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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

高雄長庚醫院脊椎科主任

經歷 �

1984~1985 Attending Surgeon,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Taiwan

1986~Date Attending Surgeon,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Kaohsiung, Taiwan

1998~Date           Assistant professor, Chang Gung Medical College

2002~2003 Chair, Operation Room Committee, CGMH at Kaohsiung

2005~Date Chair, Operation Room Committee, CGMH at Kaohsiung

2003~2004 Vice President, Taitung Christian Hospital

2007~Date Chief of Spine section, Orthopaedic Department CGHM at Kaohsiung

醫學訓練 �

1976~1977 Intern, Triseervice General Hospital, Taipei

1979~1981 Resident in Surgical Department,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1981~1983 Resident in Orthopaedic Surgery,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1983~1984 Chief Resident in Orthopaedic Surgery,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1988~1989 Visiting fellow at Minnesota Spine Center, USA (with Dr. Robert Winter)

1989~1990 Research fellow at Orthopedic Dept.; University of Virginia, USA

                            (with Prof. G.J. Wang)

研究興趣 �

1.  Spine

2.  Paediatric Orthopedic

3.  Osteoporosis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第三屆高義然

長庚骨科部同門學友
第四屆

現職 �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教授

經歷 �

74年7月~迄今              骨科主治醫師

89年12月~92年7月  長庚醫院骨二科主任

95年7月~迄今   長庚醫院骨科教授

96年5月~迄今   長庚大學外科兼任教授

90年~迄今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材料所兼任教授

99年11月~迄今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理事長  

醫學訓練 �

69年7月~71年6月 長庚紀念醫院一般外科住院醫師

71年7月~74年6月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及總醫師

77年~78年             美國Mayo Clinic擔任骨科研究員

醫學會理監事、委員 �

1.中華民國小兒骨科醫學會侯補監事（83~85年）。

2.中華民國小兒骨科醫學會理事（87~88年）。

3.中華民國骨科研究學會候補監事(87~89年)。

4.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理事（87~89年第四屆；89.11~91.10第五屆後補理事；

91/11~93/10第六屆理事；93/11~95/10第七屆理事；95/11~97/10第八屆理事；

97/11~99/10第九屆理事）。

5.台灣外科醫學會第十八屆醫療諮詢委員會委員(91/3~93/3)。

6.台灣外科醫學會第二十一屆醫療諮詢委員會委員(97/3~99/3)。

7.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第十屆理事長 (任期：99/11~101/10)

專長 �

骨及軟組織腫瘤手術、人工關節重建手術、

異體骨移植及相關研究、組織工程及相關研究

施信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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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童綜合醫院骨科主治醫師兼醫療副院長

東海大學醫院管理兼任副教授

國際外科學院院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脊椎外科醫學會監事

台中縣醫師公會常務理事

台中縣醫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台中南屯扶輪社社長

台中女中家長會會長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第四屆陳學明

長庚骨科部同門學友
第四屆

現職 �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主治醫師

經歷 �

1980/07 ~ 1985/06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總醫師

1985/07 ~ 至今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2001/03 ~ 2003/06                            長庚紀念醫院外傷骨科主任

2005/11 ~ 2011/11 台灣骨科足踝醫學會第一～三屆常務理事

2010/01 ~ 2011/12 長庚醫院藥事委員會委員  

醫學訓練 �

July, 1980 ~ June, 1985 長庚紀念醫院  骨科部 

Sep, 1989 ~  Nov, 1989 Clinical Fellowship 

 Department of Foot and Ankle,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Los Angles,  

 USA

Dec, 1989~  May, 1990 Clinical Fellowship

 Roger A. Mann M.D., Clinical Associated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mia, San Francisco

專長 �

臨床醫學、足踝骨科、人工關節置換及再置換術、運動傷害、關節鏡手術

學術 �

長庚醫學院中醫學系專任副教授

自1987年至2010年共發表多篇國內外學術及研討會論文

陳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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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手術中使用髖關節置換術及骨移植治療

雙側股骨頭壞死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施信農教授

      在2002年4月到2005年6月間，共有30位雙側股骨頭壞死的病人在一階段手術中接受髖關

節置換術合併對側股骨頭減壓及骨移植手術治療。並與另外30位年齡、性別、病因、以及疾

病程度相當，且在同一時期接受兩階段手術治療的病人進行治療過程、臨床和影像學結果及

醫療費用的比較。這兩組病人有相似的臨床數據及少量併發症。接受一階段手術的病人有較

少的住院日數及相關費用，恢復工作的時間也較快（6.0對10.8個月）。在平均46個月的追蹤

過程中，接受一階段手術的病人中有七個病人(23%)股骨頭平均塌陷2毫米以上，接受二階段

手術的病人則有14個(47%)。接受一階段手術的病人中有五個病人(17%)最後轉換為髖關節置

換術，接受二階段手術的病人則有12個(40%)。對於雙側股骨頭壞死的病人，在一階段手術

中接受髖關節置換術合併對側股骨頭減壓及骨移植手術治療，有較好的股骨頭存活率。在一

階段手術中使用髖關節置換術合併對側股骨頭減壓及骨移植治療雙側股骨頭壞死是個有效的

方式，且不會增加手術併發症。

本篇原文刊載於※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09 

Jun;467(6):1522-8.

