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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餘歲的霍先生是一位

藥劑師，最近數年受着

腰痛困擾，當痛楚難耐時，會服

用止痛藥物。然而從年初開始，

疼痛愈來愈嚴重，從腰痛至腳，

於是約見骨科醫生檢查清楚。

「我的痛楚從後腰伸延至臀

部及小腿；步行時不痛，坐着時

也不痛，但一站起來就痛……」
霍先生說。

醫生為他進行臨牀檢查，確

定他痛楚位置在左邊腰椎，之後

安排磁力共振掃描，發現他的椎

間盤移位情況嚴重，位於神經管

外面，一站起來腰椎神經便受擠
壓因而疼痛。

由於椎間盤移位情況嚴重，

醫生表示如進行物理治療需要較

長時間才能復元，不過可以考慮

選擇接受手術處理問題。求醫前

已經心裏有數的霍先生，考慮一
天後，決定接受手術。

受影響的三條神經

養和醫院骨科專科醫生高天

祐醫生說，坐骨神經痛楚是一個

病徵，不是一個疾病，這種痛楚

由臀部後面，伸延至大腿外側、
小腿外側，直到腳板。

「八至九成坐骨神經痛楚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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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天祐醫生說，最
常見是腰椎至盆骨
、 L5-S1
節椎
L4-L5
間盤退化問題引致坐
骨神經痛。
▲

攝影：楊耀文
撰文：陳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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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聽到有人指坐
骨神經痛，步行時疼痛，坐
下時亦疼痛，由於不想做手
術，只能長時間做物理治療。到
底甚麼是坐骨神經痛？今期由骨
科醫生為大家詳細解說。
坐骨神經痛範圍
可以由臀部外
側、大腿外側、
小腿外側一直伸
延至腳板。

檔

案

養和
醫

神經

於三條神經受影響，包括腰椎第

會引致坐骨神經痛症。

者的腰痛或椎間盤問題，往往都

前面位置，一直向下伸延。求診

合，並到達臀部後面丶即梨狀肌

）神
神 經 ， 以 及 盆 骨 第 一 節 （ S1
經。這三條神經離開椎管後匯

現在愈來愈多患者是長時間坐着

工作及搬運工作人士較高危，但

有年輕化趨勢，「昔日在辦公室

三十至五十歲人士，但現時患者

椎間盤突出最常見發生於

）
L5

是因這三條神經受壓引致。之所

及少運動，特別是從事文職或投

）神經丶第五節（
L4

以稱為坐骨神經痛，主要因為這

資界工作。另外亦有部分有遺傳

四節（

些神經影響臀部位置附近，及與

基因人士，有較高機會發

久坐腰硬 高危人士

坐姿有關。」高醫生說。

病。」
高醫生說，椎間盤突出

至 L5
人 體 的 腰 椎 有 五 節 ： L1
節，最容易出現椎間盤退化問
椎
題 ， 是 腰 椎 第 四 至 五 節 （ L4-5
間盤）及腰椎第五節至盆骨第一

