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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嶔元：歡迎收聽！我是國泰綜合醫院分子醫學

科主任曾嶔元醫師，今天邀請的來賓為新光醫院過敏

免疫風濕科主任莊志誠醫師。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為「關節炎（arthritis）」。請問莊醫師，就關節炎

的病人來說，最常見的病人是否為痛風（gout）的病

患呢？

莊志誠：最 常 見 的 關 節 炎 是 退 化 性 關 節 炎

（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 DJD），但是來風濕科求

診的病人，大多數是痛風的病人。

曾：那我們就從您最常看診的疾病「痛風」開始聊

起。可否請莊醫師幫我們介紹一下，為什麼叫「痛」

和「風」呢？

莊：痛風為一種尿酸鈉（monosodium urate; MSU）

結晶在關節裡引起的發炎反應。它來得很快就像風一

樣，一下子就開始痛了；另外一個特色為它發作的時

候會痛得很厲害，即使像一陣微風輕輕的吹過了關

節，病人也會痛得哇哇叫，所以我們稱為「痛風」。

曾：剛剛說的尿酸結晶是什麼樣的結晶在關節裡？

莊：尿酸（uric acid）的「鈉」結晶沉澱在關節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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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尿酸鈉的結晶」跟我們一般講的尿毒症

（uremia）的尿素（urea）不一樣嗎？

莊：是不一樣的東西。

曾：請問尿酸鈉結晶是如何產生的？

莊：尿酸主要來源有兩個，第一來源是我們每天吃進

去的食物大概會產生三分之ㄧ的尿酸；第二來源是我

們體內細胞經過新陳代謝、細胞凋零之後，細胞核裡

面的DNA（去氧核醣核酸）和RNA（核醣核酸）中的

「嘌呤（purine）」一直代謝到最後，就會變成尿酸。

曾：DNA和RNA分解到最後的產品，就出現「尿酸」？

莊：是。

曾：正常人血液裡面都有尿酸嗎？

莊：是，每一個人血液裡面都有尿酸。

曾：既然每一個人身體裡都有尿酸，那為什麼只有

某些人會有尿酸沉澱？

莊：大部份正常的人，血清大概含有5 mg/dl的尿

酸。可是有一些人沒有辦法從尿液裡將尿酸排出去，

所以他們血液裡的尿酸濃度就會愈來愈高，甚至高

到10至12 mg/dl左右，到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人體的尿酸飽和溶解度是6.8 mg/dl，若超過了這個濃



