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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骨折（fracture）經由外固定（external fixation）、骨板固定（plating）或骨髓內釘固定（intramedullary 

nailing）後，仍需一系列的炎症（inflammation）、修補（repair）反應來產生骨痂（callus）。骨痂再塑形

（remodeling）後，才完成第一型或第二型骨癒合（primary or secondary bone healing）。但是許多內在或外

來因素會影響骨折癒合，造成延遲性骨癒合（delayed bone union）或骨不癒合（bone nonunion），此時臨

床醫師可藉助移植骨（bone graft）、人工替代骨，或促進骨癒合之生物因子的使用，來增加骨折癒合的機

會。（生醫 2008;1(3):26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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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 年 每 千 人 中 約 有 1 1 . 3 人 會 發 生 骨 折

（fracture），而男性略大於女性1。以往骨折的

治療多以保守療法為主，待骨痂生成（callus 

formation）後骨折得以癒合。近150年來，骨折

的治療方式漸漸改變。特別是最近這50年來，

國際內固定研究學會（Arbeitsgemeinschaft fur 

Osteosynthesis/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l 

Fixation; AO/ASIF）的大力發展，使得骨折固定方

式及固定用骨材日新月異。他們強調使用強而穩

固的骨折固定，可以促使第一型骨癒合（primary 

bone healing）的形成；而曾被誤認為，「因手術

固定不當而產生非第一型骨癒合—即後來被分類

為第二型骨癒合（secondary bone healing）—」

的機轉，則在後來的25年內，發展成為使用骨髓

內釘（intramedullary nailing）固定骨折的理論基

礎。臨床上並非所有的骨折皆可完全癒合；而骨

折癒合（fracture healing）不良的狀態又可分為

延遲性骨癒合（delayed bone union）及骨不癒合

（nonunion）兩大類，所以骨科醫師在治療骨折

時，亦會考慮使用移植骨（bone graft）及促進骨

癒合之生物因子，以增加骨折癒合的機會。

骨折癒合

骨骼由間質細胞（mesenchymal cell）及細胞

外間質（extracellular matrix）所構成。細胞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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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含有礦物質（mineral），可提供骨骼結構的強

度與硬度（strength and stiffness）；而間質細胞

則分散於細胞外間質之中。依骨骼的生物及機械

特性，學者們將骨骼組織分為兩大類：（1）不

成熟骨（woven bone）和（2）成熟骨（lamina 

bone）。兩者之間的差異如表一2。

骨折癒合是一系列的炎症（inflammation）、

修 補 （ r e p a i r ） 及 再 塑 形 （ r e m o d e l i n g ）

（ 圖 一 ） 。 當 骨 折 發 生 時 ， 常 造 成 骨 細 胞

（osteocyte）、血管、骨間質（bone matrix）的

破壞，甚至造成骨骼周圍之骨膜（periosteum）及

肌肉（muscle）的破壞。

　　

骨折癒合第一期為炎症反應期（inflammatory 

phase），起始於骨折發生之後。由於內骨膜

（endosteal）及外骨膜（periosteal）的血管供

應中斷，因此僅有骨折兩斷端仍有血管供應處

的骨細胞得以存活。此時骨折部份出現血腫

（hematoma）3。被破壞的骨膜及肌肉在骨折

處變成壞死組織（necrotic tissue）。由於骨折

周圍環境的血液供給不良，因此該處的細胞產

生一些活化血管的因子，使得血管擴張及改變

血管通透性。從壞死組織釋放出來的炎症因子

（inflammatory mediators）會使局部的血管擴

張，導致血漿滲出血管外（exudation）引起局部

水腫（edema）。多型細胞（polymorphs）、巨

噬細胞（macrophages）及淋巴球（lymphocytes）

移行（migrate）至骨折部位並釋放出細胞激素

（cytokines），刺激血管生成4。這些反應在受傷

後第二週左右1，達到高峰。 

長骨的骨折癒合，一般起始於受傷後的第5

天至第21天1，骨折部位的骨痂很快地填充在骨

折的兩斷端間（圖二），藉由血管內皮起始細胞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的引導，使得新

