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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高齡社會常見的慢性病：

退化性關節炎

症狀
退化性關節炎常發生於 40 歲

以後的中老年人，大多數病患的症

狀是緩慢地進行，較少有急性惡化

的表現，好發於負重與經常使用

的關節，如膝關節、髖關節、頸

椎與腰椎、手指的遠端指關節與

大拇指腕掌關節；常見的症狀可

以引起患部關節的腫脹疼痛與無

力，也可能引起晨間僵硬的現象，

但大多持續數分鐘，活 動以後
就可以改善。受影響的關節外觀

看起來有腫脹的現象而且在活動

的時候常發出「喀啦、喀啦」的聲

響，如果軟骨磨損較嚴重的病人，

關節的活動範圍也會受限，膝關

節退化的病患可能無法蹲下；受影

響的關節按壓時會產生疼痛，嚴重

的病患更可能引起關節積水與變形；

膝退化性關節炎會同時有股四頭肌萎

縮、大腿變細的情況產生，病人常常

抱怨會有蹲下爬不起來、上樓梯和爬

坡的發生困難，想坐下時跌坐在

椅子上，走路時覺得耐力變差，

自然活動力會受限而無法行動自

如。

致病原因

退化性關節炎致病的原因

為關節軟骨與滑膜的老化、磨

損與修護出了問題，除了年齡

以外，跟基因遺傳、代謝疾病、

生物力學因子都有關係。常見

引起退化性關節炎的危險因子

包括：年齡、女性、肥胖、反覆

性且高衝擊強度的運動或負重

工作、過去曾經受傷、糖尿病、

甲狀腺功能低下、生長激素分泌

過多引起肢端肥大症與假性痛風。

如果家族裡兄弟姊妹患有退化性

關節炎，得到退化關節炎的機會

將上升 2~5 倍。
引起關節退化的原因多半無法以

單一病理變化來解釋，通常是多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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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在，熱情不減
林孝義教授      台北榮總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回顧過去一年，本會在志工夥伴

們齊心努力下，圓滿完成了許多

國際參與及交流，如世界狼瘡日慶祝

活動以及香港風濕病基金會在台交流，

致力於國際交流之餘，也在八月份加

入台灣病友論壇 (TAPO)，成為病友
聯盟的一員，協助病友團體爭取醫療

權益。

因為有志工們相挺，才能使協會

的各項活動順利推展，讓更多的社會

資源加入。在協會裡，我看到許多資

深志工，帶著愛、智慧與勇氣，長年

陪著病友們一同微笑前進。他們是被

淚水洗練過，成長為能夠積極面對人

生的勇士。人稱「龔姐」的資深志工

龔麗娟，三十年前發現得紅斑性狼瘡

後，多年來以自身經驗持續幫助其他

病友，目前擔任協會的理事長。儘管

受盡病症折磨，在她身上讀不出感傷；

相反地，她總是扮演安慰病友的角色，

帶著使命感為協會盡心盡力。在協會

這個大家庭裡，還有許許多多像龔理

事長一樣，樂於付出的病友，在病情

穩定後轉而加入志工行列，貢獻所長。

過去，由於對疾病認識不足，加

上醫界對免疫風濕尚未完整的認知，

SLE患者死亡率很高，因此人們產生

巨大的恐懼。到了近二十年來，由於臨

床免疫學的快速發展，SLE的早期診
斷和治療已經不再是難題。大多數患

者只要得到醫生正確診斷和治療，特

別是堅持長期服藥的，病情多能控制

住。

近年來，在新藥的研發挹注（如

生物製劑）以及專業醫療團隊、病友

團體的通力合作下，使得 SLE的治療
邁向新的里程碑。SLE病友們所得到
的醫療品質大大提升，多數病友都能

回歸正常工作，組織幸福的家庭，生

兒育女，生活品質有了明顯的提高。

目前協會在經濟、人力缺乏的窘

境下運作，仍需不斷的尋求各界的支

持，尤其是更多的志工新血。我鼓勵

年輕一輩踴躍參與，透過擔任志工，

會更了解社會，擁有同理心；透過志

工參與，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專業，訓

練自己兼顧志工與原有生活的平衡。

「因為付出，所以傑出；因為關懷，

所以開懷」真是志工精神的最佳寫照。

一路走來，他們即使青春不在，但熱

情不減。我要為他們以往的辛勞表達

感謝，更要誠摯的祝福大家，新年快

樂，萬事如意！

陳一銘  台中榮總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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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間的交互作用造成骨頭、軟

