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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

學經歷

專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教授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組織工程研究中心幹細胞組學組負責人

中山醫科大學醫學系學士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桃園聖保祿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凱斯西儲大學附設醫院 (2004~2005)

骨科部關節重建科研究員(師事 Victor M. Goldberg)

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凱斯西儲大學 (2005~2006)

生物系骨骼研究中心研究員 (師事 Arnold I. Caplan)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人工關節感染手術

骨骼感染相關治療與研究

幹細胞與組織工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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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參與學會

專長

呂才學 醫師

萬芳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後醫學系畢業

台北科技大學機電所博士班

林口長庚骨科部住院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 - 市立萬芳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脊椎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肩肘關節醫學會

脊椎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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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經歷

醫學訓練

參與學會

專長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廈門長庚醫院骨科主任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脊椎科研究員

美國約翰霍金斯醫學中心骨科研究員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

台灣實証醫學學會

脊椎外科

黃澤波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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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參與學會

專長

洪碩穗 醫師

臺北慈濟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臺北慈濟醫院高壓氧治療中心主任

臺北慈濟醫院膝關節健康促進中心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桃園聖保祿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外傷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高壓氧醫學會

中華民國小兒骨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醫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omputer Assisted Orthopedic Surgery

一般骨科及骨外傷、小兒骨科

運動醫學、關節鏡手術、高壓氧醫學

十年的感恩

想不到也輪到我寫長庚骨科通訊的人物簡介，這是否意味著年資夠老了？轉眼

間，也離開老家快十年了，當時會有此決定，是心懷感恩的離開，感恩長庚

骨科每一位師長的栽培，讓我有能力獨當一面。要放棄曾經熟悉的地方的確是不容

易，但是上人說，前腳走，後腳放，如果捨不得放下，永遠無法前進，也因如此，就

這樣提出辭呈，離開了過去十年所待的地方，來到另一個環境。

　　慈濟的環境確實與長庚不一樣，每個地方有各自的文化，並不是說哪裏比較好或

是比較差。剛到臺北慈濟的時候，由於是一間剛啟業的醫院，很多設備都尚未齊備，

制度也一直在修改，也很榮幸能有機會參與這部分的過程，雖然覺得怎麼老是有那麼

/　洪碩穗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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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會議要開，那麼多的雜事要做，好

