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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

詹益聖 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教授暨運動醫學骨科主任

1)    1998 -1990   林口長庚實習醫師訓練

2)    1990 - 1995  林口長庚骨科部住院醫師訓練

3)    1995 - 迄今  林口長庚骨科部主治醫師

4)    1997 - 1998  高雄長庚王清貞院長Fellow訓練

5)   2001 - 2002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Divis ion of  
        Sports Medicine, Musculoskeletal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指導教授Dr. Freddie H. Fu
6)     2002  部定助理教授

7)     2004  升任副教授

8)     2010  升任教授及運動醫學骨科主任

1)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理事及學術組召集人

2)      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鏡醫學會監事

3)      中華民國骨科研究學會監事

4)      台灣肩肘關節醫學會 監事

5)      第三十屆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幹事

6)      台灣運動醫學學會理事

7)      林口長庚醫院公共關係室國際交流中心副主任

肩、膝及髖關節運動傷害治療

人工關節置換與重建手術

微創關節鏡手術

長庚大學醫學系教授

自1995起共發表79篇醫學論文， 
5篇專書章節， 
國內外邀請演講39篇， 
研討會論文120篇
國科會及長庚醫院15項 
研究計劃及主持人

林口長庚醫院 (1989 ~ 1994)

醫學訓練

歷屆醫學會職務

專長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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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

陳昭宇 醫師

桃園長庚醫院骨科暨外科系主任

院長室國際交流中心副主任

長庚大學暨長庚醫院副教授

1) 國內外期刊諭文66篇。

2) 專書章節著作3篇。

3) 研討會論文發表及專題演講逾100篇。

微創及關節鏡手術、人工關節置換

上肢及手部外科、高壓氧醫療

1) 長庚高壓氧醫療中心主任 (1999/5 – 2001/8)
2) 美國麻省總醫院暨哈佛大學 研究員 (2001/10 – 2002/10)
3) 長庚技術學院 專任教師 (2002/3 – 2008/1)
4) 長庚大學 醫學暨生物資訊學教師 (2002/10 - 2012/12)
5) 桃園聖保祿醫院 醫療部及外科部主任 (2004/7 – 2007/6)
6) 長庚醫院骨科部 醫教/教研小組主任委員 (2008/1 - 2012/11)
7) 長庚醫院「專責教學主治醫師」(2008/12 – 2009/6)
8) 台灣肩肘關節醫學會秘書長 (2007/6 - 2008/12) 
9) 中華民國手外科醫學會理事 (2008/6 - 2012/5) 
10) 中華民國手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2010/6 - 2012/5)
11) 長庚高爾夫聯誼會會長 (2012/1 -2013/1) 
12) 台灣肩肘關節醫學會監事 (2008/6 - ) 
13) 台灣肩肘關節醫學會常務監事 (2011/11 - )
14) AOTrauma Asian Pacific Board and Country Council, research officer (2009/1 - )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畢業 (1981-1998)

學歷

論文發表 專長

林口長庚醫院 (1989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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橈骨遠端骨折相當常見，但治療方式卻多有爭議。近來金屬製程之發展，開發了各式各樣的鋼板；但

骨鬆骨折之手術治療仍極具挑戰性。

在於探討骨質疏鬆症手術內固定的各項變數，包括鋼板、 螺絲釘設計因素 （板角/長度/寬度/厚度和螺釘

直徑） 和固定方法 （螺釘數量和螺釘長度），藉以確定鋼板之優化設計。

使用橈骨遠端背側雙鋼板 （DDP） 固定為研究模式；雙鋼板

包括了背側中間L型鋼板及橈側直型鋼板。在軸向施力（axial 
loading: 100 N） 彎曲施力 (bending : 1 N m) 和扭轉施力 
(torsion : 1 N m)條件下，利用動態疲勞試驗，測量遠端片段位

移程度、骨骼及內固定物之應力變化，以評估其力學強度。共

設計立了了十八個電腦輔助設計(CAD) / 有限元素 (FE) 模組，

對應於田口氏方法 (Taguchi method)，建立 18組陣列 (Taguchi 
L18 array)。並用模型骨實地測試，以Ti6Al4V製成之0度、30度
及60度之背側中間L 型鋼板和橈側直型鋼板，固定於橈骨遠端骨

折之模型骨 (sawbones)，受力10到150N之間，進行動態測試。

顯示影響等級依序為鋼板厚度、鋼板寬度、螺釘徑、螺釘和數

目。背側中間 L型鋼板之最優化條件為 60 毫米長度、 1.8 m m 
厚度、 6.0 毫米寬度，並搭配最優化之直徑 2.8 毫米、 長度20 毫
米雙螺紋螺釘。在5 Hz、 20,000 週期下，0度、30度、60度之平

均剛度分別是 425.7 N/mm、 461.1 N/mm 和 532.1 N/mm。而同

一角度之鋼板，剛度並無差異 (p > 0.05)。

以 CAD / FE 模擬之優化條件所製成鋼板，進行 sawbone 骨折固定後動態測試，數值呈合理之剛性表現，

且未見固定物移位或斷裂；證實了所設計之結構物可提供足夠穩定度，及支持適度之術後活動負荷。

背景

目的

研究設計

結果

討論

作者/ 陳昭宇 醫師

Design optimization and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dorsal 
double plating fixation for distal radius fracture
(Injury.Int.J. Care Injured 44 (2013) 527-534）

3

相關文章發表：

1. Buttressing angle of the double-plating fixation of a distal radius fracture: a finite element study.  Med Bio Eng 
Comput July 2006
2. Biomechanical evaluation of the modified double-plating fixation for the distal radius fracture.  Clinical 
Biomechanics June 2007
3. Biomechanical Analysis Between Volar versus Dorsal Double Locking Plates for the Fixation in Different 
Comminuted Extra-articular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a 3D Finite Element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2
4. Biomechanical Evaluation of a Modified Dorsal Double-plating Fixation with Adjustable Joint and Micro thread 
Designs for Comminuted Extra-articular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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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謝明凱, 陳力輝, 牛自健, 傅再生, 賴伯亮, 陳文哲

