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第 2 頁

目錄

長期操控電子潮物，容易導致手部勞損  ––––––––––––––––  3
認識重覆性筋腱勞損  ––––––––––––––––––  5
筋腱勞損的症狀  ––––––––––––––––––  6
筋腱勞損主要成因  ––––––––––––––––––  7

舒筋活絡手部十式  ––––––––––––––––  10
舒筋第一式  ––––––––––––––––––  11
舒筋第二式  ––––––––––––––––––  11
舒筋第三式  ––––––––––––––––––  12
舒筋第四式  ––––––––––––––––––  12
舒筋第五式  ––––––––––––––––––  13
舒筋第六式  ––––––––––––––––––  13
舒筋第七式  ––––––––––––––––––  14
舒筋第八式  ––––––––––––––––––  14
舒筋第九式  ––––––––––––––––––  15
舒筋第十式  ––––––––––––––––––  15

強健指力五式  ––––––––––––––––  16
健指第一式  ––––––––––––––––––  17
健指第二式  ––––––––––––––––––  17
健指第三式  ––––––––––––––––––  18
健指第四式  ––––––––––––––––––  18
健指第五式  ––––––––––––––––––  19
抓球健指法  ––––––––––––––––––  19
肩膊鬆弛第一式  ––––––––––––––––––  20

肩膊鬆弛法  ––––––––––––––––  20
肩膊鬆弛第二式  ––––––––––––––––––  21
肩膊鬆弛第三式  ––––––––––––––––––  21
方法  ––––––––––––––––––  22

穴位按摩  ––––––––––––––––  22

筋腱勞損的治療  ––––––––––––––––  23

總結  ––––––––––––––––  24



第 3 頁

長期操控電子潮物，
容易導致手部勞損

手是人體最複雜及最精細的器官之一，而手指更
是一雙手的靈魂。無論是學生、家庭主婦或在職人
士，都需要經常使用雙手。而隨着智能手機及平板
電腦愈趨流行，只要手指「捽一捽」屏幕，便可以
上網、看書、打機，為普羅大眾帶來無比方便，但
隨之而來的手部問題亦愈來愈普遍。手指經常重複
活動，又缺乏休息，令手指的負擔日益加重。若發
覺手指感到疲倦，甚至手腕關節感到痛楚、乏力，
那就要留意是否患上手部勞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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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廣華醫院物理治療部設計了一套舒筋健指法，為舒緩長期使用滑鼠、
鍵盤及觸控屏幕而引致的手部勞損。

最常見的手部筋腱勞損問題包括：扳機指腱鞘炎「彈弓指」
、奎爾萬氏症「媽媽手」、網球肘及腕管綜合症等等。最有
效處理手部問題的方法是避免筋腱勞損的產生，經常做手指
及手腕的鬆弛及伸展運動和強化肌力運動﹔定時休息、避免
重複性動作、使用適當的輔助工具及自我護理，對於保護筋
腱亦存在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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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重覆性筋腱勞損

重覆性勞損可以在身體的組織，包括肌肉、筋腱、筋膜等。
不停重覆的動作，再加上錯誤姿勢及缺乏休息，會在軟組織
上造成一些極微細的損傷及慢性發炎的現象。長遠更會導致
受損組織出現纖維化的情況。

有別於急性創傷，勞損初期一般不會引起明顯的紅腫，而且
痛楚亦較温和。所以常常被忽略，但損傷已經在不停累積，
可以說是隱型的殺手。除了引致連綿不絶的痛楚外，累積的
微創傷會逐漸減弱組織的強度，因而增加受傷的機會。常見
會導致重覆性勞損的動作包括打字、發短訊等日常活動。因
此預防勞損必須由生活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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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腱勞損的症狀

除非意外，筋腱勞損的出現通常不是一朝一夕的，而筋腱
本身亦會發出一些警號去提醒我們要正視問題，早期可能
發覺手部容易疲累或有些酸痛感覺。如果不加理會，有可
能令問題惡化，而產生以下症狀 :

•  局部有紅、腫、熱、痛、麻痺
•  拉扯筋腱時，會引起劇痛
•  發力時劇痛，甚至無法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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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腱勞損主要成因
重覆性筋腱勞損的主要成因包括：