骨、與關節滑膜的動態失衡所致。

診斷

退化性關節炎診斷之確立係由醫

師依據病人的臨床症狀與身體檢查所

作之臨床診斷，分辨病患的症狀是否

由關節本身或是關節旁的其它軟組織

發炎，例如肌腱韌帶或滑囊發炎引起。

退化性關節炎常發生於膝關節、髖關

節、頸椎與腰椎、手指的遠端指關節

與大拇指腕掌關節，其它關節則較為

少見，如果退化的關節位於較少見的

位置，應考慮次發性退化性關節炎的

可能，包括過去受傷引起、先天發展

異常所致、假性痛風、缺血性骨壞死、

類風濕性關節炎、感染性關節炎或是

內分泌疾病，如糖尿病、甲狀腺功能

低下、肢端肥大症所致。退化性關節

炎臨床上能和其它關節炎作鑑別診斷，

抽血檢驗紅血球沈降速率（ESR）與

類風濕因子（RF） 能在正常範圍
內，如果病患有關節積液，則應抽

取並加以化驗，多數的退化性關

節炎關節液呈現低度發炎的狀態

（關節液白血球數量 <2000/mm3）。退
化性關節炎 X光可呈現關節間隙狹窄、 
軟骨下骨硬化以及骨刺形成，也可依

據 X光片來評估退化的嚴重程度，並
且擬定治療的策略。

藥物治療

退化性關節炎的症狀包括腫脹疼

痛、僵硬與無力，針對腫脹疼痛的問

題可以使用口服的乙醯胺酚（acetamin-
ophen，如普拿疼錠），但使用時需注意
大劑量乙醯胺酚（超過每天 4000mg, 
8顆）可能引起肝毒性。如果乙醯胺
酚無法改善退化性關節炎症狀，則建

議使用外用的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膏、

貼布或口服非類固醇消炎止痛劑，尤

其是年齡超過 75歲的高齡病患，美國

風濕病醫學會建議應先考慮外用的非

類固醇消炎劑，一旦治療效果不佳，再

選擇口服劑型。如果過去曾經有上消

化道潰瘍病史的病人，則建議使用第

二型環氧化脢抑制劑（COX-2 selective 
inhibitors，如希樂葆、萬克適等藥物）
或是使用傳統的非類固醇消炎劑，再

加上氫離子幫浦抑制胃藥。最近一年

內如果有胃腸出血的病人，則建議第

二型環氧化脢抑制劑加上氫離子幫浦

抑制胃藥，並且應注意非類固醇消炎

藥可能帶來的負作用：包括胃腸潰瘍

出血、腎功能不全與心血管疾病之風

險。退化性關節炎病患如合併慢性腎

功能不全或近期內有胃腸出血，則不

適合使用非類固醇消炎藥，此時應考

慮嗎啡類的止痛藥物（如 tramadol 或 
Ultracet, 及通安錠），但使用時應注意
部分病人可能出現便秘、噁心嘔吐、頭

暈等症狀，開始使用時需從低劑

量慢慢往上加量，可避免上述

副作用產生。關節內注射類固

醇藥物亦可快速地提供症狀

緩解，針對關節退化積水的病

患尤其有效，但使用時能確認無

感染之虞，且重覆注射的時間不應過

於密集，一般建議超過 3個月的時間
才可考慮再次治療。 　　　
嚴重的退化性關節炎可能造成病

患失能與生活品質不良，如果 X 光檢
查退化嚴重且藥物治療效果不佳，應

即早考慮手術治療，但如病患不願意

或不適合接受人工關節置換術，則可

考慮使用嗎啡類的止痛藥物或是其

它可以減緩疼痛的藥物、改善軟骨退

化的藥物，如口服抗憂鬱藥物（Dulox-
etine, 千憂解）或是骨質疏鬆治療藥物
（Strontium ranelate, 補骨挺疏），但此
類藥物之療效仍需更長時間大規模之

臨床觀察加以証實。

營養補充品 ( 葡萄糖胺與軟骨素 )

葡萄糖胺（glucosamine, 如維骨力
等）與軟骨素過去長久以來被認為可

以改善退化性關節炎的症狀，同時也

可延緩關節間隙變窄的速度，相對的，

醫師常開立的消炎止痛藥物容易引起

胃潰瘍、過敏、腎功能異常、高血壓與

心臟病，因此不少病患較願意

接受葡萄糖胺與軟骨素來控

制退化性關節炎的惡化。然

而過去証實葡萄糖胺有效

的臨床實驗多半是由藥廠贊

助，且收案病人數太少、觀察

時間較短、統計分析也常有瑕疵；近

年來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大型嚴謹且長

期的隨機分派臨床試驗，及後續彙集

數篇臨床試驗的統合統計文章都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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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葡萄糖胺、軟骨素、

