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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鬆來得無聲無息，如何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彰化基督教醫院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郭仁富醫師

人體骨骼的骨量大約在 20 歲至 30 歲會達到最高峰，之後由於骨流

失速度大於生成速度，骨量會逐漸減少，使得原本緻密的骨骼形成許多

孔隙，呈現中空疏鬆的現象，導致骨骼變脆弱，這就是所謂的「骨質疏

鬆症」。世界衛生組織於 1994 年公佈成年人骨質疏鬆症的定義為「一種

因骨量減少或骨密度降低而使骨骼微細結構發生破壞的疾病，惡化的結

果將導致骨骼脆弱，並使骨折的危險性明顯增高」。美國國家衛生院最新

的定義則強調「骨質疏鬆症為一種因骨骼強度減弱致使個人增加骨折危

險性的疾病」。換句話說，骨質疏鬆症的可怕在於增加骨折的風險。

世界衛生組織認定骨質疏鬆症是全球僅次於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重要

疾病。骨質疏鬆症早期大多沒有明顯的症狀，可能只出現身高變矮、駝

背等外觀變化，許多民眾多不以為意，把它當成老化現象，但是只要一

個輕微跌倒，或是突然過猛外力，如彎腰搬運物品，就可能造成骨折，

這就是所謂的「低創傷性骨折」，其中尤以脊椎體及髖部骨折最為嚴重。

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訂定「這就是骨質疏鬆症」為 2019 年世界骨質疏鬆

日宣導主題，強調骨質疏鬆症對骨折的直接影響，會產生疼痛、殘疾、

失去獨立能力及失能等情況，嚴重影響生活品質。

台灣骨質疏鬆症流行病學

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指出，50 歲以上的人群中，多達三分之一的女

性和五分之一的男性會因為骨質疏鬆的問題而易導致骨折。根據內政部

戶政司統計，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臺灣總人口共計 2,358 萬 8,932 人，

其中 50 歲以上族群多達 869 萬 5,802 人，已佔總人口的 36.86%，皆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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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質疏鬆症高風險族群。

根據國民健康署 2015-2018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對 50

歲以上民眾透過雙能量X光吸收儀量測其骨質密度，發現伴隨年紀增加，

骨質疏鬆症者隨之增加，且女性比例高於男性：50-64 歲男女性分別為

4.6%、6.8%；65-74 歲男女分別為 5.7%、18.3%；75 歲以上男女分別為

19.4%、29.3% (圖 1)。換句話說，75 歲以上，每 5個人之中就有 1個人

有骨質疏鬆症。

圖 1. 50 歲以上國人至少有一部位骨質疏鬆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2015-2018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分析結果經加權處理。

50-64 歲樣本數 861 人；65-74 歲樣本數 865 人；75 歲以上樣本數 406 人。

糖尿病是骨質疏鬆症的風險因子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促進統計年報 3，2013-2016 年高血

糖或糖尿病的盛行率為 11.6%，高於 2005-2008 年的 8.5%。65 歲以上族

群，高血糖或糖尿病的盛行率為 29.8%，其中 65 歲以上男性之盛行率為

32.9%，女性則為 27.0%。換句話說，65 歲以上，每 3個人之中就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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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有糖尿病。2013-2016 年之第五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

顯示，不論男女，45-64 歲這個年齡層的糖尿病盛行率都大幅上升。

糖尿病和骨質疏鬆症兩個疾病的相關性在這幾年來一直被探討，兩

個疾病在老年化社會中發生率逐年上升，有許多共通的致病因子，其造

成的併發症和醫療花費也快速上升。無論是第1型或第2型糖尿病患者，

發生骨折的風險都比正常人高。原因可能性是糖尿病持續的高血糖損害

骨骼結構和骨品質，與糖尿病的罹病時間長短和慢性併發症有關 5。肌少

症和衰弱是老年糖尿病患重要的合併症之一。老年糖尿病患者若併有肌

少症或衰弱狀態，日常生活功能和疾病預後通常較差，容易出現嚴重藥

物副作用 (如：低血糖)，增加跌倒、骨折的機率 6。

骨質疏鬆症之篩檢

國民健康署骨質疏鬆防治政策是以健康促進預防為優先，以強化宣

導民眾建立正確防治識能為重點。對於骨質疏鬆症篩檢政策，由於大規

模社區篩檢國際實證仍顯不足，目前正持續蒐集相關資料及國際發展，

並考量篩檢後續對於異常追蹤、確診、治療等配套措施。對於骨鬆高風

險者，可循醫師建議進行骨鬆檢查 7。

如何知道自己是否為骨鬆高風險者，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和中華民

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8提供了 4個小撇步 :

1. 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骨質疏鬆症風險評估表

在 2019 年世界骨質疏鬆日，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推出了「IOF 骨質疏鬆

症風險評估表」(表 1)，包括八個關鍵問題，民眾可上網作答

(http://riskcheck.iofbonehealth.org/)，

檢視自己是否有骨質疏鬆症的臨床風險因子。

http://riskcheck.iofboneheal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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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OF 骨質疏鬆症風險評估表

