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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安醫院院長 長庚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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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

當諸公茶餘飯後之娛。

　　1992年是我開始長庚醫院外科醫師訓練的一年，也是我從長庚醫學院畢業的一年，直到我離開 
林口，長庚醫院與醫學院留下我一段十年的記憶。 

　　在我的年代，記憶中的林口長庚醫院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還是醫學生時就與外科結下緣

份，陳敏夫前院長半開玩笑的對斯文的陳昱瑞前院長說，這個林洋德就是我們外科的人了，或許是

這玩笑話卻讓我真的走進了外科的路，從醫學院到醫院，老師們的錯愛，至今內心依然感謝萬分。 

　　當年林口長庚大外科開刀房每天大約要處理620台刀左右，忙碌的情況可想而知。身處在這樣

案例豐富的醫學中心的骨科學習，真是慶幸。當然整個過程疲累是必然的，但透過這樣的環境，讓

自己從工作快速累積臨床經驗與手術技術，能有這樣的絕佳機會，就是當年選擇長庚醫學院，長庚

醫院的原因。在骨科幾年的磨練下來，跟隨科內醫師一點一滴學習卻也慢慢累積日後自己專業技術

的基礎。施俊雄主任的髖關節手術，許文蔚主任的膝關節手術，及陳文哲主任的脊椎手術....在年輕

醫師眼中都是大師級的人物，也是心中暗地裡學習的偶像人物呢！當然骨科裡高手雲集，個個身手

不凡，功夫了得，可做為模範的對象眾多，總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常常疲於奔命，至今回想還記

憶猶存呢。

　　這樣的忙碌充實生活，日子總是過得特別快，常常是暈頭轉向不知身在何處，也常需要靜下來

檢討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一直以來在學生時代就深知自己個性並不適合在醫學中心發展，每當陳

敏夫前院長大聲叫著「林洋德跟緊一點！"」我只能硬著頭皮跟著喊「是」，每每回想真是對不起

他啊！既然離開是必然，準備就是必需的。只是到了離開的時候，能有多少的功力？ 這是我在長

庚骨科訓練過程中，最需要坦然回答自己的問題。 

　　想起同期傅再生醫師，蔡燿鴻醫師，同班同學袁立仁醫師，常年競競業業為長庚骨科奉獻，至

今個個已是科內中流柢柱，內心同感驕傲。離開長庚骨科後，我選擇區域醫院來熟悉地區醫療市場

的狀況，也開始致力於發展微創關節脊椎置換手術，十幾年來的成果就是成立承安醫院，完備了微

創手術的發展環境。一路追逐的固然是心中夢想，更想告訴那些光電產業老同學們，我也是搞產業

R&D的。當然最終將這些成果貢獻給廣大需要骨科的社會大眾，提昇醫療層次。我想這初衷與多年

來在長庚醫院骨科各位先進醫師與同學一樣的堅持。 

　　二十年前的長庚骨科對我而言，像世間的宴席，雖有聚散，但懸繫心中的，是那一絲絲的記憶

牽動與感激。這不就是人生嗎？謝謝您，長庚醫院，長庚骨科，曾經陪我成長。

到科內邀稿通知，一時間還不知如何起筆，本想賴皮拖延不寫，那知又來催稿，看來該

還的還是要還。趕緊翻開之前收到的科內雜誌，詳讀一遍，抱抱佛腳，匆促提筆，但能接

林洋德 醫師

作者/ 林洋德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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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骨質疏鬆症專科醫師

台灣外傷醫學會外傷醫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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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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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參與學會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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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創傷弧菌可產生快速致死的軟組織感染症，而金黃色葡萄球菌引起壞死性皮膚感染也是在世界

各國常見，尤其是MRSA是目前在急診室中最常被分出的菌種。這篇報告將這兩種菌引起之壞死性

筋膜炎的臨床症狀、死亡因素及手術結果做分析比較。

我們在6年之中收集115個壞死性筋膜炎病例，60個為海洋創傷弧菌，55個為金黃色葡萄球菌。每個

病人皆接受擴創手術或截肢，每個病人之病程、潛在性疾病、血液數據、死亡率及臨床結果，皆被

研究分析。

有11個海洋創傷弧菌及8個金黃色葡萄球菌病例死亡。患有海洋創傷弧菌病人有明顯有較低的白

血球數目、較高的banded form白血球數目和較低的血小板數目。而感染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
之病人比感染MSSA的病人在急診時則有偏高的低血壓（BP<90mmHg）比率。同時我們也發

現有肝功能不全的病人較易感染海洋創傷弧菌，而有糖尿病的病人較易感染金黃色葡萄球菌。

海洋創傷弧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引起之壞死性筋膜炎是外科急症，這篇論文指出海洋創傷弧菌引起

之壞死性筋膜炎比金黃色葡萄球菌更快速，臨床表現也更猛烈。

背景

目的

結果

結論

作者/ 蔡燿鴻, 許文蔚, 黃國欽, 黃聰仁

海洋創傷弧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引起之
壞死性筋膜炎及敗血症之比較
Comparison of Necrotizing Fasciitis and Sepsis Caused by  
Vibrio vulnificus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Am 2011;93:27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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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論文：

1. Systemic vibrio infection presenting as necrotizing fasciitis and sepsis-A series 13 cases.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Am 2004; 86(11):2497-2502 

2. Necrotizing soft- tissue infections and sepsis caused by vibrio vulnificus compared with  
    those caused by Aeromonas species.  
    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 Am 2007; 89(3): 631-636 2007.