度，尿酸和血中的鈉就會形成尿酸鈉，尿酸鈉就會開

始慢慢沉澱到關節裡。如果沉澱了很多年，累積到達

了一個量之後就會爆發，這時產生的急性關節炎就叫

做「痛風」。

曾：就像糖水裡面若糖份濃度太高，放個線頭進

去，它就會沿著線頭開始結晶，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莊：類似的狀況。

曾：如果是這樣就應該與溫度有關係囉！像糖水放

冰箱，就會產生結晶。

莊：所以痛風發作通常是在很寒冷的時候，尤其容

易發生在腳的大腳趾。因為晚上睡覺時，可能不小心

踢了被，腳趾露出到棉被外面來，就很有可能在大腳

趾基部關節沉澱的尿酸鈉結晶特別多，所以大部份痛

風的人都是發作在大腳趾基部關節的第一蹠趾關節

（metatarsophalangeal joint）。

曾：回想我自己小時候，在冬天感覺全身最冷的就

是腳的大腳趾。所以痛風發作在腳的大腳趾最多，是

這樣嗎？

莊：大部份痛風的病人都有發作過在大腳趾基部關

節的急性關節炎，又叫做拇指痛風（podagra）。

曾：那是不是還有其他地方會有這個尿酸鈉結晶呢？

莊：事實上尿酸鈉結晶常會發生在全身各個關節，

尤其是愈遠端愈容易沉澱。至於像肩膀或者是髖關節

這種靠近身體軀幹的關節，會產生尿酸鈉結晶的機會

就比較少。

曾：因為比較大的關節溫度會比較高？

莊：愈靠近身體軀幹的關節溫度就可能愈高。

曾：如果這樣子的話，我們全身最冷地方除了雙腳

的大腳趾外，還有哪些地方很冷？是耳朵嗎？

莊：耳朵的溫度很低，但是耳朵沒有關節的構造，

所以痛風很少發生在耳朵。可是如果一個痛風病人五

年或十年都不吃藥，尿酸鈉結晶沉澱又夠多的話，身

上可能就會形成痛風石（tophus; tophi），會長在腳

趾、手指，甚至連耳朵都可能會有。

曾：因此我們要有一個概念，痛風就是血液裡面的

尿酸量過高引起的關節炎。剛剛您提到尿酸的正常值

是多少？

莊：正常值為男性不超過7 mg/dl，女性不超過 

6 mg/dl。

曾：所以超過正常值就是尿酸太高囉？

莊：我要強調的是物理學的概念，尿酸在人體的飽

和溶解度是6.8 mg/dl，也就是說當血液中尿酸濃度超

過6.8 mg/dl，就會開始產生尿酸鈉結晶。結晶沉澱超

過了十年左右，就會開始產生痛風性關節炎（gouty 

arthritis）。

曾：病人常把關節痛當作是痛風，我們該如何診斷

是痛風還是其他關節炎？

莊：痛風的特性，是好發生於腳的大腳趾基部關

節、足背和踝關節。患者也許在前一天晚上喝一點

酒、吃了大餐，睡覺時完全沒事，但第二天早上起

床，卻發現腳的大腳趾基部關節或足背腫痛起來，而

且疼痛到不能走路。如果驗血發現尿酸很高，數值為

10 mg/dl左右的話，這樣八、九成就是痛風了。

曾：痛風經常好發於吃大餐之後？

莊：痛風常常是在吃大餐或是喝酒之後發作。

曾：為什麼喝酒以後也會發作？

莊：因為酒精會妨礙尿酸排出，而且酒精代謝以後

也會產生一些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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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所以不是所有關節痛就都叫做痛風？

