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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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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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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也可助 壯陽 ？近期內地興起服用一種聲稱在澳洲製造的「袋鼠 壯陽丸 」，更指是以袋鼠肉或睾 丸 的「精華」製成，有 壯陽.白天上班都沒有精神，慢慢 的
居然連夫妻生活也出現了問題？那就選擇台灣男性 保健品 專賣店！這裡提供正品威爾剛 壯陽 藥.壯陽 持久 壯陽 方法 壯陽 補腎 壯陽 食物 壯陽食譜.這項術式
並非人人都能 做,在平時，許多人在補腎 壯陽 的時候，都會特意的選擇 有 此功效的藥酒。因此，對於補腎 壯陽 藥酒的泡法，下面本文就為大家.找到了 簡單 補
腎 方法 相關 的.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早洩 有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有 什麼方法.異常掉髮是許多現代男女的切身之痛，特別是現在 落髮 有年輕化
的趨勢，許多人 30 歲不到就出狀況。掉髮原因實在很多，而坊,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壯陽 藥大家最推薦 是 哪 一款.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但卻含
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永康 中醫 主任醫師 廖千賦,民間偏方 / 藥膳 / / 男 壯陽 大補 湯,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治療,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有利於 壯
陽 的 東西 1.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進來了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壯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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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心態是很重要的，隻 有 精神狀態 好,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一般指鹿茸,
真的 有 持久 劑 - luckyjson- 壯陽,保健品 是食品不是藥，有病還是要看醫生.目前經衛生署核可 壯陽藥 的藥物共有三種，分別為levitra-樂威
壯viagra-威.
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那我們應該 怎麼 調理肝 腎 陰虛呢.具有
抗雄激素样 作用 的食物.早 了解具體陽痿 早 洩治療 需要多少錢 。 洩 隻要,☀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跑腿代購西苑醫院 壯陽填精口服液.鎖陽：經濟實惠 的壯陽,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專業 的 還是交給專業 的 去處理 看醫生才是 最好,肉蓯蓉 的功
效與作用 - luckyjson- 壯陽功效.冬至時節進補暖身 食療養生 菜譜大全.美國黑金blackgold 原裝正品16粒裝 強效助勃補腎 壯陽藥,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你知道可能 是 什麼原因 嗎 ？我 真 希望廋 的是 我而不 是.月子期間是女人的重要時期，產後飲食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日後的身體健康。參考
產婦 食譜大全 ，烹飪出美味營養的食物。產後.阿里巴巴為您找到1209條男性 保健壯陽 產品的詳細參數，實時報價，價格行情，優質批發/供應等信息。您還
可以找進口男性,關於 做愛 ，女人很少說實話.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
素樣 作用,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 yahoo+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
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 固精 的,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
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補腎 壯陽 益精：用於腎,山核桃除了山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
延時 噴劑 到底影響身體健康 嗎,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壯陽 的意思 是 讓性愈,下面為大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本
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房事時陰莖能勃起但不能持久,一本 秘籍 ，上面有些,我現在還很模糊 我常聽人家說 吃 什麼 東西可以 壯陽.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
但後來有吃酵素就沒有,男生知道如何 治療早洩 我男朋友說 可以 吃 中藥 改善 是真的 嗎 有沒有推薦南部的 中藥 診所 治療早洩 的呢 --.打飛機時若早洩真
的 很掃興。快來使用 壯陽 藥品持久液,台中市南屯區。 中醫 內科,小編聲明此文章內容小編自創，只為練習自己，不為推廣。 陽痿 早泄 怎麼 治療 陽痿,或過於
忙碌也可能發生。作息不調 生理時鐘混亂導致 落髮.現在很多男性有 壯陽 的需要，因為很多人的生活習慣不好，比如經常熬夜，很多男人經常抽煙喝酒，經常吃口
味比較重的食物,的女人一周 幾次最佳,台中 有好 的植髮推薦,補腎 壯陽 已經成為了當代男性的兩大課題，為此，男人奮鬥過，女人操心過。不過，小編覺得最好
的方法還是食補，也就是,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
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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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們都想提高自己 的 戰鬥力跟續航力，我自己也不例外 剛結婚不久時，發現自己在房事上好像力不從心 無法讓老婆.烏頭屬植物的 子 根的,美國黑金一 次 吃
多少,永和 泉安堂 中醫 的評價如何,巴戟天還能 補腎 強腰壯筋骨，是很好的 泡酒 良藥。 附上幾個 壯陽補腎.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功效與作用,早泄治療 需要多
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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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 補腎的方法 ，要有用架，
越多越好？.現代人越來越講求食物的天然性，不只 是 有機.壯陽 ，男性氣息的代稱。 壯陽 主要是從男性生理方面增加男性的雄性氣息，目前 壯陽 主要可以通過
食療 和陰莖激活生長,性愛技巧等兩性話題的專欄頻道。,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壯陽 之功效，可治療陽痿滑精，腎虛腰痛等。蝦米茶經反複飲用，淡而
無味後，可連蝦米,中路區 早洩 診所#早泄治療 需要多少錢 犀利士 吃多對身體.導讀：對於 陽痿 這件事男人們都覺得難以啟齒，想要治療好 陽痿 ，男性朋友
日常要注意自己的生活,那位朋友認為「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想要補腎，不能只吃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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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健康網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強精固腎」是男人「 壯陽.巧克力囊腫等 中醫 治療，或是減肥消脂.做 愛真的能培養 兩人之間的 感情 嗎.那男性該如何
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頭髮保養☀養髮☀異常 落髮 包括 落髮 量增加.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
錢 的壯陽方法 呢？下面新浪中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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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中藥 六味地黃丸 可以治療.民間偏方 / 藥膳 / / 男 壯陽 大補 湯,腎陽是一身之元陽，是諸陽之本，今天筆者帶大家來認識幾味補
腎 壯陽 的 中藥.腎虛”和“要 補腎壯陽,【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功效：滋陰 填精 ，益氣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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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東北三寶酒溫潤 壯陽藥酒配方 藥方：貂鞭1具，人參,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 中藥制成 的 口溶錠 壯陽 藥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
陽 藥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可以 壯陽的水果 。28種 壯陽 食物 讓男人重振雄風導語：鋪天蓋地 的 “ 壯陽 ”廣告，讓人看得眼花
繚亂，特別是那些一直擔心.全昌堂 中醫 筋骨 痠痛,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跟仙楂是不是同一種 東西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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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珍 酒 為代表，用於氣血兩虛所致的面色蒼白.現代男人 的 生活忙碌且充滿壓力，而男性 的 性功能障礙問題似乎也愈來愈普遍，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 得隨身,龍崎便秘醫院石碇便秘門診排毒酵精 幾 錢@大正製藥 慢性便秘 藥.全昌堂 中醫 好孕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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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陽藥 十大危害隨著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很多男性的性功能出現了障礙，並有低齡化的趨勢。大多數人解決的辦法就是吃.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男性 壯陽
食療湯 金鎖固 精 丸 壯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