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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
文/復健部 骨關節復健科 陳耀仁 主任

日常工作中，若有下列危險因素，如不當姿勢、持續、重複或過度施力等，易導致或加重

肌肉、肌腱、神經或骨骼關節傷病嚴重度。雖已開發國家產業趨向自動化或人工智慧的介入，

但包括台灣在內，仍具有高盛行率且容易復發，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如：台灣的職業傷病給

付，從民國92年至今，肌肉骨骼傷病佔職業給付第一名，約70-80%。

只是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症狀缺乏特殊性，跟一般運動或執行家事所產生的肌骨疾病症狀

一樣，都以痠痛無力為主，且仍沒有客觀的診斷工具，也就是醫師無法利用抽血或X光，來與

其他因素產生的肌骨疾病作分別。

根據目前的研究所知，造成職業性肌肉骨骼傷病的因子眾多，除了工作環境因子影響，還

包括個人因子及社會文化因子(含工作不安全感、工作場所文化或人際間衝突、工作與家庭間

的責任衝突、保險制度、政府勞工政策)，所以在判定職業上因果關係是有一定的難度，有時

會造成患者無法認同專業醫師的判定。

陳耀仁 醫師
現任│

•骨關節復健科主任

•台灣復健醫學會理事

專長│

•疼痛復健

•運動傷害復健

•一般復健、骨骼肌肉

   超音波檢查

目前台灣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以肩頸上肢患者最多，

其中以腕隧道症候群及肩部肌腱炎或破裂最多。腕隧道症候群

患者，主要是手部活動較多或是手部有較多震動的工作容易出

現，症狀主要是手部會麻，經過醫師身體檢查及神經傳導檢查

來作疾病的判定。

而肩部肌腱炎患者，主要是工作中手部抬高超過肩膀

者，比較容易發生，症狀主要是肩膀抬高時會疼痛，經過醫師

身體檢查及超音波檢查來作疾病的判定。在確定疾病診斷後，

患者可以得到適度的休息期間，並且利用這段休息時間來作疾

病的治療及復健，希望症狀解除後可以回復原來的工作。

由於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容易復發，所以採取預防性模式

就特別重要，我們必須檢視工作中是否有不當姿勢、持續時間

長、重複或過度施力；這些不好的工作因子，如果有，就必須

改善姿勢、減少重複性動作、減少施力或機械性壓力、減低震

動，來降低職業肌骨疾病發生。

不過，前述職業性肌骨疾病發病因子中，含括個人及社會

文化因子，所以個人也必須養成良好的生活作息與適度運動習

慣，並且要檢視社會心理壓力對個人的影響，養成正向積極的

人生態度，才是降低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發病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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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美容師常見的腕道症候群
文/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 什麼是腕道症候群

職業性腕道症候群(Work-relatedCarpalT

unnelSyndrome,CTS)，是手腕部累積性傷害

病變的一種，主要是因工作的關係，手腕部

必須經常反覆運動，經常持續以一種不自然

姿勢工作，或經常必須用力作出扭轉的動作

等等，長時間下來引起手腕部軟組織病變或

功能異常，造成附近肌腱的發炎或週邊神經

之壓迫，以至於表現出正中神經支配區域的

神經感覺異常、疼痛或麻痺現象，嚴重時更

可能導致手部肌肉萎縮或功能減損。

• 個案服務歷程

個案為40歲女性寵物美容師，主述雙

手腕出現酸麻疼痛不適感，因症狀加劇、半

夜會麻醒已有2個月。個案於職業醫學科門

診，接受評估檢查雙手無明顯魚際肌萎縮現

象，理學檢查:Phalen’ssign(斐倫式試驗法)