像臨床作業反而成為空閒之間的工作，

但是看著醫院的規模逐漸穩定，工作上

也越得心應手，慢慢也適應了。

　　慈濟醫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它

的人文及志工。很多病人第一次來這裡

求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覺得這裡的環境

不像是一間醫院。一進到大廳就可以聽

到悅耳的鋼琴聲，或是歌唱的聲音。病

房燈光柔和，充滿著溫馨的感覺。處處

可見的靜思語，也許會在生命的某一

點，解開對於心中的迷惑，或是當碰到

挫折，能輕易地幫忙度過難關。志工菩

薩是慈濟最珍貴的資產，每次看到他們

無怨無悔的付出，不但隨時給予病人心

靈的安慰，對於我們醫護人員也是非常

照顧，時時關心我們的生活，甚至不輸

自己的父母親。也許外界偶而會對於他

們有些誤解，但我必須說，他們一直是

我最尊敬的對象。

　　在這裡所碰的的臨床案例或許不會

像過去在長庚所碰的的那麼複雜，不過

這也是區域醫院的特性，因此每當有機

會回到母院時，都覺得每一位師長都是

醫界的菁英，或是當有病人提及曾給某

一位長庚骨科醫師治療過的話，我都會

順便多聊幾句，並詢問一下那位醫師

的近況如何，心裡也會很驕傲的說：

“嘿！我曾與這位醫師同事過。“　

　　很感恩長庚骨科的栽培，讓我在臨

床的工作能得心應手。扎實的訓練，

使得病人對於我給予的治療有信心，

並放心的將其病痛交給我來解決。在學

術上，雖然遠不及長庚的師長，甚至學

弟們，但是仍感恩翁院長及李副院長的

教誨，希望每年能提出一個研究計劃及

寫出一篇論文。

　　想利用這個機會來感恩很多人。

對於長庚骨科最早的印象，在於R1升
R2時骨科住院醫師的招生，記得當時

有超過20人申請，感恩當時施俊雄教授

給予我機會加入這個大家庭。而在往後

的訓練過程中，除了感恩每個月指導我

的師長之外，特別要感恩我的恩師李宗

料醫師，帶我進入小兒骨科的領域，不

但教導我專科的知識外，我也從他的身

上學到很多人生的哲學。升上主治醫師

後，感恩當時的李炫昇主任讓我進入骨

三科，並提拔我攻讀長庚機械工程研究

所，讓我能在跨領域的路上有不同的視

野，也奠定我在往後的研究方向。記得

曾猶豫了很久才決定寄出報名表，因

為自認為本身的數理底子不好，無法勝

任，感恩翁院長當時一句鼓勵的話，讓

我拾起信心。他說：“醫師都當了，還

有什麼不能的！＂說的也是喔。

　　其實台灣醫界不大，大家在很多醫

學會都還會碰面，偶而聊聊現況，或是

聽一下大家在臨床上的成果，都別有一

番感受。我很榮幸曾是長庚骨科的一份

子，也很高興長庚骨科一直也都把我當

作是一份子。等今天能有機會寫這一篇

感言已經等很久了，下次再寫的時候，

可能就是退休感言了～



張守安 醫師

經歷

萬華日光眼科診所合夥人

如新公司藍鑽石級主任直銷商

羑葳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台大外科醫師

長庚骨科主治醫師

西園醫院骨科主任、開刀房主任、醫事部主任

永越健康管理中心、功能醫學部主任

宏恩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青穀家庭醫學科診所

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

澳洲 swinburne university 整體醫療研究所

環境與營養醫學研究

韓國我立得醫院脊椎微創手術見習

曾經有人說，人生的結果都是一連串的選擇而造成，民國79年我選擇進入醫學

院，醫學院畢業後先進入台大醫院當外科住院醫師，但是在同一年度就回

到我熟悉的長庚醫院外科當住院醫師，當時長庚醫院骨科與外科還沒分家，R1的
時候考試通過進入骨科，但是人還是一直在大外科巡迴訓練，一直到R3時才真正

回到骨科，在整個外科與骨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雖然身體很辛苦，但是心靈

上倒是非常開心，只要是值班時間大概就是在外傷骨科的開刀房待到早上，所以師

兄弟之間都建立起很強的革命情感，住院醫師訓練結束，進入當時的骨二科當主治

醫師跟著當時的骨科主任許文蔚教授做fellow學習因而進入關節重建與運動醫學的

領域，在一年的fellow與半年的主治醫師經歷之後，就選擇離開長庚醫院這個我已

經待了超過10年的地方，在一年的fellow期間，學習到非常多臨床的經驗與知識，

也讓我在離開醫學中心之後有很大的發揮空間，當時施俊雄教授已經離開長庚醫院

到台北中山醫院當院長，所以當我離開長庚醫院之後除了在西園醫院工作之外，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長庚骨科通訊     2014年秋季刊

人 | 

物 | 

簡 | 

介

第十九屆

6



2

以針刺治療來緩解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的急性疼痛
Acupuncture for Pain Relief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eg Anesth Pain Med. 2014 Aug 25 [Epub ahead of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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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五都到中山醫院跟著施教授學

習各種髖關節的疾患，後來因為自己醫

院發展的需要，我也到了韓國學習脊椎

內視鏡微創雷射手術，而由於西園醫院

的董事長認為抗衰老在未來老年化的趨

勢中，有很強的商機，於是開辦永越健

康管理中心，我也就奉派到美國學習功

能醫學，一個以營養品幫病人治病的方

法，後來又進入澳洲一個兩年的學程，

學習營養醫學，而這些經驗與學習的過

程，也打開了我傳統臨床醫師的視野，

看見不一樣的未來。

　　在這一連串上班工作的過程中，漸

漸體會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沒辦法一輩

子靠體力賺錢，當人漸漸老去，都會失

去舞台，失去被需要的感覺，我也認知

到一件事情，就是人不能沒有舞台，許

多的重要人士都在退休後瞬間老化，因

為突然失去被需要的感覺。當我在一路

思索人生的未來時，我妹妹跟我談到如

新這家公司，與她所帶來的商機，與如

何經由如新這個平臺創業成為自己的老

闆，不用一輩子幫別人打工，也不用再

為五斗米折腰，可以掌握自己人生未來

的自主權。由於沒有風險，也不用辭掉

原來的工作，我也就跟著我妹妹開始邊

當醫師邊學習如新創業，從2007年開始

兼差如新創業，經過大概兩年的時間也

就是2009年成為如新公司的藍鑽石級

主任，算是初步創業成功，整個通路組

織大概有30個主任。在2010年的五月23
號，老天給了一個考驗，我突然爆發猛

爆性肝炎住進加護病房，於同年6月3號
開刀換肝，換肝之後當然需要休養一段

時間，而在修養的過程中所有靠體力腦

力的收入全部都中斷，只剩如新的收入持

續成長，因而我也體會到一件事，就是人

生難免有病有痛，甚至死亡，而一旦因為

任何原因導致無法靠體力賺錢家庭就會陷

入危機，所以準備一個具有被動式收入的

平臺，應該是每一個人都要正視的課題。

　　很幸運的感謝老天的幫助，除了如新

事業很順利成長之外，也順利的在萬華區

幫助內人開設了一家眼科專科診所，小

孩今年到歐洲唸大學，自己也可以很開心

的陪小孩去歐洲住一段時間，感謝那一段

在醫院工作的日子，許多師長的教導，同

儕的幫助，讓自己擁有了豐富的人生，並

且為自己的人生打下堅實的基礎，感謝長

庚，更感謝長庚骨科。



林口長庚骨科

陳俊傑醫師

作者 專長/

骨骼及肌肉腫瘤研究及治療
人工關節置換及重建手術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全人工膝關節手術後的急性疼痛使用針刺治

