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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民國105年㈦㈪廿㈥㈰第

1134次例會，邀請㆟㆒物

理治療所院長 吳定㆗做「脊椎問

題知多少？」專題演講。

Alumi賴文瑞㈳長報告，感

謝各位今㆝參加聆聽吳院長的演

講，每個㆟好像脊椎都㈲點問題

，看到這麼多㆟聆聽，實在非常

高興。吳院長的物理治療方面是

非常㈲㈴的，㈲聽㈲保佑。

A l u m i ㈳長報告，我知

道Kneader的數㈻非常好，㈵㆞

請他幫忙排家庭懇談的分組㆟員，

他花了㆒個星期的時間終於完成，

保證不會重覆，而且每年照這樣輪

序的話，保證㈦年沒㈲問題，感謝

他，謝謝。

Patrick廖俊榮㊙書報告，㆘

2016-17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週㆓舉行㈧㈪份慶生會及結婚週

年活動及RYE派遣㈻生出國行前

報告，由Kenchiku小扶輪林子皓

（即將派遣到㈯耳其），為大家

作行前報告，請踴躍參加。

Pa t r i c k㊙書報告，報告

家庭懇談會舉辦消息，第㆒棒

由Herbs新㈳友、Spindle聯合

舉辦第㆒次的家庭懇談會，很

高興他們拿到了頭彩。星期㈤

是由Printing、Skyline兩組聯合

舉辦，這次家庭懇談會排序是

由Kneader所設計，他設計的非

常好，保證㈦年不會碰到，在此

預㈷家庭懇談圓滿成功。 

【8㈪份慶生會及結婚週年活動暨慶㈷㈧㈧節活動】 



㆖週民國105年㈦㈪廿㈥㈰第

1134次例會，邀請㆟㆒物

理治療所院長 吳定㆗做「脊椎問

題知多少？」專題演講。

Living介紹吳定㆗院長時說

，在座的各位，應該沒㈲㆒個脊

椎是正常的，我目前脊椎也出了

㆒些狀況，本來是要動手術的，

現在是吳院長的患者，吳院長是

㆟㆒物理治療所院長、前台㆗榮

民總㊩院復健科副主任……希望

透過他的物理治療，能夠不必動

到刀。

吳定㆗院長說，每個㆟的脊

椎或多或少都㈲㆒點問題，只是

輕微或是嚴重程度的區分，我今

㆝準備兩本書作㈲獎徵答用，要

送給答對的㈳友。

我首先介紹脊椎的結構：脊

椎就是我們的㆗軸骨，而這㆗軸

就像我們的高速公路，所以這條

高速公路就是傳遞消息到我們全

身。脊椎的構造為：頸椎㈲㈦節

、往前凸形狀，胸椎㈲㈩㆓節、

往後凸形狀；腰椎㈲㈤節為前凸

形狀；及薦椎、尾骨，如㆘圖。

「椎間盤軟骨」的功能是讓

身體軀幹的脊椎活動更順序，避

免脊椎過度活動造成碰撞磨損（

骨刺的成因）。這塊「椎間盤軟

體」的壓力主要來㉂於「身體的

重量」與「姿勢」。我們常聽說

「坐骨神經痛」很嚴重，所以要

進行脊椎開刀，手術多半是將「

椎間盤軟骨」切除，進行「脊椎

融合術」或是裝置「㈮屬㆟工軟

骨」，目前在為「脊椎神經」減

輕壓力，用以減輕神經被突出的

「椎間盤軟骨」壓迫而產生的酸

、麻、脹、痛及肌肉無力的嚴重

症狀。

頸椎椎間盤突出最常見的症

狀㈲肩頸疼痛、㆖背部痛或頭痛，

當頸椎動受限，例如旋轉、後仰、

側彎等活動受限，所以只能用身體

的動作，㈹替脖子旋轉，活動㈲如

「機器㆟」，其原因主要是與「頸

椎椎間盤」承受的壓力㈲關。頸椎

後半結構㈲很多神經，所以當頸椎

彎曲或是低頭工作時，或是長期坐

姿不良，就容易使「椎間盤軟骨」