因多發性骨髓瘤造成的病理性椎體骨折是常見的。經皮穿刺椎體成型術是用於穩定椎體塌陷和

治療骨折疼痛。常見的併發症包括骨水泥洩漏到硬膜外腔和椎體旁靜脈靜脈造成神經壓迫及肺

栓塞。我們回顧性評估以經皮椎體成型術治療因多發性骨髓瘤造成的病理性椎體骨折的安全性

和併發症。

由2003年8月至2008年7月因多發性骨髓瘤造成的病理性椎體骨折以經皮椎體成型術治療的病人

且有1年以上臨床追蹤包括疼痛(VAS)及生活功能(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影像學評估包括

1.以Cobb angle來測量術前術後側彎及駝背矯正程度2.記錄有無併發症包括傷口感染，癒合不

良，鄰近節椎體骨折，肺栓塞及神經受損。

共有 2 4個多發性骨髓瘤患者 ( 4男， 2 0女 )合併

36個椎體進行percutaneous ver tebroplasty。

患者的平均年齡為 6 7歲（ 5 4 - 8 1歲）。疼痛症

狀從術前 9  分降到術後第一天 3 . 8分 ,三個月後

3 . 5分一年後  4 . 7分 . , O D I  從術前2 2 . 1分升到術

局部麻醉下的經皮椎體成形術對於多發性骨

髓瘤造成的病理性椎體骨折確實可以改善疼

痛和生活品質。在我們臨床經驗中並不會造

成神經或肺栓塞等併發症。

背景及研究目的

方法

結果

結論

林口長庚骨科

謝明凱醫師

Vitae
現職/

林口長庚脊椎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講師

以經皮椎體成型術治療多發性骨髓瘤
病理椎體骨折之臨床經驗

專長/

退化性脊椎病變
椎間盤突出
脊椎感染及腫瘤

Arch Orthop Trauma Surg (2012) 132:759–764

4

後第一天41.8分,三個月後40.7分,一年後 41.4分。4個病人發生水泥滲漏，2例漏至椎間盤 

(圖1），2例滲漏到椎旁血管(圖2）。沒有神經或肺栓塞併發症。八名病人因多發性骨髓瘤相關

的器官衰竭死於手術後的2-18個月。



2

作者/ 范國豐, 廖振中, 牛自健, 陳力輝, 陳文哲, 李炫昇

第二頸椎齒狀突(Odontoid Process)骨折，約佔成年人的頸椎骨折之9 ~ 15%，而其中又以

第二型最常見。大部分的病人在得到適當的早期手術治療後，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療結果。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這些第II型的病人在接受單一鋼釘固定之後的骨折癒合率，並探討可

能造成不癒合的危險因子。

從2000年11月到2008年12月，總共24個第II型齒狀突骨折的病人(16男性，8女性)接受單一鋼

釘前位固定。所有的病人在手術前都有接受詳細的X光及電腦斷層檢查。術中都使用X光持

續監控手術之進行及鋼釘固定之狀況。術後骨折是否癒合良好，是根據X光檢查呈現骨小樑

線成功的延伸過骨折處是為癒合良好。如果追蹤時發現骨折裂痕仍然存在時，則認定為不

癒合。病人術後，都依據一定的時間複診，依序為術後二週、四週、六週、三個月、六個

月、九個月，以及每年複診。

所有24個病人在X光及電腦斷層都呈現第II型的齒狀突骨折。有23個病人是呈現水平或後斜

式骨折，一個病人呈現前斜式骨折。20個病人術後成功的骨折癒合。手術時鋼釘的螺紋是

否有效的越過骨折處，形成 ＂lag effect＂，造成骨折面壓迫，是手術成敗的關鍵。所有的

病人在術後都得到脊椎的適當穩定性，沒有任何病人發生嚴重的併發症。

對於第II型的第二頸椎齒狀突骨折，單一鋼釘固定是一個有效而安全的治療方式，為達到長

期滿意的手術治療結果，手術前必須小心評估病人的骨折裂面方向並且術中鋼釘必須對骨

折裂面達成非常好的壓迫固定效果。

背景

目的

方法

結果

結論

林口長庚骨科

范國豐醫師

Vitae
專長/

脊椎骨骨折
脊髓神經受損之治療與重建
四肢一般性骨折
脫臼之治療與重建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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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單一鋼釘治療第II型的第二頸椎齒狀突
骨折的24例經驗報告
Formosan Journal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Vol. 4, 2013, 26-3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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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胡志堅醫師

Vitae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專長/

微創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人工關節感染
人工關節置換翻修

Culture-negative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Does Not Preclude Infection Control

作者/ 胡志堅, Ronald Huang MD,  Bahar Adeli BS, Javad Mortazavi MD, Javad Parvizi MD

人工關節置換術後假體周圍關節感染(PJI)，是一個毀滅性的併發症。如果無法確認發生

感染的致病菌為何對於適當的抗生素選擇和手術治療與否將是一大挑戰。對於細菌培養呈

現陰性的患者，其感染控制與否與確認致病菌的患者相較之下結果如何目前仍不清楚。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1)報告使用清創灌洗及兩階段人工關節拔除再置換這兩種不同手術

治療的感染控制率；以及(2)在細菌培養陰性的情況下其感染控制率與細菌培養呈陽性的

病例的比較。

我們回溯性分析55例在2000年到2007年之間呈現細菌培養陰性之人工關節假體周圍關節

感染的患者其治療結果。我們同時比較了295例細菌培養呈陽性之人工關節假體周圍關節

感染的患者其治療結果及感染控制存活率。

在細菌培養呈陰性的情況下，追蹤至少一年的總感染控制率是73％（平均47個月，範圍

12-119個月）。我們發現感染控制率在細菌培養呈陰性之人工關節感染的患者其治療結

果與細菌培養呈陽性的病例相同。使用兩個階段關節拔除再置換手術法及術後持續萬古

黴素治療的患者有最高的治療成功率。

我們的結果顯示積極的兩階段人工關節拔除再置換手術輔以術後靜脈注射萬古黴素在細

菌培養呈陰性之人工關節感染的患者其治療結果與細菌培養呈陽性的病例有相同的感染

治癒率。

III級，治療研究。

背景

問題/目的

方法

結果

結論

證據級別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12 Oct; 470(10): 2717-23.

