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感到手腕的痛楚，﹁好奇

怪，當我上的士後，全身抖震，

婦，意外發生後沒有置之不理，
自行找跌打醫師檢查手筋，醫師

星期一覆診前仍穿上保
護托固定手腕的陳女

擇，一是去東區醫院，一是信

初時以為晚上寒冷所以抖震，但

這次家居小意外尋常不過，
他，由他幫我醫治。我當時已在

當晚陳女士到了養和門診

一看即知情況不妙，叫她去照Ｘ

陳女士做夢也沒想過竟然會因此
他的醫館，當然信他啦！﹂陳女

後，醫護人員即時急召骨科醫生

士，經醫生檢查後，確定復元理

被送入手術室，由醫生剖開手
士說。於是，醫師為她拉直手

鄧偉文到來檢查，發現她手腕已

明明是盛夏，怎會冷呢，後來才

腕，將粉碎的骨頭一小片一小片

腕，並敷上藥料，並吩咐她自行

出現腫脹。

光檢查清楚，結果發現她跌碎手

的重新整合，並加上螺絲鋼片才

到藥房購買止痛藥。而在知悉斷

﹁醫生話我的手腕骨全碎

想，稍後可開始物理治療，鍛煉

能回復原形。而跌倒的當天，她

骨同時，陳女士已經通知了女

了，要盡快做手術修補，但因為

發覺是痛到震︙︙﹂

還以為是小事，企圖將彎曲得像

兒，女兒趕到之時她已敷了藥並

家務，望見天花燈有灰塵，便站

大約中午時份，我像平日一樣做

住的女兒突然趕到，說要帶她去

痛藥，打算上牀睡覺之時，不同

當晚就在陳女士吞了兩粒止

一夜，她躺在病

才知道大件事，那

陳女士說。那一刻她

脹，故不能立即施手術。﹂

骨折後遺症可致命

匙羹的手腕拉直︙︙

錯過了最佳診治時間，已出現腫

上椅子抹塵，冷不防一失平衡跌

陳女士跌下時右手撐
在地上，就這樣撞斷
手腕骨︵箭嘴︶。

房中休息，腫

養和檢查清楚，而此刻，陳女士

了！﹂陳女士向記者憶述。她看

二十在骨折後一年內辭世。主要

上股骨骨折病人，有百分之十至

死亡。﹁有研究顯示，七十歲以

引起的各種問題，甚至可以引致

小，除了影響活動能力外，事後

年長女士的骨折可大可

科醫生鄧偉文說，

養和醫院骨

盡快消腫。

冰塊，希望能

脹的手腕敷了

下來︙︙之後就發現手腕彎

﹁我記得當天是七月二日，

包紮好，於是送她回家。

腕骨，﹁跌打醫師說有兩個選

經手術修補，用螺絲
鋼片固定斷骨，待它
慢慢癒合。

手腕重新用力。

由於骨質不斷流失，骨骼結構愈見鬆散，圖中左邊
的骨質模型屬正常，右邊已出現疏鬆情況。

見右手腕撐在地上，而且像匙羹
向上彎曲，以為是拉傷手筋所
致，於是很自然地自己動手將彎
了的手腕拉直。

痛到打冷震
她之所以冷靜面對，因為不
感到特別痛楚，﹁跌倒後沒甚麼
感覺啊，是有少少痛，但總之沒
有甚麼不適。﹂
幸好陳女士還是個小心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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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醫療檔案

撰文：陳旭英︱攝影：張文智︱設計：雷振邦

養和醫療檔案

「人老骨頭脆」，這絕不是笑話。醫學文獻指出，人體
的骨質，過了二十歲巔峰期後便慢慢流失。而女士進入更年
期後由於荷爾蒙急降，骨質流失速度加快，原本密實堅固的
骨骼因骨質流失而變成中空，稍微碰撞都會撞散，像六十一
歲的陳女士，在一次家居小意外中，手腕骨就被撞個粉碎。
有機會出現像陳女士般骨折問題的婦女為數不少，而
惡果早於年輕時代種下──

