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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醫骨傷科 
 

鎖骨骨折 
 

1、診    斷： 兒童鎖骨骨折 (青枝型) 
主  症： 有外傷史，常見於兒童，局部腫痛，功能障礙及典型姿勢。Ｘ片顯示

鎖骨骨折或青枝型骨折表現。 
 
2、診    斷： 成人鎖骨無移位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局部腫痛，功能障礙及典型姿勢等。Ｘ片顯示鎖骨骨折，

骨折沒有移位。 
 

3、診    斷： 成人鎖骨移位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局部腫痛，功能障礙及典型姿勢等。Ｘ片顯示鎖骨移位或

粉碎性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6 周，至骨性愈合。) 
 

肱骨外科頸骨折 
 

1、診    斷： 肱骨外科頸骨折 (無移位裂縫骨折或嵌插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有壓痛環和縱向叩擊痛，活動障礙等。Ｘ片顯示肱骨外科

頸裂縫骨折、青枝骨折或嵌插骨折。 
 
2、診    斷： 肱骨外科頸外展型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腫痛，壓痛環，縱向叩擊痛，異常活動，向前內側突起成

角等。Ｘ片顯示肱骨外科頸外展型骨折。 
 
3、診    斷： 肱骨外科頸內收型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腫痛，壓痛環，縱向叩擊痛，異常活動，向外側突起成角

等。Ｘ片顯示肱骨外科頸內收型骨折。 
 
4、診    斷： 肱骨外科頸骨折合併肩關節脫位 

主  症： 有外傷史，方肩畸形，肩峰下空虛，喙突下或腋窩部常可觸及脫位的

肱骨頭，無上臂彈性固定體徵。有壓痛環，骨擦音和異常活動。Ｘ片

顯示肱骨外科頸骨折合併肩關節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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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5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肱骨幹骨折：分上 1/3、中 1/3 或下 1/3 骨折 
 

1、診    斷： 肱骨幹骨折 (無移位或輕微移位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腫痛，壓痛和縱軸叩擊痛，功能障礙，無明顯畸形。Ｘ片

顯示肱骨該部無移位的裂縫骨折或輕微移位骨折。 
 
 
2、診    斷： 肱骨幹移位骨折 (上 1/3、中 1/3 或下 1/3 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腫痛，功能障礙，異常活動和骨擦音，患臂縮短，成角或

旋轉畸形。Ｘ片顯示肱骨該部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兒童約 3-5 周，成人約 6-8 周，及功能鍛煉

3-4 周。肱骨中、下 1/3 骨折是遲緩愈合和不愈合的好發部位，固定及治

療時間可適當延長，直至臨床愈合。) 
 
 

肱骨髁上骨折 
 

1、診    斷： 肱骨髁上骨折 (無移位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肘部疼痛，腫脹，肱骨髁上處有環形壓痛，肘關節活動障

礙。Ｘ片顯示肱骨髁上無移位骨折。 
 
 
2、診    斷： 肱骨髁上伸直型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肘部疼痛，腫脹較明顯，甚者出現張力性水泡，有異常活

動和骨擦音，肘部呈半伸位，肘后突起，側面呈靴形畸形，或伴有肘

內、外翻畸形。Ｘ片顯示肱骨髁上伸直型骨折。 
 
 
3、診    斷： 肱骨髁上屈曲型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肘部疼痛，腫脹較明顯，有異常活動和骨擦音，肘后呈半

圓形，在肘后可摸及突出的骨折近端，或伴有肘內，外翻畸形。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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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肱骨髁上屈曲型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肱骨外髁骨折 
 

1、診    斷： 肱骨外髁骨折 (無移位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肘外側輕度腫脹，壓痛，肱橈關節關係良好。Ｘ片顯示肱

骨外髁無移位骨折。 
 
2、診    斷： 肱骨外髁輕度移位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骨折塊傾斜移位，肱橈關節傾斜，肘外側可摸及外髁隆突。

Ｘ片顯示肱骨外髁輕度移位骨折。 
 
3、診    斷： 肱骨外髁前、後翻轉移位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骨折塊有翻轉向前移位者，在肘前外側可摸及骨折塊；或

有翻轉向後移位者，在肘后外側可摸及骨折塊。Ｘ片顯示肱骨外髁前

或後翻轉移位。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治療時間約 3 周，及功能鍛煉 2 周。) 

 
 

肱骨內上髁骨折 
 

1、診    斷： 肱骨內上髁 I°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肘部內側腫脹，明顯壓痛及青紫瘀斑，肘關節活動尚好，

有內側牽拉性疼痛。Ｘ片顯示肱骨內上髁 I°骨折，有裂紋骨折或僅有

輕度移位。 
 
2、診    斷： 肱骨內上髁 II°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骨折片被牽拉移位明顯，可降達肘關節水平位，並有旋轉

移位。Ｘ片顯示肱骨內上髁 II°骨折，有內上髁移位下降達肘關節水平。 
 
3、診    斷： 肱骨內上髁 III°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骨折片嵌夾在肘關節內，影响肘關節活動。Ｘ片顯示肱骨

內上髁 III°骨折，內上髁被肱骨滑車和尺骨半月切迹關節面緊緊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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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診    斷： 肱骨內上髁 IV°骨折 

主  症： 有外傷史，肘關節明顯畸形，肘後三點關係不正常，有彈性固定，常

合併內側副韌帶損傷，有肘內側不穩等。Ｘ片顯示肱骨內上髁 IV°骨

折，有旋轉移位合併肘關節向橈側完全脫位，骨折面朝向滑車。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3-8 周。) 
 
 

尺骨鷹咀骨折 
 

1、診    斷： 尺骨鷹咀穩定性骨折 
主  症： 傷後尺骨鷹咀部疼痛，局限性腫脹，肘關節屈伸活動障礙。Ｘ片顯示

尺骨鷹咀無移位骨折，或移位不大的粉碎骨折。 
 
 
2、診    斷： 尺骨鷹咀移位骨折 

主  症： 傷後尺骨鷹咀部疼痛，局限性腫脹，肘關節屈伸活動障礙，有骨擦音，

常可摸及明顯的骨折裂縫。Ｘ片顯示尺骨鷹咀移位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 3-4 周，及功能鍛煉 3-4 周。) 
 

橈骨頭骨折 
 

1、診    斷： 橈骨頭無移位骨折 
主  症： 傷後肘外側局限性腫脹和疼痛，肘關節功能障礙，前臂旋後功能受限

明顯，在橈骨頭局部壓痛。Ｘ片顯示橈骨頭無移位骨折。 
 
 
2、診    斷： 橈骨頭移位骨折 

主  症： 傷後肘外側局限性腫脹和疼痛，肘關節功能障礙，前臂旋後功能受限

明顯，在橈骨頭局部壓痛或有骨擦音。Ｘ片顯示橈骨頭移位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吋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1-2 周。) 



 

 60  

尺骨上 1/3 骨折合併橈骨頭脫位 
 

1、診    斷： 尺骨上 1/3 骨折合併橈骨頭脫位伸直型 
主  症： 傷後肘部和前臂疼痛，腫脹，前臂旋轉功能及肘關節活動功能障礙，

骨折移位明顯者前臂可見尺骨向掌成角畸形和骨擦音及異常活動，在

肘關節前外可摸及脫出的橈骨頭。Ｘ片顯示伸直型尺骨上 1/3 骨折合

并橈骨頭脫位。 
 
2、診    斷： 尺骨上 1/3 骨折合并橈骨頭脫位屈曲型 

主  症： 傷後肘部和前臂疼痛，腫脹，前臂旋轉功能及肘關節活動功能障礙，

骨折移位明顯者前臂可見尺骨向背成角畸形和骨擦音及異常活動，在

肘關節後外可摸及脫出的橈骨頭。Ｘ片顯示屈曲型尺骨上 1/3 骨折合

併橈骨頭脫位。 
 
3、診    斷： 尺骨上 1/3 骨折合併橈骨頭脫位內收型 

主  症： 多見於兒童。傷后肘部腫痛，前臂旋轉功能差及肘節活動功能受限，

不完全骨折者沒有骨擦音和異常活動，橈骨頭處有明顯壓痛。Ｘ片顯

示內收型尺骨上 1/3 骨折合併橈骨頭脫位。 
 
4、診    斷： 尺骨上 1/3 骨折合併橈骨頭脫位特殊型 

主要表現： 多見於成人。傷后肘部和前臂疼痛，腫脹，前臂旋轉功能明顯障礙，

肘關節活動功能受限，有骨擦音和異常活動，按骨折及脫位移位方向

有畸形出現。Ｘ片顯示特殊型尺骨上 1/3 骨折合併橈骨頭脫位。 
 
 
病假建議： 1-2 天 (兒童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成人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6-8

