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TAL話題

TOPIC

高危因素

外在因素：

過度運動

過於做一些重覆施力於跟部的動

作。有關的運動如：跑步，上樓

梯，走上坡，跳躍等等。

突然倍增運動時間和強度

增加了肌腱的運用，使累積量超

過身體的適應能力，以致無法

負荷

運動前沒有做適當的熱身和伸

展運動

沒有穿適當的運動鞋

不適當的運動環境（如斜坡，不

平的地面）

錯誤的訓練

內在成因：

年老

個子細小

先天性缺陷（如扁平足）

系統性疾病（如僵直性脊椎炎、

腎臟移植）

診斷方式

移動跟部關節時會感到痛楚

超音波測試

磁力共振

需要斷定肌腱發炎的嚴重性，和

有否導致肌腱斷裂

治療方法

藥物治療

如非類固醇消炎藥（NSAIDS）

物理治療

適當地伸展，按摩療程，毛巾訓

練腳趾抓力

手術：

阿基里斯腱發炎的病人通常不需

要接受手術，但如果病情惡化使肌

腱長期發炎，更導致肌腱膜發炎的

時候，也可能建議病人接受手術根

治，但此情況非常罕見。

手術後，病人要接受物理治

療，漸漸鍛鍊阿基里斯肌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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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運動是達致健康的重要途徑，人所共

知；但不幸的是，運動不當亦會帶來很多創

傷，及難以根治的後遺症。職業運動員固然無

時無刻要面對受傷風險，因傷患而被逼收山也

時有所聞；普通人做運動若方法不正確或選擇

了對自己來說太激烈的運動，後果一樣可以很

嚴重。若為了追求健康而刻苦運動，倒頭來卻

因運動創傷而損害健康，未免太不值得，而若

是為了尋樂而運動，一不留神也隨時樂極生悲

（如踢足球被撞傷、踢傷）。是以我們運動前

應做足熱身，運動時也應提高警覺。今次介紹

幾種常見的運動創傷，冀讀者加深認識之餘，

能懂得遠離它們。

阿基里斯腱發炎

運動創傷  
後果可大可小

量力而為  
以免得不償失

阿基里斯腱（腳跟腱，Achilles 

Tendon）是人體最大的肌腱，由小

腿肚的比目魚肌（Soleus muscle）

和腓腸肌（Gastrocnemius muscle）

的肌腱共同形成，附於跟骨，主要

是引導腳板向下的動作。所以，這

條肌腱在人體站立和走動時是必須

使用到的，當走動和跳躍的時候更

是非常的重要。

阿基里斯腱發炎是此肌腱的其

中一種病變。如果初期時不及早醫

治，或不重視病症，發炎程度會逐

漸惡化，嚴重的甚至會導致部分或

整條肌腱突然斷裂。

病徵

劇烈運動後，感到後腳疼痛

休息後，痛楚會好轉，不過之後

依然會感到陣陣痛楚

小腿後腳會發腫，而表面會發

紅，感到痛楚

走路時，跟部離地時感到痛楚

如果不及早根治及接受治療，發

炎程度會逐漸惡化，並變成長期

病患

小腿的痛楚會持續，無法進行運

動，嚴重的更會影響日常的行走

功能

有可能會引起肌腱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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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關節不穩者（ligamental

laxity）

肩關節曾脫位者有較大機會再次

脫位。而第一次肩關節脫臼發生

得愈年輕，復發機會愈大。

接觸性運動（contact sports）：

運動時難免與他人有碰撞導致跌

倒，患者本能地以手撐地，造成

脫位。這類運動包括足球、籃

球、相撲、手球等。其中以手球

風險最大，運動員在投球時肩部

的關節處於最不穩定的姿勢。

診斷方式

物理檢查（physical exam）

醫生會詳細詢問有關病歷，以

及意外發生的經過。懷疑有肩關節

脫位的話，醫生會檢查有否腋動脈

或神經傷害。

X光（X ray）

X光有助醫生知道脫位的實際

方向和詳細情況，而且可顯示脫位

有否連帶骨折發生。

磁力共振（MRI）

對於習慣性肩關節脫臼的病

人，要檢查脫位對肩關節軟組織的

傷害，從而評估關節是否穩定，這

時醫生就會考慮使用磁力共振。

治療方法

復位

骨科醫生會為病人注射鎮定

劑，然後進行復位。

急性肩關節脫位，應及早復位

及固定，防止再次脫位和形成習慣

性脫位。

應由有受專業訓練的人進行復

位，盡可能不要自行復位，以免傷

及軟組織。

手術治療

如肱骨在創傷時被撕脫導致骨

折、肩關節盤骨折、腋部大血管損

傷或其他部分有骨折的話，醫生會

考慮以手術治療。由於關節鏡手術

的發展，醫生可以微創技術修補剝

離的肩盂唇韌帶。關節鏡手術的好

處是傷口小（三個小洞），手術後

較不痛，較容易復原，關節不易僵

硬，容易恢復正常活動範圍及功

能。短期治療效果和開放式手術的

效果差不多。

藥物

醫生會處方一些止痛藥如非類

固醇消炎止痛藥（NSAID）助病人

止痛。

預防方法

由於跌倒時手撐地是身體的本能

反應，預防肩關節脫位不易做到。

但以下些有效的方法：

多做運動加強肩肌肉強度，以穩

定肩關節

穿戴適當保護裝備參與運動

注意安全，盡可能避免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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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脫位是最常見的關節脫