 利用震波啟動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 and p38 kinase

以促進大鼠骨骼生成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陳永仁醫師

背景 �
體外震波被廣泛運用於治療骨缺損。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 

與  p38 kinase被認為是重要的骨生長刺激

因素，可以刺激成骨細胞的生長與分化。

之前的研究顯示，震波治療可以促進 bone 

morophogenetic proteins生成與刺激間葉幹細

胞分化成骨細胞以促進大鼠的骨癒合。

方法 �
128隻有骨缺損的大鼠分成接受震波治療組

與對照組，分別在接受震波第0、1、3、7、

14、28、42、56天後進行Alkaline phosphate

活性，Collagen I、II and osteocalcin, Callus，

ERK與p38活性檢查與免疫染色。

結果 �
ERK與p38 的活化與震波促進骨再生的機

制有關。震波治療 (0.16 mJ/mm2, 1 Hz, 500 

impulses) 在第一天可以促進[3H]-thymidine

吸收，在十四天內可增加alkaline phosphatase 

的活性與collagen I、II與osteocalcin生成。 

      

在[g-32P]-phosphotransferase 的活性測試

中發現，在callus cell中的ERK 與p38 活性在

接受過震波治療後的第一與第七天會增加，

組織學研究發現，在接受過震波治療後的骨

缺損會走正式的骨生成路線，在骨生成的同

時也發現 phosphorylated ERK 與 p38有顯著

的表現。此外，在間葉軟骨細胞與硬骨細胞

中發現的phosphorylated ERK 在細胞成熟成

軟骨與硬骨時還是會表現，活化的p38 在軟

骨組織中的軟骨細胞也有顯著表現。我們的

研究發現，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MAPK) 可以調節體外震波的刺激，同時促

進骨缺損處的細胞與骨骼生長。

結論 �
在震波促進骨再生中，ERK phosphorylation 

佔有重要角色，而p38的活化在軟骨細胞生

成骨枷 (callus) 的訊息傳遞過程中佔有重要

角色。

本篇原文刊載於※   

Bone 34 (2004) 466– 477

陳永仁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運動醫學骨科

醫師

專長：

足踝關節重建

大姆趾外翻

腳部足踝運動傷害

摘要 �

施信農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科醫師

專長：

肌肉及骨腫瘤學

人工關節置換及重建術

組織工程與生物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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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後位鷹嘴截骨術施行解剖復位兒童

之晚期移位性肱骨外側髁骨折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楊文一醫師

前言 �
我們對晚期小兒肘部外側髁骨折的治療原則

存疑。我們報告使用不同的方法治療這種情

況之結果。

方法 �
我們治療六個罹患晚期移位性肱骨外側髁骨

折小孩子。其平均年齡為 4.5歲。受傷時間

至手術延誤平均3.8個月。所有骨折屬Milch2

型併顯著旋轉遠離肱骨滑車部。所有6例皆

經由後位尺骨截骨術進行肱骨外髁關節面的

解剖復位。同時，我們使用克氏針(Kirschner 

wire)固定骨折和截骨並將其埋在皮膚下。術

後不需要難受的被動物理治療。

結果 �
所有外側髁骨折及尺骨截骨術皆在3個月內

達成骨癒合。六個孩子中有五位在經2至11年

追蹤訪查，其肘部活動恢復正常，並保持對

稱的肘部外翻角度。併發症包括短暫生長板

變化和外側突塊。

結論 �
根據我們的結果，我們建議將以後位通過鷹

嘴截骨術列為治療兒童晚期Jakob第3型移位

性肱骨外側髁骨折一選項。

關鍵詞 �
肱骨外側髁骨折，尺骨鷹嘴截骨術。

本篇原文刊載於 ※  

J Trauma. 2008;64:1281–1289

楊文一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

醫師

專長：

髖關節手術

人工關節手術

小兒骨科

一般骨科

利用低強度超音波促進肌肉拉傷後修復:

體內與體外實驗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詹益聖教授

背景 �
本研究在探討低強度超音波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LIPUS) 可否增加肌肉細胞

的再生與縮短受傷肌肉的癒合時間。 

方法 �
NIH C2C12 細胞是從C3H小鼠腿肌中分離

出的肌母細胞(myoblast)分支之一，此細胞

會快速分化且製造出強烈的收縮性肌小管

(myotube)。我們每24小時用低強度超音波

去刺激C2C12 細胞 20分鐘，在第2、4、6、

8天檢查細胞生長，看細胞數目跟myogenin 

和 actin的量。我們利用已知的拉傷測試來研

究，總共40隻小鼠(C57BL10J1/1)分成五組，

每組8隻，拉傷各小鼠的左腿 gastrocnemius 

muscle。控制組則沒有做超音波刺激。在超

音波刺激7、14、21、28天等的組別中，每

天都接受20分鐘的超音波。所有的動物都在

受傷第四週後解剖，評估肌肉細胞再生與收

縮力。

本篇原文刊載於 ※  

Ultrasound in Med. & Biol., 

Vol. 36, No. 5, pp. 743–751, 2010

結果 �
在接受連續低強度超音波治療第6和第8天時

可發現細胞數目有顯著增加。在接受連續

低強度超音波治療第4、6和第8天時可發現

myogenin 與actin 蛋白質有顯著增加。在接受

連續低強度超音波治療21天和28天的組別中

顯示，肌細胞的再生，抽搐與強直功能都比

對照組好。超音波治療28天後的肌肉強度與

沒有受過傷的肌肉差異不大。

結論 �
這是第一個實驗發現低強度超音波可以增加

受傷小鼠肌細胞的再生，改善肌肉功能，尤

其是在接受超音波四周後。這個結果可以用

來應用於將來的臨床試驗，建立在肌肉受傷

後利用低強度超音波治療的適應症。

詹益聖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運動醫學骨科主任

林口長庚骨科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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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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K/ERK訊號經由TonEBP/OREBP的轉錄

