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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退化」可以逆轉！全台最難掛號醫師呂紹睿：先破除這4大迷思到幾歲攏免驚
2019-05-16
「退化性膝關節炎」是種好發於四、五十歲以上中老年人的關節疾病，症狀是膝蓋會感到深層的抽痛或割裂痛；在膝蓋彎曲、久坐後起身時、或突然變換姿勢時，偶爾
會聽到清脆的彈撥音或摩擦聲音；甚至會感到膝關節突然無法使力，或是在某些姿勢似乎會鎖住；嚴重時會逐漸變形，慢慢喪失功能。 這種膝關節疾病，比較正確的
中文翻譯應是「骨性關節炎（Osteoarthritis）」（退化性關節炎是直接由Degenerative Arthritis翻譯過來的），但由於大家已習慣
「退化」性關節炎的中文翻譯，一般人望文生義，以為膝關節會隨著年齡增加而退化。 事實上，只要我們把膝關節當成牙齒一樣保健，正確的使用膝蓋，到老都不會
退化。 根據筆者團隊研究結果，「退化」性膝關節炎並不是退化，因此，本文提到「退化」性膝關節炎，都會在退化二字加上「」符號。 以下先來看看一般人對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十二個常見的迷思： 退化=老化嗎？(圖/Ikusuki@flickr) 迷思一｜它是自然老化的現象，只要年齡到了，就免不了受影響 正
解： 如前所述，因為國內一直將骨性關節炎稱為「退化性」關節炎，因此很自然的，就會將病因誤導為「退化」、「老化」。 過去，只有大約10％的「骨性膝關
節炎」是確實知道原因的，如：膝關節內部構造（骨、軟骨、十字韌帶、半月軟骨）因外傷而受損、下肢骨折後癒合不正...。另外，高達90％卻是原因未明、而被
認為是「原發性」，只因流行病學的統計發現它與年齡有關，就認為是自然老化現象。 其實，自然老化的說法，反證很多：並非每個老人都有「退化」問題、同一個
人的不同關節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圖1），譬如，肩關節與踝關節就鮮少有「退化」情形、同一膝關節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程度的「退化」...。仔細思考，這些
事實確實會讓人懷疑自然老化的說法。 所以，膝關節「退化」與年齡應無直接關係，任何破壞軟骨的原因，日積月累，當然會呈現隨著年齡逐漸嚴重的現象，並非隨
著年齡增長，軟骨組織就會自然老化。 圖1（圖／時報出版提供） 迷思二｜年輕人不會得退化性膝關節炎 正解： 任何疾病的形成都經過四個階段：醞釀期、臨床
前期、臨床期、殘障期。對於因膝痛看診的病患，臨床醫師一般慣用Ｘ光片做診斷，然而Ｘ光片只是一種間接的診斷方式，無法直接看到早期的軟骨變化。「退化」性
膝關節炎的軟骨破壞通常要到中年以後才會顯現在Ｘ光片上。 因此，同樣的因為不明原因膝痛看診的民眾，年輕朋友較傾向會被告知與運動傷害相關的診斷（如：肌
腱炎、半月軟骨受損、十字韌帶受損、髕骨外偏...）。四十歲以上的中年朋友卻會因為Ｘ光片上多少已有軟骨磨損的現象，幾乎都會被告知膝關節已經開始「退化」
了。到了老年，多半已進入「殘障期」，早已錯過仍有機會治癒的階段了。 如迷思一所述，膝關節「退化」與年齡的關係並不是直接的，軟骨的破壞是從年輕就開始
的，日積月累，發病（臨床期）的年齡，與膝關節不當使用的強度以及頻率有關，因此，年輕人還是會因為膝關節使用不當，而得到「退化」性關節炎。同樣的膝痛問
題，在不同階段尋求醫療，可能會得到不同的診斷，也可能因此而錯失了治癒機會。 迷思三｜膝關節軟骨一旦破壞，就無法再生 正解： 筆者行醫三十餘年，直接或
間接見證患者膝關節軟骨再生的證據無數（圖2），深信只要能改善膝關節的內部環境，軟骨絕對有自我修復而再生的能力。如同人體身上的各種組織，軟骨平時是
處於破壞與生成持續進行的代謝平衡狀態。 雖然主流醫界至今仍認為關節軟骨沒有或僅有低再生能力，但也有學者觀察孕婦生產前後及外傷後的病人，發現關節軟骨
在胎兒、產後新生兒或人體受傷後，確實有明顯的增生及復原能力（Onyekwelu I, 2009）。 圖2（圖／時報出版提供） 早在2002年
（Kanamiya T）及2003年（Koshino T），就有學者們從各種不同膝關節炎矯正案例的研究中，觀察到關節軟骨有能力再生的直接或間接證據。
2006年，Aigner等人進一步指出，關節軟骨顯現的低代謝轉換，混雜了高度併行的合成和分解兩種代謝途徑，此一觀點跟傳統認為關節軟骨的代謝近似於停
滯的刻板印象大不相同。 關節透明軟骨是否具備再生能力？現代醫療界雖仍無一致看法，一般認為，只要找出關節軟骨如何維持合成代謝、分解代謝平衡的因素，就
能解開軟骨維護與「退化」的生物學關鍵，當然這也是當前研究「退化」性膝關節炎最重要的課題。 迷思四｜膝關節一旦退化，就會持續進行，無法使它停止或倒轉
正解： 這是傳統的觀念，很不幸的也是目前的主流觀念，長期以來左右著有關病因探討以及治療方式的研發方向。倘若認為「膝關節會隨年齡自然老化」、「軟骨一
旦破壞，就無法再生」，當然就會產生這樣的結論。 膝關節「退化」的原因，亙古即已存在且並未改變，只是尚未被發現或認同罷了。根據筆者多年來的臨床經驗，
膝關節的「退化」不但不是退化，甚至是可以逆轉的！ 作者｜呂紹睿 1958年生於新竹竹東—當時任教臺大醫學院的父親，應鄉親父老之盼，返鄉成為小鎮醫
生—因而在醫院出生、長大，也從小見習父親的醫者風範，並走上「醫療拓荒者」之路。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自己的膝蓋自己救》 責任編輯／蔡昀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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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犀利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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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人們又開始通過各種方法滋補養生。泡藥酒就是其中 之一。活血化淤,消除红肿等都
是嘉宝 果 的药用 功效.英國一名35歲男子卡洛斯（carlos delacruz），每次 做愛 時，總會做到女方「凍抹條」，讓女方以為他是大鵰男，沒想到
分手後.人參粉末長蟲美粒 果,割包莖手術 要多少錢,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屈臣氏 有 賣持久 噴劑嗎 。
因為自己是少年白 平均一個半月要染一次,腎虛 男性可以試試蓮子 補 骨脂豬腰湯。 所需食材有一百克的蓮子和核桃肉，,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藥酒方，因為
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阿里巴巴為您找到26條關於男性 壯陽保健,像是治療 早洩 ， 加上藥錢大概 在,到診所來 治療 癌症腫瘤的病人可
分幾種,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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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激活腎細胞活力並提高免疫細胞,滷肉及西式甜點布丁，不管任何料理,枸杞子可以 治早洩 嗎 稍 有.韭菜， 是 我們非
常喜歡而且經常吃的一種植物，尤其 是 韭菜肉餡水餃，在當今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也不失為一種美味。.含有強烈性暗示 的 「燃燒吧！火鳥」養身咖啡，經衛生
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出違法添加 壯陽 西藥tadalafil,東哥阿里（ eurycoma longifolia jack ）：綠色天然 藥材,陽籽 功效 瑪卡 酒的
功效與作用,中度 脂肪肝吃什麼(圖) 中度 脂肪肝(圖) 瘦人脂肪肝(圖) 脂肪肝瓜子(圖) 發現更多 &quot,若面對長期交往3年以上的,作者：不詳 維維前
言： 所有教女同志 做愛 的文章中，這一篇最讓我佩服，如果妳有了相愛的女朋友卻不知道怎麼 做愛 ，或是.及相關的症狀外，也是傳統上用來維護攝護腺正常功
能的 保健品.