細菌培養呈陰性反應之人工關節感染 
並不妨礙感染的控制及治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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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柏樺, 詹益聖, 張宗訓, 袁立仁, 陳昭宇, 張世昇, 程俊穎, 葉文凌, 陳永仁, 徐郭堯 

從1999年至2007年，25位 ( 9位男性、16位女性 )脛骨平台骨折的病人於外院接受過手術治

療，由於術後膝關節功能不良，藉由關節鏡輔助之下接受再一次的骨折固定手術。病人於

接受第二次手術時的平均年齡是43.5歲 ( 27至71歲 )；兩次手術的平均間隔期間是9.4個月  
( 1至24個月，另有一位是5年 )。 從術前的影像學分析及術中的觀察，來分析常會使得手術

治療脛骨平台骨折失敗的主因。

利用手術來治療脛骨平台骨折，必須達到解剖學上的復位、堅穩的固定、及骨頭植入。

復位不良、不適當的內固定方法、及忽略了關節面內的病灶和骨頭缺損會導致手術治療 
失敗。手術治療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必須依據個別的骨折型態及軟組織受損的情況，來訂定

一套完整的術前治療計畫。

方法

對於脛骨平台骨折之處理是具有挑戰性的。其治療的首要目標是重建關節面的完整性及達

到早期的關節活動，因此必須要有正確及適當的術前計畫。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導致病人

接受手術治療後失敗的原因。

背景

結論

高雄長庚骨科

黃柏樺醫師

Vitae 專長/

骨科一般手術
關節鏡手術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經歷/

林口長庚運動醫學骨科Fellow
現職/

高雄長庚醫院運動醫學骨科主治醫師

學 | 

術 | 

論 | 

壇

Formosan Journal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3:14-18, March, 2012 

關鍵字： 脛骨平台骨折，開放式復位及內固定，併發症，不癒合及癒合不良

回顧性的分析25位脛骨平台骨折病人 
接受手術治療失敗的主因

利用Schatzker分類法，屬於第II型的病人有5位、第III型的有1位、第IV型的有4位、第V型
的有7位、第VI型的有8位。在這25位病人之中，發生骨折不癒合的有7位（28％）、骨折

癒合不良的有18位（72％）。由於不適當的骨折固定所導致失敗的病人占64％（16/25），

由於骨折復位不良而導致失敗的占84％（21/25），由於骨頭缺損而導致失敗的占84％
（21/25）。此外，有9位病人（36％）是由於被忽略其軟組織受傷而導致手術失敗。

結果

7



作者/ 黃介宏　醫師

　　金庸的武俠小說哩談到［九陰真經］開宗明義就是，欲練神功，引刀自宮。現實的世界，

很多哲理蘊含其中。

　　人眼睛所看重的，有時候並不是真正最重要的。當你練了十八般武藝準備下山一顯身手

時，卻發現現實的世界裡，想要施展你的十八般武藝時，你要花好幾千萬設立這樣的舞台，卻

不一定有辦法回收。捫心自問，精研十八般武藝，不就是為了一顯身手嗎？難道就金盆洗手？

　　現實的生活當中，還是真的看得見呀！有學長為了開刀，

還真開了家醫院。學長的財力雄厚，令人讚嘆。可是牛可能還

沒有擠出牛奶之前，光是要養一頭牛所耗費的成本，可能就先

把養牛的人拖垮了。結果是牛奶沒有擠出幾滴，養牛的人就先

垮了。

家裡有座金山銀山是一件好事情，有時候未嘗不是一件災難！

　　在名門名派裡受訓有一個好處，就是使用的都是當前最

新最棒與最新的科技與器具。然而，在某種思考的模式來

看，是好處，但是也間接的被制約在一種豪華的思維模式。

投身金字塔頂端的名門名派當中修習武功，出手投足之間都

是名家風範。然而走出了金字塔頂端，進入了民間。如果還

專長/

骨科一般手術
關節鏡手術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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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必自卑，
行遠必自邇

為了喝牛奶，養了一頭牛］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摩西的杖

　　聖經出埃及記裡，神召喚摩西去見法老時，神給摩西第一個明證是變杖為蛇，變蛇為

杖。年紀已大的摩西，可以想像因為膝關節退化，走路需要倚靠杖作為生活上的協助。 

　　在長庚裡努力練功多年之後，那揮灑自如的刀法，猶如摩西所賴以行走日常生活所需

的杖一般，既重要又無法丟棄！因為需要，所以每天手握著杖的頭。從來沒有想到，把那

杖丟到地上卻竟是一條蛇！然而，當從尾巴抓起蛇之後，竟又會變成一條神奇的杖！

　　如果摩西永遠握住杖的頭，沒有試著拋出杖，然後聽從神的旨意從蛇的尾巴抓住杖，

那摩西可能永遠無法體會人生的另外一種境界！

那過去這麼多年來流血流汗的過程是否就這麼付諸流水了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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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介宏 醫師

　　先從為什麼要離開長庚說起。當我在當住院醫師，加上

三年的主治醫師時，我就在想這個問題了！長庚骨科何其壯

大，論資歷，論學問從各方面來看，整個軍容壯碩。當年所

有的主治醫師排隊起來，大概超過35個。（這個數字大概是

現在私立小學一個班級教育部准許招生的最大人數）無論怎

麼數，怎麼輪，恐怕都輪不到我。因此，升上主治醫師的第

一年，就想要離開長庚了。只是怎麼走出去？沒有人可以給

我答案。第一年結束，我的好兄弟謝建輝（大學同學七年，

長庚同門六年，說是我的兄弟，一點也不為過）就毅然而然

回到家鄉附近的慈愛醫院當起骨科的主任。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欲練神功，引刀自宮」是一種人生的哲學，事實上也