周，及功能鍛煉 3 周。) 
 

 

橈尺骨雙骨折 
 

1、診    斷： 橈尺骨青枝型雙骨折 
主  症： 多見於兒童。傷后局部無明顯畸形、腫脹和疼痛，肘和腕關節活動功

能多無明顯受限，但骨折處有壓痛或壓痛環，前臂旋轉功能受限和疼

痛。Ｘ片顯示青枝型橈尺骨雙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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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診    斷： 橈尺骨雙骨移位骨折 
主  症： 傷后前臂腫脹較甚，疼痛劇烈，活動時疼痛加劇，活動功能喪失，有

短縮、成角或旋轉畸形。有縱向叩擊痛，骨擦音和異常活動。Ｘ片顯

示橈尺骨雙骨折及畸形移位。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6-8 周，及功能鍛煉 3 周。) 
 
 
 

橈、尺骨幹單骨折 
 

1、診    斷： 橈骨幹骨折 
主  症： 傷後局部疼痛、腫脹，前臂呈旋前畸形，旋轉功能障礙。不完全骨折

者無異常活動和骨擦音，可有部份旋轉功能；完全骨折者可觸及異常

活動和骨擦音。Ｘ片顯示橈骨幹骨折類型及移位方向。 
 
 
2、診    斷： 尺骨幹骨折 

主  症： 傷後局部疼痛、腫脹、瘀斑，部份患者骨折處可有輕度向背側或掌側

成角畸形。有明顯壓痛和縱向叩擊痛，前臂旋轉時疼痛加劇。在皮下

可摸到尺骨骨折斷端，有異常活動和骨擦音。Ｘ片顯示尺骨幹骨折類

型及移位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4-6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橈骨下 1/3 骨折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 
 

1、診    斷： 穩定型橈骨幹中下 1/3 骨折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 
主  症： 多見於兒童。傷後局部疼痛、腫脹。橈骨骨折部無移位或輕度移位，

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或尺骨下端骨分離。Ｘ片顯示橈骨下 1/3 骨

折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 
 
2、診    斷： 不穩定型橈骨下 1/3 骨折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 

主  症： 多見於成人。傷後局部疼痛、腫脹。橈骨下 1/3 骨折呈短斜形或螺旋

形骨折，如有粉碎形者，移位較多，下橈尺關節明顯脫位。骨折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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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痛及縱叩痛明顯，有異常活動和骨擦音，下橈尺關節松弛，按壓尺

骨小頭有彈跳感，併有擠壓痛，前臂旋轉功能障礙。Ｘ片顯示橈骨下

1/3 骨折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 
 
3、診    斷： 特殊型橈骨下 1/3 骨折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 

主  症： 青少年傷後橈尺骨幹下 1/3 雙骨折位置較低，移位較少，有時尺骨可

有彎曲畸形，相對穩定。成人橈尺下 1/3 雙骨折合併脫位較嚴重。Ｘ

片顯示橈尺骨下 1/3 雙骨折合併下橈尺關節脫位。 
 
病假建議： 1-2 天 (兒童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成人按治療及固定時間 6-8 周，

及功能鍛煉 3 周。) 
 

橈骨下端骨折 
 

1、診    斷： 橈骨下端骨折 (無移位骨折) 
主  症： 傷後腕關節輕度腫脹，骨折無移位，有壓痛環，縱軸叩擊痛，前臂旋

轉功能障礙。Ｘ片顯示橈骨下端青枝骨折、輕嵌插骨折或無移位橫斷

骨折。 
 
 
2、診    斷： 伸直型橈骨下端骨折  

主  症： 傷後腕關節腫脹、疼痛、手腕功能部份或完全喪失。有壓痛環和骨擦

音。骨折遠端向橈和背移位，正面呈刺刀型及側面呈銀义樣畸形。Ｘ

片顯示橈骨下端伸直型骨折。 
 
 
3、診    斷： 屈曲型橈骨下端骨折 

主  症： 傷後腕關節腫脹、疼痛、手腕功能部份或完全喪失。有壓痛環和骨擦

音。骨折遠端向橈和掌移位，手腕部呈鍋鏟樣畸形。Ｘ片顯示橈骨下

端屈曲型骨折。 
 
 
4、診    斷： 掌、背側緣劈裂型橈骨下端骨折  

主  症： 傷後腕關節疼痛、腫脹，嚴重移位時，腕掌背側徑增大，有壓痛環和

骨擦音。Ｘ片顯示橈骨下端掌、背側緣劈裂型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4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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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舟骨骨折 
 

診    斷： 腕舟骨骨折 (分結節、腰部和近端骨折) 
主  症： 傷後腕背橈側疼痛、腫脹、陽溪穴有壓痛，腕關節活動功能障礙及橈偏引

起疼痛加劇。Ｘ片顯示腕舟骨結節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腕舟骨結節骨折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6-8 周，舟骨腰部及近端骨

折固定時間約 10-12 周，直至骨性愈合。) 
 

股骨頸骨折 
 

診    斷： 股骨頸骨折 (分頭下、經股骨頸和基底骨折) 
主  症： 有髖部外傷史。髖部疼痛，功能障礙，腹股溝中點附近壓痛。縱軸叩擊痛。

患肢內收外旋，膝關節輕微屈曲畸形。有囊外骨折者則下肢外旋角度較

大，並可摸及股骨大轉子上移。掌托試驗陽性。Ｘ片顯示骨折類型。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12-24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股骨轉子間骨折 
 

診    斷： 股骨轉子間骨折 (分順轉子間、反轉子間和轉子下骨折) 
主  症： 有髖部外傷史。局部有疼痛，腫脹和患肢功能障礙，患肢縮短。遠側骨折

段外旋明顯。Ｘ片顯示骨折類型。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8-10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股骨幹骨折 
 

診    斷： 股骨幹骨折 (分上 1/3、中 1/3 及下 1/3 骨折)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傷處劇烈疼痛，局部腫脹，出現縮短、成角或旋轉畸形，

髖膝不能活動。完全骨折者可出現骨擦音和異常活動。Ｘ片顯示骨折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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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8-10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股骨髁上骨折 
 

診    斷： 股骨髁上骨折 (分無移位或嵌插骨折、屈曲型和伸直型骨折)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傷處有明顯疼痛和壓痛，膝上高度腫脹，患肢短縮，功能

障礙明顯，有異常活動和骨擦音。Ｘ片顯示骨折類型及移位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8-10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股骨髁間骨折 
 

診    斷： 股骨髁間骨折 (分單髁和雙髁骨折)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膝關節疼痛、腫脹及功能障礙，膝部的橫徑加寬。Ｘ片顯

示骨折表現。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10-12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髕骨骨折 
 

1、診    斷： 髕骨無移位骨折 
主  症： 傷後局部腫脹、疼痛、壓痛及皮下瘀斑，膝關節不能伸直。Ｘ片顯示

髕骨無移位骨折。 
 
 
2、診  斷： 髕骨移位骨折 

主  症： 傷後局部腫脹、疼痛、壓痛及皮下瘀斑，膝關節不能伸直，在髕骨骨

面摸到裂隙或骨擦音。Ｘ片顯示髕骨橫形、縱形、斜形、邊緣或粉碎

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6 周，及功能鍛煉 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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脛骨髁骨折 
 

診  斷： 脛骨髁骨折 (無移位、有移位、凹陷或雙髁骨折)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膝關節疼痛、腫脹、功能障礙，可有膝內翻、外翻畸形。

