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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頭壞死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一日

骨壞死(osteonecrosis)又被稱作失血管性壞死(avascular
necrosis, AVN)、缺血性壞死(ischemic necrosis)、無菌性壞死
(aseptic necrosis)或骨梗塞(bone infarction)，是一種因為供
應骨頭的血液被中斷而造成骨細胞以及骨髓壞死的疾病，如果不
及時治療的話常在三到五年內造成關節的破壞。
流行病學
在台灣，骨壞死的粗發生率是每十萬人口13.2，男性為20.3，女性為5.9，而
且高達二分之一的接受髖關節置換術患者是因為股骨頭壞死而接受手術，其好發
的年齡在30歲到50歲之間。
危險因子
1.酗酒
2.過量使用類固醇
3.化療
4.創傷
5.減壓病
6.血管壓迫
7.高血壓
8.血管炎
9.動脈栓塞和血栓形成
10.輻射線
11.類風濕性關節炎
12.紅斑性狼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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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中藥敷貼減敏療法是中醫特殊的外治療法之一，其治療乃基
於「夏病冬治，冬病夏治」為原則，依循古法及氣節運轉，結合
法
中醫〈運氣醫學〉與〈敷灸療法〉的預防性治療，於一年中最熱與
貼療
敷
炎
性鼻
最冷三天，配合人身穴道的氣機循環治療惱人的過敏性鼻炎。
過敏
敷貼日期
藥物:選用細辛、白芥子…等辛溫香竄、逐痰利氣的藥物，製成膏
初九:12/30(三)-12/31(四)
餅敷貼於背部腧穴上，藥物經由皮膚吸收，滲透至皮下組織，進入
中九:1/08(五)-1/09(六)
血管，參與血液循環，持續刺激穴位，疏通經絡，調節臟腑功能，
末九:1/17(日)-1/18(一)
從而發揮藥物之藥理作用。
療效:可以鞏固體質，強化機體反應，增強抵抗力，減少過敏及感冒病症的復發。
根據研究顯示，這種療法對於上呼吸道疾病療效達80%以上，除了可減少腸胃道干擾延長藥
效外，尤其適合不喜歡服藥的小兒及服藥過多的老人。