莊：因尿酸鈉結晶而引起的關節炎，才叫做痛風。

曾：如果說一個男性發生關節痛，抽血檢查發現尿

酸數值超過7 mg/dl，那這樣子他就要懷疑是痛風了？

莊：通常尿酸只有7 mg/dl的人，一生中得到痛風的

機會頂多只有十分之ㄧ；如果數值超過10 mg/dl以上

的話，頂多只有四分之ㄧ。所以不能只因為是關節

痛、關節炎或者是尿酸高，就以為是痛風。

曾：所以簡單來說，關節痛時最好還是去看醫師，

不要自己瞎猜，應該讓醫師來幫您診斷是什麼疾病。

莊：痛風通常一痛就痛得非常厲害，不只會抽痛。

痛風會產生燃燒的痛，而且痛的地方會又紅又腫，這

樣的情形大概會持續五至十天。如果是這樣的疼痛

法，再又加上尿酸高，那痛風的機會就更高了。當您

懷疑時，請尋求專業的醫師診斷。

曾：如果關節痛，自己去買止痛藥吃，這樣好嗎？

莊：這樣會有很多的危險，譬如說每個人的身體或

胃腸是否能夠負荷？腎臟功能好不好？如果腎臟不

好，又吃消炎止痛藥，服用一個禮拜以後，也許腎臟

功能就壞掉了。所以還是應該在醫師的指導之下，服

用藥物會比較安全。

曾：所以關節痛的時候還是要先找醫師作診斷，千

萬不要自己先服藥來壓制。

莊：當然止痛藥先吃ㄧ天我不反對，但是到了第二

天疼痛的情況並未改善，就應該去找醫師診斷。

曾：像這樣的情況下，是請醫師聽聽病人的情況、

摸摸關節以及做抽血檢查就可以診斷，還是需要照X

光片？

莊：通常只要有經驗的醫師看一看，如果發現關節

炎只是在腳的部份，像是腳趾、腳背或腳踝，頂多到

膝關節，加上尿酸高又痛得很厲害，一兩個禮拜內又

會好，這種關節炎大概就是痛風了。

曾：這就是典型的痛風表現嗎？

莊：不過，十個痛風的病人，九個病人尿酸會高，

一個病人不高。所以也是有可能會遇到有痛風，但是

尿酸不高的狀況。

曾：如果是有痛風但尿酸不高，那我們該怎麼診斷啊？

莊：我前兩天有一個病人來看診，他尿酸只有 

4 mg /d l，因為他目前正在服用降尿酸的藥物。

但是他膝關節腫得很厲害，我就執行關節穿刺術

（arthrocentesis）。我用一支針刺入關節裡，把關節

液抽取出來。在顯微鏡下看到許多尿酸鈉結晶，所以

我就可以很準確的診斷他患的是痛風。雖然他尿酸不

高，這次關節腫痛起來，還是因為痛風發作。

曾：剛剛您提到的尿酸鈉結晶，是可以用顯微鏡就

能夠看到的結晶嗎？

莊：顯微鏡看到的尿酸鈉結晶，是一種會偏光

的結晶。所以要用一種叫做補償性偏光顯微鏡

（compensated polarizing microscope）才可以正確診斷。

曾：反過來講，有沒有人因為尿酸很高，又關節痛

但卻不是痛風？

莊：有可能。最常見的狀況是因年紀大而產生的退

化性關節炎。這種病人的關節炎也可能會痛，但卻是

慢慢的痛，而且不會一下子很熱、很腫，尿酸數值可

能會是正常或者很高都有可能。

曾：雖然痛風看起來有很多典型的症狀，不過還是

有一些陷阱，就是尿酸高但不是痛風，或者是痛風但

尿酸卻不高？

莊：可以是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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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對一般聽眾而言，關節痛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

找醫師作正確的診斷，這是最好的方法。

莊：是的。

曾：為什麼我們要有正確的治療診斷？是不是其他

的關節炎和痛風的關節炎治療方式不一樣？

莊：每一種關節炎的治療方式是完全不同。很多關

節炎正在急性疼痛的時候，的確需要服用消炎止痛

藥，讓關節炎消退。雖然痛風發作也是這樣處理，但

如果痛風的病人不常把尿酸降到正常的範圍，尿酸鈉

結晶就會持續沉澱在關節裡。過了5年後，有些人在

關節上面會產生小小的痛風石。如果這些人還不將尿

酸降到正常的範圍，過了20年大概會長出大大小小的

痛風石；最後就會把骨質或皮膚破壞了。因此儘量把

尿酸數值控制在6.8 mg/dl以下比較好，最好是6 mg/dl

以下。尿酸數值超過6.8 mg/dl，尿酸鈉結晶就會沉澱

在關節裡。

曾：所以還是需要做正確的治療。那我們怎麼降低

尿酸的數值？

莊：很多人是強調從飲食控制。事實上飲食控制是

不是真的可以降低尿酸？答案是可以的。可是通常只

會使尿酸下降10％，最多20％。一個痛風的病人，

尿酸數值常常是10 mg/dl左右，如果下降10 %至20％

就是尿酸數值下降到9或8 mg/dl。可是我剛剛強調痛

風的病人必須努力讓血液中的尿酸濃度到不飽和狀

態，那就是數值需在6.8 mg/dl以下。光靠飲食節制，

不管飲食怎麼節制，通常都不可能把尿酸降到這麼

低。所以一個人要是痛風已經發作超過三次，就應該

長期服用降尿酸的藥物，把尿酸濃度降到正常範圍，

也就是5 mg/dl左右。

曾：降尿酸的藥物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莊：常 用 的 降 尿 酸 藥 物 叫 作 別 嘌 呤 醇