療來緩解，其效果目前仍然是不清楚的，這

個試驗的目的主要是在探討全人工膝關節術

後急性疼痛期使用針刺治療，對於疼痛控制

的效用。

從2010年一月到2011年七月，我們將因退化

性膝關節炎接受單側全人工膝關節置換的病

人隨機分為兩組進行試驗，實驗組的病人於

術後接受了針刺治療（包括體針、頭皮針及

耳針），對照組的病人則接受假耳針的置

放。所有的針刺治療及耳針置放都是病人於

全身麻醉下的狀況進行的，手術後使用病

患自控式止痛法(PCA)為主要的疼痛控制方

式，我們記錄了PCA藥物（fentanyl）使用

量，第一次PCA使用時間，病患VAS scale及
因PCA所造成的各項副作用等來作為結果的

評估。

從我們這個臨床試驗所獲得的結果顯示，針刺

治療有潛力成為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急性

這個試驗總共包含了60個病患（實驗組30
人，對照組30人），Fentanyl的使用量在實

驗組的病患較低（mean (SD), 620.7 (258.2) 
vs 868.6 (319.3) μg; P = 0.002），實驗組

病患於手術後比對照組較晚按壓PCA止痛，

實驗組的病患較少產生因PCA所引起噁心、

嘔吐的副作用。另外，實驗組在術後24小時

內，明顯有較對照組較低的VAS scale。

,

作者 / 陳俊傑、楊建中、胡志堅、施信農、張毓翰、謝邦鑫*

背景及研究目的

方法

結論

結果

以針刺治療來緩解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的急性疼痛
Acupuncture for Pain Relief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eg Anesth Pain Med. 2014 Aug 25 [Epub ahead of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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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控制的輔助療法之一，可減少病患PCA藥物

的使用量，並減輕因PCA所引起噁心、嘔吐的副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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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李勝勛醫師

作者 現職/

林口長庚
骨科部Fellow

作者/ 李勝勛, 張世昇, 陳逸戎, 程俊穎, 邱致皓, 蔡旻虔, 徐郭堯    

指導作者/ 詹益聖

Formosan Journal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5 (2014) 107-116

使用自體半腱肌肌腱進行臏骨股骨韌帶重建
來治療反覆性臏骨脫臼
Clinical Outcomes of Medial Patellofemoral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Semitendinosus 
Autograft for Recurrent Patellar Dislocation    

反覆性臏骨脫臼是少見但複雜的問題。在

這類病人中，時常可以觀察到內側臏骨股

骨韌帶斷裂 (MPFL insufficiency)。文獻上

有許多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本研究是希

望探討，使用自體半腱肌肌腱及新的肌腱

固定方式，進行臏骨股骨韌帶重建來治療

反覆性臏骨脫臼的臨床成效。

12位病人（5位男性，7位女性）在保守

治療失敗後，進行此手術療。在術後追

蹤平均16 .7個月（14 -22個月）。記錄

病人的術前及術後的影像檢查，臨床成

效（Lysholm knee score, Kujala knee 

score），以及併發症。

11位病人（91.7%）有good to excellent 

outcome。在functional score方面，都有

明顯的進步（p< 0.001）。

背景及研究目的

方法

結果

脊椎手術後的術後腦膜炎：
從20,178例脊椎手術中回溯21位術後腦膜炎患者

Postoperative meningitis after spinal surgery: a review of 21 cases from 20,178 patients

原文刊載於: BMC Infect Dis. 2014 Apr, 14:220

Fig.1. 
I l lustrat ion showing 
the anatomical MPFL 
reconst ruct ion wi th 
Bioscrew fixation and 
reinforcement by pull-
out suture fixation

Fig.2. 
Intraoperative picture demonstrating tendon graft after 
passage through the patellar and femoral tunnel. (Fig 
2a) Viewed from patellar incision. (Fig 2b) Viewed from 
femoral incision. (black arrow denotes the tendon graft; 
* denotes the patalla).

Fig.3. 
 A 16 year-old girl with recurrent patellar dislocation. 
(A, B, C) Anteroposterior, lateral, and Merchant axial 
radiographs preoperatively.(D) Preoperative MRI shows 
attenuation of the medial patellar retinaculum.

林口長庚骨科

詹益聖醫師

指導作者 現職/

林口長庚運動醫學骨科主任
長庚醫學院教授

使用自體半腱肌肌腱及新的肌腱固定方

式，進行臏骨股骨韌帶重建來治療反覆性

臏骨脫臼，是一個安全且有效的治療方

式。

結論

學 | 

術 | 

論 |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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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林東儀醫師

作者 專長/

脊椎外科
一般外傷骨折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後細菌性腦膜炎是脊椎手術的一種罕見併發症，認為與術中的durotomy 

