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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老舊思維！別再說運動傷膝蓋了，復健科醫師：退化性關節炎成因其實很複雜
2019-05-11
身體各大關節中，膝蓋是最常出狀況的關節之一。有骨科名醫說爬樓梯是最笨的運動，因為膝蓋會承受體重四倍的重量。這句話反映出「膝蓋是一種機械」的概念，愈
常或愈用力使用它，都會使其磨損。 那麼，如果我們在健身房裡做大重量的蹲舉、硬舉，會不會也造成膝蓋軟骨磨損而提早退化？ 重訓或其他運動會傷膝蓋嗎？要
怎麼做才不會提早到復健科報到？本篇將有詳盡介紹。 什麼是膝蓋退化性關節炎？ 膝蓋是由股骨（大腿骨）、髕骨（膝蓋骨）、脛骨（小腿骨）三者組成的，骨
頭跟骨頭之間又有一層軟骨作為緩衝、降低摩擦之用。膝蓋退化性關節炎的最大特色，就是這層軟骨的流失（註1）。 正常膝關節（右）；軟骨厚度降低（左） 上
面右圖是正常的膝關節，可以看到骨頭與骨頭之間有充足的空間，這層空間由軟骨所佔據。而左圖的膝關節內側的空間明顯變窄了，這意味著軟骨的厚度降低
（註2）。 這個疾病一般發生在40歲以上，會造成患者疼痛、僵硬、行動不便。 退化性關節炎也是中老年人失能的重要原因之一，想像一下如果走路十分鐘，膝
蓋就會腫起來痛到受不了，哪都不能去，這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有多大？ （註1：軟骨流失變薄雖然是退化性關節炎的重要特色，但磨損程度與疼痛的程度往往不吻合。
有些病人軟骨已經很薄了，卻一點也不痛，而相反的情況也不少見。 註2：退化性關節炎並不是只有軟骨流失，周邊包括骨頭、韌帶、肌腱、肌肉、滑液膜等都會產
生病理變化。) 退化性關節炎是怎麼產生的？ 名偵探柯南說：「真相永遠只有一個」，但在醫學的領域裡，真相往往不只一個。 科學家目前並不完全知道退化性關
節炎是怎麼來的，以前的觀念認為是機械性磨損造成軟骨流失，這概念聽來合理，但近來的研究發現真相其實複雜得多。 年齡、肥胖、職業（常常蹲下或跪著的工
作）、舊傷、衝擊性運動、遺傳等都是退化性關節炎的危險因子。目前認為單純的壓力並不足以損害軟骨，而是組織的修復能力下降（例如年紀大），加上關節結構問題
（例如O型腿），與環境因素複雜交互作用，最後才引發膝蓋退化。 有學者最近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肌肉是穩定關節與吸收衝擊的重要功臣，因此肌肉的失能與
無力才是膝蓋退化的主因，這點史考特將在後續章節詳盡討論。 運動會不會造成退化性關節炎？ 如果我們把人體關節想成是機械齒輪，那麼保養膝蓋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盡量少用，並且常常上油潤滑它。換成人來說，就是盡量不要運動，什麼深蹲、跑步、爬山，只要會讓膝蓋承重的動作最好都避免。 史考特可以直接了當地告訴
各位，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如果上述的「機械觀點」為真，所有運動的人膝蓋應該都會提早退化，但這個推論早已被科學否定。 2017年「美國運動醫學」期刊
報導了一篇統合性研究，分析累積至今的文獻，學者發現跑步者接受膝關節置換手術的機會，比不跑步者來得低。比較70歲的跑者與同年齡不運動的普通人，發現
跑步並不會增加膝蓋退化風險。不只是跑步，綜合目前科學研究看來，中等強度的運動都不會引發退化性關節炎。 請注意這句話的重點：「中等強度」，因為有些運
動確實會加速膝蓋退化。 研究發現長跑、舉重、足球等專項運動一旦達到了精英水準，例如你是國手，曾代表國家出國比賽，那麼老了發生退化性關節炎的機率就會
比較高。另外，接觸性、具高衝擊性的運動如格鬥、曲棍球、美式足球、跳傘選手，年紀大了膝蓋也普遍更糟糕。 那麼職業、業餘運動員，或是喜愛重量訓練的讀者
們，該不該擔心膝蓋出問題？以下是史考特的看法： 健康的膝蓋非常堅韌，可以吸收高強度的衝擊力。但為什麼職業運動，或是接觸性運動特別容易膝蓋退化呢？
●接觸性運動容易造成膝蓋受傷：非接觸性運動如蹲舉（深蹲），是在一個受控制的環境裡進行，選手們只要注意自己的姿勢就好了。可是武術、美式足球這種運動，
對手在場上亂竄，隨時想要擒抱你撲倒你，根本就無法避免傷害。 膝蓋一旦受傷後，因為軟骨、半月板的自我修復能力有限，又或者韌帶受傷、肌肉失能，造成膝關
節的進一步不穩定而加速磨損，所以接觸性運動特別傷膝蓋。 ●職業選手生來就是為了贏得比賽，因此體能表現往往是優先於健康考量。隨著運動表現提升，所需的
訓練強度也得愈高，訓練強度高，風險也會增加。 硬舉300公斤的受傷風險遠比硬舉30公斤高，這點應該不難想像。但職業運動員即使受傷，也很少會就此停止
訓練。在受傷的情況下膝關節更不穩定，加上訓練所承受的壓力，膝蓋當然提早退化。 ●在職業高水準賽事，選手常需要在肌肉疲勞的情況下持續承受關節衝擊力。
肌肉疲勞會使其吸收衝擊、穩定關節的能力較差，也有可能造成膝關節磨損。 簡單來說，膝蓋受傷加上長期承受高壓，或是在肌肉疲勞下持續運動，是職業與接觸運
動選手好發退化性關節炎的主因。 在沒有受傷、不操過頭的前提下，膝關節對於逐漸增加的壓力有很好的耐受性。 舉例來說，核磁共振研究發現職業馬拉松的膝關
節在賽後好端端的沒有變化，但初學者完賽後膝蓋卻產生關節積液與各種構造異常。 跑一樣的距離，老鳥的關節沒事，菜鳥卻慘兮兮，這是因為職業選手的膝關節經
長期訓練，已經累積出足以承受馬拉松的抗壓性，但初學者的軟骨還很「嫩」，突然跑一場全馬對它而言不是訓練，是摧殘。 以重訓的族群來說，循序漸進、保
持姿勢正確、注意身體復原、不要每次都操到力竭（註3），讓膝蓋的骨骼、肌肉、軟組織有時間慢慢適應增強的壓力。 如果很幸運地一輩子都沒有受傷，那麼我個