活化性來控制椎間盤髓核細胞的滲透壓調控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蔡宗廷醫師

摘要  �
早先的研究顯示轉錄因子TonEBP在椎間盤細

胞中的表現，它允許對滲透壓的適應和調控

醣蛋白聚合物（aggrecan）基因的表現。然

而，在椎間盤細胞，TonEBP對高滲透壓的

活化之機制是未知的。這項研究結果表示， 

ERK訊號藉著高滲透活化來調控TonEBP的轉

錄活化，並調整其功能。 

  � 導言

在先前的報告，我們發現在椎間盤細胞，彈

性增強結合蛋白（TonEBP）正調控醣蛋白聚

合物基因的表現，從而自動調控其滲透壓的

環境。雖然這些研究顯示髓核細胞會最佳地

適應高滲透壓狀態，可是細胞轉導滲透壓之

機制並沒有被描述出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是測試在高滲透培養液，藉著胞外調節激酶

（ERK）訊號途徑來調控TonEBP的活性。 

材料與方法 �
髓核細胞均維持在等滲透或高滲透培養液

中，以及對MAPK的活化性和TonEBP的表現

進行了分析。為了研究MAPK在調控 TonEBP

功能上的角色，進行了Gel Shift Assay 和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的分析。藉由表現

載體（expression plasmids）或siRNA來調整

ERK在細胞中的表現，並研究transactivation 

domain (TAD)-TonEBP的活性。  

結果 �
我們發現高滲透性會導致ERK1/2蛋白質的磷

酸化作用和活化，以及隨附的下游轉錄因子

ELK-1之C terminus TAD活性的活化。在高滲

透培養液中使用ERK和p38抑制劑的話，會

本篇原文刊載於 ※  

J Bone Miner Res. Jul;22(7):965-74

SCI Impactor Factor: 6.635

蔡宗廷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脊椎科醫師

專長：

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退化手術

椎間盤手術

椎間盤細胞、幹細胞
研究

導致TauT和HSP-70之TonE啟動子活性的下

調，以及減少TonEBP和TonE motif的結合。

同樣地，將DN - ERK的和DN-p38大量表現

在髓核細胞中會抑制TauT和HSP-70報導基因

（reporter gene）的活性。最後，我們注意到

在TonEBP的轉錄活化上，ERK是必要的。

DN-ERK的表現明顯地抑制TonEBP的TAD活

性，而WT-ERK和CA-MEK1提高TonEBP的

TAD活性。與 HeLa細胞的實驗指出ERK訊號

途徑在非椎間盤細胞對調控滲透壓反應上還

擔任重要角色。 

  � 結論

總之，這些研究表示髓核細胞對高滲透壓

環境的適應是取決於TonEBP及其標靶基因

（target genes）對ERK和p38 - MAPK途徑的

活化。

對於胸腰椎爆裂性骨折使用後位短節鋼釘

並經椎根前位加強手術︰

自體骨骼和硫酸鈣骨泥的比較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廖振中醫師

背景 �

後位短節鋼釘復位融和手術已廣泛被使用在

胸腰椎爆裂性骨折，但容易早期鋼釘斷裂是

為人所詬病，一般認為是缺乏前方椎體支撐

所致。

 

方法 �

分析本院51位病人因為單一節胸腰椎爆裂性

骨折使用後位短節鋼釘復位固定並進行經椎

根前方椎體加強手術。第一組有31位病人以

自體骼骨進行加強。第二組有20位以硫酸鈣

骨泥加強。

廖振中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醫師

專長：

脊椎疾病

骨取代物基礎研究

本篇原文刊載於 ※ 

Spine 2010;35(15):1482-8.� 

  � 結果

兩組病人沒有術後早期(小於參個月)鋼釘鬆

脫或斷裂。我們定義手術失敗為最後追蹤有

喪失矢狀角度大於10度或有鋼釘鋼條斷裂的

情形: 硫酸鈣骨泥組的失敗率較高，但無統

計意義 (15% vs 9.6%, p=0.565)，自體骼骨組

的手術時間，流血量較高。兩組臨床滿意度

相似。

 

結論 �

對於胸腰椎爆裂性骨折使用短節後位鋼釘以

及經椎根自體骼骨前位加強是可靠的手術方

法。而硫酸鈣骨泥也證明它是有效是骨取代

物運用於此類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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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轉移導致硬膜外脊髓壓迫的適切處置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謝明凱醫師

背景 �
      癌症轉移導致硬膜外脊髓壓迫Metastatic 

extradural spinal cord compression (MESCC) 

