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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專題報導

跑出健康，跑出自信！
林孝義教授  （台北榮總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春
天來了，涼爽的四月天是適合跑

步的季節。

四月中，第三屆「風濕盃路跑賽」

選在蘊藏自然與人文之美的宜蘭礁溪

舉行，思樂醫之友協會也熱情回應，

鼓勵病友報名三公里的路跑活動，和

平日照顧大家的主治大夫們，一起為

健康而跑！

「風濕盃路跑賽」為國內免疫風

濕科醫師發起的全民運動，在免疫

風濕科的醫師們熱心推動下，每年吸

引許多熱愛跑步的病友參加。年初，

協會就已接獲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

會的熱誠邀約，鼓勵病友及家屬一

同參與，期盼社會大眾能更了解、更

重視關節炎疾病。像這樣跟大自然結

合，走出戶外的休閒運動，我個人十

分推崇，也時常身體力行，並樂見協

會能持續參與這項有益身心的大型

團體活動。

全身性紅斑狼瘡與類風濕性關節

炎一樣，是長期慢性的疾病。以發生

頻率來說，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

關節痛或關節炎，也有不少病友需要

施行人工關節置換。此次路跑活動的

對象之一，就是罹患自體免疫疾病的

朋友們。請別小看這群參加路跑活動

的朋友，本身體能雖然受限，他們克

服障礙，在人群中開心踏著步伐，或

跑或走，努力完成賽事，身為醫生的

我，那份成就感實在難以言喻。

面對免疫疾病，適當用藥和運動

習慣能有效改善病情。許多朋友看我

精力旺盛，每天看診量大，工作繁忙，

為什麼體力依舊充沛？主要是我有固

定運動的習慣。許多研究發現，想要

心情好、增進學習力、提升正向能量、

戰勝壓力，運動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許多病友發現，跑步讓他們結交

陽光、積極正面的同好。我非常鼓勵

適當運動，但應依自己的健康和體能

調整運動量，避免過度疲勞。記得在

運動前，與專家討論適合自己的運動

方式和強度，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增

進關節活動力，強化免疫力，同時亦

可增進社交關係，提昇自我滿足感。

期許大家為自己而跑，跑出自信，跑

出健康，共勉之。

認識下背痛及背部保健
據研究， 80-90% 的人一輩子中會有至少一次背痛經驗，在復健科的門診是門診中僅次於感冒

的求診原因，同時也是上班族請假的常見原因。然而痛起來時該怎麼辦呢？下背痛其實是預防

重於治療，良好的姿勢，適當的運動可有效減少下背痛的發生。

孫淑芬　高雄榮總復健部醫師＆陽明大學醫學系兼任副教授

下背痛的盛行率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約 60％
~80％的人，一生中會經歷下背痛，
25-30%的人因為下背痛而尋求治療。
對於 45歲以下的成人來說，影響日
常生活能力甚至影響工作能力最常見

的原因就是下背痛。

脊椎的構造

  ● 脊椎由 24個脊椎體與椎間盤相互 
連結而成。

 ● 上端的頸椎連接頭骨，而下端的
薦椎連接骨盤。

 ● 下背（龍）骨是由腰椎（五塊）、
薦椎及尾椎構成，其外有肌肉、

韌帶、神經及血管圍繞。

 ● 健康的脊椎能支撐軀體，並提供
運動的柔軟度。

 ● 脊椎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保護其中
的脊髓。 

下背痛常見的誘發因素

 ● 急性傷害突然使力不當 （如挫傷、
扭傷、撞擊、跌倒）            

 ● 慢性傷害

 ● 長期姿勢不良（不符人體工學、過
度使用同一肌肉群）

 ● 長期使力不均（不符生物力學 )
 ● 忽略營養與休息

引起下背痛的因素

 1.軟組織受傷／背部筋膜發炎
 2.椎間盤突出症
 3.脊椎退化性關節炎
 4.壓迫性骨折
 5.椎管狹窄
 6.脊椎退化長骨刺
 7.脊椎滑脫症
 8.原發或轉移性脊椎腫瘤
 9.腎臟病
  10.輸尿管結石
  11.攝護腺或骨盆腔發炎
  12.姿勢不良
  13.情緒、壓力反應等

常見引起下背痛種類

 (1)軟組織受傷／背部筋膜發炎 
下背痛最常見的原因包括：背部

的肌肉、韌帶、肌腱的急慢性拉傷、

扭傷、挫傷。上班族坐辦公桌或因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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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間接造成的下背痛，大多是慢性肌