Ｘ片可顯示骨折類型和移位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4-6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脛腓骨骨幹骨折 
 

診  斷： 脛腓骨幹骨折 (可分上 1/3、中 1/3 和下 1/3 骨折) 
主  症： 有明顯直接或間接外傷史。局部疼痛、腫脹、畸形、骨擦音和異常活動。

有縱軸叩擊痛。Ｘ片顯示骨折部位和移位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8-10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踝部骨折 
 

診  斷： 踝部骨折 (分 I°單踝骨折、II°雙踝骨折合併距骨輕度脫位和 III°三踝骨折

合併距骨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踝部腫脹，疼痛和壓痛，有內翻或外翻畸形。局部有明顯

瘀斑和功能障礙。Ｘ片顯示骨折類型和移位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4-6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距骨骨折 
 

診  斷： 距骨骨折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踝下部位腫脹明顯，局部瘀斑，有疼痛和壓痛，功能障礙。

Ｘ片顯示骨折及移位情形。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6 周及功能鍛煉 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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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骨骨折 
 

診  斷： 跟骨骨折 
主  症： 傷後跟部腫脹、疼痛、瘀斑、壓痛明顯，足跟部橫徑增寬，嚴重者足弓變

平。Ｘ片顯示跟骨骨折類型和移位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不波及跟距關節面跟骨骨折者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4-6 周，及功

能鍛煉 3 周。波及跟距關節面跟骨骨折者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6-8 周，及

功能鍛煉 3 周。)  
 

蹠骨骨折 
 

1、診  斷： 蹠骨幹骨折 
主  症： 傷後蹠部腫脹、瘀斑、壓痛。足部功能障礙，有縱軸叩擊痛。Ｘ片顯

示蹠骨幹骨折。 
 
 
2、診  斷： 第五蹠骨基底 

主  症： 有足內翻扭傷史。第五蹠骨基底處有腫脹和壓痛環。趾抗力患處出

現疼痛。Ｘ片顯示第五蹠骨基底骨折。 
 
 
3、診  斷： 蹠骨頸疲勞性骨折 

主  症： 多發生在第二、三蹠骨頸，併有前足腫痛，勞累後加劇，休息後稍減。

Ｘ片早期可能為陰性，2-3 周後蹠骨頸出現球形骨痂。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5-6 周) 
 

趾骨骨折 
 

診  斷： 趾骨骨折 
主  症： 傷後局部出現腫脹、壓痛、瘀斑和功能障礙。有縱軸叩擊痛，或有側向移

位。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 3-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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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骨折 
 

診  斷： 肋骨骨折 
主  症： 傷後局部疼痛、腫脹、有血腫或瘀斑。有時可摸及骨擦音和異常活動。說

話、噴嚏、咳嗽、深呼吸和軀幹轉動時疼痛加劇。有壓痛和胸廓擠壓檢查

陽性。Ｘ片顯示肋骨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脊柱骨骨折 
 

1、診  斷： 胸腰椎屈曲型壓縮性骨折 
主  症： 傷後局部腫脹、疼痛，骨折處兩側肌肉緊張及扯痛，不能站立，翻身

困難，脊椎各方向活動障礙。傷處後凸畸形、棘突壓痛明顯、棘突間

距離改變，伴有腹部脹痛，胃納不佳、便秘等里實證。Ｘ片顯示胸腰

椎屈曲型壓縮性骨折。必要時需送院治療。 
 
 
2、診  斷： 椎體附件突部骨折 (如頸椎棘突和腰椎橫突骨折)  

主  症： 因直接或間接暴力造成椎體附件突部骨折，有壓痛或瘀腫出現，功能

障礙。Ｘ片顯示椎體棘突或橫突部骨折。 
 
 
病假建議： 1-3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4-6 周，及功能鍛煉 3-4 周。)  
 
 

鼻骨骨折 
 

診  斷： 鼻骨骨折 (分鼻骨塌陷和鼻骨歪斜) 
主  症： 外傷後鼻樑塌陷，或左右歪斜。鼻部腫痛、青紫、鼻腔出血，呼吸不髗。

觸摸傷處或呈下陷，或左右歪斜。本病易損傷及腦髓。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時間 2-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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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骨折 
 

診  斷： 胸骨骨折 (無移位或有移位骨折)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胸骨區疼痛劇烈、腫脹，不能直立挺胸，咳嗽、深呼吸和

抬頭時局部疼痛加重。嚴重者可合併胸內器官損傷。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  
 

骨盆骨折 
 

診  斷： 骨盆骨折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傷後局部疼痛、腫脹、瘀斑。嚴重者不能翻身、坐起、站

立，下肢活動困難。骨折部位明顯壓痛，骨盆擠壓和分離試驗陽性。常可

見嚴重併發證，如血管、神經、尿道和膀胱損傷。骨折可以發生在骨盆邊

緣、骨盆環單弓或雙弓、骶骨和尾骨等。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3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病情較重者需

送院治療。 
 
 

顳頜關節脫位 
 

1、診  斷： 顳頜關節單側前脫位 
主  症： 脫位後立即口角歪斜，出現口半開，不能自然張合，語言不清，咬食

不便，吞咽困難，流涎等症狀。 
 
 
2、診  斷： 顳頜關節雙側前脫位 

主  症： 脫位後下頜骨下垂、前突，下列齒突出於上列齒之前，口半張，不能

自然張合，語言不清，咬食不便，吞咽困難，流涎等症狀。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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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脫位 
 

診  斷： 肩關節脫位 (分前脫位和後脫位) 
主  症： 傷後肩部腫脹，疼痛，壓痛，功能障礙。有方肩畸形，肩峰下凹陷空虛，

在喙突、鎖骨下或腋窩處可摸到脫出的肱骨頭。患肢彈性固定。搭肩試驗

陽性。Ｘ片顯示肩關節脫位類型及是否合併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時間約 2-3 周，及功能鍛煉 3 周。)  
 
 

肩鎖關節脫位 
 

診  斷： 肩鎖關節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傷后局部疼痛、壓痛、腫脹。鎖骨外側端向上移位。肩峰

與鎖骨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可觸及高低不平的肩鎖關節。Ｘ片拍攝雙側肩

鎖關節站立功能位可協助診斷脫位或半脫位損傷。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5-6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胸鎖關節脫位 
 

診  斷： 胸鎖關節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半脫位者鎖骨近端輕度隆起，腫脹不太明顯，局部有壓痛，

被動使肩部後伸時，可引起疼痛。完全脫位者鎖骨內側端明顯隆起，患肩

低垂，肩關節運動障礙。多見向前下方脫位。X 片可以確定脫位的類型和

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時間約 2-4 周) 
 
 

肘關節脫位 
 

診  斷： 肘關節脫位 
主  症： 傷後肘部腫脹、疼痛、壓痛、畸形、彈性固定，肘后三點正常關係改變，

肘外徑增寬，功能障礙。肘關節後脫位者前臂掌側變短，側面呈靴型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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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關節前脫位者前臂顯長。Ｘ片顯示肘關節脫位類型及是否合併骨折。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3 周，及功能鍛煉 3 周。)  

 

橈骨頭半脫位 
 
診  斷： 橈骨頭半脫位 
主  症： 小兒患肢有縱向被牽拉損傷史。患肘呈半屈曲或伸直位，前臂處於旋前位

貼胸，不敢旋後，不能抬舉和屈肘。橈骨頭處有壓痛，無明顯腫脹或畸形。

X 片未有異常改變。 
 
病假建議： 1 天 
 
 

橈骨頭脫位 
 
診  斷： 橈骨頭脫位 
主  症： 有外傷史。肘窩前外側飽滿，在橈骨頭部有腫脹和壓痛，肘關節呈半屈曲

位，前臂旋前位，肘關節屈曲和前臂旋轉活動受限。橈神經損傷時可影

腕關節伸腕障礙。X 片可明確診斷。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約 1-2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下橈尺關節脫位 
 

診  斷： 下橈尺關節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或合併橈骨下 1/3 骨折。有分離移位、向掌或向背移位。

