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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瑜伽解剖學（一）                 主講人：邱顯峰老師 

骨骼系統簡介一—中軸與四肢骨 

  

                                    頭顱骨                     
                                    顏面骨 

            肩帶  

            鎖骨  
           肩胛骨 

            胸廓 
           胸骨 
           肋骨 

          上肢骨 
脊柱          肱骨                           脊椎 
 
髖骨                            尺骨                             髖骨 
                               橈骨 
           腕骨 
 
 
 
 

                        掌骨       指骨                    薦骨 
  薦骨                       下肢骨 
                              股骨 
                              臏骨 

 

                               脛骨 

                               腓骨 

                         

跗骨                                中軸骨骼 
                        蹠骨                               
                        趾骨                                附肢骨骼 

           前面觀         後面觀 
 

 

人體的骨骼系統是由 206 塊骨頭及超過 200 個關節所組成，約佔成年人體重的 15%。骨骼構成了

人體的支架，支持人體的軟組織，賦與人體一定的外形，並承擔起全身的重量。如果沒有了骨骼系統，

人體就無法支撐。骨骼亦具有保護體內重要器官的任務，如顱骨保護腦、胸廓保護心、肺等。骨骼也

為肌肉提供了附著面，好讓肌肉收縮時能夠牽動骨骼作為槓桿，並結合關節引起各種各樣的運動。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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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骨髓有造血的功能，而黃骨髓則有儲藏脂肪的作用。骨還是人體礦物鹽（特別是鈣及磷）的儲存

庫，供應人需要時之用。骨骼的主要功能總括為：支持、運動、造血、儲存、保護。 

    人體骨架是以骨骼為主，並佐以關節、韌帶、肌腱、肌肉和關節軟骨組成。 

  人體的骨骼可按其所在位置而分成中軸骨及四肢骨（附肢骨）： 

中 軸 骨 四 肢 骨（附肢骨） 

顱骨（包括聽小骨及舌骨） 29 

上肢骨 

包括肩胛骨、鎖骨；肱骨、橈骨、

尺骨；腕骨、掌骨、指骨 

 

64 
椎骨 

頸椎（7） 

胸椎（12） 

腰椎（5） 

骶骨（薦椎）（1 原 5） 

尾骨（1 原 3-4） 

26 

肋骨 12 對 
下肢骨 

包括骨盤的薦椎、尾骨、髖骨（腸

骨、坐骨、恥骨）；股骨、髕骨、

脛骨、腓骨、跗骨、蹠骨、趾骨 

62 

胸骨 1 

 

化學成分 

骨是由有機物（主要是骨膠原纖維和粘多糖蛋白，約佔骨總重量的 30 至 40%）和無機物（主要是磷酸

鈣，其次是碳酸鈣和氟化鈣，約佔骨總重量的 60 至 70%）構成，骨的有機物使骨具有韌性，而無機物

使骨具有硬度，骨整體的彈性和硬度也就是由這兩種化學成分的比例而決定。骨中有機物與無機物的

比率會隨著年齡的改變而發生變化，成年人的骨含有 2/3 的無機物和 1/3 的有機物，這樣的比率使骨有

大的堅固性。根據力學測定，每平方厘米的股骨能承受 170 至 220 千克的抗壓（縮）強度（軸向）。

由於兒童的骨是有機成分大而無機成分小，故硬度差，但韌性及可塑性大。雖然不易骨折，但卻容易

彎曲變形。因此，兒童應特別注意良好的坐立姿勢。反之，老年人骨中的無機物隨年日而增多，有機

物卻相對地減少，所以骨較脆而易折斷，而且不易愈合。因此，老年人不宜從事太過劇烈和幅度大的

活動。 

骨的形狀 

  人體骨骼的大小不一，但大致上可歸納為四類：長骨、短骨、扁骨及不規則骨。 

1. 長骨（long bone）：長骨大部分呈長管狀，一般位於四肢（例：股骨、肱骨），主要在肌肉收

縮時，作為槓桿而引起各式各樣的運動（特別是幅度較大的運動）。 

2. 短骨（short bone）：短骨的形狀近似立方形（例：指骨），主要分佈在需要承受較大壓力及作

靈活和複雜運動的部位（例：腕部、踝部）。 

3. 扁骨（flat bone）：扁骨呈薄板狀，面積較大，適合於保護內臟器官（例：顱骨）和作肌肉的附

著面（例：肩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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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規則骨（irregular bone）：不規則骨呈不規則形（例：椎骨），有些內部還含有空氣的腔隙，

以減輕重量（例：上頜骨）。 

骨骼系統簡介二—人體骨架 

               額骨(Frontal bone)                   眼眶(Orbit) 

               頂骨(Parietal bone)      前鼻孔(Anterior nasal aperture) 

         顳骨(Temporal bone)                   上排牙齒(Upper teeth) 

                上頷骨(Maxilla)                下排牙齒(Lower teeth)             

頸椎 (Cervical vertebra)             下頷骨(Mandible) 

         扁峰 (Acromion)                             鎖骨(Clavicle) 

  肋軟骨(Costal cartilage)                                 胸骨(Sternum) 

        真肋 (True rib)                                  肱骨(Humerus) 

胸椎(Thoracic vertebra)                                     浮肋 (11 和 12) 
                                                       ﹛Floating ribs (11&12)﹜ 
 
 假肋 (False ribs) 

腰椎 (Lumbar vertebra)                             橈骨 (Radius) 

髂骨(Ilium)  尺骨 (Ulna) 
橫突                                      薦骨 

(Transverse process)                                   (Sacrum)        腕骨 
                                                    尾骨           (Carpal bones) 
                                                   (Coccyx)            
 
 
 
                                                      坐骨 

(Ischium)            指骨(Phalanges)  
                                                               掌骨(Metacarpal bones)      

                 恥骨聯合                           恥骨 (Pubic bone)   

          (Symphysis pubis)                       股骨(Femur) 
 

                                                  髕 (膝蓋) 骨 (Patella) 
                                                   
 
                                                   脛骨(Tibia) 
                                                      

                                                               
                                                      腓骨(Fibula) 
 
                   骰骨 
                (Cuboid)             舟狀骨           距骨 (Talus) 
                                    (Navicular) 

                                楔狀骨    跗骨        蹠骨 (Metatarsal bones) 
                             (Cuneiform  (Tarsal         趾骨 (Phalanges)   
                              bones)     b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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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骨 (Parietal bone)                         背面觀 (Back)      
 
                枕骨 (Occipital bone)      
 
              寰椎(C1)﹛Atlas (C1)﹜                 顴骨 (Zygomatic bone) 
 

樞椎 (C2)﹛Axis (C2)﹜                 下頷骨 (Mandible) 

      胸椎的棘突                        鎖骨 (Clavicle) 
(Spinous process of                            肩峰 (Acromion) 
  thoracic vertebra)  

                                                肩胛棘 (Spine of scapula) 

胸椎 (Thoracic vertebra)                                   肩胛骨 (Scapula) 

                                                        肱骨 (Humerus) 

    浮肋 (11 和 12) 
﹛Floating ribs (11&12)﹜                                      真肋 (True rib)  
 
                                                             假肋 (False ribs) 
 
                         腰椎                                髂骨(Ilium) 
                      (Lumbar                                  橈骨 (Radius) 
                     vertebra)                                      

                                                   薦骨         尺骨 (Ulna) 
                                                  (Sacrum) 

          坐骨粗隆                          尾骨            腕骨(Carpal bones) 
         (Ischial                            (Coccyx) 
         tuberosity) 

                                               掌骨 
                                                    (Metacarpal bone) 
                                                            

                                                          指骨 (Phalanges)     
             恥骨聯合                股骨 (Femur)  
          (Symphysis pubis) 
 
 
 
                                         
                                                         股骨髁 (Femoral condyle) 
 
 
                                     脛骨 (Tibia) 
 
 
 
                                    腓骨 (Fibula) 
 
 

           趾骨 (Phalanges)                              距骨 (Talus) 

  蹠骨 (Metatarsal bones)          跟骨 (Calcan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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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面觀 (Side)  額骨(Frontal bone)           冠狀縫 (Coronal suture) 

               蝶骨 (Sphenoid bone)               頂骨 (Parietal bone) 

            髁突 (Condylar process)                   人字縫 (Lambdoid suture) 

           冠狀突 (Coronoid process)                   枕骨 (Occipital bone) 
          下頷骨 (Mandible)                   顳骨 (Temporal bone) 
                  頦隆凸                  乳突 (Mastoid process)                     

 (Mental protuberance)               寰椎 (C1)﹛Atlas (C1)﹜ 

                  頸椎的橫突 (Transverse            樞椎 (C2)﹛Axis (C2)﹜  

          processes of cervical vertebrae)               肩峰 (Acromion) 
                       鎖骨 (Clavicle)                 肩胛棘 (Spine of scapula) 

 肱骨大結節(Greater tubercle of humerus)                  肩胛骨 (Scapula) 
                   

胸骨 (Sternum) 
           肱骨幹 (Shaft of humerus)                    胸椎的棘突 (Spinous processes of  
             肋軟骨 (Costal cartilage)                    thoracic vertebrae) 

           外上髁 (Lateral epicondyle)                浮肋(11～12)﹛Floating ribs (11-12)﹜ 

腰椎體 (Body of lumbar vertebra)  

椎間盤 (Intervertebral disk)                            

髂嵴 (Iliac crest)                薦骨 (Sacrum) 

髂骨 (Ilium)                尾骨 (Coccyx) 

恥骨 (Pubis)            坐骨 (Ischium) 
     
  
               閉孔 (Obturator foramen)      股骨頭 (Head of femur) 
 
                                              股骨幹 (Shaft of femur) 
 
 
              股骨外髁 (Femoral lateral condyle) 
 

                        髕骨 (Patella)          關節軟骨 (Articular cartilage) 

                                              脛骨岡 (Tibial plateau) 

             脛骨粗隆 (Tibial tuberosity)     腓骨 (Fibula) 

                           脛骨 (Tibia) 

  

                            距骨 (Talus)                
        內側楔狀骨 (Medial cuneiform) 

中間楔狀骨 (Intermediate cuneiform)                 外踝 (Lateral malleolus) 

   外側楔狀骨 (Lateral cuneiform)                距骨 (Talus) 

     趾骨 (Phalanges)                  跟骨 (Calcaneus)  

蹠骨 (Metatarsal bones)        骰骨  舟狀骨 
                         (Cuboid)  (Navi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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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骨 (Bone) 
                                     韌帶         骨骺線   

                               (Ligament)    (Epiphyseal line) 
 

             關節面上的關節軟骨                             肌肉 (Muscle) 
           (Articular cartilage on 

               articular surface)                                    肌腱(Tendon) 
 
 
 
 
 

 

 

                     海綿骨 
                     (Spongy bone) 

                          骨骺線 
                         (Epiphyseal line) 

                            肌肉 
                              (Muscle) 

 
 
                                    

 
  肌腱                       海綿骨 

     含有動脈和靜脈的哈維氏管         (Tendon)                  (Spongy bone) 
          同心骨板         (Haversian canal with  營養動脈的分支 
    (Concentric lamellae)        artery and vein)   (Branch of nutrient artery) 

                                 髓腔 (Marrow cavity) 

圍骨膜動脈                                   海綿骨的小樑 
(Periosteal artery)                                (Trabeculae of spongy bone)                 骨髓 

                                                    內骨膜                 (Bone marrow) 
                                                        (Endosteum)                           

                                                             皮質骨 
                                                            (Cortical bone) 

  圍骨膜靜脈 
(Periosteal vein) 
 
                                              
 

內周圍骨板        
                                           (Internal circumferential    
                                       間質骨板     lamella)                       圍骨膜          

(Intersitial lamellae)                               (Periosteum)      
                               含有動脈和靜脈的哈維氏管 
        外圍周骨板         (Haversian canal with artery and vein) 

(Outer circumferential lamellae)  Volkmann 氏管 
                      (Volkmann’s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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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的結構 

