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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長庚骨科同門的好朋友，大家好!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大家庭，三十幾年來孕育了近百位骨

科專科醫師，在各個領域均有非常傑出的表現。目前有些人

離開長庚體系的醫院在各級醫院擔任重要職務，也有許多同

門前輩創業有成。仍留在長庚醫院的醫師，則分別在基隆、

林口、桃園、嘉義或高雄甚至廈門工作。為了提供一個聯繫

感情、訊息溝通及心得交換的平台，林口長庚骨科部籌劃創立”長庚骨科通訊”，未來將以季刊的

形式發行。並聘請許文蔚院長、施俊雄院長、王清貞院長及翁文能副院長擔任榮譽顧問。

季刊每期將介紹歷任長庚骨科同門，除了讓同門學友能了解彼此的近況，也能讓後進學弟妹及

同仁們認識前輩的風采，不致於發生「有眼不視泰山」的窘況。為使通訊內容能引人入勝，編輯室

規劃在介紹歷屆同門學長時以經典論文之方式，將早期發表之論文摘要刊登，而學術論壇則以同門

學友近期發表之學術論文以摘要分享給讀者，骨科新知，則以學術或使用者經驗之方式，以開放的

角度介紹目前骨科新的用藥或醫療器材，現今醫療環境改變，實證醫學已成為臨床工作的重要參

考，每期通訊也將由骨科部各次專科的研究員整理文獻回顧，以幫助同門學友更容易將最新的醫療

實證應用在臨床實務工作上。當然，通訊的目的主要在聯絡情誼，所以每期均會有最新訊息通知及

會員異動的報導。如果同門學友們想藉這份通訊抒發想法，分享經驗，或發表文章，則更加感恩與

歡迎。

相信”長庚骨科通訊”在編輯團隊的精心策劃，及大家的全力支持之下，必能順利發行、成長

茁壯，成為長庚骨科同門會員間一個最好的溝通管道，也使長庚骨科精神能傳承下去，讓大家以曾

經身在長庚骨科為榮。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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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3日寧靜的夜晚，溫馨美妙的旋律，在我們心中溫柔輕唱，澄澈透明，

塵埃落盡，在心靈深處激起美麗的漣漪。.

李宗料醫 師
追思音樂

   會

(▲ 1) 玻璃娃娃病友合唱團演唱"感恩的心"、"發光的心"   

(▲ 3、4) 王馨世醫師鋼琴伴奏，賴瓊慧醫師、趙安琪醫師演唱"The Rose"

(▲ 1) 吳冠群醫師等合唱"九條好漢在一班"，士氣高昂。  

(▲ 2) 施俊雄院長帶領主唱"千風之歌"，獻給翱翔在寬廣天空裡的阿料醫師

(▲ 3) 陳文哲部長帶領骨科部全體合唱"思慕的人"，透過歌聲，傳達思念。

認識李醫師，成就我們心中的美好！

讓有幸身為同事的我們，將心中的思念，透過歌聲，與大家分享。

(▲ 2) 陳昱瑞主委演唱"海海人生"          (▲ 4) 弦樂四重奏："獻給上帝之感恩聖歌"

(▲ 5) 孫婉玲女士大提琴主奏、許寧芝女士鋼琴伴奏"巴哈 聖母頌"

—
封
—
面
—
故
—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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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骨科宗師
刀法綿密、內力深厚

現職��

雲嘉長庚醫院院長

經歷��

1993-1999 林口長庚總院骨科系二科主任

1999-2000 林口長庚總院骨科系主任

2001-嘉義長庚醫院副院長

2001-嘉義長庚醫院醫教會主席

2009-嘉義長庚醫院院長

中華民國運動醫學會第五屆理事長

亞太運動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關節鏡醫學會理事長

西太平洋骨科醫學會會長

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醫藥委員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強化委員

醫學訓練��

台大醫院骨科

美國芝加哥羅緒醫學中心骨科研究員

美國梅約醫學中心骨科研究員

專長��

人工膝關節置換及再置換術、人工髖關節及肩關節膝關節疾病、運動傷害、

運動醫學下背痛、脊椎退化等有關骨科相關疾病

學術��

長庚大學專任教授

自1977年至2007年共發表國內外學術論文超過150篇，研討會論文超過100篇

許文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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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骨科宗師
大刀闊斧、氣定神閒

—
人
—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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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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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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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台北中山醫院院長

經歷��

長庚醫院林口醫學中心骨科系主任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小兒骨科醫學會理事長

西太平洋髖關節學會會長

 

醫學訓練��

台大醫院骨科住院醫師、總住院醫師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附屬醫院小兒科骨科研究員

 