及Tinelsign(提內耳氏徵象)皆為陽性反應，

同日轉介本院復健科接受神經傳導檢查，診

斷為雙側腕道症候群。

依理學檢查、神經學傳導(NCV)檢查報

告，臨床表現符合雙側腕道症候群的診斷，

經了解個案職業史，發現個案從事寵物美容

師約14年，每天工作10小時，每月工作26

天，工作內容為幫小狗洗澡(8成)、剪毛(2成

)，以小型犬為主(約5公斤)，作業時皆需要

使用雙手共同作業，工作中雙手需抓握狗、

梳子、剪刀等工具。

為了確認疾病與工作的相關性，職業

醫學專科醫師與個案管理師，一同至工作現

場進行工作資料收集，經由工作影片分析，

顯示個案工作中有大部分時間重複此工作內

容，雙手明顯有重複性、施力性動作之人因

工程危害，其工作量與工作危害，符合職業

性腕道症候群之認定標準，後續撰寫職業病

評估報告書，由職業醫學專科醫師開立勞保

傷病診斷書，讓個案送件至勞保局，經勞保

局審核通過傷病給付。

透過本院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提供的個案

管理服務，從疾病的確認(協助轉介復健科)

讓個案減少就醫等待時間；個案管理師門診

提供勞保職業傷病通過後的就醫優惠(可減免

部分負擔)、不能工作期間的傷病給付(薪資

補助)等資訊，讓個案了解勞保對職業傷病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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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照顧；工作資料收集、工作現場訪視及解釋勞保送件流程，讓個案不用勞心傷神；到後

續如有需要，也可協助轉介工作強化中心接受訓練，讓個案能順利銜接原工作。在勞工休息

期間、準備返回工作前，除了醫療復健，中心也提供每周四下午職業傷病勞保相關補償暨復

工免費諮詢門診(本院206診)，如此便利的服務，能讓職災勞工朋友能在傷病發生時無後顧之

憂。

中山附醫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簡介及服務內容

■中心簡介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自民國97年7月1日起承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為目前國內10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之一。本中心結合院內相關臨床科別、職業衛

生護理人員及工業安全衛生專家、人因工程專家，主動與院內職能復建科及工作強化中心合

作，並結合臨近區域網絡醫院，透過個案管理師的協助，提供中部地區勞工朋友整合性、周

全性、可近性的診療服務。

■服務項目

•職業傷病諮詢、診斷及認定服務

•職業傷病勞工治療後復健轉介

•職業傷病勞工復工評估

•職業傷病個案管理服務與追蹤

•勞工特別危害作業健康檢查複檢與衛教

•協助職業傷病勞工之工作能力評估與強化訓練轉介

•協助安排社工、心理、法律諮詢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個案管理師諮詢電話04-24739595分機56208/5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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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業工程師陳先生年屆四十歲，需要經常性的輪班與熬夜，工作壓力大自不在話下、三餐