（allopurinol），它有時候會產生很厲害的過敏反

應，不過是極少數、大概不到萬分之ㄧ的人會發生。

曾：過敏症狀會讓皮膚爛掉？

莊：對。有時會發生史帝芬強生症候群（Stevens-

Johnson syndrome; SJS）的嚴重過敏反應。

曾：如果要服用這個降尿酸的藥物，是否需要先檢驗

基因有沒有這個傾向？如果有，是否就不要用這個藥？

莊：通 常 和 這 種 過 敏 反 應 相 關 的 基 因 叫 作

「HLA-B58」。在台灣大概有20％的人會有這個基因。

但是有這個基因的人，吃了降尿酸藥之後會產生過敏

反應的機會約為十分之ㄧ。僅有更少數會有嚴重過敏

反應，所以沒有檢測此基因也沒有關係。重點是需要

去檢測腎臟功能，如果腎臟功能不好的人一定要減量

使用。其實有研究指出，這個過敏反應與腎臟功能不

好及年紀大有關係。所以檢測腎臟功能，再準確的調

整藥物劑量，才比較安全。我也通常在初次處方藥物

時，跟我的病人叮嚀，吃這個藥可能會過敏，過敏時

皮膚會發癢會發紅。當過敏的症狀出現，就不要再

吃，趕快停藥，趕快回診。剛才所提的史帝芬強生症

候群的病人，大概就是吃了藥，出現過敏症狀也沒注

意，持續服用導致過敏的藥物，才會變成那麼嚴重。

曾：所以服藥方式還是要按照醫師指示來做。我們

都認為飲食可以控制，不過剛剛也提到，飲食控制不

能將尿酸數值回復到正常，那如果是一般人做好飲食

控制是不是可以預防痛風呢？

莊：其實尿酸高也不見得會發生痛風。如果以 

7 mg/dl為正常值的話，若超過7 mg/dl的人，他一生

得到痛風的機會也只有十分之ㄧ。所以我認為只要沒

有關節炎、還沒有得到痛風的人，尿酸高其實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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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在意，只要不要喝太多酒，以及不要吃內臟類的食

物就夠了。

曾：是不是也包括豆類？

莊：其實如我剛剛說過的，就算再怎麼禁食，其實

也降不了多少。

曾：如果飲食多注意、控制好，就可以全面提高警

覺，這對自己是有幫助的。但是要靠著飲食控制的療

法，就想要把痛風解決掉，大概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莊：我還是不反對飲食控制，但如果是想要光靠飲

食控制尿酸的人，那就要定期監測尿酸濃度。如果用

飲食控制是可以降到6 mg/dl以下的話，那我贊成飲

食控制。也就是說，當您想要飲食控制就必須定期監

測尿酸濃度。如果尿酸數值還是在9或8 mg/dl，這樣

仍然不及格。

曾：基本上若是飲食控制，還要再監測尿酸濃度，

定期去看醫師、用藥，以及配合飲食控制密切追蹤。

莊：對，其實您可以不吃藥，也可以跟醫師說我現

在不想吃藥，但是我想要試試飲食控制。也許控制兩

三個月之後，再驗一次血，如果是數值高就該吃藥，

如果數值低，就可以繼續飲食控制。

曾：請問莊醫師，是否有光靠飲食控制尿酸成功的

例子？

莊：如果患者有痛風，而尿酸並不會很高，數值介

於9或8 mg/dl左右的人，我通常會建議他藥物治療半

年，讓尿酸濃度趕快降下來，先把關節裡十年的尿酸

存貨清理乾淨。清理乾淨以後，我會建議他可以停止

藥物治療，然後持續飲食控制，定期檢驗血液尿酸濃

度，看看有沒有保持在理想範圍。

曾：剛剛提到的降尿酸藥物，可不可以花半分鐘的

時間跟我們解釋那個藥有甚麼作用？

莊：別嘌呤醇的作用是抑制黃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尿酸形成的最後一個酶。它可以催化次黃