專長��

人工關節手術、小兒骨科、髖部疾病、骨外傷

學術��

長庚大學醫學院骨科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兼任骨科教授

成功大學醫學院兼任骨科教授

從1980年至2009年，發表期刊論文國外共155篇，國內期刊論文共151篇。

施俊雄



6

—
經
—
典
—
論
—
文
—

Maquet Dome 高位脛骨截骨術效果研究

—利用膝關節鏡輔助分析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  許文蔚院長

本篇原文刊載於 ※ 

Clin Orthop 1989; 243:280-285

背景��

高位脛骨截骨術是治療小於65歲病人， 

有內側單一關節面退化的首選。本篇研究的

目的在探討內側單一關節面退化的病人，在

接受Maquet dome高位脛骨截骨術後的結果以

及關節鏡在檢查這類病人的關節內變化跟膝

功能的角色。

方法��
在1979到1986年間，總共有205個內側

單一關節面退化或壞死的病人接受Maquet 

dome 高位脛骨截骨術，其中108位(118個膝

蓋)有接受後續檢查，其中有31位男性，77
位女性，年齡從15-69歲(平均55.7歲)。平均

追蹤27個月(12-84月)，其中110個膝關節是

退化，6個是壞死，2個是外傷後退化。追蹤

時做臨床與影像學檢查，退化是用Agliette
分類，術前跟術後利用HSS score來看膝功

能。在開刀與最後一次追蹤有做關節鏡檢

查，其中的退化是利用Fujisawa分類。在做

完Maquet dome 高位脛骨截骨術後是利用 

Charnley's external compression fixator 做固

定。

結果��
在術前的mechanical axis角度是膝內彎

變形平均9.6度，術後最後追蹤為平均膝外

彎4.7度。根據Insall提出的準則，膝關節

的功能分數從術前的63.3分術後進步到平

均88.8分。118個膝關節，追蹤平均27個月

中，84.8%的病人有優良或好的結果。對於

mechanical axis的矯正與膝蓋的功能評分有

顯著的相關。另外，術前用冠狀面來看，膝

關節角度變形越多的病人，他的膝關節功能

評分就會比較差。其中有39(33.1%)個併發

症，包括13個病人膝關節又變回內彎變形， 

13位有釘孔感染，5位有腓神經麻痺，2位有 

extensor hallucis longus 無力。術前不管是用

關節鏡檢查使用 Fujisawa 所提出的準則來分

類膝關節內的情形，或用數數的方法(point-

counting method)來看，都無法正確的預測膝

關節的功能。但是術後利用關節鏡檢查結果

來做分類還是可以一定程度的預測癒後。

結論��
Maquet  dome高位脛骨截骨術可以矯

正內側或外側或的退化，也可以同時矯正

patellofemoral 的問題。外固定可以在恢復

期固定同時矯正方位。膝關節變形矯正後，

滿意度會提高。術前膝關節鏡的退化分類與

最後膝關節功能無關。但術後膝關節鏡的

發現與膝功能有關，所以可以預測術後的膝

功能。Maquet dome高位脛骨截骨術可以矯

正內側關節面的退化或壞死。但是對 tibial 

tubercle 前置的好處仍需再評估。

許文蔚 醫師

現職：

雲嘉長庚醫院院長

專長：

人工膝關節置換及再置換術

人工髖關節及肩關節

膝關節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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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股骨頸骨折一直都是臨床上的難題，經