不治療的結果將會導致疼痛，運動和感覺逐

漸喪失包括四肢癱瘓，大小便失禁，對病患

及其家庭影響甚鉅，根據統計高達40%的癌

症患者終其一生會發生次發性脊柱轉移瘤,

其中10-20%將導致硬膜外脊髓壓迫。針對

不同的原發部位的脊柱轉移率分別為：多發

性骨髓瘤8%；前列腺癌 7%，鼻咽癌6.5%,

肺癌6%；乳腺癌5.5%；腎癌 5%；子宮頸癌 

2.5%，頭頸癌 0.9%，大腸直腸癌0.8%和胃

癌0.6%。

       MESCC 的治療方式包括保守治療如類固

醇和放射治療及積極手術治療。手術治療包

括減壓,腫瘤切除,前位骨融合及後位骨釘固

定，脊椎科陳力輝主任於2004年長庚醫誌發

表過11年間70個病患由手術治療後相當成功

的案例。

      手術適應症包括持續嚴重背痛神經功能

喪失及脊柱不穩定而前位手術適應症包括脊

髓壓迫由前方腫瘤而來及單一脊柱轉移性腫

瘤。

目標及方法 �
      此文章最主要的目標在於探討類固醇，

放射治療及手術治療的時機及不同類固醇,或

放射劑量的比較。三位review authors共收集

2篇前瞻性隨機對照臨床試驗及4篇回溯性臨

床試驗，總共544 病人。

結果 �
高劑量及低劑量類固醇:病患恢復程度並 11 

 無差異，但高劑量類固醇反而造成腸胃 

 潰瘍及感染。

長course與短course放射治療；病患恢 21 

 復程度並無差異，但長course放射治療 

 反而造成急性腸胃黏膜炎。

手術治療的改善情況取決於是否做到直 31 

 接減壓。

      作者結論認為MESCC病患處置取決於神

經功能，原發性腫瘤存活期及脊柱是否穩

定。假如神經功能正常，脊柱穩定選擇用短

期放射治療。假如神經功能喪失小於48 小

時且存活期大於3個月選擇用手術治療。但

假如神經功能喪失大於48小時或存活期小於

3個月，作者並無論述，此時可參考發表於

2005 年Spine雜誌中的Revised Tokuhashi score 

得到適切處置。

現職：

林口長庚脊椎科醫師

專長：

退化性脊椎病變

椎間盤突出

脊椎感染及腫瘤

謝明凱  醫師

骨科手術與靜脈血栓栓塞症

-由實證醫學的角度出發-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游宜勳醫師

我
們知道,骨科手術與靜脈血栓栓塞症之

間的關聯，在國外已經討論已久，尤

其是在骨科手術後預防靜脈血栓栓塞症方

面，美國骨科學年會(AAOS)與美國胸腔醫

學會(ACCP)早已有標準作業程序。這是因為

西方國家中，靜脈血栓栓塞症發生的機率相

當高，根據Orthopedic Knowledge Update 9指

出，發生機率為 0.3~60%。

      在過去觀念中，認為亞洲人發生靜脈血

栓栓塞的機會，遠比西方高加索人種發生

機會低；然而根據兩項報告指出(Wang et al 

JBJS-B, 2003, Wang et al, JBJS-A, 2004)，在

台灣人中，接受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之後，

發生深部靜脈栓塞症發生的機率可以高達

50%。因此，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

筆者從Cochrane Library中搜尋有關骨科手術

與靜脈血栓栓塞症預防與治療的最新文獻,整

理出以下四篇報告：

Heparin, LWMH and physical methods for  1. 

 preventing DVT and PE following surgery  
 of  hip fractur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ic  

 Reviews, 2008, Issue 4) 本篇結論為目前仍未 

 證實使用heparin與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 (LMWH)可以有效預防肺部血栓 

 栓塞；然而，使用foot and ankle pumping  

 device確實可以預防DVT與PE與降低致死 

 率。

Interventions for prevention VTE in adults  2. 
 undergoing knee arthroscopy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ic Reviews, 2008, Issue 4) 本篇 

 結論為，LMW可以降低DVT發生機會； 

 然而，整體性的優點仍不確定。

Direct thrombin inhibitors versus vitamin  3. 

 K antagonists or LMWH for prevention   
 of VTE following THA or TKA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ic Reviews, 2010, Issue 4)   

 本篇結論為，在TKA或THA之後，使  

 用 direct thrombin inhibitor可以有效的  

 預防DVT，其效果如同使用vitamin K   

 antagonists或LMWH預防VTE一樣；然  

 而，會有較高的出血傾向與致死率。

Elastic compression stocks for prevention  4. 
 of DVT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ic   

 Reviews, 2010, Issue 7) 本篇結論為，住院病患 

 中使用elastic compression stocks可以有效 

 的降低發生DVT風險。

      綜合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靜脈血

栓栓塞症在骨科手術方面已成為重要的議。

在醫病關係日益嚴峻的未來，骨科不再是

只有手術本身而已，讓病患充分了解靜脈血

栓栓塞症的嚴重性，手術前與手術後使用

physical 或是chemical 或是合併兩種方式預防

靜脈血栓栓塞症，儼然已成為一重要與必要

的課題。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醫師

專長：

一般外傷骨折

骨盆骨折

游宜勳  醫師

本篇參考文獻  ※ 

The Cochrane Library 

Cochrane Pain, Palliative and Supportive 

Care Group, 2010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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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骨被視為植骨的黃金標準，它具

