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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慈濟醫院
運動醫學中心跟腱治療

雙腳後跟的跟腱，俗稱腳筋，又稱「阿基里斯腱」，

長約為十五公分，是人體抵抗地心引力的重要肌群；

無論站立、走路、跑步、跳躍，全都用得到它；

花蓮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提供完整的跟腱治療模式──

保守療法、傳統及微創小傷口手術、

植入肌腱重建、注入生長因子的增生療法……

骨科、復健科，再加上中醫科，中西醫合治，

盡快重建阿基里斯腱，恢復健康與運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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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 NBA總冠軍賽，當時
為勇士隊披戰甲的凱文‧杜蘭特 ( 
Kevin Durant)，原本正因為在第二輪賽
事中小腿拉傷而休養的他，直到總冠

軍賽第五場才上場，只是在第二節又

因為一次的切入造成右腿阿基里斯腱

(Achilles Tendon)受傷，最後診斷是阿
基里斯腱斷裂。

根據物理治療師達斯的一篇報導，

更指出「一九九二年到二○一二年期

間，十八位阿基里斯腱斷裂的 NBA
球員，最終有七位球員再也沒回到過

NBA。」而凱文‧杜蘭特和不幸身故
的球星柯比．布萊恩 (Kobe Bryant)等
人都曾面臨這項困擾。

對抗地心引力的肌群

十五公分的阿基里斯腱

阿基里斯腱是在哪裡？阿基里斯腱

其實就在小腿的後側，最靠近腳跟的

地方，是人體最大的肌腱，又稱「跟

腱」，也是一般人俗稱的「腳筋」；

長約為十五公分，由腓腸肌和比目魚

肌向下融合形成，是與足板肌等三大

肌群的共同肌腱，連接於跟骨後側，

負責踝關節帶動足跖屈的動作。

事實上，阿基里斯腱更是人體抵抗

地心引力的重要肌群；無論站立、走

路、跑步、跳躍，全都用得到它。是

全身最強壯與最厚的肌腱，可以承受

身體十倍體重；當我們在跳躍的時候，

它所承受的衝擊力量大概是體重的五

到六倍以上；根據研究，行走時的負

荷約是體重的三點九倍，跑步時可達

體重的七點七倍。通常做離地動作，

合併跳躍及瞬間加速、減速等，來自

肌群巨大的爆發力，常會引發運動傷

害。

花蓮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主任劉

冠麟指出，平常活動力低的人，比較

少出現阿基里斯腱發炎的情形；但喜

歡運動的人，如跑步、羽毛球、排球、

籃球等，就容易出現阿基里斯腱病變。

阿基里斯腱的位置在一個相對缺血的

區域，血液循環不如肌肉豐富，因此

使損傷處的癒合受到限制。於是，長

時間反覆損傷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肌腱的強度就會被弱化，之後，可能

在很用力的執行一個運動動作的瞬間，

就「啪」一聲斷掉了。

跟腱斷裂的手術與重建

阿基里斯腱斷裂可分急性期及慢性

期，治療方式也不同。如果在急性期

的第一時間能讓肌腱有很好的結合，

即便不開刀，只打石膏固定，它也會

慢慢地癒合。肌腱的縫合手術，也有

很多選擇，從小傷口微創縫合手術，

文／游繡華、張國霖、黃微淇、江家瑜

左圖為影像檢查顯示腳跟後方的阿基里斯腱斷裂

處。右圖顯示阿基里斯腱已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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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傳統傷口較大的標準縫合手術，或