患處有輕度腫脹，疼痛和壓痛，並有腕部功能障礙。Ｘ片可以確定脫位類

型。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3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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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骨脫位 
 

1、診  斷： 月骨掌側脫位 (又稱月骨前脫位) 
主  症： 有明顯手掌著地，腕背伸外傷史。腕部掌側腫脹、隆起、疼痛、壓痛

明顯。腕關節呈屈曲位，中指不能完全伸直。握拳時第三掌骨頭明顯

塌陷。Ｘ片可顯示月骨脫位類型。 
 
 
2、診  斷： 月骨其它脫位類型：月骨背側脫位，月骨周圍脫位，經舟骨的月骨周

圍骨折脫位，月骨舟骨近端的骨折脫位，月骨和舟骨脫位和舟、月骨

周圍脫位。 
主  症： 有明顯手腕背或掌側著地外傷史。傷后有腕部腫脹畸形，功能障礙。

Ｘ片顯示月骨脫位類型。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3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掌指關節脫位 
 

診  斷： 掌指關節脫位 
主  症： 傷後掌指關節處疼痛、腫脹、功能障礙。指間關節呈屈曲、掌指關節呈過

伸畸形，彈性固定，掌側面隆起，在遠側掌橫紋皮下可摸到脫位的掌骨頭，

相應手指縮短。Ｘ片顯示掌指關節脫位。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1-2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指間關節脫位 
 

診  斷： 指間關節脫位 
主  症： 傷後關節呈梭形畸形，疼痛。局部有壓痛，彈性固定。若有側副韌帶完全

斷裂時有側向異常活動。Ｘ片顯示指間關節脫位類型。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 周，及功能鍛煉 2-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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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關節脫位 
 

1、診  斷： 髖關節後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患肢呈屈曲、內收、內旋畸形，患側膝關節亦輕度屈

曲，常置於健側膝上部，粘膝徵陽性，患側臀部膨隆，患肢不能主動

活動，在做外展、外旋動作時呈彈性固定。Ｘ片顯示脫位類型。 
 
 
2、診  斷： 髖關節前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患肢呈外展、外旋及輕度屈曲畸形，粘膝徵陰性，患

肢不能主動活動，在做內收、內旋動作時呈彈性固定。Ｘ片顯示脫位

類型。 
 
 
3、診  斷： 髖關節中心性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局部腫脹多不明顯，但疼痛顯著，功能障礙。患肢可

有縮短，大轉子內移表現。Ｘ片顯示脫位類型。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6 周，及功能鍛煉 4-8 周。)  
 

髕骨脫位 
 

診  斷： 髕骨脫位 (可分外側脫位、內側脫位、內下脫位和習慣性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膝關節腫脹，呈微屈狀，活動受限，膝前平坦。常見髕骨

傾斜翻於外側，也有向內或向下移位等。Ｘ片顯示脫位類型及移位方向，

並且顯示解剖結構是否異常。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 

 
 

膝關節脫位 
 

診  斷： 膝關節脫位 (可分前脫位、後脫位、內側脫位和外側脫位) 
主  症： 有强大暴力外傷史。膝關節腫脹嚴重，畸形，疼痛劇烈，功能障礙。Ｘ片

顯示脫位及移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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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6-8 周，及功能鍛煉 3-6 周。)  

 

上脛腓關節脫位 
 

診  斷： 上脛腓關節脫位 
主  症： 有直接暴力作用於腓骨前方或後方。傷處局部腫脹、壓痛，推動腓骨小頭

時有移動感。Ｘ片顯示上脛腓關節間隙加寬。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  

 

 

脛距關節脫位 
 

診  斷： 脛距關節脫位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常合併內、外踝或距骨頭骨折。有向前、向後、向內或向

外側脫位，出現踝部畸形，疼痛，功能障礙。Ｘ片確定脫位類型及脛腓下

端骨折移位或分離的方向。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4-5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  

 
 

 

蹠跗關節脫位 
 

診  斷： 蹠跗關節脫位 
主  症： 有外傷史，足背部腫脹，足蹠部可見青瘀斑，功能障礙，壓痛明顯，患足

稍縮短，橫徑增寬，足背可觸及蹺起的蹠骨基底部。Ｘ片顯示脫位情况。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4 周，及功能鍛煉 1-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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蹠趾關節脫位 
 

診  斷： 蹠趾關節脫位 
主  症： 傷後局部腫脹、疼痛較劇，關節活動功能障礙。有蹠趾背伸過度、短縮，

關節屈曲，呈彈性固定。Ｘ片顯示蹠趾關節脫位。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3 周，及功能鍛障鍛煉 1-3 周。)  
 
 

趾間關節脫位 

 
診  斷： 趾間關節脫位 
主  症： 傷後局部縮短畸形，呈彈性固定。患趾前後徑增大，局部腫脹、疼痛，不

敢活動。Ｘ片顯示趾間關節脫位類型。 
 
病假建議： 1-2 天 (按治療及固定時間約 2 周，及功能鍛煉 1-2 周。)  
 
 
 

頸部傷筋 

 
1、診  斷： 頸部扭挫傷 

主  症： 扭傷者呈現頸部一側疼痛，頭多偏向一側；挫傷者局部有輕度腫脹、

壓痛。 
 
 
2、診  斷： 落枕 (失枕) 

主  症： 睡眠後頸部出現疼痛，頭常向患側，活動欠利，不能自由旋轉後顧，

如向後看時，須整個軀幹向後轉動。頸部肌肉痙攣壓痛，觸之如條索

狀、塊狀等。 
 
 
3、診  斷： 頸椎病 

主  症： 多無明顯外傷史，少數因外傷而誘發。有一側肩、臂、手的麻木疼痛，

頸部後伸、咳嗽、甚至腹壓增加時痹痛加重。部份患者有頭暈、耳鳴、

耳痛、握力減弱及肌肉萎縮與及頸部常無疼痛感覺。證候分型有： 



 

 76  

〔1〕 風寒濕型：頸、肩、上肢竄痛麻木，以痛為主，頭有沉重，頸

部僵硬，活動不利，惡寒畏風。舌淡紅，舌苔薄白，脈弦緊。 
〔2〕 氣滯血瘀型：頸肩部、上肢刺痛，痛處固定，伴有肢體麻木。

舌暗，脈弦。 
〔3〕 痰濕阻絡：頭暈目眩，頭重如裹，四肢麻木不仁，納呆。舌暗

紅，舌苔厚膩，弦滑。 
〔4〕 肝腎不足：眩暈頭痛，耳聾，失眠多夢，肢體麻木，面紅目赤。

舌紅，少津，脈弦。 
〔5〕 氣血虧虛：頭暈目眩，面色蒼白，心悸氣短，四肢麻木，倦怠

乏力。舌淡，少苔，脈細弱。 
 
 
4、診  斷： 頸椎椎間盤突出證 

主  症： 無明顯外傷史者，起病緩慢；有外傷者，起病較急。有頸後疼痛，卧

床休息症狀有緩解，活動後症狀加重。有放射性麻木，疼痛到受累神

經支配區，腹壓增加可加重症狀。有痛性斜頸，肌肉痙攣及頸部活動

受限。 
 
 
5、診  斷： 頸椎小關節錯縫 

主  症： 起病較急，傷後頸部疼痛，轉動不便，活動時疼痛加劇。頸部肌肉稍

痙攣，僵硬，顧盼不便，頭歪向健側或略前傾。指下觸診可感到病變

頸椎棘突有輕度偏移和壓痛。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再續假。) 

 

胸背部筋傷 
 

1、診  斷： 胸部迸挫傷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但有的當時無症狀。過數小時或 1-2 天後才出現症狀。

有胸脇部疼痛或肩背部疼痛、悶脹。傷氣為主者，痛呈走竄不固定，

局部無明顯壓痛，呼吸、說話時有牽掣痛，不能平卧，不敢俯仰轉側。

傷血為主者，痛有定處，壓痛明顯，局部微腫，或有皮下瘀斑。 
 
2、診  斷： 胸廓出口綜合證 

主  症： 有的患者有受傷史，但大多數無明顯的損傷。有單側上肢疼痛，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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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麻木。如神經受壓，症狀常在手與指的尺神經分佈區出現。後