分量不定時讓他總有身心俱疲的感受。某天工作到清晨時發現右側肢體漸漸不聽使喚，送至急診

時才發現血壓高達220mmHg，核磁共振檢查發現其左側中大腦動脈區域梗塞，在做完一系列檢查

找出可能原因一周後，轉至復健科開始復健治療。

文/復健部 戴龍偉 主治醫師

兩個月後其上肢布氏動作階段仍為第二期，右側手仍未

有動作出現，難免情緒低落鬱鬱寡歡，經醫師評估建議接受重

覆經顱磁刺激治療(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or，

rTMS)，療程包括右側腦部抑制刺激以及左側腦部促進刺激，

幾週後手部動作開始出現自主性手肘及手指彎曲，復健意願也

更為積極。

不難想像，腦中風疾病會造成社會、家庭、患者各方面的

沉重負擔，根據2017年衛福部的統計，台灣約每18分鐘就有1

人中風，即每年約3萬人腦中風；而每10位腦中風患者中，有

兩位長期癱瘓臥床，五位需家屬照護，七位無法從事原先的工

作。自2019年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復健科蔡泊意主任發布新聞

稿<最新顱外磁刺激術助中風癱瘓患者成功站立練走>的報導，

約成功改善近三百位中風患者，平均反應率約七成，使得大眾

注意到經顱磁刺激對於腦中風的應用。

重覆經顱磁刺激的原理

由於大腦兩側會透過胼胝體互相競爭，使得若一側腦細胞

中風後死亡，對側腦細胞就會相對地過度活躍進而阻礙患側腦

部功能的恢復；此外受損區域雖然部分神經細胞已經死亡，但

周圍存活組織可能因神經可塑性替代原本喪失的功能。機器是

衛福部核准的經顱磁刺激，以強大電流透過感應線圈電生磁感

應出磁脈衝打入大腦皮層，以及磁生電感應出電流直接刺激大

腦神經元產生「促進」或者「抑制」，過程中並不會有強烈疼

痛或不適。

重覆經顱磁刺激(rTMS)

應用於腦中風治療

戴龍偉 醫師
現任│

•復健部 主治醫師

專長│

•神經疾病復健，如腦中風、 

   腦部外傷及脊髓損傷後復健

•骨骼關節肌肉疾病，如五十

   肩、媽媽手、網球肘、退化

   性關節復健

•肌肉骨骼超音波檢查、

   超音波導引注射及疼痛控制

•關節韌帶肌腱損傷後之增生

   治療

•經顱磁刺激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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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精準的腦部定位，給予連續短暫重

複約2特斯拉的磁脈衝穿過顱骨，傳至皮下約3

公分誘發出感應電流刺激，若我們能抑制健側

腦部活性或促進患側腦部活性，使腦部迴路重

建，應可進而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狀，其中已知

的療效包括：手腳動作、吞嚥、語言以及認知

功能的回復。

重覆經顱磁刺激的療程

除了傳統重覆經顱磁刺激方式，長

庚醫院發表的西塔叢集刺激(Theta burst 

stimulation，TBS)，有能量較低，時間更短但

治療效果並不遜色的優點，將傳統約一、二十

分鐘的磁刺激治療濃縮到兩、三分鐘完成，對

於認知功能不佳、無法長時間維持頭部擺位的

患者更有機會能接受磁刺激治療。

患者第一次接受治療時會先測定動作閾

值來決定治療強度，實際治療會使用低頻重複

經顱磁刺激或連續性西塔叢集刺激來抑制健

測定閾值 治療情形

側腦部活性，或者高頻重複經顱磁刺激或間

歇性西塔叢集刺激來促進患側腦部附近的活

性，一般療程為星期一至五，連續兩周共十

次的經顱磁刺激搭配復健，目前研究顯示可

改善中風後遺症，而在中風越早期其神經可

塑性越高，接受經顱磁刺激的效果越顯著。

重覆經顱磁刺激的應用

美國使用於憂鬱症及強迫症的治療；歐

盟則用於中風、嚴重憂鬱症及慢性疼痛；台

灣則於2018年通過使用於藥物反應不佳的嚴

重憂鬱症。目前廣泛研究可用於憂鬱症、焦

慮症、腦中風後的運動、吞嚥、語言及認知

後遺症、帕金森氏症或阿茲海默症等神經元

退化性疾病、偏頭痛、慢性疼痛、睡眠障礙

以及耳鳴患者。若患者被告知不能接受核磁

共振檢查(如有心臟節律器)、顱內有金屬植入

物(如血管夾、人工電子耳)或曾經有癲癇病史

則為禁忌症。少數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可能誘

發癲癇發作或血管張力失調性昏厥。此項治

療目前為自費，詳情歡迎至中興分院復健科

門診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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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歲葉先生從事教育服務業，常熬夜工作，有高血壓病史，過去也沒生過什麼病，對身體

狀況很有信心，高血壓問題從沒掛心過，也沒服藥。即使是偶然發生心悸胸悶情形，也不當一回

事。某日因寒流來襲，熬夜工作時，葉先生突然劇烈胸痛，覺得心跳越來越快、視線變暗，右半

文/心臟外科 吳怡良 主任

曹素琴 專科護理師認識主動脈剝離

吳怡良 醫師
現任│

•心臟外科 主任

專長│

•心臟手術

   (成人及先天性疾病)