是更積極的標準縫合手術外加肌腱植

入重建手術等。

在劉冠麟醫師的臨床病人中，目前

在職籃任顧問的東方介德，曾是中華

職籃元年最受矚目的球員，他可做出

「旱地拔葱」的高難度投籃動作，曾

拿過單月最佳球員獎 (MVP)、年度最佳
球員等獎項，後來即是因運動傷害使

得阿基里斯腱斷裂而引退。目前從事

教職的東方介德老師，在花蓮一場賽

事中又造成同側阿基里斯腱斷裂處的

遠端與跟骨連接處再次斷裂而到花蓮

慈濟醫院治療。

東方介德老師這次阿基里斯腱斷裂

的位置和舊傷不一樣，他又希望可以

縮短術後恢復期，盡快返回球場指導

學生，於是劉冠麟醫師除了為他進行

標準縫合手術，也植入肌腱重建，再

注射「自體血小板血漿 (PRP)」強化。
經過這樣的治療組合，再加上妥善的

復健，二至三個月已恢復得差不多。

傳統肌腱縫合手術，傷口大之外，

對局部組織的傷害也大，少則造成結

痂過度增生，多則導致皮膚壞死，這

些都會影響到病人或運動員在復原後

的運動表現。所以，近年來阿基里斯

腱斷裂的病人，愈來愈傾向小傷口的

微創縫合手術。之前，有一位王姓健

美國手，也是因為打籃球時用力過猛

造成阿基里斯腱斷裂，來到花蓮慈濟

醫院治療，他也是接受標準縫合及肌

腱植入重建手術，再以 PRP注射療法
補強。

運動傷害的新療法

生長因子刺激癒合

除了手術治療外，還有什麼治療方

式可加速損傷癒合？運動醫學中心團

隊的骨科、疼痛科與復健科醫師使用

的「增生療法」，就是注射有利於受

傷組織癒合的生長因子。

劉冠麟表示生長因子的來源眾多，

從市售的羊膜粉、抽血離心獲得的PRP
（自體高濃厚血小板血漿）、抽取自

體骨髓直接施打、或經離心獲得的骨

髓濃縮萃取液（又稱骨髓 PRP）、更
甚者如抽脂製備的 SVF（基質血管片
段，Stromal Vascular Fraction）等等
都有。羊膜粉或周邊血液 PRP提供生
長因子；骨髓液或骨髓濃縮萃取液除

微創手術傷口小、復原期短，是現今治療運動傷

害的主要選擇。圖為十字韌帶內視鏡修補手術。

攝影／楊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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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因子外更可提供少許幹細胞；抽

脂製備的 SVF除了生長因子、少許幹
細胞外更提供血管細胞可增加血管新

生。主治醫師會仔細評估後提出適合

病人精準治療的選擇建議，將這些產

品注射在損傷的部位，透過生長因子、

幹細胞效應、及血管新生能力，促進

細胞生長進而修補受損處。

SVF注射  協助阿基里斯腱損傷癒合

花蓮慈院骨科已廣泛運用 SVF膠或
SVF細胞治療退化性關節炎、前十字
韌帶重建癒合、膝關節內側副韌帶損

傷、半月板損傷、肩部旋轉肌受損、

投擲動作等所造成的運動傷害。

SVF的來源就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的「脂肪」，先從病人的腹部或是臀部

抽取脂肪，經過離心機分離後，取得富

含生長因子的 SVF，再注入受損部位治
療；劉冠麟指出，SVF不只含有生長因

東方介德老師於花蓮慈院運動醫學中心治療阿

基里斯腱斷裂，以微創手術植入肌腱重建，再

注射「自體血小板血漿 (PRP)」強化。下圖為術

後的東方介德老師（中）與劉冠麟醫師（左二）

及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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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中（幹）細胞釋放生長因子的效

果與骨髓濃縮萃取液相同，另外還具有

新生血管的能力，能加速組織的癒合，

並減緩手術部位發炎及疼痛。

之前，有一位年輕的林姓女病人，

原計畫培訓為女籃國手，先是腳痛難

癒，之後阿基里斯腱斷裂，整隻腳沒

力，她就是選擇 SVF注射保守療法，
經由超音波導引注射，二個月左右，

經由磁振造影 (MRI)檢查，發現肌腱斷
裂處組織已生長癒合。

在阿基里斯腱斷裂的急性期，愈早

就醫接受專業評估、介入治療愈好。

劉冠麟指出，在臨床上發現，無論選

擇手術或者保守治療模式，都可以有

不錯的預後。

受傷三星期以上的慢性期治療

一般來說，受傷只要超過三個星期

以上，就已經進到慢性期，因為阿基

里斯腱最上面是腓腸肌，腓腸肌是全

身非常有力的肌肉，會收縮，這會使

斷裂處的間隙變得愈來愈大，急性期

的治療就是壓縮這縫隙，包含腳不負

重、石膏固定，或者是輔具鞋固定，

就是為了協助斷端靠在一起，再藉由

自癒力來恢復。

因此如果延遲治療，到了慢性期，

斷端的間隙已形成，就只能藉由外科

手術縫合肌腱，若手術中發現肌腱斷

裂端完全拉不緊，則必須植入肌腱做

重建手術。

阿基里斯腱命名由來及損傷評估

對於人體來說，阿基里斯腱正如其

名。阿基里斯在希臘神話中是特洛伊

戰爭中的第一勇士，一出生時，他的

女神母親捉住他的腳踝放入冥河浸泡，

圖為劉冠麟主任抽取病人腹部脂肪，放入離心

機。攝影／江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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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全身幾乎刀槍不入，但腳踝未浸