期有上肢肌力減弱，皮膚感覺喪失和肌肉萎縮。動脈受壓，有上肢套

狀感覺異常，臂或手有疲勞感。挺胸試驗和過度外展試驗陽性。 
 
 
3、診  斷： 項背肌筋膜炎 

主  症： 常有頸項部疼痛，向一側或兩側背部與兩肩胛之間放射。晨起和氣候

變凉或受凉時疼痛加重。常無明顯的固定壓痛。急性發作時，局部肌

肉緊張，有廣泛的壓痛，項背部活動受限。 
 
 
4、診  斷： 胸椎小關節錯縫 

主  症： 有過度前屈或後伸肩背運動和受傷史。傷後症狀開始較輕，次日加重。

後背如負重物，痛引前胸，坐則需經常變換體位，走路震動、咳嗽均

可引起疼痛加劇。患椎及其相鄰數個胸椎有深壓痛，壓痛在棘突上或

棘突間韌帶處，可摸到有筋結或條索狀物等軟組織異常改變。患椎棘

突略高起或偏歪，與健康椎體棘突的距離變寬或略變窄。 
 
 
5、診  斷： 胸肋軟骨炎 

主  症： 與外傷有關，或與外感有關者，好發於春秋季節。起病有緩有急，多

在 2-4 肋骨與肋軟骨交界處和胸肋關節處。患處有不同程度的酸痛、

脹痛，深呼吸運動或活動患側時上臂時疼痛加劇。局部腫脹，向前隆

起，表面光滑，壓痛明顯。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再續假。) 
 
 

肩部傷筋 

 
1、診  斷： 肩部扭挫傷 

主  症： 有明顯扭傷、挫傷史，局部瘀腫、疼痛、活動功能障礙等。有明顯壓

痛點。 
 
 
2、診  斷： 肩關節周圍炎 

主  症： 有肩周疼痛，夜間為甚。肩關節多方向如主動和被動時前屈，後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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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外旋時功能障礙。外展活動有扛肩現象。病程久者可見肌萎和

骨質疏松。證候分型： 
〔1〕 寒濕型：肩部竄痛，遇風寒痛增，得温痛緩，畏風惡寒，或肩

部沉重感。舌淡。苔薄白或膩，脈弦滑或弦緊。 
〔2〕 滯型：肩部腫脹，疼痛拒按，以夜间為甚。舌暗或有瘀斑，舌

苔白或薄黃，脈弦或細澀。 
〔3〕 氣血虛型：肩部酸痛，勞累後疼痛加重，伴頭暈目眩，氣短懶

言，心悸失眠，四肢乏力。舌淡，小苔或白，脈細弱或沉。 
 
3、診  斷： 崗上肌腱炎  

主  症： 無外傷史者，緩慢發病。有外傷者，在用力外展時疼痛較明顯，動作

稍快時肩部發響聲。有疼痛弧出現及在崗上肌止點有壓痛等。可因勞

累症狀加劇。 
 
4、診  斷： 肱二頭肌長頭肌腱炎 

主  症： 肩前部疼痛，多局限在肱骨結節間溝附近，可因肱二頭長頭肌腱滑脫，

斷裂，粘連，有肩部功能障礙。 
 
5、診  斷： 肩峰下滑囊炎 

主  症： 有勞損或外傷史。肩峰下外側有腫痛壓痛，漸進性疼痛，夜間加重。

肩關節外展外旋活動時疼痛加劇。 
 
 
6、診  斷： 肩袖損傷 

主  症： 有慢性損傷或外傷史。肩胛部肩袖損傷處有明顯壓痛，活動時有彈响，

斷裂者可摸及裂隙。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肘部傷筋 

 
1、診  斷： 肘部扭挫傷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肘關節處於半屈伸位，彌漫性腫脹、疼痛、功能障礙；

或有瘀斑。肘關節內後方和內側副韌帶附著部有壓痛。 
 
2、診  斷： 肱骨外上髁炎 

主  症： 起病緩慢。有肘外側疼痛，延久有加重。在扭毛巾時疼痛乏力，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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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多無症狀。腕背伸和前臂旋後抗阻力引起肱骨外髁處疼痛。 
 
3、診  斷： 肱骨內上髁炎 

主  症： 外傷引起者，以疼痛為主，肱骨內上髁處有紅腫，前臂旋前和屈腕受

限。勞損發病者，起病緩慢，初期勞累後肘內側疼痛，日久加重，疼

痛向上臂及前臂放射。前臂屈腕乏力、抗阻力時誘發疼痛。 
 
 
4、診  斷： 肘關節骨化性肌炎 

主  症： 可在一次較大的外傷後形成，也可發生在慢性多次性挫傷。初期肘關

節有廣泛腫脹，疼痛和功能障礙。後期肘關節前部骨膜下骨化擴大，

成熟後形成骨橋，肘關節固定更為僵硬，甚至完全喪失其功能。Ｘ片

可顯示骨化性肌炎的表現。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腕部傷筋 

 
1、診  斷： 腕部扭挫傷 

主  症： 傷後腕部腫痛，或有瘀斑，或痠痛乏力，背伸、掌屈或旋轉功能障礙。 
 
2、診  斷： 橈側伸腕肌腱周圍炎 

主  症： 起病較快，前臂中下段之背橈側腫脹、疼痛、灼熱、壓痛，腕部活動

受限。症狀重時握拳伸屈腕關節有捻髮感。  
 
3、診  斷： 腕三角軟骨損傷 

主  症： 多有明顯外傷史。初期腫脹，疼痛局限於腕部尺側，功能障礙，腕部

伸屈旋旋轉引起疼痛。後期尺骨小頭有微腫，壓痛，痠楚乏力，腕尺

偏縱向擠壓可引起局部疼痛。較快腕部動作時可發出彈響聲。 
 
 
4、診  斷： 腕部腱鞘囊腫 

主  症： 多緩慢發病，多發於腕背部，表面光滑，皮色不變，與皮膚不相連，

推之可動，有囊性感，壓痛輕微或無壓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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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診  斷： 橈骨莖突腱鞘炎 
主  症： 多緩慢發病，偶因特殊勞累而起病較快。腕部橈骨莖突處有疼痛，隆

起，或有結節及壓痛。屈拇握拳尺偏試驗陽性。 
 
6、診  斷： 腕管綜合徵 

主  症： 主要是第 1,2,3,4 個手指的麻木和刺痛，或呈灼熱痛，患手握力減弱，

手執物時易有失力現象。勞動後，入睡前，局部溫度增高時，症狀加

重。病程長者有大魚際肌萎。 
 
病假建議： 休息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手指傷筋 

 
1、診  斷： 指間關節扭挫傷 

主  症： 可發生於近節指間關節和遠側關節。傷後關節劇烈疼痛，迅速腫脹呈

強直在伸直位，嚴重者不能伸屈。少數可伴有關節邊緣的撕脫性骨折。 
 
 
2、診  斷： 伸指、屈指肌腱斷裂 

主  症： 傷後劇痛、腫脹、患指屈伸受限，近側、遠側肌腱斷裂各有不同表現，

如伸屈指節乏力，錘狀指等。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髖部傷筋 

 
1、診  斷： 髖部扭挫傷 

主  症： 傷後局部腫痛，功能障礙。患肢呈保護性姿態，如跛行、拖拉步態、

骨盆傾斜。 
 
 
2、診  斷： 股骨頭骨骺炎 

主  症： 多發於 3-10 歲男性兒童，髖部疼痛，行走跛行。Ｘ片顯示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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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診  斷： 股骨頭無菌性壞死 

