑→重覆作

●盛行率 3％

● 性別 女：男＝3：1

●最常發生年齡 25~50歲

●遺傳 得病機會六倍

●自體免疫反應

● 部位
關節活動度較大，有滑膜的關節

●症狀
－關節僵硬(尤其是早上起床時)
－一個以上的關節疼痛或腫脹

－對稱性的關節侵犯

－關節處產生小結節

－同一關節腫脹六星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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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常常常常常常常常

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風濕性

風濕性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

●血液及生化檢查

●血液免疫檢查

●放射線檢查

●關節鏡檢查

●病理切片檢查

●解除疼痛與不適

●維持良好的肌力

●保有最大關節的活動度

●預防關節或肢體變形

●壓制發炎反應



11

●維持適當的營養及健康狀況

●物理治療及復健

●藥物治療

●日常生活照護

－休息 －飲食
－氣候 －運動

●手術治療

－滑膜切除

－矯正關節攣縮變形

－截骨手術

－關節置換術

－關節固定術

韌帶
鎖骨

肱骨頭

肱頭

肩胛骨

●原因

－受傷

－發炎

－關節失用

● 症狀

－活動受限制
－梳頭抓癢不便
－穿衣無法反手扣
扣子

－翻身或觸壓疼痛

●藥物治療

●物理治療

●運動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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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良好姿勢，減輕肌肉緊

張性

●持續患側正常活動

●患側勿提重物

●居家熱療

●運動治療

●自我牽張運動

－背後抬手運動：
站立→將雙手放背後→好手握住患側

手→向上移動

●自我牽張運動

－搓背運動：
站立→將毛巾放背後→好手握上端→

患側手握下端→作擬搓背動作

●自我牽張運動
－肩部前屈運動：
面牆站立→將雙手舉高扶牆→身體向

前壓，使兩肩作前屈之伸張

●自我牽張運動
－爬牆運動：
面牆(或側向牆壁)站立→將手指扶牆→
作向上爬的動作

●鐘擺運動(增加活動度)
患側手下垂→作前後、左右及迴旋之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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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擺運動(增加活動度)
好手扶桌面→患側手握一磅重物→作前

後、左右及迴旋之擺動

●鐘擺運動(增加活動度)
身體俯臥床緣→患側手下垂並握一磅重

物→作前後、左右及迴旋之擺動

顱底 頸椎

胸椎

腰椎

顱底

尾骨

神經根

椎間盤
●下背部肌肉緊繃、麻木、疼痛

●併有坐骨神經痛，由臀部大腿

延至小腿，肌肉鬆繃、麻木、

無力，甚至跛行

●椎間盤突出厲害，大小

便無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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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理學檢查

●放射線攝影檢查

●脊椎攝影檢查

●電腦斷層掃描

●磁共振掃描

●肌電圖檢查

●機械性引起
－內在因素：
腰肌肉強度不夠，慢性姿勢性

扭傷，肌腱炎，脊椎側彎，脊

髓不穩定，肥胖

－外在因素：
子宮病變，骨盤腔內疾病，

尾骨、腸骨關節炎

●外傷性引起
肌肉扭傷，腰椎壓破性骨折，腰椎滑

脫，舉重物等

●椎間盤突出症

●退化性關節炎

●代謝性不正常

如骨質疏鬆症

●炎症

如類風溼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

●腰椎先天性不正常

●腫瘤、癌症、細菌感染

●情緒精神引起

●臥床休息 ●局部注射

●藥物治療 ●手術治療

●物理治療 － 急性椎間盤突出

－骨盆牽引 －脊椎狹窄，神經壓迫

－熱療 －脊椎滑脫

－運動 －持續坐骨神經痛

－電刺激 －下肢肌肉無力

●加強腹肌力量的運動

－腹肌收縮運動：
緊縮下腹及臀部肌肉→數1-5然後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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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腹肌力量的運動
－平背運動：
平躺屈膝→緊縮下腹及臀部→抬高臀

部約1-2 吋→數1-5然後放鬆→回復原

來姿勢

●加強腹肌力量的運動
－單側直膝抬高：
平躺→腿屈膝→另一腿伸直抬高盡量

伸直→再慢慢將腿放下(兩腿交替做)

※坐骨神經痛的病人，不能做此運動

●加強背肌力量的運動
－仰臥起坐：
平躺屈膝→手向上伸直→身體慢慢抬

起→直到腰彎為止→回復原來姿勢

●加強背肌力量的運動
－胸碰膝運動：
平躺屈膝→緊縮下腹及臀部→兩手合

抱膝蓋→向胸部靠近→數1-5然後回復

原來姿勢再作

●穿背架可以限制脊椎的活

動，維持腰椎正常的曲線

●臥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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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 ●站姿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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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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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立醫院臺北縣立醫院臺北縣立醫院臺北縣立醫院

三重院區

板橋院區

恭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