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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林口長庚運動醫學骨科袁立仁醫師

  這次接到邀稿通知，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

憂，不知何年何月起，運動和吃喝玩樂好像變成

主業，骨科醫師變成了副業，科內或院內的同仁

不少人碰到我都問運動和吃飯的事，幸好有一些

好朋友會轉些病人讓我治療，讓我提醒自己是個

當醫師的人。

Let's Talk About 

 "WINE"

Hey!
—
封
—
面
—
故
—
事
—

陳文哲部長暨林口長庚骨科部全體同仁敬賀

各位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您好，「長庚骨科通訊」已經發行到第四刊了，感謝各位的支持！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祝福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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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幸擔任長庚品酒聯誼會的總幹事 ，

這十餘年來也的確喝了不少紅酒，但以我這

個隨性的個性，說對紅酒有多深入的研究實

在也說不上，只敢說比科內多數同事多喝了

不少紅酒；所以當我接到這個任務時，著實

讓我覺得有一些傷腦筋，這個短文的內容就

以我蒐集到的資料再加入一些個人的感想，

跟大家做一個『紅酒亂談』吧。

      葡萄酒主要有紅葡酒與白葡萄酒，這次

介紹的內容以紅葡萄酒為主，其中因內容需

要會加入一些白酒或香檳的常識，希望不要

太學術讓大家消化不良，影響了大家對紅酒

的興趣。

�	 葡萄酒的釀造和結構

    葡萄酒是由新鮮葡萄壓榨後的果汁

(Must)，在發酵過程中將果糖轉變成酒精的

天然產品。紅葡萄酒果汁連皮發酵時，吸收

皮中的色素變成紅酒，白酒則可用白葡萄或

紅葡萄的果汁釀造，因為紅白葡萄的果汁都

是無色的；玫瑰紅酒則是果汁發酵後與紅葡

萄皮短暫接觸的結果。

      葡萄酒是有生命的，因酒在開瓶前，酒

中的四個主要元素：

單寧 (Tannin) Á

果酸 (Acid) Á

果糖 (Residual Sugar) Á

酒精 (Alcohol) Á

尚在運作，互相結合而產生各種不同的新氣

味，顏色也同時產生變化作用，當這四個

主要元素達到均衡點時，便是葡萄酒的適飲

期。紅酒會因單寧柔順後變的醇和馥香，白

酒變得酸度適中而更能領略其果香和醇美，

各葡萄品種會因其特性各異而有不同的成熟

期(Mature)。

      

      喝紅酒時，對不同的葡萄酒的喜好是自

己個人主觀的感覺，通常沒有所謂的好酒

與壞酒，與紅酒評分也無關，只有我喜歡

的酒與我不喜歡的酒。以上的說法幾乎每

本葡萄酒雜誌都會提到，包括Parker、Wine 

Spectator(兩個最知名的紅酒評分系統)也一

再諄諄告誡，甚至所有的酒友們心中也都了

解這個道理，但是真正在買酒喝酒的時候，

這一套真理往往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買酒

時多數人都會優先挑評分較高的酒(包括我在

內)，事實上很多好年份的高分紅酒，其評價

是來自於他的未來性及潛力，跟現狀無關；

有潛力的紅酒通常單寧十足且澀口，但是因

為架構良好，酒體充實，濃郁的口感讓人幻

想該酒未來美好的樣子，於是酒評家給予高

分，但是這未來性是否真的可期，發生於何

時則是未知數。 買酒、藏酒、喝酒都好，時

間是享受葡萄酒必須考慮的重要因子，如果

不是想玩酒而是單純要找一瓶可以馬上享樂

的酒，那所謂需陳年的特性則不是優點，而

是必須捨棄的缺點。

      剛才提到有潛力的紅酒通常丹寧十足，

究竟單寧是甚麼，他又來自何處呢？單寧是

英文Tannins的譯名，是葡萄酒中所含有的二

種酚化合物（phenolic compounds）其中的一

種物質，尤其是紅葡萄酒中含量較多，部分

的單寧是來自葡萄的果皮，梗，籽，還有部

分的單寧來自發酵後的酒液於橡木桶內熟成

（aged）時，與桶壁接觸，而萃取出橡木內

的單寧。

      單寧決定了酒的風味（flavor）、結構

（structure）與質地（ texture）；缺乏單

寧的紅葡萄酒在結構上會失衡，質地輕

薄，沒有厚實的感覺，有些未進行桶內熟

成適合年輕飲用的紅酒，如薄酒來 (每年

十一月第三周的周四，全球同步販售，因

銷售手法得宜，近幾年來蔚為風潮 )，就

完全沒有這種來源的單寧，相反的，有

些存放於橡木桶熟成的白酒，會有一些

這種來源的單寧。單寧在年輕紅酒特別

明顯，入口後口腔會感覺乾澀，口腔黏

膜會有皺褶感  (像是喝了綠茶後的口感)。 

各位可能多少都聽過身邊有朋友說他那天跟

誰喝了一瓶1982的某某酒莊的紅酒，算算

也快三十年了，為何放了那麼久的紅酒大家

卻津津樂道，甚至是以能有機會喝到那樣的

酒是幸運的？那是因為單寧支撐紅葡萄酒的

長年熟成：單寧的抗氧化特性，使得富單寧

的紅葡萄酒得以長年熟成，譬如好年份的五

大酒莊，需要三十年以上的熟成，且能讓高

峰期支撐二、三十年以上。在法國品酒之

旅時甚至見到酒窖內保存近百年的紅酒，

若說單寧只是幫忙紅酒能夠陳年似乎還小看

了單寧， 醫學研究顯示單寧有益於心臟血

管疾病之預防，因為單寧含有一種物質稱

Procyanidols， 發現不僅對人類的血管有保護

做用，並能保護動脈管壁，防止動脈硬化，

此外，還能控制膽固醇，抑制血液中低密度

膽固醇（LDL）氧化改變，而酒精又可提高

血液中高密度膽固醇（HDL）的作用，並

抑制血小板凝結，可預防血栓的產生，有保

護心臟血管之作用，近數年來，紅酒大行其

道也許跟這個因素也有若干相關性，然而對

一般愛好葡萄酒的人仕來說，這些都不是最

主要的因素，葡萄酒的吸引力，在於其日新

月異之變化能力，被視為是有“生命＂的產

品，其與食物搭配得宜，更加相得益彰。故

進一步了解其進化的過程和掌握部份基本原

則，能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多添一份無窮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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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上下的酒，自己喝也開心，出門當伴手禮

也不錯，雖然前面內容曾經提到分數不是絕

對的指標，但是買酒時個人以為那是絕對可

以當作參考的，尤其對一個剛入門的紅酒愛

好者而言一定是有價值的。當你喝得越來越

深入時，自然會有自己挑選的標準。

� 如何品嘗與欣賞紅酒

      中醫看病人講究望、聞、問、切，喝紅

酒時則講究視、嗅、嚐，第一步先看杯中紅

酒的色澤是否美麗，然後聞一聞杯中紅酒所

散發出的各種香氣，最後再喝一口酒嚐嚐酒

的味道，酒的簡介中都會描述許多不同的味

道，至於能喝出多少種，就看您的味蕾夠不

夠敏感了。通常我們會說紅酒宜於室溫中飲

用，但這是指歐洲的室溫標準，也就是攝氏

15-18度之間最為理想，溫度稍低比稍高好，

這樣酒香可藉由口中較高的溫度發揮出來。

若溫度太高時，不論紅酒或白酒都會因酒精

味道過重而失其均衡感。飲用紅酒，特別是

陳年紅酒，應先把瓶塞打開一小時，讓一些

因陳年時所產生的異味如木塞的霉味等)蒸發

掉，這樣才能使應有的酒香與空氣混合而引

發出來。

      大部份葡萄酒是佐餐酒，是用餐時搭配

食物飲用，故在餐廳中點酒可依據所點之菜

式內容，味道濃淡而挑選酒味濃及淡的紅酒

或白酒。但忌用甜度較高之葡萄酒佐餐，因

為甜味會影響食慾並破壞食物原味。對於紅

酒或白酒的選用並無一定規則，依個人喜好

而定。但一般而言，白酒因其酸度高而有去

腥的功效，非常適合搭配各種海鮮食物；紅

酒中所含的單寧有去油膩的功能，搭配肉

類相得益彰。但葡萄酒會因產區及品種不

� 選用紅酒要選單寧多或少??  