血管快速生成。影響這些血管起始細胞釋放的原

因主要為：骨折部位所受外力之大小、氧濃度

（oxygen tension）高低及血小板所釋放的β轉形

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
5。當骨折斷端處於高應力（high strain）的環境

下時，將加速纖維組織的形成；若是骨折斷端在

高氧濃度及低應力的環境下時，將使得骨起始細

胞（osteoprogenitor cell）大量增殖，而促使不成

熟骨形成，亦就是膜內骨形成（intramenbranous 

bone formation）；而當骨折斷端處於中等壓

力及中等氧濃度的環境下時，則使得軟骨細

胞（chondrocyte）分化形成軟骨，而纖維軟骨

（fibrocartilage）形成的骨痂將骨折部位的空隙填

滿後，藉由其中的軟骨，使得骨折部份的應力降

低，亦促成骨頭的形成，而這些軟骨細胞、軟骨

間質進一步鈣化，此時骨起始細胞發展為成骨細

胞（osteoblast），進而取代鈣化的軟骨，即稱為

軟骨內骨形成（endochondral bone formation），

而此步驟持續進行，直到骨折兩斷端再次相連

接在一起。隨著骨痂的生成及進展，使得骨折

處的穩定度愈來愈好，而此步驟與基因對血管

和軟骨細胞內之骨相關特殊蛋白（bone-specific 

protein）的調控和活化有密切關係，使得肉芽組

織、軟骨及骨骼得以形成。骨折處骨痂的礦物化

起始於細胞在間質內（matrix）大量合成第一型膠

原纖維（type I collagen fiber）。另外，磷酸基鈣

結晶（calcium hydroxyapatite crystals）沈積在間

質內，使得兩骨折斷端的骨痂不斷地礦物化，得

以完成骨折的癒合。

表一、不成熟骨與成熟骨之差異。

比較項目 不成熟骨 成熟骨

代謝速率 快 慢

膠 原 纖 維 直
徑及方向性

直徑大小不一、排
列無方向規則性

直徑大小較規則、排
列為平行排列

骨細胞

大小
數目
分佈位置

大小不一
數量較大
不規則

大小規則

在骨板（lamellae）間

礦物質含量 不規則 規則

機械特性 易變形 較穩定



圖一、骨折癒合（fracture healing）是一系列的

炎症（inflammation）、修補（repair）及再塑

形（remodeling）。

骨折癒合的第一階段為炎症反應，隨著時間進展

達到高峰（約在整個骨癒合時程的5%時），隨

後便逐漸減少；在炎症反應開始降低的同時，骨

折處便開始展開修補反應。待大部分修補反應快

完成時，接著進入骨痂再塑形階段（再塑形階段

約佔整個骨折癒合的70%）。（彩圖詳見本刊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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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折 癒 合 的 最 後 一 個 階 段 為 骨 重 塑