常合併骨折不癒合或是缺血性壞死的併發

症，這篇研究是長庚骨科早期發表在第一流

醫學期刊，且經常被引用的文獻。

方法��
從1978年7月到1986年12月共有76位男

性及45次女性，平均年齡36.8歲，骨折以72
例車禍受傷為最多，其次31例為跌倒，另18
例則為其他原因，依據Garden分類，StageⅠ

有16例，StageⅡ18例，StageⅢ48例，Stage 
Ⅳ39例，其中20例在受傷後12小時就接受手

術，60例在12到24小時內，31例在24到72小

時，10例在72小時之後接受手術，手術在牽

引床上以X光機輔助，若閉鎖式復位無法達

到良好之目標則加上Watson-Jones開放式復

位，並用Knowles pin來固定，術後病人使用

助行器並盡量鼓勵活動。

結果��
整體而言，90%的病人平均在6個月左右

骨折癒合，在34例StageⅠ及Ⅱ的病人100%
都癒合，在87例StageⅢ及Ⅳ的病人有12例

(14%)不癒合，究其原因其中5例為骨折後2
星期才接受手術，另2例則導因於復位及固

定不良。

發生缺血性壞死的比例為26.4%，其中2
例為Garden StageⅠ&Ⅱ，另30例則為Stage Ⅲ

＆Ⅳ的骨折，平均發生在手術後1到4.2年，

在30例StageⅢ＆Ⅳ的病例有一半的病人有

症狀，需要再次手術，其餘的病人則沒有

股骨頸骨折

—121例使用Knowles pinning的分析

中山醫院骨科  施俊雄院長

—
經
—
典
—
論
—
文
—

症狀，只需長期觀察追蹤。依年齡而分，

最低為18到20歲，發生率22%；最高為41
到50歲，發生率為30%。臨床追蹤在Garden 

StageⅠ＆Ⅱ的病例94%為良好的結果，在

Garden StageⅢ&Ⅳ則52%為良好的結果，

31%（27例）為不良的結果，其中12例為不

癒合而15例為缺血性壞死。

結論��
使用Knowles pin固定股骨頸骨折是一個

很好的治療方法，根據這個研究，股骨頸骨

折的預後在骨折發生時就大抵決定了。

本研究發現股骨頸缺血性壞死與骨折的型態

有關，而與發生的年齡無關。由於Knowles 

pin的技術不複雜，癒合機率高且併發症少，

因此對於此類病人，尤其是年青活動力高的

病人，即使骨折已移位，仍可以有效保留股

骨頸。

本篇原文刊載於※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91; 271:195-200

施俊雄 醫師

現職：

中山醫院院長

專長：

人工關節手術

小兒骨科

髖部疾病

骨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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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老化導致股骨轉子外側骨質疏鬆

惡化程度較股骨頸嚴重：

解釋轉子間骨折和股骨頸骨折好發年齡的差異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吳基銓主任

摘要��

轉
子間骨折的好發年紀被認為大於

股骨頸骨折患者，但對於其發生

的原因仍不清楚。我們假定老化造成這兩個

區域的骨質分布不一致，骨質密度在這兩個

區域的不同改變是骨折好發年紀不同的可能

原因。本篇研究的目的為探討因年齡增加而

造成近端股骨骨質強度減低的可能機制，本

研究的發現也許有助於發展預防骨質疏鬆性

髖部骨折的方法。

400位接受骨質密度檢查的女性患者被分

配至8組，每組50人，第1組16-20歲，其他以

10歲為一組，第8組為80-90歲。比較各組間

不同位置的骨質密度來瞭解年齡可能造成的

改變。

股骨轉子外側相對於股骨頸的骨質密度

比值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減少，反之，股骨

轉子內側相對於股骨頸的骨質密度比值隨著

本篇原文刊載於 ※ 

Injury 2009;40 (10): 1093-7

年齡增加而逐漸增加，兩種比較皆達統計顯

著差異(p < 0.001)。

隨著老化轉子外側的骨質密度下降的狀

況較股骨頸來的嚴重，可能是造成轉子間骨

折患者年紀較大的重要因素，這或許是因為

股骨轉子外側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受力所造

成，而能夠增加轉子外側骨質密度的方法，

理論上將有助於降低髖部骨折。

吳基銓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主任

專長：

骨科外傷、重建

膝部疾患

生物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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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95%信賴區間：55至95月）。在26個

