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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岁以上妇女
的骨骼保健 
五大重要策略



据估计全世界每三秒即会发生一个骨质疏松症引起的骨折。50岁的
女性在余生中发生一处骨折者约占三分之一, 男性则为五分之一。

在45岁以上的女性中, 骨质疏松症所导致的住院时间最长, 超过糖尿
病, 心脏病和乳腺癌等众多其他疾病。

骨质疏松症这种疾病会使骨骼变得较为脆弱, 增高骨折风险。骨质
疏松症病患会在日常生活中轻微跌倒后发生骨折, 这只是从站立高
度跌倒而已。

骨质疏松症在未发生骨折之前并没有征候或症状, 因此它常常被称
为“无声无息的疾病”。骨质疏松症病患最常发生骨折的部位为腕
部, 上臂骨, 骨盆, 髋部和脊椎, 且会引起剧烈疼痛, 严重失能, 甚至
死亡。

什么是骨质疏松症？

一种常见的疾病

正常骨骼 骨质疏松症的骨骼



骨骼健康

在所有的国家中和所有的文明中, 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都扮演着一
个重要的角色。年届50岁的妇女更特别承担着越来越重大的责任,   
她们对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提供照护, 上班挣钱以备退休之用, 且对她
们居住的社区福祉有所贡献。

脆弱性骨折会立即使全世界停经后妇女的生活质量付出惨重的代
价。每个人都会有个家属或朋友是遭受骨松性骨折的病患, 她们可
能是一位55岁发生腕部骨折的老姐妹, 或是一位78岁发生髋部骨折
的老奶奶。这些妇女的生活都会因骨折而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因为骨质疏松症很常见, 尤其是50岁以上的女性, 因此每一位妇女
都要认知了解, 骨骼强健对她们是非常重要的。

与妇女和家属的关系重大



绝大多数的
骨折发生于
65岁以上的
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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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经后妇女
的风险最大

停经后妇女遭受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风险很高, 因为在开始停经时, 
骨流失会增快。骨密度在二十多岁中期达到顶峰, 之后一直到开始停
经之前, 骨密度都维持相当稳定, 欧洲和北美妇女的停经年纪约在50
至53岁之间,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则可提早到42岁。

雌性素对一生中的骨代谢过程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每一天我们的
骨骼进行着合成和吸收的过程。然而, 当妇女停经时, 会缺乏雌性
素, 此时骨吸收量会开始超过骨合成量。除了雌性素缺乏之外, 肠
道对钙的吸收会减少, 尿液中的钙流失量会增加, 且雌性素会流失, 
它是一种可以保护骨骼的荷尔蒙, 这些都会对骨骼的健康造成负面
的影响。接受卵巢切除手术的妇女, 或是接受芳香化酶抑制剂的罹
癌妇女, 这种由于停经所引起的骨流失最为严重。

骨密度峰值

年纪(岁)

达到骨密度峰值 开始停经

骨流失



减低骨质疏松症和骨折
的五项重要策略

您是否会发生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风险, 取
决于多项因素, 其中有些因素可以改变(如
运动, 营养和吸烟), 而其他因素则无法改变
(如家族史, 发生停经的年纪, 和疾病, 如类
风湿性关节炎)。

虽然骨密度峰值主要由遗传所决定, 但在
65岁以后, 遗传对骨流失的角色逐渐减小, 
而其他因素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如运动。

要维护健康的骨骼, 共有下列五项策略， 
可降低您的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风险。



规律运动

避免不良的
生活习性及
保持健康的
体重

确实摄取富含骨骼
保健营养的饮食

告诉您的医师
• 进行检测
• 如有必要, 则接受治疗

找出您无法改
变的风险因子



第一项策略: 规律运动
常言道「要活就要动」, 对50 岁以上的人而言更是
贴切。停经时, 运动对维护骨密度和骨强度更显得特
别重要。

运动的主要目标除了维持骨强度外, 也可增加肌肉
量, 改善肌肉功能, 维持良好平衡和体力。肌肉无力
和平衡变差会造成跌倒和骨折。

运动对骨骼的益处与运动类型和强度都有关系, 举例
而言, 对年老者而言, 阻抗运动(或肌力增强运动)更
显得重要。虽然在成年之后很难再增加骨密度, 但研
究证实, 运动可使骨密度出现中度增高, 约1-2% 
范围。

