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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屬性：環境醫學、職業醫學

 環境醫學：無對應之衛福部專科，著重「研究」，
例如重金屬汙染對人體之負面健康效應。

 職業醫學：對應之衛福部專科係「職業醫學科」，
聚焦於「如何健康地工作」(例如職業傷病之診治與
預防)。

「環境暨職業醫學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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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1. 台灣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 碩士

2. 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碩士

3. 台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 博士班

 經歷

1. 台大醫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 住院、主治醫師

2. 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 主治醫師

3. 台灣大學職業衛生、職場健康 總負責顧問醫師

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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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

 腕隧道症候群、五十肩、坐骨神經痛

 辦公室桌椅尺寸建議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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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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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痛」是身體的警示訊號。

 身體的疼痛可以依病因及來源分成兩大類：

1. 神經痛。

2. 肌肉、軟組織、關節及骨骼痛。

 臨床表現與治療有所差異。

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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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神經痛



 神經系統的受傷所致。

 神經的結構類似於電線 神經受傷時，就像電線損
害，會有「漏電」的症狀。

神經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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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神經痛



 「漏電」的臨床表現包括了「麻」、「刺痛」、
「針刺感」、「電擊感」或「灼熱感」。

 每條神經都有特定的支配範圍，當神經受傷時，通
常神經痛也只出現在該條神經的支配範圍。

神經痛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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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神經痛



神經痛 (III) ―腕隧道症候群的疼痛分布

9



 症狀往往不可預期，突然間的抽痛有時比持續性的
鈍痛更難令人忍受。

 在夜深人靜時，周遭的刺激大幅減少，所以患者常
會感覺疼痛加劇影響睡眠品質。

神經痛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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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神經痛



 表現主要是較深部的「鈍痛」或「酸痛」。

 範圍與受傷的關節、骨骼、肌肉有關。

 比神經痛的範圍要來得廣，通常是持續性的。

肌肉、軟組織、關節及骨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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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神經痛



腕隧道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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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隧道：

1. 位於手腕的一條小隧道；被腕部橫向韌帶所包圍。

2. 正中神經通過此隧道來控制手部的感覺與運動。

 腕隧道症候群：當韌帶增厚時，腕隧道內的空間變
小，導致正中神經受壓迫 引起腕部及手指疼痛和
麻木。

腕隧道症候群―簡介

13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為何我的手會麻麻的~腕隧道症候群



腕隧道症候群―解剖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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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韌帶

腕隧道

正中神經



 大拇指、食指、中指及無名指的一半出現感覺異常
。

 如針刺感、灼熱感、感覺遲鈍、疼痛或麻痺感，且
症狀在晚上較明顯。

 嚴重時會發生手部無力與失去活動功能。

腕隧道症候群―症狀

15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為何我的手會麻麻的~腕隧道症候群



1. 家族史。

2. 疾病（糖尿病、類風濕關節炎、痛風、甲狀腺功能
減退、肥胖症）。

3. 懷孕。

4. 手腕部的受傷，如骨折。

5. 某些活動（如樂器表演者）。

腕隧道症候群―危險因子

16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為何我的手會麻麻的~腕隧道症候群



 是否有下列工作內容：

1. 高度重複的手部動作。

2. 手部需處於不自然的姿勢。

3. 手部需出力。

4. 手部或上肢暴露於振動，如操作振動工具「電鑽」
。

5. 腕部受到直接的壓迫。

腕隧道症候群―與工作相關？

17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為何我的手會麻麻的~腕隧道症候群



 縫紉。

 裝配、包裝。

 美容美髮。

 打字。

 切割雕刻、伐木或鑿石。

腕隧道症候群―高風險作業

18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為何我的手會麻麻的~腕隧道症候群



 非手術治療：穿戴護腕、局部類固醇治療等。

 手術治療。

 同時控制糖尿病、類風濕關節炎、痛風、甲狀腺功
能減退、肥胖症等疾病，才能達到最大的治療效果
。

腕隧道症候群―治療

19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為何我的手會麻麻的~腕隧道症候群



 盡量減少重複的手部動作或不自然的姿勢。

 規律的休息與伸展運動。

 若體重過重減重。

腕隧道症候群―預防

20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為何我的手會麻麻的~腕隧道症候群



五十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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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肩」又稱「冰凍肩」。

 其實真正的名稱是「粘連性肩關節囊炎」：肩關節
囊因發炎導致粘連，因而活動受限。

 好發於中年以上，特別是五十歲左右，但其實四十
來歲或六、七十歲的人發病也不少。

五十肩― 簡介

22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左、右兩肩都有機會發生，但很少同時發生。

 起先時好時壞，也不影響生活起居甚至工作，但經
過一、二個月後，肩關節的活動度開始受到限制。

五十肩― 症狀 (I)

23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一旦患側的肩關節活動達到限制的角度時，肩膀便
出現劇痛。

 不動或者活動不超越這個限制，便不會引起疼痛
病人大都儘量不去活動肩關節或減少活動。

 減少活動使肩關節的活動限制愈來愈糟 惡性循環
生活起居開始出現明顯的障礙。

五十肩― 症狀 (II)

24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常見的情形：

1. 手無法伸到背部或伸進臀部的口袋。

2. 洗澡擦背時會出現不便與疼痛。

3. 睡眠時如果側睡而患側在下，就會引起劇痛。

4. 走路和人擦身而過，碰到患側肩膀就會非常疼痛。

五十肩― 症狀 (III)

25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原發性

 次發性

五十肩― 分類

26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正牌」的五十肩。

 多發生在四十歲以上的人，真正的病因目前還不清
楚。

 好發於中年以上，且在左肩居多，所以可能與平時
缺少運動有關，但部分喜歡運動的人也發生。

五十肩― 原發性

27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次發性：先得了一種病，由於這個病的影響又引發
出「五十肩」。