ARCO第三A期的髖關節，18個髖關節都轉

換為人工髖關節置換，平均的存活時間為7
年1個月（95%信賴區間：61至108月）。所

有的ARCO第三B期的髖關節都失敗，平均

存活時間為2年11個月（95%信賴區間：11至

58月）。在成功的8個髖關節，HHS從手術

前的62分進步到80分，然而依據X光檢查發

現，這8例髖關節的股骨頭也都有更進一步

的塌陷變形，換句話說，所有的案例根據X

光檢查結果都失敗。

結論��

對於股骨頭壞死已經發生股骨頭塌陷的

病例，不建議使用血管腸骨移植手術。塌陷

在2毫米之內的病例，手術後平均只能延後

約7年就需要轉換為人工關節，而塌陷已經

超過2毫米的案例則平均不到3年就要轉換為

人工關節置換治療了。

以血管腸骨移植術治療已經塌陷的

股骨頭壞死之臨床經驗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李炫昇主任

背景��

血管腸骨移植術對於治療股骨頭壞死是

一種很成功的手術法，根據我們過去的經

驗，當股骨頭尚未發生塌陷之前接受血管腸

骨移植術，經過二至十二年的追蹤，成功率

可以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如果股骨頭

已經發生塌陷，是否仍然適合接受這個手

術？則尚未有文獻報告，這個研究的目的就

是針對這類病人的臨床追蹤報告。

方法��

蒐集從1994年到1999年，在林口長庚紀

念醫院，因為股骨頭壞死接受血管腸骨移

植術的病例，根據ARCO分級標準，納入第

三A期（塌陷小於2毫米）以及第三B期（塌

陷介於2至4毫米）共有33個關節（32個案

例），病人接受手術時的平均年齡為37歲，

其中26位病人有過度喝酒的病史，5位病人

為不明原因，1位病人是因為頑固性氣喘使

用類固醇而引起股骨頭壞死，臨床追蹤評估

使用Harris hip score，臨床追蹤失敗的定義為

「再次手術接受人工關節置換」，X光追蹤

失敗的定義為「進行性股骨頭塌陷、或次發

性髖關節炎」。

結果��

經過長期的追蹤，在所有33個髖關節，

只有8個（佔24%）髖關節仍未被轉換為人工

髖關節，所有的案例平均的存活時間為6年2

李炫昇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科主任

專長：

微創人工關節手術

複雜關節重建

人工關節再置換手術

本篇原文刊載於※ 

J Bone Joint Surg Am. 2009;91:2390-2394



10

—
學
—
術
—
論
—
壇
—

利用關節鏡輔助治療脛骨平台骨折

— 2～10年追蹤結果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詹益聖醫師

背景��

這篇研究是為了評估在利用關節鏡輔助

內固定脛骨平台骨折後，術後2-10年的追蹤

結果。

方法��

有54位病人接受關節鏡輔助內固定脛骨

平台骨折被納入這個研究。根據Schatzker分

類，其中Type I 有1位(2%)，Type II 有21位

(39%)，Type III 有4位(7%)，Type IV 有10
位(19%)，Type V 有8位(15%)，Type VI 有

10位(19%)。開刀時的平均年齡為48歲(22-68
歲)。平均追蹤87個月(28-128月)。臨床以及

影像學結果是用Rasmussen system來做評估。

結果��

術後平均Rasmussen臨床分數為28.4分

(19-30)，術後平均Rasmussen影向學分數為

16.1分(12-18)。96%的病人達到優良與良好

的結果。脛骨平台骨折的六種分類在術後的

Rasmussen評估分數上沒有顯著不同, 對滿

意度也沒有統計學上的不同。其中有10位

(19%)病人有次發性的膝關節炎。最後所有

54個病人骨頭都癒合，術前平均關節面下降

13.7mm (6-25mm)。術後最近一次追蹤關節

面下降平均為0.3mm (0-4mm)，沒有發生直

接與關節鏡檢查有關的併發症。 

結論��

利用關節鏡輔助內固定治療脛骨平台骨

折以及關節內軟組織受傷是安全的，值得信

賴的，且是有效的作法，他可以同時診斷跟

有效治療膝關節疾患。

本篇原文刊載於※ 

Arthroscopy: The Journal of Arthroscopic and 

Related Surgery, Vol 24, No 7 (July), 2008: pp 760-

768 2008: pp 760-768

詹益聖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運動醫學科醫師

專長：

運動傷害

肩膝髖關節鏡手術

關節重建手術

高壓氧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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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低劑量骨成形蛋白質-2
來促進骨髓幹細胞於後外側脊椎骨融合

之活體研究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傅再生醫師

本篇原文刊載於※ 

J Orthop Res. 2009; 27(3):380-4

摘要��

我
們測試應用低劑量骨成形蛋白

質-2(rhBMP-2)可促進骨髓幹細胞

於後外側脊椎骨融合成功率的假設。我們應

用兔子模型來從事活體實驗。總共有24隻紐

西蘭白兔，將其分成四組，每組六隻，接受

脊椎骨後位融合手術，各組分別植入自體移

植骨、生物可吸收性海藻膠-幹細胞複合載

子、及生物可吸收性海藻膠-幹細胞-骨成形

蛋白質-2複合載子、及無骨髓幹細胞之生物

可吸收性海藻膠四種不同物質。

之後，在兔子術後生存十六周時，將其

犧牲，並利用X光片及電腦斷層影像檢查、

徒手測試、生物力學測試、和組織切片檢查

等，來評估比較自體移植骨與其他骨形成替

代物質，對於促進脊椎骨後位融合之成效。

在各組6隻紐西蘭白兔的兩側12個脊椎

骨後位融合手術部位中，放射學影像檢查顯

示，骨融合成功狀況分別是 11、 8、 11 和 

0。在每個分組的六個融合段的徒手觸診測

試發現，分別為 6、 1、 5 和 0 有穩固之

脊椎骨後位骨融合。

在生物力學測試上顯示，自體移植骨

及生物可吸收性海藻膠-幹細胞-骨成形蛋

白質-2複合載子，均較生物可吸收性海藻

膠-幹細胞複合載子產生較強之骨融合度，

前三組之平均力矩強度分別為2278±135、

1943±140和2334±187牛頓米，而在自體移植

骨及生物可吸收性海藻膠-幹細胞-骨成形蛋

白質-2複合載子兩組比較並無顯著差別。

此實驗結果證實我們的假說，顯示

應用低劑量 (2 .5  microg)骨成形蛋白質 -2 
(rhBMP-2)，可促進骨髓幹細胞之骨生成能

力，從而增進骨髓幹細胞於後外側脊椎骨融

合術之成功率。

傅再生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脊椎科醫師

專長：

微創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內視鏡手術

電腦影像導引脊椎手術

感染與腫瘤之外科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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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止痛的新 武 器  
注射型COX-2選擇性抑制劑：