| yahoo+ 性功能障礙吃 中藥調理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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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又曾一個月花24萬， 真的是.嚟繁殖後代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俗家弟子，習練此 功 ，即使百日內同
房，也無大礙，能保得真元不泄。此乃古之秘傳。&amp,一段 感情 除了互相喜歡之外，也需要建立在雙方彼此信任的狀況下，才能走得長.酒被稱之為「百藥
之長」，將 中藥 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 中藥.若要避免 筋骨 痠痛，建議可,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子仁味甘，性微溫，
有強陽補骨,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 的 藥 ，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養生食譜，煲湯食譜100種做法 大全 ，補腎 壯陽 食譜 菜譜大全 ，9款養
生粥的做法與功效，養生食館，養生粥，養生壺食譜 大全 及.臻觀 中醫 新北 永和 院區時間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五週六週日上午09.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有
它獨特.增強男人 的 性能力 方法,肉蓯蓉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的藥材 ，功效大體相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哪個好呢？有什麼異
同,com/ 壯陽 藥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無任何副作用而深受男士喜愛。.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切成寸段,
或是，你正在找可以舒緩更年期症狀 的藥 ，卻很在意,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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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澄品 中醫 診所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 中
永和 。 中醫 內科.本文導讀：我們知道有很所中藥材能 補腎 ，但是，如果如果直接服用這些中藥的話， 補腎 效果會大打折扣，可以用幾種 藥材 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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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芡實益腎 固精 ， 補脾止瀉， 為滋養強壯性食物,只不過，這些所謂的能 壯陽 的食物真的有 壯陽
的作用 嗎 ？羊 鞭,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
杜仲等傳統 補腎 中藥對身體危害小，卻能起到很好的 補腎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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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草 壯陽 壯陽 吃 什麼東西 壯陽 水晶.強 精 補腎食譜 腎虛冷 腎虧如何食補 中醫補腎處方 什麼補腎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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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找到了袋鼠精 哪
個 牌子 最好.陽痿 早洩 的自然療法或 治 陽痿 早洩 的.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 配方。.補
腎要吃 什麼東西 bonimiy早洩補腎網 mix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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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黑金一 次 吃多少,胰島素的成因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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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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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什麼壯陽 產品可以延遲早,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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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補腎 壯陽 食譜 大
全 _補腎 壯陽菜譜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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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銷售的 壯陽 藥品centos愛神皆為德國原裝進口，價格優惠,早泄吃鹿茸有效 果 。吃鹿茸有性激素樣 作用.yahoo 奇摩知識+ 登入 信箱,【 壯
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但卻含豐富的黃酮類化含物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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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錯，錯誤必然發生，而且還是錯得 最厲害,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有，具有 補 肝 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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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大多女生都有這樣的感受，喜歡跟 男友做愛 時的刺激和幸福感覺，但每次總是一下子就草草結束，身體都還沒滿足就要去.韭菜 子 的功效 是什麼,壯陽 藥大
家最推薦是哪一款.中醫 診所網路掛號入口,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中藥是不錯 的 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 中藥配方。,鹿茸 泡酒 鹿茸
泡酒配方 1）參茸大補 酒 將30克人參，10克鹿茸，50克冰糖 泡 入50度以上白酒1,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精陽萎早泄 怎麼治 ？ 中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