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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拇趾外翻在 1870 年首次被清楚描述著，但病因一直都不清楚；此疾病最明顯的徵候是拇趾

向外 (第二趾) 偏轉。Hardy & Clapham 發現大多數此類病人之外翻角都>15°，故大於此角度可

視為不正常；這成為判斷拇趾外翻之基準。很多人的腳趾緊貼在一起，在持久的跑步與登山時

易因摩擦而起水泡，只要穿著前頭較寬敞的鞋子與五趾襪就基本解決了，在我處理完此問題後，

卻意外地發現拇趾外翻之醫學公案。Dandy & Edwards 之“骨科與創傷學”教科書中記載著 “拇

趾外翻的原因未知，很多人談論是尖頭與高跟鞋子的禍害純屬謬論；此情況較常於家族中發生，

赤腳的原始部落也曾看見，並無證據顯示穿鞋子會對拇趾外翻的發展，造成任何好或壞的影響，

但如已存在拇趾外翻，不適合的鞋子可能會使問題惡化。拇趾外翻侵襲兩類病人，第一類包括

青少年和青年，常是家族性的…。” 這代表了此疾病之廣泛共識。Piqué-Vidal 等人針對 350 個

拇趾外翻原發者之研究，發現 90%具有家族史。Shulman 在 1940 年代之調查發現昆明與加爾各

答之 5128 個赤腳者，並無拇趾外翻病例。Klein 等人對超過 800 個幼稚園兒童之研究顯示穿著

不夠長鞋子者其拇趾外翻角≥4°者明顯增加。顯然這是容易誤導的病症，難以釐清其病因。 

 

貳、相關的基本觀念與方法 

一、引用小孩腳成長數據 

Snyder 等人進行 4127 個未成年人身體尺寸之測量；腳長度之平均值如表一，男孩約在 18

歲停止成長，女孩為 15 歲；而在 9歲以下每年皆約可成長 0.9cm左右，但 1歲以下之嬰兒則每

季皆可成長約 0.9cm；此外男孩在 13 歲以後腳長度還可再成長 2.5cm (10.2%)，而女孩在 10 歲

以後則約為 2.3cm (10.7%)。 

 

表一 Snyder 等人測得之腳長數據 (cm) 

嬰兒年齡(月) 0-2 3-5 6-8 9-11 12-15 16-1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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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腳長 8.2 9.1 10.0 10.9 11.7 11.9 12.5  

小孩年齡(年) 2.7 4 5 6 7 8 9 10 

男腳長 15.0 16.1 17.1 18.1 19.1 20.0 21.0 21.8 

女腳長 14.5 16.1 16.9 17.8 18.8 19.6 20.7 21.5 

平均值 14.7 16.1 17.0 17.9 18.9 19.8 20.8 21.6 

小孩年齡(年)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男腳長 22.5 23.4 24.4 25.4 25.8 26.5 26.6 26.9 

女腳長 22.3 23.0 23.4 23.6 23.8 23.8 23.6 23.7 

平均值 22.4 23.2 23.9 24.6 24.8 25.1 25.0 25.5 

 