运动项目应该依个人的需求和能耐来调整, 尤其是遭
受骨质疏松症, 很容易跌倒, 或身体衰弱的病患。



适用于未遭受骨质疏松症之健康停经后妇女的运动
整体而言, 您的目标应定在每周从事三至四次运动, 每次30至40分
钟, 在运动项目中可加上一些负重和阻抗运动。

负重运动：

平衡, 姿势和功能运动也具有重要功用：

肌肉强化运动(阻抗运动)：
 § 跳舞
 § 高冲撞的有氧运动
 § 步行
 § 慢跑／跑步
 § 跳绳
 § 爬楼梯
 § 网球

 § 平衡运动：强化腿部力量的运动, 并且检测您的平衡功
能, 如太极拳可减低跌倒风险。

 § 姿势运动：可改善姿势和减小缩肩动作可降低骨折风
险, 尤其是脊椎骨折。

 § 功能运动：有助日常生活的运动

 § 举重
 § 使用运动弹力带
 § 使用重训机器
 § 举起您本身的体重
 § 站立并用脚趾站高起来



适合骨质疏松症妇女的运动

如果您有骨质疏松症, 您的运动项目应
特别注意姿势, 平衡, 步态, 协调, 以及
髋部和躯干的稳定, 而不只是一般的有
氧健身运动。采取一项个别化的目标导
向运动项目, 必要时须有专人监督, 可有
助恢复功能, 防范发生进一步的跌倒和
伤害, 且可改善生活质量。

如果您有骨质疏松症，应避免下列 
项目：

 § 仰卧起坐和从腰部过度弯腰的运动 
(可造成脊椎压迫性骨折)

 § 扭身动作(如高尔夫回旋动作)
 § 从事突然或暴发性负重的动作, 或高

冲撞的荷重动作(如跳跃)
 § 每日活动中, 如弯腰抬起物体(可造

成脊椎压迫性骨折)



第二项策略: 确实摄取富含

均衡的膳食包括足量的钙, 维生素D, 蛋白质, 和其他有益骨骼健康
的营养素, 这是维持良好骨骼健康的重要成分。下列表格中列出有
益强健骨骼和肌肉的重要营养素。

钙

钙是建造人体骨骼的重要素材。我们骨骼中的钙也可做为一个仓库, 
可维持血液中钙的浓度, 对神经和肌肉功能很重要。当年纪增大时, 
人体吸收钙的能力会降低, 而妇女的钙需求量反而增高。各国对每
日钙建议摄取量有所不同, 但是所有的保健机关都认同停经后妇女
和老年人对钙的需求量会增高。

数个国家的每日钙建议摄取量

国家 年纪范围 钙摄取量 (mg) 机构

澳大利亚 51–70 岁 1, 300 (RDI)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会议

> 70 岁 1, 300 (RDI)

加拿大 ≥ 50 岁 1, 200 Osteoporosis Canada

加拿大骨质疏松症协会

韩国 ≥ 50 岁 700 Korean Nutrition Society 

韩国营养学会

英国 ≥ 50 岁 700 Department of Health

卫生部 

美国 51–70 岁 1, 200 (DRI) Institute of Medicine 

美国国家科学院国立医学研究院≥ 71 岁 1, 200 (DRI)

WHO/FAO 停经后妇女 1, 300 WHO/FAO 200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2

RDI –(Recommended Dietary Intake) 每日营养素建议摄取量  

DRI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 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取量

骨骼保健营养的饮食



在最近数年来, 学者们争议着人们如何才可确保摄取足够量的钙, 
以维持健康的骨骼。引起这项争议的起火点, 乃来自于最近一项
研究报告指出, 钙补充剂可能增高心肌梗塞和肾结石的风险。从
这项争议中所得到的一项讯息是, 饮食中的钙是最好的钙源。虽
然如此, 但是有些人无法从饮食中得到足量的钙, 此时服用钙片, 
或钙加上维生素D补充剂可有助于整体健康, 并且降低骨折风
险。但是钙补充剂应限制为每日补充500–600 mg。