適應症:過敏性鼻炎、鼻竇炎、氣喘、容易感冒及反覆上呼吸道感染。

案例分享

A小姐，病例號96***，41歲，109年1月20日初診，病名:痛經症。當日主訴:
經行腹痛，經行腹瀉，經色可，經量可，經行腰痠痛，血塊，白帶多，子宮肌瘤病
史，右側輸卵管阻塞，高溫期2天，欲孕，Lmp:1/31，脈沉弱。不孕是極微複雜的
疾病，許多想懷孕的女性在經過西醫一系列的檢查後，大約有20%的不孕患者仍無
法找出原因，此時，若無器質性的問題，單純只是功能不足，則可藉由中醫調養改
變身體的環境，提升器官機能。中藥對於身體氣血陰陽，由其是腎陰與腎陽有調理
根本的作用，根基紮穩了，自然大大增加懷孕的機會。從中醫的觀點來看，輸卵管
阻塞是由於正氣衰弱，長期淤血阻滯胞宮造成的，其治療原則以活血化瘀，行氣通
絡為主；而卵子老化是高齡不易懷孕的主要原因，從A小姐脈象判斷，其體質屬氣
虛血瘀，腎陰陽兩虛的類型，因此每次的經後調理可著重在補氣活血，滋補腎陰腎
陽來改善體質，賴院長以黨蔘、熟地、枸杞、山藥、桂枝來提高A小姐的卵巢功能
，並輔以益氣養血、活血的藥物，從根本改善其輸卵管阻塞及痛經的症狀，以此原
則做為A小姐每次經後調理水煎劑用藥的主軸。經前調理則著重在「調氣」，透過
中藥調理可促進排經順暢，減少氣血瘀滯及腹部疼痛的不適，並輔助提高懷孕的可
能。A小姐經前調理的部分，賴院長以當歸芍藥散、吐絲子、巴戟天為主開立7日科
學中藥補益腎陽，由於A小姐的狀況較難受孕，賴院長特別吩咐A小姐每週皆須回診
，依月經週期每月分四個階段調理，即濾泡期滋養腎陰、排卵期疏肝理氣、黃體期
補益腎陽及月經期活血理氣，以此原則再根據A小姐每一階段當下身體狀況開立科
學中藥，並於月經結束後開立5帖水煎劑為A小姐做調理，幫助A小姐生殖內分泌系
統恢復生機，提高生育能力，經過四個月的調理，A小姐終於順利懷孕。
婦科調理一定要根據個別患者其月經週期變化的
不同給予不同階段的用藥，才能提高療效，黃體機能
月經週期
不足能導致助孕素不足，既而無法穩定子宮內膜，亦
卵巢與子宮週期
無法創造一個有利胚胎著床的環境，因此容易引起不
約4-6日
約10日
約14日
子宮內膜分泌期
孕、流產、月經紊亂等疾病，中藥的調理雖可補強功 子宮週期 行經期 子宮內膜增生期
黃體期
濾泡期
能性的不足，但現代人晚婚、晚育，對於想要懷孕的 卵巢週期
黃體功能不足，可能造成
夫妻，規律作息才是調理身體的根本，應盡量避免熬 卵巢機能不佳、賀爾蒙失調，可能
造成濾泡期過長，月經週期過長。 月經過短、過早、過頻繁。
夜，忌食生冷食物及冰涼飲料，以免寒氣凝滯，肝氣
鬱結，影響了臟腑功能及經絡氣血的運行。

賴文志院長

變形

景 新

排卵期

壞死

Forever Young

不孕症

林義傑醫師

其中超過90%的病人和酗酒以及過量使用類固醇有關。
症狀
1.疼痛是股骨頭壞死最常見的症狀：