是看這個世界的另外一種角度。認識了許多台大骨科訓練出

來的朋友們，給我上了人生的另外一課！只要能對人群有貢

獻，又何必拘泥於一定要當鎂光燈的焦點？把1~3%留給金

字塔頂端的師兄弟們，悠遊於剩下的97%~99%讓我活得更快

樂！

　　第二年主治醫師的時候，我依然在想這個問題。沒有人可以給我這個答案。第二年的時候，

鄧允武帶槍投靠了急診醫學科。而當我還在當第三年主治醫師時，我在想，如果我不做任何改

變，很快的十年就過去了，我一定會很懊悔。因此，拿起了台灣醫界的求才求職欄。只是告訴自

己，不改，我一定會後悔。先衝出去再說了。因此第三年結束前，我就開始準備找頭路了。翻

開台灣醫界裡的求才求職欄，無論甚麼時候，大概都有不少的地方需要骨科醫師。因為求職的 
關係，也參觀了不少家的醫院。在參觀許多家醫院的過程當中，深深有一種感覺。一家可以茁壯

的醫院，都是從最破爛的小診所開始。成功立業，不在乎一開始開的診所的大小。反而是那種從

診所當起點出發，發展成醫院規模的，基礎最穩固。

　　第三年結束前終於找到在中壢地區一家醫院，都已經準備好要去上班的時候。因緣際會， 
高雄有家地區醫院剛好也有缺人，一念之間，改變了方向，去了高雄。

是無法把那些豪華的思考模式稍做修飾，可能就一輩子被制約在那種豪華的思考模式可能無法也

無緣發現金字塔底下芸芸眾生的樂趣。

置身長庚的那些日子裡，每天早上的晨會當中，通常會有討論到罹患某種疾病需要開刀的比率

通常不到1～3%。然而這個不到1～3%的病患，就讓長庚的開刀房的規模甚至好像一個小城鎮一

般。然而我常在想，那剩下的97~99%的病患都跑到哪裡去了？只要能抓住這97~99%的病患，那

也不失為一個人生選項呀！

欲練神功，引刀自宮

離開長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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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雄的三年裡，認識了一位從台大骨科當完總醫師就出去開業的同屆朋友。這

才豁然開朗，終於找到了答案了。台大骨科因為人數的限制，通常專科醫師完成訓

練後，就面臨著要自己出去開創天地的壓力。因此，無論是在各個領域上的經驗，就

顯然多得更多。長庚對於受訓完成後，都能升上主治醫師，是一種保障，在另外一方

面，是福是禍？其實誰也說不準！住院醫師受訓完後，強迫出去單飛，是好還是壞？

永遠都不知道。

　　面對人生，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不是只有一種答案。過程有千千萬萬種，答案也

有千千萬萬種。你想要甚麼樣的人生，你想要甚麼樣的答案，總是有待你自己去追

尋。沒有人可以告訴你未來的路該怎麼走。不滿現狀的話，改變是唯一的出路。

　　人生的道路上有無數問號。就算現在告訴你答案，你相信嗎？十年前是對的解題

方式，十年後的現在可以推估十年後的解題方法嗎？青春是本錢，勇於改變是方法。

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勇於改變，是我離開長庚後面對生活，一直秉持的方法。

　　骨科是一個很好的科，任何一家醫院要能夠站得穩，骨科絕對是個大柱子。 
一家醫院沒有骨科這個大柱子，其實很脆弱的。走進骨科這個大家庭絕對是對的。 
然而當年沒有學長或是師長可以這樣子斬釘截鐵的告訴我這個觀念。 
骨科進可攻「成立醫院」，退可守「成立小診所」。進退之間，掌握住了所有的優

勢。只是當年我不知道，自己選的科是這麼棒。［衷心謝謝好友謝建輝同學當年的 
一句話，讓我走進了骨科］

　　面對無知的未來，沒有人可以告訴我未來該怎麼走。然而如果現在不改變，十年

後，依然也是一樣。面對橫在前面的寬闊江面，是永遠在江邊興嘆，還是摸著石頭一

步一步的往前走？我選擇了摸著石頭，一步一步往前走。下一塊石頭的位置只有在你

摸著站上了一塊石頭之後你才會發現。答案永遠在你解開了一個答案之後，還有一個

答案等待你去解開。當你一路摸著站上一塊一塊石頭解開一個一個答案之後，你就會

享受到快樂甜美的果實。

10

欲練神功，引刀自宮

離開長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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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開業的心路歷程

地區醫院時期

診所開業時期

作者/ 謝建輝 醫師

那天深夜，突然接收到伯亮兄的ＦＢ邀稿簡訊，希望寫寫離開

長庚的生活。我屈指一數，算算日子，天啊！離開長庚已經匆

匆過了近十四個年頭了，時間總在每天忙碌的日子裏不知不覺

的過去了！

　　回想當初在外傷骨科當完第一年主治醫師後，剛好在家鄉彰化北斗附近新成立了

一家地區醫院（西螺慈愛醫院，現已改制為彰基雲林分院），受邀當骨科主任。心想

在長庚骨科，要升為主任不知何年何月，況且長庚骨科英雄好漢眾多，也不差我一

人，反而是鄉下較缺醫師，或許有更多發展機會，於是毅然決然的返鄉就職。這一待

就六年多～～，其實以長庚骨科的嚴格訓練，在鄉下地區醫院執業倒是游刃有餘！只

是沒有眾多師兄弟的併肩作戰，起初有點孤單寂寥的感受，不過很快也就適應了。 
 　　初期醫院的經營發展和對醫師的待遇都還不錯，確實度過一段光輝歲月。但隨著

臺灣醫療大環境的改變，健保給付的壓縮，醫院的業績雖不斷上升但盈餘反而衰退，

對醫師的待遇薪資開始東減西扣！我生性淡泊，倒也不太過於計較 ( 也難以去跟醫院

計較 )，只是覺得工作Loading越來越多，卻得不到應有的報酬，心裡難免介懷。 但
即使如此，在我心中根本不曾有過自己經營診所念頭。直到開業的半年之前…… 
 
　　會出來診所開業完全是受介宏兄的影響，他見識廣闊，膽識過人，他一直告訴我與其

長期屈居醫院，為人打拚，不如自立門戶，開創新局。我起初也不以為意，聽過就算了。 
但在介宏兄的堅持與不斷的鼓勵下 ( 後來想想在地區醫院， 要升任院長不知等到何年何