位意外，佔整體脫位事故的50%。

肩關節脫位發生在上肢外展．外旋

及後伸時，手或肘著地，過大的力

量會沿肱骨縱軸向近側端衝擊肩關

節，肱骨頭突破關節囊前壁或自下

方脫出，移位至喙突下或鎖骨下

方。最常見的肩關節脫位是前肩關

節脫位（90%）。

如果不及早予以適當治療，因

軟組織受傷，有較大機會發展成習

慣性肩關節脫臼，令進行日常生活

時（拉扯重物、穿脫衣服，睡覺翻

身等）也很容易脫位。

肩關節脫位

資料來源：

http://orthopedics.about.com/cs/shouldersurgery/a/dislocation.htm

http://www.upmc.com/HealthManagement/ManagingYourHealth/HealthReference/Diseases/?chunkiid=11564

http://www.upmc.com/HealthManagement/ManagingYourHealth/HealthReference/Diseases/?chunkiid=11564

http://www.ori.org.au/bonejoint/shoulder/contents.htm

http://homepage.vghtpe.gov.tw/~orth/Chinese/sm/Shoulder%20dislocation.htm

圖片來源

http://www.cosm.org.cn/cosm/ReadNews.asp?NewsID=414

http://book.bfnn.org/books2/1688.htm

http://www.emedx.com/emedx/diagnosis_information/shoulder_disorders/shoulder_dislocation_xrays.htm