問題 1 - 您是否年滿 60？

問題 2 - 年過 50 後，您是否曾發生骨折？

問題 3 - 您是否體重過輕？

問題 4 - 年過 40 後，您的身高是否比以前矮 4公分以上？

問題 5 - 您的父親或母親有髖部骨折嗎？

問題 6 - 您是否患有下列疾病？

類風濕關節炎

消化道疾病，如發炎性腸道疾病 (IBD)、乳糜瀉等

攝護腺癌或乳癌

糖尿病

慢性腎臟病

甲狀腺疾病 (甲狀腺機能亢進、副甲狀腺機能亢進)

肺病，如慢性阻塞性肺臟疾病 (COPD)

睪固酮低下，如性腺功能低下症

提早停經、月經停止來潮、卵巢已摘除 (因性腺功能低下症以致雌激素過低)

活動力喪失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IV)

問題 7 - 您是否接受過下列藥物治療？

用於治療各類炎症的糖皮質素，即俗稱的「類固醇」，如強體松

用 於 治 療 乳 癌 的 芳香 環 轉化 酶抑 制 劑

用於治療攝護腺癌的男性荷爾蒙剝奪療法

用於治療糖尿病的胰島素增敏劑，如愛妥糖(pioglitazone)

用於治療潰瘍和胃酸逆流(俗稱火燒心)的氫離子幫浦抑制劑，如奧美拉唑

(omeprazole)

移植手術後所使用的免疫抑制劑 (如調鈣蛋白/鈣 調磷 酸酶抑 制 劑 )

用於治療甲狀腺機能低下的甲狀腺激素治療 (如 L-甲狀腺素)

用於治療睪固酮低下或雌激素過低的類固醇激素，即俗稱的「性激素」（如醋酸甲羥

孕酮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黃體荷爾蒙刺激素，或黃體荷爾蒙刺激素類

似物 (LHRH agonist)）

用於治療憂鬱症、強迫症等的抗憂鬱劑，如百憂解 (fluoxetine)、無鬱寧

(fluvoxamine) 和克憂果 (paroxetine) 等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 (SSRI)

用於治療躁鬱症的抗精神病藥物，如鋰鹽

用於治療癲癇發作的癲癇用藥或抗癲癇藥物，如苯巴比妥、卡巴馬平和苯妥英

問題 8 - 您是否會飲酒過量（即每日超過 3 單位）或有吸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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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牆與頭枕部間距

這是篩檢潛伏性胸椎壓迫性骨折的快速方法一。請受檢者靠牆站立，肩、

臀與腳跟貼緊牆壁、兩眼自然平視，此時測量頭後枕部與牆壁的水平間

距。正常人應當幾乎沒有距離或小於 1公分，如果距離超過 3公分要強

烈懷疑，超過 6公分時(或是一個拳頭距離)幾乎可以肯定為異常。

3.肋骨下緣與骨盆間距

這是篩檢潛伏性腰椎壓迫性骨折的快速方法二。請受檢者站立，兩手自

然平舉，此時測量測面肋骨最下緣與骨盆上緣的垂直間距。正常人應當

有 2-3 指寬或大於 5公分，如果距離小於一指幅寬(2 公分)幾乎可以肯

定脊椎異常。

4.十年骨折風險評估工具(圖 2)

骨折風險評估工具是由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推動，根據

臨床資料及病史，估算每個人未來 10 年的骨質疏鬆症主要骨折風險率以

及髖骨骨折風險率，以提供預防和治療上的參考。民眾可以上網

(https://www.sheffield.ac.uk/FRAX/tool.aspx?country=26)輸入以

下資料: 年齡、性別、體重、身高、低創傷性骨折病史、父母髖骨骨折

病史、抽菸、類固醇使用、類風濕性關節炎、次發性骨質疏鬆症病因、

喝酒、股骨頸的骨密度 (尚未進行骨密度測試者不需填寫)。任何欄位不

確定時應先填寫「否」。經骨折風險評估表估算未來 10 年主要骨鬆性骨

折的風險或髖骨骨折風險，若分別超過 10%或 1.5%，屬中度骨折風險，

建議儘速接受骨密度檢查以確認骨折風險；超過 20%或 3%，屬於高骨折

風險，應考慮積極治療。

圖 2

https://www.sheffield.ac.uk/FRAX/tool.aspx?country=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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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骨本、顧老本」，預防骨質疏鬆從年輕就要開始做起 !

國際骨質疏鬆基金會指出，在年輕時期能多增加 10%的骨密度，就

可以使骨質疏鬆症的發生延緩 13 年。國民健康署提供「存骨本、顧老本」

3妙招，呼籲從年輕時開始儲存骨本，預防骨質疏鬆症。國民健康署亦

製作「預防骨質疏鬆海報」及「更年期保健手冊」，以增進民眾對骨質健

康與骨質疏鬆症的保健識能，提升自我照護能力，相關資訊可至國民健

康署網站(http://www.hpa.gov.tw)、健康九九網站查詢及下載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