（remodeling）時期，此時期可將不成熟骨轉化為

成熟骨。藉由骨折處所受的應力不同，破骨細胞

（osteoclast）將不成熟骨再吸收及破壞後，使得

成骨細胞進入此空隙，形成成熟骨，最後藉由這

一連續不斷的過程，使得骨折處的骨痂轉變成正

常的皮質骨（cortical bone）及髓質骨（cancellous 

bone）的狀態，此時骨重塑期便完成。

骨折固定

骨外固定（external fixation）

骨外固定是在骨折的近心與遠心段經皮穿刺

置入鋼針，再用一些特殊的裝置，把裸露在皮膚

外的骨針（pin）彼此連接、固定起來，應用加壓

固定或牽引兩種不同方式，用來治療骨折或延長

肢體。

使用穩定的外固定來治療骨折時可見初級骨

癒合。與外固定結構之穩定相關的因素如下：

（1）骨針的直徑愈大穩定度愈好；（2）骨針

的數目愈多愈穩定；（3）連接桿與骨頭之距

離愈小愈穩定；（4）骨針與骨折之距離愈小

愈穩定（圖三）。研究指出，在使用外固定治

療脛骨（tibia）骨折術後，一到三週內開始讓

病患接受部分負重，可產生軸向的微動（axial 

micromovement），其幅度為0.3-1 mm; 30 min/

day，此將可明顯的降低在骨折處產生延遲性骨癒

合的機會6。

骨板固定（plating）

使用骨板（plate）固定骨折，是直接在骨折

處將皮膚切開，破壞骨折處上方的部分筋膜、肌

肉、血腫及外骨膜後，將骨折兩斷端進行完整地

復位及穩定的骨板和骨釘固定；有時為求手術視

野及骨折斷端清晰可見，以利復位進行，常對骨

折周圍的軟組織與外骨膜造成過多的破壞，使得

骨折斷端的血液循環產生醫源性的破壞，反而不

利於骨折癒合。

動物實驗顯示，將動物的長骨鋸斷後，使用

骨板將骨折處以強而有力的固定，使得兩斷端擠

靠在一起。此時藉由骨小管（osteones）直接的

接觸及擴展於骨折兩斷端，使得成熟骨直接形

成7。破骨細胞破壞骨折的斷端，成骨細胞得以

通過並堆積在骨折斷端處，使得血管形成、新骨

生成，這個過程就是「直接骨癒合（direct bone 

healing）」，又稱「接觸骨癒合（contact bone 

healing）」或「第一型骨癒合」（圖四）。若是

此時骨折斷端間隙稍大，將需要較大程度的骨重

塑過程。對於此一理論是否可以正確且完整地解

釋所有的臨床現象，有著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人

質疑實驗是使用一個薄片骨鋸將骨頭鋸斷，對軟

組織傷害較少，但臨床上骨折發生時，常合併廣

泛性的外骨膜、肌肉及血管的損傷，此與動物實

驗狀況不太相同。另外，臨床上骨折的兩斷端經

常是不規則，或是出現許多小骨塊，並非實驗中



圖二、骨痂（callus）示意圖。

受傷後的5至21天，骨痂很快地填充在骨折的

兩斷端間。當骨折斷端在高氧濃度（oxygen 

tension）及低應力（low strain）的環境下，將使

得骨起始細胞（osteoprogenitor cell）大量增殖，

而促使不成熟骨（woven bone）形成，亦即膜內

骨形成（intramenbranous bone formation）；當

骨折斷端處於中等壓力及中等氧濃度時，則進行

軟骨內骨形成（endochondral bone formation）。

名詞解釋：皮質骨, cor t ica l  bone；髓質骨, 

cancellous bone。（彩圖詳見本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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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薄片骨鋸所產生之兩完整斷端。因此，骨折