嘌呤（hypoxanthine）氧化為黃嘌呤（xanthine; X），

並可繼續催化黃嘌呤被氧化為尿酸。所以服用別嘌呤

醇可以抑制尿酸形成，讓尿酸濃度就會降下來。

曾：所以講來講去重點還是在於尿酸，如何讓尿酸

不要升高，如何排掉尿酸等等，真的是滿重要的。

聽眾：兩位醫師好，我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請問

遺傳體質是不是尿酸過高的主要原因？到底為什麼會

尿酸過高？第一次痛風的人為什麼會尿酸高？第二是

我個人約每四年痛風一次，但是痛風過後，去檢驗尿

酸濃度時都不是很高，所以痛風有沒有可能是急性痛

風？或是偶發性的，而不是長期性的痛風？發作過一

次之後未來還會持續發生痛風？

莊：尿酸會升高其實跟體質有關，有一些人的腎臟

沒有辦法把尿酸排出去，這跟尿毒症沒有太大的關

係，但時間久了以後尿酸就會慢慢變高。您可能覺得

大家吃的東西都一樣，或飲食習慣並沒有太大改變，

但有的人會得痛風，有的人卻不會得痛風。至於痛

風，若現在第一次痛風發作，如果都不降低尿酸濃

度，一年內會有第二次痛風發作的機會，大約是百分

之六十左右；三年內會有第二次痛風發作的機會，大

概是百分之九十左右。從前您可能差不多兩、三年痛

風發作一次，如果尿酸很高的話，接下來可能就會變

成一年痛風發作一次；再過了五至十年後，可能又會

變成一、兩個月痛風發作一次。如果說痛風發作的時

候去做檢驗，尿酸數值並不怎麼高，只能說代表您的

尿酸沉澱速度很慢，所以也許以飲食控制，就不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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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作；但如果您的尿酸很高、很痛的話，發作次數