  大部分的骨頭表面是由骨膜包覆（滑液關節除外），接著是緻密的骨組織(compact bone tissue)，

裡面則是由疏鬆結締組織的海綿骨(spongy bone tissue)組成，而骨的中心則有骨髓貫穿。骨裡頭具有

神經組織，外層的緻密骨則包覆者許多血管。海綿骨裡有許多針狀或片狀，稱骨小樑（trabeculae）的

骨質結構按照壓（重）力和張力方向有規則的排列著，這種排列方式能使骨以 經濟的骨質材料，達

到 大的堅固性。骨小樑的排列，還會按壓（重）力和肌肉牽拉力的方向變化而作適應性改變。當一

個人骨質疏鬆時，骨小樑會變細且數目會變少。骨的裡面還充滿著骨髓，人體的骨髓分紅骨髓(red 

marrow)和黃骨髓(yellow marrow)兩種。在胎兒和幼兒時期，所有的骨髓都是具有造血機能的紅骨髓。

隨著年齡的增長，除了扁骨，不規則骨和部分骨內的骨鬆質（例：髖骨、肋骨、胸骨、股骨等）的紅

骨髓是終生存在外，骨髓腔內的紅骨髓都會被脂肪組織所取代，變為黃骨髓。黃骨髓並沒有造血的功

能，但當人大量失血和惡性貧血時，黃骨髓則可以轉化為紅骨髓，從而執行造血的機能。 

骨的生長 

  骨和身體其他的器官一樣，有豐富的血管和神經，它的細胞是在不斷新生和死亡，所以骨實在是

一種極具生命力的器官。 

  骨的生長包括了骨的長粗和長長，和小幅度的變形（畸形）。骨在不斷增粗的過程中，管壁的厚

度增加卻並不顯著。12 至 18 歲間的兒童少年，骨骼尚未完全骨化（軟骨成骨的過程），尚有許多軟骨

存在，所以骨增長的速度很快。一般在 18 至 25 歲期間，骨化過程逐漸完成，骨就不再長長，人也就

不再增高。女性通常比男性提前 2 至 3 年完成骨化過程。影響骨生長的因素很多，當中包括：遺傳、

種族、激素、營養、外力等。 

  腦垂體分泌的生長激素，對骨的生長尤為重要。幼年期間生長激素不足會導致生長遲緩，身材矮

小；若分泌過多，又會令骨的生長過快，稱為巨人症。此外，甲狀線的分泌不足，亦會導致骨的生長

起了障礙，使身材矮小，智力低下。性腺分泌的激素對骨的生長成熟也起著重要作用，在性腺發育早

熟的情況下，骨化過程亦會加快完成，骨也就不再增長了。 

  在營養方面，缺乏維生素 A 會導致骨的畸形生長及骨骼生長緩慢，但過多又會令到骨變得脆和易

折斷。缺乏維生素 C 會使骨的生長停滯，骨折也不易愈合。缺乏維生素 D 則會影響腸道對鈣和磷的吸

收，因而導致骨組織不能鈣化，造成軟骨病。 

  在骨的骨化過程中，受壓力較大的部位比受壓力較小的部位發育得快。例如，足骨比手骨發育快。

因此，正常的體力勞動及體育活動可促進骨骼強壯結實。反之，勞動或坐立姿勢不良則會使骨骼發生

畸形的現象。 

 

骨膜 

覆蓋骨骼表面的一層緻密纖維膜。分 2 層：外層(纖維層)及內層(細胞層)。外層主要由膠原纖維組成，

有神經纖維，故受傷時有痛感。又多血管，其分枝穿過骨質供應骨細胞，並經過福爾克曼氏管（volkmann）

與哈弗斯氏管（haversian）中的血管相連。骨膜內層含成骨細胞。在成骨作用非常旺盛的胚胎期及幼

兒期，成骨細胞為數甚多。成年後數目減少，但仍保持著成骨的能力。若遇外傷便大量增殖，產生新

骨以修復組織。骨膜內層有一些纖維穿入骨質，與血管共同將骨膜附著於骨質上。外傷如骨折後，創

傷區周圍的骨膜血管出血，在骨碎片周圍形成血凝塊，48 小時內成骨細胞大量增殖，骨膜內層的成骨

細胞厚達數層。並開始分化，在骨折端之間形成新的骨質。骨骼表面除軟骨覆蓋的部位(如關節面)及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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腱、韌帶附著處以外，均有骨膜覆蓋。在肌腱與骨質相連的部位，骨膜常為纖維軟骨代替。顱骨內面

的骨膜與保護腦髓的硬膜緊密結合，成為一體。 

 

骨膜炎 

骨膜炎是由于骨膜及骨膜血管擴張、充血、水腫或骨膜下出血、血腫積聚、骨膜增生及炎症性改變造

成的應力性骨膜損傷（如撞擊，骨折，骨裂等）或化膿性細菌侵襲造成的感染性骨膜損傷。 

 

很多人，甚至有些醫生將關節損傷以一句骨膜發炎，或骨膜破裂帶過，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關節裏

沒有骨膜只有關節滑膜，關節的膜是叫做關節滑囊膜，簡稱為滑膜不是骨膜，骨膜是包覆在硬骨的外

層，而關節處的骨頭是包付著一層透明軟骨不是骨膜。 

 

滑膜是一種薄而疏鬆、血管豐富的結締組織，組成環繞關節的膜和保護跨越骨隆突的肌腱的鞘，除了

關節軟骨和半月板之外，它覆襯了關節内大部分結構，包括關節纖維囊内側面、關節内韌帶和肌腱表

面，以及關節内骨面。 

 

問：打球扭傷了腳踝 

除了看醫生之外 我還能自己多做些什麼讓她康復? 

答：一段時間後會自行復原，但會留下後遺症，一後會時常復發痠痛，往後會演變為軟組織風濕痛，

更有可能使關節提早退化，所以還是要將關節以及周圍軟組織矯正好使其恢復原位，之後才不會有後

遺症。 

 

問：聽說腳踝扭傷後會很容易再扭到，所以很多人說要帶護踝 

答：帶護踝只是保護作用。關節受傷後韌帶與肌腱受損，關節強度降低，所以 主要還是要訓練關節

和相關肌肉強度才是根本之道。 

  

問：聽說扭到後 會骨膜增生 因此腫脹不消 

答：錯，關節沒有骨膜，會腫脹是關節錯位，組織發炎，韌帶鬆弛等原因造成的。 

１韌帶鬆弛，骨頭間距會變大，所以骨關節看起來會比較大 

２骨頭移位往外凸或角度改變也會使骨關節看起來比較大 

３當關節組織發炎，腦部接收到訊號，發動人體自療機制，修護細胞大量集中，再加上代謝下來的發

炎組織與瘀血，所以會發生腫脹。 

４關節骨頭受傷，腦部接收到訊號，該處力量不夠，需增強力量，所以成骨細胞大量集中，加大加粗

骨體，所以骨頭會變大，此種關節變大是沒辦法消的，但好處是該骨頭抗力變強了。 

 

骨膜發炎的最主要原因為軟骨組織過度摩擦所造成，大部分多發生於中老年人身上，不過近來由於運

動傷害、作息不良等因素有患者年齡以逐年下降。骨膜下軟骨組織如果出血，加上復原得不好，變成

慢性纖維組織炎，就會隱隱作痛，留下長期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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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瑜伽解剖學（二）                 主講人：邱顯峰老師 

骨骼系統簡介三之一軟骨(cartilage)總論與膝關節軟骨 

軟骨簡介 

軟骨是人和脊椎動物特有的胚胎性骨骼，一種無血管組織。可分為透明軟骨、彈性軟骨和纖維軟骨，

為一種略帶彈性的堅韌組織，在機體內起支持和保護作用。 

軟骨是由軟骨細胞、纖維和基質構成，其中基質佔了體積的 95%，而水分又佔了基質的 70%。基質的

有機成分主要是多種蛋白，如軟骨粘蛋白、膠原和軟骨硬蛋白等。由於軟骨沒有血液供應，在基質中

含有大量的第二型膠原和葡萄糖胺聚合醣(GAG)來幫助物質擴散。在胎兒和年幼期，軟骨組織分布較

廣，後來逐漸被骨組織代替。成年人軟骨存在於骨的關節面、肋軟骨、氣管、耳廓、椎間盤、半月板

等處。 

（膠原蛋白是人體的一種非常重要的蛋白質，主要存在於結締組織中。它具有很強的伸張能力，是韌

帶和肌腱的主要成份，也是骨質的主要成份，膠原蛋白還是細胞外基質（細胞外基質不屬於細胞）的

主要組成成分。它使皮膚保持彈性，而膠原蛋白的老化，則使皮膚出現皺紋。膠原蛋白亦是眼睛角膜

的主要成份，但以結晶形式組成。） 

軟骨、硬骨和硬骨形成（Cartilage，Bone and Bone Formation）  

軟骨稱為軟骨的結締組織可做為身體部份的墊子，並且提供架構以維持某些身體區域的形狀。它包含

由具有膠原的纖維(collagen-containing fiber) 及彈性纖維(elastic fiber)組成的緻密網路，並牢固地位於

似膠狀的基質內。軟骨的組成使得它得以在維持彈性時抵抗壓力。軟骨存在於許多關節中的硬骨末端、

鼻子的一部份、與外耳之中。有一種軟骨形成防震墊 (如脊椎骨的椎間盤(intervertebral disk))。大部份

脊椎動物的胚胎在發育期間有些軟骨會被硬骨取代。  

 

硬骨並非完全是固體。不同大小及長度的「小管」穿過堅硬的部份，並且另外有稱為腔隙(lacuna)的小

空間，腔隙內有活的骨細胞(osteocyte)。  

 

「緻密」硬骨組織(compact bone tissue)在海綿硬骨組織的上方形成一個緻密層。它亦形成長骨的骨幹

(shaft)，並幫助它們抗拒機械式的壓力。在成熟的硬骨中，間質(matrix)排列成薄狀的同心圓層(骨板

lamellae)。骨板位於哈氏管(Haversian canal)的周圍，哈氏管是大致上與硬骨平行而互相連接的小管。

運送原料至活的骨細胞之血管便通過哈氏管。神經纖維亦通過此管，神經纖維可傳導訊號而改變血管

的管徑(因而影響流至特定區域的血液量)。 

 

半月軟骨（半月板） 

半月軟骨像是兩瓣攤開的筊杯(腰果形)，平鋪在脛骨平台上。它使膝關節中弧形的股骨髁部能與脛骨端

密切吻合，大大的增加了股、脛骨的接觸面積。大家都知道物理學裡「面積小、壓力大」的原理；完

好的半月軟骨，增加了接觸面積，大幅度的減少從股骨傳遞到脛骨的壓力，使關節軟骨得以如釋重負，

以四兩撥千金的方式載重。 半月軟骨是由纖維軟骨(膠原纖維)構成，含有大量水分，但血液供應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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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憐！只有周圍環緣部分(約 10%~30%)有血液供應；其他，大部分只能靠擴散的方式從關節滑液攝

取營養；這也是為什麼半月軟骨如果受傷、破裂後，幾乎無法自行癒合。半月軟骨除了上述減低壓力

的作用外，因與股骨髁（膝蓋骨）吻合，可增加關節穩定性。他還扮演很好的吸震器，這在膝關節跳

躍著地的時候，非常有用。而完好的半月軟骨本身，也有助於關節滑潤，有這麼多的功能，大家現在

應該也可以了解為什麼醫師是盡可能要恢復、保有它了。 

 

據實驗，減少半月軟骨 10%的接觸面積，會增加 65%的接觸壓力；而半月軟骨全部切除後，接觸壓力

甚至可增加 450%至 700%！這麼大的壓力，再好的軟骨、硬骨、不淌多久，就被壓垮了！──這就造

成了無法恢復、進行性的退化性關節炎。  

 

半月軟骨會隨年齡而磨損、退化，甚至破裂，是整個關節退化過程的一部分，不一定會有太大的疼痛

或不適。但發生在年輕族群、或運動傷害就不一樣了；這時，會明顯疼痛或腫脹。  

 

有些動作如下樓梯會覺得一陣疼痛酸「軟」，或忽然覺得關節「卡」住、不能動，甚至還可以感覺到

或聽到關節裡有「喀」的聲音。球也不能打了......！而有了上述經驗後，會變得有點神經質、走路步步

小心，深怕舊「痛」重演。  

 

雖然要恢復、保有功能的半月軟骨對醫師是一大挑戰，但是已有越來越多的方法來治療它。選擇平整

的場地、穿適當的運動鞋；運動前，先做好膝部防護措施及暖身，是避免半月軟骨受傷、破裂的不二

法門。但萬一受了傷，有了上述症狀，就應該儘早就醫，尋找適當的治療。 

 

膝蓋軟骨（軟組織）的損傷病因如下 

１.慢性勞損：長期姿勢不良，負重用力，體重過重，導致膝部軟組織損傷，關節微小移位，均會加重

關節變性，磨損與破壞。勞損原因有可能是因不當運動產生，例如鉛球運動、舉重、高爾夫球、網球、

籃球、瑜伽體位法、太極拳等。 

２.創傷、外傷：經常或意外的膝部損傷，如骨折、軟骨、韌帶的損傷，都會加速膝關節退化。 

３.關節面受力不平衡：某種原因如外傷、勞損或姿勢不良等，造成股骨頭在髖關節的角度偏差，造成

股四頭肌、和內收肌群緊張，影響膝關節的受力面，造成膝關節的磨損與退化，通常造成膝關節內側

受力較大，於是內側軟骨磨損加速，內側關節間隙變小，兩腿逐漸變成Ｏ字型，有的損傷部位是外側，

而形成 X 型腿，如此惡性循環，退化愈來愈嚴重。 

4.不當的飲食 

 