二、彈性與黏彈性觀念 

虎克定律是力學的基本定律，固體材料在彈性範圍內，其應力與應變 (單位變形量) 成線性

關係。現代的襪子幾乎都含有彈性纖維，故適用於本定律。“應力鬆弛” (stress relaxation) 為物體

內部承受之應力持續降低，同時物體也持續變形之現象；而長期受力亦使 “潛變” (creep) 持續

累積。換句話說，應力鬆弛與潛變乃為物體在長期受力下，逐漸順從而不再抵抗之現象。 

生物組織之骨骼、軟骨、肌腱、關節囊與韌帶均為黏彈性材料，在受力或力量卸除時，其

變形與恢復是逐漸進行的；在長期負載下，其部分變形將成為永久變形。 

韌帶拉長 8%即達到屈伏，這在穿著較緊之鞋子跑步時就可能達到；韌帶在持續一段時間的

體外實驗時，應力鬆弛與潛變在 6-8 小時內最顯著，並緩慢地維持數個月。在復原時間不足的

情況下，韌帶存在殘餘的伸長量，表現也失常。相對於肌肉組織能主動收縮以施力，關節囊與

韌帶僅能被動的伸長。 

運動時腳會發熱且組織變得柔軟，韌帶與肌腱會發生應力鬆弛與潛變現象，血液與組織內

液增多也使腳膨脹；宋雅偉等人認為一般腳長度會增加 0.8-1.2cm，拇趾外翻角可增加 11.5°。亦

有研究證實走路 10 分鐘後腳體積增加 2%，跑步 10 分鐘後則增加 3%。 

材料的彈性模數 (elastic modulus) 乃衡量其抵抗彈性變形的指標；皮質骨、關節軟骨與生

長板的彈性模數分別大約是 10-15 GPa、3-100 MPa 與 0.2-2.0 MPa。因此在肢體受力時，骨骼

之變形相對於後二者幾可忽略，此在小孩肢體的受力變形分析上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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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塑性觀念 

當人承受嚴重的循環或衝擊式荷重時，塑性變形即形成，並損害組織之內部結構；皮質骨

的試驗顯示在其彈性區已有些微塑性變形。骨骼與肌肉內部產生微裂紋是一種能量釋放與應力

重分配的現象，旨在降低不勝負荷之應力，使整體應力分布較均勻並在可承受範圍內，此現象

宛如關節軟骨之緩衝效果。小裂紋之存在有利於造骨與破骨細胞之重塑作用 (remodeling)，使身

體能承受更大荷重。健康骨骼包含相當數量之微裂紋，其數量由年輕時之 0 至老年時 5 個/mm2，

且女性比同年齡男性多。骨骼之小裂紋處將存在殘餘應變，並更具彈性與順應性，基本上其應

變是不能恢復的。 

 

