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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骨刺 保平衡

麥醫生解釋，人的頸部有弧

度，稱為生理弧度︵ physiological

︶，這個弧度要向前突，低
curve
頭時就會失去此生理弧度，同時

令後頸肌肉拉緊，引致疲勞及出

現各種病變。

椎組成，各部位都有特

﹁人的脊椎由頸椎、胸椎、

腰椎、

定弧度，這個弧度剛好令身體保

持平衡；如任何一部分失去弧

度，整個人的生理弧度都因而改

變。常見的如經常低頭工作，頸

失去正常生理弧度，人為了保持

平衡便會被迫﹃寒背﹄，後面肌

肉便繃緊、疲勞。﹂麥醫生說。

脊椎對人體的重要性除了支

撐頭部，解放前肢進行各種動作

外，亦有保護神經中樞的重大責

任；而在保護的同時亦要保持靈

活度，長期的姿勢不良或令脊椎

受壓，都會影響其靈活度及保護

功能，即所謂﹁頸緊膊痛﹂、

﹁腰背僵硬﹂。

﹁當肌肉長期被拉緊後因無

血到，不但
張先生多年來因低着頭
工作，因而頸椎受壓，
致長出骨刺，壓迫神經
產生痹痛。

頸椎神經管轄範圍
麥勤興醫生解釋，頸椎共有七節，每節之間
的神經根管轄範圍不同。

頸C1至C7
頸C

「第一條神經在C1節，即頸椎第一節，是負
責頭的感覺，這條好少受影響；
第二條負責後枕、耳仔等的感覺。
第三條是負責頸或面部的感覺。有時頸側感 胸椎
胸椎T1至T12
到麻痹，有機會是第三、四節的神經線受影響。
第五、六、七條神經線是負責肩膊及手臂的
活動及感覺，第五、六節間是肩膊，第六、七節
間是手臂、手肘、手腕等，從C6、C7椎間走出
來的神經根負責手掌及手心的感覺，不同部位的
麻痹及痛楚，顯示不同位置的頸椎神經受壓。」
由於頸椎神經影響上身的感覺及活動能力，
故有頸椎退化的病人未必因為頸痛而求醫，很多
時是因為後頸、肩膊或手臂麻痹而見醫生。

腰椎L1至L5
腰

而最常見出現問題的，是頸椎第五、第六和
第七節，因為都市人多低頭工作，而這三節又是
生理弧度中最前位置，故最容易受壓。

椎

頸椎退化如屬早期，通常是一兩節出現問
題，故會有局部麻痹的病徵。如全身都痛，就未
必是骨科問題，可能是與腦神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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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對住電腦屏幕因頭部長期