　　　有關。當病人在手術後有發燒(fever)，頸部僵硬(neck stiffness)，意識不

清(consciousness disturbance)的"Clinical Triad"者，更應強烈懷疑有腦膜炎的情

形。診斷與治療的延遲可能導致死亡。

　　我們於十年的期間內，回顧性分析本院20,178例脊椎手術：診斷術後腦膜炎

患者為21例（13男，8女），其中位年齡為67歲（27～82歲）。確診為腦膜炎術後

所有患者均接受至少兩週的抗生素治療。

　　其中18例（85.7％）有發燒，19（90.5％）有頸部僵硬，和16（76.2％）

有意識不清。所有患者至少有兩個Triad。此外，9例（42.9％）有頭痛，3例

（14.3％）有局部性神經功能缺損，2例（9.5％）有癲癇發作。這21位病患皆

於手術中發現durotomy，或者於術後經引流管的顏色與流量判斷為術中發生

durotomy。而其中11位病患發生第一個腦膜炎症狀時，已經出院。本系列中無死

亡病例。在追蹤至少兩年的期間內，併發術後腦膜炎者於脊椎手術的clinical result

並無不利影響。 

　　術後腦膜炎是脊椎手術後少見的併發症。當病患表現出Clinical Triad，應懷

疑有腦膜炎。而術中durotomy是最重要的預測指標。早期診斷和適當的抗生素治

療可導致良好的結果。

,

作者 / 林東儀, 陳文哲, 謝明凱, 呂孟嶺, 蔡宗廷, 賴伯亮, 傅再生, 牛自健 , 陳力輝

摘要

脊椎手術後的術後腦膜炎：
從20,178例脊椎手術中回溯21位術後腦膜炎患者

Postoperative meningitis after spinal surgery: a review of 21 cases from 20,178 patients

原文刊載於: BMC Infect Dis. 2014 Apr, 1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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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醫院骨科部十周年回顧

2003年底, 杜院長時任林口長庚外傷科主任，受到前院長陳宏基教

授的邀請，準備隔年至高雄燕巢一家新的醫院“義大醫院＂

成立骨科部。杜院長隨即召集他的子弟兵，有第二任部長于尚文醫師、現任

部長顏政佑醫師、馬景侯主任、高逢辰主任，全部來自林口長庚骨科系，南

下發展，成為義大醫院開院以來最堅強的團隊！

讓您脫胎換“骨”的藝術達人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杜院長成為
台灣第九屆
手外科醫學會
理事長

手外科國際學術
研討會

Congress on the upper 
extremity disorders                                 
肩肘手腕關節醫學與
手外科醫學會之研討會

EDA

AO Trauma Course-Principles& Advances in 
Operative Fracture Management 2009

4月15日開院第一天
杜院長完成義大醫院
第一台
顯微皮瓣重建手術

成為亞洲第一個
AO reference 
center

外傷骨科
馬景侯 主任

運動醫學科
高逢辰 主任

顏政佑部長 杜元坤 院長
關節重建科
葉日熹 主任



中華民國手外科醫學會年度大會暨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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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初，義大醫院尚未完工。當時醫院尚未營運，

杜院長甚至要到高雄市其他醫院幫一些需要他的病人開

刀，此時杜院長單槍匹馬帶從林口跟隨他的開刀房技術組

長徐德金，到處征戰，好不辛苦。

　　好不容易等到04/15醫院開始營運，即由骨科部進行義

大醫院的第一台刀，當天甚至有義大醫院的第一台顯微手

術，終於開始義大醫院新的歷史。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96年度中華民國
手外科醫學會
年度大會暨
會員大會

97年度中華民國
手外科醫學會
年度大會暨
學術研討會

第二任部長
于尚文醫師成為

第三屆

台灣脊椎微創

醫學會理事長

本院舉辦台灣首次
亞太手外科年會

2009 台灣首次亞太手外科年會，在義大醫院舉辦，

有來自世界各國將近500位手外科醫師參與

杜院長應邀在南部

醫療器材博覽會演講

AO Trauma Course-Principles& Advances in 
Operative Fracture Management 2009

封 | 

面 | 

故 | 

事

　　隨著杜院長的到處演講及高超的手術技巧，還有一些在北部的一些老病人，骨科部在 
杜院長的領導之下，一直都是義大醫院的領頭羊、模範科，門診數、開刀數、

住院病人一直是本院第一，另外學術方面也是不遑多讓。



2010                2011                           2012                                                                2013
杜院長成為

第二屆

台灣骨創傷學會理事長

舉辦第一屆
台灣骨創傷年會

Principles of 
Operative Fracture 
Treatment & 
ORP Principles of  
Operative Fracture 
Treatment 2011

5th AO Experts' 
Symposium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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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院長在手外科臂神經叢手術及先天手異常手術，不只在國內獨占鰲頭，同

時也是國  外知名，常應邀至國外示範手術演講，因此常有國外Fellow慕名而來；

除了手外科方面，骨創傷一直也是本院骨科部的強項。杜院長一直在瑞士骨外科

創傷學會(AO)擔任要職，因此本院在他的努力之下成為亞洲第一個AO reference 
center(2005年)，而在他的指導之下，馬景候主任也慢慢接下他的棒子，繼續在AO 
foundation發揮本院的影響力。