兩斷端雖接受穩定之骨板固定，但在骨折處的擠

壓力量（compression）卻明顯降低，因而影響

「直接骨癒合」。

骨髓內釘固定

骨髓內釘固定是在骨頭的一端開一個傷口

（所以若是處理股骨（femur）骨折，就在臀部畫

刀；而處理脛骨骨折，就在膝蓋畫刀），在近心

端斷骨段之骨髓腔內放入導引針，在X光透視下不

必打開骨折處進行骨折復位，並將導引針穿入遠

心端斷骨段之骨髓腔內，接著將中空之骨髓內釘

置入骨髓腔內，隨後取出導引針，並在骨髓內釘

的近端及遠端加上固定釘，以防止骨頭的旋轉及

縮短。

使用骨髓內釘固定長骨骨折8-12，最令人擔

心的便是骨髓內釘破壞了骨骼內的骨髓內血液循

環。若是此時骨折斷端合併有大量的外骨膜損

傷，將會導致骨折癒合不良，甚至骨折不癒合。

早期的動物實驗顯示，置入骨髓內釘後之尺骨

（ulna），其骨骼皮質部的內1/2到內2/3會出現血

流減少的現象13。後來此實驗延伸到比較使用擴

鑽（ream）及不使用擴鑽（unream）兩種不同骨

髓內釘置入技術。結果發現，使用擴鑽的置入技

術，可使皮質部的血液循環降低70%。而不使用

擴鑽的對照組僅降低30%14。但是，實驗也證實骨

髓內血液供應減少的部份恢復的很快。然而使用

擴鑽的實驗組意外地發現，外骨膜的血流量增加

有助於外骨膜骨痂生成。因此使用這一種相對較

不穩定的擴鑽骨髓內釘技術治療，可得到較快且

較好的骨痂形成（圖五），這是長骨骨折治療的

新趨勢。

影響骨折癒合的因素
   

臨床醫師在治療及追蹤骨折病患時，病患產

生骨折癒合不良的狀況可分為延遲性骨癒合及骨

不癒合兩大類。依不同骨折部位、不同病人年紀

而預估骨折癒合的時間，若超過此預期時間時，

稱為延遲性骨癒合；如果經過一段長時間追踪，

骨折處都沒有骨癒合的進展時，則稱為骨不癒

合。

以下將影響骨折癒合的因素列於表二15，並針

對較重要且較常發生的幾項加以說明。

病患年齡會影響骨折癒合的快慢、孩童的癒

合速度最快，隨著病患年紀增長（骨骼成熟度增

加），骨癒合速度愈來愈慢。因此，老年人有較

高的機會發生骨不癒合。



圖三、外固定（external fixation）示意圖

影響外固定結構穩定的相關因素如下：（1）骨

針（pin）與骨折之距離愈小愈穩定（A）；（2）

連接桿與骨頭之距離愈小愈穩定（B）；（3）骨

針的數目愈多愈穩定（C）；（4）骨針的直徑愈

大穩定度愈好。（彩圖詳見本刊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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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本身的身體狀況將影響骨折的癒合，例

如病患的營養狀況及使用藥物的種類，都將造成

骨癒合過程的改變。非類固醇類止痛藥是骨折病

患疼痛控制時常用的藥物，但有研究指出，使用

此類藥物將造成骨折處延遲癒合；相反地，具

專一性的非類固醇類止痛藥—cyclooxygenase-2 

selective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則似

乎有較少的不良影響16,17。控制感染所使用的抗

生素（如fluoroquinolones）在骨折早期也會造成

不良影響18,19。此外，尼古丁（nicotine）20、類

固醇（steroid）及化療所使用的藥物21對骨折癒

合及移植骨的癒合亦有不良反應。在一個兔子脊

椎骨融合的實驗中發現，尼古丁會抑制細胞激素

（cytokines）基因的調控，使得細胞激素減少，

因而影響血管新生及成骨細胞的分化20。

病患本身潛在的內科疾病，例如糖尿病，

除了直接影響骨折癒合速率22，若再合併其他

內科疾病，則會造成其他相關的感染、傷口癒

合不良、骨折不癒合或骨折癒合不良等併發症

產生22。另外已遭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的病患，若發

生骨折時，將會增加骨不癒合或傷口感染的機會
23。

骨折周圍軟組織的受傷程度會影響骨折癒合

的機會，而這部份的肌肉及骨膜損傷在臨床上較

難直接評估。為避免在骨折處因實施直接開放性

復位及骨板內固定手術，而對骨折周圍軟組織造

成再次傷害，所以骨科醫師試著減少醫源性的破

壞軟組織及周圍的血液供給，改從離骨折處較遠

之兩端，藉由使用骨髓內釘或使用經皮小傷口的

骨板固定方式（sliding plates with percutaneous 

fixation），在X光透視下，將骨折兩斷端進行間

接性的骨折復位，以避免再次破壞骨折部份的軟

組織及血液供給。

臨床醫師除了考慮病患具有哪些會影響骨癒

合的因素外，亦會針對不同骨折部位所產生之延

遲性骨癒合或骨不癒合來加以治療。除了建議病

患接受再一次的手術外，亦會建議病患使用下列

不同形式的移植骨以增加骨癒合的機會。

移植骨的特性

由於不同移植骨具備不同的特性，所以當骨

折發生在不同部位時，所使用的移植骨便有不同

的目的。例如在脛骨骨骺處（metaphysis）發生

骨折時，因為骨骺處的骨髓含量豐富，所以此部

份較需要使用具有骨傳導（osteoconductivity）

作用的移植物，來提供新骨形成所需的骨架

（scaffolding），以便得到較好的骨折癒合功效；

但如果病患抽菸、有糖尿病或是長期使用類固



圖四、骨板（plate）治療骨折案例。

二十歲男性因車禍造成右側橈骨（radius）骨折，

經動態加壓型骨板（dynamic compression plate; 

DCP）固定後六個月癒合。X光照片顯示此癒合是

以第一型骨癒合（primary bone healing）為主，

較少骨痂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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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則需要選取除了具有骨傳導之外，亦具有骨