備了成骨的三要素，骨生成(Osteogenesis)、

骨傳導 ( O s t e o c o n d u c t i o n ) 、骨誘導

(Osteoinduction)三種作用。自體骨的效果雖

好，但病人在取完骨頭後常有取骨處感染、

術後疼痛、以及自體骨量不足等問題，現在

大部分的外科醫生都試圖尋找其他理想產品

作為植骨替代品。

捐贈後經處理的同種異體骨也是一個好

的植骨選擇，它具備極佳的骨傳導作用，但

台灣的捐贈風氣不盛，來源取得困難。

合成人工骨是最廣泛使用的骨骼填充材

料(Bone Substitute)，主要的成分是磷酸鹽或

是硫酸鹽，因為成分與骨頭相似以及具備孔

隙，能提供骨傳導作用。最大的優點是價格

低廉，但對於較困難的手術，成功率偏低是

這個產品最大的致命傷。

rhBMP是這幾年最熱門的研究話題，比

較知名的如rhBMP-2。目前台灣還未上市。

rhBMP-2具備極佳的骨誘導性質，這幾年來

的研究顯示rhBMP-2不管是在幫助骨癒合或

是脊椎骨融合上都有極好的成功率。有一些

脊椎相關研究顯示，rhBMP-2的融合率甚至

超越自體骨的表現。但rhBMP-2依舊存在一

些問題需要克服，其一是價格高昂，不是每

個病人都負擔的起。其二是還沒找到最適當

的使用劑量(Dose)及載體(Carrier)，用於頸椎

融合會引起嚴重的呼吸困難、吞嚥困難。甚

至導致病人致死。FDA已於2008年明文禁止

使用在頸椎融合手術上。

DBM是捐贈者硬質骨經篩檢及去礦化處

理(Demeralized)後所存留下來的骨基質(Bone 

Matrix)，成分包含各種人體少量之BMP以及

Collagen fiber。DBM同時具備骨傳導及骨誘

導功能。自從Dr.Urist於1960年發現了DBM

的骨誘導特性起，國外已在臨床上使用超過

30年。台灣於六、七年前引進，廣泛的運用

於各種植骨手術中。

DBM被認為具備骨誘導能力，因為在去礦化過程中釋放出來的BMP，可以驅使間質

細胞(Mesenchymal Cell)轉化為骨成形細胞(Bone formation Cell)，進行成骨。最近一篇關

於大鼠脊椎融合的研究中，比較了三種美國已上市不同製程DBM間的差異。三種DBM分

別為Grafton Putty(Osteotech)、DBX Putty(MTF)及Allomatrix(Wright Medical Technology)。

根據Radiographs, Histology, Manual test of the retrieved spine資料顯示，經Grafton Putty

治療的動物，有著較佳的骨融合率及新骨形成。(Peterson B, Whang PG, Iglesias R, et al. 

Osteoinductivity of commercially 

available demineralized bone 

matrix preparations in a spine 

fusion model. J Bone Joint Surg 

Am 2004; 86:2243-2250.)

植骨(Bone Graft)近年來被大量的運用於各式的骨科手術

中，在美國一年有超過五十萬例、全世界超過一百萬例手術需要使用到植骨。常用的

植骨大概可分為下列五類，自體植骨、異體植骨、合成人工骨、重組骨形態發生蛋白

(rhBMP)、去礦化骨基質(DBM)。

自 體 骨

異 體 骨

合成人工骨

重組骨形態發生蛋白 (rhBMP)

去礦化骨基質(DBM )

Donor Tisssue Process Formulation

Bone Shafts Glycerol Grafton DBM® Crunch
Protein component 

"demineralized bone"

Bone Particles
Carrier 

+/- water
Formulated DBM

骨重塑(包含去礦化過程)

D B M 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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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口長庚骨科服務超過三十年，而且

