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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醫病共享決策輔助評估表 

退化性膝關節炎的治療模式選擇：我該不該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術」？ 

前言： 
前言： 
本資料將協助您瞭解「退化性膝關節炎」相關的原因及治療方式。 
退化性膝關節炎可能導致嚴重的疼痛問題，若您已經接受過藥物、復健運動及其他治療方

式，但都無法解決，請跟著以下的步驟，了解自己的需求及在意的事情，希望能幫您做出

最適合的治療選擇。 
如果您還有問題，可向您的醫護人員提出諮詢。 

什麼是退化性膝關節炎？ 
病因:  

    正常的膝關節,承載重量的合力線剛好通過關節中點 ,而力量均勻分佈至整個關節面;

當種種的原因 ,如體重過重、膝部先天性畸形 (內翻或外翻) 、下肢不等長、脊椎側彎症

等 ,會造成載重合力線離開膝關節面中點,而使局部關節面承受超常之壓力,因而逐漸演變

成退化性膝關節炎。 

    另外還有許多病變會造成次發性的退化性關節炎 ,例如膝關節骨折、半月板破裂、十

字韌帶斷裂造成的不穩定、髕骨脫臼或先天性半脫位、軟骨下骨頭缺血性壞死、細菌性感

染關節發炎、類風濕性關節炎、痛風性關節炎等。 
 
 
 
 
 
 
 
 
 
 

 
症狀: 

◎通常兩側膝關節都會發生,但病變程度並不一定一樣。 
◎較早期的症狀包括膝部痠痛無力,膕窩處硬緊不靈活,蹲下後不易站起來,偶爾伴有膝關節

  囊積水或是膕窩部腱鞘囊腫。 
◎症狀加重時，則出現內側(或外側)膝關節面疼痛，痛會向上牽連引起腰痠背痛，向下蔓 

  延引起腿肚痛或踝痛，蹲下疼痛有困難，股四頭肌漸萎縮，膝關節漸形成內翻(或外翻) 

  變型，無法走遠路，夜裡睡覺時膝部會痠痛。 

◎更厲害的退化性關節炎 則疼痛加劇， 可見變型更明顯 ，膝部有屈曲攣不能完全伸直，

  關節活動有摩擦聲，步態左右搖擺，需要扶手幫忙。 

◎X- 光變化: 內側(或外側)關節面變窄，軟骨下骨頭之顯像變濃，關節邊緣出現骨刺，有

  時可見囊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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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方法可以減輕退化性膝關節炎症狀？ 

退化性膝關節炎症狀通常很慢，但會隨著時間逐漸惡化 

目前沒有治癒的方式，但可以透過適當的醫療，獲得良好的控制。 

◎藥物： 

  如果症狀輕微，可以使用藥物止痛。包括消炎藥、嗎啡類止痛藥、 關節內注射類固醇、

  玻尿酸、或 PRP (高濃度血小板血漿)等。 

◎冰敷或熱敷： 

  在活動前熱敷可以放鬆關節，活動後冰敷可以減緩疼痛。 

◎復健運動： 

  復健運動可以增加肌力，減緩關節的受力。請先與醫師討論何種復健運動比較適合您。 

◎輔具： 

  有許多類型的輔具可以幫助您減緩膝關節的壓力，包括拐杖、助行器、護具，穿著舒適 

  的鞋子或鞋墊也有助於緩解疼痛。 

◎關節鏡手術： 

  使用於因關節內游離軟骨或半月板軟骨破裂而引發症狀之病患，但這項手術無法治癒膝 

  關節炎。 

◎截骨矯正手術： 

  可以矯正因為膝外翻 (X 型腿) 或是膝內翻 (O 型腿) 而造成的退化性關節炎，但通常是

  用在較年輕且關節炎較輕微的病症。 

◎減輕體重 

◎當退化性膝關節的症狀，無法使用其他治療方式來緩解，且對生活品質影響嚴重時，可 

  以考慮人工膝關節置換術。 

目前您的退化性膝關節炎症狀有哪些? 
☐疼痛 ☐僵硬 ☐腫大 ☐變形 ☐其他 

您曾經採取何種方法治療退化性膝關節炎,但仍疼痛? 

☐止痛藥物               ☐膝關節內注射類固醇、玻尿酸、或 PRP 

☐冰敷或熱敷             ☐復健治療                           ☐輔具 

☐減輕體重               ☐關節鏡手術 

☐截骨矯正手術           ☐其他 

您希望人工膝關節置換術後改善哪些生活品質 ? 

☐可以不用吃止痛藥           ☐可以不用拐杖支撐  

☐可以改變外觀               ☐可以上、下樓梯   

☐可以作家事                 ☐可以運動, 如跑步,游泳, 打球等  

☐可以出國旅遊或國內旅遊     ☐其他 

什麼是人工膝關節置換術？ 

人工膝關節置換術，可分為「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或「部分置換」，醫師會依您的病史、行

走情況及生活行動需要給予建議。將使用以金屬和塑膠材質來取代您整個或部份膝關節，

並以骨水泥或非骨水泥黏著的方式來處理您的膝關節。 

手術後需要即刻復健。醫師、護理師及復健師會教導您做一些復健運動，這需持續數週，

以增加肌肉力量及膝關節活動角度，� 多數� 在手術當天或隔天即可使用助行器或拐杖走

路，您通常很快就可以從椅子上站起來，或上下樓梯。 



3 
 

為什麼需要人工膝關節置換術？ 

◎如果您有嚴重的關節炎疼痛，且其他治療方式無效。 

◎如果您的關節軟骨已經嚴重損壞、磨損及老化。 

◎如果您的膝關節疼痛造成您困難起身、行走、上下樓梯，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如果您沒有嚴重的身體健康問題。 