腱炎或肌肉疲乏造成。 
      (2)椎間盤突出症 
占年輕人下背痛很大比例。病因

是椎間盤破裂突出壓迫到背後的神

經根，引起神經痛，多為單側。脊椎

體之間以椎間盤相連，椎間盤為軟的

組織，可以吸收加於椎體的壓力，且

可容許脊椎做適度的彎曲。椎間盤內

有纖維及水份，在年輕時水份較多且

富彈性，隨年齡增加逐漸退化，彈性

變差，如果受到強大的外力擠壓易造

成破裂或突出。多半是抬重物突發背

痛，患者多認為是閃到腰，休息幾天

就沒事，但是疼痛卻慢慢擴散到臀

部，大腿外或後側，甚至延伸到小腿、

足背或足底。

  (3)腰椎退化性關節炎（俗稱長骨刺）
最先的症狀是下背部中央疼痛，

這種痛可能從 30歲左右就出現。在負
重的活動或維持同一姿勢太久後，疼

痛、僵硬的感覺可能加劇。初期症狀，

通常只持續幾天就緩解，但疼痛常反

覆發生，甚至達很多年。每次發作，會

覺得好像比前次嚴重，最後疼痛可能

傳到臀部或大腿，而且持續較久、較

不易緩解。有些病患不但腰痛，還伴

有下肢的麻木感。嚴重的還會有下肢

無力、抽筋，或走路走不遠的現象。

      (4)腰椎壓迫性骨折 
年紀大的女性如果閃到腰，發生

持續的背痛，應考慮骨質疏鬆造成的

壓迫性骨折。停經後女性壓迫性骨折

的例子不少，也是老人駝背的主因，

常有兩側對稱的劇痛。 

其他較少見，卻需特別小心的，包括：

 ● 腫瘤的脊椎轉移
 ● 脊椎感染
 ● 骨折
 ● 馬尾症候羣
   ● 僵直性脊椎症
   ● 腎結石、胰臟炎、腫瘤、及婦產科
疾病，如子宮內膜異位症等。

 背痛如果發生在有癌症史的病人，
應仔細評估脊椎轉移的可能；有

結核病史要考慮是脊椎結核而造

成的下背痛。

關於下背痛的治療 

 ● 藥物治療
 口服消炎、止痛、肌肉鬆弛、鴉片
類止痛藥物、抗憂鬱劑等藥物。

  ● 復健治療
 如熱療、電刺激、腰椎牽引、 按摩、
針灸、低能量雷射、運動治療等。

  ● 教導日常生活及工作注意事項， 注
意坐姿、站姿、睡姿等。 

  ● 穿著背架及束腹 
  ● 注射治療
  ● 手術治療

 要預防下背痛 ，除了保持正確的
站、坐、蹲、睡姿勢，日常生活姿

勢要注意外，還需要適度運動。

保持正確的姿勢

  ● 坐姿要端正
    ● 避免久坐，每三十分鐘要起來走動。

   ● 若需久坐時應以背墊支撐

日常生活中如何預防下背痛

  ● 避免急速前彎及旋轉、過度後仰
等可能傷害背部的動作。

  ● 轉身時，不要只扭轉上半身，應
盡量轉整個身體。

  ● 彎腰、提重物是腰部最吃力的動
作，應盡量避免。

  ● 舉物時應將兩腳分開約 45 公分，
一腳在前，另一腳稍微在後，膝

蓋彎曲蹲下，保持背部平直，物

品盡量靠近身體，再將物品舉起，

拿物品，愈靠近身體愈省力。

  ● 站立時一腳略前、或踩在低腳凳
上，輪流交換重心。（工作如果需

要長時間站立，應準備小凳子或

利用地形，將兩腳輪流放在小凳

子上）

  ● 彎腰
 正確的彎腰並非彎曲腰椎，而是
維持脊椎挺直在自然的弧度，利

用髖關節與膝關節屈曲，彎膝莫

彎腰。做家務時，應減少彎腰的

動作；刷牙、洗臉、洗碗等應準

備小凳子，使雙腳輪流休息，減

輕背部肌肉負擔。（早晨盥洗時不

要在雙腿直立時彎腰，洗臉台高

度不夠，應彎曲雙膝或成前後弓

箭步）

 坐著時最好是找有靠背的椅子，
椅子不要離工作點太遠，上身勿

過份前傾。椅子高度適中，緊貼

椅背坐穩，膝蓋略高於臀部，雙

腳平踩地面。閱讀或工作時，讓

座椅靠近桌子。駕車時應完全緊

貼椅背，以靠墊支撐腰背，膝蓋

略高於臀部，雙手輕握方向盤。

從車後行李廂取物時，可一腳踩

在保險桿上借力。

  ● 正確穿鞋的姿勢：穿鞋子應坐下挺
腰穿鞋，或採蹲姿，而非彎腰穿鞋。

  ● 打噴嚏、咳嗽時，容易拉傷背肌，增
加腰椎椎間盤的壓力，將膝、髖關

節稍微彎曲，可以避免腰椎受傷。

  ● 做家事時應挑選適當的工作台高
度，長久站立時墊高一腳，不時