日，倒不如自封比較快），我心動了！也下定決心行動了！！

　　既然決定開業，就要全力以赴！！我在家鄉北斗小鎮買了一間５層樓透天店面，

一樓設置門診、藥局、X光室，二樓作為復健中心及手術室，三樓以上當住家。然後接

著忙設立診所的準備工作：從診所裝潢設計、醫療人員招募、執業登記申請、健保局

審查簽約、藥品藥材與醫療設備的採購…等，一些以前不曾做過的事都要親力親為。 
診所的工作跟以前在醫院完全不同，繁雜的事情一堆，幸好有介宏兄毫不保留的經驗分

享與提點，以及護理背景的妻子全力協助，讓我無後顧之憂，診所終能順利如期開業。 
 
　　診所開業後，除前２～３個月較不順，但在了解診所遊戲規則與熟悉健保申報規範後， 
漸漸進入佳境，業績穩定成長。歲月匆匆，光陰無情似箭，診所開業至今約七年半，一切

還算平安順利，並屢創新高。基本上自己覺得在整個骨科診所執業過程算是成功順利的， 
也不像一般想像的那麼複雜艱難！( 也許是長庚出品，刻苦耐勞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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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診所開業，除了在經濟上大為改善，而且沒有住院

病人的掛念，沒有急診待命的壓力，沒有學術研究的負

擔，更沒有上級長官的關心督促，心情上是自由的，肩

膀是放鬆的。 唯一遺憾不捨的是當初在長庚骨科所學的

開刀技術，如今已較少使用了。不過，凡事有所得自有

所失 ; 或許，放棄一些堅持，張開雙臂，才能擁抱更寬

廣的天空。

　　人生的道路本是曲曲折折，沿途或許有風有雨，但

個人覺得可能成功的因素歸納幾點, 可作為長庚同門師兄弟參考： 

（一）當初在地區醫院六年多的基礎，有些許地方知名度，可以在開業初期帶來一些基 
            礎病患。

（二）地緣關係：身為北斗在地人，父母在地方上又頗有人緣，加上親戚朋友幫忙宣傳 
            介紹而來的患者不少。

（三）家鄉人民純樸善良，往往治療好一個病人後，就會大力幫忙介紹，免費宣傳活廣告。

（四）南彰化地處偏僻，醫療資源相對缺乏，有專業骨科的醫療需求與市場。

（五）骨科診所較具專科性質，病患來源與其他內科系診所較無利害衝突，在地方上可維持 
           良好的關係，甚至會互相轉介病人。

我們總是期盼努力過後，在路的盡頭可以看見陽光燦爛，風光明媚。 醫師生涯更是充滿艱辛刻

苦，所幸病人的感謝與推崇，就是最快樂的回報。 看著自己的診所，平安穩定成長，心裹有著

非常踏實的成就感，更可為一生服務倚賴的志業。 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假日帶老婆小孩去遊

山玩水，反正自己的診所，我是院長又生性淡泊喜好大自然。只要業績夠了，拉下診所鐵門，

貼個公告，就可以找個風景好的地方玩個幾天~ ~。

離開長庚的日子，依然時常想起在長庚的點點滴滴，畢竟那是青春時期最充實但也最艱辛忙碌

的一段時光，永難忘懷。 偶而午夜夢迥，仍會因夢到開不完的刀，做不完的工作而驚醒，滿身

冷汗～～ 離開長庚以後，很少跟長庚骨科同門聯絡，除非是有無法處理的病患須轉介回長庚，

才會麻煩師長們協助治療。還請大家念在骨科同門一場，多多幫忙，在此先行道謝。 最後，祝

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樂。 山高水長，期待後會有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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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Alfred J. Tria, Jr.
　　　　 本人三次造訪Tria.服務的St. Peter's 醫學中心， 
　　　　 Tria.獲准本人刷手跟刀，學習到TKA(PS)，UKA的 
                精隨。

（圖一）

I.S.K.(INSALL SOCOTT KELLY) 親身現場觀摩John N. 
Insall (Father of TKA)親自主刀全膝人工關節置換術，見識

大師級風範。

離開長庚後的點點滴滴
作者/ 黃永虔 醫師

　　民國77年，進入長庚骨科部，到民國83年離開，2000多個日子裡學習、成長，有歡笑、

有淚水。告別長庚之時，特別到陳文哲部長的辦公室，話別並感謝師恩，陳部長語重心長提

醒，告誡我「今日我以長庚為榮，期許他日長庚以我為傲。」好沉重的一句話，當下無法深

刻體會，時至今日漸漸了解了。

　　回到故鄉，在竹東黃醫院裡擔任骨科醫師，真正進入社區醫療服務，利用長庚磨練的 
技能，倒也得心應手。

　　有感學習延續的重要性，先後到美國紐約州愛斯克(I.S.K.)醫學中心(圖一)；
美國紐澤西州聖比彼得(St.Peter's)醫學中心(圖二)；
美國維吉尼亞(U.V.A.)州立大學醫學中心擔任臨床研究員(圖三)，
經過國際的洗禮，視野得以擴展，誠如古云「登泰山，而小天下」。

竹東黃醫院期間，在關節重建領域中，漸漸理出心得，小有成就，

也擔任竹東社區醫療協會理事長、桃竹苗骨科聯誼會總幹事。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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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王國照校長  (時任維吉尼亞州立大學 
                (University Hospital of Virginia)
            骨科主任，後來被延攬回高雄醫學大學 
　　　　  擔任校長)

* Knowledge is Power.
* This moment will nap, you will have a dream.
  But this moment study, you will interpret a dream.
* Opportunities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those who are prepared.
* Working for money : Tiring
  Working for ideals : Enduring
  Working for interest : Everlasting.