3. Laboratory Indicators for Early Detection and Surgical Treatment of Vibrio Necrotizing Fasciitis.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2010; 468:2230-2237.
 4. Microbiology and Surgical Indicators of Necrotizing Fasciitis in a Tertiary Hospital of Southwest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 2012; 16 (3):e15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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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 

典 | 

論 | 

文

長庚骨科通訊     2012年春季刊

林口長庚骨科

蔡宗廷醫師

Vitae
現職/

林口長庚脊椎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助理教授

專長/

脊椎外科手術
椎間盤突出

作者/ 蔡宗廷, 何怡茹, 林映廷, 賴伯亮, 傅再生, 牛自健, 陳力輝, 陳文哲, 蘇中慧

　　糖尿病在臨床上已經被被證實，是椎間盤退化的一項危險因子；糖基化終產物的聚集，

是已知可能會跟糖尿病有關。本次研究的目的，想要得知糖基化終產物，在大鼠及人類的糖

尿病髓核退化上有何影響。從糖尿病鼠尾骨的椎間盤取出髓核細胞，經由不同濃度的糖基化

終產物 (0, 50, and 100 mg/ml) 處理3天培養之後，利用即時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看基質金

屬蛋白酶-2和糖基化終產物受體的mRNA表現。另外，也收集髓核細胞的培養液做明膠水解

分析及西方點墨法，看基質金屬蛋白酶-2和胞外訊號調節激酶的蛋白表現。

　　使用人的椎間盤細胞重複做上述的實驗，也可得到類似的結果。在糖尿病椎間盤的蠟塊

切片，使用免疫化學染色，可看見糖基化終產物的表現有明顯增加。將髓核細胞經過糖基化

終產物處理後，可見到基質金屬蛋白酶-2、糖基化終產物受體和胞外訊號調節激酶，不管是

在mRNA及蛋白質表現上都有增加。這樣的實驗結果，可以推測糖基化終產物和糖尿病是跟

椎間盤退化有相關的。高血糖在糖尿病上會促使髓核細胞糖基化終產物的聚集，而導致椎間

盤退化。

摘要

糖基化終產物在糖尿病患椎間盤退化之角色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in Degenerative Nucleus Pulposus with Diabetes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2013. (SCI ; IF=2.875 ; Orthopedics 7/63)
研究計畫 NSC 100-2314-B-182-059 CMRPG3C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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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糖基化終產物在糖尿病鼠尾骨的

椎間盤的表現有明顯的增加。

在非糖尿病鼠及糖尿病鼠的檢體

蠟塊切片，糖基化終產物的免液

化學染色圖及量化後的結果。

Figure 2. 
糖基化終產物在糖尿病患者椎間

盤的表現有明顯的增加。

 
在非糖尿病患者及糖尿病患者的

檢體蠟塊切片，糖基化終產物的

免液化學染色圖及量化結果。

Figure 3. 
糖基化終產物促使基質金屬蛋白酶-2在
mRNA及蛋白質的表現增加。

從糖尿病鼠取得的髓核細胞，經過不同

濃度的糖基化終產物處理，藉由 (A)即
時定量聚合酶鏈式反應，(B) 西方點墨

法，和 (C)明膠水解分析。



林口長庚骨科

游宜勳醫師

Vitae

作者/ 游宜勳, 曾益全, 蘇君毅, 黃炤文, 吳基銓

因為髖臼骨折手術治療的複雜性，而發展出許多改良的手術方式，包括大範圍手術的傷

口，股骨大轉子截骨手術(trochanteric osteotomy)，以及髖臼前柱(anterior column)以
及後柱(posterior column)鋼釘固定手術。然而，有這樣多樣性的手術治療方式，也意味

著每個手術方式都有他的缺點以及極限。我們因此提出一種改良式的手術方式來治療複

雜性髖臼骨折：使用單一Kocher-Lagenbeck approach下，同時植入鋼板(neutralization 
plate)以及經皮植入後柱鋼釘(posterior columnar screw)的手術方法。

於1995年至2004年之間，我們回溯性的收集30位複雜性髖臼骨折的病患接受這樣的手術

方法治療。我們完整記錄病患的基本資料，手術結果以及手術相關的併發症；同時，我

們也針對此一改良式手術方式的步驟，做完整的描述。

30位病患之中，有13位男性以及17位女性，平均年齡為36.4歲(年齡範圍：19至66歲)，平

均追蹤期間為49.2個月(24至112個月)。所有的髖臼骨折均癒合，在手術後至骨折癒合之

前，所有的鋼釘鋼板皆無鬆脫，骨折也無移位。住院過程中，共有5位病患產生併發症：

淺層感染，深層感染，以及暫時性坐骨神經損傷。有五位病患於追蹤期間內，因為受傷

前的退化性關節炎獲釋創傷後產生的創傷性關節炎而需置換全人工髖關節。在手術後24
個月的追蹤期間內平均的Harris Hip Score為79.7分(範圍：33至99分)