半月軟骨磨損 

半月軟骨磨損治不好的是因為關節沒有矯正，軟骨持續的擠壓摩擦當然不會好。 

我們的膝蓋結構主要為：關節部分（髕骨股骨關節、股骨脛骨關節）及維持膝關節穩定度的韌帶，包

括前十字韌帶、後十字韌帶、外側及內側副韌帶；半月軟骨則可增加接觸面積以保護關節面；關節內

有滑囊可分泌滑液，具潤滑作用；附著於關節的肌肉有股四頭肌、股二頭肌、膕肌、髂脛束、腓腸肌，

由於這些細密的組織合作無間，讓我們的膝蓋能發揮支撐人體及活動自如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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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骨骼末端包覆著柔軟的軟骨，關節中狹窄的縫隙裡有一層薄薄的潤滑液，可用來保護骨頭不致因

摩擦而受損。一般我們所談的可活動關節，大多是指滑液關節，也就是關節裡面擁有一個滑液腔，加

上關節囊與韌帶的組合，使得滑液關節具有高度的彈性、緩衝與活動性。 

 

當關節扭傷時會先拉開骨頭然後拉傷韌帶，因為韌帶是骨頭的固定帶，骨頭沒有拉開是絕對不會拉傷

韌帶，所以韌帶拉傷，骨頭絕對有移位。 

 

因為骨頭與韌帶拉開時會牽動滑囊膜使他緊繃，造成關節腔形成負壓，當扭傷的關節要回復時，滑膜

會被吸進關節腔內造成滑膜崁頓。經過崁壓的滑膜會形成折壁（就像衣服用熨斗熨出摺痕一樣）會刮

磨軟骨使他發炎疼痛和磨損退化。 

 

關節錯位會造成關節腔不平均，會去摩擦擠壓半月板迫使他突出，再加上滑膜折璧的刮磨所以會產生

疼痛，沒有整復，到 後形成退化性關節炎。 

 

平常盡量少蹲，不然關節又會擠壓在一起，摩擦半月板。 

 

甚麼是退化性膝關節炎（Osteoarthritis；OA） 

 退化性膝關節炎是一種進行性的膝部關節軟骨退化和軟骨下骨質增生，導致膝關節的疼痛，僵硬與變

形。常見於五十多歲以上喜歡運動或從事粗重工作的人，外傷和肥胖也會加重膝關節軟骨的磨損，加

速膝關節退化。 

 

一般的退化性骨關節炎的病因是由於軟骨結構的磨損，表面變得粗糙、厚度變薄，使得關節兩端與骨

下的負擔加重、關節間距變窄，進而骨刺形成，造成關節變形、活動及負重疼痛、行動不便等症狀，

嚴重者甚至得實行手術治療（例如：置換人工關節）。剛開始時的症狀為關節痛、僵硬，活動時疼痛加

劇，活動持續一段時間疼痛會逐漸減輕，但活動過久又會加重。  

  

早期症狀為鈍痛或痠痛，偶而腫脹，上下階梯疼痛加重，關節活動不靈活，繼而出現各種響聲，嚴重

者可呈跛行，上下階梯困難，寸步難行，甚至連站立都很因難。這種疼痛常因肢体位置改變而加重，

活動片刻後可稍緩解，但活動過多症狀又加重，尤其在早晨起床時或久坐後起來時疼痛 為明顯。 

 

根據統計五十歲以上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可以從Ｘ光片檢查發現關節退化性病變，不論脊椎或四肢

關節一半以上均有關節痛的病史，只是當事人常常不在意，而忽視了早期的診斷與治療。根據統計，

退化性關節炎的發生率，50 歲以上為 20～30％、70 歲以上為 70％，而且女性的發生率遠高於男性。 

 

退化性關節炎的輕重程度，可從普通正面及側面的 X 光片來觀看，若加上特殊臏骨角度，可更清楚看

出膝關節軟骨磨損情況，正常的狀況下，雙腳膝蓋間的上、下骨頭存在著軟骨，因此，在 X 光片中，

可看到空縫存在，但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因軟骨被磨損，空縫可能變得狹窄，甚至密合起來造成膝

蓋變形。 

 

以中醫傷科的觀點而言，膝關節有內、外側副韌帶，前後十字韌帶將膝關節穩固得很好，因此膝關節

的疼痛或退化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來自關節的微小錯位所致，主要來自股骨頭在膝關節與髖關節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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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偏差，造成膝關節面受力不平衡（內側受力大，外側受力小），而造成關節軟骨的磨損。其次為骶髂

關節、腰椎關節的微小錯位。因此傷科手法主要在調整膝關節與髖關節的股骨頭、骶髂關節和腰椎關

節。只要以上關節調整到正常角度，則膝關節的受力面即可達到平衡，關節軟骨即不會持續磨損，關

節的退化即可停止，症狀立即得到改善。 

 

在治療期間完全不能做激烈運動，要運動 好是完全復原後再慢慢的增加運動量以及激烈度，不然很

容易再受傷的，治療期間不能下蹲、不能坐低板凳。 

 

半月板及膝關節相關疾病改善法： 

1. 先把致病因素排除：如長期姿勢不良（坐姿、睡姿、站姿、…）；外力影響（如跌倒，用力不當，

過勞、搬重、…）；體重過重；若關節已產生錯位時，須尋找適合的療法把關節矯正回正確位置，

關節微小移位，均會加重關節變性，磨損與破壞，關節的錯位並不僅限膝關節，包括踝關節、髖關

節、骶髂關節、整條脊椎和肩關節的錯位等，都會影響膝關節的健康；不當的飲食。 

2. 平常要有規律的強化全身的肌群、肌腱和韌帶，尤其是股四頭肌、十字韌帶、內外側副韌帶，以保

護關節。並且增強全身肌群、肌腱的延展度。 

3. 促進血液循環與新陳代謝的功能。 

4. 注意關節處的保暖和活絡，如果靜止一段時間，比方說坐長途的車或飛機，在起身前，可以先拍打

或按摩膝關節處和相連的肌群及委中穴。 

5. 相關營養素的補充，如葡萄糖胺、軟骨素、第二型的膠原蛋白等食物，可讓你的軟骨適當的恢復，

此外，亦可補充維生素 D 和鈣質以強化骨質。 

6. 練習瑜伽體位法時要注意正位與對位、根鎖、著力點，而且不可過度使用，應有適當的休息和按摩。 

7. 其他注意事項： 

（1） 走路或運動不要過度，當膝蓋覺得不舒服時就應立即休息（2）不要勉強半蹲、全蹲或跪的

姿勢（3）少穿高跟鞋（4）避免外傷 

 

 

補充說明： 

活動不夠容易造成膝關節的僵硬，過度的運動會加速關節的磨損，游泳和散步是適合膝關節退化的運

動。但運動仍以關節不感到疼痛為度，若覺疼痛即應休息。介紹二個對膝關節有幫助的保健運動。 

１、平躺的直腿抬舉運動：平躺時緩慢抬舉您的腿部，離地面約一尺高，且維持膝關節伸直，約持續

五至十秒再緩慢放下，雙腿輪流進行，每日做二回，每回五至十分鍾。 

２、坐姿的屈膝抬腿運動：坐在椅子上緩慢將膝關節由屈膝狀態伸直且維持膝關伸直，約五至十秒再

緩慢放下，雙腿輪流進行，每日二回，每回五至十分鍾。  

 

保護關節的原則與方法 

1.尋求醫師的建議：假如你不習慣運動，特別是當你不確定何種活動對你是 有益和適當的時候，請先

和你的醫師討論。 

2.慢慢地開始：在不損傷關節的情況之下保持活動，至少一天一次，將關節伸展到 大但不痛的程度。

這種無痛的伸展運動，可以提供軟骨養分，但要小心的是不要過度活動，尤其是類風濕性關節炎。一

定要在做任何運動的開始和結尾時做伸展運動，可以放鬆肌肉，減少受傷的機會，也能增加僵硬關節

的活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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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動前後的暖身與緩和運動  

4.漸進性的增加運動量：試著在一天之中不同的時間做運動。體會一下何時是疼痛 輕微的運動時段。 

5.學會了解和關心你的疼痛：學會分辨關節炎的一般性疼痛和關節過度使用的疼痛二者有何不同。調整

你的活動等級和做事方法以避免過度疼痛。當關節疼痛和腫脹時，不要過度運動到疼痛、受傷或發炎

的關節，因為這時 容易受傷。 

如果做完運動後，疼痛增加並持續 1、2 個小時，而且日復一日，疼痛發生漸多，你可能已經運動過度

了。 

6.了解你的限度：如果髖部或膝蓋有退化性關節炎，但是骨頭和軟骨並未磨損得非常厲害時，也許適合

做相對性高撞擊的活動，例如走路。但當骨頭和軟骨已有顯著的磨損時，走路可能會傷害更多，此時

游泳比較好。 

7.記得休息：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有時你需要休息來儲存體力，有時則需要運動來維持肌肉的強度、

供給關節營養、保持合理的彈性，以及保持體力。 

休息有兩種形式，都很重要： 

1.關節的休息：當髖部肌肉感覺疲乏時，表示需要坐下和休息了。 

2.全身的休息：當有關節炎，特別是有類風濕性關節炎時，身體必須每天獲得充分的休息。 

關節炎，尤其是類風濕性關節炎會使人特別容易疲倦，是一種耗盡的感覺。通常包括肌肉無力，做任

何事都必須花費很大的力氣，也會讓人產生無助感，你開始懷疑能否完全控制自己的生活。另外，疼

痛也會導致失眠，或讓你睡不安穩。因為發炎除了關節部位，也可能在身體的各個器官發生，導致貧

血，造成身體的疲倦。在疼痛發作或關節發炎的期間，必須安排更多的時間讓關節休息。但不是不活

動，因為活動量不夠只會讓肌肉愈來愈無力。所以，重要的是在太過疲倦之前就要休息。夜間良好的

睡眠能讓關節好好休息，幫助恢復體力，讓你能夠更有效率的處理疼痛。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請

將睡眠的目標時數訂在每晚 8～9 小時。 

減重護關節 

過重有可能導致膝蓋的退化性關節炎。而如果你已經有了關節炎，過重則會加速膝蓋關節軟骨的退化，

導致疼痛和行動不便。其他的關節部位也會因為過重而受傷，包括背部、髖部、腳踝等。當然，關節

炎的產生有許多因素，可能是遺傳的，也可能因為受傷所造成，更有一些純因老化所致。但當你過重

時，這些過多的體重會加速病程。 

 

 關節炎飲食與建議事項 

1. 均衡飲食(肥胖的人發生 OA 是正常體重者的兩倍)。病人平時應多吃富含膠質、軟骨素，有利於關節

軟骨修復的食品，如木耳、海帶、珊瑚草等食品，忌辛辣燒烤或油膩生濕的飲食，如煙酒、肥肉、辣

椒、燒烤食品等。 

2. 足夠的鈣和維生素 D；鈣：1200mg/day；維生素 D：400 I.U.。（維生素 D 攝取不足會造成 OA 的惡化

速度加快） 

3. 增加ω-3（PUFA，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如：亞麻仁油的攝取。（ω-3PUFA 可抑制發炎反應） 

4. 葡萄糖胺（glucosamine）、軟骨膠硫酸鹽（chondroitin sulfate）：兩者皆可生成軟骨分子，減輕關節疼

痛與衰弱，同時亦可改進移動的範圍與走路的速度。 

5. 患者因為關節的疼痛，往往限制了許多運動進行，需持之以恆的控制飲食並採較不負荷體重的運動，

如：騎自行車、游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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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的患者會以為醫藥已經止痛就是恢復了，其實膝關節的痠痛，是一種警告。 

 

膝蓋關節的痠痛也會因體質改變而觸動關節的痠痛。 

  

如果關節有錯位，只吃各種補充劑只能暫緩磨損退化的速度，並不能根治。若沒有強化相關肌群、肌

腱和韌帶，以及改善氣血循環，關節的問題是很難改善。 

 

何謂軟骨素（Chondroitin）  

軟骨素主要存在於關節韌帶、骨骼、角膜、心臟瓣膜、血管壁和皮膚中，尤其在關節的軟骨中，軟骨

素吸收養份和水份，使軟骨細胞保有滑潤。 

軟骨素的適用性  

軟骨素已被廣為應用在關節炎治療上，並且已被證實可經由口服達到補充關節軟骨組織結構的效果，

增加關節液的分泌量及關節間的潤滑液－玻尿酸(hyaluronic acid)的濃度，同時降低軟骨素分解酵素的

活性，延緩骨關節退化、摩擦發炎、疼痛、腫脹變形，改善關節的活動功能。  

 

適宜的攝取方法  

將軟骨素與同樣是關節結締緩衝組織主成份的葡萄糖胺合併服用，更可大幅提高只單獨使用葡萄糖胺

或軟骨素在臨床症狀上的效果。  

 

何謂葡萄糖胺（Glucosamine）： 

它是人體中一種含胺基的多醣，存在於軟骨基質與結締組織中，是形成軟骨細胞與關節液的基本成份。

人類和動物都可以在體內自行合成，但會隨著老化而降低；所以必須靠營養輔助食品來補充。葡萄糖

胺經由人體吸收後，大部分轉變成肌肉及軟骨的糖胺聚醣，一部分被合成為軟骨。葡萄糖胺可以保護

並強化軟骨結構、減輕關節疼痛與不適的症狀。對於背部和頸部疼痛都有舒緩的功效。（葡萄糖胺可

以刺激軟骨細胞生產膠原蛋白（collagen）及蛋白多醣（proteoglycan），修護受損的軟骨組織，使軟

骨吸收足夠的潤滑液，維持骨關節的健康。）外來葡萄糖胺的攝取可補充軟骨所需之不足。但是，人

工合成的葡萄糖胺，是否會被人體所吸收而發揮效果？ 

 