Parecoxib (得術泰 Dyna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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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手術帶來的疼痛對患者的影響

不可小覷，也是醫謢人員必須重視的課題

之ㄧ。對於疼痛的處置，在醫學日漸受到重

視，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免

於疼痛是一種基本人權』，國際疼痛醫學會

(IASP)也將疼痛列為心跳速率、血壓、呼吸

速率、體溫之外的「第五個生命徵象」。根

據研究報告，手術後會感受中度疼痛到極度

疼痛的病患比例，高達70%。對於手術後的

病人，醫事人員除了手術本身的成功與否，

也應關心病人的疼痛程度。

現有術後注射型的止痛藥物成分主要

分為兩大類: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物(Non-

steroid anti-inflammation drugs, NSAIDs)以及

鴉片類藥物(Opioids)。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

物的優點是具有周邊抗發炎的作用，對於運

動時產生的疼痛(Pain on movement)也有較好

的止痛效果，對於骨科手術的病人，可以增

加病患術後的活動度，但對中樞止痛效果較

弱。鴉片類藥物(Opioids)，對於中樞止痛則

有強效的結果，但缺點是對手術傷口周圍組

織無抗發炎的作用。

使用傳統的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物，常

發生腸胃道或抗凝血的副作用，這是因為花

生四烯酸(Arachidonic Acid)經過COX-1(第

一型環氧化酶)催化後氧化成前列腺素，有

保護腸胃道黏膜與增加血小板凝集作用；而

經過 COX-2(第二型環氧

化酶) 催化後，則有解

熱止痛抗發炎的效果；

傳統的非類固醇類抗發

炎藥物會同時抑制體內

的COX-1(第一型環氧化

酶)與COX-2(第二型環氧化酶)，因此除了

止痛效果外，即使是短期使用，仍可能發生

腸胃道或抗凝血的副作用，因此後來出現了

COX-2選擇性抑制劑（如celecoxib(希樂葆

celebrex)）以減少傳統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

物的副作用。

目前Parecoxib(得術泰Dynastat)是全世

界唯一注射型COX-2選擇性抑制劑，在院內

已經可以使用，衛生署核准適應症為「短期

(不宜超過四天)使用於外科手術後疼痛之緩

解」。臨床上統計，術後病患通常使用二至

大
部分民眾聽到要開刀， 不管是大手術還是小手術，一定會問的

問題就是:「會不會很痛?」

COX-2

Prostanoids

Protection of Gastric Mucosa 
Platelet Function

Prostanoids

COX-1

Renal Effects Pain, Inflammation, Fever

Gastropathy and 
Antithrombotic Effects

Effects on
Na+ Balanc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Effects

Selective COX-2 
inhibitors

Arachidonic Acid

The COX-2 Hypothesis (1992)

傳統 S NSAID與選擇性COX-2抑制劑的作用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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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止痛的新 武 器  
注射型COX-2選擇性抑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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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即可出院或轉用口服藥物控制。本藥物

的特點是作用時間快速，7-13分鐘即出現顯

而易見的止痛作用，並可持續約12小時。本

品可靜脈注射亦可肌肉注射，跟ketorolac比

較，肌肉注射疼痛感減少。

數項臨床試驗結果顯示Parecoxib(得術

泰Dynastat)引發腸胃道潰瘍機率與安慰劑

相當，用藥之後血小板凝集速率與健康成

年人無異；在血管栓塞事件方面，發生率

也與安慰劑相當，而且不會與midazolam、

propofol、fentanyl或alfentanil等常用的麻醉

藥物產生藥物交互作用。以止痛效果而言，

Parecoxib(得術泰Dynastat)40 mg IM的效果

與morphine 12 mg IM及 ketorolac 60 mg IM相

當。

Parecoxib需注意禁用於冠狀動脈繞道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CABG)術後