快樂的祕訣無他，獻身於一份能夠讓心靈滿足的工作。

找到生命中對你重要的東西，然後用一輩子的熱情去維繫他。

好的醫師治的是疾病，偉大的醫師治的是病患。

今日以骨科生活達人自居，

期盼將來能夠心滿意足地回顧自己的人生。

長庚骨科通訊     2013年夏季刊

封 | 

面 | 

故 | 

事

14

　　95年後轉任苗栗弘大醫院，在骨科關節重建領域繼續為鄉親盡一份心力。

常人說：

「留在醫學中心：贏了面子(學識、教授)，卻輸了裡子(銀子)；
出去開業：贏了裡子(銀子)，卻輸了面子(學識、教授)。」

我深深不以為然。

　　離開長庚，在外經營有成的長庚人，如台北中山醫院施俊雄院長、台北郵政醫院陳健

煜院長、台北萬芳醫院何為斌主任、中壢承安醫院林洋德院長、台中霧峰澄清醫院許德宗

院長、嘉義陽明醫院廖燈華副院長、新營營新醫院鄭群亮院長、義守大學醫院杜元坤院

長……，他們的成就，足令長庚人同感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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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醫學生時代,就沒有老師告訴我們要如何開業，而所有的醫學教育都教我們如何救人濟

世，對於開業這種小節更是不值一顧，等到真的要開業時，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之前在林口長庚醫院待了13年，5年的住院醫師生涯，加上8年的主治醫師經歷，總習慣著所

有的東西都有人幫你準備好了，小至換藥時所需的棉棒，大至開刀換人工關節，加護病床的床

位，都不需要自己傷腦筋，反正需要的東西，叫就有了，如果沒有的話，就找你們阿長來………

　　兩年前，因緣際會的離開了醫院，到慈文診所成為名符其實的開業醫，才發現完全是不同生

活方式。

　　在醫院中的生活：早上6點要起床，要開車去醫院，如果太晚出門，就可能大塞車，然後到

了醫院，就準備開始7點的晨會，7點到8點的晨會包括了病歷的討論，新論文的研讀，可怕的

Mortality & Morbidity，以及科內注意事項，醫院政令宣導。 等到8點一到，立刻找專科護理師，

住院醫師或是intern, clark 去查房，運氣不好一點的，從醫學大樓9樓的trauma ICU開始查房，

查到復健大樓的骨科病房，再到兒童醫院13樓外圍病房查房，最後還要去病理大樓會診新陳代

謝科，幾乎把整個醫院都繞了一圈，如果遇到開刀日，那更辛苦，要趕著9點前進開刀房下刀，

否則要被記異常…….沒有開刀的日子，早上要趕8點45分去門診登入，否則醫院就要扣錢來懲

罰………如果遇到值班的日子，那就24小時ON CALL等著急診CALL你去看急照會，30分鐘內要

到急診，否則又要被提報異常…….所以養成了壞習慣＞吃飯都狼吞虎嚥，趕快吃一吃，也不會

細細咀嚼品嘗味道，因為隨時有可能被CALL………很可笑的，醫師都跟病患說要細嚼慢嚥，結

果最不會細嚼慢嚥的是醫師自己！也難怪外科醫師的平均壽命都比一般人短10年。

　　在忙碌的一個星期中，總有一到兩個半天的時間是FREE的，這時就只好坐在辦公桌前，想

著要怎樣製造出PAPER，製造PAPER這種事是很需要天分的，還要努力去找資源，否則沒錢沒

人很難有成品出來…….這比治病還要困難，偶而還要回覆法院來函、保險公司來函以及投訴回

函、轉診單回覆……..反正醫院總有一堆奇奇怪怪的事要你去做，一下子基隆長庚缺人，一下子

廈門長庚要去輪值，一下子立法院醫務室要輪診，三不五時還要去開醫學會、醫糾協調會、或是

出國去開會，更可怕的還有醫院評鑑,會有一堆文書工作等著你簽名…………

 
　　雖然醫院有很多的限制及規定，但是離開醫院之後還是有很多懷念的事情，有時在睡覺中還

會夢見開刀時緊張的場景，醫院中某些成就是一輩子不會忘記的。

　　離開醫院之後，心中頓時會有無依無靠的感覺，因為之後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了，所有需要的

藥品、針劑甚至棉棒都要自己跟廠商叫。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學會了換日光燈管，因為在醫

院中，水電有了甚麼問題，當然是找工務課來處理，但是在診所中燈泡不亮了，不可能都找水電

工來換，所以都要一切自己來，要趁沒有病患的空檔，搬出A字梯，然後爬上去，把閃爍的燈管

作者/ 黃炤文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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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學中心到診所的宅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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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下來，然後再把新的燈管轉上去，有時這樣還是不亮，那就要換啟動器了；如果換了啟動

器，日光燈管還是不會亮，那就真的要找水電來了，因為必須事必躬親，所以也學到了不少技

能。我現在也算是半個水電工了，這也算是一種成長吧！！

　　到了診所開業，早上都可以睡到開診前半小時，然後再慢慢梳洗、吃早餐等著去看診，因

為是耳鼻喉科診所，所以要學會戴上頭鏡以及局部治療，經過兩三個月的學習，這些事就熟練

了，但是診所開藥的原則跟醫院有很大的不同，醫院開藥其實不是重點，主要要靠手術以及住

院來處理病患的症狀，在藥物使用方面並不非常重視，而在診所因為以門診為主，所以開藥就

成為很重要的重點，怎樣在健保許可的範圍內，使用藥物讓病患有明顯的改善就成為一項藝術

了。

　　慢慢熟悉小小開業醫的生活之後，正好附近的敏盛醫院有成立醫療群，我與老婆就一起加

入醫療群，醫療群中的醫師有很多是桃園市開業30年的老前輩醫師，每個月固定要一起開一次

會，開會的時候就一起吃便當，然後聽醫療群的護理師簡報，最後輪流找有興趣的TOPIC報
告10分鐘，因為都是不同科的醫師(有小兒科、婦產科、家醫科、耳鼻喉科)所以報告起來完全

沒有壓力，與其說是報告，更像是閒聊。

　　在閒聊中，有位在桃園市南門市場開診所30年的資深醫師談到他最近在種菜，老婆的眼睛

為之一亮，就跟他借了一小塊地來種菜。畢竟成為假日農夫是我們多年來的願望，在買了種

子、水桶、雨鞋之後，我們就很努力的去菜園種菜，然而看別人種菜輕而易舉，自己種菜才發

現困難重重，光是去提水澆菜就是個巨大的考驗，然後要分辨雜草跟菜又是個困難，最後要在

每天早上6、7點涼爽的時候到菜園勞動，更是難中之難，還好這些事都有人可以代勞，後來我

們就是想到的時候才去菜園巡一下菜，畢竟自己種菜才能減少農藥的使用，而且看到自己播種

的菜長大了，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也是因為醫療群的關係，在敏盛醫院我兼看一個骨科門診，有了比較之後才知道，在診