　　杜院長在國際手外科的優異表現，也讓本院爭取到2009年的亞太手外科年會。

本來其他國際委員認為在台北舉辦比較方便，杜院長獨排眾議，堅持一定要在他的

醫院舉辦，因此讓會議順利在高雄舉行，也圓滿成功，幫台灣及本院作了一次成功

的國民外交。

　　杜院長有鑒於台灣骨創傷病人眾多，但一直沒有成立像關節重建、運動醫學、

小兒骨科等次專科，無法讓做外傷的年輕醫師受到應有的尊重，因此號召成立台灣

第一屆骨創傷醫學會，也獲得我們骨科界的耆老、大家尊敬的羅惠熙前骨科理事長

的大力支持，順利在2011年成立學會，次年更舉辦第一次大會。

　　當然除了杜院長的卓越成就之外，第二任部長于醫師也在期間接任脊椎微創理

事長，同時加入楊士階主任、高玉憲醫師，讓義大骨科部也成為南部脊椎重建的重

鎮，而馬景候主任接下杜院長的棒子，繼續在國際骨外傷協會擔任要職，常應邀至

國內外演講，讓本院持續在骨創傷方面維持領導地位。

2011 5th AO Experts' Symposium



2010                2011                           2012                                                                2013
與南部科學園區會辦

骨科開刀房實境秀

完成台灣首例
反式全肩人工關節手術

AO Trauma Course-
Principles & Advances in 
Operative Fracture 
Management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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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關節重建科在現任顏部長及葉日熹主任領導下也完成了台灣首例全肩反

式人工關節手術；運動醫學在高逢辰主任領導下配合集團棒球義大犀牛隊，作為本

院職棒選手堅強的後盾。至於最晚成立的手外科，也在吳金獻主任的努力之下，積

極從事國際交流。

　　回顧本院骨科部十年來，一直在杜院長的帶頭指導之下，兢兢業業的不管在臨

床服務、學術研究上持續努力，尤其在杜院長的身教表率下，骨科部不敢一日鬆

懈，寄望在下一個十年，能讓義大骨科部繼續在國內外發光發熱！

2011 5th AO Experts' Symposium

義大醫院 骨科部團隊

骨科箴言 －
國內臂神經叢及
骨創傷的領導品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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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 

面 | 

故 | 

事

15

日新月異，民眾對醫療機構所提供醫療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而政府相關衛生單位與

健保制度則對醫療院所的品質與管理，實施相當嚴格的監控。再加上台灣的醫院評鑑

與醫學教育評鑑都對教學醫院有一套世界先進要求的高標準，身為高雄市醫療服務體

系重要成員的義大醫院，當然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懈怠。

　　從最辛苦的前6年草創時期（民國93~99年），義大醫院在創院院長 陳宏基教授

的的領導之下，醫護醫事及各單位行政同仁皆盡心盡力為醫院榮譽及病患的健康付出

努力。陳宏基院長不只將義大醫院的醫療品質提升到國際水準，更是忠實執行了創辦

人林義守董事長以高品質醫療回饋台灣社會的期望，並帶領義大醫院通過南台灣第一

家JCI認證的國際醫院。本人自99年4月15日從陳宏基院長手上接過第二任院長這個既

是榮譽，也是承先起後的重擔後，深自期許要接下這個棒子，為義大醫院所有的員工

同事及我們的所有病患提供最誠摯的服務，最先進的研究、最實在的教育，與最合理

的效率之領導。回想當年本人初上任院長的職位，心情上誠然是交織著滿腔的熱忱，

競競業業的態度，與行動管理的效率全力投入。這幾年來，為了將醫療服務研究與行

政管理做到盡善盡美，本人幾乎每個晚上都睡在院長室，以院為家。常在半夜與值班

的醫護同仁迴廊相遇，會心一笑，彼此鼓勵關照，那種溫馨的同事情感，讓我體會到

任何一分的努力，任何一滴汗水都是充滿希望與有價值的。

　　義大醫院已在過去10年孕育了優良的體質與培養了高水準的醫護臨床與行政人

員，並且在扶助社會弱勢族群與配合政府衛生政策執行上交出亮眼的成績單！本人合

理的相信，只要醫院的同仁能秉持一路走來認真負責與積極進取的精神，未來的另一

個10年，必將是義大醫院更上ㄧ層樓的黃金時代！本人謹以此文與各位義大醫院的伙

伴共勉，並且特別要對所有曾如此奮鬥奉獻讓義大醫院發光發亮的醫護醫事研究行政

同仁致上12萬分的敬意與感謝，讓咱們心手相連邁向另一個義大醫院的20年高峰吧！

義大醫院10周年了！這真是個令人非常值得回味、體會、與

興奮的時刻。義大醫院自民國93年成立迄今，已有10年的

歷史。10年若在一個人類成長的過程而言，仍屬於童年時期，大

概就是在國小四年級的階段而已。但若是站在一個現代企業經營

的觀點與醫療體系的創始而言，10年已經是一個醫療機構能經歷

草創、奠基、茁壯、發展，直到成熟、穩健、進步，甚至能達到

求新、求變、與改革的合理最佳時機了。因為醫療科技的進步是

院長的話 義大醫院/ 杜元坤 院長



(圖三) 病例一術後X光片，骨釘固定遠

端脛腓韌帶聯合併石膏筒，距骨已無

外移。

(圖四) 病例二右側足踝X光
片，顯示後踝(細白箭頭)與
內踝(粗白箭頭)骨折併距骨

外移。 (圖五) 病例二術後小腿X光片，顯示近端

腓骨骨折(白箭頭)，足踝經骨釘固定距骨

已無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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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一：