葡萄糖胺的種類 

葡萄糖胺因為製造方法不同，而有葡萄糖胺硫酸鹽、葡萄糖胺鹽酸鹽（glucosamine HCl）、及單純葡

萄糖胺（glucosamine free base）的區別。其他二種型態的葡萄糖胺在一般藥妝店就可以買到，被視

為營養食品，例如：阿鈣、速療骨、骨力等。 

 

葡萄醣胺的適用性  

葡萄糖胺吸收到體內之後，可以促進關節的軟骨組織生合成更多的膠原蛋白及蛋白多醣，去修補受損

的軟骨。另外，葡萄糖胺在體內經過轉化後，能夠更快速幫助關節囊液增厚濃度，增加潤滑及抗壓的

功能。  

 

美國生化學家表示，「任何類型的關節疼痛、受傷或骨折都可試用葡萄糖胺。這種補充品應可協助治療

任何有關軟骨和關節修護的情況，包括退化性骨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關節粘連性椎間炎、椎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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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的問題、軟骨軟化症、腱炎、滑囊炎、關節外傷手術後的修護、關節外傷和腱鞘炎。」  

 

適宜的攝取方法  

現在美國醫學界也承認，葡萄醣胺這種自海產生物甲殼中提煉出來的天然物質，結合軟骨素作為營養

劑服用後，可成為 有效且無副作用的「藥物」，來對抗關節退化和關節炎的病根，它可使許多患者消

腫止痛。  

 

膝關節的滑道 

   

  

膝蓋骨後面突出, 呈 V 狀, 由軟骨所覆蓋。股骨下端前方, 與膝蓋骨接壤的地方剛好呈凹陷的 V 狀, 配

合著膝蓋骨, 作為膝蓋骨的滑動軌道。在正常的情況下, 四頭肌與膝蓋韌帶負責控制膝蓋骨在這軌道上

正常地滑動。 

 

當我們跑步、負重行走、上落樓梯、屈膝及蹲下來時, 膝蓋軟骨所受的壓力會大幅增加。而過大的壓力

會令到膝蓋軟骨磨擦股骨下端的軟骨而受損, 繼而出現退化現象。如果膝蓋軟骨損耗的情況嚴重, 膝關

節便會出現退化性關節炎現象, 做成永久性的損傷, 很難完全康復。 

上樓梯時, 由於股四頭肌在發力支撐身體時, 會膝蓋骨壓向股骨槽內, 痛楚多是因為臏後軟骨或股骨末

端的軟骨出現軟化或耗損。 

而落樓梯時, 臏骨壓向股骨槽的壓力反而沒有上樓梯時那麼多, 而出問題的, 多是關於股四頭肌及膝部

周邊肌肉的肌力不平衡而引起, 因為落樓梯時, 股四頭肌在發力時是屬於離心收縮 (Eccentric contrac

tion), 當肌力不足或肌力不正常時便會影響這個過程, 並造成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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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瑜伽解剖學（三）                 主講人：邱顯峰老師 

骨骼系統簡介三之二椎間盤與腕部三角軟骨 

椎間盤是連接相鄰兩個椎體的纖維軟骨盤（第 1 及第 2 頸椎之間，還有尾椎之間沒有椎間盤），成人

共有 23 個椎間盤。椎間盤對脊柱，大腦和其他結構（例如神經）起到緩衝保護的作用。椎間盤占脊柱

總長的 1/4。 

    

兩腰椎及其韌帶的中矢狀切面         肋橫突關節俯視圖 

組成和結構 

椎間盤由兩部分組成 

周圍部為纖維環（anulus fibrosus）是由數十層環狀及放射狀的膠原纖維及彈性纖維交織而成按同心圓

排列的緻密組織，富于堅韌性，將各椎體緊密牢固的連接成一體，保護髓核並限制髓核向周圍突出。 

中央部為髓核（nucleus pulposus），是柔軟而富有彈性的白色半流質膠狀物質，為胚胎時脊索的殘留

物，填充於上下軟骨板及纖維環之間，是由極具黏彈性及柔韌的多醣體和水分所組成，可以緩衝脊柱

的受力及衝擊。椎間盤既堅韌，又富彈性，承受壓力時被壓縮，除去壓力後又復原，具有「彈性墊」

一樣的作用，可緩衝外力對脊柱的震蕩，也可增加脊柱的運動幅度。但是對抗彈力過強時，髓核可能

衝破纖維環而發生突出。髓核含水量豐富，但隨年齡增長而逐漸減少，據測定嬰兒期含水量達 88%，

20 歲時為 80%，70 歲以後低於 70%。含水量還因脊柱負重時髓核承受壓力的大小而改變，這是導致晚

上身長比早上起床時縮短 1～2cm 的主要原因。髓核的變性在 20 歲後即開始，20～30 歲之間表現為外

形逐漸磨糊，與纖維環之間分界不清；30 歲以後隨著水分吸收的加快髓核纖維化，50 歲以後可退變為

纖維軟骨。 

此外，還有軟骨板，它是在椎體上、下面覆蓋的一層厚而堅韌的透明軟骨板，類似關節面上的關節軟

骨，與椎體的骨鬆質緊密相連，大小和形狀與相連的椎體一致，構成椎間盤的上下界。軟骨板除有承

受壓力、保護椎體的作用外，還有半透膜作用，在滲透壓的影響下，椎體骨鬆質與椎間盤之間可通過

軟骨板上的微孔進行水份和營養的交換 

人體 23 個椎間盤厚薄不一，中胸部的較薄，頸部的較厚，腰部的 厚，所以頸，腰椎的活動度較大。

頸腰部的椎間盤前厚後薄，胸部的則與此相反。椎間盤的厚薄和大小因年齡而有差異。 

椎間盤並不具有血管，它們的營養由椎體通過滲透作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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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疾病 

一、椎間盤脫出症（Intervertebral disk herniation，或稱椎間盤突出症） 

椎間盤會因老化、磨損、及含水量的遞減、慢性疲勞性損傷、意外傷害及不當用力而使纖維環破裂，

當纖維環破裂時，髓核容易向後外側脫出，突入椎管或椎間孔，壓迫相鄰的脊髓或神經根導致背痛及

手腳痠麻疼痛（詳見神經皮節）、坐骨神經痛、脊柱活動受限，嚴重甚至造成四肢麻痺或癱瘓（例如

出現雙側重度坐骨神經痛、會陰部麻木與排便排尿無力等症狀。晚期還可能出現雙下肢癱瘓、足下垂

和下肢後外側與會陰部痛感覺消失，排便功能障礙，加劇時可有急性尿瀦留或大便失禁。）椎間盤脫

出症常發生在腰部（好發部位在 L4-5 與 L5-S1））及頸部（好發部位在第五、六、七節），引起病發

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突然的脊椎負荷改變，尤其是快速彎曲，側屈或旋轉。椎間盤突出症會因坐立或

行動的姿勢壓迫到神經而導致疼痛，也可能因為咳嗽、打噴嚏或提重物時暫性地壓迫到神經而導致疼

痛。一般狀況在休息、調整或改變姿勢或移動重心後即可改善症狀。 

註： 

1. 從中醫的觀點來看，受風寒濕邪侵襲後也會導致類似椎間盤脫出症的症狀發生，或者是寒濕侵襲腰

部使肌肉痙攣和小血管收縮，引起局部血液循環障礙，進而又發椎間盤脫出症。 

2. 依中醫理論和近代醫學，說明高血脂，血液循環不良，與椎間盤退化和骨質增生有關。 

正因為椎間盤的存在，頸椎與腰椎才會有所謂的續發性彎曲（secondary curvature，又稱為脊椎凹面

彎曲或脊椎前突（lordosis），其脊椎曲度向前。與脊椎後突（kyphosis），又稱原始曲度（primary curve）

相對，原始曲度是向後的彎曲，胸，尾椎的曲度屬於原始曲度）。隨著年齡的增大，椎間盤會萎縮，

人的身高因此而降低，而脊柱也開始向新生時的「C」型態倒退。 

 

診斷 

        患者多為青壯年男性，有腰部急性外傷、慢性勞損或受寒濕病史，身體虛弱者；運動選手，如舉

重等，近年來則有因練瑜伽不當所致者；有典型的腰腿痛和下肢放射性疼痛的症狀，脊柱側彎畸形，

腰部活動受限和腰椎旁壓痛點的存在等，可配合有關檢查進行診斷。 

常用的檢查有： 

        直腿抬高試驗是確診本病的重要檢查，嚴重患者抬腿僅 15～30 度。因為直抬腿高舉時，脊神經根

可移動 2～6mm，腰椎間盤突出者，突出物壓迫神經根，甚至突出的髓核與神經根黏連，神經根移動使

受壓迫牽拉加劇而出現疼。同樣道理，屈頸試驗、足過度背屈試驗、起坐伸膝試驗、下肢後伸試驗可

呈陽性。 

  

 (一)伸足拇試驗： 

        多數病人有伸足拇長肌肌力減弱，由其腰 4～5 椎間盤突出時，此試驗對定位腰 4～5 椎很有幫助。 

 (二)腱反射： 

        70～80 的病人有膝跳反射或者跟腱反射的減弱或消失，腰 3～4 椎間盤主要影響膝跳反射，腰 5

薦 1 椎間盤突出主要影響跟腱反射，腰 4～5 椎間盤突出兩者都無明顯影響，這對定位有一定幫助。 

 (三)Ｘ線、MRI、CT 檢查： 

        一般拍攝腰椎正、側位素片，可觀察有無椎間隙變狹窄、脊柱側彎、生理前凸消失等現象，又可

排除腰椎感染化膿等炎症、結核、腫瘤、骨折等疾病，若診斷尚不能明確時，還可以脊髓造影等侵入

性特殊檢查，有助於排除椎管狹窄、可疑腫瘤等症。要真正的看到突出的部位必須經更精密的掃描，



 19

藉由磁振造影檢查(MRI)、或電腦斷層掃描檢查(CT)，可將脊椎、脊髓、神經根、軟骨等 結構顯露無遺，

更可做出三度空間的重組顯像使病灶清晰呈現。此外，也可參考肌電圖檢查做診斷。 

 

椎間盤突出的治療 

 

1. 改善致病因素：例如姿勢不當，用力不當，勞損，提重物，…等。 

2. 復健治療：脊椎矯正、熱療（鬆弛肌肉以緩解疼痛）及牽引以減輕神經的壓迫。 

3. 輔具的支撐：如戴頸圈、軟性背支架或穿束腹，讓身體有限度的活動，以維持椎間盤原來的位置，

可減少疼痛（神經被壓迫）的情形。 

4. 適當及適度的運動：不管是頸椎或腰椎的壓迫，常常與相關肌群、肌腱過緊有關，所以要練習伸展

動作。此外，也有因為肌群、肌腱無力所導致，所以也要強化這方面的鍛鍊。可練習瑜伽的伸展動

作和強化肌群的訓練（尤其豎脊肌群的伸展和強化），不能只靠被動式的牽伸，還必須要有主動的

肌力鍛鍊。 

5. 中藥療法：（1）消炎、鬆弛肌肉（2）清血、降血脂、舒筋活血化瘀、消除沾黏（3）強化肝腎功能。 

6. 西藥療法：（1）消炎、止痛（2）肌肉鬆弛（3）維生素 B 群（活血用）。 

7. 外科手術 

8. 練習瑜伽體位法時要注意正位與對位、根鎖、著力點。避免瞬間強力的改變脊柱。 

 

平時需養成正確的姿勢，以避免復發，需使用有椅背支撐的座椅， 好使用腰墊以增加支撐力，

開車或長途旅遊時亦應如此。 

  不管是椎間盤突出或是骨刺都有可能壓迫到神經，患者要注意自己在何種姿勢或角度時會造成疼

痛，且盡量避開之。此外，嚴重者要慎選自己的枕頭或腰靠或膝墊，以及注意睡姿。 

 

二、腰椎退行性脊柱炎（腰椎椎體增生、骨刺） 

   是指椎間盤退變狹窄，椎體邊緣退變增生及小關節因退變而形成的骨關節病變。以椎體邊緣增生和小

關節肥大性變化為其主要特徵。本症與腰椎間盤突出症，二者皆相同於腰椎神經被卡壓引起的腰腿痛

症候群，兩者病況相同，惟致病原因不盡相同，發病的年齡層亦有明顯差距，在傷科門診中，病人

容易造成互相混淆的病症之一。本病好發於中年以後，男性多於女性，長期勞動者如搬運工人、建築、

挑擔工人等因工作或習慣性姿勢不正確者易患此病。多年以來在臨床上，本病症亦是中老年人引起腰

背痛的常見原因之一。 

 