(1)最常見的疼痛部位是腹股溝，其次是大腿和臀部。
(2)負重和運動會誘發疼痛。
(3)約2/3的病患身上有休息痛的症狀，約1/3的病患有夜間痛
初期:有疼痛症狀，但X光片
的現象。
無異常發現。
2.病變部位：長骨兩端的骨骺、股骨頭前外側，股骨髁。
3.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完全沒有症狀的，通常是因為其他原因去照X光、MRI時偶然
發現的。
4.當骨壞死發生在小孩的股骨頭上時，稱做Legg-Calvé-Perthes disease(LCPD)
臨床診斷
學歷:
1.理學檢查：股骨頭壞死在理學檢查的表現是不具特異性的，雖然患者會有局部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系醫學士
經歷:
壓痛感、關節活動受到限制，特別是髖關節內旋和外展的時候
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但同樣的症狀在腹股溝拉傷、髖關節錯位時也會存在。
前蕙心中醫診所主任醫師
2.影像學檢查：
前德濟中醫診所專任醫師
前皇家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1)初期X光表現無異常，很容易被忽略。
中華健康管理協會講師
(2)早期病徵是在皮質底下出現透光性細線條，稱為新月徵
大台中美容公會講師
(crescent sign)，在青蛙腿姿勢(frog-leg position)時的影
中山醫學大學國醫社講師
新月徵(Crescent sign)
像最能顯現。
(3)病變處通常就會出現塌陷及體積削減，並使骨骼受擠壓而出現增加放射密度的變化。
(4)電腦斷層掃描(CT)：在CT中所見到的骨骼型狀及密度的變化會比一般X光中所見到的更清晰。不論造成
骨壞死的原因為何，在X光與CT中的骨骼變化都大致相似。
(5)放射核種骨骼掃描：放射核種骨骼掃描比X光更敏感，更容易在早期診斷出來。
(6)磁振照影：磁振照影又比放射核種骨骼掃描更敏感。病變處的梗塞界線十分明顯，由低信號強度邊緣所
包圍，稱為環徵(rim sign)，代表再度血管化邊緣及梗塞周圍的新骨形成。
治療方式
動態脊椎矯正術：可以走路不會痛！
1.熱敷腰部。
2.整脊：復位錯位關節，以釋放關節間的壓力，使關節排列至正常角度。
3.針灸：再次放鬆肌肉，並加速血液循環。
X光無
骨質硬化
4.敷藥：消腫止痛和發炎反應。
明顯異狀
或空洞
5.內服藥：修復韌帶，強化、穩定關節。
衛教注意事項
1.保持理想體重、避免負重工作，以減輕髖關節的壓力。
軟骨下骨
2.避免過度彎腰、翹腳、盤腿等動作。
壞死
3.不可坐低矮椅凳，以免骨盆歪斜，導致髖關節角度錯位。
軟骨下骨
骨頭塌陷
4.運動宜適度，可採漸進式運動。