主  症： 大多有明顯的外傷史。有髖關節疼痛，向腹股溝、膝內側放射。Ｘ片

可顯示股骨頭壞死情形。 
 
4、診  斷： 髖關節滑膜炎 

主  症： 傷肢髖關節疼痛，不敢屈髖活動，下肢略呈外展、外旋狀，步態緩慢

跛行，快走則跛行明顯，身體晃動。平卧床上，身體擺正可見骨盆傾

斜，兩腿長短不齊。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大腿損傷 

 
1、診  斷： 股四頭肌捩傷 

主  症： 外傷後局部突然發生疼痛，甚至腫脹，傷肢的功能活動受限。伸小腿、

屈大腿時疼痛加重。久之可使股四頭肌無力或有萎縮。若有斷裂者可

在股骨上端摸到凹陷痕迹。 
 
2、診  斷： 股內收肌扭傷  

主  症： 外傷後大腿上端內側疼痛。內收肌作抗阻力誘發上端疼痛加劇。髖、

膝關節稍屈曲、外旋，跛行步態。 
 
3、診  斷： 股二頭肌扭傷 

主  症： 外傷後大腿外側腓骨小頭部腫痛，壓痛，屈小腿抗阻力時疼痛加重，

若是撕脫損傷在屈小腿抗阻力時肌力下降。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膝部傷筋 

 
1、診  斷： 膝關節側副韌帶損傷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局部腫痛，瘀斑，壓痛明顯，膝關節屈伸障礙。側向

試驗陽性。常合併其它軟組織損傷。 
 
2、診  斷： 膝關節半月板損傷 

主  症： 膝關節疼痛，屈伸受限，關節間隙有壓痛，有交鎖症狀。半月板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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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壓試驗陽性和研磨試驗陽性。 
 
3、診  斷： 膝交叉韌帶損傷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傷後有嚴重腫脹及疼痛，不能伸屈，功能喪失。後期

關節松弛，肌力弱。抽屜試驗(推拉試驗)陽性。 
 
4、診  斷： 膝關節外傷性滑膜炎 

主  症： 外傷後關節腫脹，輕度腫痛不適，伸屈功能受限等。可合並其它損傷，

並出現滑囊炎。有浮髕試驗陽性。 
 
5、診  斷： 脛骨結節骨骺炎 

主  症： 起病緩慢，脛骨結節部疼痛、腫脹、壓痛，無全身不適。活動時疼痛

加劇，休息時減輕。病程較久者有脛骨結節肥大突起。 
 
6、診  斷： 髕骨勞損 

主  症： 起病緩慢，初期有隱痛、乏力，以後勞累加重。尤以上下梯級時膝關

節在半屈伸位時出現疼痛。挺髕試驗陽性。 
 
7、診  斷： 髕下脂肪墊炎 

主  症： 膝部疼痛，膝關節完全伸直時疼痛加重，並有酸痛，無力感。髕下兩

側脂肪墊腫脹、膨隆，並有壓痛。過伸試驗陽性。 
 
8、診  斷： 增生性膝關節炎 

主  症： 患膝關節輕度腫脹，關節上下的肌肉萎縮。膝關節伸屈不利，被動活

動時有粗糙的摩擦感，多伴有膝關節慢性滑膜炎。Ｘ片顯示膝關節退

行性變。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足踝部傷筋 

 
1、診  斷： 踝部扭挫傷 

主  症： 有踝部內、外側或前方明顯扭傷或挫傷史，有瘀腫、疼痛、壓痛和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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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診  斷： 跟腱損傷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如急跑發力時，有急性後跟肌腱損傷者，出現腫脹、

壓痛、瘀斑。足跖屈無力，不能趾立，活動受限，跛行等。小腿三頭

肌抗阻力試驗陽性。跟腱如有斷裂可觸及凹陷。慢性勞損者有跟腱周

圍變粗，有壓痛，呈棱形，踝部屈伸時跟腱出現捻髮感。 
 
 
3、診  斷： 跟痛證 

主  症： 多由慢性損傷引起。可分跟後痛和跟下痛。跟後痛有跟腱附著處疼痛，

跟後皮下滑囊炎，痹性跟骨痛證和兒童骨炎症狀。跟下痛有跖筋膜

炎，跟骨下滑囊炎，跟下脂肪墊炎及腎虛型跟痛症狀。 
 
 
4、診  斷： 外翻 

主  症： 行走時趾的跖趾關節處出現腫脹和疼痛。 
 
 
5、診  斷： 平足證 

主  症： 起病緩慢，患者常感足部痠痛，疲乏，負重時明顯，休息後減輕。若

病情發展，足弓發生塌陷。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腰骶部傷筋 

 
1、診  斷： 急性腰肌筋膜扭傷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腰部一側或兩側劇烈的疼痛，功能障礙，腰部常有明

顯痙攣、壓痛，直腿抬高試驗陽性，但加強試驗陰性。 
 
 
2、診  斷： 急性腰部韌帶損傷 

主  症： 有明顯外傷史。腰部肌肉痙攣，活動明顯受限，前屈時局部疼痛加重。

在棘突和棘突間有明顯壓痛，仰卧屈髖試驗陽性。有棘上、棘間韌帶

斷裂者，患椎棘突間的距離加寬。如髂腰韌帶扭傷，其壓痛點在髂嵴

後部與第 5 腰椎間三角區，其壓痛深，屈曲旋轉脊柱時疼痛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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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診  斷： 急性腰椎後關節滑膜嵌頓 
主  症： 多有腰部扭傷史。有難以忍受的劇烈疼痛，表情痛活，不敢活動，特

別懼怕他人的任何搬動。全部腰肌處於緊張狀態和僵板。腰部的活動

功能幾乎完全喪失，多採取後突位，站立時髖、膝常取半屈位，兩手

扶膝以支撑。 
 
 
4、診  斷： 腰部挫傷 

主  症： 挫傷後腰部立即出現劇烈持續性疼痛。休息後減輕但不消除。腹壓增

加使疼痛加劇。腰不能挺直，行走不利。腰各部位可出現挫傷，但一

般無出現下肢放射痛。直腿抬高試驗陽性，但加強試驗陰性。 
 
 
5、診  斷： 腰部勞損 

主  症： 多緩慢發病。腰背部酸痛或脹痛，腰背部功能活動範圍一般正常。患

者一側或兩側骶棘肌緊張。常喜用雙手捶腰，遇寒濕時疼痛加劇。 
 
 
6、診  斷： 腰椎間盤突出證 

主  症： 可有明顯或不明顯外傷史。有腰腿竄痛，多為一側，亦有雙側發病。

常有下肢放射性疼痛，伴有大腿、小腿及足部感覺異常。有腹壓增加

時放射痛加劇。直腿抬高試驗陽性，及加強試驗陽性。在椎間盤突出

間隙相對應的棘突間及椎旁 1-2 厘米處有壓痛及放射痛。腰部功能障

礙。 
 
7、診  斷： 梨狀肌綜合徵  

主  症： 多因扭傷後有臀痛和下肢沿坐骨神經分佈區放射性疼痛，亦可因勞累

或感受風寒濕邪而加重。腰部無明顯壓痛，梨狀肌部位有壓痛和放射

痛，局部能觸及條索狀隆起。嚴重者有刀割樣或燒灼樣疼痛，不能入

睡，走路跛行。直腿抬高試驗陽性，但超過 60°後疼痛減輕。梨狀肌緊

張試驗陽性。 
 
 
8、診  斷： 腰椎椎管狹窄 

主  症： 有長期反復的腰腿痛和間歇性跛行。有痠痛、刺痛或灼痛放射到大腿，

小腿內外側及足麻痹。多為雙側，可左、右交替出現。持續站立或行

走時下肢放射痛和麻木無力跛行逐漸加重，休息後好轉。直立後伸試

驗陽性，腰過伸試驗陽性。嚴重者可引起尿頻或排尿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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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強直性脊椎炎 

 
診  斷： 強直性脊椎炎 
主  症： 發病緩慢，活動期以疼痛和發僵為主。有骶髂關節，腰部和髖痛；可出現

背痛或伴有束帶樣胸痛。頸椎受累後，頸部疼痛及活動受限。最後整個脊

柱發生強直。Ｘ片可見骶髂關節呈雙側性鋸齒狀破壞，椎體前、後縱韌帶

有不同程度鈣化，脊椎呈竹節樣改變。 
病假建議： 1-7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骶尾部傷筋 