     （一）主要症狀 

        起病緩慢，一般無劇烈疼痛，不會伴有全身症狀，患者僅感到腰酸、鈍痛不適、腰部僵硬疼痛等

症狀，大多數發生在 40 歲以上從事體力勞動者。 

        早晨起床或久坐起立時 為嚴重，而稍加活動一些時間後，上述症狀往往減輕或消失。但又因外

傷、勞累、過度活動，或某些不良姿勢和體位，腰腿痛症狀加重，有時可放射至臀部或大腿。 

        腰痛症狀的輕重與年齡有關，在 45 歲左右，由於椎間盤的退化，使腰痛較嚴重為高峰期。隨著年

齡的增加椎間盤組織逐漸乾縮，上下椎體間骨橋形成後，使脊柱的穩定性能增加，且發炎的蛋白質已

消失，因此到了 60 歲以後腰痛又漸漸減輕。輕症病人無明顯陽性體徵，重症病人或急性發作期，局部

會有壓痛，肌肉痙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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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椎生理性前凸曲線減小或消失，腰部活動可能受限。下肢後伸試驗常呈陽性，直腿抬高試驗一

般或可接近正常。 

        腰椎椎体骨唇增生若在腰椎前緣，症狀較輕只會出現局部之腰酸疼痛；若在腰椎後緣，其增生部

分會刺激壓迫到脊柱神經根。若增生部分在後外側，則會刺激壓迫到腰神經。後兩者皆會出現和「腰

椎間盤突出症」相類似之腰腿痛症狀，其出現之症狀和神經卡壓的位置與腰椎神經的分佈區域會互相

對應。 

  

（二）病因病理 

 1. 椎體邊緣的退變增生 

        椎體邊緣增生與椎間盤退變有著明確的連繫，亦與年齡、壓力及創傷有關。椎間盤缺乏直接的血液供

應，僅靠通過軟骨板的淋巴液營養，損傷後修復能力較弱，所以它是人體較早發生退變的一個組織。

椎間盤退變後，失去固有的彈韌性，厚度變薄，椎間隙狹窄，椎體邊緣不整和骨質密度增高，髓核後

移。如椎間盤進一步退變，可向周圍澎出，在椎體邊緣掀起前縱韌帶，在上下方三角形空隙內逐漸骨

化，從而形成唇樣變，導致側隱窩及椎間孔狹窄。椎間盤的退變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加重，即年齡越大

骨唇的出現率越高，程度也越嚴重，骨唇可以發生在腰椎椎體的任何邊緣，但以前緣 多、兩側緣次

之，後緣較少，這主要是與腰椎運動時椎體前緣受壓程度大有關。 

        椎體邊緣增生可擴大受力面，減輕單位面積的強壓，是一種有力的代償性改變，但增生的唇緣可壓迫

其附近組織，特別是神經根，引起腰腿痛等其他症狀。但值得指出的是，經大量調查發現：腰椎有骨

唇改變者不一定都有腰痛，而無腰痛者也不一定是沒有腰椎骨唇變化。甚至有老年患者，Ｘ線片顯示

骨唇增生厲害並形成了骨橋，但腰部不一定很痛。所以對腰痛病人，經拍片確認骨唇者，也必須查明

腰痛的原因，切忌以Ｘ線診斷為臨床診斷的唯一依據。 

2. 腰椎關節突關節的退變 

        椎間盤退變後，椎間隙變窄，纖維環鬆弛，脊柱的剪力則落到腰椎後側的關節突關節上，使其承受較

大的壓力使關節軟骨逐漸磨損、脫落，軟骨下骨質產生硬化及邊緣增生，致使關節突肥大、鬆弛，使

側隱窩、椎間管狹窄、壓迫神經根，產生腰腿痛。 

3. 其它因素與椎間盤突出相似 

  

三、診斷 

        關於本病之診斷與腰椎間盤突出症診斷方法一致，若椎體骨唇或關節突未壓迫腰神經或神經根則

各試驗結果出現為陰性體徵；反之若有壓迫腰神經或脊椎神經根則出現陽性體徵。並可藉由一般拍攝

Ｘ光線之腰椎正、側位素片、ＣＴ電腦斷層與ＭＲＩ核磁共振檢查更明確來診斷。 

  

四、治療原則 

  與椎間盤突出的治療幾乎一樣。在動作上尤其要注意避免瞬間旋轉所造成脊柱微小錯位。 

         

結語 

        腰椎間盤突出症與腰椎椎體增生，二者皆相同於腰椎神經被卡壓引起的腰腿痛症候群，前者發病

無預警突然發生，後者乃日積月累漸漸形成，故致病原因自有不同。惟腰部疼痛除內科腎臟、胃腸、

泌尿系統，婦產科子宮、卵巢疾病有關之外，同為腰薦部軟組織損傷疾病，主要尚有急性腰扭傷、慢

性腰肌勞損、腰椎管狹窄症、臀上皮神經炎、梨狀肌症候群、老人骨質疏鬆症等等，吾人必須了解其

中個別差異，詳加鑑別診斷，避免誤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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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部三角纖維軟骨盤損傷 

尺骨小頭突出是三角纖維軟骨破裂的一大特徵。只要尺骨小頭有突出，就能確定是三角纖維軟骨損傷。

其原因是尺橈韌帶斷裂，三角纖維軟骨盤破裂，不能將骨頭固定住，以致遠端尺橈分離突出。  

 

三角纖維軟骨盤是使橈尺骨遠端緊密連結的主結構。腕部是一複雜的部位，其中包含骨骼、肌腱、韌

帶、神經及血管，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項受到創傷，都可能影響手腕的功能。 

 

腕關節的創傷常發生在車禍、高處落下、及不經意的跌倒而用手腕去〝撐地〞，此時會有一縱向的軸力

經過腕部，不僅會造成骨骼的骨折，腕骨的脫臼、錯位，甚至也會造成腕部韌帶的破裂，這些皆可能

影響腕部的功能。 

 

就解剖而言，腕關節連接前臂及手部，骨骼包含了前臂遠端橈骨及尺骨、腕部八塊骨頭；近端有舟狀

骨、月狀骨、三角骨、豆狀骨；遠端有大多角骨、小多角骨、頭狀骨、勾狀骨；韌帶部份大約包括了，

遠端橈尺韌帶、三角韌帶群、腕骨近端腓內骨間韌帶、遠端骨腓內骨間韌帶、及一些掌側及背側腓骨

外韌帶；這些韌帶造就了這八塊骨掌骨的相關位置，更維持了腕關節的穩定性。 

 

在運動中，腕部三角纖維軟骨盤損傷的發生，絕大多數是由于慢性損傷或勞損所致。瑜伽體位法的鍛

鍊者，常因用力不當和過度使用而造成傷害。傷者往往訴述腕關節尺側或腕關節内疼痛，腕部感到軟

弱無力，當前臂或腕部做旋轉活動時，疼痛加重。 

 

檢查時，多無腕部腫脹，壓痛點多局限于尺骨莖突遠方的關節間隙處和橈尺骨遠側關節背側間隙部，

作腕關節背伸尺側傾斜受壓時，即可出現疼痛、如有些傷者有橈尺遠側關節鬆弛或半脱位、脱位，則

可發現尺骨小頭明顯地在腕背部隆起，推之活動範圍明顯增加（可與正常側比較），按之可多平、鬆手

又再見隆起，握力檢查有减退。 

 

要及時治療新的損傷，應暫停或控制腕部運動。使用正骨手法矯正關節間隙，使關節與骨頭恢復到正

常的解剖位置，然後局部外敷消腫止痛中藥，同時給以適當的固定，將前臂固定于中立位並限制腕與

前臂的旋轉活動，一般都能取很良好的治療效果。如有尺骨小頭向背側隆起者，則須用加壓墊加壓包

扎固定。 

 

急性傷者應暫停腕部活動，特别是腕部旋轉活動，要等損傷組織修復、愈合後才可進行腕部正常活動，

一般約需 3～4 週。 

 

在腕關節屈伸和支撑動作無疼痛後，可逐漸加入腕與前臂的旋轉動作，運動時必須佩帶護腕護，慢性

傷者進行運動時，所佩帶的護腕應對腕關節背伸和旋轉活動有較大限制，如戴上固定性護腕或在護腕

外加上彈性繃帶加以包扎，以防運動時再度受傷。 

 

治療原則 

1. 合宜的腕部局部負荷運動，加强前臂與手腕的肌力和柔韌度。 

2. 將錯位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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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屬運動傷害，則要避免再傷害。以體位法為例，要注意正位、著力點、根鎖等（根鎖可以減少手

腕和膝蓋的受力），且不要過度使用造成勞損。 

4. 其餘包括營養補充等，請參考骨骼系統簡介三之一的膝關節軟骨損傷治療。 

 

備註： 

先前已提過，骨骼與關節的保健和飲食及生活起居有密切關係。像喝過量咖啡容易造成骨質流失，抽

菸則除了易造成骨質流失外，也會使軟骨失去水分，造成硬化和失去彈性。此外，依據中醫理論，房

事過多，不論男女都易導致腎水虧損不足，而造成骨質疏鬆、軟骨硬化和失去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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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瑜伽解剖學（四）                 主講人：邱顯峰老師 
 

關節 (Joints)一總論 
 

滑動關節 (Gliding joint) 
 

 
 
 
 
                                                                           腕骨 
                                                                        (Carpal bones) 
 
 
 

                                         滑動關節                           尺骨 
                                        (Gliding joints)                       (Ulna) 

 

舟狀骨 (Scaphoid bone)      橢圓關節                               橈骨 (Radius) 
                        (Ellipsoidal joint) 
 
 

                                                           橢圓關節 (Ellipsoidal joint) 
 
 
                                尺骨 
                               (Ulna) 
 
 
橈骨 (Radius) 
 
 
 
 
 
 
 
                                       大拇指的掌骨 
                                       (Metacarpal bone of 
鞍狀關節 (Saddle joint)              thumb) 
                                               鞍狀關節 
                                             (Saddle joint) 
                                                      斜方骨 
             (Trapez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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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紐關節 (Hinge joint) 

 
 
 
 
 
 
 
 
 
 
 
 
 
 
 
 
 
 

               杵臼關節 (Ball-and-socket joint) 
 
 
 
 
 
 
 
 
 
 
 
 

樞軸關節 (Pivot joint) 
 
 
 
 
 
 
 
 
 
關節在解剖學上指的是兩塊或兩塊以上的骨之間能活動的連接。 

可分為一、不動關節，二、可動關節 

 

一、不動關節又分為（一）纖維性，（二）軟骨性關節。 

（一）纖維性關節又有 1. 縫隙連接，例如顱骨之間。2. 韌帶聯合：介於其間的纖維性結締組織形成一

髖臼窩 
(Acetabular 
fossa) 

肱骨 
(Humerus) 

鷹嘴突 
(Olecr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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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骨間膜或韌帶，例如尺骨與橈骨之間的連接是由前臂的骨間膜與肘的斜索(obligue cord)組成。3. 釘狀

關節：其中一個圓錐狀突起插入一個窩狀部，例如莖狀突在顳骨中，或牙在牙槽內 

（二）軟骨性關節又有 1. 軟骨結合：藉助透明軟骨構成的連接，通常是暫時性的，在成人以前介於其

間的透明軟骨一般都已變成骨，例如胸骨。2. 聯合（Symphysis）：其骨對合面由纖維軟骨板緊密連接，

例如椎間盤。 

 

二、可動關節（Synovia，滑液關節、滑膜關節） 

可動關節的兩塊骨之間會有腔隙，關節面會有關節軟骨，整個關節在外形上是一個關節囊。它由外面

的纖維膜 Membrana fibrosa （緻密結締組織）和內面的滑膜 Membrana synovialis (類似表皮組織的結締

組織）組成。具有關節韌帶以穩定關節。關節韌帶可分為囊外韌帶和囊內韌帶兩種，後者會部分過渡

成為滑膜。關節囊內是具有腔隙的關節腔，其內有粘性液體填充，稱為滑液，它是滑液膜的分泌物。 

 

滑液關節（Synovia） 

滑液關節具有關節腔，以隔開形成關節的骨骼，屬於可動關節，可做自由運動。滑液關節可分成３種

運動類型（單軸、雙軸和多軸關節）與６種構造型態。 

 

1.單軸關節：只能在一個軸上運動 

《樞紐關節(Hinge joint，又稱屈戊關節、鉸鏈關節)》是於一個平面內移動的關節，一個圓柱體鑲嵌在一

個彎曲的凹窩中。這些骨塊可上下運動，做屈曲&伸直，但無法左右移動可以。 

例：肘關節，由肱骨、尺骨和橈骨所構成；膝關節，由股骨、腓骨和脛骨所構成；踝關節，距骨、脛

骨和腓骨所形成；手指關節；足趾關節。 

 

《車軸關節(Pivot joint，又稱樞軸關節、寰（環）軸關節)》骨骼的圓面或尖面和部分骨骼部分韌帶所形

成的環狀結構形成關節，可以旋轉。 

例：頸部脊椎---寰椎與軸椎（寰椎是頸椎第一節 C1，軸椎是第二節 C2，又名樞椎）；肘部的橈尺關節。 

 

2.雙軸關節：可在兩個軸上運動 

《橢球關節 (Ellipsoidal joint，橢圓關節)，又稱髁狀關節》具有一個卵形頭，嵌在一個卵形杯中，卵形

杯僅能包覆半球形的卵形頭，並不像杵臼關節完全包覆。兩塊骨塊可相對前後或左右移動，為特化的

球窩關節。 

例：腕部橈骨與腕骨之間；掌骨與指骨的「掌指關節」(大拇指除外)。 

 

3.多軸關節：可做各方向的運動 

《滑動關節（Gliding joint），又稱平面關節（Plane joint）》骨骼的關節面是平的，兩骨塊間彼此滑過而

產生動作，可進行多方向的相對移動，但只能在小範圍內有限度的滑動。 

例：腕骨之間；跗骨之間；肩峰與鎖骨之間；脊椎骨的關節突之間 

 

《鞍狀關節(Saddle joint)》兩骨之間的關節為馬鞍狀，可做多方向運動。 

例：大拇指與掌骨之間關節 

 

《球窩關節（Ball and socket joint），又稱杵臼關節》骨骼的球狀面嵌入另一骨骼的杯狀凹陷內，可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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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運動. 