登記證字號:版臺省至字第 參肆參 號

學歷:
湖南中醫藥大學博士
糖尿病、肝病、婦科、男科
臨床研究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經歷:
中醫內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婦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兒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針灸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醫傷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前大成中醫醫院主治醫師
私立東海大學義務駐校醫師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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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穎醫師

表皮層 真皮層 脂肪層

膠原蛋白 纖維細胞 纖維蛋白

肉芽組織 雜亂的肉芽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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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後重建
處理疤痕與沾黏的核心原則是，原本沒長好、亂亂黏的東西破壞後，重新讓它好好、順順地重新長一遍
。中醫在面對沾黏時，會利用針灸（包含小針刀）以及傷科手法來達到破壞後重建的目的。以下以針灸來說
明：首先中醫師會尋找沾黏發生的位置，利用不同粗細的針去挑開沾黏。如果是使用小針刀，可利用針尖上
的小小刀子將黏住的地方切割開來，以破壞沾黏組織，促進該處的組織可以重新生長。在這個階段，除了針
灸療程外，患者也可另外搭配簡單的按摩活動幫助療效：首先尋找疤痕的邊界
，以指尖向疤痕中心按壓，停留10~15秒後放鬆，連續進行10次。
復健重要度不亞於手術
一旦骨折了，手術治療固然重要，但術後的復健對於回復日常活動也舉足輕重。手術治療配合上適當的
復健療程，提升生活品質，才是真正的全面照顧到患者。然而，大部分的復健時程都極為冗長，患者也要有
堅定的信念配合醫囑，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
現代人的生活步調愈來愈快速，生活與工作也更加忙碌，要面對的壓力也愈大，
導致不少人出現失眠的現象，台灣的慢性失眠盛行率約為20％，且隨著年齡越大，失
眠比例也越來越高，你/妳，是否也面臨睡眠障礙的困擾呢？
正常的睡眠週期與循環：
每個人的睡眠需求不同，成年人大多數約在6～8
小時，其中包含「快速動眼期」和「非快速動眼期」
。非快速動眼期約佔所有睡眠時間的75-80%，其中包
括第1、2期的淺睡期及第3、4期的熟睡期。快速動眼
期約佔所有睡眠時間的20-25%。正常睡眠由淺度睡眠
進到深度睡眠，再從深度睡眠回到淺度睡眠，之後進入快速動眼期。熟睡期(佔了我
們整晚睡眠的15％～25％)在前半夜比例較多，此時期全身肌肉非常放鬆，從血液中
得到充足氧氣，各類養分來補充能量，並修復體內各個細胞，此時也是免疫功能最活
躍的時候，這個階段對於消除白天疲勞是一個重要的睡眠階段。後半夜則快速動眼期
時間延長，此時的眼球會來回迅速運動，而肌肉仍然是放鬆的，但大腦的血流量明顯
增加、腦波迅速改變，是大多數夢境發生的時期。
認識睡眠障礙：
所謂睡眠障礙的表現，包含入睡困難(臥床超過30分鐘才能入睡)或整夜不能入眠
、淺眠(深層睡眠時間過短)、易醒(醒來的次數超過2次)、醒後難再入眠、多夢、容
易驚醒、無故太早醒來(比平時正常情況醒來的時間早1個小時以上，或整體睡眠時間
短於5個小時)。造成這些睡眠困擾的成因很多元，心理因素包含：情緒焦慮或悲傷、
壓力或精神疾病；環境因素像是：外部雜音過大、室溫過高、周圍光線太強；其他因
素則有：身體疼痛不適、午後或睡前飲用過量的含咖啡因飲品(茶、咖啡)或酒精性飲
料、或使用會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藥物、生理時鐘週期異常(工作日夜顛倒、出國時
差)，而部分更年期婦女則因自律神經系統功能紊亂出現失眠問題，至於老年人則因
下視丘的機能退化、退黑激素分泌減少而產生睡眠障礙。睡眠障礙容易出現注意力無
法集中、記憶力變差、煩躁、疲累等現象，長期下來則會危害健康，像是增加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肥胖等風險，以及免疫力下降與腦部功能衰退。
中醫的辨證與治療：
睡眠障礙在中醫稱為「不寐」，中醫認為主要因素在臟腑陰陽失調、氣血不合，
像是思慮勞倦過多則內傷心脾導致心脾兩虛、心膽氣虛；情志不遂、壓力大或熬夜則
肝鬱化火、心火熾盛或陰虛火旺；飲食不調、消化不佳則胃氣失和、痰熱內擾。
1.心脾兩虛、心膽氣虛：通常雖能入睡，但多夢易醒或驚醒，醒後不易再睡，可能伴
有心悸、健忘。方用歸脾湯、酸棗仁湯。
2.肝鬱化火、心火熾盛、陰虛火旺：不易入眠、情緒煩躁易怒，可能伴有口苦、口舌
瘡瘍、耳鳴。方用龍膽瀉肝湯、導赤散、黃連阿膠湯。
3.胃氣失和、痰熱內擾：腸胃脹滿不適而入眠困難，可能伴有胸悶、噯氣、排便不暢
。方用半夏瀉心湯、溫膽湯。
衛教：
1.就寢前3～4小時內或是晚上6點過後不要做劇烈運動。
2.睡前6小時，不吃含咖啡因食品。
3.手機每次別用超過1小時，睡前30分鐘內最好就別再用手機。