要不要使用钙补充剂？ 

在多种食品中，富含钙质的食物

食品 份量(平均) 含钙量 (mg)

牛奶, 半脱脂 杯,  200 ml 240

优格, 低脂, 一般 瓶,  150 g 243

奶酪, 伊顿干酪 份,  40 g 318

甘蓝类蔬菜 份,  95 g 143

芝麻子 1 匙 80

米布丁, 罐装 普通量一份,  200 g 176

鲱鱼的幼鱼(银鱼), 炸过 份,  80 g 688

通心粉, 一般,  煮熟 份,  230 g 85

无花果, 可食用 4 颗,  220 g 506

豆腐, 大豆, 蒸熟 100 g 510

‘



皮肤经日晒后可合成维生素D, 它对骨骼和肌肉健康的角色很重
要。维生素D 会协助人体吸收钙, 调节副甲状腺素浓度, 确保骨骼
正常进行新陈代谢和矿质化, 并且协助改善肌力和平衡, 因而可减
少跌倒风险。 

世界各地人口中, 维生素D 浓度低是一项令人担心的问题, 即使在
阳光充足的地区亦然。虽然健康的年轻人在每日晒太阳约15分钟
时, 通常即可达到维生素D需求量, 但是阳光并不能当做维生素D的
可靠来源。季节和纬度, 使用防晒产品, 城市空气污染, 包覆全身的
衣服, 肤色, 个人年纪, 以及其他许多因素, 都会影响从曝晒阳光所
真正得到的维生素D 量。

有些食物含有维生素D, 但很有限。含有维生素D的食物包括油脂
鱼, 如鲑鱼, 鳕鱼的鱼肝油, 香菇和蛋。有些国家可买得到添加维生
素D的食物, 如奶油, 牛奶, 麦片等。

虽然并无必要对一般健康妇女施行筛检, 但是如果出现下列状况, 
您的医师可能会检测您的维生素D 浓度：如果您发生轻微创伤而引
起骨折, 肤色深, 肥胖, 服用抗癫痫药物, 罹患吸收不良疾病, 由于文
化或宗教因素而穿着包覆全身的衣服, 或是由于内科疾病, 而使您
未能在无防晒状况下到户外接受阳光曝晒等。

维生素D 



蛋白质
人体进入中年之后, 身体组成即会发生改变, 包括脂肪量增高, 肌肉
量减少。此时摄取蛋白质会有所改善。研究发现蛋白质摄取量最高
组的受试者, 其肌肉量的减少程度比蛋白质摄取量最低组少了40%, 
蛋白质摄取量较低会伴随髋部和脊椎的骨密度降低。一般认为, 要
使蛋白质发挥对骨密度的有利效应, 摄取足量的钙是必需的。

蛋白质存在于肉类, 鱼类, 奶类食物和蛋。素食者的优质蛋白质来
源为豆类, 小扁豆, 豆荚, 大豆制品, 坚果, 藜麦, 和其他全榖类。

膳食的酸碱平衡
新近研究指出, 酸性环境不利骨骼的保护, 当摄取产酸食物时, 若未
被会足量可产碱的水果和蔬菜所中和时, 即会酸化体内环境, 产酸
食物如谷类植物(如麦片)和蛋白质。研究证实, 摄食多量水果和蔬
菜者具有较高的骨密度, 和/或骨流失量较少。为平衡蛋白质的需
求, 减少您的谷类植物量, 而增加水果和蔬菜摄取量, 即可降低您的
饮食中的酸产量。