病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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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歲男性因機車意外被送入急診，主訴右小腿與右踝疼痛，無開

放性傷口或神經血管損傷，急診小腿X光片顯示近端腓骨骨折，經會

診骨科醫師後注意到距骨外移(內踝與距骨間距擴大)(圖一)，加照踝

部X光片才發現後踝有碎片撕脫性骨折(圖二)，病人接受以骨釘固定

遠端脛腓韌帶聯合(syndesmosis)併石膏筒之手術治療(圖三)，術後3
個月病人無須輔助而能行走。

     55歲男性在家中跌倒被送入急診，主訴右踝疼痛，無開放性傷口

或神經血管損傷，急診X光片顯示後踝與內踝骨折，經會診骨科醫師

後開刀，術後小腿X光片才發現近端腓骨骨折，術後3個月病人無須

輔助而能行走。

     上述二病例皆為麥森紐福(Maisonneuve)骨折，病例一為急診醫

師漏診，病例二為急診與骨科醫師皆漏診。麥森紐福骨折為踝關節

不穩定損傷併近端腓骨骨折，首先由法國人Jules Germain Francois 
Maisonneuve在1840年描述而以其名命名，文獻報告漏診率介於

14.3-44.4%，漏診的原因是病人多抱怨較嚴重的踝痛，醫師只照踝

關節的X光片，而相對較不痛的腓骨骨折被忽略。麥森紐福骨折並

不少見，約佔所有手術治療之踝關節骨折的5%，內踝骨折、後踝骨

折與內踝三角韌帶斷裂的發生率分別為32.1%、31.1%與17.9%；此

外有1.9%病例發生腓神經麻痺；受傷原因46.3%為運動傷害，32.9%
為冰上活動，14.6%為機車意外，發生機轉是足部固定時小腿過度

的外轉(external rotation) ，巨大的扭力可造成內踝骨折、後踝骨

折或內踝三角韌帶(deltoid ligament)斷裂，核磁共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可見踝關節附近的韌帶損傷，由於踝關節的骨

折或韌帶損傷會造成踝關節的不穩定，多數學者建議手術治療，

目的在穩定踝關節，一般以1-2支骨釘固定遠端脛腓韌帶聯合，若

合併踝附近撕脫性骨折需一併固定，多數病例手術後預後良好。

Maisonneuve fracture

麥森紐福骨折
作者/ 壢新醫院急診室   鄧允武醫師
      天主教聖保祿醫院 陳俊仰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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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病例一小腿X光片顯示近

端腓骨骨折(細白箭頭)與距骨向

外側偏移(粗白箭頭)

(圖二) 病例一足踝X光片顯示後踝碎片

撕脫性骨折(細白箭頭)與距骨向外側偏

移(內踝與距骨間距擴大) (粗白箭頭)。

台灣急診專科醫師期刊2013; 5(3):68-71



下位肩脫臼作者/ 壢新醫院急診室   鄧允武醫師    

台灣急診專科醫師期刊2013;5(1):19-20

17

歲男性騎乘機車與貨車相撞，導致右肩疼痛，經消防隊救護車送入急診，檢測生命徵象意識清醒，

血壓125/79 mm Hg，心跳70/分，呼吸18/分，體溫36ﾟC。初始X光可見右肩下位脫臼(inferior gleno-
humeral dislocation) (圖一)，經Pethidine 50 mg 與Midazolam 5 mg 注射後成功施行復位術(圖二)，過
程順利無併發症，術前與術後皆未發現有神經血管損傷，後來病人病況穩定急診出院。 

　　下位肩脫臼的臨床重要性在肱骨頭往腋下擠壓時容易造成腋部神經血管不同程度的損傷，故併發
症發生率較其他肩脫臼高。由於下位脫臼很少發生，文獻上多屬病例報告，美國的Mallon醫師收集82
個病人(78人單側4人雙側)並整理後在1990年發表報告，平均年齡40歲，92%為男性，除兩例需開刀復
位(一例開放性脫臼一例三個月大嬰兒Erb’s麻痺)，其餘皆以閉鎖性復位術治療成功，80%有旋轉肌群
(rotator cuff)撕裂或大結節撕脫性骨折。60%有神經學損傷，其中以腋神經損傷最常見，通常預後良好
無嚴重後遺症。3%有腋動脈損傷。此外，它也可造成骨頭病灶例如Hill-Sach’s lesion(肱骨頭後外側缺
損)。

　　美國的Groh醫師在2010年發表單一醫療機構治療下位肩脫臼最多病人數的報告，16個病患平均追
蹤9年，14人單側(右10左4)，2人雙側，平均年齡31歲，發生原因機動車意外7例，運動傷害5例，高處
墜落4例。合併損傷包括肱骨頭骨折3例，二頭肌肌腱脫臼1例，旋轉肌群撕裂2例，神經麻痺7例，血管
損傷7例。有4例需全身麻醉復位。復位術後神經血管損傷皆完全恢復。7例關節不穩定後來接受手術，1
例置換半人工關節。由此兩篇論文可見下位肩脫臼合併損傷機率很高，值得臨床醫師注意。
總結而言，下位肩脫臼很少見，合併神經血管損傷機率高，理學檢查應小心注意。