止痛；病患如有脫水現象應補充體液後再開

始用藥；由於本品藥物結構中有磺胺類成

分，因此對磺胺類藥物過敏的病患也不建議

使用，並與所有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物一樣

不可用於懷孕第三期婦女。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應以多重模式藥物治

療來控制疼痛，合併多種不同機轉的止痛藥

物，可以達到更好的止痛效果，也可以減少

個別藥物的劑量進而降低副作用，例如目前

廣泛使用於術後止痛的鴉片類藥物，雖有噁

心、嘔吐、呼吸抑制與尿液滯留等副作用，

但併用其他機轉的止痛藥物如注射型COX-2
選擇性抑制劑Parecoxib(得術泰Dynastat)，

已從臨床試驗中證明可以減少病患自控式止

痛裝置(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中鴉片

類藥物的使用劑量，PCA副作用減少，也可

縮短PCA的使用天數。

在一些無法耐受鴉片類藥物副作用， 

或是不需使用鴉片類藥物的小型手術病

人身上，由於注射型COX-2選擇性抑制劑

Parecoxib相對於傳統非類固醇類抗發炎藥

物，在腸胃道有較高安全性，也較不影響血

小板凝集功能，可提供醫師與病患一個新的

用藥選擇。

DYNASTAT(得術泰)
學名：• Parecoxib
劑量：• 40mg/vial
健保：• 自費，健保無給付

適應症：• 

短期(不宜超過四天)使用於外科手術後疼痛之緩解

投與途徑：• 

靜脈注射、肌肉注射或注入靜脈注射皆可

建議劑量：• 

起始劑量40mg，之後需要20~40mg/q6~12h，每日
最高不可超過80mg

Dynastat使用前必須先調配，調配完成的 X
Dynastat注射液不可冷藏或冷凍。

可用於調配Dynastat的溶劑如下： X
氯化鈉9mg/ml(0.9%)注射液

葡萄糖50g/l(5%)注射液

氯化鈉4.5mg/ml(0.45%)加葡萄糖50g/l(5%)注射液

(USP級林格氏乳酸鹽注射液或USP級含5%葡萄糖之

林格氏乳酸鹽注射液會造成Dynastat藥品沉澱，因

此不宜作為調配溶劑。注射用水非等張溶液，不適

宜調配Dyna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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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看來是硬的東西，其實卻有相當的

活性。骨頭的新陳代謝主要是為了修復當人

們在追趕跑跳踫時，所發生細微的裂縫及汰

換老舊的骨質；因此，過度抑制骨頭的新陳

代謝，有可能會造成一些較嚴重的副作用。

口服的雙磷酸鹽類，如alendronate，建議病

患服用後必需至少直立30分鐘以上，若是未

能遵循用藥指示就很容易會刺激食道造成食

道炎或是腸胃道的問題。另外，最近衛生署

也提出警語，若使用雙磷酸鹽，可能會造成

下顎骨壞死的情形。至於造成下顎骨壞死的

原因可能與過度抑制bone turnover 相關。

—
骨
—
科
—
新
—
知
— 骨質疏鬆症治療的新趨勢�

骨頭是一個活性的組織��

骨鬆治療藥物的作用機制��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994公佈成年人骨質疏鬆症的定義為『一種因骨量減少或

骨密度降低而使骨骼微細結構發生破壞的疾病，惡化的結果將導致骨骼脆弱，

並使骨折的危險性明顯增高』。依據衛生署委託中央研究院就50歲以上的人口進行統計，男

性約有22%罹患骨質疏鬆症而女性更高達40%以上，在全世界是骨鬆盛行率相當高的國家。

目前治療骨鬆的藥物，如Calcitonins、 

Bisphosphonate、Selective Estrogen Receptor 

Modulator (SERM) 只有抑制骨質被吸收的

作用，而Teriparatide 是能增加骨質生成的

藥物，只有Strontium ranelate 是同時具有抑

制骨質流失及增加骨質生成的藥物。至於

strontium (Sr)，是化學週期表上與Calcium 

(Ca)屬同一族的元素，其原子序為38，其作

用與calcium類似，對於骨骼及牙齒的親和

力最強。單純服用Strontium 其生體可用率

很低(約1-3%)，因此藉由與Ranelic acid 結

合，便能大幅的提高生體的可用率達27%。

Strontium ranelate (以下簡稱SrR) 能夠增加

骨質生成的原因，主要是刺激CaSR (Calcium 

sensing receptor)造成Pre-osteoblast 複製生成

更多的osteoblast。另外在抑制骨質流失的部

分，主要是SrR 能增加OPG(Osteoprotegerin)
的生成來阻止RANKL與RANK的結合，

進而抑制osteoclast 的生成及其活性。因此

Strontium ranelate 不但能抑制骨質流失，而

且能同時增加骨頭的生成。

Professor Ammann 的研究中、對已服用

SrR的老鼠骨頭進行加壓測試，發現到服用

SrR能明顯的增加其骨頭強度(+25%)，來對

抗外來的壓力。同樣的進行不同3點的折彎

測試，可看到使用SrR老鼠的長骨，具有較

強的骨頭強度(+20%)以對抗外力。另外，從

Arlot對人體的研究，針對使用SrR及placebo
達3年的患者，進行3D micro-CT探討可看

到，使用SrR這一組的病患，不論是cortical 
或是trabecular 的部分，其厚度及骨量皆明顯

Strontium ranelate � 能增加骨骼的強度

治療骨鬆藥物 骨質吸收 骨質形成

Bisphosphonate

SERM

PTH

Strontium rane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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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TI及TROPOS是兩個大型的臨床研