導引（osteoinductivity）作用的移植骨（例如自體

骨移植（autogenous bone graft）），以增加骨癒

合的機會。

移植骨一般具有下列三種不同的特性24，但不

是所有移植骨都同時具有這些特性。

骨傳導：是指提供骨折部位一個骨架，使兩骨

折斷端得以連繫在一起，而此架構提供一個三

度空間的環境，使得微血管、骨起始細胞得以

在此生長。

骨 導 引 ： 是 指 藉 由 刺 激 ， 使 得 間 質 幹 細

胞（mesenchymal stem cell）分化為成骨

細胞，而此刺激物包括骨形成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 BMPs）。

1.

2.

骨生成（osteogenesis）：是指移植骨內的成

骨細胞，藉由骨導引蛋白的刺激而促成新骨生

成。

移植骨的種類

自體移植骨

　　

最理想的自體移植骨來源為病患本身的髂

骨脊（iliac crest），此移植骨不僅提供了骨生

成細胞（包括骨髓腔內未分化的幹細胞（stem 

cell）），亦提供了骨折所需的骨傳導的架構。因

髓質骨含有少量的骨形成蛋白，因此也提供少量

的骨導引作用。因為來自病患本身，所以沒有排

斥及外來傳染病的考量。研究指出，來自髓質的

海綿骨中，僅有15%的成骨細胞及破骨細胞可存

活25，以提供早期骨癒合使用；但是由於海綿骨的

空隙，可使血管容易新生，因而使得骨起始細胞

容易進入以加速骨形成。

自體移植骨最大的缺點是25-40%的病患在取

移植骨的傷口有不適感25,26。另外，若是病患本身

的年紀太大或骨髓脂肪化後，則移植骨的功效就

會大打折扣。

同種異體骨移植（allograft）

　　

來自別人的移植骨雖可避免病患因取移植骨

時所造成的傷口不適，但是缺點卻包括：有機會

傳染到疾病，如B型肝炎（hepatitis B）、C型肝炎

（hepatitis C），甚至HIV的感染。若為了避免傳

染病而將移植骨加以消毒，則會破壞移植骨內具

有骨導引作用的蛋白，甚至成骨細胞都被破壞。

所以此類移植骨僅具有大部份骨傳導的功能。因

此，若使用在脊椎骨融合手術（spinal fusion）

中的橫突間骨融合（inter-transverse process bone 

fusion），則效果不好27；若是病患較年輕，或是

在橫突上進行去皮質骨（decortication）的步驟

3.



圖五、骨髓內釘（intramedullary nail）治療骨

折案例。

二十三歲男性因車禍造成右側股骨（femur）骨

折，經骨髓內釘治療固定後六個月癒合。X光

照片顯示此癒合是以第二型骨（secondary bone 

healing）癒合為主（因膜內骨化及軟骨內骨化形

成，生成骨痂）為主，有較多的骨痂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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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則可增加骨癒合的機會28。另外，若是使用