 嚴格說來並非真正的「五十肩」。

 肩膀因其他疾病的影響，引起關節活動度減小 在
醫學名辭上稱之謂「肩關節之攣縮」。

五十肩―次發性 (I)

28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中風：患側上肢如果不及時做被動運動，很可能在
中風發生偏癱後一、二週內便發生肩關節的疼痛與
活動受限。

 胸腔手術或乳癌開刀：可能因為肩膀不敢運動而逐
漸引起疼痛。

五十肩― 次發性 (II)

29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次發性五十肩的原因很多 各年齡層都有可能發生
。

 「五十肩」這個診斷名詞顯然不太合適。

 「肩關節攣縮」較為恰當。

五十肩― 次發性 (III)

30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口服消炎藥、熱療、關節內注射類固醇：可以減輕
疼痛。

 欲治療關節活動限制 一定要加上「運動」才有效
。

 吃藥打針或熱療，雖然暫時會覺得比較不痛，但療
效一過……

五十肩― 治療 (I)

31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只要下定決心勤做運動，原發性五十肩之治癒率非
常高，幾乎是百分之百。

 運動療法需要專家指導，最好一天要做多次。

 例如一天做六次 (三餐飯前飯後各做一次)，一次運
動約五到十分鐘。

五十肩― 治療 (II)

32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漫談「五十肩」



坐骨神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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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體內最粗的神經，寬度可達2公分。

 起源於腰部與薦部脊椎
經過骨盆腔後才匯合成坐骨神經
進入臀部與大腿後側
最後再形成兩個神經分枝向下進入小腿

坐骨神經

34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坐立難安～淺談坐骨神經痛的病因與治療



 疼痛感沿著坐骨神經的走向分佈，由臀部延伸至大
腿與小腿，有時也會傳到腳底。

 部分病患還會有腿部麻木或感覺異常，以及腿部無
力或肌肉萎縮的情形。

坐骨神經痛― 簡介

35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坐立難安～淺談坐骨神經痛的病因與治療



坐骨神經痛― 症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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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骨神經痛― 常見原因

 腰椎的椎間盤 (軟骨) 突
出

37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坐立難安～淺談坐骨神經痛的病因與治療



椎間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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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

椎間盤 (軟骨)

椎間盤突出



 經常重複搬運重物或過度彎腰 (搬運工人)

 暴露於全身垂直振動 (卡車司機)

腰椎椎間盤突出― 高風險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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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侵入性治療

 侵入性治療

腰椎椎間盤突出― 治療

40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坐立難安～淺談坐骨神經痛的病因與治療



 休息：臥床往往能減輕脊椎負荷，改善症狀。

 生活作息的調整：

1. 避免彎腰、搬運重物。

2. 短時間使用束腰或背架。

3. 長期游泳等運動來強化腰背肌肉的強度。

腰椎椎間盤突出― 非侵入性治療 (I)

41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坐立難安～淺談坐骨神經痛的病因與治療



 藥物治療、復健治療

 80% ~ 90%的坐骨神經痛病患，在接受6到8週的非侵
入性治療後，症狀有顯著的改善。

腰椎椎間盤突出― 非侵入性治療 (II)

42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坐立難安～淺談坐骨神經痛的病因與治療



 非侵入性治療無效

 非侵入性治療效果不彰

腰椎椎間盤突出― 侵入性治療

43 台大醫院健康教育資訊網健康知識庫：
坐立難安～淺談坐骨神經痛的病因與治療



辦公室桌椅尺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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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時間使用電腦，容易引起上肢痠麻、僵硬等骨骼
肌肉系統傷害。

 殺傷力不容忽視。

E化的副作用

45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主要依據台灣本土「人體計測」尺寸。

 考慮生物力學、工作生理學等來訂定。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I)

46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電腦工作站的工作姿勢設定，有許多不同的見解。

 沒有一種完美的坐姿工作姿勢存在 (例如，降低座椅
高度可以使下肢得到休息，但同時也將增加上半身
之負荷)。

 任何一種靜態的姿勢維持一段時間之後必會引起疲
勞工作中適時改變姿勢。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II)

47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顯示器的畫面上端應低於眼高：

1. 使臉正面朝向前方並稍稍往下，減少因抬頭造成頸
部負荷。

2. 儘量使眼睛朝正面往下，以減少眼睛疲勞。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III)

48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人體尺寸具有很大的變異性 最好採取可調式的設
計。

 各部份必須可以單獨調整。

 有時基於工作場所及經濟考量，採用固定桌面高度
或坐面高度的設計 往往將固定高度設定在較大尺
寸值，提供腳踏板以符合較小尺寸者的需求。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IV)

49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可調式電腦工作桌椅尺寸

名稱 尺寸

坐面高 400-460 mm

桌面高 510-670 mm

顯示器中心高 930-1160 mm

腳踏板 不需要

50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名稱 桌面高不可調 坐面高不可調

坐面高 470-560 mm 460 mm

桌面高 670 mm 580-660 mm

顯示器中心高 1090-1160 mm 1000-1150 mm

腳踏板 0-170 mm 0-90 mm

不可調式電腦工作桌椅尺寸

51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不可調式電腦工作桌椅尺寸

52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疼痛 (神經 /肌肉、骨骼、關節、軟組織)

 腕隧道症候群 (打字；減少重複的手部動作或不自然
的姿勢)

 五十肩 (原因不明；多多運動)

 坐骨神經痛 (避免搬運重物；多半不須開刀)

複習一下

53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