� 要如何選購紅酒??

 

      單寧所帶來的澀感常常會讓初嚐紅酒的

人們退卻，就像是剛喝茶就喝濃茶那樣。所

以建議是先從單寧低，果味重的葡萄品種開

始，如Merlot, Malbec, Grenache, Gamay, Pinot 

noir(葡萄品種的名字)。如果對果味有更多要

求的話，可以從新世界的著手，像是美國、

澳洲、智利、阿根廷，不但價格較便宜，且

酒標易懂易讀。如果以後還對紅酒有興趣

就可以慢慢嚐試單寧高的紅酒，像 Cabernet 

Sauvingnon, Syrah, Sangiovese(葡萄品種的名

字) 等。 市售的紅酒或白酒，可說不下數千

種，甚至萬種，在這麼多的酒款中到底要挑

選真是煞費周章，常喝酒的朋友大概都有較

固定的選購對象，各位看官偶爾買個酒要如

何找到較好入口的酒又覺得物有所值呢？個

人建議是找曉雲問問吧！為何有此說法呢？  

因為實際上，這十餘年來長庚品酒聯誼會也

在一些酒商中間小有名聲，所以都會有關於

紅酒的資訊寄給我們，能幹的曉雲不但是副

院長的秘書，也身兼品酒聯誼會的秘書，各

位好朋友可以把這個聯誼會當成一個資訊的

平台，只要你不是今天要買，晚上要喝，通

常都可以找到您的需求，我自己大都買1000

同而口感有所差異，正因如此，如飲用數

種葡萄酒時，宜先飲用白酒，再來溫和的紅

酒，如博根地(Burgundy)產區的碧諾瓦品種

(Pinot Noir) ，最後才享用醇厚的紅酒，如波

爾多(Bordeaux)產區的卡貝納•蘇維翁品種

(Cabernet Sauvignon) ，這樣才能體會由淡轉

濃的口感轉變。 看到這裡，個位看倌可能會

問 "有這麼嚴重嗎？"、"喝個酒而已，有必要

這麼麻煩嗎？"，的確是的，我到現在也還懵

懵懂懂，雖然跟同事吃飯時經常有人會讓我

點酒，每次我都點的相當心虛，點完後都會

祈禱不要喝到難以入口的酒，其實最簡單的

方式，請餐廳內的資深服務員，或經理，甚

至侍酒師(高級的西餐廳中專職負責葡萄酒的

人員，須有執照的)來介紹酒，更重要的是參

考自己的荷包飽不飽，然後挑選一瓶酒自覺

合適的酒來與朋友或家人共享。

�	 葡萄酒的儲存與開瓶後的保存

      葡萄酒跟其他酒類有許多不同之處，其

中最不同的，應該要算是葡萄酒在瓶中是有

生命的，會因為葡萄酒保存的環境，有不同

的表現。

      基本上，葡萄酒的保存可以分成兩大

類：已開瓶與未開瓶的保存。

（一）已開瓶的保存

一個人一邊看書一邊飲用葡萄酒，是很愜意

的事，但是一個人喝不完，剩下的紅酒該怎

麼辦呢？最經濟的做法，就是將瓶塞反向塞

回去，放到家裡的冰箱冷藏，這樣的方式大

概可以維持兩、三天，但是因為開瓶之後，

酒與空氣大量接觸，這是因為開瓶之後，酒

與空氣大量接觸，造成酒氧化酸化的速度加

快，所以品飲葡萄酒最理想的方式，是和家

人或朋友共飲，如此就能將酒一次喝完，畢

竟葡萄酒比其他烈酒類，更不適合獨飲。

（二）未開瓶的保存

市售葡萄酒，價位大約在1000元以內的，多

半是屬於「Ready to Drink」--開瓶即飲型的

葡萄酒；但是，若是購買的葡萄酒的價位較

高，年份比較新，或是書上建議陳年的酒，

則保存葡萄酒就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要注意保存上的幾個重點：

溫度：溫度會影響瓶中化學反應的速1. 

度，最適合的溫度為攝氏12度；溫度要穩

定，不然過大的溫差也會造成酒塞的熱脹冷

縮，易造成酒液滲漏而加速氧化。

溼度：70%，讓軟木塞維持彈性，確實2. 

隔絕酒液與空氣的接觸。

光線：尤其是日光，會造成酒的變質，3. 

因此要放置在陰暗的地方。

震動：過多的震動會造成酒質的不穩4. 

定，要盡量避免。

平放：為讓軟木塞有彈性發揮隔絕空氣55 

的效果，我們建議將酒平放，讓酒液保持軟

木塞的濕潤。請切記，千萬別把紅酒像XO

一樣直立於客廳的展示櫃上，放久了必壞無

疑。一般飲用葡萄酒，其實只要去專業的葡

萄酒銷售店點詢問，選擇適飲的酒款即可；

但您若是葡萄酒的愛好者，有收藏葡萄酒的

嗜好與需求，則建議選購一台葡萄酒溫控酒

櫃，以避免稀有昂貴的酒款因為保存不當而

成為酒醋…。

� 結語

      拉哩拉雜說了這麼多，還是一句老話，

希望不要太複雜而影響了各位喝紅酒的樂

趣，其實不論是喝甚麼酒，只要是時間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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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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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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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www.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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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對 ，最重要的是人對，酒都會是好喝