例：肩關節；髖關節 

 

關節（另一種敘述法） 

  關節（joint, articulation）是骨與骨連結的地方，由結締組織完成連結的任務。按關節的可活動程度，

可分為不動關節（immovable joint, synarthrosis），半動關節（semi-movable joint, hemiarthrosis，微動關

節）及常動關節（movable joint, diarthrosis，可動關節），人體大部分的關節都屬於常動關節。 

 不動關節（immovable joint, synarthrosis）是骨與骨之間以結締組織相連結，中間並沒有任何間

斷和縫隙（例：顱骨之間的連結）。 

 半動關節（semi-movable joint, hemiarthrosis）是骨與骨之間以軟骨組織直接相連結，軟骨有呈列

縫狀的空隙，活動範圍只有很小（例：椎骨的運結）。 

 常動關節（movable joint, diarthrosis）是骨與骨之間的連結組織中有空隙，失去了連續性（例：

肩關節、膝關節）。 

  關節的主要結構有關節面及關節軟骨、關節囊和關節腔。有些關節還有滑膜囊、關節內軟骨、韌

帶和滑膜壁等輔助結構。關節的靈活性和運動幅度主要受下列因素所影響： 

 關節面積大小的差別：構成關節的兩個關節面的面積相差越大，關節越靈活，運動幅度也越大，

但穩固性就差。 

 關節囊的厚薄與鬆緊程度：關節囊薄而鬆弛則關節越靈活，運動幅度越大，但穩固性差；關節

囊厚而緊則關節靈活性差，運動幅度亦小，但穩固性卻高。 

 關節韌帶的多少與強弱：關節韌帶多而強則關節越穩固，但運動幅度卻小，關節亦欠靈活；關

節韌帶少而弱則運動幅度大，關節也越靈活，但穩固性則差。 

 關節周圍的骨結構：關節周圍有骨突起，就會阻礙關節的活動，因而影響其靈活性及運動幅度。 

 關節周圍肌肉的體積、伸展性和彈性：關節周圍肌肉的伸展性和彈性好，則關節的運動幅度大

而靈活；反之則小而差。此外，關節周圍肌肉的體積太大亦會影響到關節的靈活性與運動幅度。 

 年齡：兒童及少年的軟組織內水分較多，彈性亦好，所以關節的運動幅度大。隨著年齡的增長，

軟組織內的水分減少，彈性亦下降，關節的運動幅度亦因而逐漸下降。 

 性別：女性軟組織內的水分和脂肪較多，所以彈性比男性好，關節的運動幅度也較大。 

 訓練水平：訓練水平高的人，他們關節的靈活性與運動幅度都一般較高。 

鍛鍊對骨骼和關節的影響 

  長期而有規律的體育鍛煉，可促進骨骼的新陳代謝，使到骨的內部結構得到進一步的改善（例：

骨小樑按張力和壓力的變化而排列得更加整齊和有規律），因而使骨骼變得更加粗壯和堅固，不易折

斷及變形。反之，若訓練不當，便會使到骨骼朝著不正常的方面發展。 

  不同的運動項目對人體不同部位骨骼的影響亦有所差異。例如，經常從事跑和跳的運動員，他們

的跑跳動作對下肢骨的影響較大，對上肢骨的影響較小。又例如：跳遠運動員踏跳腳第二蹠骨的直徑

增大、芭蕾舞演員的第二及第三蹠骨的骨密質增厚、足球員第一蹠骨的骨密質亦增厚等。就算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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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身上，若肢體所承受的負荷比較平均（例：游泳），兩側骨骼的發展亦相同；倘若某一側所承擔

的負荷通常較大（例：投擲、拍類運動、劍擊等），則這一側的發展就越明顯。 

  有系統的體育鍛鍊還可以使骨關節面骨密度增厚，從而能夠承受更大的負荷。體育鍛鍊亦可以增

強關節周圍肌肉的力量，使肌腱和韌帶變粗，令關節軟骨增厚，這都大大提高了關節的穩固性。不過，

為了保持關節的靈活性及運動幅度，應該有系統地進行柔軟度練習（例：伸展運動），使到關節的穩

固性與靈活性及運動幅度能夠同時得到均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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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瑜伽解剖學（五）                          主講人：邱顯峰老師 

關節 (Joints)二—分述 

椎骨 (Vertebrae)        

 

 

         

 

 

 

 

 

 

 

寰椎和樞椎 (Axis and atlas) 

 

 

 

 

 

 

   
 
 
 

頸椎 (Neck vert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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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椎 (Thoracic vertebra) 

 

 

 

 

 

 

 

 

 

 

 

     

 

 

 

腰椎 (Lumbar vertebra) 

 

 

 

 

 

 

 

 

 

 

 

 

 

 

 

 

 

      不同部位的脊椎骨由於功能和受力不盡相同，因此有不同的結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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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岬                                  

(Sacral promontory)                                     
 
 
       
 
 

前薦孔  
(Anterior sacral foramina) 
 

 

 

 

 

 

 

 

薦骨 (Sacrum) 為位在腰椎下方的脊柱下部，它構成骨性骨盆的一部份，在薦髂關節處 
與髖骨相連。 
 
 

薦骨 (Sacrum)   

 
 

薦尾關節               
(Sacrococcygeal joint) 

 
 
 
 
 
 
 
尾骨 (尾椎) Coccyx 為 3 到 5 塊椎骨癒合而成。其附著於薦骨且位在脊柱的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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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的冠狀切面 (Shoulder—cross section)    
 
 
 
 
 
          
 
 
 
            
 
 
 
 
 
 
 
 
 
 
 
 
 
 

肩關節 (Shoulder joint) 
 
 
 
 
 
 
 
 
 
 
 
 
 
 
 
 
 
 
 
 
 
 

三角肌 (Deltoid muscle) 

肩峰下滑囊  
(Subacromial bursa) 

肩峰 (Acromion) 
肩峰鎖關節 (Acromioclavicular ligament) 

鎖骨 (Clavicle) 

喙突 (Coracoid process) 
 

肩胛骨 (Scapula) 
 
 關節軟骨 (Articular cartilage) 
 
滑液膜 (Synovial membrane) 

肱三頭肌 (Triceps brachii muscle) 
 
大圓肌 (Teres major) 

 肱骨 (Humerus)  關節囊 (Joint capsule) 

喙突 (Coracoid process)   鎖骨 (Clavicle) 
 

                                 上緣 (Superior border) 
 

肩峰 (Acromion) 

大結節 (Greater tubercle) 
 
小結節 (Lesser tubercle) 
 
 

   肱骨頭 (Head) 
 
 

  肱骨 (Humerus) 
 
 

關節盂腔
(Glenoid  
 cavity) 
 

外側緣 
(Lateral border) 

肩胛下窩
(Subscapular fossa)  
 
內側緣 
(Medial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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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盆—男性 (Pelvis—male) 
 
 
 
 
 
 
 
 
           
 
 
 
 
 
 
 
 
 
 
 
 
 
 
 
 
 
 
 
 
 
 
 
 
 
 
 
 
 
男性的骨盆的骨頭較粗較大，以承載負重，但入口比較小，女性骨盆為了懷孕生產，所以入口較寬以

利生產。 
 
 
 
 
 
 
 



 33

 

骨盆—女性 (Pelvis—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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髂骨  
(Ilium) 

薦骨  
(Sacrum) 

腿的骨頭 
(Bones of the l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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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關節 (Knee joint) 
 
 
 
 
 
 
 
 
 
 
 
 
 
 
 

 

 

 

 

膝蓋的韌帶和骨頭  

(Ligaments and bones of the knees) 
 
 
 
 
 
 
 
 
 
 
 
 
 
 
 
 
 
 
 
 
 
 

 

股骨 (Femur) 

股四頭肌的肌腱 
(Quadriceps femoris tendon) 

髕骨上滑囊 
(Suprapatella bursa) 

髕骨 (Patella) 

髕骨前滑囊 (Prepatellar bursa) 

    髕韌帶 (Patellar ligament) 

 

 前十字韌帶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脛骨 (Tibia) 

關節軟骨(Articular cartilage) 

 

  關節腔 (Articular cavity) 

 

後十字韌帶 (Pos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股骨的外髁 
(Lateral condyle of femur)                 前十字韌帶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腓骨側韌帶 
(Fibular collateral                        內側半月板 (Medial meniscus) 
ligament) 
 

外側半月板  
(Lateral meniscus) 
        

 股骨內髁                    脛骨側韌帶 (Tibial collateral ligament) 
(Medial condyle of femur) 
 
           

髕骨 
          (Pa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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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踝 (Medial malleolus) 

 

足部的骨頭 (Bones of the foot) 
 
 
 
 
 
 
 
 
 
 
 
 
 
 
 
 
 
 
 
 
 
 
 
 
 
 
 

腳踝的後面觀  
(Ankle-posterior view)          
 
 
 
 
 
 
 
 
 
 
 
 
 
 
 
 
 
 

 

腓骨 (Fibula) 

 

外踝  
(Lateral malleolus) 

 

三角韌帶 (Deltoid Ligament) 

距骨 (Talus)    跟骨 (Calcaneus) 

跟腓韌帶 
(Calcaneofibular ligament) 

脛骨 (Tibia) 

 

 

距骨 (Talus) 

舟狀骨 (Navicular) 

楔狀骨  
(Cuneiform bones)

近端 
中間 

遠端 

跟骨  
(Calcaneus) 

       骰股 (Cuboid) 

       蹠骨 (Metatarsal bones)  

外側 (Lateral) 

中間 (Intermediate) 

內側 (Medial) 

 

趾骨 (Phal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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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盆骨 (Pelvic bone)

髖臼 (Acetabulum)

鈷—鉻球 
(Cobalt-chromium ball) 

大轉子  
(Greater trochanter) 

金屬骨幹 (Metal shaft) 

股骨 (Femur) 

股骨 (Femur) 

產生骨性小結 
(Bony nodules develop) 

磨損的軟骨 (Worn cartilage) 

脛骨 (Tibia) 

腓骨 (Fibula) 

 

髖關節取代 (Hip replacement) 
 
 
 
 
 
 
 
 
 
 
 
  
 
 
 
 
 
 
 
 

骨關節炎—膝關節 
(Osteoarthritis—kne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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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關節 (Elbow joint) 

 

                    
肱骨 (Humerus)  

 
                       橈骨頭       冠狀突 
                 (Head of radius)   (Coronoid process) 

  橈骨 (Radius)           橈骨項 
(Neck of radius)                            內上髁 

                                                             (Medial epicondyle) 
 
                                                          (肱骨的) 滑車 

                                                            〔Trochlea (of humerus)〕 

 鷹嘴突 (Olecranon) 
  尺骨 (Ulna) 
 
手部關節 (Hand joint) 

遠端指骨 (Distal phalanx) 

中間指骨 (Middle phalanx) 

近端指骨 (Proximal phalanx) 

稜形骨 (Trapezoid) 
                                                         

掌骨頭 Head of metacarpal) 

                                                   掌骨 (Metacarpal bones) 

掌骨基部(Base of metacarpal) 
                                                       鈎狀骨 (Hamate)  

斜方骨 (Trapezium)                              頭狀骨 (Capitate) 
舟狀骨 (Scaphoid)                           三角骨 (Triquetal) 

 橈骨莖突(Radial styloid processs)                         尺骨莖突 (Ulnar styloid process) 

橈骨的背結節                      月狀骨 (Lunate) 
  (Dorsal tubercle of radius)                      骨間膜(Interosseus membrane) 

                                                          尺骨 (Ulna) 
橈骨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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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瑜伽解剖學（六）                 主講人：邱顯峰老師 

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分類法一 

主要功用有組成身體結構的框架；運轉體內的液體；保護器官；支持與包圍組織；儲存能量；保護機

體，免受細菌、病毒入侵。可以分成以下三類：  

1. 固有結締組織：脂肪、肌腱、韌帶和筋膜。 

2. 支持結締組織：軟骨與骨頭。 

3. 液體結締組織：血液與淋巴。 

 