加壓式的異體骨移植手術方式，則有不錯的效果
29,30。

具 骨 傳 導 作 用 的 移 植 骨 替 代 物

（osteoconductive bone graft substitutes）

陶 瓷 （ c e r a m i c ） 是 磷 酸 鈣 （ c a l c i u m 

phosphate）經加熱、加壓後製成的非金屬物質，

因具有孔洞可促進骨傳導，又沒有引發炎症及

傳染病的缺點，所以適用於混入移植骨塊中，

以便增加移植骨的體積，方便填充於兩骨折斷

端間的空隙31。目前最常使用於頸椎的前位骨融

合手術（anterior spinal fusion）32。氫氧磷灰石

（hydroxyapatite）是另一類的陶瓷材料，常用於

人工關節的植入物上，使得金屬植入物藉由此介

質與骨頭產生新骨，促進骨癒合33。

由於海珊瑚有類似人骨的外骨骼結構，所以

有研究指出，珊瑚製品（coralline substitute）具

有生物可接受性（biocompatibility）及生物活性

（bioactivity）34，也具有血管組織容易植入的特

性。

β-磷酸三鈣（beta-tricalcium phosphate）有類

似髓質骨骨小樑的結構（trabecular structure），

這些孔洞可促使血管新生及加速新骨生成，而且

具有較慢的可吸收特性。臨床上認為β-磷酸三鈣

可廣泛的運用在脊椎手術中35。

具 骨 導 引 作 用 的 骨 移 植 製 品

（osteoinductive bone graft substitutes）

去礦物化的骨間質（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DBM）是由皮質骨經脫鈣處理後製成，

具有骨導引的能力24,36。最理想的去礦物化步驟

應是去除鈣及磷，留下細胞外的間質，而此間

質內含有豐富的第一型膠原及非結構性的蛋白

（nonstructural proteins），包括生長因子，其

中以骨形成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 

BMPs）最重要37。去礦物化的骨間質並非提供骨

癒合的骨架，而是刺激骨生成及具骨導引。

骨 形 成 蛋 白 家 族 由 低 分 子 量 的 非 膠 元 醣

蛋白（low-molecular-weight noncollagenous 

glycoproteins）所組成，目前已知至少有15種不同

的骨形成蛋白38。骨形成蛋白在胚胎器官的發育過

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包括軟骨內骨形成及膜內

骨形成。在骨形成蛋白促進骨癒合的過程中，骨

形成蛋白會結合在特殊的受體（receptor）上，而

成骨細胞及破骨細胞上皆具此受體。

有許多研究推崇第二骨形成蛋白（BMP-2）

的功效。曾有研究指出，利用含有第二骨形成蛋

白的可吸收海綿，植入開放性脛骨骨折的骨折斷

端處，會有較高的骨癒合機會，並減少接受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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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的必要性39。而且使用這種植入物也不會增加

併發症。

第七骨形成蛋白（BMP-7）是另一個被廣泛

探討的骨形成蛋白，雖在臨床運用前的實驗中顯

示有不錯的成效。但運用在脛骨開放性骨折的臨

床實驗裡卻只有75%的骨癒合機會（對照組使用

自體骨移植組則有84%的骨癒合機會）40，所以目

前尚未有定論。

由 於 脊 椎 後 外 融 合 手 術 是 將 移 植 骨 直 接

鋪 在 脊 椎 橫 突 上 ， 其 移 植 骨 並 非 處 於 壓 迫

（compression）的狀況下，將影響移植骨在脊椎

橫突上癒合的機會。於是臨床醫師便希望在手術

中同時使用移植骨及一些能促進骨癒合的因子，

以增加骨癒合及手術成功的機會 。

促進骨癒合之生物因子

因 血 小 板 內 含 有 源 自 血 小 板 的 生 長 因 子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及β轉形生長因

子，因此血小板濃縮製劑（platelet concentrate 

preparation）已被運用於促進脊椎的骨融合手

術。但臨床上的成效似乎並非如此。一篇回溯性

的文獻探討中指出，使用「自體髂骨脊移植骨

（autogenous iliac crest bone graft）」或使用「自

體的髂骨脊移植骨」及血小板濃縮製劑於脊椎後

外骨融合手術中的兩對照組，發現使用含有血小

板濃縮製劑組，僅有62%的骨癒合，遠不如僅使

用自體髂骨脊骨移植組的91%骨癒合41。另一個

研究亦指出，使用血小板濃縮製劑組的骨不癒合

率為25%，較僅使用自體骨移植組的骨不癒合率

17%稍高42。

第 五 生 長 及 分 化 因 子 （ g r o w t h  a n d 

differentiation factor-5; GDF5）在體外實驗中

可以促進包括骨、軟骨及軟組織、肌腱組織再

生（regeneration）。在兔子脊椎橫突間骨融合

（inter-transverse process bone fusion）實驗中，

僅使用較低濃度的GDF-5（0.5mg/mL）即有較多的

新骨生成，且骨癒合率可高達100%43。

展望
　

隨著科技的發展，如生物可吸收性骨板（bio-

absorbable implant）及鎖定骨板（locking plate）

等新一代骨材的推出，使得骨折治療方式不斷進

步；除了手術採用經皮小傷口的方式實施，可減

少對手術部位的破壞外，搭配使用基因工程所研

發出的人工骨及骨生成因子（包括TGFβ、BMPs、

PTHrP…等），將可增加骨折癒合的機會。最後若

能藉由基因治療的技術與觀念，將具有增加骨生

成的基因，儘早注射在已測出骨質疏鬆的老人身

上，將可預防骨折的發生及減少因骨折所產生併

發症而死亡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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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瞭解骨折癒合進而瞭解骨細胞生理及其分子機轉