•血管手術 

   (週邊血管及大動脈瘤)

•靜脈曲張手術

•血管支架手術

身逐漸麻木無力，家人緊急將他送醫，經過心電圖、X光片

及胸部電腦斷層攝影等檢查，診斷主動脈剝離，緊急手術治

療。

突然劇烈胸痛 嚴重心病前兆

一般認為主動脈病變容易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但隨著社

會型態改變，飲食習慣和家族遺傳形成的高血壓、高血糖、

高血脂「三高」、長期抽菸、生活壓力等都是讓血管內膜產

生動脈硬化，血管壁失去彈性而變得脆弱，成為主動脈病變

的主要原因。

心血管硬化阻塞族群越來越年輕，所引發的疾病也越來

越多。衛福部近幾年公布的國人十大死因中，心血管疾病始

終蟬聯前三名，臺灣每年有近萬人罹患心血管疾病，嚴重威

脅著國人的健康。若能事先控制這些危險因子，就可以降低

發生的機率。

主動脈剝離發作都是很突然的，症狀表現是劇烈胸痛，

病患能夠清楚記得胸痛發生時間或當下正在做什麼。主動脈

剝離涉及其他動脈分支與部位可引發相關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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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症狀

頸動脈 中風症狀

心臟冠狀動脈 心肌梗塞

主動脈瓣急性回流 呼吸困難

腸系膜動脈 導致腸缺血、壞死

心包膜腔 心包膜填塞、低心輸出入量

脊椎動脈 導致神經受損或癱瘓等症狀

下肢動脈 冰冷、缺血、壞死

一般而言，急性主動脈剝離最危險的情況就是休克，若不緊急治療，發病後1小時增加1%的死

亡率，48小時就有近50%的死亡率，是極高度危險的急症，因此醫療團隊診斷和治療都必須與時間

賽跑。

主動脈剝離的症狀表現

主動脈剝離是一個非常急促且危險的病症。患者前一秒還很正常，下一秒突然感到「強烈撕

裂性疼痛」，並且延伸到背部或脖子，造成喘不過氣、頭暈、半身麻痺甚至休克昏迷，嚴重者會

引發腦中風、急性心衰竭等重大併發症。

主動脈剝離與治療

依剝離的部位分為A、B兩型。臨床上B型病患年齡層較高，A型較危險，約佔50~60%，須緊急

手術。

A型主動脈剝離 B型主動脈剝離

主要為剝離後，假腔血液侵犯到主動脈

弓、升主動脈，可能造成休克、心包膜填

塞死亡，需要立刻手術。

主動脈剝離之後，假腔血液侵犯到降主動

脈。可能沒有併發症，有併發症則是分支

動脈血管阻塞，造成缺血性病變。

治療方式

1.傳統為前胸開胸手術，搭配體外循環儀

器，依據病況進行升主動脈的人工血管

置換手術，或必須結合升主動脈加上主

動脈弓的手術治療。

2.針對大範圍、複雜的主動脈病變，則可

採用「複合式手術」，治療範圍可從升

主動脈、主動脈弓到降主動脈，結合主

動脈支架的植入一次完成。

1.若沒有併發症，通常以藥物治療為主，

無需緊急手術，八、九成病人可以穩定

度過急性期。

2.「支架手術」則由股動脈切口置入支

架，封住降主動脈內膜裂孔，讓血液不

再由裂縫流入造成剝離，同時重塑穩定

剝離的主動脈。

風險

1. 傳統手術：依部位為10~20%

2.複合式手術(升主動脈+主動脈弓+降主動

脈)：接近10%，風險較低且恢復快，對

於大範圍的胸主動脈疾病，結合支架的

植入，能在一次手術中完成。

傳統手術風險有25~30%，純支架手術則小

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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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脈剝離的預防