的，氣氛都會是愉快的。如果你覺得不知道

要如何開始，那絕對歡迎您來參加長庚品酒

聯誼會，  只有一餐中品嘗不同的紅酒才能

讓您更容易且迅速的領略到紅酒的不同與其

中的變化  ，古人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喝

紅酒的人若能有酒莊之旅，對每個人都會是

  美好的回憶(不信的話，去問問施教授和曉  

   雲) 。我在過去十年中與紅酒相關的愉快經驗

就是幾次國外的品酒之旅，各位請看看照片中的最高顧問，笑的多開心啊！是不是跟平常在

醫院中看的不太一樣，這裡的施教授和師母是不是也蠻開心的，歡迎大家加入紅酒的品嚐 

，有一天我們一起去國外品酒吧。

A Summary of  TASTING technique

高壓氧治療對兔子骨隧道中韌帶與骨頭

接合能力之影響

-生物力學與組織學之研究-

林口長庚醫院桃園分院  葉文凌主任

背景 �
目前前十字韌帶重建所用的韌帶移植的成功

率差強人意，本篇研究在探討高壓氧治療

對於兔子移植韌帶與骨頭間的新增血管生成

(neovascularization)，移植韌帶中的膠原纖維, 

與移植韌帶長入骨隧道的影響。

方法 �
四十隻兔子分成兩組，高壓氧組兔子條件

為：接受100%濃度高壓氧，2.5大氣壓力，

每天兩小時，一週內連續五天。控制組則養

在籠子內，接觸一般大氣壓力，十二隻兔子

在術後第六、 十二、十八周做組織學實驗， 

二十四隻兔子在術後第十二、十八周做生物

力學實驗，四隻兔子在術後第十八周做電子

顯微鏡檢查。

本篇原文刊載於 ※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25:636–

645, 2007

葉文凌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桃園分院
骨科主任

專長：

肩、膝及各種關節
鏡手術

運動傷害微創手術

人工關節重建手術

結果 �
實驗結果發現，在高壓氧治療組的兔子，

其韌帶移植中有比較多的Sharpey＇s fiber

長入新生成的纖維軟骨以及骨隧道。此

外，高壓氧治療會增加新增血管生成

(neovascularization)且增加移植韌帶與骨隧道

的接合，生物力學分析發現，高壓氧組的兔

子有比較強的拉出強度(pull out strength)。

電子顯微鏡檢查發現，高壓氧組的兔子中膠

原纖維組織會再生，且其纖維數目會增加，

排列會更規則。 

結論 �
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高壓氧治療有潛力可

以增加前十字韌帶重建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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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物性鋼板或髓內骨釘固定技術

治療成人股骨轉子下骨折之比較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李柏成醫師

背景 �

有關於成人股骨轉子下骨折治療的研究報告

很少，本研究比較兩種不同的固定技術。

方法 �

我們一共收集66例成人股骨轉子下粉碎性

骨折來做治療上的比較：方法一是運用生

物性鋼板固定技術(biologic plating)，方法

二是運用髓內骨釘固定技術(intramedullary 

nailing)。病人平均年齡是36.1歲，平均追蹤

期是28.1個月。

結果 �

使用生物性鋼板固定技術治療可以降低手術

時輻射暴露時間、出血量、及輸血量；然

而，手這群病人接受手術治療後兩年，有比

較顯著的髖部疼痛。其餘的手術結果及功能

恢復於兩族群間則沒有顯著差別。

結論 �

經由手術技術的改良，我們發現，使用生物

性鋼板固定技術治療成人股骨轉子下粉碎性

骨折的效果與髓內骨釘固定技術相當。

本篇原文刊載於 ※  

J Trauma 2007; 63:1283-1291

李柏成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醫師

專長：

骨折重建

髖部骨折

生物力學比較椎板切除術與兩側椎板開窗術

治療椎管狹窄症後發生腰椎不穩定性

-豬模型實驗研究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賴伯亮醫師

背景 �
椎板切除術與椎板開窗術治療椎管狹窄症後

發生腰椎不穩定性已有臨床研究，但相應的

生物力學研究尚未見報導。 我們假設完整的

後側構造（棘突與棘上韌帶），對脊柱減壓

手術後的穩定性發揮重要作用。 

方法 �
8具豬腰椎脊柱標本進行實驗， 每個樣本都

進行了完整，兩側椎板開窗術，椎板切除

術，等實驗。 A組（完整組）所有後側構造

都保留。 B組（椎板開窗術組），兩側第4腰

椎椎板下緣和第5要椎椎板上緣移除，但第4

第5腰椎的脊突與棘上韌帶被保存下來。 C組

（椎板切除術）第4第5腰椎的椎板，棘突，

黃韌帶，脊上韌帶均移除。 液壓試驗機以逐

漸增加到8400牛頓毫米的力矩測試豬腰椎脊

柱標本的前屈與後仰， 以延伸儀測量椎體間

的位移。

本篇原文刊載於 ※  

BMC肌肉骨骼疾病 9:84，2008

賴伯亮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脊椎科醫師

專長：

微創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內視鏡手術及脊椎退化
性病變

電腦影像導引脊椎手術

結果 �
後仰測試時，A組（完整組）， B組（椎板

開窗術組），C組（椎板切除術）在第4第5

腰椎椎體間的位移不明顯（P> 0.05）。 然

而，在前屈側試時，C組（椎板切除術）的

第4第5腰椎椎體間的位移量明顯大於A組

（完整組）和B組（椎板開窗術組）（P值分

別等於0.0000963和P = 0.000418）。A組（完

整組）和B組（椎板開窗術組）之間則無明

顯差異（P> 0.05）。 

結論 �
我們認為保留腰椎後側構造相對於破壞脊上

韌帶與脊突，比較不可能發生脊椎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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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光的分析表示，桿狀病毒與骨髓基質幹細胞，不僅早在第2週就修補缺損，並且在第4週治癒

所有兔子（13/13）的缺損 (圖一)。用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ET）分析的骨骼代謝也表示在第8週骨

癒合已完整相較於其他對照組，經由微電腦斷層掃

描（µCT）(圖二)，組織切片染色學和生物力學試

驗來證明，BMP2/VEGF-expressing的骨髓間質幹

細胞明顯的增強骨修復和力學功能。骨癒合的改善

與時血管新生一致。這些數據表明，表現BMP2和

VEGF的骨髓間質幹細胞加快大範圍股骨缺損的修

復和改善再生骨的品質，藉由桿狀病毒作為載體為

骨髓間質幹細胞的修飾和再生藥品鋪路。

藉由桿狀病毒作為載體與骨髓間質幹細胞治療

大範圍的骨缺損的研究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  張毓翰醫師

摘要 �
      大範圍的骨缺損之治療(處理)在臨床上仍然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骨髓的間質幹細胞

（BMSCs）是骨再生的關鍵。為了探討桿狀病毒（一個新興的基因載體）的骨髓間質幹細胞是否

可以治愈大範圍的骨缺損，新紐西蘭（NZW）白兔的骨髓間質幹細胞跟BMP2-expressing或VEGF-

expressing桿狀病毒一起轉變(transduce)，並在新紐西蘭白兔上共同佈植入critical-sized（10 mm）股

骨缺損。

張毓翰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醫師

專長：

微創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人工關節重建手術

骨髓炎/間葉幹細胞研究

本篇原文刊載於 ※ Biomaterials 31 (2010) 3222–3230

2W            4W             8W               A                         B   

Group 1

Group 2

Group 3

Group 4

Group 5

備註：
Group 1：只有支架(Scaffold)
Group 2：支架 +骨髓的間質
幹細胞 
Group 3：支架 +骨髓的間質
幹細胞+BMP2-expressing 桿
狀病毒

Group 4：支架 +骨髓的間質
幹細胞+BMP2-expressing 桿
狀病毒+VEGF-expressing桿狀
病毒

Group 5： 支架 +骨髓的間
質幹細胞+高單位BMP2-
expressing 桿狀病毒+VEGF-
expressing桿狀病毒

A: 整體外觀察影像

B: 微電腦斷層掃描影像

圖1                                               圖2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commendations 
for Spine Surgery

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骨科  洪偉翔醫師

Spine 雜誌在2010 三月發表的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commendations for spine surgery，列

舉了六近期在各大骨科期刊發表的文章，精選出極

符合證據醫學的研究。

第一篇(Imaging strategies for low-back pain: system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hou R, Lancet, 2009) 這是

一篇回溯性文章列出了六個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包含1804個病人，得到的結果是立即

接受影像學檢查的下背痛病人，在短、中、長期不

會得到更好的臨床成效。"詳盡"的列出六個不同研

究的研究方法與收案條件，用疼痛、功能、生活品

質、滿意度來統合差異性，得到統計與證據力上令

人信服的結果。

第二篇(Surgical  compared with nonoperative 

treatment for lumbar degenerative spondylolisthesis. 

