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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骨質疏鬆症



何謂骨質疏鬆症？

骨質疏鬆症定義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994公佈成年人骨質疏鬆症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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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惡化的結
果將導致骨骼脆弱，並使骨折危險明顯增高』

骨質疏鬆症後果
容易造成骨折，特別是前臂骨、股骨及脊椎骨。最明顯的症狀，就是
脊椎壓迫性骨折，它會引起背部酸痛，身高變矮，及駝背現象，常見
的「老倒勼」即是指這種現象。

衛生署骨質疏鬆症臨床治療指引、衛生署官方網站衛教宣導-認識骨質疏鬆

正常的骨骼 罹患骨質疏鬆症的骨骼



人體骨骼會不斷的新陳代謝
當分解速度>生成速度時，骨骼開始流失



1. 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Facts and statistics about osteoporosis and its impact. Available at 
http://www.iofbonehealth.org/facts-and-statistics.html. Last accessed May 2009

骨質疏鬆症常發生嗎?

平均每3位50歲以上女性，就有
1位會發生骨質疏鬆引起的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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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e ZA et al. Current Rheumatology Reports 2008;10:92–96.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Scientific Group on the Assessment of Osteoporosis at Primary Health 
Care  Level: Summary Meeting Report. 5–7 May, 2004; Brussels, Belgium.

骨鬆引起的嚴重後果-骨折

骨質疏鬆症引起的骨折常發生的
部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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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骨

髖骨

手腕骨



40%
無法獨立行走

30%
永久殘障

20%
一年內死亡

80%
無法單獨進行至少一項的日常活動

Cooper C. Am J Med 1997;103(2A):12S–17S

骨鬆骨折可嚴重影響生活！
以髖部骨折為例…

髖部骨折一年之後

與晚期乳癌相當！



為什麼會骨質疏鬆?



Lanham-New SA. Proc Nutr Soc. 2008;67: 163-176; Burger H, et al. Am J Epidemiol 1998;147: 871-879; Recker R, et al. J Bone Miner Res 2000;15:1965-1973; Sambrook P, et al. Baillieres Clin Rheumatol 1993;7: 
445-457; Weaver CM, et al. Primer on the Metabolic Bone Diseases and Disorders of Mineral Metabolism. 7th ed. 2008:206-208.

進入更年期停經期*骨量邁向巔峰

骨
量

年齡
10 20 40 50 60 70 80300

骨骼成骨作用> 
骨骼蝕骨作用
骨骼成骨作用> 
骨骼蝕骨作用

骨量巔峰 骨量減少

* Menopause occurs for approximately one year period during this timeframe

婦女在更年期(停經)過後骨量快速減少!

骨骼蝕骨作用> 
骨骼造骨作用
骨骼蝕骨作用> 
骨骼造骨作用



更年期後的女性
保骨素(OPG)作用不足造成骨質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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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L
蛋白質

保骨素

加速骨質流失
導致罹患骨質疏鬆

更年期前的婦女
雌激素(賀爾蒙)
水平維持理想狀況

更年期後的婦女
雌激素(賀爾蒙)
水平降低

RANKL
蛋白質

保骨素

健康骨骼



骨質疏鬆症的診斷



骨質疏鬆症篩檢-理學檢查

1.現在身高以及年輕時身高
– 如果現在身高低於年輕時身高超過3公分以上應當強烈懷疑可能有骨質疏鬆症。
同時每半年定期追蹤身高的變化也可以知道是否有新的骨鬆性腰椎骨折的現象。
然而許多人可能無法清楚記住年輕時的身高而使此項數據無法明確運用。

2.體重資料
– 體重與骨密度成反比關係，體重過輕是骨質疏鬆症的危險因子之一。尤其當身
體質量指數[計算方式＝體重(公斤)/ 身高的平方(公尺)2]小於18.5 kg/m2時更要
提高警覺。亞洲人骨質疏鬆症自我評量表 (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 OSTA)是一套簡易的婦女自我評估方法(如圖一)。從最主要的體重
與年齡變項發現，體重越輕或年紀愈大的人較常發生骨質疏鬆症。把體重與年
齡分級化為簡易明瞭的表格如下，讓民眾可以迅速的自我評估可能的危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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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2011



骨質疏鬆症篩檢-理學檢查 (2)
3.頭枕部與牆間距 (wall-occiput distance, WOD ) 
– 這是篩檢潛伏性胸椎壓迫性骨折的快速方法。請病患靠牆站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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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Ａ) 

4.肋骨下緣與骨盆間距 (rib-pelvis distance, RPD) 
– 這是篩檢潛伏性腰椎壓迫性骨折的快速方法。請病患站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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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Ｂ, 取自
JAMA 2004;292:289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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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A 頭枕部與牆
間距圖

WOD>3cm 

圖二B 肋骨下緣與骨盆
間距圖

RPD<2cm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
之共識及指引 2011



骨質疏鬆症臨床診斷標準

主要依據骨密度測量值為臨床診斷標準
此標準採用T值的方式評估
–僅使用雙能量X光吸光式測定儀之測定數值

(DXA,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通常檢查部位為髖部、股骨頸、腰椎

– 以年輕婦女之平均值及標準差為準

• T值＞-1：正常

• -1＞T值＞-2.5：骨量不足

• -2.5 ＞ T值：骨質疏鬆症

正常

骨量不足
(骨流失)

T-
sc
o
re

- 1.0

- 2.5

骨質疏鬆症
資料來源：衛生署骨質疏鬆症臨床治療指引



定量超音波儀器篩檢(QUS)

快速，成本較低

可做為初步篩檢的工具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2011
QUS device by GE



世界衛生組織的骨折風險評估問卷-FRAX
估算每個人未來10年的骨質疏鬆症相關骨折的風險（包含脊椎骨折、前臂骨折、
髖骨骨折或肩部骨折）以及髖骨骨折率，以提供預防和治療上的參考。防止嚴
重骨質疏鬆所造成之骨折及其併發症

年齡

體重(公斤)

身高(公分)

過去骨折歷史

父母髖骨骨折

是否服用類固醇

類風濕性關節炎

是否發生過續發性骨折

每日喝酒三單位(或以上)

股骨頸密度

骨折風險影響因子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Dec 2011

利用FRAX問卷評估骨折風險



FRAX 問卷填寫方式
網址: http://www.shef.ac.uk/FRAX/tool.jsp?lang=cht

請參考問卷下方有說明來填寫

填寫完按 “計算” ，即可得出骨折風險機率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Dec 2011

經骨折風險評估表估算未來10年的骨質疏鬆症相關骨折的(包
括髖骨、脊柱體、肱骨及橈骨)風險超過20%，或髖骨骨折

風險超過3%，屬於高骨折風險，應考慮積極治療。



哪些人應接受骨密度檢查?

台灣成人骨質疏鬆症防治之共識及指引 2011



保持骨骼健康的基本3步驟

陽光

運動

飲食



非藥物治療 (生活方式的改變)
–適當的運動 (增加骨密度，增強肌力，改善平衡功能，減少跌倒和骨折)

–戒菸和戒酒
–預防跌倒

注意營養的補充 (鈣質和維生素D)

藥物治療

骨質疏鬆症的照護



維生素D 與鈣質是必要的營養素

每日鈣質與維生素建議攝取量

鈣質 維生素D

1300mg 800-1000IU

自食物/營養品攝取
在早上10點前、下午2點後，每天曬15分鐘
的陽光來獲得維生素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