此疾病最主要風險因子為高血壓，尤其

天候變化，突然變冷時，血管收縮而血壓飆

高特別會造成主動脈剝離。因此有心血管疾

病風險的病患應該在天氣變化時注意保暖，

並注意血壓的控制。

1. 戒菸戒酒：

這應該是最常聽到的一句話了，菸酒

對心血管疾病來說就是一個隱性殺手，無

法一日戒除，也該嘗試改變惡習。

2. 養成運動習慣：

美國心臟學會建議，應養成固定運動

的習慣；從事中等強度的運動（快走、騎

單車、做家事、健身操、太極、社交舞、

桌球…等），每天至少30分鐘，每週宜有

5-7天，對於不能勝任上述建議者，可選擇

較低強度的運動，並縮短時間，這會比處

在靜態活動的生活型態來得好。

3.維持在合理體重範圍內，注意飲食和作

息：

理想體重是維護身體健康的基礎；

且應從小開始，每天均衡攝取根莖類、

奶類、蛋豆魚 肉類、蔬菜類、水果類及油

脂類的食物，且儘量選高纖維、少油、少

鹽、少糖的飲食及多喝白開水，因白開水

是人體最健康、最經濟的水份來源。

4. 每天為自己、親友測量血壓：

針對今天主題「預防主動脈剝離」，

每天為自己、為親友做一次血壓檢測。

不僅在忙碌現代生活中和家人在一

起，還能隨時關心彼此健康、生活狀況，

一舉數得。

作息遠離三高控制血壓預防之道

氣候尤其冬春之際乍暖還寒，常是心血管

疾病發作的高峰。提醒有高血壓病史、肥胖、

慢性病患者，天冷要注意保暖，平時要避免抬

重物或舉重，以防止增加腹腔壓力。遠離會

使血壓升高的三高飲食，多攝取蔬果並且保持

心情平穩，並維持運動的習慣。急性主動脈剝

離也常發生於身體硬朗的人，別輕忽血壓的控

制，身體如有胸痛、呼吸困難應趕快就醫，如

此預防才是上上之策。

葉先生術後恢復良好，「剛出院的時候手

還會沒有力氣，持續復健，體力慢慢恢復」，

現定期回院追蹤服藥控制血壓，過著早睡早起

的規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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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開始 衷心感謝
感謝心臟外科 

吳怡良醫師及醫療團隊
文‧民眾John Chen

心臟外科醫師吳怡良

醫師從門診檢查、分析病

情及解說治療方法，展現

心臟外科專業權威，吳

醫師建議用微創手術更

換心臟二尖瓣膜、修補

三尖瓣膜手術及心房切

割隔間之不整脈手術

治療，這樣的醫療方式讓我非常驚訝。

我是一位罹患重度風濕性心臟病的患者，沒想到我竟然能獲得如此福

音，免除開心手術的風險，用對身體負擔最小的微創手術來治療心臟問題。

經過吳醫師專業的解說，讓我更清楚自己的需求且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及醫師充滿信心。 對於手術內容及相關問題，我和家人總提出許多困惑與不

解，而主治醫師吳怡良醫師、曹素琴專科護理師及王仁愛專科護理師，總是

有愛心、耐心，不厭不倦地清楚解釋，讓我和家人感到十分信任與安心。

感謝吳怡良醫師醫療團隊妙手回春、醫術精湛，幫我完成高難度的心臟

微創手術。也感謝心臟內科莊曜聰醫師醫術高明幫我安裝心律調節器解決我

心律不整的問題。手術成功後，在加護病房期間，受到許倍豪醫師與加護病

房團隊悉心照顧與用心關照。尤其吳怡良醫師、曹素琴專科護理師及王仁愛

專科護理師視病如親，用最優良的醫療設備，讓我得到很好的照顧，身體逐

漸康復出院。

最後，我和家人再次向貴醫院、吳怡良主治醫師、莊曜聰醫師、曹素琴

專科護理師及王仁愛專科護理師等全體醫護人員，表示衷心地感謝！恭祝中

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全體醫護工作人員事業暢達、身體健康、闔家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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