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

楚，有時不容易準確指

出是哪裏痛。而且，有

些痛楚因為屬同一神經叢管理，

甲區的痛楚會引發乙區的痛楚，

亦有些屬反射痛楚，痛處根本不

是患處，也就更容易令人混淆。

七十餘歲的張女士，多年來就一
直以為自己腳痛！

「腳痛很久了，應該是二

二年開始的，如今算起來都
○○
有十三年。當時覺得腳痛，在朋

友介紹下到東華三院的中醫部接

受針灸，之後慢慢好起來。但好

了幾年，又再痛過，初期都有見

骨科醫生，檢查後指我是坐骨神

經痛，之後又再接受針灸、推拿

的一類治療，但都好像沒有甚麼

改善，痛楚更是一年痛過一年，

直至去年底我去澳洲時，腳痛嚴

重至叫救命！當時痛楚更令我無

法站起來……」張女士向記者憶
述這十多年來的苦楚。

雙腳痛楚 愈見嚴重

聽她所形容，她是左腳先發

現痛楚，痛楚由膝頭一直上到大

腿，走路時倍感辛苦，所以不能

走遠路，初時大約走半小時以上

就腳痛又腳軟，要停下來休息，

而平日步行亦不知不覺將重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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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除了針灸，她亦嘗試艾
灸。在這三年間她就一直在痛
楚、接受針灸、再痛楚、接受艾
灸中度過。由於早十年針灸治療

在不痛的右腳。然而經過一段日

來，卻事與願違，痛楚不但沒減

中醫療法會像以往一樣慢慢好起

後痛楚有好轉，所以她一直以為

子，右腳亦發出痛楚警號，她無
輕，反而愈來愈痛。

到了後期，痛楚更影響站

痛楚嚴重 影響站立

法再依賴右腳，每走一步都感艱
難。

所患的應該是膝關節痛。她求醫

立，張女士說最嚴重時，當坐下

相信一般人都會以為張女士

時，亦是向醫生說同一番說話；
她所求見過的多位骨科醫生，都
認為她是因為年紀大，膝關節退
化而引起痛楚。 事實上，這情況
的確常見於長者。
張女士向記者說，最近三年
腳痛惡化，令她飽受煎熬，不知
有多少個晚上被痛楚喚醒，醒後
惟有用手在大腿上來回推按揉
搓，希望可以減輕痛楚，其實只
是用另一種感覺去掩蓋痛楚，並
沒有止痛作用。
有痛要治療，她再求助於中

註：顏色位置為神經受壓影響的範圍。

L5

膝痛問題極常見，
▲
但有些問題根源未必
在膝頭。

十五分鐘後要再站起來倍感困

難，所以她要在時限前便要起來

走一走，即大約十分鐘便要站起

來，來回走幾步活動一下，舒展

一下筋骨。她試過坐半小時至

五十分鐘，結果很辛苦忍着痛才

能勉強站起來，但當站直後全身
卻在抖震。

「腳痛」一直沒有轉機，直

至今年初有朋友向她提及膝關節

置換手術，她聽後雖然有點擔心

手術風險，但始終為她帶來曙

光。「朋友說她換了人工膝關

節，現在不但行動自如，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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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節退化長者會影響步
行，宜用手杖輔助，減輕
關節受壓及避免跌倒。

MEDICAL & HEALTH

腰患 影響腳痛

腰椎退化、椎間突出和腰椎椎體增生（俗稱「生骨
刺」）是常見引致腰痛的原因。但脊椎問題不單會引致腰
痛，亦影響至大腿、小腿至足部都會疼痛。最常見是腰椎L4
和L5有退化，其增生的骨刺或突出的椎間盤都會令從該位置
伸延出來的神經受擠壓，而這兩條神經的管轄範圍一直從大
腿伸延至小腿甚至腳趾，故患者感到腳部痛楚多於腰痛。