麥勤興解釋，香港人最常見

消炎藥，並叫我休息。但我休息了

這樣的情況捱了數年，直至

維持向前傾的動作，而大部分人

裏面發炎，甚麼骨膜炎，給我處方

上的痛楚是不知不覺間
兩星期後上班，一工作又開始痛，

去年底一晚，他躺在牀上就寢

坐姿不佳，致令後頸肌肉長期拉

很多人一樣，張先生身

形成，﹁年輕時好捱得，我在大
但都沒暇理會了，忍住痛楚繼續工

時，發覺雙手無論垂直放或是向

時又會﹁仰着頭﹂為大樹修剪枯

整天蹲着﹁低頭﹂工作，有

任的張先生說。

來！﹂五十多歲現職會所園藝主

午飯外，可以整天都不站起

分無奈。

面對這樣的建議，張先生感到十

分，你要學習與痛楚共存︙︙﹂

的建議是：﹁痛楚是生活的一部

忍無可忍去見家庭醫生，惟醫生

但有時痛楚難擋，張先生也

生徹底檢查清楚。

上他決定到養和醫院，找骨科醫

分難受︙︙﹂張先生說。翌日早

痹，又好像痠痠痛痛的，總之十

﹁那種感覺又痠痛、又有點麻

上放或大字形放都非常不舒服，

利進入，自然能慢慢紓解痛楚。然

展運動，讓肌肉回復活力，血流順

肌肉的痛楚，只要多進行伸

肉痛楚久久未能紓緩。

緊的肌肉令血流慢及不順，故肌

緊，故容易疲勞及痠痛，加上繃

引致頸痛的原因，是長期伏案工

草地上掘地翻泥做殺蟲工程，一
作吧︙︙﹂張先生說。

低頭工作 後頸繃緊

蹲下便是半天，除了要上廁所及

枝，他並不知道兩種動作都會令

己止痛，﹁我右手肘一痛便用左

﹁無得醫﹂，惟有自己幫自

膊痛或周身痠痛來見醫生，但未

勤興醫生說，很多病人因為肩頸

養和骨科及運動醫學中心麥

覺，則可能已出現頸椎病！

痹、刺痛或像被蟻咬、針刺般的感

而如果疼痛情況嚴重，或帶有麻

他頸椎勞損受壓，最終在工作了

手捽一捽，當作按摩，紓緩一下

十幾年後，後遺症出現了！
﹁四五年前開始覺得手肘痛

椎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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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一定要骨骼出現問題，更多時

脊椎

麥勤興醫生
說，長期的姿
勢不良，是引
發都市人頸椎退
化的元兇。

痛楚吧︙︙﹂他說。然而這方法

神經根

咯，當時不知原因，還以為是勞

這四五年間，張先
生經常用手搓揉右手
肘，希望減輕痛楚。

候是肌肉過勞。

撰文：陳旭英

攝影：張文智

設計：章可儀

不治標，亦不治本。

或者你會疑惑，沒有受傷沒體力勞動，為何都
會周身痛楚呢？事實上，長期的不良姿勢正慢慢蠶
食我們的健康，令椎骨退化，生出骨刺，壓住神
經，影響全身活動！任職園藝主管的張先生，就是
這樣壓出頸椎病來──

損，去了見骨科醫生，他檢查後說

都市人的生活模式，最容易養成肩緊膊痛，嚴
重者更會影響手腳活動，甚至難動分毫，像癱瘓了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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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活動能力的話，無論是因為骨
刺或是椎間盤突出，就需要進行
手術切除。
﹁頸椎的問題較常見，因為
姿勢差，經常向前側，生骨刺機
會大，同時由於神經孔道較窄，
故骨刺壓住神經，或椎間盤突出

正確的坐姿，應該頭頸
腰成直線，頭與電腦保持
適當距離。

然後身體向後移，改善身體長
時間前傾引起的肌肉緊張。

壓住神經的機會都較高；如是下
身痹痛或活動受阻，多是腰椎問

雙手向上交纏並伸到盡，保持10
秒，可拉鬆上身及上肢肌肉。

題，而腰椎由於管道較闊，故較

雙手放臂後交纏，向後拉扯，保持
10秒，可拉鬆長期向前傾的肩膊。

少機會因生骨刺而壓住神經，反

經常在案頭工作人士，
上身不知不覺間傾前，引
發肩頸痛。

為免長期保持同一姿勢令肌肉繃緊、疲勞，建議每隔
一至兩小時做一下伸展運動。以下由物理治療師示範：

而因退化致令椎間突出，或因意
外令椎間盤唧出的機會較高。﹂

左手放頭上，並
將頭部向左拉，
保持10秒。
頭向左傾側至有拉
緊感覺，保持10
秒。然後到右邊。
手放胸前，食指觸下
巴，保持食指位置；

手術切除 風險 1-2%
如果病情嚴重至要進行手
術，醫生需要先以磁力共振掃描
確定問題位置，然後規劃手術。
如果是椎間盤突出，就切走突出
來的部分，但因為手術儀器要避

根，影響該條神經根管轄範圍的

感覺及活動靈活度，引致癱瘓的

機會不大。

肩頸膊痛病人如病史短，發

展過程緩慢，可以休息、進行物

理治療，令繃緊的肌肉放鬆，有

機會不藥而癒。如數星期都沒有

任何改善，或愈來愈痛才考慮做
手術。

麥醫生提醒都市人工作時要保

持正確姿勢，避免令肌肉過度疲勞

及令關節過分受壓，當中的頸椎退

化高危族如教師、文職人士、司機

等都應特別注意，當保持同一姿勢

一小時後便要鬆一鬆，離開工作位

置走動一下，最好能伸展手腳，紓

緩繃緊的肌肉。

而一些可能傷頸的高危活

動，例如跳水、跳彈牀，或接受

帶扭頸動作的按摩服務，則可免

活動新知：養和醫院骨科及運動醫
學中心將於2012年4月17日舉辦「膝及
足踝關節受傷」免費公眾講座。報名及
查詢：2835 7890

則免。

養和醫院的骨科及運動醫學中心於
養和醫院的
2004年成立，為全港首間於私家醫院中
2004年成立，為
設立的骨科及運動醫學專科醫療中心，
設立的骨科及運
致力為各骨科病患者提供全面的醫護及
預防治療服務，包括各種創傷及腫瘤。