或兩者合用，在緩解疼痛及增加

關節的活動力等功效部份都沒有

比安慰劑好，也無法比安慰劑更

有效地減緩關節間隙變窄的退化速度。

因此目前美國風濕病醫學會治療準則

與大多數臨床照護醫師，都不建議主

動開立此類營養補充品，但因為此類

治療無明顯副作用，且臨床使用上的

確有部分病人在接受這一類營養補充

品後關節疼痛獲得改善，因此病患可

以考慮自行購買補充。

玻尿酸注射

玻尿酸是人體關節液中富含的大

分子蛋白，結構呈長鏈狀，具黏稠的

物理特性，能增加關節潤滑，減少軟骨

破壞，吸收震動帶來的物理衝擊。關

節內玻尿酸注射在國內外文獻與臨床

使用均發現，能減緩退化性關節炎病

患關節疼痛的症狀，治療的療程為每

周注射，3~5 次之後，效果可以維持半
年左右。然而治療時應注意高分子量

的玻尿酸反而有可能引起關節刺激進

而發炎積水，因此在病患有急性關節疼

痛的情況，建議先使用口服的非類固

醇消炎止痛劑 1~2 週，如果有關節積
水也先行抽掉，減少關節內發炎，之後

再給予關節內玻尿酸注射；它對於早

期退化性關節炎的治療效果較好，如

果關節軟骨已磨損殆盡，玻尿酸注射

的療效也 將大打折扣。

復健與運動
復健與運動是治療退化性關節炎

非藥物方法最重要的部分，2013 年歐
洲風濕病醫學會建議，治療性的運動

處方應該要評估病患疼痛、疲倦、睡眠

品質、下肢負重關節退化程度、下肢

肌力、與其它合併的慢性疾病，量身訂

作的規律運動。

對於膝與髖關節退化的病患，可

以適當運動維持或增加關節的活動度，

並且強化大腿與股四頭肌力量，例如

坐在床邊或椅子上，將膝關節伸直並

維持數到 10，然後再放下，每天 2次，
每次 15~20回，讓關節得到充分的支
持力量，並保持關節的柔軟性，不宜做

久蹲動作；可嘗試游泳、騎腳踏車、打

太極拳、散步等低衝擊性的腿部強化

運動。對於手部退化性關節炎的病人，

應多休息，減少家庭事務。局部熱治

療，包括熱敷或熱蠟浴，尤其是在運

動前，有助於減輕關節僵硬疼痛問題。 
如果有體重過重的問題，能同時

包含飲食與運動減重計畫，減輕關節

的負載，以免導致情況惡化，選擇合腳

舒適的鞋子、柺杖應拿在關節炎較輕

的一側；選擇透氣的護膝，可以控制

膝關節腫脹，幫助減緩膝關節退化等

症狀，但應注意護膝穿戴時間不宜過

久，以免影響下肢循環；大拇指底部的

腕掌關節退化也可使用輔具固定，達到

減輕疼痛的效果。

飲食

健康的飲食可能協助肥胖的關節

炎病患減重及維持合適的肌肉質量，

應注意減少攝取飽合脂肪酸、限制糖

份與鹽份攝取、鼓勵多吃蔬菜水果，一

天至少要 5 份蔬果才夠，亦可選擇纖
維含量多且易有飽足感但熱量低的食

物，如洋茶果凍或蒟蒻產品等。避免

使用動物性油脂，減少過多前列腺素

而產生發炎的現象，多攝取鮭魚、鮪

魚、鰹魚等深海魚中的Omega-3 脂肪
酸，有助於減少關節發炎的現象。

酪 梨 與 大 豆 非 皂 化 萃 取 物     （Avocado 
soybean unsponi�ables, ASU）在國外研究，
可以減輕退化性關節炎病患的疼痛與

失能，但因多個研究的結論不一致且多

為製造廠商贊助之研 究，因此目前尚無
定論。其它的健康食品， 例 如 維 生 素 E、 
紐 西 蘭 殼 菜 蛤 （PernaCanaliculus）、 有 機 
硫 （methylsufonyl methane, MSM）、 二 甲 基 
亞（dimethyl sulfoxide, DMSO）、 活 性 甲 硫 
胺 酸 (S-Adenosylmethionine,SAM-e) ，都曾
有文獻研究證實可以減輕退化性關節

炎等症狀，但專家認為需要更長期大

規模的研究來印證這些結論。

手術治療
如退化性關節炎病患經上述非藥

物與藥物治療及關節內注射治療，仍

無法緩解其症狀或因關節炎的原因而

導致嚴重失能，此時應該考慮外科手

術治療。治療的方式包括關節鏡、矯 
正切骨術與人工關節置換術，在晚期

關節明顯變形的病人，常常必須以人

工膝關節置換術加上術後的復健訓練，

來重建下肢的行走功能。許多病人常

因懼怕人工關節置換手術而延後手術

時間，如此卻可能引起關節旁肌肉嚴

重萎縮，即便後來接受關節置換，常

需要更久的復健才可能恢復行動力，

因此手術治療的決定應由醫師與病患、

家屬視病人情況共同討論，以把握治

療的黃金時機。

結論

退化性關節炎是跟年齡老化有直

接相關的疾病，就好像長了白頭髮一

樣，只要年紀到了每個人都遇得上的，

只是嚴重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平時注

意保養、復健運動以強化關節附近的

肌肉力量，適度的伸展，來保持良好

的身體功能，使用合適的輔具與醫師

開立的藥物，才是對抗老化的最佳良

方。 （轉載自台灣免疫風濕疾病關懷協會
會刊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