參、結果 

一、鞋襪拘束力與動態時之生物力學觀點 

拇趾基部附近有伸拇與屈拇短肌、內收與外展拇肌等四股肌肉連接著腳部，另外第一蹠趾

關節之副韌帶與關節囊則直接連結拇趾至第一蹠骨頭部。只要拇趾偏移了，就造成相關組織之

移動或變形，也同時觸發其反作用力。拘束力施於拇趾時，拇趾即沿著蹠骨頭部向外滑動與旋

轉，關節囊內側部分、內側副韌帶與外展拇肌將承受張力，並傳遞至相連的骨骼上，骨骼之內

側部分即承受張力，這些組織將被拉長；由於關節囊與韌帶抵抗壓力之能力很薄弱，壓力主要

作用在關節軟骨與骨骼之外側部分，軟骨將變薄，骨骼則縮短。 

運動時，原來體內小裂紋處之變形量與應力釋放程度均最大，其他地方也隨之變動，原來

承受較小應力處之應變與應力將增大。外力消失後，造骨與破骨細胞之重塑作用依既有的形態

修復骨骼之裂紋並恢復其韌性，此功能當不致使骨骼恢復原狀；在外力持續作用下，此功能對

骨骼之形態變化扮演重要角色。由於腳需承載與搬運人體，因此隨著歲月的推移，潛變與塑性

變形逐漸累積以順應內外的力量，這是骨骼肌肉系統之特質。 

在走路時拇趾承受地面反力可達體重之 15-36%，對於拇趾外翻患者來說，這是一個相對於

第一蹠趾關節的偏心載重，使拇趾所有組織更偏離常態。 

拇趾內部組織非常複雜，這是靜不定結構，無法量化其受力變形關係，故採用定性法來探

討主要受影響部分之反應，如圖一 (省略分析過程)。 

二、尖頭與太短的鞋襪長期干擾小孩腳之軟骨內成骨與關節發育 



新鞋子比小孩的腳大，小孩逐漸成長，鞋襪的拘束力也逐漸變大。襪子前端的彈性纖維扮

演重要角色；只要是襪子緊貼著腳趾或彈性纖維伸長了，就是在對腳趾施力，腳趾就會偏轉，

拇趾受到的影響最大；偏轉量與彈性纖維伸長量成正比，與襪子原來的大小成反比；緊貼著腳

的彈性纖維力量不大，卻是持續的；成人拇趾的無機質較多、截面積較大，對彈性纖維較具抗

性，影響較小；但太小的襪子，對每一個人都有顯著的影響。 

如表一，剛出生嬰兒的腳成長最快、造骨活動最旺盛，故腳柔軟而易被塑形；其鞋襪短期

就變得太小。幼兒腳前端是發散與開放的，而大多數鞋襪的趾端都是收斂並封閉的，其拘束腳

趾的效果很顯著。 

人自胎兒早期即開始軟骨內成骨之程序，即先產生軟骨基質；隨發育之進行，再規律地將

成長中的基質轉化為骨。相對於其他年齡層，嬰兒的軟骨與骨之比值是最大的；其拇趾之軟骨

基質中間區很寬，此中間區逐漸分化出完整的關節；蹠骨與趾骨骨骺 (epiphysis) 的成骨中心大

約在第三年後才出現在中間區，骨骺與骨幹約需 10 年或更久才能融合完成。 

骨骺與骨幹間隔著生長板 (growth plate)，其在骨骺端，不斷形成軟骨，而在骨幹端，軟骨

則不斷轉化為骨，因此骨幹得以增長。在此過程，尖頭的鞋襪使拇趾外翻，而第一蹠骨變成內

翻；第一蹠骨頭部與拇趾之內側將承受張力，而外側則承受壓力；但是在第一蹠骨基部內側卻

承受壓力，而外側則承受張力。 

關節軟骨之孔隙率約為 60-85%。由於中間區與生長板的軟骨快速成長，其彈性模數遠比正

常關節軟骨小，孔隙率更大，因此更有彈性，且皮質骨之彈性模數是生長板的 5000 倍以上，故

變形主要發生在中間區與生長板。 

剛開始太小或尖頭的鞋襪暫時塑造腳的外形，然後黏彈性材料特有之應力鬆弛與潛變持續

作用，以釋放腳對鞋襪之抵抗，亦即太小鞋襪像是有些許彈性的鑄模緩慢重塑腳的形態。在拇

趾關節之中間區與生長板，內側將變得較長，孔隙也變得較大，因此容許更多養分進入，並加

快軟骨增殖與軟骨轉化為骨；而外側則變得較短，孔隙也變得較小，因此養分進入減少，軟骨

增殖與轉化為骨作用也變弱。關節附近骨幹與骨骺內側部分也長得較快 (厚)，而外側部分則較

慢 (薄)；亦即拇趾與第一蹠骨頭部內側成長速度較外側快，這是小孩拇趾外翻之主因，如圖二。 

在寒冷季節仰躺著睡眠時，厚重的棉被壓在腳趾上後，會產生使拇趾向外側偏轉的力量，