Weinstein JN, JbJS Am 2009)延續了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在2007發表為期兩年期研究，結

合了六家醫學中心，892個病人得前瞻性隨機抽樣

世代研究，雖然有許多crossover (放棄保守治療改

開刀治療)，也得到手術治療病人在中長期有較好

的功能與疼痛減經，此篇優點在病人收集與隨機抽

樣的嚴謹，"誠實"的列出因為crossover 造成一些統

計上無意義的指標。

第三篇(Posterior short-segment fixation with or 

without fusion for thoracolumbar burst fracture. Dai 

LY, JbJS Am 2009)特色是病人數少，收案限制多，

只收Denis type B between T11 and L2的病患，也只

有simple randomization，卻以標準化的手術治療與

術後照顧清楚的比較有無fusion 的利弊。結論是後

位骨融合與否對臨床並無差異。

第四篇(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compared to 

現職：

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
骨科醫師

專長：

下背痛等脊椎退化性疾患

脊椎側彎駝背變形

洪偉翔  醫師

conservative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painful acute or 

sub acute osteoporotic vertebral fractures... Rousing R, 

Spine 2009)是文獻上第二篇level I evidence one的文

章比較medical treatment to vertebroplasty的效果，在

acute/subacute 時間點上vetebroplasty是沒有差異。

本文特色在挑戰一個well established的治療，藉由

specified patient selection去challenge vertebroplasty，

警醒我們surgical indication 的拿捏。

第五篇(RhbMP-2 versus iliac crest one graft for 

lumbar spine fusion in patients over 60 years of age. 

Carreon LY, Spine 2009)討論成本效益，特點在

decision-analysis tree nodes與細項計算所有病程的花

費，雖然不能算到True economic cost，也反應出高

價骨材(rhBMP) 使用上的必要性。

第六篇(Dose incorrect level needle localization during 

anterior cervical disectomy.... Nassr A, Spine 2009)回

溯性的文章，只看image 與計算退化的程度，case 

number(85)也少，卻得到有意義結果，wrong level的

needle localization會造成cervical disc的退化。

綜合這幾篇文章我認為只要研究設計嚴謹，收案 

criteria 明確，治療計畫詳實，統計方法適當，也可

以算是具有＂證據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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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感謝許文蔚院長在任期間的