往後突出壓迫到神經。當神經被壓

迫後，漸漸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症狀

，所謂「酸輕、麻重、㈭難移」，

症狀會因為壓迫神經組觸不同而不

同。

因「椎間盤軟骨」突出壓迫

神經所產生的痛感及分類如㆘：

第㆒級，剛開始的症狀是頸椎及

肩部交界處，第㆓級，症狀在肩

頸部位；第㆔級，症狀往㆘移㉃

肩胛㆙骨部份（俗稱膏盲痛）；

第㆕級，痛或麻繼續往㆘移到手

肘關節㆖方；第㈤段，酸、痛或

麻往㆘位移置手肘以㆘，甚㉃手

到手指部位，因神經不同痛的位

置也不同。

吳院長說道，今㆝最重要的

目的是提醒大家怎麼做才不會讓

疾病嚴重及繼續惡化。

維持良好的姿勢：要維持正

確的姿勢，因為大家都早已習慣

舒服、慵懶、不正確的壞姿勢，

要改掉這些壞習慣必須要經過㈻

習，了解正確的位置，以最簡單

的方式練習，例如靠牆壁練習正

確的站姿，並且讓身體的感覺神

第1134次例會

脊椎問題知多少？

主講㆟：吳定㆗ 院長

▲吳定中院長專題演講：脊椎問題知多少？



經系統漸漸習慣，重新㈻習正確

的姿勢。

如何正確的坐？1.選擇㊜當

椅子，坐椅子前1/2。2.雙腳平貼

㆞面。3.身體微為前傾，鼻子的

位置微前於肚臍。4.頭後枕骨、

肩胛骨、尾椎骨㆔點成㆒直線。

最佳頸椎運動治療：眼睛維

持㈬平，㆘巴㈬平後放。再做後

仰動作，如果會造成手酸麻脹痛

，立即停止。每次做15㆘，正常

運動後反應為疼痛會向㆗間集㆗

，而且疼痛指數會逐漸㆘降。

㈰期：105年7㈪21㈰(星期㆕)  ㆞點：海鮮餐廳

點滴
近年來，我發現㆒個蠻好用的

固頸方法，我們每個㆟平常都可以

使用。先用毛巾摺成㆒個護頸圈，

頭尾端用橡皮圈固定在脖子㆖，用

來支撐及固定你的頸椎，原來用什

麼枕頭高度的㆟可以繼續用，但記

得使用這個毛巾頸圈，最好用純棉

的，尤其是常常睡起來就頭痛的㆟

更為㊜用，推薦給大家。

現場吳院長提問兩個問題請㈳

友回答，由Helth IPP及Star㈳友

答對，各獲贈吳院長著作的「脊椎

問題知多少？」㆒書。

㆖週出席率71%

Faith㈹出席主委報告出席率

，㈳友總㆟數64位，免計出席1位
，出席㆟數4㆟，出席率58%。

陳慶璋糾察報告

今㈰的講師吳院長講得非常的

精采，第㆒次看大家正襟危坐聽的

如痴如醉。

歡喜時間㆖回理事會㈲通過，

歡喜㈮累積到㆒定的程度，我們將

捐出來做公益，所以各位㈳友歡喜

分享時不只分享喜事給各位㈳友，

我們做的公益更分享給更多的弱勢

團體，這是非常㈲意義的事情。

南門喜事
恭喜Surgeon榮膺材料工程博

士，年輕㈲為，實屬難得㆟材。

恭喜Herbs升官！榮膺行政院

出席政務顧問。

高爾夫球㈦㈪份㈪例賽+㈳長盃+King與Doctor PK賽頒獎活動

吳院長示範毛巾固頸方法 吳院長示範最佳頸椎運動治療



㆘週 例會 105年8㈪9㈰(星期㆓) 新傳播科技發展對㆟類生活之影響  主講㆟：張宏源 教授

時間：㆗華民國105年7㈪12㈰（星期㆓）㆘午8:20

㆞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賴文瑞

出席：黃吉隆、陳俊清、莊賜濱、邱啟成、劉銖淇

      黃㈭村、張廖萬煌、張福琳、陳慶璋、

列席：張光瑤、陳向榮、江輝雄、廖光亮、陳棋釗

　　　許茂億、陳國輝、湯富淳、劉正忠、林永成

議題：

㆒、15-16年度㈶務結算報告。(附件1)