接下來的步驟，可以幫助您想一想，是否要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呢？ 

步驟一：瞭解人工膝關節置換術的優缺點 

 人工膝關節置換術 其他治療方式 

內容 

 手術時需要麻醉，若全身麻醉您會

睡著；若半身麻醉您會覺得腰部以

下沒有感覺。 

 需要住院。 

 手術後傷口會疼痛。 

 手術後需要數周的時間進行復健。 

 藥物。 

 冰敷或熱敷。 

 復健運動。 

 輔具。 

 非置換術的手術，如關節鏡手

術、截骨矯正手術。 

優點 

 大多數人的疼痛有明顯的改善，而

且恢復日常生活的活動。 

 滿意度：針對 100 個接受人工膝關

節置換術的病人追蹤 2-17 年，有 82

個病人覺得滿意。 

保守性治療可以避免手術可能的風險

及併發症。 

缺點 

 麻醉風險：對健康的人來說，麻醉

發生併發症並不常見，但所有的麻

醉都是有風險的。 

 手術後併發症可能有血栓、手術部

位感染、傷口癒合不良、膝蓋骨脫

臼、膝關節活動角度不良、無法從

事劇烈活動。 

 藥物副作用：包含便祕、嗜睡、

噁心嘔吐等。 

 冷熱敷一般來說並無壞處，但連

續使用時間過久可能導致皮膚燙

傷或凍傷。 

 膝關節鏡清創手術可暫緩疼痛症

狀,但無法治癒關節炎. 

風險 

 需再次手術：針對 100 個接受人工

膝關節置換術的病人追蹤 15 年，有

88 個病人不需要再次手術。 

 術後感染：針對 1000 個接受人工膝

關節置換術的病人追蹤 10 年，有 10

人發生嚴重的感染。 

如果拖延太久才接受手術，可能使肌

力、關節活動角度變差，進而影響手

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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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您要不要選擇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前，會在意的因素有？ 

您本身的感覺和醫學上的客觀數據一樣重要。 

接下來請想一想，以下幾個情況，哪一邊對您比較重要？請勾選 

 
 
 
 
 
 

       

 
 
 
 
 
 
 
 
 
 
 
 
 
 
 
 
 
 
 
 
 
 
 
 
 
 
 

 我想手術的理由                                     我不想手術的理由

 

       

       

       

       

兩邊情況，哪一邊對您比較重要？ 

我想要能做一些簡 

單的活動，像是爬樓 

梯、跳元極舞、游泳 

或是家事 

關節疼痛不會 

影響我現在做 

喜歡的活動 

4  3 2 1 2 3 4

比較重要 一樣重要 比較重要 

現在大多數的日子 

我常常感覺很疼痛， 

過得不好 

4  3 2 1 2 3 4

比較重要 一樣重要 比較重要 

現在大多數的 

日子我都覺得 

狀況還不錯 

我了解日後有可能 

還需要再一次手術， 

但我願意嘗試 

4  3 2 1 2 3 4

我很擔心10 或

20 年後可能要

再次做手術 

比較重要 

一樣重要 比較重要 

我願意手術後必須 

花幾個禮拜的時間 

做復健運動 

我不想要手術 

後還得花時間 

做復健 

4  3 2 1 2 3 4

比較重要 

一樣重要 比較重要 

我知道手術可能會 

有風險，但為了解決 

關節疼痛及恢復膝 

關節功能，承擔風險 

是值得的 

我非常害怕手 

術可能會有的 

風險 

4  3 2 1 2 3 4

比較重要 一樣重要 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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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您是否已經清楚知道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術的優點及風險了嗎？ 

 
請試著回答以下的問題： 

 

1.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應該是退化性關節炎治療的第� 選擇？ 

  ☐ 是 

  ☐ 否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是在其他治療方式都無效的情況下，才要考慮。) 

  ☐ 我不確定 

2.在接受手術後，我可以馬上恢復原本的活動能力？ 

  ☐ 是 

  ☐ 否 (手術後的復健通常是要持續幾週的。) 

  ☐ 我不確定 

3.雖然統計上人工膝關節可以使用 15 年，但我仍有可能需要再次手術？ 

  ☐ 是 (多大數病� 可以用超過 15 年，但少數� 需再次手術。) 

  ☐ 否 

  ☐ 我不確定 

 

以上若有一項回答「我不確定」，請洽詢您的醫護人員再次說明 

步驟四：您準備好做決定了？ 

 

經過前面幾個步驟，您已經了解接受及不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術的差異，以及自己在意的

因素，現在決定好想要的治療方式了嗎？ 

 

1.您已經清楚知道有那些治療的選擇嗎？ 

  ☐ 是   ☐ 否 

2.您已經清楚知道不同治療方式的好處和併發症嗎？ 

  ☐ 是   ☐ 否 

3.您有接受足夠的知識及建議來幫助您做決定嗎？ 

  ☐ 是   ☐ 否 

4.在您做決定前您還需要什麼？ 

  ☐ 我已經做好選擇了 

  ☐ 我對於我的選擇還不確定, 想要與我的主治醫師及照護團隊再討論 

  ☐ 我需要和家人或其他人討論看看 

 

 

現在您已經了解有關人工膝關節置換的情形以及您自己的感受，請問您比較傾向接受哪種

治療？ 

 

☐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  ☐不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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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於自己的決定有多確定? 

 

☐完全確定  ☐不是很確定  ☐完全不確定 

 

 

您還沒做決定, 但比較偏向於 

 

☐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  ☐不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 

完成以上評估後，您可以攜帶此份結果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病人或家屬簽名:                            

 

指導員(Coach)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