因而造成小孩輕微的拇趾外翻，此干擾了拇趾骨骼之正常發育。 



三、尖頭的鞋襪使拇趾外翻持續惡化 

鞋襪之拘束力作用於拇趾時，其周邊組織將起而抵抗。現代人白天需承受此外力，寒冷季

節連睡眠都穿著傳統的襪子。長期受力下，應力鬆弛與潛變使第一蹠趾關節內側關節囊與副韌

帶無法縮回至原來長度。晚上脫掉鞋襪並休息一夜後，自癒功能無法完全恢復內側副韌帶之彈

性，故一直處在虛弱狀態，因此，將留下殘餘伸長量，拇趾未恢復至正常位置。至於外側軟骨

與關節囊一直承受微弱的壓力，也不足以將拇趾推回原位置；故拇趾之外翻每天都輕微惡化。 

正常韌帶乾重之 70-80%為 I 型膠原，劇烈與長期受力將使膠原之合成加快。想必新合成的

膠原纖維尚未承受張力，也未伸長；在代謝過程中，長期承受張力與過度伸長之老舊與受傷膠

原纖維被吸收後，其張力 (職責) 將轉移給剩下的與新合成的膠原纖維，因而後二者即變長了，

尤以在運動時；在此過程持續進行下，內側副韌帶及內側關節囊亦逐漸變長。 

平常穿著尖頭的鞋襪，拇趾外翻是慢性的。當腳著地時，地面的衝擊力作用在前腳掌，使

腳的拱形結構稍變平，腳因而變長；前腳掌也些微變寬了；如圖一在離地階段，外翻的拇趾是

傾斜著用力，不但使拇趾外翻惡化，也推擠第一蹠骨頭部向內。若鞋子很緊，此過程會使鞋子

前段變寬，其反作用力亦回饋予腳前段，尤以第一蹠趾關節內側。為了防撞，一般鞋子前端都

會製作得很結實，側邊則較鬆軟；當穿著尖頭的鞋子，前腳掌往下踩時，尤以在下坡路段或穿

著高跟鞋時，腳趾前端頂住了；運動時腳會膨脹，亦使腳趾擁擠在鞋尖。這些狀況產生很大的

非對稱應力，亦即大的張應力與壓應力波動分別發生在第一蹠趾關節的內側與外側，也使關節

惡化。此類患者在劇烈運動時，巨大的張應力可能傷害到內側副韌帶的膠原纖維，而使第一蹠

趾關節內側紅腫與疼痛，這就是拇囊炎。 

腳後段相對於前中段較為結實，而腳前段之蹠趾關節為髁狀關節，因此伸展性與機動性甚

佳。在穿著較小鞋襪時，腳前中段容易變形，也使血液循環變差；並可推知在鞋襪的拘束力下，

由腳跟向前變窄的程度逐漸加大；長期下來，拘束力造成之變形累積在組織內，此過程若自幼年

開始，成年時腳即變成細長形；由於蹠趾關節處的活動度很大，腳前端將變成尖頭形。D’Août 等

人之研究亦證實西方穿鞋族群的腳明顯比主要為赤腳者的印度人的腳相對較短，且更纖細。 

四、拇趾外翻無法自然復原並有惡化傾向 

此疾病發生後，其長短肌腱就偏向外側，偏移量即為力臂，肌肉之基本張力組成一個彎曲

拇趾的力矩；而主要抵抗此力矩者為內側副韌帶，如圖一，但韌帶天生不具備此功能，這是一



個不相配的對決；由於肌肉之基本張力為主動的力量，因此拇趾被迫在外翻狀態，而無法自然

復原。患者只要穿著太小鞋襪或運動時，此疾病即會惡化。 

五、台灣原住民的例子 

百年前人類學者森丑之助、鳥居龍藏與伊能嘉矩所拍攝台灣原住民之圖像，在 422 隻可辨

識的腳中，並無拇趾外翻的案例，大部分拇趾都是直的，亦即無外翻角 (圖三、四)。在 1960 年

代以前，還有很多原住民是沒鞋子穿的，但現代的原住民都穿著鞋襪，其拇趾已有不同程度的

外翻現象，與一般穿鞋族群無異。 

 

 

圖一、左腳拇趾承受鞋襪拘束力與與動態分析 

(1) 鞋襪施於拇趾之拘束力其向上與向下分力互相抵銷，且不影響拇趾之水平移動，故可以忽略

而簡化為平面問題，只需分析鞋襪作用於拇趾水平方向之拘束力與第二趾之支撐力 R，以及第

一蹠趾關節附近骨骼、關節囊內側部分、內側副韌帶與外展拇肌之抵抗力即可。(2) 為拇趾在離

地前之外側觀 (上) 與腳背觀 (下)。在直線前進時，腳主要在矢狀面上承受地面反力 F；地面將

人往前推，故 F指向前上方，可分解成作用在拇趾上互相垂直之分力 Fa與 Fb，對拇趾為三維

問題。(3) 長期之拘束力將使得內側關節囊與副韌帶鬆弛、肌腱外偏、關節變形與半脫位。 



 