鄭諺彌醫師

發生意外是大家都不希望遇到的事，但若真的遇到了，是不是能夠有足夠的
醫療協助，讓生活品質盡可能恢復到正常，這是對已經面臨意外傷害的人最期望
的，以下分享骨折手術後，透過針灸復健的案例。
現年54歲男性，三年前嚴重車禍，導
腰椎
致鎖骨、腰椎、骨盆、股骨等多處骨折，
手術後經休養及針灸復健兩年，可正常勞
鎖骨
動與活動，但走路姿勢仍有異於一般人，
彎腰程度受限，患者特別抱怨仍需家人的
股骨
協助才能穿襪子，為了滿足患者能生活自
理的願望，與患者溝通後，自去年底起嘗試針對手術傷疤處，加強針灸傷科手法
處置，經超過半年的調整治療，患者已經能自行穿襪子，雖然動作還不夠靈活，
但已不須倚賴家人，對於生活自理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並且患者自述，同事有
向患者提及，這一年來患者行走已與常人無異，彎腰動作正常，有明顯的進步。
骨折手術後
此一案例顯示出兩點重要訊息：第一，骨折手術後的針灸復健能帶來非常多
好處。不但能減少術後疼痛、促進術後傷口修復、放鬆緊張的肌肉、減少傷口沾
黏，更進一步能維持肌肉力量、關節活動度及關節穩定度。第二，傷疤不僅是影
響外觀，還能限制整體活動。如腰椎手術後的疤痕使彎腰程度受限、膝關節手術
後的傷痕限制膝蓋彎曲的角度。兩年的復健過程，雖然時間冗長且耗人心志，但
對於手術後生活品質的恢復程度影響甚鉅。
針灸療程
首先談談骨折手術後的針灸復健。骨折後，一般平均需要至少3~6個月的復原
期，有毅力、耐心的進行針灸復健就相當重要。復健的療程計畫，會依據骨折受
傷的程度不同而異：若只有單純骨折，沒有伴隨骨頭的位移時，一般只要固定後
，搭配針灸復健即可；但骨折合併骨頭的位置有跑掉時，則通常會先要面對開刀
手術治療，手術後則通常會伴隨許多後遺症，如腫脹、疼痛、關節僵硬且活動範
圍減少、肌力下降、動作控制變弱等。一般在手術的隔天起就可以開始進行針灸 學歷:
復健，持續每週2~3次的針灸復健，並配合在家確實執行醫師建議的自主訓練運動 慈濟大學學士後中醫系醫學士
經歷:
，通常可以收到不錯的成效。
前台中慈濟醫院醫師
術後簡易肌力訓練
德心中醫診所專任醫師
祥鶴中醫診所專任醫師
手術後除了針灸復健療程，配合一些可以自
台灣中西醫整合醫學會會員
己做的簡易肌力訓練，對於身體的恢復相當有幫
中醫男科醫學會會員
助。一般在手術的第一天起即可進行抬腳、腳板
中醫奧義醫學會會員
中華針灸醫學會會員
上鉤下壓、舉手、握拳等簡單的復健運動。術後
臥姿訓練
中醫傷科醫學會會員
一週起可以開始進行腹部與背部的運動，可以躺
著，自己自主的控制腹部及背部肌肉，讓肌肉收縮幾秒再放鬆。通常一天至少做5~10回，每回5~10次，
逐漸增加，每次收縮5秒後再慢慢放鬆。待肌力增加後，可慢慢增加為每次收縮10秒。在一般的情況下，
手術約6週後可以開始慢慢安排進行日常活動，但3個月內盡量不要安排長途旅行，避免長時間固定於同一
姿勢，如長時間閱讀或搭長途交通運輸等，可以考慮配戴護具，以減輕肌肉負擔，且需配合增強肌肉的訓
練以穩定關節。等到手術4~6個月後就可以在醫師的建議下，開始進行非劇烈性運動，如游泳、慢跑等，
慢慢增加份量；大約在術後至少10~12個月，才會建議進行較劇烈的運動，如網球、羽毛球或高爾夫等。
傷疤與沾黏
經過了手術、針灸復健並搭配自主運動後，似乎身體就能回復到最佳狀況了，但其實手術後還會有個
惱人的狀況，最後我們就來談談手術後的傷疤及沾黏，如何影響到全身活動，也就是上述案例生活無法自
理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要有個觀念，傷疤其實是傷口癒合的最終產物，疤痕影響身體的程度是由傷口的
沿傷口邊緣
疤痕
深度及範圍決定。疤痕的組織只是我們能看到的表象，
表皮細胞
血小板
血痂
移動表皮細胞
猶如冰山之一角，真正影響到生活的是疤痕組織底下的
沾粘，沾黏會穿過皮膚、筋膜及肌肉層，深度越深，範
圍越大，影響也越大。在骨盆，沾黏可能造成骨盆的歪
斜；在腹部，可能影響內臟活動；在關節，可能限制關
節活動角度；另外再各個部位也有可能造成神經、血管
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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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的夢靨
睡眠障礙

骨折手術後復能

景新中醫季刊

學歷:
義守大學學士後中醫系醫學士
經歷:
前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醫師
前義大醫院中醫部醫師
進德中醫診所主治醫師
中醫內科醫學會會員
中醫婦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針灸醫學會會員
中醫抗衰老醫學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