IOF对维生素D
的建议量为年
纪大于60岁以
上的成人, 应每
日摄取800至
1,000 IU。 



策略3: 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性

许多对健康带来不良影响的坏习惯, 也可能对骨骼不好, 增高骨质
疏松及骨折风险。

吸烟
与从未吸烟的个案相较, 曾吸烟, 或还在吸烟的人, 其骨折的风险 
增高。

过度饮酒
适量饮酒(每天不超过2杯120cc红酒), 不会伤害骨健康。但长期大
量饮酒, 会增加男性与女性骨折风险, 因为酒精会影响造骨细胞及
荷尔蒙。同时, 过量饮酒也会增加跌倒风险, 并与钙, 维生素D, 蛋白
质等营养不良相关。

保持健康体重
太瘦的人 (身体质量指数<20公斤/公尺2) 会增加骨流失及骨折风
险。与身体质量指数25公斤/公尺2的个案相较, 身体质量指数20公
斤/公尺2的人, 骨折风险增加两倍。请确定您的饮食有足够的热量
及营养素, 来维持您骨骼与肌肉的健康。

及保持健康的体重





策略4: 找出您无法改变的
风险因子

为了让您与您的医师辨认出您是否为骨松性骨折的高危险群, 您需要
认识下列「不可改变」的风险因子。

过去脆弱性骨折史
过去曾经遭受过骨折的50岁以上成人, 比不曾骨折过的人, 其未来
骨折发生率增加两倍。事实上, 约半数髋部骨折患者在先前已曾发
生其他部位的骨折。第一次的骨折是一个重要的警告!如果您已经
有过一次脆弱性骨折, 请您一定要与您的医师商量如何预防续次 
骨折。

家族骨松史或或或或
基因会决定您一生最大骨密度, 以及停经后妇女的骨流失速度。
而父母亲骨折史未受骨密度影响, 本身即是一个重要的骨折风险因
子。如果您的父母亲曾遭受髋部骨折或曾被诊断骨松, 您也是属于
高危险群。

‘ ‘ ‘



对骨骼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的药物
有些药物的副作用会直接让骨骼变脆弱, 或因为增加跌倒, 受伤
机会而增加骨折风险。如果您服用以下的药物, 请向您的医师咨
询有关骨骼健康的风险。

 § 类固醇(Glucocorticosteroids)  
(如强体松 Prednisone, 或
可体松 Cortisone)

 § 某些免疫抑制剂 
(如钙调蛋白 Calmodulin/
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 
Calcineurine phosphatase 
inhibitors)

 § 过量使用甲状腺素治疗 
(Thyroid hormone, 
L-Thyroxine)

 § 某些类固醇荷尔蒙 (Steroid 
hormones)  
(醋酸甲羟孕酮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促黄体素释放
激素刺激剂 Leutenising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s)

 § 芳香酶抑制剂 
(Aromatase inhibitors)  
(使用在乳癌病人)

 § 某些精神科药物
(antipsychotics)

 § 某些抗痉挛药物
(anticonvulsants)

 § 某些抗癫痫药物
(antiepileptic drugs)

 § 锂盐(Lithium) 

 § 甲氨蝶呤(Methotrexate)

 § 制酸剂(Antacids) 

 § 氢离子帮浦抑制剂 
(Proton pump inhibitors) 

类固醇治疗是引起骨质疏松的最常见药物致因, 而且大部分的骨
流失会在使用后的最初6个月期间内发生。类固醇的效用与剂量
相关, 所以对病人来说, 吃最低有效剂量, 使用最短时间是很重要
的。各类骨松药物都已被证实对类固醇引起的骨松有效, 而补充
足量的钙质与维生素D也是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吸收不良的疾病
克隆氏症及乳糜泻的患者, 常有低骨密度的问题。这些患者造成骨
质疏松的原因, 包括钙, 维生素D, 蛋白质, 及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不良
以及体重减轻。许多国家上述疾病的临床治疗指引中, 都谈到骨松
预防与处置这一段。

类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骨密度低, 而且骨折风险高。而骨流失的严
重度与疾病的严重度相关。

早期停经
过早停经(40岁以下)及早期停经(40至45岁)都与骨质疏松症相
关。停经的年龄愈早, 日后骨密度值也就愈低。而45岁以前因手术
摘除卵巢的患者, 也同样增加骨松风险。如果您有过早或早期停经, 
您应该在停经后10年内, 至少做一次骨密度检查。