是腰椎第四、第五節，然後

因，而椎間盤突出是正常退

是常見引致坐骨神經痛原

椎間盤），這兩節腰椎
節（ L5-S1
附近正是上述三條神經經過之

是腰椎第五節及盆骨第一

▲

時間坐在案頭工作，腰部僵硬，

組，退化問題很常見，特別是長

至於四十丶五十歲的患者群

員中十分常見。

實上椎間盤問題在高球職業運動

及腰椎，例如打高爾夫球，而事

運動時大幅度的扭動腰部動作傷

畢業、二十餘歲的年輕人，在做

及使用電腦。另有一組患者是剛

學生，他們長時間坐着打遊戲機

關。高醫生說，有一群患者是中

與不正確坐姿及長時間坐着有

現在有較多年輕病人，主要

可以出現椎間盤退化問題。」

年輕時已出現退化，甚至胸椎都

二節，以及第三、第四節均在較

有基因問題，可能腰椎第一、第

節，及腰椎第三、第四節。如果

痛楚範圍

當要做某些動作，例如要扭動腰

坐骨神經

突出的椎間盤

膨脹的椎間盤
坐骨神經

8/8/2020 16:45:53

G885_ADW.indd 2

2020 08 12

61

化會出現的問題，「最常見

處，當椎間盤突出並壓迫神經就

▲

MEDICAL & HEALTH

搬運重物如姿勢不
正確，有機會令椎間
盤突出。

脊椎面關節炎患者
的影像掃描顯示，神
經根被擠壓而引致坐
骨神經痛。

部或伸展身體取物件時，由於沒

椎間盤突出，當腰椎失去了支

間盤支撐，椎骨一旦磨蝕，或有

到痛楚伸延至臀部，或伸延

撐，要霎時鍛煉腰部肌肉來支

椎間盤退化初期的病徵。」

至大髀，開始有坐骨神經痛徵狀

撐，對他們而言是難事，康復時

有熱身，一扭動就有機會令椎間

的話，很大機會已經有椎間盤突

盤受傷。
所以高醫生提醒上班族要注

間亦較長。

當腰椎漸漸退化，初期是完

護，但當髓核突出時，由於身體

間盤內的髓核由纖維體包裹保

診，高醫生會先確定病人的痛楚

當有坐骨神經痛徵狀人士求

硬膜注射 止痛消炎

全沒有病徵，又或者有病徵出

未能夠辨認，會產生發炎反應，

是沿神經線方向行走，然後分辨

就需要進行伸展。

現，都未必察覺得到。高醫生解

當嚴重發炎時就會出現坐骨神經

釋：「椎間盤的形狀就像一條輪

是屬於發炎引致的痛楚，還是與

面是髓核啫喱狀物體，它發揮吸

傷及疼痛時間短，如果病人有恒

高醫生說，早期患者輕微扭

除了神經受刺激而產生痛楚外，

「之後就要評估嚴重程度，

▲

震功效；當椎間盤開始退化時，

常運動及護理腰部知識，進行物

胎，外圈是非常堅韌的纖維，裏

外面的纖維體出現裂痕，裂痕慢

便功能受影響的話，即已經影響

姿勢有關的痛楚。

慢增多並匯聚，形成一些長及較

理治療訓練軀幹肌肉（ core
），痛楚很快消失。
muscles
如果患者平日少做運動，腰

馬尾神經叢，需要緊急處理。

有麻痹乏力的感覺；另外如果小

會否有神經受損，例如患者有沒

情況就像沙發的彈弓斷裂，因而

部結構缺少肌肉，一向只靠腰椎

從患者的年齡亦可以分辨是

疲累，已經是椎間盤退化的徵

當患者長時間坐着覺得腰部

後彎腰，收窄情況更多，痛楚愈

主要是椎管狹窄，當患者站立向

椎間盤移位的神經痛。年長患者

椎間盤收窄引致的神經痛，還是

兆，但一般人未必會意識到有甚

大；年輕患者的椎間盤移位，反

退化情況愈見嚴重，就會產生痛

年輕及有足夠肌肉的患者，可由

屬於椎間盤突出、發炎，較

而是向前大幅度彎腰會痛。」

楚。所以當坐着一段時間後感覺

修復。如果四至六星期後徵狀仍

鍛煉，為椎間盤減壓，讓其自行

物理治療師指導進行伸展及肌肉

困難，這就要留意，因為這正是

牀時腰部仍然非常緊，起牀時感

腰部很緊，不容易彎腰，每天起

「如果長期不理會，椎間盤

麼問題。

早期退化 鍛煉改善

大的裂痕，影響椎間盤的韌力，

失去正常承托力。」

▲ 高醫生示範透過微
創手術，為病人進行椎
管內減壓手術。

痛。

突出。高醫生說，正常情況下椎

出問題，即椎間盤內的啫喱向外

高醫生說，近年
▲
多了因長時間坐在
電腦前打機的坐骨
神經痛個案。

意保護腰椎，當坐着一段時間後

檔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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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公室一族在工作一段時間後，應該多休
息及做伸展動作。

然反覆的話，就要照磁力共振，
確定椎間盤突出位置是否與痛楚
吻合。
「如果掃描影像與徵狀吻
合，就要判斷到底是屬於發炎引
致的痛楚，還是壓迫性的痛楚。
如果磁力共振掃描顯示椎間盤突
出情況並非十分嚴重，患者也不
是二十四小時持續疼痛，而且大
多是坐着時疼痛，這類情況可以
進行痛症治療，即硬膜注射或神
經線注射，注射類固醇至椎管消
炎，止痛後病人就可以進行物理

早期坐骨神經痛患者可接受
物理治療訓練腰部肌肉，改
善痛症。

間盤椎骨出現不穩定狀態，可以

治療及肌肉訓練。
如果注射都未能夠解決問

霍先生的椎間盤移位情況嚴

定及融合手術。

除，置入支架固定，稱為椎骨固

手術，將椎間盤損壞的位置清

建議進行手術。前者可以進行椎

手術後 痛楚消失

題，或情況反覆的話，就需要考

而步行時的痛楚，成因則比較複雜。早期椎間盤突
出，會持續地刺激神經，故患者二十四小時都感疼痛，包
括步行也會痛。但有些情況是，患者除了有椎間盤問題
外，旁邊的關節也有收窄情況，當兩者『夾攻』的
話，特別在患者站着及步行時，椎管進一步收
窄，令神經受壓而引致痛楚，故這類是椎
管收窄引起的痛。」

慮做手術。」

「當我們坐着時，脊椎骨一節疊一節壓力從上而
下，如果腰椎間盤有問題的話，椎間盤會向後推，如果已
經有一節椎間盤突出的話，當坐着有壓力壓下去時，就會擠
壓到附近神經因而產生痛楚。

管減壓手術，後者可以進行固定

有些患者坐着時痛、站着時不痛，有
些卻相反，高天祐醫生解釋，不同痛楚反映不同
問題根源。

重，他同時有椎管收窄問題。由

於前面有關節擋住，手術工具很

難到達椎間盤突出位置，於是高

醫生採用內窺鏡進入，為病人進

行減壓及椎間盤切除手術。

「手術採用局部麻醉加監察

麻醉進行，因為空間非常狹窄，

其管道只有八毫米闊，病人需要

保持清醒，才能確保椎間盤切除

期間內窺鏡不會壓住神經線。手

術全程兩小時。手術後，病人的

痛楚立即消失，翌日可以出
院。」高醫生說。

術前霍先生坐骨神經痛至難

以站立，站立極短時間便要坐下

休息，現在痛楚消除，無論坐立

都沒有問題，而且術後毋須做物
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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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人屬於收窄性的坐骨
神經痛，只能步行短時間，或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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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的腰痛、腳
痛原因較複雜，需
要檢查清楚找出痛
症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