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步行時會突然腳軟，一個月

痺，最先是左手，然後是左腳。

肩膊痛，原因可以是長期姿勢不

祐說，都市人常見的後頸疼痛、

養和醫院骨科專科醫生高天

頸椎（cervical vertebra）是人體脊椎的第一部分，共有
七節。除第一及二節外，其他頸椎之間都有一個椎間盤。每
個頸椎都由椎體和椎弓組成，椎體是呈橢圓形的柱狀體，與
椎弓相連形成椎孔。所有椎孔相連就構成了椎管，脊髓就容
納其中，每一節各有神經線伸延出來。

認識頸椎

▲

有機會癱瘓。經轉介到養和醫院

因為愈遲做手術，就愈難復元，

不及年輕人般靈活，所
骨科部門，由高醫生操刀，進行

了年紀的人，手腳自然

以有時會給人「論論盡盡」之
頸椎管減壓手術。」

上
感。但六十八歲的何先生多次跌
倒，卻不是論盡那麼簡單。

內跌了兩次，最後一次在馬路中
良造作，但亦有可能是頸椎病變

脊髓型頸椎病變

心腳軟就要跪倒，勉強行到安全

造成。「這類屬脊髓型頸椎病，

「早前我發現手腳有點麻

島 終 無 力 趴 地 在 地 上 ， 三 、四 分

麻痺、動作緩慢、扣鈕不靈活、

患者在後頸、肩膊疼痛出現一段

他趕赴茶樓與朋友會面，對

寫字不順暢、拿筷子乏力及難運

鐘後才能站起來…… 」何先生向

方見他面爛、口損，馬上帶他去

用；情況再嚴重的會走路時腳

時間後，會有其他病徵，包括手

見醫生。醫生做過簡單檢查後以

震、大便不暢順等情況。這些病

記者說。

為何先生中風，立即幫忙召喚救

徵與柏金遜症病徵相
似，故有機會

護車送他去醫院急症室……
何先生在醫院接受了多項檢

被懷疑患柏

甚麼是脊

查，確認腦血管和腦部結構都沒

在政府醫院排期需時，何先生到

髓 型 的 頸 椎

金遜症或其他

私院接受磁力共振後，發現頸椎

病？高醫生

有問題，懷疑可能是脊髓神經病

第 三 、四 、五 、六 節 都 退 化 ， 壓

說：「頸脊有

腦科病症。」

住神經線，要盡快做手術。「醫

七節椎骨，後

變，建議要照磁力共振掃描。惟

生說我當時的情況不能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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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C3

C4

C5

C6

C7

一般的後頸肌肉痛屬常見，但如果有頸椎病變，
則會影響神經，引致肢體活動困難。

MEDICAL & HEALTH

面有肌肉包裹及控制頸椎活動，
肌肉連接至膊頭位置。有些人經
常感到頭、頸、肩痛，就是因為
平日工作經常使用電腦，頸椎第
二節後的一組肌肉連繫頭部肌肉
及膊頭肌肉會被拉緊，或會引致
▲

頭部輕微傾側，如不理會，會出
現類似『瞓厲頸』情況，以及頸
梗、頭痛等，有些人更會頭暈。
部分頸痛人士會覺得一邊膊肌肉

出來，傳遞訊息。神經線經過的

節椎骨左右兩邊都有神經線伸延

十二毫米，如在十

先天性收窄的大約是

應該有十四毫米闊，

較容易有病變。「正常椎管

頸椎管如有骨刺增生，或黃韌帶

毫米以下便會出問

「脊髓位於頸椎管內，每一

增生，椎管便狹窄，有機會令神

題。」高醫生說。

特別疼痛，其實就是這組肌肉抽

人體的脊椎骨內，有脊髓神

經線受壓，影響神經傳導。」高

從病徵追查受壓神經
經，負責將腦部訊息傳遞給四

醫生說。

牀檢查病徵着手，並進行神經測

診斷頸椎病患者，會先從臨

肢、軀幹的神經線，故脊髓出現

筋。」

會
有較大機
年 長 人 士 椎病。
頸
的
性
出現退化

部分亞洲人天生椎管較窄，

試，以找出哪一條神經受壓，從
而確定哪一節頸椎出現問題。高
醫生舉例，如肩膊控制及手肘屈
曲出現問題，就有可能是第五及
第六節頸椎出現病變，因為這裏
伸延出來的神經線正是控制肩膊
及手肘。又例如中指麻痺，就有

▲

設計：林彥博

撰文：陳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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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痛，都市
人常見，但如果同時有
手腳麻痺，甚至活動有困
難，步行時跌倒等，就要提高警
覺及早求醫，因為有機會是脊髓神
經受壓的頸椎病變，如不及早治理，
有機會引致癱瘓！