擔任主管多年，充分了解骨科部功能分科最

確實，師資陣容最堅強，教學非常認真，而

且病人多，學習機會佳，所以柏翰能到此當

住院醫師，有很好的學習環境，身為父親的

我，感到無限欣慰。

本人身為骨科部的最高主管—骨科部部

主任，做人處事一向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則，

所有的住院醫師均一視同仁，全視為自己的

子弟，所以絕不會因為柏翰是自己的兒子

而有所差別待遇，在醫院裡只有主管與部屬

及同事的關係。柏翰在骨科是要接受部裡所

有老師及學長的指導，而我只是一個負責規

劃骨科部整體教學的主管以及一個參與教學

的脊椎科主治醫師。不過，因為都是骨科同

行，希望在柏翰未來的發展上能給予必要的

協助。

和大部分人一樣，爸爸從小就是兒子的

偶像，而我也不例外。從小只知道當醫生很

忙碌，每天要忙很晚才回家，回家又要接電

話、看書精進。雖然如此，爸爸仍然對病人

親切貼心。小時候年幼無知，並不了解醫生

的薪水如何，但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爸爸

跟我說最棒的回饋是病人的病情恢復、重拾

笑容以及聲聲的感謝，而這是決定我要當醫

生最大的原因。

爸爸除了醫術精湛以外，運動方面也相

當熱衷投入。網球、籃球、棒球，一直到現

在的高爾夫球都有一定的水準，也是我的啟

長庚骨科之

    將父虎子

家裏務農，家境清苦，所以家父一直

期盼我將來能當醫生，一方面可以作善事，

一方面可以改善家裏的生活環境。不負家父

期望，當上醫生後，每天本著良心醫德，以

專精的醫術，視病如親，盡心盡力，竭盡所

能，解決病人的病痛。從病人的消除病痛及

恢復健康得到快樂及滿足，因此內心充滿喜

悅及坦蕩舒暢，每天日子都過得非常充實，

心安理得。非常感謝家父從小不斷給我開

導、鼓勵及辛苦栽培，讓我能成為一個本著

良心濟世救人的醫師。

自己有了小孩後，尤其是男孩，心裡

難免會希望孩子將來可以繼承衣缽，克紹萁

裘。但一直不敢給孩子太大的壓力，言教不

如身教，只有自己積極努力，成為術德兼

備，有口皆碑的良醫，工作雖然辛苦勞累，

但日子卻過得充實快樂，給小孩做個好榜

樣，希望孩子能耳濡目染，有為者亦若是，

而走上醫師之路。

柏翰個性開朗，活潑外向，心地善良，

喜好運動，所以醫學院畢業後，我建議他走

外科體系的科別，當然骨科也是選項之一，

也許是從小間接受到我的影響，最後他決定

選擇骨科。

蒙老師，而我也因此加入了網球校隊。他常

跟我說認真時認真，休息時就休息，書要認

真讀，運動也是不能缺的。

以前在學生時代會跟著他在書房一起

唸書，看到滿櫥窗的書以及新寄來的雜誌，

發現醫生真是學海無涯阿，還要不斷的精進

自己，獲取最新的資訊。從小就以爸爸為目

標，以當醫生為志向，求學路程一度跌跌撞

撞，自然、生物不是很在行，大學聯考也沒

考到醫學系，在考慮詳久後，決定重考一

次，也在這次的堅持以及一點點的幸運下進

入了中山醫學大學。上了大學才親身體驗到

醫生真的要念很多書，要汲取很多知識。另

外，由於人命關天，所以任何的醫囑或是處

理的程序也都必須要格外的小心謹慎。

會選擇骨科作為我終生的執業，除了最

重要的以爸爸為目標，以及希望也能得到病

人的回饋以外，還有一些因素。從小就熱愛

運動，大學也十分投入各項運動，也因此對

於運動傷害的問題十分的有興趣以及重視。

骨科是跟運動最直接相關的專業科目，而且

國內許多運動好手也是因為有骨科這些老師

PART 1
將父--
林口長庚骨科部部主任  陳文哲

虎子--
林口長庚骨科R2  陳柏翰

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在醫療界似乎也佔有部分的比例。然而在

社會觀念的變遷以及時代的改變，年輕一輩還存有醫生夢的逐漸變少。很幸運

的，長庚骨科有三對父子檔一同攜手為病患服務。這次很榮幸的邀請到這三對

將父虎子，要揭開他們數十年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及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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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才重燃他們的運動生涯。另外我不喜歡寂