跌倒趋势
您常常跌倒吗？(指过去1年内至少跌倒1次以
上), 您因为虚弱而害怕跌倒吗？低骨密度女性
跌倒, 常常会造成骨折。如果您视力不好, 肌
力不好, 平衡感不佳, 或服用了会影响平衡感
的药物, 需要更加小心。请确认您的家里是 
「跌倒保固」的: 小心那些会让您绊倒的地毯
或物件, 确定您有防滑地板, 不管在家里或户
外, 都要穿坚固, 防滑的鞋子。



策略5: 告诉您的医师
进行检测, 如有必要, 则接受治疗

停经期前后, 是采取行动预防未来骨折的绝佳时机。也就是说要跟
您的医师谈谈骨骼健康及您个人的风险。如果您有任何的风险因子, 
您一定要去看医师并接受一些检查, 可能包括未来骨折风险评估, 及
使用双能量X光吸收仪(DXA)来测量骨密度。DXA是最常用来测量
骨密度的方法。这是一个无痛, 非侵入性, 而且只要花几分钟时间就
可以完成的检查。如果您也是跌倒的高危险群, 您可应该与医师讨
论一下跌倒预防的策略。

医师会依据您评估的结果而有以下的建议, 如钙, 维生素D的补充, 其
他营养补充品, 运动及药物治疗与定期追踪。

不论您的风险为何, 也不管您有没有接受治疗, 良好的营养与充满活
力的生活型态, 是最基本维持合宜健康与骨强健的原则。在停经期
前后, 是再重要不过了。

评估未来骨折风险
在临床评估的过程中, 您的医师可能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骨折风险
计算工具(FRAX®), 这是全世界计算机辅助工具中, 最被广为使用的
其中一个, 可用来计算未来10年骨折风险。

FRAX®计算器可以从 http://www.shef.ac.uk/FRAX/ 
网站取得。



当您看医师时要问的问题
 § 在我停经前后, 生活型态该如何改变, 才能获得

最佳的骨骼健康？

 § 医师对钙质, 维生素D, 及运动的建议为何？

 § 如果我的母亲曾有髋部骨折或有驼背, 那我未来
骨折的风险如何？

 § 我应该测骨密度吗？多久该测一次？



药物治疗的种类
针对高风险病患, 应当使用药物来有效地减低未来骨折风险。目
前可选择的药物种模拟过去多很多。要选用那一种药物与您的风
险总评相关。相关因子包括骨折种类(脊椎或是髋部), 其他疾病或
其他您正在服用的药物。最后, 价格或是成本效益的考虑, 以及保
险给付与否, 都会影响您的医师的开方选择。

最常用来治疗骨松及预防骨折的药物种类有双磷酸盐类
(Bisphosphonates),  狄诺塞麦(Denosumab), 雷洛西芬  
(Raloxifene), 雷奈酸锶(Strontium ranelate), 及特立帕肽
(Teriparatide), 但并不是每种药在每个国家都有上市。

停经荷尔蒙补充疗法(MHT), 不是骨松的第一线治疗。但停经荷
尔蒙补充疗法已被证实对停经后妇女可以增加骨密度及减少骨折
风险。然而停经荷尔蒙补充疗法会增加较年长的停经后妇女心血
管, 脑血管疾病及乳癌的风险。目前停经荷尔蒙补充疗法只限用
于相对年轻的停经后妇女, 在没有禁忌症的情况下, 用来治疗停经
后的症状, 而且只使用一段时间。



治疗副作用
整体而言, 目前已被核可的常用治疗药物, 是安全而有效的。但是
任何药物都有潜在的副作用, 病人应该要有所认识。虽然了解潜
在性副作用是重要的, 病人与医师也要权衡考虑停药风险和严重
副作用的利弊得失。

坚持治疗的重要性
与其他药物相同, 只有正确使用骨松药物才会有效。与其他慢性
病治疗相同的是, 骨松药物治疗一年后, 约半数病患会自行停药。
如果您被开立了骨松药物, 请规律使用, 如此您骨密度增加程度将
会更大, 并可减少骨流失, 降低骨折风险。