圖二、現代的鞋襪造成小孩第一蹠骨與拇趾之不正常成長 

骨骼型態與位置參考歐洲放射線協會發表的圖檔。圖中 4 歲與 6 歲的小孩應該是穿著太小的鞋

襪，因此其發展中的第一蹠趾關節外側開口應該比內側者小，但是接受 X 光照射前，需脫掉鞋

襪，拇趾即反彈回較小的外翻角，外側開口即變得比內側者大；長期承受壓力的部分顯示了壓

力的印記，這與物體被榔頭搥過的型態類似。 

 

 

圖三、泰雅族木瓜群，森丑之助攝於 1904 年 8 月，取自台灣蕃族圖譜，圖版 I-28 

 



 

 

圖四、運水的阿美族婦女，森丑之助攝於 1914 年 10 月，取自台灣蕃族圖譜，圖版 II-61 

 

肆、解決方案 

◎市售之鞋子主要設計為固定在腳之前半段，因此腳趾一直承受拘束力並變形。鞋子應設計為

固定在腳後半段，同時應將鞋子前半部製作得較寬大，以免形成拇趾外翻。 

◎學齡前小孩成長的太快，應禁止穿鞋襪。 

◎學齡小孩若需穿著鞋襪時，夾腳拖鞋是上選，穿著前端寬敞鞋子與五趾襪也是好方法。 

◎父母應保持其子女的鞋襪足夠大。 

◎年輕小孩在寒冷氣溫下睡眠時，其覆蓋之棉被應為輕質的，此時應穿著五趾襪，可使拇趾較正

常的成長。 

◎穿著夾腳拖鞋或五趾襪完全不會造成拇趾外翻。 

◎合腳的鞋子在動態時就變得太小，故應改穿五趾襪與超寬楦頭或較大的鞋子。 

◎穿上增厚的五趾襪，強迫趾縫變寬，並穿較大的鞋子，可防止病情惡化。 

◎對於小於 13 歲的男孩與小於 10 歲的女孩，拇趾已輕微外翻者，應可藉由擴大第一個趾縫而

讓其復原。 



 

 