就會愈來愈密集。

曾：其實尿酸跟痛風是有絕對關係的，尿酸高也許是

尿酸製造太多，或者是排出去的尿酸太少所造成的？

莊：通常大概一百位病人裡面，大概有九十位病人

是因為沒有辦法把尿酸排出去；製造太多尿酸的病

人，大概只有十位。

聽眾：醫師好，請問有痛風的人是不是不要每天吃

黃豆製品跟紅豆製品？謝謝。

莊：事實上豆類製品並不會使尿酸濃度升高到哪裡

去。痛風的人吃豆類食品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一般

人不用太介意吃豆類食品會帶來多少尿酸。

曾：所有的食物中都帶有DNA物質，代謝後會產生

尿酸。所以不管是豆類或其他類食物，最後的代謝物

都會出現尿酸。

聽眾：兩位醫師好，我在一年多前發現我的腳背鼓

起來。剛剛聽醫師講，才發現原來這就是痛風。我在

五個月以前，第二腳趾一夜之間突然腫起來，比大腳

趾還大、還粗，而且感覺很痛，所以我想儘量不要吃

動物蛋白，可以多吃豆類預防膽固醇，結果就發生這

樣的情形。別人就說，「哎呀！你不能吃豆類。」那

請教醫師應該吃什麼最好？或者是不吃內臟、不喝酒

就好？

莊：這位聽眾是女性，痛的位置是第二腳趾，整隻

腳趾腫起來的樣子。通常痛風者會發生在腳趾跟腳背

連接的那個關節，是從指甲算進來的第三個關節，那

個關節比較容易發炎。再來通常女性在還未停經以

前，很少會得到痛風。我不知道您的尿酸高不高，所

以您在關節腫痛的時候，最好趕快找醫師檢查一下。

因為您的病還沒有診斷出來，所以無法說飲食控制的

方式好或不好。

曾：很重要的是我們要先確定診斷以後，才知道怎

麼去治療。那要怎麼確定診斷？我們不能隔空診斷，

這是原則問題，您還是需要去找醫師看，讓醫師作出

正確的診斷。另外，在晚上睡覺時候，有沒有可能是

有蟲咬到您的腳，然後腳趾頭就腫起來，這也是有可

能發生的。雖然和痛風的位置看起來很像，但病因可

能不會是您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聽眾：主持人您好，我痛風有好幾年了，最近又再

發作。我之前去看醫生，醫生都會跟我說不痛的時

候，也要吃降尿酸的藥。可是我實在很難建立長期吃

藥的觀念，希望您可以對降尿酸的藥，再多說明、解

釋詳細一點。因為我覺得中國人就是怕藥吃多了，會

要洗腎；但是不吃藥的話，痛風就是會反覆發作一直

痛，這點我一直很困擾不知道該怎麼辦？

莊：痛風的病人在發作疼痛時，會吃幾天的消炎止

痛藥，通常差不多一個禮拜後關節就不痛了，這時消

炎止痛藥就可以不用再繼續吃了。然後醫師可能會給

一種藥，叫作秋水仙素（colchicine），這個藥不是

用來排尿酸，是用來預防痛風發作，因為它可以使白

血球變得懶洋洋的，白血球去巡邏的時候不會去吃尿

酸鈉結晶。因為白血球只要吃了尿酸鈉結晶，那您的

關節就會腫痛起來，所以醫師可能會開這個秋水仙素

處方，病人服用秋水仙素直到身上的尿酸鈉結晶都排

乾淨了，那就可以不用服用秋水仙素。若一般沒有痛

風石的病人，也許必須服用秋水仙素達半年左右，如

果有痛風石則要一直服用秋水仙素，直到痛風石消失

為止。其實治療痛風的重點就是服用降尿酸藥物。剛

剛我們有提到的抑制尿酸製造的藥物，除了少數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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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後會過敏外，並沒有太大的副作用。其實只要服

藥兩個月不過敏的人，大概以後也都不會過敏。另外

還有幾種排尿酸的藥物，只要吃了這些排尿酸的藥

物，也可以把尿酸濃度降到理想範圍。今年還有一個

新藥會到台灣，也是抑制尿酸製造的藥物，比較不會

過敏。所以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藥物，可以用來降低尿

酸濃度。至於長期服用降尿酸藥物，通常不會損傷腎

臟功能。我有很多病人都已經連續服用降尿酸藥物20

年了，我都會讓病人看看20年前的腎臟功能和20年

後的腎臟功能作比較，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曾：這點真的很重要！關於長期吃藥，抱持著小心

的態度是正確的，一定要在醫師的指導之下，使用藥

物才是正確的。所以不要因為害怕吃藥，就通通拒

絕，這樣不好。

聽眾：您好，我想請教一下，我手指中指的關節，

有時候不太能拗得下去，而且兩三天就會發生一次，

這是不是痛風的前兆？我需要馬上看醫師嗎？麻煩您

為我解答。

莊：您只有談到手指頭會關節不能彎曲，而且兩三天

發生一次，這種情況下因為您是女性，痛風的機會較

小，而且痛風發作在手指頭的機會也較低。其他的問

題，您不妨就直接找醫師，可以幫您做出正確的診斷。

曾：對，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做任何動作之前，要

先確立診斷。不能把所有的關節痛都以為是痛風。

聽眾：您好，我今年48歲，關節常常會有紅腫、燒

痛的感覺，然而每次喝酒就會痛，痛的位置跟剛剛醫

師講的一樣，像是腳背、膝蓋、手指或大拇指的基

部，靠近手腕處也會痛，而且因為工作關係常常要熬

夜，不明原因不運動的時候也會痛。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說可能是痛風，可是檢驗尿酸結果都正常。後來

我又找另外一位醫師看診，醫師說應該是類風濕性關

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像現在這樣斷斷續

續好幾年了，好像豆類吃多了也會比較痛，之前有吃

了降尿酸的藥，吃了之後也沒有什麼改善，不知道是

什麼原因？

莊：您一次大概痛幾天？

聽眾：我早上醒來的時候最痛，如果關節位置有做

好保暖的話就比較不痛，然後大概都會痛一、兩天左

右，都是急性發作疼痛。

莊：您這個可能不是痛風，也不是類風濕性關節

炎，而是另外一種關節炎。特色就是發作的位置跑來

跑去，發作的時候會紅腫，且會痛得很厲害，一次發

作最短兩三個小時，也可能兩三天。大多一次發作一

個關節，或偶爾一次發作兩、三個關節。所以這種關

節炎，若檢驗尿酸、類風濕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或其他項目大概都是正常結果。這一類的關節

炎，請您再找風濕專科醫師診斷！

聽眾：您好，我兒子今年高一，17歲。今年學校的

健康檢查出來，尿酸數值為8.4 mg/dl。我想請問一下

這樣的狀況需要吃藥治療嗎？他在小便時會有小泡泡

是正常的嗎？

莊：有些人去做健康檢查，報告的結果顯示尿酸稍

微高一點，或者就像這位聽眾說的8.4 mg/dl，那尿酸

高的人以後會怎麼樣呢？當然大部份的人都不會怎麼

樣，但是會有十分之ㄧ的人會得到痛風。其實痛風就

是關節會腫痛，這種關節腫痛通常服藥一、兩個禮拜

就會好了。但是另外一種危險呢？就是可能會尿道結

石，而尿道結石的症狀如果不是很厲害，有時會延誤

治療時機，嚴重時會導致腎臟功能喪失。所以醫師通

常會幫您評估尿道結石的機會大不大。醫師會怎麼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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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呢？就是收集一整天的尿液，去檢查尿酸總量多不