結締組織的三種纖維母細胞  

 

1. 膠原 
膠原是 常見的纖維，可形成強力的纖維束，也是組成肌腱、韌帶和筋膜

的基本單位。 

2. 網狀纖維 
比膠原纖維細，且非常堅韌，富有彈性。網狀纖維形成網路狀。網狀結構

可使其能抵禦來自多方的外力。 

3. 彈力纖維 
彈力纖維是三種纖維中數量 少的，其纖維能夠伸展到靜止長度的

150%，且容易彈回。每節椎骨間的韌帶中都有彈力纖維。 

固有結締組織作用的實例 

1. 肌腱由膠原纖維束組成，主要功用是連結肌肉與骨骼，是肌肉的一種演化變形所產生。人體的結構

運動可藉由肌腱的強韌性，以獲得穩定。 

2. 韌帶也是由強力的膠原纖維束所組成的。作為骨骼之間的連接，韌帶對關節有牢固的支持作用，使

得骨骼在運動中不會脫離其連接，此外，韌帶也可支持內臟和組織，以保持其穩定度。 

3. 筋膜則是維持機體的內部結構，它透過連接、分隔、附著、穩定和包圍肌群及其他內臟器官以發揮

作用。筋膜不僅能包圍神經纖維，亦能將肌肉纖維包圍成束，並且鑲襯在器官與血管部位。筋膜是

構成身體輪廓與結構的基本元素，它將零件連接成環節，再將環節連接成系統。筋膜連接我們身體

各個部份，並將其組織成一個有活力的整體。 

筋膜的結構、外觀和感覺的不同主要取決於它所包圍或鑲襯的物體。在包圍骨骼時它行成一層薄而

光滑的被膜，而在包圍肌肉時則形成厚的軟骨狀的白色被膜。 

筋膜的結構與功能 

筋膜主要是由膠原纖維組成的。筋膜有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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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淺層 
淺筋膜緊鄰皮膚下層。當我們捏起皮膚時，通常也會捏起了淺層的筋膜。淺層

筋膜有隔離與填襯作用，使得皮膚與皮下結構，如肌肉可以分別獨立運動。 

2. 深層 

 

深層筋膜較淺層筋膜或漿膜下筋膜更緻密，由於膠原纖維排列的緣故，它是三

層筋膜中彈性 大的。深層筋膜中膠原纖維呈層狀排列。每一層內，纖維呈同

一方向排列；不同層之間，排列方向則有些微變化。這種層與層之間的纖維排

列方式可使深筋膜得以承受來自不同方向的外力。在我們做各種運動時，深層

筋膜構成強力的纖維網，將體內各種結構束縛在一起。它包圍肌肉，與組成肌

腱的纖維混合，然後再與包圍骨骼的筋膜纖維相聯合。 

3. 漿膜下層 
漿膜下層筋膜位於深層筋膜與體腔膜之間。它可以避免肌肉或器官因運動產生

的變形或與體腔膜的觸碰。 

支持結締組織 ( Supporting Connective Tissue ) : 軟骨與骨骼 

軟骨有支撐作用，可以減少骨面之間的摩擦、減輕壓力、吸收震盪，以及防止骨與骨的接觸和摩擦。

根據它在體內的不同位置，大部分的軟骨是由膠原纖維或彈力纖維所組成。軟骨可分三類： 

一是透明軟骨，由緊密排列的膠原纖維組成，在肋骨與胸骨之間構成肋軟骨，在膝關節、肘關節表面

構成關節軟骨。 

二是彈力軟骨，顧名思義，主要由彈力纖維組成，構成外耳與會厭軟骨。 

三是纖維軟骨，它由緊密編織的膠原纖維組成，構成恥骨聯合處軟骨盤，組成椎骨之間的椎間盤，並

與某些關節和肌腱交織在一起，是軟骨中 堅韌和耐用的。 

膠原纖維構成了骨骼的 1/3，而其餘的 2/3 是鈣鹽的複合物。膠原纖維與鈣鹽的結合賦予骨骼強壯、堅

韌和抗打擊的特性。 

 

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分類法二 

一、結締組織分類：  

（一）胚胎結締組織(Embryonal connective tissue)  

1. 間質（mesenchyme）2. 黏液（mucous） 

（二）成人結締組織（Adult connective tissue） 

1. 固有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 proper） 

（1）普通（general） 

疏鬆（loose）：不規則排列。 

緻密（dense）：不規則排列，規則排列。 

（2）特殊（special）：網狀（reticular），脂肪（adipose），色素（pig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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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軟骨（cartilage） 

3. 硬骨（bone） 

二、 結締組織組成：  

1. 結締組織細胞（connective tissue cell）  

2. 結締組織纖維（connective tissue fibers）  

3. 基底質（ground substance）  

4. 組織液（tissue fluid）  

三、  成人結締組織（Adult connective tissue）  

（一）疏鬆結締組織（Loose connective tissue） 

1. 結締組織細胞 

（1）成纖維細胞（fibroblast） （2）巨噬細胞（macrophage）（3）胖細胞（mast cell）（4）漿細胞

（plasma cell）（5）脂肪細胞（adipose cell）（6）由血液來之細胞：白血球（Leukocyte） 

2. 結締組織纖維：  

（1）膠原纖維（collagen fibers）（2）網狀纖維（reticular fiber）（3）彈性纖維（elastic fibers） 

（二）緻密結締組織：纖維多，膠原纖維排列緊密、空隙少；細胞較少，以成纖維細胞為主。  

1. 不規則排列 

2. 規則排列型：肌腱（tendon）、腱膜（aponeurosis） 

（三）脂肪組織（Adipose tissue）：特化之細胞可貯存脂肪，稱為脂肪細胞（adipocyte）  

1. 白脂組織（white adipose tissue）：分布在身體各處，不僅可提供能量貯存，也可做熱絕緣和防震。 

2.  褐脂組織（Brown adipose tissue）：在新生哺乳動物和某些冬眠動物，所發之高度特化脂肪組織，在

體溫調節上扮演重要角色。 

解說 

結締組織可分為四群，分別稱為固有結締組織、軟骨、硬骨、及血液。前三群的組織中含有多量的細

胞外間質(extracellular matrix)，此間質中含有稱為纖維(fiber)的構造單元。在間質中的細胞彼此相距甚

遠。細胞與纖維皆被稱為基質(ground substance)的水狀或似膠狀原料所包圍。  

固有結締組織(connective tissue proper)在這種組織中，基質多少是為液態，其中還散佈有許多形式的細

胞。大部份的細胞是成纖維細胞(fibroblast)，它可產生基質與可構成纖維的蛋白質。  

緻密結締組織(dense connective tissue)提供不同組織之間的強韌連接。它的膠原纖維 (collagenous fiber)以

不規則或平行的方式成束排列在一起。("collagenous"意表纖維主要由膠原蛋白[Protein colagen]組成。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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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結締組織存在於肌腱(tendon)(使肌肉附著於硬骨與韌帶(ligament)(在骨骼關節處連接兩硬骨)之內----此

兩個區域的張力只朝一個方向施加。其緻密結締組織包含平行的纖維，這些纖維總和起來可在受到張

力時防止被拉散撕裂。  

疏鬆結締組織(loose connective tissue)支持大部份的上皮與許多器官，並且包圍血管與神經。它的膠原纖

維堅硬但具有彈性，並可給予組織力量。它的較薄的纖維包含彈性蛋白(Protein elastin)，並可給予組織

彈性。  

在身體的許多區域中，結締組織含有緻密的大型細胞之群集，它們是特化用以貯存脂肪的。此種所謂

的脂肪組織(adipose tissue)可貯存能量，並充做某些器官的襯墊。脂肪通常堆積在每一個貯存細胞內唯一

的小泡( vacuole)中。當小泡的體積增加時，它會將細胞質與細胞核推擠至邊緣；因此在顯微鏡下細胞中

的脂肪小滴(fat droplet)便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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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瑜伽解剖學（七）                           主講人：邱顯峰老師 

肌肉、肌腱、韌帶解剖學（一）肌肉總論                 

肌肉組織 (Muscle Tissue)的分類 

                     一、骨骼肌又叫作橫紋肌（striated mucsle），因為有明暗相間的橫紋 

                        ；也叫作「隨意肌」，因為其收縮可受意志支配。是通過肌腱 

                         固定在骨骼上，以用來影響骨骼如移動或維持姿勢等動作。平 

                         均而言，骨骼肌 多可達成人男性體重的 42%，成人女性的              

                         36%。人體的骨骼肌約有 400 條以上。骨骼肌的特性是收縮快 

                         而有力，但易於疲勞。 

骨骼肌組織 (Skeletal muscle tissue) 

                      二、平滑肌沒有橫紋，受自主神經支配而不受意識所控制，因此 

                          又稱為「非隨意肌」。出現在食道、胃、腸、支氣管、子宮、 

                          尿道、膀胱、血管的內壁上，甚至也出現在皮膚上（用來控 

                          制毛髮的直立）。平滑肌的特性是收縮緩慢但持久。 

                      平滑肌組織 (Smooth muscle tissue) 

                                       三、心肌在結構上和骨骼肌較相近，有橫 

                                          紋但不受意識所控制，因此又屬於「非 

                                                 隨意肌」，且只在心臟內出現。心肌的 

                                                 特性是自動且有節奏地收縮。 

心肌組織 

(Cardiac muscle tissue) 

 

 

  心肌和骨骼肌是條紋狀的：它們的基本組成單位是肌小節（sacromere），由肌小節規則排列成束狀；

但平滑肌卻不是這樣，並沒有肌小節，也不是排成束狀。骨骼肌的排列為規則且相平行的束狀，而心

肌則是以交錯、不規則的角度相連接（稱之為心肌間盤）。條紋狀的肌肉有爆發力，而平滑肌一般來

說是持續的保持緊縮。 

 

骨骼肌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型－慢肌，富含微血管、肌紅蛋白及粒線體，使其顏色呈現紅色。慢肌可以運載較多的氧氣，且

支援有氧的運動。 

第二型－快肌，又再依收縮速度由慢而快分為三種主要類型： 

第 IIa 型，和慢肌一樣是有氧的，富含粒線體和微血管，且呈現紅色。 

第 IIx 型（亦稱為第 IId 型），含有較少的粒線體和肌紅蛋白，是人體內 快的肌肉類型。收縮地更快，

且較有氧的肌肉更為有力，但只能維持較短的時間，在肌肉變得疼痛（時常被錯誤地歸因於乳酸的產

生）之前做無氧的運動。 

第 IIb 型，為無氧的、行糖解作用的「白色」肌肉，含有更少的粒線體和肌紅蛋白。在小動物如囓齒類

的身上，這是它們快肌的主要類型，也因此它們的肉會是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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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的組成 

肌肉由數千個稱為「肌纖維」（又名肌細胞）的微小圓柱狀細胞所構成。這些肌纖維平行分布，有些可

長達三十公分。每條肌纖維裡有無數個成細絲狀的「肌原纖維」，肌原纖維讓肌肉能夠收縮、放鬆及延

展。每個肌原纖維又由數百萬個稱為「肌小節」的肌束所構成，而肌小節又由眾多粗細肌絲交疊組成，

每條粗肌絲和細肌絲的主要構成物是收縮性蛋白—「肌動蛋白」（較細）與「肌凝蛋白（又名肌球蛋白）」

（較粗）。由於肌肉和肌膜含有較上述其他構造數量更多的彈性組織，因此肌肉和肌膜應該是柔軟度訓

練的重點。 

又肌纖維由肌束膜捆綁在一起叫做肌束；這些束聚集在一起然後形成肌肉，由肌外膜排行。肌肉紡錘

被分散至遍佈在肌肉裡，並對中樞神經系統提供反饋知覺資訊。 

 

肌外膜（肌外衣）→肌束衣→肌纖維→肌原纖維→肌小節（小肌束）→粗肌絲和細肌絲→肌動蛋白與

肌凝蛋白 

 

骨骼      肌肉       肌束    

                      肌絲  

                                                            

肌原纖維          

肌腱         肌纖維 

                      肌漿膜  

 

                                                     

肌小節 

              肌肉纖維的橫剖面，包括肌原纖維、肌小節和肌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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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肌肉形狀（肌肉纖維之架構）分類（Muscle Types） 

有條形、單羽、雙羽、梭形、方形、扁平、帶狀、三角形、二腹、螺旋、環形、十字…等。 

不同的形狀也扮演著不同的功用 

 
 
 
 
 
 
 
 
 單羽狀 (Unipennate) 

 
 
 
 
                       雙羽狀 (Bipennate) 

 

 
 
 
 
 
 
 

 多羽狀 (Multi-pennate)                 多尾 (Multicaudal) 
 
 
 
 
 
 
 
 
 
 

   梭狀            兩頭             三頭              四頭          二腹 

 (Fusiform)       (Bicipital)        (Tricipital)      (Quadricipital)    (Digas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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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的作用 (Actions of Muscles) 