泡到冥河水而成為他的弱點，最後被

特洛伊王子用毒箭射中腳踝而亡。解

剖學上也因而將人體上極為重要的腳

踝肌腱命名為阿基里斯腱。

阿基里斯腱會因重覆高強度衝擊導

致日復一日弱化，往往是小處開始，

剛開始可能是出現微痛症狀，或許一

個小小的裂縫，造成發炎疼痛。隨著

時間愈來愈嚴重，肌腱的裂縫愈來愈

大，癒合又不如預期，疼痛變嚴重，

常導致運動時會覺得有點力不從心，

接著出現肌腱病變，組織變質變弱，

最終斷裂。

如果只是發炎或損傷，用手觸摸

可以摸得到整條肌腱是完整的，但是

可以找出局部的痛點。如果阿基里斯

腱疑似斷裂，可進行「湯普森測試

（Thompson test）」，即掐住下腿肚
然後放開；如果肌腱完好，力量會傳

遞到腳板，手一掐，腳板就會翹起來；

如果肌腱斷裂，手掐小腿肚，腳板不

會動，不會有往下踩的動作。

運動醫學中心的中西醫合治

花蓮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是骨科

部、復健部、疼痛科、中醫部等團隊

來幫助病人，以阿基里斯腱斷裂為例，

手術修補後，可會診中醫師。中醫部

主治醫師沈炫樞指出，手術後，病人

的患處會疼痛或腫脹，通常可依照病

人的脈象及身體狀況，運用承山、委

中、陽陵泉、大陵與神門等穴道針灸，

幫助消腫減緩疼痛。同時搭配活血化

瘀的藥方，促進患處的血液循環。

沈炫樞醫師接著說明：「如果是拉

傷，可運用中醫傷科手法放鬆小腿後

側肌群，也能減少阿基里斯腱的張力，

降低不適感。針灸承山、委中與陽陵

泉等穴位，針刺後，也能在穴位上加

灸療，增加氣血循環。」

手術後，復健科醫師與物理治療師

會為病人客製化一套復健計畫，病人

必須按表操課，且依階段經由物理治

療師評估，以避免病人操之過急造成

二度傷害或是預後不如預期。復健期

間，依然可以中西醫合療，如此有助

於縮短復健時間。

經離心機分離 SVF（基質血管片段），即可注

回病人肌腱裂處病灶，刺激組織增生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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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前暖身運動後收操

日常保健勝於治療

「預防勝於治療」，無論是西醫、

中醫，均認為預防阿基里斯腱病變的首

要之道，運動前必須要有足夠的暖身，

通常小跑步五至十分鐘，是可以增加阿

基里斯腱血液循環，並同時以弓箭步伸

展，維護柔軟度。經由暖身讓阿基里斯

腱獲得足夠的血流及提高柔軟度，如此

在急跑急停急跳的高強度運動中，可大

幅降低阿基里斯腱斷裂的風險。

運動後的伸展，更有利於增進柔軟

度，避免肌腱攣縮及疲乏。劉冠麟提

醒，運動的訓練量不可躁進，避免過度

運動引起跟腱承受太大壓力，也最好不

要在過硬的地面上從事運動；同時需選

用合適的運動鞋。沈炫樞也建議，每天

晚上睡前用溫熱水泡腳，有助改善足部

血循環，特別是運動後，泡腳對慢性疼

痛有改善的效果。

如果運動後覺得小腿緊繃，沈炫樞指

出，也可考慮接受中醫傷科手法與針灸

治療，緩解下肢後側肌肉的張力。平時

也能多伸展小腿後側腓腸肌，減少阿基

里斯腱的張力。

圖為花蓮慈濟醫院運動醫學中心主任劉冠麟（右）運用增生療法，為十字韌帶重建的病人注射 SVF

與 PRP。攝影／江家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