(圖一) X光顯示右肩下位脫臼，肱
骨頭在肩盂窩下方，肱骨幹朝向
頭側。

(圖二) X光顯示復位的右肩關節。

後位肩脫臼台灣急診專科醫師期刊2013;5(2):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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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位肩脫臼又稱 l u x a t i o 
erecta，發生率不高，僅佔所有
肩脫臼的0.5%以下。發生機轉
通常是病人保護自己免於摔倒
時上肢過度伸張與外展(hyper-
abduction)或肩頭上方直接下壓力
道所致，病人脫臼姿勢為手肘彎
曲上臂上舉外展向上向後，如同
睡覺時以手代枕。X光特徵為肱骨
頭在肩盂窩下方、肱骨幹指向頭
側。復位通常可在急診經由鎮靜
止痛藥物的輔助以向上緩步牽引
完成。

病例一：

　　56歲女性騎機車與汽車相撞，導致左肩疼痛與巨大血腫，經消防隊救護車送入某區域教學醫院急診

室。初始X光只照正面(AP view)，急診醫師僅發現肱骨大結節撕脫性骨折而漏診後位脫臼，三天後病人

仍嚴重疼痛到同一醫院門診追蹤才發現脫臼，骨科醫師建議手術治療但病人拒絕並轉往中醫治療，經一

個月半的蹉跎才到本院骨科門診就醫(圖一、二、三、四)，後來病人住院並接受手術，過程順利，術後

(圖五)病人病況穩定出院。



(圖一 )病例一左肩X
光，顯示後位脫臼與
大結節撕脫性骨折

(圖五)病例一左肩X光，
可見復位後的左肩關節

(圖六)病例二左肩X光，顯
示後位脫臼，可見明顯的
肩峰突、肱骨頭與肩盂窩
未重疊、肱骨頭 -肩盂窩
距離變寬、肱骨頭向外移
動、燈泡徵象。

(圖七)病例二電腦斷層，可見左肩後
位脫臼

(圖八)病例二X光，可見復位
後的左肩關節

(圖二)病例一左肩X光axial 
view，顯示後位脫臼與大
結節撕脫性骨折

(圖三)病例一電腦斷層，
可見左肩後位脫臼

(圖四)病例一電腦斷層，
可見後位脫臼與大結節
撕脫性骨折

　　由於後位肩脫臼不常見，有關的文獻多屬病例報告，有一篇單一醫療機構較多病人數的報告為英國的

Robison醫師在2011年所發表， 112人(104人單側8人雙側)，120個肩關節，估算發生率每年10萬人約1.1次
(前位脫臼約為17-23.9次)，男性較多，發生高峰在20-49歲與70歲以上，肇因67%為創傷(高處墜落與機車意

外居多)，次之為癲癇發作。後位肩脫臼的主要後遺症是復發肩脫臼，17.9%病患會復發，復發多數發生於

一年內。容易復發的影響因素有小於40歲、癲癇與大的Hill-Sachs病灶(肱骨頭後外側缺損>1.5 cm3)。

　　加拿大的Rouleau醫師整理108篇後位肩脫臼的文獻，在2012年提出報告，477個病人(547個肩關節)，
男性占81%，平均年齡41.1歲，14.6%為兩側發作，24%初診時有遺漏，39%病人肇因為癲癇，65%有合併

損傷(肩關節附近骨折、反向的Hill-Sachs病灶、旋轉肌群撕裂)。

　　總結而言，肩關節後位脫臼是少見的，由於隱約的X光表現容易在初始時遺漏，應注意病人特有的內

收與內轉姿勢，無法外轉與外展，必要時須加做電腦斷層確認。

　　48歲男性騎機車與汽車相撞，導致左肩疼痛，經消防隊救護車送入急診，
檢測生命徵象意識清醒，血壓116/73 mm Hg，心跳74/分，呼吸18/分，體溫
35.5ﾟC。初始X光(圖六)不確定脫臼，再照健側比較仍不確定，直到電腦斷層
(圖七)出來才確診後位肩脫臼，經Pethidine 50 mg 與Midazolam 10 mg 注射後
在急診 況穩定出院。

　　肩脫臼多為前位脫臼，後位脫臼發生率不高，僅佔所有肩脫臼的3%以
下，其臨床重要性在常被漏診，文獻報告被忽略比例達50-80%。被忽略的主
因是隱約的X光表現。避免漏診需靠(一)病患的理學檢查(二)例行性照肩部的AP
與Axial view，不確定時可加做axillary view或電腦斷層(三)小心的影像判讀。