高天祐醫生
說，不同神經線受
擠壓可以引致不同
部位的病徵。

問題，可以影響全身。
步行困難，手腳不靈活，
有機會是柏金遜病，或脊髓
性頸椎病造成。
▲

例如走平路時是否動暢順及一氣

縱韌帶鈣化。高醫生解釋：「椎

頸椎病變中，有一種稱為後

其他頸椎病變種類

呵成，是否需要用手杖，上下樓

骨後有一條很薄的韌帶，稱為後

下肢功能，會觀察其走路情況，

動困難，就可能是第八條神經受

梯是否平衡得到。另外亦會詢問

機會是第七神經受壓；如尾指活

壓。
年長的患者，大多有椎間盤

光

病人感覺麻痺的範圍有多大，大
小便功能是否正常等。以上每項

是見到一條黑線。這韌帶會鈣

中，血液循環也受影響，當神經

頸椎病變患者在惡化過程

高醫生說。

扭頸，更有機會因此而癱瘓。」

必須治療。個別患者如接受按摩

度或以上，病況只會繼續轉差，

較多此類問題。如病情評估達中

麻痺感。「在辦公室工作人士有

會影響神經線功能，產生痛楚及

仰時黃韌帶鬆弛，向前突出，就

釋，日常坐姿不正確，當頸向後

問題引致頸椎病徵。高醫生解

近年有不少年輕病人因姿勢

能確定鈣化狀況。

韌帶鈣化需要進行電腦掃描，才

時，病情已經很嚴重。懷疑後縱

病人難以察覺，到病徵一出現

而鈣化過程中不會產生痛楚，故

便會壓住神經線影響活動能力，

骨後產生鈣化。當鈣化至某程度

連接起來鈣化，有時只在每節椎

明。鈣化有多種面貌，有時幾節

檢查看得見，磁力共振掃描中只

徵，故必須要結合影像掃描及病
功能評估都會給予一個分數，如

縱韌帶，但因太薄而無法在

突出問題，但不一定導致上述病

磁力共振圖片顯示，頸
▲
椎第三及第四節椎管收
窄，神經受擠壓。

徵才能確定神經受影響情況。

化，當鈣化後會變厚，原因不

十三分屬中度，亦需要接受手

總得分少於九分便屬非常嚴重，

而長者除了有椎間盤突出，

術；得分十三至十七分的屬輕

需要立即接受手術；得分九至

X

功能評估以鑑輕重
亦有骨刺問題。「因為椎間盤退

微，可以先接受治療再密切觀察
康復進度。

化，骨與骨之間產生摩擦，就會
有骨刺增生以穩定椎骨。骨刺不
止一節，可以多節，產生多節脊
椎病，受擠壓的神經線亦是多
條。」高醫生說。
而較年輕的頸椎病變患者，
即四十歲以下，椎間盤退化是較
常見原因，亦有部分是椎間盤移
位，頸椎多節性退化機會率則較
低。但當年紀愈大，頸椎多節退
化病例就愈多。
高醫生說：「年輕人士的頸
椎病較難察覺，因四肢肌肉夠力
彌補頸椎問題，但細心觀察可以
發現其肢體活動並不靈活，轉身
動作不暢順。」
故檢查時會為病人進行功能
性評估，例如請他們扣鈕、拿筷
子等以測試手臂功能。至於評估

▲ 電腦掃描圖片顯示
後縱韌帶鈣化。
▲ 掃描圖片顯示
椎間盤突出。
▲ 懷疑頸椎神經受壓，需要進行電
腦掃描或磁力共振了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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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頸椎病患者難以拿
穩筷子。

另一病徵是無法
握穩拳頭。

無法完成扣鈕動作。

▲

▲

線不夠血供，神經有機會萎縮。

兩種方式 擴闊椎管
頸椎病變病徵一旦出現，如
何治療？高醫生說，情況輕微
的，可以先接受保守治療，例如
物理治療，以減輕椎管的神經線
受壓，如情況持續惡化就要做手
術。
頸椎病變手術分兩種，一是
在前面開切口進行手術，另一種
是頸後開切口，病人需要俯伏手
術牀上。高醫生解釋：「如椎管
有三節椎骨以上都有收窄情況，
或本身有先天性椎管狹窄，就要
在頸後進行，將整個椎管擴
闊。」
頸椎管成形手術，是利用手
術磨將一邊椎板磨斷，另一邊磨

很多病人知道要進行脊椎手術都會很
擔心，害怕神經受損後會癱瘓。高天祐醫生
說，目前有不少方法加強手術的安全性，第
一是利用顯微鏡輔助進行手術，讓醫生可以
看得更清楚。

第二是手術期間利用神經觀察儀，在病
人頭部及四肢貼上接收神經訊息的儀器，
手術期間如監測儀發現訊息弱了，醫生便
知道神經線受影響要特別留意。

剩下的空間，可以放置一個纖維

面被壓的神經線。椎間盤取走後

切口，取走整個椎間盤以鬆解後

而壓住神經線，就可以在前面開

如病人椎間盤一至二層突出

醫，一個月後才見到高醫生決定

手腳麻痺了兩三個月才懂得求

好了。始終我的病情不輕，之前

後 能 回 復 八 、九 成 活 動 能 力 就 很

行。高醫生說以我的情況，手術

遲。」何先生說。

做手術。幸好一切總算不太

算好穩陣，但可以不用手杖步

指及腳趾仍有點麻痺，步行時未

「我現在康復得不錯，但手

醫院做物理治療。

頸箍保護。現時每星期都需要回

住院八天後出院，頭一個月要戴

學步行，便開始物理治療。他在

時，術後第三天何先生離開病牀

必須從後頸進行，為時兩個半小

何先生有四節頸椎受壓，故手術

手術。手術於四月初進行。由於

醫生，在評估後認為要盡快進行

內兩度跌倒的何先生經轉介見高

頸椎病變情況嚴重，於三月

手術及時 總算不遲

高天祐醫生指
出，部分亞洲人有
先天性椎管狹窄問
題，他們較一般人較
容易有頸椎病。

物料及人造骨製成的小盒子作為

慢慢復元。

濶了，神經線不再受擠壓，便能

後用手術線及鐵片固定。椎管擴

骨揭起，整個椎管便擴闊了，之

手指無力，無法拿穩紙張，
有機會是頸椎病變。

神經監察儀
加強手術安全性
骨與骨之間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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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頸椎神經受壓，走路時步履會欠平穩及動
作不暢順，容易跌倒。

至一定深度，便可以將上面的椎

▲

MEDICAL &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