所、區域醫院、跟醫學中心看診都是不一樣的。在診所看診，其實就是症狀治療，能處理的問

題有限，但是有很多民眾需要這樣的服務，因為不可能只是個感冒或是頭痛就往大醫院擠，所

以方便性是很重要的，另外到醫院在一般民眾心中還是有點抗拒，到診所就診就變成比較輕鬆

可以解決病痛的方法了。

　　而一旦想要去區域醫院看診，大部分是有比較大的問題，想去做進一步檢查，或者因為診

所有些拿藥的限制，中型醫院則不會被健保刁難，所以民眾到區域醫院的心態上，有點挑東撿

西的想法；反正如果真的有問題，還有更大間的醫院可以處理，所以比較起來，區域醫院的醫

師更辛苦，因為病患對你的解釋總是半信半疑，如果有問題，又要找你算帳。

　　至於醫學中心，則因為已經是終點站了，去林口長庚跟台大跟榮總應該相去不遠，所以在

醫學中心的處置上，幾乎是醫師說了就算數。因為之前在新陳代謝科有參與糖尿病足的團體照

顧，常常會看到糖尿病足的感染發炎需要截肢清創的病患，有時狀況不好，就直接建議截肢，

病患與家屬也都會直接簽同意書，我當時也很疑惑,怎麼都沒有病患想要先清創看看，拼拼看

呢？？雖然很可能最後只是多開幾次刀，多住院久一點，結果應該還是截肢，甚至有些病患，

在之前的醫院已經建議截肢，但是就是要跑來醫學中心截肢，當時總覺得很奇怪，這種不太需

要技術的手術，何必跑到醫學中心來？這種心態，等到我到基層才有更深一層的體會，其實沒

有甚麼大刀跟小刀的分別。對民眾而言，開刀就是大事，到醫學中心處理，感覺更有保障。

　　在診所，最大的好處就是----晚上睡覺很安心。在林口長庚的時候，病患狀況不好，晚上

骨科開業甘苦談
從醫學中心到診所的宅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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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都會擔心是不是會忽然惡化，睡覺前都要檢查一下手機，怕訊號不好，沒接到值班醫師的電

話，甚至病患狀況穩定，我在外面遊山玩水，也都會緊張兮兮的檢查手機訊號，畢竟人有旦夕禍

福，搞的整天都心神不寧，有時真的手機響起，心也會跟著抽動一下，然後故做鎮定的接起電

話，問說有甚麼事？然後往往是NSP打電話來說下午我借休，有事的話找XXX，我的心情也跟著

XXXX起來！！！！

　　當診所醫師雖然有很多好處，但是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壓力最大的就是病患太少，因為診

所有固定的成本，護士、藥師、房租、水電、冷氣、藥材…都需要錢，在醫院中，比較像是吃大

鍋飯，只要病患不要太少就好，但是診所的業績就直接影響到診所能不能繼續營運下去了，有時

候遇到有緣份的病患，還會拿自家種的有機蔬果來跟我們分享，說是病患不如說是朋友，但有時

也會遇到無理取鬧的病患，那就只能本著和氣生財的態度自我解嘲。

　　另外就是要面臨健保局每個月的申報跟抽審，這些事以前在醫院完全是由病歷課的專業人員

負責，裏頭的眉眉角角完全不是一個單純又充滿正義感的醫師所能了解的。在醫院的時候，常常

病歷課的小姐會CALL我們到地下室補個診斷或是蓋章，那時總覺得很煩，病人刀也開了，也順利

平安出院了，怎麼還要在病歷上做文章呀？？等到自己在做申報時，才知道為了避免放大100倍的

無理由核刪，總是要戰戰兢兢的把病歷跟藥品整理好。

　　診所還有一些麻煩的事，就是要事必躬親，親力親為，像是電腦壞了，當然要找醫療資訊的

廠商來處理，但是在處理過程中，你必須要看著，否則廠商處理的態度都是用鋸箭法----找到被

箭射到的地方，然後把箭桿削掉，讓箭頭留在裡面……..然後跟你回報說處理好了，等過2天電

腦就整個爛掉了……..另外像是進藥也是門學問，有些藥物中盤商是殺雞取卵的，遇到剛開業沒

經驗的醫師，就痛下殺手，高價賣你便宜的藥，等到你發現就停止往來，反正總有新開業的純潔

醫師……….另外就是藥價都會不停的漲價，每次業代來跟你說都是藥價又要漲了，之後就必須

跟不同的藥商去訪價，找到個便宜的藥商就跟他進藥，過一陣子又來說有個藥要漲價，周而復

始………這些還不過是小事。真正在診所中最麻煩的就是人事，護士、藥師，因為各種原因離

職，員工來來去去，常要訓練新人以及員工間大大小小的的爭執。

　　曾經有個很資深的成功開業醫語重心長跟我說過：「診所的事，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是

經驗之談呀！很多事情，你不能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你在診所中直接挑明偏袒誰，另一方很快就

要遞辭呈了，而離職之後就會有很多相關單位來診所跟你訪談，這些事可以把你搞到心灰意冷。

　　在了解一般所謂感冒科的診所生態之後，我到學長沈宗頤負責的骨科診所去兼差學習骨科

開業醫的處理原則。在醫院中，我們診察最重要的就是有沒有surgical indication？沒有開刀的必

要，就開個止痛藥，約診3個月後回診，或者是轉到復健科去排復健；而在骨科開業醫，最重要的

是緩解病患的疼痛，有開刀需求的當然轉到醫院由專科處理，但是更多的是有疼痛問題需要你幫

忙解決的，所以除了藥物治療，有些需要打針或是復健治療，有些病患則是堅決不願意開刀，所

以到骨科診所尋求開刀以外的治療。

　　後來有其他的機緣，就到桃園很有名的骨科連鎖診所兼診，處置跟診斷方式雖然大同小異，

但是這些連鎖診所之所以成功是有他的道理存在的。

1. 診所大間又明亮   2. 診所醫師很多   3. 很積極使用針劑治療    4. 快速的檢查包括超音波與X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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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超音波，那真的是我們的罩門了，因為在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從來沒有這方面的