 
1、診  斷： 骶髂關節扭傷 

主  症： 有急性骶髂關節損傷，或慢性下腰部勞損史。患側骶髂關節疼痛，疼

痛常放射到臀部和股外側。常有患側骶棘肌的痙攣。軀幹向患側傾斜，

患肢不敢負重，行走跛行。旋腰試驗和床邊試驗陽性。 
 
2、診  斷： 骶肌筋膜炎 

主  症： 骶部有廣泛的疼痛，牽引腰部和臀部。常因劇烈運動或受寒而誘發，

久坐久卧亦可使疼痛發生，勞累加劇。局部有壓痛和肌肉緊張。部份

患者在壓痛處可觸摸到小的筋結。疼痛嚴重，肌肉痙攣緊張者，往往

有腰骶骶下肢活動障礙，甚至行動困難。 
 
 
3、診  斷： 尾骨挫傷 

主  症： 有明顯的外傷史。傷後立即感尾部疼痛，坐椅時疼痛更甚，多不敢正

坐。由站立到坐位，特別是坐位起來時，疼痛加劇。局部無明顯腫脹，

觸摸時有明顯疼痛，擠壓尾骨尖時疼痛加劇。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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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骨聯合錯縫 

 
診  斷： 恥骨聯合錯縫 
主  症： 多見於女性，有外傷史，恥骨聯合部疼痛，活動受限，如單腿站立，彎腰、

翻身等可引起局部疼痛加劇。局部有壓痛與叩擊痛，骨盆擠壓與分離試驗

陽性。恥骨聯合錯縫明顯者，可觸摸到恥骨聯合上下緣不整齊。 
 
病假建議： 1-2 天 (如有需要，在覆診時續假。) 

 
 

損傷出血 

 
1、診  斷： 損傷出血 (創傷出血) 

主  症： 外傷後有局部出血。若出血量大、時間長，可出現面色蒼白，頭暈目

眩，心悸氣短。舌質淡，脈細數。甚者四肢厥冷，唇甲青紫，表情淡

漠，尿量減少；繼而意識模糊，目合口張，手撒遺尿，脈微欲絕。 
 

病假建議： 應及早送院搶救。 
 
 
2、診  斷： 損傷出血 (內傷瘀血)  

主  症： 損傷出血後，離經之血常停於臟腑之間，形成瘀血血腫。局部出現腫

脹、疼痛、瘀斑等，也有積瘀生熱、迫血妄行者有咳血、便血和尿血

等表現。舌質紅，脈數。 
 
 
3、診  斷： 損傷出血 (傷後血虛) 

主  症： 傷後血虛，面色蒼白，頭暈眼花，心悸氣短，少氣懶言。舌質淡，脈

細數。 
 
病假建議： 1-3 天 (若病情不穩定，應及時送院治療) 
 

損傷瘀血 

 
1、診  斷： 損傷瘀血 (腦海震動) 

主  症： 頭部受傷腦震蕩後的甦醒期及恢復期者，有頭痛、頭暈、惡心，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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嘔吐，夜寐不寧等後遺證。 
 

病假建議： 對於有顱腦損傷發生及昏迷期的病者應及早送院搶救。 
 
2、診  斷： 損傷瘀血 (胸脇瘀血) 

主  症： 多有氣血同時受傷。傷氣為主有胸脇疼痛、悶脹，痛點走竄不固定，

伴有深呼吸牽掣作痛。傷血為主有胸脇瘀腫、壓痛、痛點固定不移，

伴有納呆、大便秘結，咳血吐血等。胸脇陳傷者患處隱痛，經久不愈，

時輕時重，勞累加劇，或遇天陰下雨加劇。 
 

病假建議： 胸脇瘀血嚴重者可出現昏厥，神志昏迷等症狀，應及早送院搶救。 
 
3、診  斷： 損傷瘀血 (腹部瘀血) 

主  症： 腹部有挫傷、屏傷或擠壓傷。腹部有局部皮膚瘀血或皮下血腫，有時

可摸及血腫或腹壁包塊。傷氣者腹部脹悶，疼痛走竄，腹部喜按，噯

氣或矢氣痛減，脈浮弦。傷血者腹壁刺痛，瘀腫拒按，重者腹壁堅硬，

行動掣痛，脈多沉澀。陳傷者見形羸消瘦，面色無華，納呆腹脹，舌

淡苔白膩、脈弦緊或濡細。 

 

病假建議： 如有嚴重損傷者出現面色蒼白，出冷汗，皮膚發涼，呼吸多淺表而急促，

且以胸式呼吸為主，腹式呼吸減弱或消失，或伴有惡心、嘔吐、血尿者

應及早送院搶救。 
 
4、診  斷： 損傷瘀血 (肌膚瘀血) 

主  症： 局部腫痛，有青紫，瘀斑，壓痛明顯，可伴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礙。

舌紫暗，脈沉澀。 
 
 
5、診  斷： 損傷瘀血 (寒邪侵襲) 

主  症： 局部青紫，膚色紫暗，得溫痛減，遇寒痛甚。舌紫暗，脈遲澀。 
 
 
6、診  斷： 損傷瘀血 (氣血兩虛) 

主  症： 損傷部位腫痛經久不消，伴有面色蒼白，頭暈目眩，神疲乏力，少氣

懶言。舌淡苔白，脈細弱。 
 
病假建議： 1-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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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血虛 

 
1、診  斷： 損傷血虛 (氣虛血脫) 

主  症： 失血過多，心慌氣短，肢冷汗出，甚則神志不清，口張手撒，二便失

禁。脈微細或浮大無根。 
 
2、診  斷： 損傷血虛 (瘀血內耗)  

主  症： 胸脇、胃脘，少腹或其它損傷部位隱痛，甚則刺痛，面色不華，頭暈

耳鳴，日哺發熱。舌暗紅，脈弦細。 
 
病假建議： 1-3 天 (病情嚴重者應及時送院治療) 

 

損傷疼痛 

 
1、診  斷： 損傷疼痛 (氣機不暢) 

主  症： 脹痛不適，痛無定處，甚則不能俯仰轉側，睡卧時翻身困難，動則疼

痛加劇。舌淡紅，苔薄白，脈弦。 
 
 
2、診  斷： 損傷疼痛 (瘀血阻滯) 

主  症： 疼痛持續，痛有定處，固定不移，刺痛拒按，局部多有青紫，瘀斑或

腫塊。舌紫黯，脈細澀。 
 
3、診  斷： 損傷疼痛 (風寒濕邪侵襲) 

主  症： 有傷後處寒濕之地或感受風寒史，起病緩慢，反復發作。局部酸痛重

著，關節屈伸不利，肌膚麻木不仁，遇陰雨天發作或加重，喜熱畏冷，

得熱痛減。舌淡，苔白膩，脈弦緩。 
 
4、診  斷： 損傷疼痛 (熱毒內蘊) 

主  症： 傷後 3-5 天發作，局部疼痛加劇，呈持續性跳痛，多伴有高熱、惡寒，

倦怠乏力，局部紅腫，焮熱。舌質紅，苔黄，脈滑數。 
 
5、診  斷： 損傷疼痛 (氣血兩虛)  

主  症： 損傷出血過多或素體虛弱，局部隱痛，面色蒼白，短氣無力，眩暈自

汗。舌淡苔薄白。 
 
病假建議： 1-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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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後發熱 

 
1、診  斷： 傷後發熱 (瘀血發熱) 

主  症： 損傷較重，導致體腔內、關節內、皮下積血引起。一般在傷後 24 小時

發生，體温多在 38-39°C，無惡寒，伴有口乾不欲飲，心煩，夜寐不寧，

不思飲食，口苦等證。舌質紅，有瘀斑，苔白厚或黃膩，脈多弦數、

浮數或滑數。 
 
2、診  斷： 傷後發熱 (邪毒發熱) 