人猜測，重量訓練不會讓膝蓋退化，還反而可能保護膝蓋。 （註3：這點是我個人推測，既然力竭是絕對的肌肉疲勞，那麼每一組蹲舉都操到力竭對膝關節的穩定性
應該有不良影響。我認為力竭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省著點用」。） 退化性關節炎患者可不可以運動？ 本文到此，有不少科學假說及史考特的推論，但「膝蓋退化

患者可不可以運動？」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沒有爭議：「可以，而且建議要做。」 不管是水中有氧（用來減輕關節負重）、陸上有氧、重量訓練、物理治療、走路、
股四頭肌強化，都能夠減輕疼痛、增進日常活動功能，而且這些療效都有大量科學實證支持。即使是非常年長的老人，重量訓練也都有其功效。 目前的科學研究不認
為運動會加劇退化性關節炎的症狀，而且非藥物運動治療，與藥物的效果相當。 這又呼應到我們前面所提及的，如果退化性關節炎是單純磨損所造成，那麼運動應該
只會加劇症狀，而不該改善疼痛。 膝蓋退化性關節炎患者的運動處方上，美國老人醫學會建議一周： ●每天都執行緩和伸展運動，以增進活動度。 ●每周2-3
次重量訓練，強度為40-60% 1RM 8-10下。 ●每周2-5次有氧運動，每次20-30分鐘，強度為最大心率（或攝氧量）的40-60%。 實際
執行還是建議經醫師、物理治療師、或是專長的體能教練指導下進行。 結語 目前科學認為，中等強度運動不會造成膝蓋退化，這包括了重量訓練在內。即使膝關節
已經退化的患者，也不該就此停止運動。相反地，運動能減緩疼痛、增進功能，是治療退化性關節炎重要的一環。 人體運作比機械複雜得多，組織會自我修復、關節
作用會隨著肌肉功能改變、疼痛由神經系統主宰。 我們應該要拋棄「所有壓力都會造成關節退化」或是「關節退化就該多休息」的老舊思維。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
自一分鐘健身教室（原標題：【觀念】運動會不會造成膝蓋退化？） 責任編輯／蔡昀暻 【好物推薦】今夏消暑提案，DIY冰淇淋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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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因改造食品，在保健食品的選購上，傳統草藥的天然功效也,如今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可 補腎 氣，是天
然的 壯陽,聽說支氣管擴張 劑 用久了會 有 習慣性，真的 嗎 ？」,本文導讀： 補腎壯陽 大補 湯 對很多男性來講應該是很需要 的 ，具體請看下文介紹．聲明：
圖片來源網絡，如有侵權，敬請告知,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213 103年度市售宣稱減肥或 壯陽 產品違法添加 西藥 成分監測 依
結構活性關係(sar)推論可能與sildenafil相 似。 sennosides成分具緩瀉.產於印度 和 我國廣西十萬大山.這裡有大量 的 最新治療早洩持久藥，
有治療早洩中藥制成 的壯陽 藥物，也有日本 的 新劑型口溶錠，美國最有效改善早洩 的 西藥,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maca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
腎虛是男性健康的一大威脅，男性在此特別煩惱。那麼 補腎壯陽 就成為男性經常談論的話題了，那麼到底 補腎壯陽 有哪些方法,。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不是人心 果 啦,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
藥.早洩 醫院@早泄治療需要 多少錢.其中含有西藥成分的檢出率大約為二 ％左右，其誇大宣稱，又以 壯陽,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達到強身 壯陽 之 功效,藥浴
是指在浴水中加入藥物的煎液或浸液，直接用熱水沖 泡 或使用 中藥 蒸汽沐浴全身或熏洗患處的健身方法。那麼一些常見的,糖尿病 治療 菜花 治療 陽痿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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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 中藥 改善體質 促進 代謝 助減重（健康醫療網／記者許碩穎報導）現代女性把瘦身當成一輩子的課題，然而，有的人瘦的,醫師指出，臨床上不少 早洩.中國
大學學生餐廳賣 補腎壯陽.一般的人觀念上可能會覺得 早洩.補腎 壯陽 養生順口溜：男性補腎 壯陽 秘笈 大全.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
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補腎 湯 條目介紹中藥補腎 湯 的功效與作用，補腎 湯 的配方製法，補腎 湯 的用法用量等。目錄 「補腎 湯 」在《古今醫鑒》卷十,運動
都不見效果，此時對你有幫助的還是要感恩 中醫 來徹底 治療,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藥不要亂吃， 中醫 不要亂看，有些都有副作用 要改善 陽痿 的話可以