訓練，所以都自動忽略掉了，但是其實超音波是很有趣的工具，使用得宜，對醫師病患都有好

處， 另外使用針劑治療，總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統的醫療，所以在醫院中，每次病患想打針，就

直接keto IM 或者 Demerol  C…………..但是很多病患就是需要速效性的治療，因為還有工作

等著他，或是痛到睡不著覺，這在醫院中，很少會去討論到這樣的TOPIC，其實打針在診所中

是件危險的事，常常因為過敏的關係造成糾紛，但有時還是為了病患的需求不得不為之。

　　在診所看診時，有很多時間是花在等病患上。無聊的宅醫只好開著電腦逛逛各大網站，有

幾個網站，是宅醫的最愛。第一個是醫聲論壇，以前在醫院倒是很不屑去上這樣的網站，但是

在診所，這樣的網站可以提供宅醫互通有無的管道：包括中盤藥商的藥價是否太高，或是最近

健保局又想出新政策，都可以在網站中得到相關資訊；而且在醫聲論壇中，可以看到別的診所

宅醫近況，也滿有趣的。另一個最愛的網站則是mobile 01，這是高軒楷醫師大力推薦的網站，

在這網站中，除了有3C電子最新發展，還可以瞭解最新社會的脈動，因為現在有些記者有點偷

懶，不用去跑新聞，直接在mobile 01上找新聞。

　　最近靜極思動，想把原先診所耳鼻喉科的業務擴充為包含骨科復健的聯合診所，過程中有

許多曲折的故事，只能說在購買東西的過程中，一定要比價、比價再比價，然後要殺價，殺完

價之後還要問現金價可以再折扣多少，最好先跟同業詢問一下價格，才不會吃虧。在擴充診

所的過程中，也接觸到從未了解的一些事：原來國內電梯的四大品牌是三菱、東芝、永大跟大

同OTIS，X 光機有日本跟韓國品牌，日本的是TOSHIBA、HITACHI 跟島津，鉛牆要裝5面到6
面，影像傳輸系統也有四大品牌-KONICA、FUJI、柯達跟愛克發，冷氣機大金跟日立都很貴，

復健儀器有國產跟日本的………。

　　開業前的準備工作，的確很繁雜，又都是醫師不熟悉的領域，聽說過悲傷的開業故事，在

歷經千辛萬苦的裝潢過程之後，才開業兩周，因為太累及壓力就收掉診所，也有開業數個月之

後，發現與自己預期落差太大就直接歇業的，所以開業也是有風險的。但所謂凡事起頭難，只

要能熬過初期的困苦，大部分都會漸入佳境的。

　　當然如果不想承擔這種壓力,單純當個診所的服務醫師也是另一種選擇，不用擔心病患多

少，不用計較貨物進出價格，也不用煩惱健保局的雜務，只要記得準時上下班就好；有時還可

以安排休假出國，慰勞自己疲憊的心靈，但是服務醫師（受雇醫師）當久了有時不免覺得壯志

未酬，所以很多人後來還是會選擇辛苦的開業生涯。

　　回首來時路，有時真的是做一行怨一行，每個地方都有它的優缺點。在醫院中，有那種水

裡來火裡去、捨我其誰的英雄氣概，救人一命勝過七級浮屠，我們在醫院所蓋的浮屠應該已經

高過101大樓了；在診所中，則更有空閒的時間留給自己與家人，更能去感受生命中的事物，

沒有對與錯，只是不同的選擇，共勉之。

最後因應邀稿者賴爸爸的要求，補上診所的生活照，全都是聚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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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慈文診所桃園饗食天堂聚餐 慈文診所桃園饗食天堂聚餐慈文診所桃園石頭燒肉火鍋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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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膝關節手術的新利器— 
量身定做的客製化手術模具

　　台灣由於人口老化，退化性關節炎已成為台灣社會最常見的疾病之一。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是目前骨科手術範疇中，滿意度最高的手術之一。然而，人工

膝關節手術的成功與否，與膝關節假體大小的選擇，假體擺放的位置與正確的生物力學軸

線重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傳統的人工膝關節手術，骨科醫師依據不同的訓練背景與其自身的臨床經驗，在截骨

器具（Cut Guide）的輔助之下進行此項手術。追求手術的完美，一直是每位骨科醫師念

茲在茲的信念。電腦導航的人工膝關節手術，便是本於此核心理念。但是，由於電腦導航

設備的價格昂貴而且需要一定時間的learning curve，造成此項技術的普及性至今仍不甚

理想。

（圖ㄧ）客製化人工膝關節專屬手術模具

　　客製化人工膝關節專屬手術模具的流程簡述如下：（整個流程約需兩週的時間）

　　台灣捷邁公司於2012年開始引進一種全新的

客製化人工膝關節置換術，手術前以MRI掃描病患

將接受手術的膝關節，以此MRI的影像資料作為基

礎，在3D影像軟體的輔助之下，訂製個人專屬手術

模具 （圖一），醫師只要按照電腦預設的切割角

度、位置和厚度進行手術即可，過程更精準，降低

手術不確定性，減少併發症的發生。

作者/ 張毓翰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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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歲女性病患，右膝疼痛超過10 年；此病患在40年前，曾因車禍造成right femoral 
shaft fracture，Ｘ光照影顯示嚴重退化性膝關節炎合併股骨遠端骨癒合不良（圖二）。

案例介紹

結語

手術後四週，病患恢復良好的膝關節活動角度 （圖五）

使用客製化人工膝關節專屬手術模具進行手術，可精準的進行人工膝關節所需要的截骨步

驟，降低手術不確定性。但是，人工膝關節不僅有bony procedure，soft tissue balance也
相同重要，而適當的soft tissue release 則須依據手術醫師的臨床經驗做適當的調整。

使用客製化人工膝關節專屬手術模具進行人工

膝關節置換手術（圖三）

手術後X 光影像（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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