主  症： 初期發熱惡寒，頭痛，周身酸痛，苔白或微黃，脈浮數。病情進展，

腐肉成膿者，有紅腫熱痛。若膿潰，見流出黃白色稠膿，伴發熱畏寒、

頭痛、周身疼痛等證。若膿潰熱不退，則出現熱入營血證候，見高熱，

可超過 39°C，甚至 40°C 以上，夜間尤甚，煩燥不安，夜寐不寧，神

昏譫語，或出現斑疹，舌質紅絳或紫黯，脈細數或滑數。 
 
3、診  斷： 傷後發熱 (血虛發熱) 

主  症： 有出血過多病史，熱勢或高或低，面色無華，頭暈目眩，視物糢糊，

氣短懶言，食少便溏，肢體麻木，倦怠喜卧，舌淡苔白，脈細或芤。 
 
 
病假建議： 1-3 天 
 

損傷口渴 

 
1、診  斷： 損傷口渴 (陰血虧虛) 

主  症： 口渴，咽乾。失血過多者，渴而不飲，或飲入甚少，肌膚甲錯，面色

蒼白，頭暈目眩。脈細弱或虛浮，舌質淡而少津；大汗淋漓者，渴而

欲飲，飲水量多，皮膚乾燥，小便短少，大便秘結。脈細數，舌紅無

苔。 
 
 
2、診  斷： 損傷口渴 (熱毒熾盛) 

主  症： 高熱，煩渴，或有惡寒，小便短赤，局部紅、腫、熱、痛。舌紅，苔

黃乾，脈洪大。 
 
 
病假建議： 1-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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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嘔吐 

 
1、診  斷： 損傷嘔吐 (瘀阻神明) 

主  症： 有頭部外傷或昏迷史，嘔吐劇烈，可為噴射性嘔吐，伴頭痛頭暈。舌

質黯，脈弦澀。 
 
2、診  斷： 損傷嘔吐 (瘀阻中焦) 

主  症： 多見於胸脇、脘腹損傷之後，嘔吐伴傷處疼痛，痛有定處，痛處拒按，

脘腹脹滿，食慾不振。舌苔黃膩，脈弦澀。 
 
3、診  斷： 損傷嘔吐 (肝氣犯胃) 

主  症： 發生於跌仆打擊，跳躍舉重，閃腰岔氣等氣傷之後，噯氣吞酸，嘔惡

欲吐，胸脇、脘腹痛悶，痛無定處。舌紅，脈弦數或弦緊。 
 
病假建議： 1-3 天 
 
 

傷後癃閉 

 
1、診  斷： 傷後癃閉 (尿路破損) 

主  症： 尿道破裂者，見血尿，膀胱膨脹，排尿困難，會陰部血腫，尿液外滲。

可見尿少、尿血，小腹脹滿、拒按，腹痛，惡心，嘔吐，腹肌緊張。 
 
2、診  斷： 傷後癃閉 (津液虧耗) 

主  症： 損傷之後出血量多，或疼痛劇烈，大汗淋漓，小便不利，口乾舌燥，

渴而能飲。舌紅少津，脈細數。 
 
病假建議： 1-3 天 (病情嚴重者應及時送院治療) 
 
 

損傷腹脹 

 
1、診  斷： 損傷腹脹 (瘀血內停) 

主  症： 多在傷後 1-2 天逐漸發生，腹脹腹痛，或腰背部疼痛，俯仰轉側不利，

大便秘結。舌紅苔黃燥，脈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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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診  斷： 損傷腹脹 (氣機不髗) 

主  症： 胸腹脹痛，脹甚於痛，入夜痛甚，噯氣，大便不通。舌暗苔白，脈弦。 
 
 
病假建議： 1-3 天 
 

損傷喘咳 

 
1、診  斷： 損傷喘咳 (瘀阻氣道) 

主  症： 咳嗽頻頻，氣短，咳嗽引胸脇疼痛，痰中帶血。舌紫黯，脈細弦。 
 
 
2、診  斷： 損傷喘咳 (痰瘀化火) 

主  症： 發熱惡寒，咳嗽氣促，痰黃黏稠，不易咳出。舌紅，脈數。 
 
 
3、診  斷： 損傷喘咳 (血虛喘咳) 

主  症： 氣息短促，呼吸困難，面色蒼白，唇口發紺。舌淡白，脈細弱。 
 
 
4、診  斷： 損傷喘咳 (腎虛咳喘) 

主  症： 喘促日久，動側喘促更甚，形體消瘦，精神倦怠，腰膝酸軟，肢冷面

青。舌淡，脈沉細。 
 
 
病假建議： 1-3 天 

 

痿軟麻木 

 
1、診  斷： 痿軟麻木 (經脈瘀阻) 

主  症： 肢體麻木不仁，新傷者多伴有局部疼痛、腫脹、瘀斑。陳傷者多伴有

疼痛、麻木固定。  
 
 
2、診  斷： 痿軟麻木 (氣血虛虧) 

主  症： 多見於頸椎病、慢性腰腿痛。常見表現四肢不知痛癢，或如蟲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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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則痿軟、拘攣，若經脈受累，則陽經行走區域可出現麻木或放射痛，

並見少氣懶言，乏力自汗，面色蒼白或痿黃。舌淡而嫩，脈細弱等。 
 
3、診  斷： 痿軟麻木 (筋骨不用) 

主  症： 有肌肉萎縮，肌筋攣縮，關節活動受限，病程久者，可出現畸形。 
 
4、診  斷： 痿軟麻木 (督脈損傷) 

主  症： 損傷平面之下肢體痿軟，麻木不仁，按之不知，掐之不覺，腹脹，體

溫升高，二便障礙。舌質青紫，苔白，脈沉澀。 
 
病假建議： 1-3 天 

 

耳目失聰 
 

1、診  斷： 耳目失聰 (瘀血阻滯) 
主  症： 損傷之後，白睛紅赤，黑睛出現‘紅膜上衝’ ，或有灰白條狀混濁，

目睛、頭額脹痛，視物不清或失明；耳部有青紫，瘀斑，重聽，耳嗚

耳聾。舌黯，脈弦澀。 
 
2、診  斷： 耳目失聰 (血虛陰虧) 

主  症： 雙目呆滯無神，頭暈目眩，耳鳴，心悸怔忡，少氣懶言，五心煩熱。

舌淡，脈細數。 
 
3、診  斷： 耳目失聰 (肝腎虧損) 

主  症： 頭暈耳鳴，重聽或耳聾，視物模糊，腰膝酸軟，男子遺精，女子月經

不調。舌紅少苔，脈細。 
 
病假建議： 1-3 天 
 

心煩不寐 
 

1、診  斷： 心煩不寐 (瘀擾神明) 
主  症： 心煩不寐，傷處腫脹，疼痛，或有瘀斑，甚則肌膚甲錯。舌紫黯，脈

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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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診  斷： 心煩不寐 (心血不足) 
主  症： 多夢易醒，心悸失眠，頭暈目眩，面色無華，倦怠無力。舌淡苔白，

脈細弱。 
 
 
3、診  斷： 心煩不寐 (陰虛火旺) 

主  症： 心煩不寐，頭暈目眩，手足心熱，口燥咽乾。舌紅少苔，脈細數。 
 
病假建議： 1-3 天 

 

損傷眩暈 
 

1、診  斷： 損傷眩暈 (瘀阻清竅) 
主  症： 頭暈目眩，或頭痛頻作，惡心嘔吐，精神不振，食慾不佳。舌黯苔薄

白，脈弦細或澀。 
 
 
2、診  斷： 損傷眩暈 (肝陽上亢) 

主  症： 頭暈頭痛，每因煩勞或惱怒而加重，面色通紅，急躁易怒，少寐多夢，

口苦。舌紅苔黃，脈弦數。 
 
 
3、診  斷： 損傷眩暈 (氣血兩虛) 

主  症： 頭暈眼花，動則加劇，心悸失眠，神疲倦怠，面色蒼白，食欲不振。

舌淡，脈細弱。 
 
 
4、診  斷： 損傷眩暈 (腎精不足)  

主  症： 眩暈，健忘，神疲乏力，耳鳴，遺精，腰膝酸軟。偏陰虛者，五心煩

熱。舌紅，脈細。偏陽虛者，四肢不溫。舌淡，脈細弱。 
 
 

病假建議： 1-3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