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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發性脊柱側彎(idiopathic scoliosis;AIS)是好發在女性且年齡在青春期之前的一種結構性脊柱畸型，在治療上除外科手術外就

以脊椎裝具可做為脊柱側彎或脊椎變形的一種矯正療法。在裝具的矯正理學方面，除由裝具提供被動性矯正力外也和脊椎上

的肌肉做選擇性主動收縮有關(Ashton-Miller J 1997)，所以本研究目的在針對穿載脊椎裝具時，肌肉主動收縮對姿勢矯正

的探討及在裝具對脊柱施力位置的探討。在實驗上，選擇僅發生在腰椎且為單一側彎的 AIS 患者為對象，並於側彎的上、下

兩端和 apex 兩側各貼上一組肌電圖的電極片共計六組，同時將電子量角器的兩端各貼於側彎相對應的上下兩端處。之後，

讓患者於穿著與不穿著裝具的兩狀熊下各完成六種動作。由實驗結果顯示患者在沒有穿載裝具時，動作以軀幹的伸直、彎向

凸側及旋向對側時可減少側彎角度且肌肉活動方面也以凸側的肌肉活性較凹側大，在穿載裝具後側彎角度有顯著性的減少，

然而裝具內的動作結果則和未穿著時差異不大，但在肌肉活性方面則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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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青春之前的小孩常因 AIS（圖一）造成脊椎本身

結構上的變形，其會造成脊髓及神經的壓迫外，對胸

部也會產生變形而嚴重影響心肺功能，即使是輕微的

脊椎變形也會讓人有不良的姿勢及僵硬的軀幹

(Amato C 2001)。在治療上除外科手術外，就以脊椎

裝具可做為脊柱側彎或脊椎變形的一種療法(圖二)。

許多學者提出脊椎裝具的矯正功效，不僅藉由裝具提

供的被動性矯正力外也和附著在脊椎上的肌肉做選擇

性主動收縮有關，主因患者利用肌肉縮收來避開裝具

內壓力墊所產生的不舒服感時所產生的總體性矯正效

果(Bowker P. 1993)。因此本研究目的在針對患者穿載

脊椎裝具時肌肉在主動收縮對姿勢矯正作用的探討及

裝具對脊柱施力位置的研究。

圖一、脊椎側彎 圖二、穿載裝具的Ｘ光片

二. 研究方法

利用二位未手術而以穿戴脊椎裝具來治療的 AIS 患

者，測量並比較在不穿載和穿載著一種內裝氣囊的胸

腰薦椎裝(TLSO)時，軀幹在七種不同姿勢下兩者在側

彎角度和側彎部位左右兩側肌肉活性的差異。首先，

由患者 X 光片上定位出側彎型態、上下兩端脊椎位置

及側彎的凸點處，再由軀幹外表觸摸出這些椎骨脊突

位置並將 2D 電子量角器兩端平行重疊貼在側彎上下

兩端部位，之後將肌電訊號儀器的電極片分別貼在側

彎上下兩端及凸點的兩側共六組。儀器設定後，讓患

者在不穿載裝具下先做自感最直立的姿勢，再依次做

前後彎、左右側彎及左右旋轉等七種動作姿勢。隨後

在不改變電極片及電子量角器的位置下讓患者穿上自

己的裝具並充氣加壓特定矯正部位的氣囊以減少側彎

角度。一般裝具的緊密度要能減少側彎角度及限制軀

幹活動。當患者在穿著裝具期間同樣完成七種動作姿

勢，並同步收集肌電訊號及角度的變化 (圖三

圖三,動作 EMG的測量及裝具



每一種動作姿勢都要求患者維持 5 秒再恢復原來姿勢

休息 5 秒並反覆收集 5 次的肌電訊號與角度資料，在

分析時則取中間 10 秒的平均值來比較各動作間的差

異。

三. 結果與討論

由於 2D 電子量角器可同時測出 X 軸(冠狀面)及 Y

軸(矢狀面)角度值，前者代表脊柱左右側彎而後者表

前後彎曲，當Ｘ軸角度值減少表側彎角度減少，Ｙ軸

角度值減少表腰椎前凸減少。患者以單側腰椎側彎為

主要選取對象，測量結果(表一.)顯示在未著裝具期間

X 軸的值於伸直時較彎曲姿勢小，Ｙ軸值則增加。在

側彎方面若身體彎凹側時Ｘ值較彎向凸側而Ｙ軸值則

無差異。在旋轉方面，身體轉向凹側時的Ｘ軸角度值

較凸側小而Ｙ軸值則無差異。在肌肉活性方面當側彎

角度減少時凸側的肌肉活性較凹側大，而位於側彎下

端處肌肉活性又較上端的肌電訊號大。由資料顯示當

患者動作是與椎骨旋轉方向相反時可減少側彎角度且

能刺激活性較低的凸側肌肉。當患者穿上自身裝具

後，測量結果(表二.)顯示在不同動作間 X軸角度值的

變化和未穿著裝具時有相同傾向，但Ｙ軸則較為不

同，至於肌肉活性方面則改變最大，顯然裝具的使用

除會改變側彎角度外也會讓肌肉活性較未穿著時有顯

著的增加。

四.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脊椎側彎兩旁肌肉之肌電訊號並配合

2D 電子量角器同步測量側彎角度的變化以探討裝具

在不同動作姿勢下對脊柱矯正的影響。由結果的角度

值顯示，建議患者在未穿著裝具時應儘量同時朝向凹

側旋轉、彎向凸側及保持軀幹在挺直的姿勢較能減少

X軸及 Y軸的角度值，在肌肉活性方面保持軀幹在伸

直時要多加訓練位於側彎上端處的肌肉動作，另外也

要增加凸側肌群的活性。當患者穿著裝具後即使在不

同動作姿勢下其 X軸和 Y 軸的角度顯然減少很多，且

肌肉活性也顯著的增加表示該裝具能有效限制及矯正

脊椎側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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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未穿著裝具 nB flex nB right nB ext

凸側 5.05 3.69 5.59上端肌

肉EMG 凹側 2.29 2.41 3.89

凸側 3.1 16.6 9.98Apex 處

EMG 凹側 1.96 7.66 6.21

凸側 5.57 30.5 16.4下端肌

肉EMG 凹側 4.55 29.4 12.6

X 軸 12.9 7.22 16.4

Y 軸 94.5 54.2 -2.84

nB: 表 未 穿 裝 具 , flex: 身 體 向 前 彎 曲 ,

right: 身體自主性挺直, ext: 身體往後伸直.

表二

穿著裝具 B flex B right B ext

凸側 9.77 29.1 42.7上端肌

肉EMG 凹側 12.8 15.3 23.4

凸側 10.9 14.6 33.4Apex 處

EMG 凹側 23 21.3 35

凸側 22.2 24.2 48.1下端肌

肉EMG 凹側 31.1 44.1 62.7

X 軸 -2.9 -7.2 -4.8

Y 軸 7.2 34.4 43.7

B: 未 穿 裝 具 , flex: 身 體 向 前 彎 曲 ,

right: 身體自主性挺直, ext: 身體往後伸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