多。如果尿液裡面尿酸很多的人，他發生尿道結石的

機會就會變高。通常這種狀況才需要在痛風還沒有發

作之前，先使用抑制尿酸製造的藥物治療。

曾：剛剛聽眾提到小便會有泡泡，可不可以請莊醫

師幫我們澄清一下，尿酸跟尿液變得比較酸有關係

嗎？或者跟腎臟功能不好有關係嗎？

莊：常常有人會拿著石蕊試紙（litmus paper）去

檢驗尿液，看看是酸性或是鹼性，他們以為這就是

驗「尿酸」。也有很多以為檢驗尿酸，是檢驗尿液

的pH值。其實尿酸是一種物質，會存在於血液裡，

通常我們都是檢驗血液裡尿酸濃度。有時候檢驗24

小時尿液，是要看看有沒有因為尿酸製造太多，或

是尿酸排出不良。尿液的泡泡通常跟尿酸沒有什麼

關係，尿液的泡泡過多，比較擔心的是有蛋白尿

（proteinuria），可是有些飲食習慣偏肉食性的人，

可能尿液裡面的磷酸鹽（phosphate）會增多，也會

產生許多泡泡。通常要請醫師檢查一下，就會知道是

什麼原因。

曾：太好了，今天莊醫師幫我們澄清一下，台灣很

多人會「望文生義」，看到一些名詞就會去聯想這字

是什麼意思，這樣不太好。

聽眾：醫師您好，我的體重大概110公斤，我有痛風

的病史，最近我都用運動跟飲食來減重，可是劇烈運

動完後的尿酸值都比較高。我請教過醫師，醫師說過

程可能要多喝水。現在我想請教醫師，像我正在減重

過程中，一天大概要有多少的飲水量才會比較適合？

莊：通常如果有人正在節食，或者運動過程之間不

小心受傷的話，在這種狀況之下常常都會誘發痛風發

作。多喝水其實並不能降尿酸。譬如說您一天的小便

有2000至3000 ml，事實上一整天排出的尿酸總量還

是那麼多，只是尿酸濃度減低而已。而且如果體質是

尿酸製造太多的人，也是可能會有尿道結石危險的

人，他們要多喝點水，讓尿液裡的尿酸濃度下降，才

不會產生尿道結石。這些人要保持每天2000 ml以上

的尿量。

聽眾：請問如果要長期吃藥的話，可不可以兩、三

天吃ㄧ次，不要每天吃？第二個問題是這個藥如果不

傷腎臟，那會傷肝臟嗎？

莊：我先講會不會傷肝。因為這些藥並不是非常傷

肝的，所有的藥在極少數、特殊體質的人，才會引起

肝功能不正常。所以服用任何的藥物，可能再過一段

時間，醫生都會檢驗一下肝臟功能，或檢驗一下腎臟

功能。藥物是不是要天天服用，或者是隔天服用？只

要您有辦法把尿酸維持在6 mg/dl以下，我認為都可

以。比如說，您採取隔天服用藥物的方式可以將尿酸

維持在6 mg/dl以下，那您就可以隔天服藥；一個禮

拜服藥兩次可以維持尿酸在6 mg/dl以下，那您就可

以一個禮拜服藥兩次。但是如果您隔天服藥，尿酸數

值卻到9 mg/dl以上，那就要乖乖回到每天服藥。

曾：到了節目的尾聲了，最後我想問最後一個問

題，請問痛風的人可不可以吃阿斯匹林（aspirin）？

莊：有一些藥物像預防心臟病的阿斯匹林，都會使

尿酸變得高一點點，所以儘量跟心臟科醫師討論之後

再繼續服用。

曾：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謝謝大家收聽！再會！

莊：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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