過神經線，故要經側面通道進

養和小百科
養

入，故有部分椎間盤亦須切走！
而任何手術都有風險，切除
骨刺或突出的椎間盤而傷及神經
。
根的機會，約為 1-2%
經常聽說脊椎手術最危險是
傷及中樞神經，令病人癱瘓，麥
醫生說，切除骨刺及突出椎間盤

放鬆肩膊緊張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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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不會傷到中樞神經，故不會
令病人癱瘓。惟有機會傷及神經

頸椎神經管轄範圍

會痛而且慢慢變得不夠力，難以
支撐頭部的重量，亦難支撐四肢
活動，漸漸變成退化。而退化的
徵象，最早期是椎間盤收窄，然
後是長出骨刺︙︙﹂麥醫生說。
為何人會生骨刺？麥醫生說
是正常生理反應，原因是椎間盤
退化，分布力量不平衡，身體因
而自動修正，在較薄的椎間盤位
置有骨增生出來，形成骨刺，以
穩定脊椎。骨刺愈生得多，脊椎
就愈穩定，同時變得僵硬。

神經被壓 影響活動
麥醫生說，長出骨刺是想重
新恢復平衡，是一種自然反應，
卻被認為是痛楚元兇，實屬無
辜。
﹁膝關節長出骨刺，可幫助
穩定關節，不會引起大問題的，
但頸椎長出骨刺，可能引發的問
題就嚴重得多，因頸椎有很多神
經孔道讓神經線走出來到身體各
部位，以控制不同部位的活動，
例如我們手部可以控制筷子、執
筆寫字，就是靠這些椎間盤走出
來的神經線去控制。如骨刺不斷
生長至壓住神經線，就會影響手
部活動，及令手部麻痹。﹂麥醫
生說。

亦有機會壓住神經，引起

盤如因受壓而被唧出來，

認他的頸椎第五至六節間長出骨

況後，再安排磁力共振檢查，確

麥醫生檢查張先生的痹痛情

痛，正是這個原因。

痛楚、麻痹甚至令該條神

刺，並壓住神經線，引致肩、手

而骨與骨之間的椎間

經控制的身體部位失去活

住腰椎的坐骨神經，他便

如其來的撞擊或扭動，壓

而游泳是最能改善肩膊活動的運

經的藥物，及建議我多做運動，

﹁麥醫生給我處方了滋潤神

臂至手肘位置出現痹痛。

會失去下肢的活動能力，

動，我都要聽他話，盡量抽時間

動能力！例如有些人因突

雙腳像癱了一樣。如被壓住的是

游泳。﹂

游泳紓緩肩膊痛楚

頸椎的第五條神經線，輕則肩膊
會麻痹，重則會無法移動，連抬
高肩膊都無力。張先生的肩膊

其實在見麥醫生前，張先生

在另一位骨科醫生處亦透過掃描

確認了病況，並服用消炎藥及接

受物理治療等，但他認為幫助不

大。今次見麥醫生後開始了運

動，反而有改善。

﹁有一段時間我真的勤力游

泳，當游了十幾二十個塘後，我

發覺之前的肩膊痹痛、像蟻咬一

樣的不適感覺漸漸消失︙︙﹂張

先生說。不過，運動是需要時間

和恒心的，工作繁忙的他未能每

周數次抽出時間游泳，他承認，

現時最多每個月二至三次。

麥醫生說，張先生的情況未

算最嚴重，故暫時毋須進行手術

矯正。但如果神經被壓至嚴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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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側面的磁力共振圖片顯示神經受壓情
況，令該患者出現頸側痛楚及麻痹。
如懷疑頸椎神經受壓，可進行磁力共振檢查，找出確實位置。

醫 療 檔 案
Medic File

養 和

磁力共振圖片顯示第
C3、C4節長出骨刺（箭嘴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