伍、討論 

在歐洲拇趾外翻是常見的腳部畸形，人們在寒冷季節得穿著鞋襪才能存活下來。在 1960 年

以前，日本人普遍穿著傳統的人字木屐與二趾襪，少有此病例，但皮製鞋子大量製造並進入市

場後 此疾病即逐漸盛行。已有不少研究討論拇趾外翻與遺傳之關聯性，其研究對象大多數是已

歷經好幾代穿鞋的族群；這些調查的基本假設是“鞋襪對拇趾外翻無影響”，但此疾病幾乎只

存在於穿鞋族群，顯然因果之間存在了矛盾，醫學界對此無法解釋，故不存在解決方案。 

法國古病理學研究發現 30 歲以上過世者才存在拇趾外翻，盛行率明顯隨年齡而增加。而一

項系統回顧發現未成年人盛行率為 7.8%，18-65 歲者為 23%，而老人為 35.7%。此與穿鞋人口增

加與更精緻結實的鞋子出現符合。雖然此疾病被視為主要是遺傳所致，但並未發現相關基因；如

致病基因的確存在，此疾病也不可能藉異族聯姻而快速傳播世界各地，並蔓延到未成年人。 

常態上，大多數人都是正常的，若將外翻角>5°即視為不正常，則大多數經常穿鞋者都包括

在內；此疾病在外翻角≤15°時症狀很少，故被視為正常；但是一般慢性疾病在早期階段，其不適

症狀本就很少，難道拇趾外翻是個例外？15°這分界線模糊了人們的視野。 

以前中國小女孩未及 4-5 歲即被迫纏腳。以長棉布條將腳前中段緊緊纏住，將使其血液減少

而發育不良，並使腳成長過程順從棉布之力量。在 2009 年 Klein 等人在奧地利對 3-6.5 歲幼稚園

兒童之調查發現：808 個兒童中有 88.8%所穿的室內鞋不夠長，而 812 個兒童有 69.4%所穿的室

外鞋都太短；僅有 23.9%的拇趾是直的；其他則具有不同之外翻角，這包括 14.2%外翻角≥10°者；

鞋子越短，則外翻角越大。此論文幾乎已確定此疾病不是遺傳，但卻掩沒在眾多文獻中，醫學界

則視若無睹。 

斷掉的肢體在癒合過程中，起先斷裂處之血腫成為基板以長出軟骨，接著進行軟骨內成骨

之程序以恢復骨骼強度。外科醫生必須將斷端固定以確保癒合過程骨骼是直的，此與小孩之生

長板軟骨內成骨之運作原理相似。嬰幼兒腳都是扇形的；成長過程中若穿著太小的鞋襪，腳承受

之拘束力是一直存在的，軟骨內成骨過程必然是在拇趾外翻持續惡化的形態下進行。 

各主要國家均根據實測之國民腳型態制定其鞋楦與製鞋標準，然而近代實測之腳型態其長

寬卻較以前者小，例如 2004 年中國之測量數據即比 1968 年者小。顯然是鞋襪束縛之後果，人

們生活水平提高後，穿鞋族群與精緻的鞋襪均增加。故依據現有的標準來設計鞋襪只會損傷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2%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2%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C2%B0


 

腳。自嬰兒起，鞋襪首先塑造腳趾形狀，鞋楦與鞋子則根據已變形的腳來設計製作，再次傷害

腳趾，此惡性循環持續至成人時。腳逐漸順從鞋襪而無任何不適，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遠超

過人們的感知，故難以認知一般鞋襪是拇趾外翻之元兇。 

連接至拇趾之肌腱非常有力，尤以屈拇長肌，將拇趾牢牢固定在第一蹠骨上，像是延長的

槓桿。因而走路時，拇趾能承受遠大於第一蹠骨頭部的地面反力。但對於嚴重的患者，這槓桿

只得到負面效果。由於腳趾活動度最大，故具微調腳板施力之功能，腳趾如能張開而成為扇形，

腳將有較佳的穩定度與更強的推力。英國之考古調查證實拇趾外翻者明顯易於因跌倒而骨折，

人類不應演化出這樣無競爭力的腳。 

從較晚近原始赤腳民族的調查都無拇趾外翻的病例來看，縱或極少數人生來就有拇趾外翻

的畸形或遺傳，但絕大多數人的拇趾是生來就是直的；其他肢體也無類似的盛行疾病。 

拇趾外翻手術佔足踝外科醫師相當大比率的收入；製作尖頭與高跟鞋是很重要的產業，他

們是有能力來左右輿論，也居然有學術論文宣稱尖頭與高跟鞋對拇趾外翻沒影響。如果不了解

成語“削足適履”，也應知道以前中國女人纏足的歷史，是不是同一模式，而規模不同？ 

照相術約在 1830 年代發明，遠晚於鞋襪的應用，並不存在較早進入文明國家在未穿鞋年代

祖先腳的真實影像。百年前此疾病初記載於文獻時，生理學與力學理論還在其拓荒時期；近 30

年來解決其病因的理論與技術已完備，遺憾的是必須具備良好的力學與生理學這兩個領域的知

識配合才能解，也一直沒有學者知道如何解決。這一醫學公案若不能解決，就不存在正確穿著鞋

襪與製作鞋襪的知識。 

拇趾外翻歷年來幾乎被醫學界認定為是遺傳所致，代代相傳，由於他們直接面對病患並掌

握媒體，使遺傳之觀念幾已變成全民共識；始作俑者已作古，後繼者無法為錯誤診斷負責，這

是百年來的共業；要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醫學專家承認是錯誤診斷實在太殘酷，只有等待老

一輩凋零，較沒包袱的年輕一代興起後，才有可能承認錯誤；目前讀者應該進行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