一分钟骨质疏松症风险评估
19个简易问题, 让您更了解自己的骨头健康

您的风险因子有些是无法调整的 - 这些也就是您无法改变的风险因子
这些风险因子是您与生俱来, 无法改变。然而, 您必须警觉您有这些无法改变的风险因子, 这

是很重要的, 这样您才会想要采取行动来减少骨流失。

1. 父母曾被诊断有骨松或曾在轻微
跌倒后骨折？

是   否

2. 父母中一人有驼背状况？

         是   否

3. 实际年龄超过40岁？

是   否

4. 成年后是否曾经因为摔倒而造成
骨折？

是   否

5. 是否经常摔倒(去年超过一次), 或
者因为身体较虚弱而担心摔倒？

是   否

6. 您四十岁后的身高是否减少超过 
3公分以上？

是   否

7. 是否体重过轻？(BMI值少于
19kg/m2) 

是   否

8. 是否曾服用类固醇药片(例如可体
松, 强体松)连续超过3个月？(可体
松通常为治疗气喘, 类风湿性关节
炎以及某些发炎的疾病)

是   否

9. 是否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是   否

10. 是否被诊断出有甲状腺或是副甲状
腺过高的状况？

是   否

女性朋友请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11. 您是否在45岁或以前便已停经？

是   否

12. 除了怀孕, 更年期或切除子宫后, 
您是否曾停经超过12个月?

是   否

13. 您是否在五十岁前切除卵巢又没有
服用贺尔蒙补充剂？

是   否

男性朋友请继续回答以下问题：

14. 是否曾经因雄激素过低而出现阳
萎, 失去性欲的症状？

是   否



了解如何解释您的答案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的任何一题回答「是」, 并不代表您已罹患骨质疏松症。答 
「是」只是表示您具有经临床研究实证的风险因子, 而它们可能导致骨质疏松症
及骨折。

请把这个风险评估的结果告知您的医师, 他/她可能会建议您做个「世界卫生组
织骨折风险评估」(FRAX®)测验。该测验工具可以在www.shef.ac.uk/FRAX 
查阅。医师也可能建议您做骨密度检查。除此之外, 在必要时, 医师也可能建议
您接受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

即使您没有风险因子, 或只有很少数的风险因子, 您也应该与医师讨论一下您的
骨骼健康, 并在未来监测您的风险状况。

如果您想要得到更多与骨质疏松症的相关信息, 或多了解如何改善您的骨骼健康, 
请于当地骨质疏松症社团或学会联络, 或到www.iofbonehealth.org 来查。

注: 这个测验的目的是为提高您对骨质疏松症风险因子的觉知, 本测验没有经过
完整的科学验证。

15. 您是否每天饮用超过相当于两小
杯份量的酒？

是   否

16. 有长期吸烟习惯, 或曾经吸烟？

是   否

17. 每天运动量少于30分钟？ 
(包含做家事, 走路, 跑步等）

是   否

18. 您是否避免食用乳制品又没有服用
钙片？

是   否

19. 您每天从事户外活动时间是否少
于10分钟, 又没有服用维他命D补
充剂?

是   否

您的生活型态风险因子- 这些是您可以改变的
这些是可以调整的风险因子, 主要是因为饮食或生活型态选择不当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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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要得到更多与骨质疏松症的相关信息, 请洽询您当地骨质疏松症
病友或医疗学术团体, 您可以在 www.iofbonehealth.org 找到各个国
家骨质疏松症社团或学会的资料。

您也可以在世界骨质疏松日的网站上查得相关资料。 
www.worldosteoporosisday.org.

谁是您心目中的铁娘子？请提名一个您
认为有下列特质的真正铁娘子: 从内心与
外在表现都呈现出刚毅, 决心, 及力量。
每个月我们都将从被提名者中选出一个

铁娘子来完整描述。
www.facebook.com/worldosteoporosisday

娘子
计划

铁

世界骨质疏松日
10月20日

爱护妳的
骨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