寞或是苦悶的感覺，而似乎這種個性比較適

合大剌剌的外科系統。骨科是外科系統的一

個重工業，而且科內氣氛融洽，是吸引我的

一大重點。

在我大五升大六的暑假，因一次意外的

車禍，造成我右側股骨幹骨折，因而送到林

口長庚醫院接受手術治療。在外傷科吳基銓

主任鬼斧神工的開刀技術及細心照顧下，在

幾個月後骨頭癒和了，而且還提早讓我回到

球場上。這讓當時是學生的我感恩及激動，

也讓我覺得骨科手術真是奇異的恩典阿！於

是在種種的原因下，也很幸運的來到了林口

長庚骨科開始我的住院醫師生涯。

一開始總有些不習慣，畢竟在家叫爸

爸，在醫院叫部長，而且基於東方人害羞的

個性，總是有些彆扭。我最常遇到別人問我

的問題是，跟你爸在同一個部門會不會壓力

特別大？的確，身分的特殊確實會讓人拿起

放大鏡來看我的表現，也因此壓力的確是無

法言喻的。但我盡力做好自己，該做的就

盡力做到最好，也告訴大家希望把我和其

他住院醫師一樣看待，該怎麼

training、該做什麼事，就一視同

仁。此外，身分越特殊，就該越

謙卑，姿態應放的越低，態度也

應更積極。現在已是R2，慢慢

的習慣了骨科以及醫生的生活。

當醫生的確是很辛苦，尤其是現

在的健保制度以及社會觀念的變

遷，時而醫生的福利被剝奪，時

而又要小心不要被法律糾紛所攬

上，真的是越來越難做了。現今

若失去了做醫生的熱情，助人為

快樂之本的出衷，可能真的會做的很痛苦。

在骨科也有一年多了，我發現骨科部是

一個很溫馨及融洽的科，不僅是主治醫師、

住院醫師，甚至是護理站或是開刀房的護士

學姊們，大家都很幫忙，也都相處的很好。

這樣的團隊真的是很棒，向心力凝聚力都很

強。而在每年的尾聲，慰勞大家舉辦的尾

牙，這種盛大又熱情的場面真是永生難忘。

平常和爸爸雖然在醫院一起工作，但

因為彼此的忙碌，平時並沒有太多的交談機

會。私底下他會關心我的工作狀況以及學習

狀態，時而叮嚀我該如何精進自己。

時間過的很快，從一個立志做一個很

棒的醫生，到現在我已是R2，並且也已成

家立業。一路走來的酸甜苦辣、點點滴滴無

法一一細述。不過我很高興能和爸爸一起在

林口長庚骨科這個大家庭一起努力。目前我

的能力還不成熟，但希望能藉此機會向爸爸

說：「爸爸您辛苦了，接下來的日子我會更

認真，也希望您的loading能慢慢減輕，享受

自己的人生。」

將父--
童綜合醫院副院長  陳學明

PART 2

時間過的真快，大約二十九年前，也就

是民國七十一年，那時的我正在長庚骨科受

訓，同年12月我們家的新成員雙胞胎磊勃，

磊晏前來報到，後來回到我的故鄉童綜合

醫院骨科服務，不知不覺中已過了28年，這

時候雙胞胎也從醫學院畢業了。由於幼承庭

訓，耳濡目染，且對骨科領域較熟悉，他們

還是一致選擇了-最近不被看好，還被戲稱

為＂夕陽手工業＂的骨科。

父子同在骨科，當然有其優點，這個行

業是我們熟悉的地方，較容易進入狀況，一

家人可以有共同的話題，大家一起分享工作

經驗，互相討論疑難雜症，遇到挫折也可以

扮演傾聽角色，適時加油打氣，幫忙走出困

境。最近常跟朋友笑說：我又回到住院醫師

的生活了，雙胞胎值急診，我跟著值急診，

雙胞胎值病房，我也變成病房總值，每個月

二十班(一人十班，兩人二十班，一在長庚一

在馬偕)隨時電話討論病情，手術方式和適應

症，提供經驗參考，不亦樂乎，溫故知新，

教學相長，我也學到很多，他們念journal 我

也跟著update彷彿又回到醫學中心，生活變

的非常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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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爸近三十年前待過的地方當住院

醫師，好像在拍史詩電影，背負著偉大的使

命感，來光宗耀祖，衣錦還鄉...，其實壓力

沒這麼大，長庚骨科是個溫馨的大家庭，能

夠隔三十年在又在這個地方學習，真的是我

的福氣。

當初選科的時候，怎樣也沒想到，跟老

爸走同一科就已經夠熱鬧了，還跟哥哥同是

骨科，想像一下，我家的晚餐會多麼的有＂

學術氣息＂，一下上次值班遇到什麼case，

一下上了某個很困難的刀，一頓飯可以從膝

蓋講到鎖骨，自從一年半前，家庭聚餐就再

也沒有安靜過，連我媽也都聽到講的一口好

刀了。 

因為哥哥和父親都是骨科，所以常常

會有人問，是不是老爸要你們當醫生阿？爸

爸有沒有逼你選骨科阿？以後要繼承必父親

的衣缽阿！我早舊練就一身微笑以對的好工

夫，內心卻深深的嘆一口氣，唉~醫生如果

可以用繼承的有多好，這應該是世界上最難

繼承的行業吧，漫漫的七年醫學生涯，無數

個挑燈夜戰的夜晚，上千題考古題，幾百隻

除了candida以外再也沒看過的那些寄生蟲…

拚了這麼久，才勉強拿到一張入場卷而已，

往後的專科訓練和專科考試，更是辛苦，

平平十年，陳致中已經可以拿到港都第一高

票，連勝文悠遊卡董座都退休了~學醫的，

還真的還是要靠自己努力，阿爸只是給你看

到光輝的曰子而已，給全天下的第二代（不

是指二代健保)做醫師的，你們辛苦了。

 

說實在的，父親也是醫師還是很幸福

的，有不懂的問題就可以馬上問，爸爸也不

吝惜的盡量回答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感

覺當我爸很累阿，24hr都on call，雖然這些

意見strength of evidence只有V(專家意見)不過

還是可以在這茫茫學海中給我珍貴有用的知

識。

有個醫師老爸我感到很驕傲，是我一輩

子的典範，希望有一天，能夠聽到病人說＂

阿，哩尬哩拔一樣ㄍㄠˊ阿＂!