辛苦領導與貢獻，在來自各界

長官、骨科友人以及嘉義長庚

醫院全體同仁的祝福之下，舉行了許文蔚院

長的榮退感恩茶會，藉此機會簡單扼要的紀

實這一切，也與所有骨科後輩一起回顧：許

文蔚院長對於長庚醫院和骨科學界的卓越貢

獻，以及許院長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感恩茶會選在11月29日星期一的下午

舉行，參與的同仁們擠滿了國際會議廳將近

400 個座位。首先登場的是「人物專訪」，

安排許院長的親朋好友，透過事先錄影的方

式，表達對許院長為人處事的感念與衷心的

祝福，內容分述如下：(1)長庚體系院長級以

上主管包括：最高顧問吳德朗教授、決策會

陳昱瑞主任委員、陳敏夫榮譽院長、王清貞

榮譽院長、林口總院王正儀院長、基隆院區

程文俊院長，對許院長共同表達：「身強體

健有活力，決策明快有魄力；執行能力強，

臨床上照顧病人更是用心」，極具萬分推崇

之意。同時各位主管也鼓勵許院長好好的規

劃退休之後的生活，除了繼續臨床服務，持

續鞭策後進之外，並能再創人生的第二春。

林口總院翁文能副院長更是推崇許院長是長

庚骨科的創始人，也是所有長庚骨科醫師的

老師。長庚骨科今日能夠發展到這等規模，

各次專科蓬勃發展，從基隆到高雄，處處都

有許院長學生的蹤影。許院長視病猶親，30

餘年如一日，更是所有骨科醫師學習的最佳

楷模。(2)嘉義院區各部門主管包括：外科

部楊仁宗部長、內科部李冠德部長、婦產科

曾智文主任、小兒科蔡宜展主任等，大家皆

衷心感謝許院長平日於院務以及科務方面的

指導及提攜。而骨科部黃國欽部長更是深深

地表露出身為許院長學生的感恩之情：「許

院長，您是我們永遠的先生註一， 過去如

此!現在如此!未來更會是如此!如果身為學生

的我們，未來能有任何一點點值得稱許的成

就，那也都是歸功於先生的卓越指導!」

緊接著，骨科部運動醫學科許維修主任

藉由專輯影片的播放，感性地敘述出許院長

的生涯回顧。許院長自1976年進入長庚醫

療體系後，從台北長庚的創建，林口長庚的

發展，到嘉義長庚的成立，都有許院長的偉

大身影；最近十年來，許院長深耕生根於嘉

義長庚後，不只對於雲嘉南地區的病患、家

屬、還有嘉義長庚醫院貢獻良多，同時院長

更帶領著嘉義長庚全體同仁完成了許多不可

能的任務，創造了許多醫療服務的佳績： 

從2000年起，背負著王創辦人的期待， 11 

 許院長從林口長庚轉戰至嘉義長庚，與王 

 正儀院長從零開始，胼手胝足，逐步發 

 展，共同奠定嘉義長庚的堅實基礎。在八 

 年的副院長任內，鼎力襄助王正儀院長推 

 動院務，達成最短時間內損益平衡的佳 

 績，並發展種種令人矚目的特色醫療。

在王院長2008年榮升林口院區院長後， 21 

 許院長力扛續建嘉義長庚醫院的重責大 

 任，其中包含了：

雲嘉院區的擴建：11 

領導綜合醫學大樓的建置，完成綜合  9

 醫學大樓的啟用。

領導嘉義院區全體同仁完成綜合醫學  9

 大樓搬遷的艱鉅任務。

指揮帶領全體同仁安然度過各項天災  9

 (地震及颱風)。

積極協助雲林院區的籌建與運作，全  9

 面提供雲林鄉親優質的醫療服務。

帶領嘉義長庚醫院通過各項評鑑21 

新制醫院評鑑榮獲特優的佳績。 9

榮獲衛生署評定為雲嘉地區唯一重度  9

 急救醫院。

教育深耕、嘉義生根：許院長協辦永慶完 31 

 全中學的成立，將本院的核心價值與寶貴 

 經驗，藉由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傳遞 

 給下一代，並且榮獲永慶學院首任講座的 

 榮譽。

於骨科系方面：41 

1976年，許院長於台大骨科完成骨科 11 

 學訓練後，時逢台北長庚醫院成立， 

  擔任長庚骨科的第一任主治醫師，可 

 說是長庚骨科的開山宗師。

1978年，許院長遠赴美國Chicago  21 

 Rush進修。

1982年，許院長遠赴美國Mayo Clinic 31 

 精研。

返國後，擔任林口長庚醫院骨二科主 41 

 任。

擔任中華運動醫學會理事長。51 

創立膝關節鏡醫學會，並擔任首屆理 61 

 事長。

2000年，擔任林口總院骨科系主任。71 

2001年，引進並執行台灣首例「電腦 81 

 導航輔助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

擔任亞太運動醫學會理事長。91 

2001年，帶領四位主治醫師南下嘉義 101 

 創立「嘉義長庚骨科」，發展至今， 

 共有十位主治醫師，並於2006年升格 

 為骨科系，提供全方位次專科的醫療 

 服務。

第三部分是各界長官以及貴賓致詞。首

先上台的是嘉義縣張花冠縣長及前縣長陳明

文立法委員。張縣長首先為許院長抱屈，那

麼硬朗的身體及充沛的精神，怎麼這麼早就

要退休了呢?!!對於許院長任內，率領全體同

仁積極配合嘉義縣府的各項醫療衛生活動以

及適切照顧嘉義鄉親的身體健康，致上衷心

感謝之意；同時張花冠縣長也期勉未來的蔡

熒煌院長能夠繼續帶領嘉義長庚全體同仁為

鄉親們服務。而陳明文立法委員則對於許院

長更是倍加推崇：在陳委員八年縣長任內，

許院長是跟陳委員配合最為密切的醫院長

官。從副院長任內開始至今，持續的配合縣

府推動各項醫療活動，為嘉義鄉親提供最優

質的醫療服務。

接下來的是長庚決策會陳昱瑞主任委

員，陳主委幽默風趣的致詞讓整個場面輕鬆

不少。陳主委提及許院長不僅是他大學時期

的學長，也是在長庚醫院的前輩，許院長的

認真處事的風範感染了後輩，讓長庚陸陸續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 許維修主任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 黃國欽部長 

文智超然 博施濟眾

蔚誠盡責 譽滿杏林

13 http://www.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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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有更多的好醫師養成。陳主委也打趣的

說，再過四百多個日子，他也要尾隨許院長

加入「榮譽院長」退休俱樂部的行列之中；

不過，陳主委特別強調的是：退休不是事業

的結束，只是代表階段性任務的完成，同時

代表另一個階段的任務正要開始；因此要好

好的規劃退休後的生活，除了朝向醫療服務

及醫學研究的方面繼續發展外，也能多陪陪

家人，享受天倫之樂。接下來致詞的是許院

長的老同事老長官，擁有革命情感的林口總

院王正儀院長。王院長一開始先以「回嘉真

好」向嘉義長庚的全體同仁熱情招呼，緊接

著提及遠在2001年時，許院長放棄了台北教

授的舒適生活，跟隨王院長南下嘉義進行開

疆拓土，設立嘉義長庚。從無到有，嘉義長

庚發展至今已有1300餘床的醫療規模，許院

長跟醫院全體同仁都是居功厥偉。王院長也

跟許院長夫人致敬：「一個成功的男人，背

後一定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今天之前，您

的老公一直在替大家打拼，從今天開始，我

們把您的老公還給您。」最後上台致詞的是

即將上任接棒的蔡熒煌院長。蔡院長提及了

他在長庚醫院實習時期也是許院長的學生；

但是，對於許院長的進一步深刻認識，則是

從一年多前南下嘉義時開始。這段期間內，

許院長帶領大家度過了許多的難關以及完成

許多不可能的任務，包括:綜合醫院大樓的落

成及搬遷、新制醫院評鑑特優、獲評為雲嘉

地區唯一重度急救醫院，雲林院區的籌建與

運作、風災和地震…等。跟許院長一起參與

諸多會議以及日常相處中，蔡院長都深深感

受到許院長的行動力以及魄力，他也期許自

己在接下嘉義長庚院長的棒子後，能夠繼續

帶領全體同仁前進醫學中心。同時也希望許

院長仍能夠繼續對於院務提供寶貴意見，積

極指導鞭策後輩，讓嘉義長庚醫院的發展能

更加臻於至善。

接下來，陳昱瑞主委代表創辦人王永

在董事長致贈許院長「繼往開來榮退紀念金

幣」，感謝許院長對於長庚醫療體系的積極

貢獻，隨即院區各單位也踴躍的致贈紀念品

以及發表感言，場面十分溫馨感人，從各單

位主管發自於內心的言語中，足以讓人深刻

感受到許院長平日對於嘉義長庚所有同仁的

溫情照顧，也讓眾人心中留下許院長溫暖、

親切的印象，相信許院長也能夠感受到大家

對他的依依不捨以及萬千祝福。

在致贈紀念品的時間結束後，便是許

院長發表個人感言的時間，字裡行間都處處

展現出許院長對於長庚醫院及長庚骨科濃厚

的感情。許院長從大學時期開始娓娓道來，

話說從台大醫院完成訓練後，初到台北長庚

就任主治醫師工作之時，許院長打趣的說：

「感謝長庚醫院給了當時快要失業的他有

機會能繼續工作，一解全家大小的燃眉之

急。」感言中許院長也提及了出國進修期間

在美國的甘苦談，從這裡與會聽眾也可以看

出許院長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不斷地精益

求精，不斷地學習新技術，積極建設自己，

以備回國時來造福鄉親，這一點實在是非

常值得我們這些後輩努力學習的！當提到一

對寶貝兒女時，許院長更是不經意地露出得

意的笑容；一雙兒女均已成家立業，而且都

已經有了小孩，讓許院長升格成為「阿公」

了。照片中一家大小共享天倫之樂的和樂情

景，看了真是讓人欣羨不已，退休後的許院

長應當會有更多的時間能夠享受這美好的溫

馨時光。此外，許院長認為自己能有今日的

成就，乃是因為受到許多人的照顧與提攜；

然而，在嘉義長庚醫院的同仁來看，許院長

的成功絕非偶然，主要是因為許院長能時時

督促自己「追求卓越」，不斷的「精益求

精」，才能有今日的成就。最後，許院長也

提到對嘉義長庚醫院的期許，希望嘉義長庚

能夠好還要更好，全體同仁在蔡熒煌院長的

帶領下持續進步，共同朝向成為醫學中心的

目標前進，未來許院長將退而不休，仍然會

為雲嘉地區的民眾看診，並歡迎所有的同仁

後學有任何問題或是煩惱，可以到他的辦公

室與他討論請益，相信以許院長智者的見解

及風範，一定可以得到不同於其他人的精闢

啟發。

茶會當天也是許院長的六十五歲大壽。

嘉義長庚管理部特別精心策劃為許院長慶

生，當蛋糕緩緩推出來的時候，許院長露出

驚喜而靦腆的笑容，接著所有同仁及院長夫

人共同為許院長高唱生日快樂歌，並由院長

與夫人一起切蛋糕慶祝。許院長又再次謝謝

大家，期許未來長庚醫院院務昌隆，並對所

有同仁獻上衷心的祝福之意。 而許院長的榮

退茶會也在溫馨愉快的氣氛下接近尾聲，最

後許院長、院長夫人以及所有的同仁留下一

張張的照片留念，共同為許院長榮退暨感恩

茶會寫下美好的句點。

註一：先生意指：日語的「老師」之意。

15 http://www.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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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病患在即使已將病灶移除