究，是以相當嚴謹的方法進行研究，其中

SOTI主要是探討vertebral fracture 而TROPOS 
主要是以探討non-vertebral fracture，整個

study預計追蹤5年，但是先在3年的時候進行

主要的分析。SOTI study 這嚴謹的研究刊載

於NEJM，其中SrR在一年內就能降低49%的

脊椎骨折，而經過3年之後可降低脊椎骨折

的病人數達41%，其療效相當的顯著。在這

3年的治療期間，相對於placebo，SrR能有效

持續的抑制bone resorption marker, s-CTX，

相對的同時能增加bone formation marker, 

b-ALP，證明了SrR的雙向作用。至於對

降低週邊骨折的療效，

TROPOS 經3年的研究追縱

能明顯的降低16%。相當

重要的是，在hip fracture
方面能降低高達36%。至

於在BMD的改善方面，從

SOTI 及TROPOS study 可

看到，接受SrR治療的病患

經3年後其骨密度增加了高

達14%以上，平均每一年

都有4%以上的增加。

Strontium ranelate � 的抗骨折療效

SrR目前已經有5年以上長期抗骨折的研

究報告，這五年的報告整體結果而言，使

用SrR五年可降低脊椎骨折達24%，統計上

是非常有意義的。至於對hip fracture方面，

SrR降低骨折的效果更加的明顯，達43%。

另外，對於骨密度的改善，我們可看到在

五年內lumbar spine 增加了20.2%，total hip
增加14.1%，另外，femoral neck 也增加了

11.3%顯見SrR能持續的增加病患的骨密度。

因此，Prof. Reginster 將這五年的報告作一

個簡單的總結，SrR對無論是 vertebral、non-

vertebral及hip fracture能有效降低骨折療效

長達五年以上。由以上的報告，SrR對於治

療骨鬆患者有相當優越的療效，至於在副作

用方面，基本上，與placebo相當，但在初

期服用SrR，發生diarrhea 的比例較高，但三

個月後，會逐漸消失。總而言之，Strontium 

ranelate 是一具有雙向作用的抗骨鬆藥物，

不論是脊椎/非脊椎及髖部骨折皆有優越的

療效。Strontium ranelate 是唯一具有長達五

年以上抗骨折療效。重要的是，病患服用

Strontium ranelate 的耐受性佳，而且也具有

高度的安全性。

Strontium ranelate � 的長期療效及安全性

的提升，整體骨骼的架構獲得明顯的改善。

主要是SrR能促進新骨的生成才能對於骨骼

的整個架構有明顯的改善。

E U R O P E A N  G U I D A N C E  2 0 0 8
                Effect on vertebral fracture risk Effect on non-vertebral fracture risk 

Osteoporosis Established 
osteoporosisa Osteoporosis Established 

osteoporosisa 

Alendronate + + NA + (including hip)

Risedronate + + NA + (including hip)

Ibandronate NA + NA +b 

Zoledronic acid + + NA NA 

HRT + + + + 
Raloxifene + + NA NA 
Teriparatide 
and PTH NA + NA + 

PROTOS + + + (including hip) + (including hip)
*�Establish�osteoporosis:T-score≦-2.5+≧1VFx

Kanis JA, et al. Osteoporos Int. 2008;19:39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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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外科的實證醫學-關於椎間盤突出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洪偉翔醫師