http://www.shoulderindia.com/capt.pgs12501240129.afc_championship_pgs125.jpeg

病徵

劇痛，由肩部蔓延至手臂

感覺肩膀脫出

卡住而動彈不得

麻痺

肩部外觀上也許有改變，不尋常

地成方形

康復

敷上冰墊以減輕痛楚和發腫情況

穿上矯型鞋毽，承托並提高跟

部，以減輕阿基里斯腱的負荷

如有適當治療及接受康復療程，

能完全康復，不留後遺症

多伸展小腿的肌肉，增強柔軟度

，強化肌肉

避免過度運動和過份使用肌腱

調教訓練方法

運動前要做足夠和適當的熱身和

伸展

多休息，減少走動

如適當醫治，一般需時四至六周

復原

預防方法

運動前要做適當，充足的熱身和

伸展運動

運動的強度應合符個人能力

運動量應循序漸進，讓身體慢慢

適應

運動後也應進行伸展運動

穿適當的鞋和在適當的地面上運

動

資料來源

http://www.emedicine.com/sports/index.shtml

http://www.emedicine.com/sports/topic2,htm

http://www.emedicine.com/sports/topic1.htm

http://www.sportsinjuryclinic.net/cybertherapist/back/achilles/tendinitis.htm

http://orthoinfo.aaos.org/topic.cfm?topic=A00147

http://sportsmedicine.about.com/cs/leg_injuries/a/leg4.htm

http://www.drpribut.com/sports/spachil/html

http://www.press.ntu.edu.tw/ejournal/Files/%E8%87%BA%E5%A4%A7%

 E5%B7%A5%E7%A8%8B/200406/12.pdf

http://www.hkmsa.org.hk/topic/pdf/article/2005_v28.pdf

http://www.school-for-champions.com/health/achilles_tendin.htm

http://www.eorthopod.com/public/patient_education/6478/achilles_tendonitis_

 and_achilles_tendon_rupture.html

圖片來源

http://www.msksases.com/index.php?module=article&view=news&PAGER_

 limit=25&PAGER_start=0&PAGER_section=1

http://www.school-for-champions.com/health/achilles_tendon.htm

http://www.carletonsportsmed.com/chronic_achilles_tendinitis.htm

http://harlemrunner.blogspot.com/2007/08/more-achilles-rehab.html



VITAL話題

TOPIC

24 25June 2009 June 2009

病徵

患者在前十字韌帶受傷時會感到

劇烈痛楚

膝關節會腫脹並可能有積血現象

會感到膝關節在活動時不穩定、

不能再繼續運動

高危因素

運動時急速轉向、突然停步、

跳躍後落地的衝擊力和因脛骨或股

骨的撞擊都有機會做成創傷。

一般比較容易引致受傷的運動

包括：籃球、足球、網球、和欖球

等需要球員下肢作出劇烈扭動轉向

或有猛力碰撞的運動。

診斷方式

前十字韌帶創傷可透過仔細詢

問患者的病歷及膝關節的檢查而診

斷出。

醫生一般會輕力嘗試向前移動脛

骨，患有前十字韌帶創傷的病人

因韌帶受傷而無法固定脛骨。

磁力共振掃描

關節鏡檢查膝關節

另外，與前十字韌帶相關的結構

如半月板和膝內側韌帶亦會因前十

字韌帶創傷而一併受損。

治療方法

非手術性治療

治療方法是著重訓練患者的肌

肉及為患者配上支架以補償因韌帶

受傷而失去的膝關節穩定性。一般

會推薦給年紀較大或運動量較少而

膝關節仍能保持穩定性的患者

手術性治療（前十字韌帶重建

手術）

醫生會透過關節鏡進行前十字

韌帶重組手術，而現在的重建手術

都是使用微創的方法，好處是手術

傷口小和令病人的痛楚減到最低。

受傷的韌帶一般會以病人腿部的肌

腱如膝蓋骨肌腱或腿後腱代替，手

術後配以訓練肌肉的康復治療，回

復膝關節的活動性。

預防方法

除了在運動前做足夠的熱身運

動增加身體關節的柔韌性外，運動

員亦可透過使用正確的跳躍方法：

垂直向上的跳躍

減少過量的側面跳躍（以避免容

易令前十字韌帶受損傷的動作）

運動員亦應盡量減少急速轉向的

次數以減少受傷的機會。

資料來源:

www.nlm.nih.gov/medlineplus/sportsinjuries.html

http://www.sportsinjurysurgery.com

http://sportsmedicine.about.com/cs/knee_injuries/a/

aa022202a.htm

Essential Clinical Anatomy 3rd edition by Moore

圖片來源:

Gray´s Anatomy

http://www.sportsinjurysurgery.com

病徵

當觸摸手肘外側近骨的位置，以

及當手腕或前臂往後發力時肘部

外側感到痛楚

提重物或扭毛巾時，最容易觸發

痛楚

手肘外側發炎

手腕不能主動及在遇阻力往後伸

展

高危因素

過度勞動手部

反覆使用前臂的肌肉（例如，反

覆搓洗衣物、手提過重的菜籃、

長期使用電腦鍵盤和滑鼠等）

診斷方式

當觸壓病患手肘外側上髁時，該

處有局部的疼痛

當患者作手腕向上的動作時予以

阻力，肱骨外上髁附近便會疼痛

Ｘ-光檢查以確定並非關節炎或

神經壓迫所引起的疼痛

治療方法

暫時減低或停止所有重覆性勞損

的活動

例如打網球或使用鍵盤和滑鼠

特定的手部強化運動

先在肘彎曲時做伸展運動而後漸

漸將肘部伸直做伸展

物理治療

牽拉運動，超聲波，震波療法

藥物治療

口服阿士匹靈（Aspirin）或Voren

（NSAID類）以減緩肌腱炎的情況

佩戴手肘帶

減低手肘筋肌的壓力

局部注射消炎類固醇針藥

（但要避免短期內重覆注射）

手術

預防方法

平日多做肌肉伸展和鍛鍊，以強

化肌肉，免受創傷

在手肘戴上彈性臂環，可減低肘

筋肌的壓力

如果要長時間使用電腦，應確保

手肘和手腕能得到充份承托，手

肘、手腕和手指應呈水平線

資料來源：

http://www.drspine.com.hk/periodicals/2006_02/tennis_elbow.html

http://www.hk-doctor.com/health_article/html/TennisElbow_C.htm

http://www.chiropractors.com.hk/tenniselbow.htm

http://news.epochtimes.com/b5/5/8/21/n1025698.htm

圖片來源

http://www.drspine.com.hk/chi/common_tenniselbow.html

http://www.hk-doctor.com/health_article/html/TennisElbow_C/htm

http://www.pbase.com/loonbay7/image/40967371

http://www.erothopod.com/public/patient_eduaction/6472/

lateral_epicondylitis_tennis_elbow.html

http://www.injuryupdate.com.au/injuries/arm_&_hand/tennis_elbow.php

http://www.chiropractors.com.hk/tenniselbow.htm

十字韌帶位於膝關節，連接股骨和脛骨作穩定膝關節之用。膝關節十字

韌帶創傷是常見的運動傷患，而前十字韌帶較後十字韌帶弱，故比較容易受

傷。活動時力度過猛或過度伸展、屈曲膝關節都有機會令前十字韌帶受傷，

甚至撕裂。

膝關節前十字韌帶創傷
如果手腕關節長期使用不當或過度使用，便會使有關肌肉和肌腱出現勞

損、疼痛，引致網球肘。因此，網球肘常見於網球運動員、主婦和辦公室職

員。

手肘外側的肱骨上髁依附著一組筋腱和肌肉，負責手腕的往後伸展。如

果手腕關節使用不當或過度使用，便會使有關肌肉和肌腱出現勞損、疼痛，

引致網球肘。

網球肘

正常的

前十字韌帶

重建前的前十字韌帶 重建後的前十字韌帶

撕裂的

前十字韌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