的情況下，持續經由中樞傳

導產生疼痛。相較於傳統的

「Pre-emptive analgesia」，

「Preventive analgesia」能

預防中樞神經系統的敏感化

(sensitization)，因此能預防

組織傷害後所造成的病理

性疼痛 (圖一 )，統合分析研

究也發現使用「Preven t ive 

a n a l g e s i a」比使用「P r e -

emptive analgesia」更能對疼

痛治療產生正面的效果。而講

者於2005年在澳洲所作的第一

等級證據評估發現，足夠劑

量及長時間使用「Preventive 

analgesia」才是疼痛治療成功

的關鍵。疼痛的治療往往不只

有表面看到的問題，感覺接

受性疼痛(nociceptive pain)及

神經病變性疼痛(neuropa-thic pain)常是我們需

同時考慮的問題，例如坐骨神經痛的治療，就

算在一個完美的手術之後，所有檢查也看似正

常，但疼痛可能還是存在，而逐漸受到重視的

「複合性局部疼痛症候群(complex regional pain 

syndrome；CRPS)」也是一個例子，病患常在

意外受傷之後產生神經病變性疼痛(neuropathic 

pain)，所以在給予疼痛治療藥物時需同時考慮

治療/預防神經病變性疼痛的藥物。

使用多重抑制機轉來控制多元的 ±
傳導物質，能有效治療疼痛。

隨著我們對脊髓背角(dorsal horn)內感覺

受體、神經及神經傳導物質的了解發現，感覺

受體與神經會互相交叉對話，這就是為何有時

觸覺會引起疼痛，而神經傳導物質更是複雜，

如果沒有使用多重抑制機轉來控制多元的傳導

物質，有可能無法治療疼痛。目前疼痛的治療

藥物有許多選擇，COX-2 抑制劑、tramadol/

acetaminophen複方、gabapentin等都是很好的

藥物，最好能使用具多重機轉的藥物，不要只

是使用NSAIDs，尤其對於那些非發炎性的疼

痛，使用NSAIDs並沒有藥理上的效果。

此外評估病患的疼痛狀態時需先評估病

患本身，研究發現有50%的疼痛病患不斷更換

醫師，只因為他們認為醫師無法替他們解決問

題，一項有趣的研究發現，手術前有57%的病

患擔心術後疼痛控制問題(圖二)，所以必須與

±  傳統上所認為的疼痛控制已經慢慢改變成疼痛

的治療

現在對「疼痛」的觀念已由1986年國際疼痛研究學會對

疼痛的定義；「不愉快的感覺及情緒經驗，具有實際或潛在的

組織傷害」，改變為「疼痛是一種疾病」，它不再只是一種症

狀，而有可能對病患身體造成潛在的傷害，甚至可能引發心肌

梗塞、胃腸疾病、焦慮、憂鬱等疾病，也因為如此，傳統上所

認為的疼痛控制(手術前、手術當中及術後)已經慢慢改變成疼

痛的治療，治療疼痛的時間比從前認為的疼痛控制時間還要長

很多，甚至需要超過六個月。疼痛所引發的睡眠障礙、焦慮、

憂鬱等心理疾病是一個大問題，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疼痛病患

當中有63%病患具明顯焦慮症狀，56%病患具有明顯的憂鬱症

狀，另一個研究結果顯示慢性下背疼痛病患有44%具有憂鬱症

狀，突顯出疼痛治療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感覺接受性疼痛(nociceptive pain)及神經病變 ±
性疼痛(neuropa-thic pain)常是我們需同時考慮

的問題

此外隨著對疼痛傳導路徑及機轉的了解，我們知道疼痛

不僅由週邊組織所引發，也可能因疼痛所產生的「疼痛記憶」

18長庚骨科通訊2011年冬季刊

你的病人討論及分享你的看法，避免他們陷

入無助的狀態。

的確有高達50%以上的病患在手術完成

後仍存在持續性疼痛，就算接受過截肢的

病患也有50%至60%在術後感受到難以言喻

的疼痛，所以這又再一次顯示「Preventive 

analgesia」甚至加入sympathetic block的必

要性，如何在早期使用足夠的疼痛治療藥物

及治療足夠的時間真的是疼痛控制成功的關

鍵。

ULTRACET為Tramadol  37 .5  mg與

Acetaminophen 325 mg特殊比例的複方製

劑，一次阻斷三個疼痛傳導路逕，藉由互補

的機轉產生加乘的止痛效果。

( μ-opioid receptor binding mechanism, 5 HT 

& NE reuptake inhibition mechanism and NO 

production inhibition)

ULTRACET單獨使用快速止痛，效果優

於Tramadol及NSAIDs，onset只需17分鐘；

此外，ULTRACET的作用機轉不同於傳統

NSAIDs，不會造成NSAIDs相關的副作用，

例如：胃腸道出血或胃潰瘍、腎毒性及誘發

心血管疾病。

Multimodal Approach是最有效的疼痛控

制策略之一；ULTRACET具有多種止痛作用

機轉，不論急、慢性疼痛，皆能夠提供快速

有效的疼痛減緩。

疼痛治療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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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骨科的時空背景】

初冬的淡水河上，醫學院同學聚餐選在

遊艇上度過，時光倒流如同河水緩慢的流過，

酒酣耳熱聊起昔日往事，民國六十六年畢業的

那班選擇婦產科、兒科及今日所謂的家醫科的

皆不在少數，也就是從事基層醫療服務的多，

而留在醫學中心的少；今非昔比，婦兒科萎

縮，出去執業行醫的變少，大部份棲身在地區

醫療以上的院所，為人所聘雇或聯合執業蔚為

風氣，充分顯示健保或所謂"managed care"所

帶來的衝擊。當時近一百名的醫學系畢業生，

從事外科(排除婦產科)不超過10名，大部份集

中在大台北地區。長庚醫院當時剛崛起(民國

六十六年成立)，同班同學只有四名留在長庚

體系行醫至今，陳訓徹醫師走一般外科，陳添

興醫師走整形外科(高長)，從事骨科只有兩位

(也是班上僅有的兩位)，就是翁文能副院長和

我，當時骨科是在第三年外科住院醫師時才定

下來，記得當時在CR(只高我們一期，最多二

期)的指導下開了很多盲腸炎、植皮，氣管切

開及尿路結石取出的手術，奠定紮實的外科技

藝。帶著初生之犢闖蕩江湖的豪氣及念舊的出

生地在台南的情懷所影響，我於民國七十五年

元月來到高雄長庚，一晃就是二十五年。如今

骨科變大了成為系或部，可以單獨招幕有志之

士加入，骨科醫師的養成變得更專業，少走了

一些寃枉的路，但也少了一些多所涉獵的樂

趣。

【高雄長庚的日子】

高雄，對我而言已儼然成為我的第二故

鄉，因為父親任職於台電，我的小學三、四

年級就讀於高雄成功國小，我當醫官的二年

中有一半的時間在左營海軍軍區，另一半在

陽字號的驅逐艦上，然後就是四分之一世紀的

高雄長庚行醫。"行醫"這個名詞很有意思，它

代表一種動態的職業，"行"代表(keep working

或keep moving)，它代表一種"互動"的行為，

與病人、同儕、醫院的同仁都要有良好的互

動，行醫的樂趣於焉產生。高雄長庚醫院於

1986年元月在高雄縣市交界(目前已縣市合一)