骨科醫生鄧
偉文說，香
港女士骨質
情況普遍，
疏鬆
五十歲以上
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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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才發現骨質大流失。
幸好陳女士在病情惡化前去
醫院，在冰敷一夜後，手腕腫脹
消退，鄧醫生馬上為她進行手
術。由於陳女士手腕骨碎裂嚴
重，採用微創手術並不合適，故
鄧醫生需在她手腕開一個兩吋長
切口，將碎骨逐一復位，並以鋼
片及螺絲固定，手術歷時一個半
小時。事後並要陳女士穿上手腕
保護托，讓斷骨慢慢癒合。

年輕時儲骨本
留院三日後陳女士可以回
家休養，在等候康復期間，
雖然手腕不能動彈，但醫生
鼓勵她多多活動。
﹁醫生話，郁下手指、
膊頭、手肘等，幾多幅度都
可 以 ， 要 盡 量 活 動 ， 否 則 醫好
手腕，其他部位的骨頭卻硬
了！﹂陳女士說。
鄧偉文醫生提醒婦女，更年

期後應定期驗骨質密度。﹁一般

放雙腳在儀器上檢查的超聲波

機，準確度不高，只可以作為初

步篩檢。最準確的，是進行雙能

量Ｘ光骨質密度檢查，儀器會檢

查腰骨及左邊髖骨兩位置。如數

值偏低，建議服食鈣片及維他命

Ｄ。如Ｔ分太低或已出現骨折，

就需要用二磷酸藥物，該藥物能

有效減少脊椎骨折。﹂

另外過度瘦削女士由於缺乏

脂肪保護，一碰撞或跌倒便較容

易出現骨折；另一方面脂肪能為

身體儲存荷爾蒙，沒有脂肪就無

法儲荷爾蒙，沒有荷爾蒙，骨質

更易流失。

骨質疏鬆不一定出現在更年

期女士身上，一些患有類風濕關

節炎，或因其他病症需要長期卧

牀人士、腎病患者，都容易有骨
質疏鬆。

然而要防止骨質疏鬆，要

從年輕時代做起，改變生活習

慣，﹁女士二十歲前應盡量吸

鈣，並保持維他命Ｄ吸收量，

適當地曬太陽，多做負重運

動，以增加鈣質進入骨骼，為自

己儲下多點骨本。更年期後，除

補充鈣質，亦應避免過輕或過

重。﹂鄧偉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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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X光圖下的
A 股骨折
折

足以維持健康骨骼 以預防骨質疏鬆 香港
足以維持健康骨骼，以預防骨質疏鬆。香港
單靠鈣質並不足以維持健康骨骼，以預防骨質疏鬆。香港
天天飲牛奶，「見光（陽光）死」的態度更是
女士不像歐美女士天天飲牛奶，「見光（陽光）死」的態度更是
令女士骨質密度不足的元兇。
鄧偉文醫生說，其實身體吸收鈣質，必須有維他命D協助，它就像
鑰匙一樣，將原本上鎖的鈣質大門打開，讓鈣質離開腸道，進入血液，
並有助腎臟再次吸收鈣質，減少鈣質排出體外。
維他命D可從食物中攝取，亦可通過曬太陽讓身體自行製造。由於從飲
食中攝取的維他命D含量偏低，故必須適當曬太陽讓身體有足夠維他命，以
幫助鈣質吸收。
亞洲婦女一般逃避陽光，中東婦女更是整天蒙面示人，故因維他命D不足
引致的骨質疏鬆情況，是全球最普遍。