　　在理學檢查方面，病患除抱怨肩痛外，上臂是在內收內轉的姿勢，外展與
外轉會疼痛加劇，肩後方可觸摸到肱骨頭。

　　在影像方面，前後照X光可見明顯的肩峰突(Acromion process)、肱骨頭與
肩盂窩未重疊、肱骨頭-肩盂窩距離變寬(肱骨頭內緣到肩盂窩前緣)、肱骨頭向
外移動、燈泡徵象(light bulb sign)(肱骨頭像燈泡)。

病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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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agner Self-Locking Stem
促進骨生長．強韌不易斷．Revision THR 的新式經典

　　Wagner SL係由德國醫師Dr. Heinz Wagner於1986年所設計推出，至今已經有將近30年的臨床使

用經驗，優秀的術後效果在許多學術會議與臨床文獻中都已備受肯定，是極少數能經過時間考驗，

並有高度評價的經典revision stem，在design rationale不變的基礎之下，現已演進到第三代，完整的

diameter sizes，加上三種長度選擇 (190/225/265 mm，from head center to distal tip)，臨床應用將有

更多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3大特點：

　　目前Wagner SL較新的長期報告是Regis et al於2011發表在JBJS-B中的文章，15.8年的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高達96.6%。作者共分析了41例有效FU的case (12位男性與29位女性)，平

均FU 13.9年 (10.4-15.8年)，其中32例還是使用了transfemoral approach，除了有5例需要re-revision 
(infection *2，subsidence *2，recurrent dislocation *1)，整體效果可說令人滿意，平均HHS由術前

的33進步到最後一次FU的75，而91.7%的stem都能觀察到有stable bone fixation。

　　Wagner SL最早就是為了proximal嚴重bone loss的病人而設計的，它最令人出乎意料的，便是

優異的bone remodeling效果，Titanium的彈性加上錐形柄身可將承載的受力平均分散於prosthesis-
bone interface，促進骨頭生長，同時不易造成thigh pain。taper與rib設計可實質加強垂直與旋轉穩

定度，實際使用上也不太有subsidence的問題 (Lusser et al, 2009；Girard et al, 2011)，以下為其他

臨床報告的重點摘錄：

Titanium – less stiff, fast growth for bridging bone defect

　　鈦合金加上噴砂處理的粗糙表面 (Ra 5µm)，展現出相當高的生物相容性與親骨性，且彈性模量
係數較接近骨頭 (不像CoCr的材質特性過於死硬)，可大幅減少應力遮蔽或金屬疲乏斷裂的發生機率

Taper – self locking, stress transfer, add proximal contact area

         錐形柄的的axial stability比圓柱形柄更佳，也比較符合canal的anatomical shape (在能達到
distal fit的相同條件之下，錐形柄通常有較佳的proximal fit)

Rib – anti-rotation, increase overall contact area

        可任意調整ante-version角度的圓型柄身，配合縱向嵌入cortical bone的8條rib，在植入後便能
隨即達到超強的旋轉穩定度

臨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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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後平均5年FU，骨缺損的等級

顯著降低 (Karnesis et al, 1999)

長庚骨科通訊     2014年秋季刊

Wagner SL也是瑞典全國THR
登錄資料之中survival rate最高
的revision stem

129 cases，survical rate for any cause is 93.9% 
at 11.1y (Böhm P et al, 2001)

兩種stem比較 (Extended Stem *17，Wagner SL 
*23)，後者顯示出No sinking、No Radiolucent Line、
No Stress Shielding的優異效果，術後2年的bone 
mass則是前者減少，後者增加 (Iwana et al, 2008)

用於 Intertrochanter ic Fx (n=47，early weight 
bearing)，沒有non-union或fragment migration的
case，平均subsidence只有2.6mm (Chu X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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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林口長庚骨科 翁文能院長 
榮任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長！

林口長庚骨科 賴伯亮醫師 
榮獲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優秀論文基礎組第一名
(Non-viral gene transfection of BMP-2. Oct 18, 2014.)

林口長庚骨科 蔡宗廷醫師 
榮獲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優秀論文基礎組第二名！
(Increased Sulfatase-1 Gene Expression in Degenerative Intervertebral Disc Cells)

林口長庚骨科 葉祐成醫師、賴伯亮醫師
榮獲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優秀論文臨床組第一名！
(Comparison between preserving and harvesting spinous process as 
 local bone graft autograft for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Oct 18, 2014.)

嘉義長庚骨科 吳孟晃醫師
榮獲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優秀論文臨床組第二名！
(The treatment outcome of fungal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in 15 patients 
– a case series study )

長庚骨科通訊自2015年始將改為半年刊(新年刊、年中刊)
歡迎各位醫師踴躍投稿，主題不限，圖文並茂佳

有任何建議，歡迎洽詢編輯處 : ethelcat@cgmh.org.tw
(03) 328-1200 ext. 3243 (Ms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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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濃度血小板組織膠(PRFM)之介紹與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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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傑/ 以針刺治療來緩解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的急性疼痛

李勝勛/ 使用自體半腱肌肌腱進行臏骨股骨韌帶重建來治療反覆性臏骨脫臼

林東儀/ 脊椎手術後的術後腦膜炎：
　　　　從20,178例脊椎手術中回溯21位術後腦膜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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