•  不適當的活動姿勢
•  重覆及急促性的動作
•  過度用力

不適當的活動姿勢
使用滑鼠、鍵盤或流動電子設備時，要注意尺碼大小是否適
合，及擺放的位置是否適當。尺碼過小的裝置及不適當的擺
放位置都會減低動作的功效，增加對肌腱的負荷，如再加上
相關肢體部份缺乏足夠的承托，都會加劇筋腱的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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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覆及急促性的動作
隨著現代流動電子產品的功能多樣化，以及採用觸控式屏幕
的設計，利用手指特別是拇指及食指操控這些產品的機會變
得愈來愈多。這些操控又大多渉及重覆性及急促性的動作，
例如發送短訊或玩電子遊戲等。這樣都會另手部的筋腱長期
處於緊張及收縮的狀態，大大增加筋腱勞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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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用力

過度運用指捏力會對拇指和食指的肌腱造成創傷，長期進行
這類操作亦會加劇手指筋腱及關節的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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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筋活絡手部十式
隨了改善姿勢，避免重複過度用力動作，
一些手部運動亦可有效舒緩手痛，及預防
勞損，十分適合工作前後做。

以下的動作宜重覆3-5次。如手指或手腕
有嚴重痛症問題者，運動前請先咨詢醫生
或物理治療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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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筋第一式
緊握拳，然後放鬆。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舒筋第二式
握成虎爪，再伸直。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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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筋第三式
手指伸直貼緊，直至有拉扯感覺。停留5秒。
(主要伸展指深屈肌、指淺屈肌)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舒筋第四式
握成虎爪，四指向後拉。停留5秒。
(主要伸展蚓狀肌、骨間肌)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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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筋第五式
手掌平放，拇指向後拉。停留5秒。
(主要伸展拇長屈肌、拇短屈肌)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舒筋第六式
輕力將拇指壓向掌心。停留5秒。
(主要伸展拇長伸肌、拇短伸肌)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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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筋第七式
雙手張開虎口互壓。停留5秒。
(主要伸展拇收肌、拇對掌肌)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舒筋第八式
伸直前臂，手指向天，將手掌向後扳，直至手腕有拉扯感覺。停留5秒。
(主要伸展腕屈肌)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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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筋第九式
伸直前臂，手指向地，將手背向後扳，直至手腕有拉扯感覺。停留5秒。
(主要伸展腕屈肌)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舒筋第十式
放鬆手腕，慢慢來回打圈。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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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強健指力五式
強化手部肌肉力量，可增強肌腱張力，減
低筋腱勞損及受傷的機會。

以下的健指動作利用橡膠圈進行，每個宜
維持5秒並重覆5 - 10次。橡膠圈可選用一
般文具上應用，但是比較粗身及大直徑的
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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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指第一式
先將一條橡筋圈圈在五隻手指第一關節上。再向左右張開
手指。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健指第二式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合併及張開第二第三隻手指，重覆V字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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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食指開始，逐隻手指向上伸展。

健指第三式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健指第四式

先屈曲拇指，再伸直。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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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指第五式
握成虎爪，再逐隻手指伸直。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抓球健指法
練習抓球可提升手握力。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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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膊鬆弛法
操控流動電子設備時，手臂如沒有適當的
承托，整個手臂就像凌空吊起一樣，而肩
膊就會承受整個上肢重量的壓力。所以，
在這情況連續使用流動電子設備一段時間
後，就需要進行一些肩膊鬆弛運動，避免
對肩膊造成勞損。

4
肩膊向前打圈,大約10次,然後向後重覆動作

肩膊鬆弛第一式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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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膊鬆弛第二式
伸展胸肌，雙手放於背後互扣，肩膊盡量向後伸展，維持10秒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肩膊鬆弛第三式
伸展斜方肌，頭側向左方再將左手放在頭右邊，輕力向左拉,直
至頸側有拉扯感覺，停留10秒。其後在右邊重覆以上動作。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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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用拇指在以下穴位按壓打圈約一分鐘。所選擇的穴位包括：
1.  魚際穴
2.  合谷穴
3.  陽陵泉

點擊圖像播放影片

穴位按摩
學會穴位按摩可隨時隨地減輕手部
的痛楚。以下是一些舒緩手部肌肉
疲勞及可減輕手部筋腱勞損痛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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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腱勞損的治療
如果手部疼痛或發炎的情況持續，就必須
及早求醫。主要的治療包括 :

1.  物理治療 (包括冰敷、蠟療、水療
池、彩光等物理媒介去處理手部各種
發炎及勞損問題)

2.  藥物及手術治療

6



第 24 頁

總結7
預防勝於治療。如果大家能夠經常練
習上述的舒筋健指法，定能減低筋腱
勞損的機會。這樣就可更加享受流動

電子產品所帶來的方便及樂趣。

廣華醫院物理治療部
2010年10月@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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