的澄清湖畔開幕，骨科主治医師一脈相承源自

林口長庚骨科來到台灣南部開疆拓土。高雄長

庚隨即在1987年取得勞保醫療業務及1995年全

民健保開辦，病患服務量遽增，奠定了骨科

今日的規模。高雄長庚骨科歷經王清貞院長

(1996~2004)，兩位科系主任(王俊聞及郭繼陽

主任)的努力於在2007年獨立於外科部成為骨

科系，下分為三個次專科(関節重建科，運動

醫學科及脊椎外科)，高雄長庚骨科脊椎外科

於焉成立。初來高雄長庚時只有我與王俊聞醫

師，陳文顯醫師壹年後加入，爾後二年許銘

瑞、郭繼陽、謝博欽、紀文仁、陳良美、黃柏

昌醫師相繼來到高雄，或許南部發展空間較

大，除了現任的郭繼陽部長，其他的"高手"都

被挖角或跳糟自立門户，立足於南台灣。成立

五年鄰近高雄長庚的義大醫院，其中的骨科要

角幾全來自北長庚，個個驍勇善戰絕非弱者，

充分顯露長庚訓練出來骨科醫師的大器。這一

切都是拜長庚的紮實訓練所賜。

就我而言，紮實的訓練可分為骨科技藝

及醫療行政兩個方面，早期長庚的快速竄起及

茁壯，憑藉的是多元文化(來自不同醫學院的

畢業生)，沒有沈疴的階級包袱，年紀相近的

外科醫師一起成長，熱忱的腦力激盪及湧泉般

的投入精力於參加不同的委員會及日夜不歇的

骨科手術及病患照顧。總醫師完成時我已開遍

上下肢骨折案例達二、三百例；由於當時多起

高速公路重大車禍在林口附近發生，我也參與

研擬制定重大災難計劃(今日333演習的前身) 

，直到今日我仍參與手術室委員，職業醫學科

的支援醫師及院外的次專科的臨床醫療指引的

制定及專業審查業務，這些歷練都積極投入

而甘之如飴，也拓展了我行醫的領域。如今醫

院變大了，擴展成為四大院區(這還不包括厦

門長庚)，變得更有制度、更重視學術研究，

升遷管道變狹窄了，以前怕的是大專聯考及國

家考試，現在怕的是專科醫師考試及2-6-9條

款。我要不是幸運之神的眷顧，早就被逐出長

庚家門，反過來說，這也是長庚可愛的地方-

機會無窮，出國進修、攻讀研究所(MBA或法

律研究所也可)，只要肯努力總有一個地方讓

你"窩"，也很慶幸代代有傳人，年輕的一代轉

型成功，嶄露頭角。我還是衷心的希望有熱血

的年輕骨科醫師不要被新規定澆息您的熱情，

也要相信長庚骨科在提拔人才時，能給年輕人

適當發揮所長的空間。

【待續】

服務長庚逾三十年而能保有赤子之心樂

於行醫，且能遊走於不同院區，甚至遠赴台東

服務兩年及短暫的廈門長庚駐診，每一次都帶

給我美好的回憶, 也再度擴展了行醫的視野。

有幸留在長庚繼續打拼，有機會暫時的離開

長庚(包括進修)也是海闊天空，假如沒有兩年

(2003-2004)的台東基督教醫院的淬練又那能感

受到後山之望優質醫療雲霓。沒有美國明尼蘇

達師事脊柱畸型大師Dr. Winter(1988)及維吉尼

亞大學骨科王國照教授的教導，又那有今日之

胸襟。學習成長的過程也承蒙師長的照顧及提

攜，想到身為長庚骨科的一員才能有今日的踏

實及現有的成就感，只有滿滿的感激。

(附記)

高雄長庚脊椎外科目前有四位主治醫

師，較資深的主治醫師為本人(科主任，曾任

2006~2008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理事長)及陳松

雄医師(曾任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理事長及微

創學會理事)，分別於1988年在美國明尼蘇達

師事脊柱畸型大師Dr. Winter及1992年在芝加

哥師事脊柱畸型大師Dr. Dewald 。目前脊椎外

科手術量每年維持在五百例上下，涵括脊柱畸

型(先天性或神經肌肉性)、退變性脊椎病變、

小兒脊椎疾病、脊柱感染及腫瘤。涵蓋頸、

胸、腰薦椎等解剖位置，手術方式包括前、後

側(路)或360度椎骨融合術，椎體切除術、及

內視鏡或導航輔助脊椎手術正方興未艾發展

中。高雄長庚骨科脊椎外科重視住院醫師訓

練，與神經外科,鄰近的美、日、韓、香港及

南台灣脊椎中心如高雄醫学大学骨科林森源醫

師，成功大學的林瑞模醫師，阮綜合醫院的許

明男醫師，及博正醫院的沈永訓及沈文哲醫師

密切學術交流，互動良好，歡迎有志之士加

入。

高雄長庚骨科系 脊椎科主任 高義然醫師

行醫的樂趣

接獲長庚骨科通訊的邀稿時，想到自己才疏學淺，沒有冠冕堂皇的著作可以下筆，看著前

期封面斗大的標題”青春鐵馬行”受到感動，喚起塵封多年骨科生涯的美好回憶，感動的是骨

科同事之間的手足之情溢於言表，遙想著手術台上下不來時，同事主動幫忙處理病房的瑣事、

協助接新病人、或身體不適時的代班的點點滴滴，希望以這篇短文來分享我在長庚骨科行醫的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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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太骨科醫學會(Asia Pacif ic 

