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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風與關節炎－大綱	

1) 甚麼是痛⾵風 
2) 痛⾵風發作的處理 
3) 痛⾵風的預防 

– 藥物 
– ⽣生活飲⾷食 



考考你	

p 痛⾵風、「急性」痛⾵風 
p 「慢性」痛⾵風 
p 尿酸 
p 尿酸結晶、尿酸鹽 
p 嘌呤、普林 

Acute gout 

Chronic gout 

Uric Acid 

Monosodium urate crystal 

Purine 



痛風- 急性的關節發炎 

•  成因 

⾎血液內的
尿酸過⾼高 

尿酸結晶 
積聚在 
關節滑液
(Synovial fluid) 

關節發炎 
- 紅 
- 腫 
- 劇痛 
- 發熱 

尿酸⾼高≠痛⾵風	   痛⾵風發作≠即時⾎血液尿酸⽔水平⾼高	  



尿酸過高	

嘌呤/普林 

• ⾝身體製造 
• 飲⾷食吸收 

新陳代謝 尿酸 

• 經尿液排體外出 

過慢 
• 腎功能 
• 藥物影響 

(如利尿藥、抗癌藥)

過多、過快 
• 飲⾷食! (「富貴病」) 
• 遺傳 
• ⾝身體狀況影響 

(如癌症、⽜牛⽪皮癬)



較容易患上痛風人士	

•  男性多於⼥女性 
– 男性: 中年，約40歲以上 
– ⼥女性: 停經後 

•  疾病 
– 肥胖、⾼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心⾎血管
疾病、慢性腎病 

•  飲⾷食 
– 嗜酒、嗜⾁肉、嗜海產、嗜甜 



痛風- 急性的關節發炎 

•  常⾒見關節－⼤大拇趾(腳趾公) 
•  其他關節 

– 腳踝 
– 膝蓋 
– ⼿手指 
– ⼿手腕 
– ⼿手肘等 



痛風- 急性的關節發炎 

•  短時間內(半天⾄至⼀一天)發作 
•  關節劇痛、紅、腫、熱，活動能⼒力下降 
•  較常於晚間或清晨開始發作 
•  數天內痛楚⾃自⾏行減退 

– 進⼊入跨臨界期 (Intercritical Period) 



慢性痛風	

•  經常復發 
•  尿酸⾧長期過⾼高 
•  嚴重情況 

– 軟組織內產⽣生結⽯石-痛⾵風⽯石(Tophi) 
– 關節變形 
– 腎臟內產⽣生結⽯石 
– 腎功能受損 



痛風治療	

•  痛風不能根治 
•  治療目標 

– 緩解急性關節發炎 
– 預防復發，控制尿酸⽔水平 



急性關節發炎	



緩解急性關節發炎	

•  藥物 
– 迅速⽌止痛，恢復關節活動能⼒力 
– 愈早服藥，效果愈好 
– 短期服⽤用 
– 藥物種類 

• ⾮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 
• 秋⽔水仙鹼  
• 類固醇(⼝口服/關節注射) 

•  藥物相互作用	



緩解急性關節發炎	

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s）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tory Drugs) 

– 飽肚服⽤用 
– 可以配合抑制胃酸胃藥服⽤用 
– 告知醫⽣生藥物敏感記錄 、病歷 
 



藥物需醫生處方，亦非所有人適合服用 
切忌自行購買服用

Ibuprofen



質子泵抑製藥 
(Proton Pump Inhibitor)

組織胺二型受體對抗劑 
(H2 Receptor Antagonist)

藥物需醫生處方，亦非所有人適合服用。切忌自行購買服用。



緩解急性關節發炎	

新⼀一代⾮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 
環氧化酶-2抑制劑 (COX-2 inhibitors) 