肌肉的收縮是由神經系統所控制。來自神經的衝動會促使肌纖維 

的細胞釋出鈣離子而引起收縮。肌肉在收縮時會變短，且在肌肉的 

附著處施加拉力。 

 
 
 
                
                                                          螺旋狀 (Spiral) 

 
 
 
 
 
 
 
                                       螺旋狀 (Spiral) 

 
 
 
 
 

                                                          輻射狀 (Radial) 

 

            三角形 (Tria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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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環形            四邊形        條狀       條狀 (具有腱劃)          十字 

  (Circular)        (Quadrilateral)   (Strap)   ｛Strap (with tendinous   (Cruciate) 

                                                intersections)｝ 

 

 

肌肉的起點與止（終）點 

肌肉的起點(起始端)和止點(終止端)可看它移動的方向，一般而言，起點是固定的，而止點會往起始點

移動。就位置而言，通常起點會在近心端或骨的近側附著點，止點則在遠心端或遠側附著點。 

 

依肌肉起點和止點的分類 

1. 單一起點和止點，多數肌肉屬此。 

2. 雙頭起點，單一止點，如肱二頭肌。 

3. 多頭起點，單一止點，如髂腰肌。 

肌肉亦可依其跨越的關節數來分成單一關節肌肉和多關節肌肉。 

不同的肌肉形態扮演著不同的功用 

 

肌肉組織的五個主要特性 

1. 興奮性：肌肉對刺激的接受與反應能力。 

2. 收縮性：肌肉受刺激時所產生的收縮能力。 

3. 伸展性：肌肉的伸張能力。 

4. 彈性：肌肉在收縮或伸張後恢復原來形狀的能力。 

5. 黏滯性：肌肉收縮時，肌纖維之間摩擦所產生的阻力稱之。溫度低時，肌肉的黏滯性增大，

因此運動前要暖身，以使體溫升高，減少肌肉的黏滯性。 

 

肌肉收縮的機制 

肌肉收縮有三個主要功能 

1. 運動 

2. 維持姿勢 

3. 產生熱量 

 

運動單位 

一般而言，每一條神經有一條動脈和一至二條靜脈伴隨進入骨骼肌。一個運動神經元與所有它所刺激

的肌肉細胞合稱為運動單位。控制精細動作的肌肉，每一運動單位的肌纖維少於 10 條，如眼部，而負

責較粗動作的肌肉，每一運動單位的肌纖維可達 500 條之多，如大腿肌。每條肌纖維僅接受一個運動神

經元控制。 

 

肌肉的運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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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肌肉所產生的力量只有拉動肢體而沒有推的力量。當一組肌肉產生收縮動作時，與此動作相反的一

組肌肉則必須舒張，此稱為相互拮抗肌。 

2. 持續的肌肉活動可使肌纖維的大小增大，稱為肥大。相反的，肌肉被固定一段時間不動就會萎縮。

如果支配骨骼肌的運動神經被切斷，肌肉就會立即萎縮。 

3. 單肌纖維的肌肉運動是遵守「全」或「無」定律，也就是不會有有的肌纖維動，而其它肌纖維卻不

動的現象。 

4. 肌肉收縮強度與參與收縮的肌纖維數目有關。 

5. 運動方向與肌纖維的走向有關。 

肌小節肌肉的收縮作用：（肌纖維的收縮單位→以 Z 線為界） 

1.運動時：肌動蛋白絲和肌凝蛋白絲發生滑動 

→二條 Z 線間距拉近→肌小節縮短→引起肌纖維收縮 

  2.休息時：僅有少數肌纖維呈收縮狀態（輪替休息） 

  3.疲勞時：一塊肌肉連續受到刺激 

→各個肌細胞無法完全獲得恢復→收縮力將愈來愈弱， 後停止 

 

肌小節收縮說明如下： 

    A 帶（暗帶）：由粗肌絲（肌凝蛋白），兩端游離，構成的暗帶區域 

    I 帶（明帶）：由細肌絲（肌動蛋白），一端游離，構成的明帶區域 

 

氧債：  

1. 定義：在劇烈運動時，肌細胞內肝醣分解成的乳酸，遠較乳酸的氧化進行快。結果，肌肉中便蓄積

大量乳酸，且亟待進行氧化分解，這種情形，叫作氧債。 

2. 氧債去除：積在肌肉之乳酸，實際只有 1/5 被氧化成 CO2 與 H2O，此氧化釋出之能量恰好用於使其

餘 4/5 的乳酸再合成為肝醣，以補充肌纖維內肝醣的儲存量。 

3. 氧債需藉運動完畢後之喘息，以獲得大量額外的氧氣來償還，故氧債的去除是在運動後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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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收縮有四種型態 

一、 等長收縮 ( Isometric )：等長收縮是靜態的收縮，關節角度不產生明顯的變化。例如：山式 

( Tadasana ) 站立時，任何一個關節的角度都沒有明顯改變，保持山式的主要肌肉所做的是等長

收縮。當我們保持某一個瑜伽體式時，在不改變身體姿勢的延續期，也是在做等長收縮。而一

旦肢體運動，該肢體所用到的肌肉就不再做等長收縮了。 

二、 等張收縮 (Isotonic)：等張收縮是肌肉克服一定的重量或阻力進行的收縮，收縮時肌肉長度雖改

變，產生的張力卻相等。如手持啞鈴，反覆屈伸，動作過程中，肌肉都以同樣的張力在運動。 

三、 向心收縮 ( Concentric )：向心收縮會產生抵抗重力的運動，它是使肌肉縮短的收縮。例如：當以

山式 ( Tadasana ) 站立時，我們向前向上抬起雙臂，經耳旁舉過頭頂，這時三角肌前束與肱二頭

肌所做的就是向心收縮。 

四、 離心收縮 ( Ecentric )：離心收縮是隨著重力減慢的運動。它是使肌肉拉長的收縮 (記住這裡的術

語拉長與一般瑜伽術語中的拉長不同)。在上一個例子中，如果我們將雙臂從頭頂慢慢放回身體

的兩側，在向前向下的過程中，肱二頭肌和三角肌前束會做離心收縮以避免雙臂太快放下。 

凡是克服重力的運動，都是向心收縮。凡是順從重力的運動，都是離心收縮。在做動作時，基本上是，

主動收縮，被動伸展。 

肌肉之間的關係 

主動肌（Prime Movers，原動肌）：收縮時使關節產生運動的肌肉。 

協同肌（Synergists）：在主動肌發揮作用時，協助產生同樣作用的肌肉。 

拮抗肌（Antagonists）：主動肌收縮時，拮抗肌處於放鬆，拮抗肌對於關節的運動，產生相反的作用，

如果拮抗肌過緊會影響主動肌的作用。 

穩定肌 ( Stabilizers )：穩定肌不產生運動，但可以穩定機體，使運動正常進行。穩定肌工作得越好，運

動越容易進行，姿態也更加優美自然。 

舉例：不用手的眼鏡蛇式 ( Bhujangasana ) — 完全的脊椎伸展 

主動肌是豎脊肌；協同肌是半棘肌、棘間肌和腰方肌；拮抗肌是多組肌肉，包括腹直肌；穩定肌是腿

後肌、臀大肌、髖內收肌和腹橫肌。 

運動受限制時會怎樣? 

當運動受到限制時，會出現下列一種或多種情況： 

1.主動肌與協同肌較弱，收縮不足以帶動關節達到 大範圍的運動。2. 拮抗肌太短或太緊，妨礙主動肌

進行運動。3. 穩定肌不能提供起始運動的支持基礎。4. 關節的病變—例如關節炎—妨礙關節的充分運

動。5. 疼痛會限制了運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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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判斷關節是否以 佳幅度運動？ 

你是放鬆的，能自在呼吸，關節正在向你所設定的方向運動，沒有卡住的現象，沒有感到疼痛。 

 

靜態式拉筋伸展操 

1. 靜態拉筋伸展 

靜態拉筋的做法，是透過某個拉筋姿勢，讓想要身展的肌肉 (或肌群) 受到一定的延展壓力。不管是拮

抗肌群 (作用相反的肌群) 或主動肌群 (要伸展的肌肉群)，都處於放鬆狀態；然後再對要伸展的肌肉 

(或肌群) 施加壓力。然後維持這個姿勢一段時間，讓目標肌群獲得伸展。 

 

2. 被動式拉筋伸展                                 

此法跟靜態拉筋非常類似，有助於進一步擴大肌肉及關節的活動範圍，但需要有同伴或輔助器材幫忙。

由於有外力介入，肌肉受力較大，因此的風險也比第一種略高。 

               

3. 主動式拉筋伸展 

主動式拉筋伸展運動不需藉助器材或同伴等的外力幫助。這種拉筋法是運用相反肌肉 (拮抗肌) 的力

量，來伸展目標肌群 (主動肌)。相反肌肉的收縮可以幫助主動肌放鬆， 典型的一個動作是把單腳往

前盡量抬高。在沒有同伴和器材輔助下維持這個姿勢一段時間。                                       

 

4.  本體感覺神經肌肉誘發術 (PNF 伸展法) 

本體感覺神經肌肉誘發術是 PNF 伸展法的中譯名稱， 

是一種比較進階的柔軟度訓練方法，同時運用到目標 

肌肉的伸展和收縮。這種伸展法原本是以復建為目標 

發展出來的，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復健運動。對於特定 

肌群的訓練、提高柔軟度 (及活動範圍) 以及增進肌 

力等目標來說，這種伸展法也十分適合且有效。 

 

PNF 伸展法採取的動作會讓目標肌肉受到壓力，由           PNF 伸展法的一個動作 

同伴施加阻力讓運動者維持姿勢不動，收縮目標肌 

肉五至六秒。收縮強度，應視肌肉情況而定。收縮 

的肌群接著放鬆，然後進行三十秒左右的有限度伸 

展。運動者接著有三十秒的休息時間，一個伸展操           

應重複二至四次。 

 

5. 合併等長收縮的伸展( Isometric Stretc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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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等長收縮的伸展是類似 PNF 伸展法的被動式伸展法，但收縮肌肉的時間較長。這種伸展法會讓目

標肌肉承受很大的壓力，因此成長中的兒童和青少年不適合做這種伸展運動。其他建議，包括每兩回

伸展運動間要有四十八小時的休息，而且一次只能伸展一個肌群。 

 

合併等長收縮的伸展法，如站立推牆的小腿肌伸展操，運動者身體挺直手扶牆，然後在感到舒服的範

圍內，將一腿往後盡量退到遠處，雙腳腳跟要全程著地。保持這個姿勢，接著像是要把牆推倒般地往

前用力，藉此收縮小腿肌肉。 

 

合併等長收縮的伸展法是以靜態伸展的姿勢，然後收縮目標肌群達十至十五秒。伸展目標的手臂或腿

必須維持不動，然後放鬆肌肉至少二十秒。一個伸展操應重複二至五次。 

 

動態式拉筋伸展操 

「動態式拉筋伸展」指的是牽涉到動態動作的一類伸展運動。運度者不再是停留在某一個動作上面，

而是採取擺動或跳躍的動作，藉此延展肌肉或擴大關節的活動範圍和柔軟度。可略分為以下三種動態

拉筋伸展的方式。 

                                                     

1. 彈震式伸展 ( Ballistic Stretching ) 

彈震式伸展是利用快速擺動、彈動及反彈產生的動力，迫使身體部位超越平常的活動範圍，這是以往

常用的的一種伸展法。彈震式伸展有可能產生危險，選擇其他的動態伸展方式或 PNF 伸展法，可以達

到更好的伸展效果。彈震式伸展的主要缺點除了可能受傷之外，還包括沒有給目標肌群足夠的時間適

應伸展姿勢，有時反而反覆地引發牽張反射，而造成肌肉緊繃。 

                     

2. 動態伸展(Dynamic Stretching) 

不同於彈震式伸展，動態伸展運用克制或溫和地彈動或擺動動作，讓特定的身體部位達到其活動範圍

極限。這種伸展法會逐漸增加彈動或擺動的力道，但動作絕對不能急遽猛烈或失控。 

 

切勿把動態拉筋伸展和彈震式伸展併為一談。動態伸展的每個動作緩慢、溫和，且過程目標清楚。動

態伸展絕對不會讓關節超過其正常的活動範圍，而彈震式伸展卻激烈許多，而且目標就是要迫使人體

部位超越其正常活動範圍的極限。 

3. 單一肌群主動伸展法 ( Active Isolated Stretching ) 

單一肌群主動伸展法簡稱 AIS，是亞倫．馬特斯 (Aaron L. Mattes) 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式的拉筋伸展法，

可以將想要伸展的肌群單一隔離定位，進行 2-6 秒鐘的伸展（依筆者的經驗以 6-8 秒 佳）。方法是收

縮拮抗肌 (即相反的肌群)，迫使被伸展的肌群放鬆。單一肌群主動伸展運動的運作方式如下 :  

選擇所要伸展的肌群，然後採取某一個伸展姿勢。以頭碰膝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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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收縮拮抗肌→進入伸展→維持該姿勢六秒以上，然後放鬆，重複這個伸展操五至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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