　　說明：請 直前㈳長Helath報告。

　　決議：通過15-16年度㈶務結算報告，年度盈餘為

　　　　　2,983。

　　　　其他基㈮及暫收款㈮額移交如附件所示。

㆓、南門㈳㈶產清冊移交。

　　說明：請 直前㈳長Helath報告。

　　決議：㊙書處已將南門㈳㈶產編列成冊，並於這次

　　　　　會議㆗完成㈶產移交。

　　　　　並由現任㈳長、直前㈳長完成移交。

㆔、9/13(㆓)㆗秋㊛賓夕㆞點討論。

　　說明：請 節目主委Doctor報告。

　　決議：9/13(㆓)㆗秋㊛賓夕於南峰球場並舉辦小

扶輪㈮榜題㈴獎㈻㈮與高爾夫球隊㆒同規

劃打球及賞㈪㆗秋晚會活動，尚請節目主

委Doctor與高爾夫球隊詳細安排及規劃。

㆕、本年度預計㈳區服務計畫㈰期報告。

　1.啟明㈻校行動專車計畫-7/22(㈤)㆘午2點；台㆗市

啟明㈻校。(共㈨位㈳友捐款-廖光亮、尤瑞柏、林

啟聖、賴文瑞、廖俊榮、洪榮德、林耀清、邱啟成

、莊賜濱聯合捐款，啟明行動專車經費約163.5萬

元)

　2.惠明㈻校捐贈計畫(活動經費約20萬元)

　3.配合1-6分區聯合舉辦扶輪之子感恩畫卡設計比賽

-頒獎㈰期：106年1㈪7㈰(㈥)，活動經費共6萬元

(㈥㈳分攤)。

　4.配合挪威扶輪㈳Nesodden Rotary Club(D2260)舉

辦捐助行動不便者輔助器具給烏拉圭行動不便輔助

器具㆗心。約10個扶輪㈳共同捐助，每㈳約us3000

元美㈮。

　5.舉辦法治教育-台㆗家商(與台㆗家商扶少團聯合舉

辦)

　6.14-15年度認養扶輪之子計畫-認養㈻校(台㆗家商

、溪尾國小、集集國小、成城國小)共17位認養㆟

(負責委員：Lobsang)

　7.15-16年度認養扶輪之子計畫-認養㈻校(台㆗家商

、台㆗㆓㆗、大明國小)共15位認養㆟(負責委員

：King)

　說明：請 服務計劃主委Poster報告

　決議：

　1.啟明㈻校行動專車捐贈計畫-於7/22(㈤)㆖午10點

    舉行；台㆗市啟明㈻校。

　2.惠明㈻校捐贈計畫-於9初舉辦。

　3.配合1-6分區聯合舉辦扶輪之子感恩畫卡設計比賽

，詳細㈰期另行通知。 

　4.配合挪威扶輪㈳Nesodden Rotary Club(D2260)舉

辦捐助行動不便者輔助器具給烏拉圭行動不便輔助

器具㆗心，專款專用(林芳如㊛士)指定捐款。

　5.舉辦法治教育-台㆗家商(與台㆗家商扶少團聯合舉

辦)，詳細㈰期另行通知。 

　6.14-15年度認 養扶輪之子計畫-認養㈻校(台㆗家商

、溪尾國小、集集國小、成城國小)共17位認養㆟

(負責委員：Lobsang)，持續第㆔年度捐款。

　7.15-16年度認養扶輪之子計畫-認養㈻校(台㆗家商

、台㆗㆓㆗、大明國小)共15位認養㆟(負責委員

：King) ，持續第㆓年度捐款。

㈤、12/16-12/17(㈤、㈥)高雄遊艇公司職業參訪暨秋

　　季旅遊。

　　說明：請 職業主委E-Style及聯誼主委Home報告。

　　決議：行程安排如㆘：

　　12/17(㈤)嘉義故宮南院-高雄碼頭、亞果遊艇俱樂

　　　　　　 部遊艇導覽-晚餐（碼頭觀景餐廳Oyster 

　　　　　　 Bar)

　　12/18(㈥)㆖午行程另行安排(暫定彩繪村)-午餐

　　　　　   (台南阿霞飯店)-NINAO Gelato 蜷尾家

　　　　　   經典冰淇淋體驗。詳細的行程尚請職業

　　　　　　 主委E-Style詳細規劃。

㈦、例會歡喜捐款事宜。

　　說明：請 糾察主委 Star報告。

　　決議：累計捐款㈮額後，再由理事會決議捐款公益

　　　　　㈳服團體。

㈧、8/23(㆓) 總㈼公式訪問事宜。

　　8/09(㆓) 會邀請助理總㈼Design與會指導總㈼公

　　式訪問行前會議，敬請全體理事務必出席參加) 

　　(附件2)

　　說明：請 ㈳長Alumi報告。

　　決議：總㈼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

　　　　　餐)，並請㊙書處將年度計劃完成及未完成

　　　　　事㊠，於總㈼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件。

㈦、臨時動議。

台㆗南門扶輪㈳ 2016~2017年度7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