Orthopaedic Association 以下

簡稱APOA)成立於西元1962

年，台灣在西元1979年第一次舉辦亞太骨科

醫學會議(當時會議名稱為西太平洋骨科醫學

會，簡稱WPOA)，在會後利用結餘款與政府

補助款買下了現在南京東路的骨科醫學會會

址，也奠定了台灣骨科醫學界發展的基石。

事隔三十年，陳博光教授榮任APOA理事

長，再度將這個骨科的盛會帶回台灣舉辦，

由於爭取到主辦權時的骨科醫學會理事長是

陳文哲部長，因此特別敦請陳部長擔任第一

副會長，並且擔任大會會長，長庚團隊就在

陳部長的率領下，與台大骨科團隊通力合

台灣的驕傲、長庚的光榮 

─主辦2010 APOA大會後記─ 

文、圖｜林口長庚骨科副部主任  李炫昇教授

作，順利於2010年11月4日到7日舉辦APOA 

2010年會。

這次大會舉辦的相當成功，會議主題

訂為「亞太醫生對骨科的貢献」，與會者非

常踴躍，包括來自25個國家外賓七百多人，

國內醫生約二千人，加上參展代表與工作人

員，總共超過三千人參與這場盛會。學術

會議內容也相當豐富，包括Special Lecture 

37個、Symposium 25個（134篇演講）、

Instructional Course Lecture 7場、Free paper 

348篇、e-Poster 190篇、Lunch Seminar 5 場

等等，全程10個會議廳同步以英語進行學術

演講，不論在講題安排、技術支援、行政協

調、人力分配、會場會務、報到收費、以及

參展內容，都是一個充滿困難的挑戰，當最

後一場演講在11月7日中午結束，所有的工作

人員回到試片室與報到處，點收完畢所有設

備，仍有一種既亢奮又疲倦的情緒，索性一

群人飆車到濟南路帝寶附近，大啖又辣又嗆

的紅燒豆瓣魚，給自己與這個了不起的團隊

一個喝采，陳部長為了那些沒有吃到豆瓣魚

的好朋友，特地在11月24日又辦了一場感恩

餐會，為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畫下完美的

句點。

長 庚 團 隊 在 接 下 這 個 「 M i s s i o n 

Impossible」的時候是在2010年初，距離預

定的投稿截稿日期只剩下半年多的時間，而

所有邀約的外國貴賓講者都尚未確定，國內

各個次專科學會對於要如何協調辦理骨科

年會，要如何在APOA大會將國內、外的講

題整合？當時仍未有共識，學術組牛自健與

秘書曉琪在這個時候發揮最大的整合能力，

立即召開學術組工作會議，請詹益聖、陳昭

宇、謝邦鑫、李柏成、賴伯亮、張嘉獻、張

毓翰分頭負責規劃與聯絡，之後在牛醫師的

領導下，幾乎每二週就開一次會，緊鑼密鼓

地將大會的議程排好，這次大會的成功，學

術議程的妥善安排是最大的功臣，當10月

份大家看到精美的program book時，其實不

知道學術組背後的辛勞，因為一直到送印

前，議程及講員仍在變動，不止要即時更新

APOA的議程，也要將TOA和APKS的議程

再次整合，而電子摘要的內容一直到開會前

4天仍然有bug存在，直到開會的前一晚，工

程師仍在會場整合電子摘要與e-poster，現在

想起來真是敬佩牛醫師所帶領的團隊，也對

曉琪的能力非常的肯定。

大會另一個重頭戲就是會場的整合與人

力的安排，整個會場在醫學會倖如的巧思，

加上陳昭宇的整合，充分顯現出國際學會的

規模與架構，不論是演講廳內的安排，或

是Technical Exhibition各個Booth都非常有人

氣，而在連結APOA會場與TOA會場的台灣

大街，懷古幽情結合美味的台灣小吃，讓每

一個參加會議的來賓與會員可以一邊休憩，

一邊進行學術或業務討論，外國的來賓也藉

著參加APOA對台灣有更多的認識，成功的

進行國民外交。人力工作的分配、Preview 

room與報到處的規劃同樣也是進行的有條不

紊，這必須要歸功給呂孟嶺、徐永衡、張嘉

獻、月珠、曉雲、阿吉、和參與的住院醫師

們，他們處變不驚、慎謀能斷，讓會議能準

時開始、準時結束，隨時處理突發狀況，結

果讓擔任秘書長的我變成一個無用武之地的

閒人。

這次大會的開幕式與歡迎晚宴也非常值

得一提，節目組詹益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從會場勘驗，節目內容，主持人安排，在周

應照的協助下，可以說是精算到每一分鐘，

因此整個節目的進行一氣呵成，毫無冷場，

讓人有意猶未盡的感覺，晚宴的表演節目從

醒獅團的振奮鑼鼓聲響揭開序幕，博得一個

好彩頭，之後的舞蹈表演更是精彩，其中一

位舞者羅麗蓉小姐是筆者置換人工髖關節的

病友，也是乳癌防治基金會的理事，她勇敢

的站出來表現自信與樂觀的人生態度，讓在

場所有的醫師與貴賓都感到讚佩，陳思源的

媽媽孫琬玲小姐所帶領的弦樂演奏讓大家亢

奮的情緒漸漸的舒緩，可以在悠揚的樂聲中

彼此交流，增進情誼，節目最後由原住民表

演舞蹈，全場來賓同樂將晚宴氣氛帶到最高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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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組的傅再生與紫羚也功不可沒，透

過陳部長與宏碁施振榮董事長的情誼，宏碁

電腦免費借給APOA與TOA總共64部筆記型

與All-in-One觸控式電腦，而傅再生為了會

場資訊系統的運作順利，在11月4日歡迎晚

宴過後仍然趕回會場，一直流連到深夜才回

家。交通組的曾益全和慧美在整個會議進行

期間，親力親為和幸福通運的董事長一起合

作，尤其是在圓山大會晚宴之後安排所有的

交通，更是堅持到最後一分鐘、直最後一個

貴賓安全離開圓山才離開，這種負責的精神

就是長庚所以能得到榮耀的根本。

秘書處的怡君、淑萍、月珠、佩芬、紫

羚更是大會能成功的幕後英雄，他們主動積

極的聯絡所有外賓，確認行程，安排各項活

動，居間協調聯絡學會、參展廠商、以及各

個醫院擔任座長與講員的醫師，繁瑣的工作

超過平常的負荷，可是他們都任勞任怨，一

心只希望大會能順利成功，對於各個團隊的

向心力與榮譽心，我與陳部長感到非常窩心

與感激。

學無止境，骨科學界領域總是日新月

異，在傳承與世代交替中孕育出更卓越人

才與創新技能，三十年前台灣骨科以承辦

WPOA而奠基，三十年後長庚骨科能夠有幸

承接主辦APOA大會的會務工作，陳文哲部

長在骨科界折服眾望、調和鼎鼐的領導才華

是最主要的原因，而這次參與APOA工作組

的長庚團隊每一個成員，也都能把辦好這

次會務當成自我學習、成長、歷練的機會，

因為要舉辦這樣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超過

25個國家代表，三千人以上的學術會議，又

要結合台灣的特色，統合國內各專科學會，

在短短的7、8個月內從無到有，的確是一個

「不可能的任務」，看著會場內我們的國旗

高掛，而中國代表團也沒有任何杯葛，雖然

我們並沒有辦的盡善盡美，但是在亞太及世

界各國的心目中，台灣的確不卑不亢的使命

必達，我想這應該是台灣的驕傲、也是每一

個伙伴的榮耀。最後要特別感謝，中華民國

骨科醫學會江理事長、江秘書長、以及台大

醫院骨科部陳醫師等同仁協助，才讓會議能

夠圓滿落幕。

秘書長、外賓與羅小姐所帶領舞蹈團合  S

 影。

陳部長、江理事長、秘書長、高義然主  S

 任、學會秘書倖如於會場與國旗合影。

活動：「長庚骨科聯誼晚會」

時間：2010年11月5日

地點：北市上海鄉村餐廳

嘉義長庚回娘家 S

S 史丹福毛教授伉儷與施教授

S 義大杜元坤院長

S 義大長庚手足情深

萬芳長庚相見歡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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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 告 欄
"KNEE" Course！!

2011 Chang Gung Knee Course--Disorders of the Patellofemoral Joint    �

 current concepts review and update strategy 將於100年1月8日(六)假林口長	
	 	庚第一會議廳舉行，歡迎參加。
 報名聯絡人：鄭小姐（03）3281200＃3882

感謝！許院長對長庚骨科卓越的貢獻！	�

	 許文蔚院長於99年11月29日榮退升任榮譽院長。

恭賀！	� 林口長庚

	 施信農醫師榮任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理事長

  李炫昇醫師榮升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秘書長

  楊文一醫師榮獲  「專科品質提升執行成果競賽」第四名

  謝邦鑫醫師榮獲   臺灣骨科研究學會第四屆論文績優比賽第一名

 

長庚骨科通訊歡迎投稿 � ，札記、心得、旅遊好康、甘苦談、新聞新

 知， 型態不拘，只要您曾經與長庚骨科有淵源，都是我們邀請的對  
 象，歡迎與編輯部聯絡(chiwang@adm.cgmh.org.tw)。

更正：2010年03期秋季刊「長庚骨科大事紀」內容修正 �

2004年     王清貞醫師榮任    高雄長庚榮譽院長

王清貞醫師榮任    國際骨骼震波學會理事長

2005年     王清貞醫師榮任    台灣膝關節及關節鏡學會理事長

發行人

林口長庚     陳文哲

榮譽顧問

嘉義長庚     許文蔚

中山醫院     施俊雄

高雄長庚     王清貞

林口長庚     翁文能

Since 2010
長庚骨科通訊

CG Orthop. Communication
總編輯

林口長庚     李炫昇

編輯委員

林口長庚     李炫昇

林口長庚     詹益聖

林口長庚     賴伯亮

林口長庚     張嘉獻

林口長庚     謝邦鑫

2011 Winter  No. 04

—
照
—
片
—
集
—
錦
—

長庚Night圓滿成功！

期待再相
會！

Prof1 Takahira, Prof Sugano  W
 及毛教授引吭高歌

長庚快樂出航 T

日本教授歡唱同樂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