林高田（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骨骼是支撐人體的基本結構，也是所有脊椎

動物都需具備的結構。除了提供支撐及活動，還

有一個重要的功能：貯存大量的鈣。鈣離子在生

理活動中扮演很多重要的角色，許多生理的活動

都需要有鈣離子的參與，它在神經細胞的刺激、

肌肉的收縮，與血液凝結的過程，都是不可缺少

的成分，也是許多催化新陳代謝作用酵素的輔助

因子。

當外力超過骨骼所能承受的極限時就會發生

骨折，年青人的骨折大多來自於高能量傷害，而

幼兒及小孩的骨折形態、部位與成人會有所不

同，再加上他們的生長板尚未癒合，會有更多與

成人骨折不同的考量。老年人的骨折就大多和

骨質疏鬆有關，在治療上的考量也與一般年青

人的骨折不同，鋼板鋼釘的設計也特別針對鬆質

骨而有不同，如固定鋼釘角度鋼板（fixed angle 

plate screw system），或稱鎖定式鋼板（locking 

plate）。

瞭解骨細胞生理及其分子機轉對於藥物之發

現及發展至為重要1。如此文所描述的促進骨折

癒合，這又可分成兩部份：一個主題是如何讓骨

折不癒合的病例可以癒合，另一個主題是原本就

可正常癒合的骨折讓它更快地癒合，讓骨折的人

可以更早恢復生活，回到職場上工作。骨質疏鬆

不同於骨折，骨折會觸動癒合的機制，但骨質疏

鬆是骨質量逐漸減少，骨流失大於骨生長。若

能瞭解骨細胞生理及其分子機轉，則可用於預防

及治療骨質疏鬆2，或當骨頭大量缺損時，使骨

頭能順利生長成骨頭，而不是被軟組織長入。骨

壞死常見於股骨頭（femoral head），因潛水上

昇太快氣泡進入骨頭阻塞血管、長期使用類固醇

（corticosteroids）、或肝功能異常等等不同原

因而引起。探討骨壞死之分子學機轉並尋求治

療的方法，也需對骨細胞生理及其分子機轉的

瞭解作為基礎。異位骨形成可以因為基因之異

常而引起，例如進行性骨化性纖維發育不良（ 

fibrodysplasia ossificans progressive）3，也常見於

人工關節置換之後，嚴重外傷4、燒傷、頭部外傷

伴隨骨折。不同原因造成之異位骨形成是否其機

轉相異或有相類似之處，仍有許多未知而尚待探

討的空間。也只有這些為什麼會在不是骨頭的地

方長骨頭的秘密被解答之後，才能進一步發展如

何治療及如何預防。

骨溶蝕（osteolysis）也是臨床上常見的現

象，如人工關節置換之後鬆脫，可能源自於擺放

位置不對，力學上應力集中或是所謂磨損顆粒疾

病（particle disease），由於骨水泥、塑膠或金屬

之磨損顆粒引發之骨溶蝕。以肌腱移植重建韌帶

造成骨溶蝕5。也常見於發炎性關節炎如類風濕性

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和痛風性關節

炎（gouty arthritis）。癌症之骨轉移也是常見的

骨溶蝕現象，造成疼痛造成病理性骨折。也會在

一些特定的疾病上發生，如大量骨溶蝕（massive 

osteolysis）6。

想以組織工程來修補骨缺損有四個因素需同

時考量：力學，細胞，骨架，生長因子7。同時也

可以想像不同的固定方式其細部的反應會有所不

同，基因表現也不同8,9。

本文描述基本的骨折癒合過程及臨床上治療

骨折的概況，可以讓非骨科領域的讀者有個快速

的概念。若有興趣可以更進一步深入探討骨細胞

及其分子機轉，在後基因體時代（post-genomic 

era）還有更多需要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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