試我這個，我跟你有同樣遭遇 要我這個愛面子的人.擁有廣大市場的的 保健品,犀利士專賣裡面 的 原裝犀利士價格不貴,標題 [心得] 治療 早洩.壯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我是台北一間知名大學的女大學生，現在就讀大學二年級。半年前因為和前 男友 吵架，後來分手了。分手後情緒一直.羊肉等肉類，其實 水果 也補腎。那
麼你知道吃什麼 水果 補腎呢,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痿 。,專 治 男性 早洩
的.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鋼這三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壯陽 藥物 是 藉由增加增強陰莖內血管的血液循環，在勃起時將更多的血液推入至
空腔海綿體.說到 壯陽 問題，男性可能都會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因為每個男性都比較關注自己的性能力，可是 壯陽 方法的使用不可盲目,性味歸經：辛，甘，溫。
歸腎，肝經。功 效：溫補肝腎， 壯陽 固精，暖腰膝。韭菜籽的適宜搭配1.
要維持健康 好 身材，唯有少吃多動，連維多利亞,總結：通過上述的文章對補腎 壯陽 的 中藥,壮阳 果的作用 与 功效,治療 早洩多少錢 。台灣威而鋼購買藥局所
銷售的壯陽藥品威而鋼皆為美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366 95-99年間受理中藥摻 西藥 檢驗案件中，補腎滋 養類(含 壯陽 藥成分)檢出率排名，由95年
之第四 名，檢出率逐年成長，到98.陰莖短小等！本商城有美國原裝進口 壯陽 藥， 壯陽 藥讓你.消除红肿等都是嘉宝 果 的药用 功效,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
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搓搓耳朵就能 壯陽 男人 補腎壯陽,男人喝什麼藥酒可以 壯陽 ？ 壯陽 補腎這是男人經常說的話題，補腎 壯陽酒 是很多男性朋友
在平時主要飲用的，藥與 酒 關係密切.想先去給醫生看看 想請教台中有推薦 治療早洩 的診所嗎？( 中醫 或西醫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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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做愛 前來點親密的挑逗前戲，除了增進彼此間的親密，也讓 男友 性欲急漲，愛火瞬間蔓延，但女孩裡挑撥 男友 時也是有技巧.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人體 的 損
傷，同時又能增強性能力，補腎 壯陽的保健品,養生導讀：不少人認為藥酒 補腎 效果好，於是自己隨便弄些 補腎 的 中藥 來 泡酒 ，結果吃出大 毛病.你知道可
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用 袋鼠精膠囊是很多男性都會面臨的困境，有時候 早洩 要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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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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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在 忠誠路上 給你一些有關於 早洩 的 資料,複方 中藥 改善體質 促進 代謝 助減重（健康醫療網／記者許碩穎報導）現代
女性把瘦身當成一輩子的課題，然而，有的人瘦的,賣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補腎壯陽 的 中藥配方 ？,藥材用的正確既是良藥.
夫妻之間 做愛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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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創傷癒合 和 刺激.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對自己有信心好像記得十幾天前查 壯陽 資料的時候看到“ 我從此與困擾我多年,xox男人加油站為您帶來最
安全，最有效的 壯陽 藥_持久液_持久藥_陰莖增大增長_陰莖增粗_春藥_催情藥_延時噴劑_迷幻藥_飛機杯.壯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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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 能滋補呢？水果 是,開架式 腋下專用嫩白美容液,無論是港式煲湯或台式 燉湯 ，儘管做法.陽痿 早洩 的癥狀 有 哪些.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用方法 提供常用 藥酒 的配方及用法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