PART 3
將父--
高雄長庚骨科系系主任 郭繼陽

在兩個孩子成長的過程中，除了孩子本

身，太太是最辛苦的。借此機會我要向她致

上最高的敬意。當年我曾在馬偕內科兩年，

高醫外科一年，與東京慈惠醫科大學(家父的

母校)骨科兩年，才來到高雄長庚骨科。要感

謝的人很多，也希望書瑞能善用內科所學，

融入骨科內外兼修。

我在很多階段，都曾給書瑞一些建議。

最近想起來可概括為

1.與人為善，建構美好家庭

2.持續努力，掌握蛻變趨勢

3.注意養生，活出個人氣質

虎子--
高雄長庚骨科系R2  郭書瑞

小時候，爸爸總在我起床時就已離家上

班，在我入睡前還沒踏入家門。書桌上paper

比前天多標注的幾行紅線，是他晚上曾回家

的唯一痕跡。周末假期，儘管常必須接醫院

的電話，甚至趕到醫院開急診刀，他還是會

拉住我跟姊姊，意圖瞭解並融入我們姊弟的

小生活圈。因為跟媽媽相處的時間較多，我

們姊弟與平日早出晚歸，假日追著我們跑卻

常得突然離開的爸爸之間，總是有些生疏。

面對我們姊弟的冷落，爸爸總是不放棄任何

能拉近親子關係的機會，儘管有時被我們姊

弟騎到頭上，爸爸仍舊是溫和而充滿耐心。

年紀稍長，從病人所致贈一座又一座的

感謝盆栽中，對爸爸的工作開始產生敬意，

儘管當時對爸爸的工作內容不甚了解，卻知

道這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

上高中後，唸到「台灣蛇毒傳奇」與

「肝炎聖戰」等書，對於醫界前輩們「上醫

醫國」的精神，及「臨床、教學、研究」三

方面傳承的使命感到佩服。基於「有為者亦

若是」的心理，與師長們對我克紹箕裘的期

待，我在大學聯考放榜後，選擇台大醫學系

就讀。

就讀大學後，我曾利用暑假到醫學院基

礎學科老師的實驗室見習。因為老師們的循

循善誘，我對基礎研究也開始產生興趣。

大四下時，由於導師洪冠予教授(現任

台大醫院副院長)的鼓勵，我參加了醫學系六

年制的實驗學程。大學六年畢業後，必須選

擇在台大內外科擔任住院醫師一年，才算完

成此一學程。完成學程後，若繼續留在內外

科，在年資上，將會比其他七年制畢業生早

一年。

懷著對「肝炎聖戰」中師長事蹟的憧

憬，我在大學畢業後，選擇進入台大內科部

服務。在台大內科擔任住院醫師時，由於大

部分的時間都在支援建教合作的地區醫院，

才發現現實醫療環境跟「肝炎聖戰」中的描

述有所落差。此外，總院每年訓練出三十多

個總醫師，但每隔兩三年才會有一個總院的

主治醫師缺，總院的職缺只能說是「人人有

機會，各個沒把握」。當年跟我一起參加六

年制學程的戰友們，在拿到台大內科PGY的

證明後，紛紛離開內科轉換跑道。

在看不到前景，及戰友們紛紛轉換跑道

的氛圍中，我也不禁問自己，自己想要的是

什麼？

儘管常不在台大總院，時任內科部副主

任的洪冠予教授仍相當關心我的狀況，在了

解我的迷惘後，給了我幾點訓誨―

1.我擁有的太多了，要懂得把得到的東西昇

華並回饋所有需要的人身上，除了在求學

過程一路順利外，很少有人擁有這麼願意

完全包容並無私付出心血的父母。這是上

天賜予的福分。只懂得當狹義的孝子或好

學生，絕非父母所期待的格局。

2.「臨床、教學、研究」當中，「臨床」是 

 最重要的！只會laboratory bench work，卻 

 沒有紮實的臨床訓練，最不可取！

虎子--
基隆長庚骨科 R2  陳磊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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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遠不要躲入comfort zone。辛苦的工作， 

雖不一定功成名就，也不一定收入豐厚，

但只要還沒放棄，就不算失敗！

爸爸在我還做著＂physician scientist＂的

白日夢時，總是鼓勵我「做自己想做的」；

當我看清現實後，爸爸含蓄地提到，其實長

庚骨科的前輩在「臨床、教學、研究」三方

面也相當有成就，而骨科具有相較內科而

言更無法被取代的technique expertise，是非

常好的考量。幾經考量後，基於「不可取代

性」的優勢，有願意提攜引領的role model，

及恩師「永遠不要躲入comfort zone」的訊誨

等考量下，我加入了長庚骨科的大家庭。

來到長庚骨科後，漸漸被科內的環境

所吸引。科內研究風氣鼎盛，自己也參與了

osteogenesis imperfecta的proteomic study。臨

床 訓 練 方

面 ， 主 治

醫 師 們 也

一 直 提 供

住 院 醫 師

在stringent 

supe rv i s e

下親 自 動

刀 的 機

會 。 此

外 ， 科 內

成 員 們 感

情 融 洽 ，

前輩們毫不藏私地教學，更是科內的特色。

自從來到長庚骨科後，爸爸對於求好心

切的兒子的工作表現，並沒有太多的苛責。

他倒是希望我，能多多為別人著想，並留意

人際互動的細節―處事更圓融，更善體人

意，如此才能找到合適的對象，建構美好的

家庭。

未來除了早日找到合適的終身伴侶，讓

父母放心，並盡心盡力扮演好兒子、丈夫、

與父親的腳色外，也期勉自己能利用在台大

內科所學，融合長庚骨科的紮實訓練，提供

病患最優質的服務，並在「臨床，教學，研

究」三方面皆恪盡緜薄之力。更希望自己能

如洪副院長的訓誨，永懷父母養育與師長提

攜之恩，將他們的精神昇華並回饋所有需要

的人身上，造福更多病友！

郭醫師： S
「過年期間女兒盈汝與女婿亦昌帶著外孫女庭誼回娘家，感覺真好！」

註(由左而右)：亦昌抱著庭誼、盈汝、內人、我、書瑞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