鈣質鑰匙
維他命D

量度腳部的超聲波骨質密度
儀，只可作為初步篩檢。

B 脊椎骨折

C橈
橈骨折
骨折

曬太陽可幫助身體製造維他命D，以助吸收鈣
質，香港女士普遍骨質密度差，相信與
怕曬太陽有關。

養和醫療檔案

原因是斷骨後雖然經手術修補及

病徵，故很多時是患者出現骨折

骨質出現疏鬆，並沒有任何

四十七。男士亦有骨質疏鬆，

後才發現。而最常見骨折位置，

以上女士更普遍，達百分之

五十歲以上有百分之七，情況比

是腰骨及左邊髖骨。如當時陳女

髖骨或股骨。

士是臀部着地，她可能斷腰骨、

女士輕微得多。
為何女士的骨質疏鬆情況嚴
重？鄧偉文醫生說，正常人在
二十歲時骨質密度是最頂峰，之

率流失，情況維持十年左右，

流失加劇，以每年百分之二的速

期後由於荷爾蒙大幅滑落，骨質

較細，所以年長後流失骨質後的

人士，東方人種體形較小，骨架

遍，主要原因有二。﹁相對歐美

骨質疏鬆在亞洲女士非常普

東方女士缺骨質

十年後荷爾蒙穩定下來，骨質

影響便較明顯，情況就像你原本

後就會慢慢下降，而女士在更年

流失情況才放緩。男士由於沒

銀行存款少，日後就好容易用
完。﹂

有更年期荷爾蒙突降情況，故骨
質流失情況不嚴重。

其二是生活習慣，﹁香港女

士見到陽光都躲起來，要知道曬

太陽可幫助身體製造維他命Ｄ，

有足夠維他命Ｄ身體才能有效吸

收鈣質；食物方面又少飲牛奶，

少吃芝士，所以香港女士缺乏維

他命Ｄ及鈣質相對較普遍。﹂鄧
醫生說。

陳女士是其中一名典型香港

女士，本身在年輕時沒有儲存足

夠骨本，在約五十歲進入更年期

後，骨質在不知不覺中大幅流

失，由於不痛不癢，她根本不知

道骨質已如蜜蜂巢般出現一個又

一個空洞，結果在一次輕微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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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理，但未必能回復活動能
力，需要長期卧牀或坐輪椅，在
情緒低落、四肢又不能動下，容
易有尿道炎、肉瘡、肺炎等，這
些都可以是致命原因。﹂
女性長者容易骨折，除了因
為靈活度較差外，最主要原因是
女士在更年期後，骨質會快速流
失，故縱使是輕微碰撞，都可以
引致嚴重骨折，像陳女士，一次
意外便令手腕骨粉碎。

停經後骨質急降

骨質
骨質大量流失的骨密度圖，骨
骼支撐
骼支撐脆弱。
標準
雙能量X光掃描是最標準
器，透
的檢查骨質密度儀器，透
骨這兩個
過檢查腰骨及左髖骨這兩個
，可得出
最常出現骨折的位置，可得出
骨質密度數值。

﹁陳女士在事後接受雙能量
Ｘ光︵Ｄ Ｅ Ｘ Ａ︶檢查骨質密
度，發現有骨質疏鬆情況，
低至負三點五。﹂鄧偉文
T-score
醫生說。
是世界衞生組織定下
T-score
的標準，正常情況下數值是零，
當骨質密度開始下降，Ｔ分數值
便下降，負一至負二點五屬於骨
質密度不足，負二點五以下就屬
骨質疏鬆，負三點五屬非常嚴
重。
像陳女士有骨質疏鬆的香港
女士為數不少。研究發現，五十

-2.5以下
-2.5以下+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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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的香港女性有百分之
三十七有骨質疏鬆情況，七十歲

-1至-2.5

解讀
正常，暫時未患上骨質疏鬆，但建議每3至5
正常，暫時未患上骨質疏鬆，但建議每3至
至5
年作骨質密度檢查。
偏低，骨質缺失，進一步患上骨質疏鬆機
機
會很高。
極低，已患上骨質疏鬆。
嚴重骨質疏鬆。
T分值
-1或以上
1或以上

正常的骨質密度。
正常

DEXA雙能量X光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