的確有膝關節問題及腰椎問題，

但膝關節退化情況相對腰椎輕微

養和醫院骨科專科鄧偉文醫
生說，不少年長人士有膝關節痛

得多。

跳舞，我聽後心想真神奇，之後
告訴兒女們，他們都鼓勵我做
楚問題，亦有腰椎問題，有時會
令長者混淆真正痛楚。「其中一

科醫生查詢，對方亦認為她適合

於是她向一直跟進病情的骨

經帶痛楚剛好在膝關節附近發

及軟組織壓住神經線，這裏的神

四 、五 節 出 現 退 化 ， 增 生 的 骨 刺

們會直接指住膝頭；如果腰骨

指出痛處，如果是膝關節痛，他

源，醫生在查問病況時會請病人

他說，「為了追查真正痛

細心追查 找出痛源

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並轉介她
生，反而腰部不痛，造成類似坐

痛，他們會一邊用手按住大腿來

個常見情況，是病人的腰椎第

到養和醫院的骨科及運動醫學中
骨神經痛的痛楚，令人誤會。」

病人自己不清楚痛源在哪裏，有

心。當張女士做足心理準備，打

另外常見情況是病人本身有

時令到醫生未能分辨，故在查問

回揉搓一邊說這範圍痛。很多時

在骨科專科鄧偉文醫生詳細檢查

膝關節痛楚，致令他無法長時間

鄧醫生解釋。

及審視她的問題後，才發現張女

痹痛，亦是步行約十五分鐘就要

他說步行五至十分鐘後雙腳已經

鄧醫生在問診時，張女士向

根源。」

電腦掃描或磁力共振去確認問題

病歷時要細心追問，及以Ｘ光、

息；而腰椎關節退化而令軟組織

步行，走十數分鐘便要停下來休

算見醫生後便立即做手術，誰料

膝痛腰痛 容易混淆

呀！」張女士。

不少腳痛人士會用不同方法
▲
紓緩痛楚，像張女士便試過艾
灸、按摩等。

坐下休息。這兩種痛楚非常接

很痛，從椅子上站起來特別痛，

壓住神經線，同樣令雙腳乏力及

近，很多時患者都誤以為是膝關

題，而是腰椎問題居多。為了確

他憑經歷判斷這不是膝關節問
亦有一些情況是患者同時有

認及進一步了解病況，鄧醫生安

節問題。

兩個問題，兩者加起來令患者更

▲

很多長者一生辛勞照顧家人，到老便捱到一
身病痛，家人要多加留意及關心。

及腰椎磁力共振掃描，結果發現

排張女士接受膝關節Ｘ光檢查，
張女士的磁力共振圖片顯示
▲
腰椎第四、五節神經線受壓。

感痛楚。而張女士在鄧偉文醫生
詳細了解病歷及背景後，確認她

當懷疑有腰椎神經受壓，需要進
行磁力共振掃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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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多運動鍛煉肌肉，可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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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女士膝關節確有退化情況，但
程度輕微，反而腰椎退化問題嚴
重得多，不但有骨刺增生，在第
四及第五節有四條神經線受壓。
鄧醫生亦發現張女士有骨質疏鬆
問題，但她的痛症與骨質疏鬆無
關。
除了影像掃描，亦可以利用
藥物分辨到底是膝關節還是腰椎
問題。「我們會為病人在膝關節
注射止痛藥，如痛楚很快紓緩，
就確認是膝關節退化問題。如注
射完沒有效便是其他問題。這位
病人在注射後，非常醒目的說：
『沒有好轉呀，一點效用都沒
有！』」

成腰椎手術時卻大為緊張，擔心
有風險，其後經過醫生解釋後，

「我一直都知道腰沒有力，這麼

源，張女士自己都感到愕然。

痛苦多年終於找出問題根

的儀器置入腰部，將壓住神經線

人俯伏在手術上，醫生將細小

經減壓手術以微創方式進行，病

鄧醫生說，張女士的腰椎神

他們才放心。

多年來見醫生時都有提及腰乏力

的骨刺及軟組織清除，手術時間

膝頭退化 女士較多

問題，做過檢查，其中一位骨科

為兩個半小時。
「張女士手術後當晚下牀去

都說我第三、第五節腰骨扁了，
叫我多做運動，我沒有太在意，

就需要進行腰椎神經線減壓手

痛楚謎團解開，要徹底治療

日後出院，她向記者說，目前雙

成。」鄧醫生說。張女士留院三

腰至腳部扯住痛的感覺減輕了八

洗手間，她向我說昔日離牀時由

術。張女士安心接受手術，然而

腳已經不痛，腰部亦不太痛，只

一直以為是腳問題嘛……」

當他的兒女知道由膝關節手術變

膝關節退化人士可進行人
▲
工關節置換手術，手術以導
航系統輔助進行。

長者由於年紀大、機能退
化，不少都會有關節痛楚，膝
痛和腰痛是兩大常見纏擾長者
的痛症。鄧醫生特別提醒，腰
椎痛與膝關節痛會獨立出現，
有時會互相影響，故長者如有
長期痛楚，就要認真求醫找出
原因，如發現兩者均有問題，
就要同時處理。

勤勞動、捱大多名兒女的經歷，

求醫的年長女士，不乏年輕時辛

後者原因未明。而向他

患者亦稍為比男性多，

多；而腰椎問題，女性

下，令膝頭內側受壓較

腳，在長年累月受壓

關，即輕微「Ｏ」字

女士們天生雙腿彎曲有

膝關節問題，他相信與

少。而女士的確有較多

種情況的病人為數不

痛屬常見，像張女士這

鄧醫生說，膝加腰

遺症。」

時今日的腰痛是否當年跌倒的後

勞動時都試過跌倒……也不知今

一次是搬重物跌倒，之前在鄉間

倒兩三次，一次是在泳池跣倒，

受過傷？她說：「我年輕時都跌

問張女士年輕時腰部有沒有

是腰有點硬。

同時出現

以致一身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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