剛
接觸實證醫學的推廣時覺得很奇怪，

臨床工作不就已經是按照實證醫學在

執行業務了嗎？教授老師教學的投影片上就

會有引述某論文著作，開會病例報告檢討也

都是引經據典，每天查房、醫囑決定不都本

著過去經驗傳承與教科書去執行，但這不是

實證醫學，因為還常聽到『我感覺,我認為,

依過去我的經驗 』『老師說,教授覺得』

『專門處理這個問題的專家評論…』而每一

位醫師對類似的病人處理仍存在相當的差

異，實證醫學其實是一種觀念，用流行病學

和統計學的方法，從醫療文獻庫中，整合出

可信賴的資料，依此才能將有限的醫療資源

做有效的運用。真正的實證醫學強調要問好

問題(找得到答案)，搜尋一定證據程度的文

獻，評估每一篇文獻的適用性給予適當的評

價。

以椎間盤突出的手術治療方式效果為

例，觀摩目前最大的實證醫學資料庫考科藍

是如何應用實證醫學，這是一篇2009年發表

於考科藍的系統性文獻回顧，文章長達94

頁，可以鉅細靡遺描述它的方法學而值得我

們借鏡，它的方法是從考科藍的對照實驗資

料庫、MEDLINE、PubMed…等，尋找關於

椎間盤突出的手術方法的論文，包含保守治

療、椎間盤切除術、顯微椎間盤切除術、

微創椎間盤切除術(包含經皮內視鏡、雷射

氣化等低侵入性方法)、髓核化學溶解術，

只限定於用隨機對照實驗方法的論文，一共

有42篇文章包含了5197名病人，我們看學術

文章有時只注意論文來自哪本雜誌，影響力

分數高不高，考科藍的評論學者重視的是實

驗的設計方法、病人數目、是否有可能的偏

差，每一篇論文都分析，而且統合整理出魚

骨圖，針對不同的手術方式比較勝算比，可

真謂是鞭辟入裡。

在這嚴謹的評比下得出的結果有，第

一，椎間盤切除術相對於保守治療有較快的

疼痛復原但只有可能(缺乏明確)的證據說是

比較好的治療方式。第二，椎間盤切除術的

臨床結果優於髓核化學溶解術。第三，顯微

椎間盤切除術的效果與一般的椎間盤切除術

相當。第四，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確認微

創手術的效果。

實證醫學的觀念是風行草偃的在臨床醫

學的學術殿堂提倡，在外科的角色有不易

執行的困難；樣本數不大、有手術適應症與

侵入性治療在倫理上備受考驗、醫生與病人

端的雙盲與避免偏差的實驗設計令人索盡枯

腸，不過艱苦的環境才能激盪出火花，近幾

年骨科也有越來越多的隨機對照實驗論文發

表，正因產出不易，文章才能擲地有聲，吾

人在臨床的醫療行為中，不應在只憑想法或

經驗去治療病患，必須問好問題、搜索文

獻、適當評價，以得出自己的結論對病患做

出最適切的醫療。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脊椎科

專長：

一般骨科

脊椎外科

洪偉翔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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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鎖骨中斷骨折之治療–實證醫學的觀點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游宜勳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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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得某年骨科醫學會，嚴松濤醫師報告

鎖骨骨折手術治療，引起很大的迴響

及討論，其中以批判者為多，本篇文章以實

證角度深入討論，如今時空相異，更可見前

輩們的先知灼見。

急性鎖骨中斷骨折之治療，在1990以前

的觀點，都是採取非手術性治療，當時的觀

點認為，這樣的治療可以使絕大部分這類型

骨折癒合，即使骨折癒合不良，對於功能的

影響也有限；此論點多源自於1960年Neer與

1968年Rowe所發表的文獻。

然而，1990年以後，有越來越多的文獻

支持以手術治療鎖骨中斷骨折。在Zlowodzki
於2005年在Journal of Orthopaedic Trauma 發

表的一篇文章，統整了自1975至2005年有關

急性鎖骨中斷骨折治療的22篇文章，有以下

三個結論：（1） 相較於八字肩帶，使用三

角巾的非手術性治療，會使病患更為舒服，

（2） 非手術性治療的不癒合機率比手術治

療高（15.1% VS 5.9%）（3） 固定鋼板於

鎖骨的前下位的優點比放在鎖骨的上位來的

多。

Canadian Orthopaedic Trauma Society於

2007年，JBJS-A發表一篇，為期44個月，

匯集8個醫學中心，收集111位病患的隨機臨

床試驗。認為以手術治療急性鎖骨中斷骨

折，骨折癒合機會高於非手術治療，另外其

DASH score與Constant score也比非手術治療

表現較佳。

從考克藍實證醫學資料庫裡搜尋，我們

可以找到二篇對的review文獻，分別探討哪

一種非手術的治療，以及哪一手術治療有比

較多的優點。然而，由於過去文獻的統計方

法不一，以及缺乏品質佳的隨機臨床試驗，

就實證醫學的角度，這些證據並不足以提供

完整的結論。

骨科聖經–Rockhood，倒是提供了我

們一個方向。在鎖骨骨折的這一章節裡面，

Author’s prefer method提到：要不要手術的決

定，在於病患是否舒適，以及考慮病患的需

求；而OKU 9與OKU 10裡則是建議如果有適

應症，就必須要手術（適應症包括：粉碎性

骨折，骨折縮短2公分以上，開放性骨折，

以及合併神經血管的受損）。

目前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裡，對於急

性鎖骨中段骨折治療的方式，依照各個病

患的情況，骨折的樣式，醫師經驗與臨床決

定而不一；然而，就我個人的觀點，如果臨

床上有必須手術的絕對適應症，那麼手術治

療則不可避免；其他的情形，則可以依照病

患個人的需求，決定接受手術或是非手術治

療。

現職：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

專長：

一般外傷骨折

骨盆骨折

游宜勳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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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Sept. 14 and 18, 2009, we were honored to have Prof. Mel 
Lee visit 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along with Superintendent 
Emeritus Prof. Chen Miin-fu, Prof. Yu Huang-ping of Anesthesia, and Ms. 
Lin Yeuh-e of the Department of Nursing.  Prof. Lee gave an excellent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on his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Avascular Femoral Head, which was followed by very active discussion 
session.  Prof. Lee also met with the Orthopaedic Department (including 
Prof. William Maloney, Chairman, and Prof. Lane Smith, Director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to discuss further mutual exchange and research 
between Chang Gung and Stanford.

Christopher S. Mow

2010年骨科部春酒同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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