換腳，切莫同一姿勢站立太久。

  ● 要從地上拿取較重物品時，可單
膝彎曲蹲下。拿取高處物品，宜

使用腳墊，勿踮腳尖勉強拿取。

  ● 要從矮桌上拿取物品時，記得彎曲
膝蓋，保持上身挺直，彎曲雙膝而

不是腰，物體不要離身體太遠。 
  ● 搬運、推動或舉物體時，要有正
確的技巧，移動重物時， 宜推， 不
宜拉。

  ● 清掃時拖把或掃帚長度要夠長，
勿彎腰，右手拿拖把，左腳略向

前，膝關節略彎曲，可分散變換

重心。整理床舖時，要直立腰部

來整理。

  ● 物品應平均分配於雙手，以免腰
椎側彎。

  ● 臥床時可於膝下墊一個枕頭，床
墊以硬實為宜，不要睡太軟的床，

若選用木板床，可加層被子或榻

榻米。平躺直睡，會加重背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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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俯睡會造成腰椎凹下，容易

扭傷。

  ● 睡覺時可採平躺或側臥，平躺時
在膝蓋下放置枕頭，或側躺時兩

膝稍微彎曲，並於兩膝中間夾一

個枕頭，會更舒服。

  ● 上床時先成側臥姿再轉成平躺，

下床時先從平躺轉成側臥姿，再慢慢

以手撐幫助身體坐起，以臀部移動身

體，用雙手支撐身體的重量，動作力

求平穩。

適當的運動

適當的運動可改善及預防下背痛，

各種正確姿勢（圖示）

站立

工作時
睡覺

搬重物

上床時先成側臥姿再轉成平躺

下床時先從平躺轉成側臥姿，再慢慢以手撐幫助身體坐起

以臀部移動身體，用雙手支撐身體的重量，動作力求平穩

開車

坐著

居家運動示範  

改良式仰臥起坐　
雙手平放身側，將頭部與兩肩舉起離開地面，

進一步可將雙手滑向膝部，維持５秒鐘，

再放鬆還原。

平背運動
仰臥雙膝彎曲，雙手輕置於腹部雙肩放鬆

腹部用力下壓地面，過程中正常呼吸，勿憋氣

此運動可改善腰椎過度前傾

抬臀運動
仰臥雙膝彎曲，肩雙手輕鬆不貼地面

慢慢將臀部抬離地面，最好保持身體成一直線

然後再放鬆還原

此運動可加強臀肌及下背肌力量

以下介紹幾種強化腹肌及背股及拉筋運動，

要注意，運動時動作要和緩，每個動作姿勢

維持５－１０秒鐘，每個動作做１０次。早

晚各做一回，過程中不要憋氣，如果動作造

成疼痛就停止，每日實行不間斷。

拱背運動
雙膝彎曲成趴姿，將腰背用力向上拱起

然後再放鬆，向下作凹背

此運動可使腰椎適度活動

曲膝抱胸運動
腰背平貼地面，彎曲雙膝至胸前

以雙手環抱維持３０秒鐘，再放鬆還原

此運動可伸展緊繃的背肌

腿後肌伸展運動
仰臥雙膝彎曲，將一腳膝蓋打直舉起，腳尖朝下

以雙手圈住維持１０秒鐘，需感覺服後肌肉有緊繃感

背肌伸展運動
雙膝彎曲成趴姿，將一腳膝蓋前彎至手肘

處，然後向後踢出伸直

此運動可加強臀肌及下背肌力量

每週三次、 每次半小時，要先作緩和
熱身運動，能有效減少背痛發生率。

例如：游泳、步行、慢跑、騎腳踏車，

要避免易碰撞或突然跳躍、扭轉的運

動，例如：足球、籃球等。此外可多

做增強心肺功能與耐力的運動。

對付腰酸背痛的法寶

  ● 維持正確姿勢
  ● 自我拉筋及背腹肌運動
  ● 藥物治療
  ● 復健治療
  ● 針炙及按摩

  ● 保持愉快放鬆的心情
  ● 減肥（避免體重過重），維持理想
體重。體重過重，身體重心前移，

造成背肌與脊椎的負擔，應盡量

維持體重在理想範圍內。

 結論
造成下背痛的病因繁多，最重要的

是正確就醫，再決定需不需要安排血

液、影像或神經電學檢查，及時處理。

保持正確的姿勢，適當的運動，預防

重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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