–  較少腸胃副作⽤用 

藥物需醫生處方，亦非所有人適合服用。切忌自行購買服用 。



緩解急性關節發炎	

秋水仙鹼 (Colchicine ) 
• 惡心、嘔吐、肚痛、腹瀉 

– ⽴立即停藥以及告知醫⽣生 
• 藥物相互作用 

– 告知醫⽣生藥物記錄 



緩解急性關節發炎	

其他輔助⽅方法 
ü 多喝開⽔水 
ü 休息 

? 冷敷患處 
? ⽌止痛成藥 



預防痛風復發/控制尿酸 
藥物	



預防復發/降尿酸	

慢性痛⾵風藥 
•  視乎痛⾵風情況，不⼀一定需要服⽤用 
•  慢慢控制尿酸⽔水平 
•  需⾧長期服⽤用 



預防復發/降尿酸	

慢性痛⾵風藥 
• 初期服⽤用有機會引發急性痛⾵風 
• 配合⾮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或秋⽔水仙鹼同服，  
 直⾄至尿酸⽔水平達標並穩定 



預防復發/降尿酸	

•  抑制尿酸產⽣生 
– 別嘌醇 (Allopurinol)  
– ⾮非布司他 (Febuxostat) 

•  增加尿酸排出 
– 丙磺舒 (Probenecid） 
– 苯溴⾺馬隆 (Benzbromarone) 

產
⽣生 

排
出 



預防復發/降尿酸	

•  別嘌醇 (Allopurinol)  
– 抑制⾝身體內尿酸的製造 
– 飽肚服⽤用可減輕腸胃不適 
– 多喝開⽔水 

•  如出現紅疹 
– ⽴立即停服及求醫 
– 機會很微，但可引致致命的敏感反應 





•  非布司他(Febuxostat)	



預防復發/降尿酸	

•  丙磺舒 (Probenecid） 
– 增加尿酸排出 
– 多喝開⽔水(每⽇日最少兩公升⽔水) 
– 藥物相互作⽤用 

• 告知醫⽣生藥物記錄 
• 避免服⽤用⼤大量亞⼠士匹靈 



預防痛風復發/控制尿酸 
生活飲食	



預防痛風的生活飲食	

容易引致痛⾵風的⾷食物 
• 嘌呤/普林含量⾼高的⾷食物 
• ⾼高果糖漿(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 汽⽔水、加⼯工果汁 
• 酒類 

– 啤酒、烈酒 



預防痛風的生活飲食	

禽畜類 
 隨意⾷食⽤用 限量⾷食⽤用 避免⾷食⽤用 
低脂⽜牛奶 
低脂芝⼠士 
蛋 

⽜牛⾁肉 
⽺羊⾁肉 
豬⾁肉 
雞 
鴨 
鵝 
乳鴿 

內臟 
⾁肉汁 
濃⾁肉湯 
雞精 



預防痛風的生活飲食	

水產類 
 隨意⾷食⽤用 限量⾷食⽤用 避免⾷食⽤用 

蟹 
蜆 
蠔 
⿂魚蛋 
⿂魚翅 
鮑⿂魚 

沙甸⿂魚 
鰻⿂魚 
鯉⿂魚 
⼤大⿂魚 
鯪⿂魚 
蝦 
瑤柱帶⼦子 
⼩小⿂魚乾 



預防痛風的生活飲食	

蔬果類 
 隨意⾷食⽤用 限量⾷食⽤用 避免⾷食⽤用 
五榖類 
其他蔬菜 
⽠瓜類 
⽔水果 
 
 

⿈黃⾖豆製品 
⾖豆腐、⾖豆腐花、⾖豆漿 

⾖豆類 
綠⾖豆、紅⾖豆、⿊黑⾖豆 

堅果類 
花⽣生、合桃、腰果、
杏仁、栗⼦子 

 

冬菇 
磨菇 
菠菜 
椰菜花 
露筍 
⾖豆苗 
⿈黃⾖豆 
 



預防痛風的生活飲食	

•  控制體重、適量運動 
– BMI: 體重 (kg) ÷ ⾝身⾼高 (m) ÷ ⾝身⾼高 (m) 

分類 ＢＭＩ（公⽄斤／⽶米²） 
過輕 < 18．5 
正常 18.5 - 22.9 

過重 

邊緣 23 - 24.9  
 

肥胖（中度） 25 - 29.9 
肥胖（嚴重） > 30 



總結	

•  痛風與生活飲食息息相關 
•  如懷疑痛風，盡快求診，盡快用藥 
•  切忌自醫、自行購藥 
•  藥物及生活飲食控制 
•  跟從指示服藥	



祝各位身體健康!	

無事



www.ampoule.org.hk	
•  中文大學藥劑學院網上咨詢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