我們提出一個改良式的手術方式來治療複雜性髖臼骨折，而這樣的手術方式，經由我們

回溯性的統計數據呈現，是一個安全以及有效的手術方式。

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研究結論

專長/

骨盆及髖臼骨折
一般外傷骨折
骨科感染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學 | 

術 | 

論 | 

壇

使用改良式經皮植入後柱鋼釘以及鋼板於複雜性髖臼骨折
Modified Technique of Percutaneous Posterior Columnar Screw Insertion and 
Neutralization Plate for Complex Acetabular Fractures

J Trauma Vol. 71(1):198-203,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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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e 現職/

林口長庚
運動醫學骨科主治醫師

使用內視鏡輔助異體骨移植治療骨折未癒合
Endoscopically assisted allogeneic bone grafting for 
atrophic nonunion of femur and tibia

作者/ 張世昇, 蔡旻虔, 邱致皓, 陳文鈐, 葉文凌

骨折未癒合(nonunion)的發生率大約佔所有骨折病例的5-10%。骨折未癒合的治療方式是

要針對造成未癒合的生理或機械因素加以改正。一般而言，清創加上骨移植術是治療未癒

合的標準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分析利用內視鏡手術的方式進行清創及骨移植來治療股骨及脛骨骨折

未癒合的治療結果。

從2006年5月到2011年01月，共有8位病人（6位男性和2位女性）因為股骨或脛骨骨折癒

合不良而進入這項研究中。病人的平均年齡為36.1歲。所有的病人都接受內視鏡輔助清

創及異體骨移植手術。骨折癒合的情況、臨床相關症狀及併發症都詳細記錄下來。

從骨折發生到接受我們手術的時間平均是14.7個月(9-22個月)。平均術後追蹤時間是19.6
個月（9-28個月）。有7位病人達成骨折癒合，只有1位病人需要再進行其他手術。平均

骨折癒合的時間為6.4個月（4-8個月）。這8位病人都沒有發生重大的併發症。

內視鏡輔助異體骨移植手術是一種對人體侵襲性較小的手術，可以有效治療骨折後發生

的未癒合。

背景

目的

方法

結果

結論

Formosan Journal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Volume 3, Issue 3, August 2012, Pages 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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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張世昇醫師

專長/

膝、肩關節運動損傷及退化性病變
關節鏡手術
一般骨科



2

作者/ 張智翔, 陳志華, 蘇君毅, 劉献道,  游重銘

切片及生物力學測試來評估界面的強度。組織切片發現骨膜可在肌腱及骨頭的界面處形成

纖維層。在4周時，纖維層會逐漸長入肌腱及骨頭界面。在8周時，可看到纖維血管組織

(fibrovascular tissue)及纖維軟骨形成。在12周時,更大量的纖維軟骨及骨頭則會在界面處形

成。在生物力學測試部分，隨著時間增加，斷裂負載(failure load)也逐漸增加,代表隨著時間

肌腱及骨頭逐漸癒合。在4周時，有骨膜的實驗組有較高的斷裂負載，但無統計學上意義。

在8及12周則可看到骨膜的實驗組有較高的斷裂負載,且也有統計學上意義。

林口長庚骨科

張智翔醫師

Vitae 專長/

人工髖關節及膝關節置換手術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學 | 

術 | 

論 | 

壇

Knee Surg Sports TraumatolArthrosc (2009) 17:1447–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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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旋轉肌縫補手術中使用骨膜促進肌腱 - 骨頭癒合：
生物力學及組織切片的兔子動物實驗
Rotator cuff repair with periosteum for enhancing tendon–bone
healing: a biomechanical and histological study in rabbits

力的幹細胞，可分化為成骨或是成軟骨組織，進而恢復原有的肌腱-骨頭界面，即纖維軟骨

(fibrocartilage)。

關節旋轉肌手術中，固定且使破損的肌腱附著在骨頭上是主要的考量。修補手術

常常失敗在肌腱與骨頭的界面，特別是破損較嚴重的病患。骨膜含有多種分化能肩

　　本實驗我們借由縫補下脊肌的

兔子實驗來評估骨膜對肌腱及骨頭

癒合之影響。我們使用36隻紐西蘭

成兔來做實驗。兔子右手的下脊肌

在肌腱及骨頭切斷處使用骨膜來促

進癒合。左手只切斷及縫合來當做

對照組。兔子在4 ,  8 ,  12周時安樂

死，並將肌腱-骨頭界面處使用組織

　　此實驗可發現在治療旋轉肌破損的兔子實驗模式，借由

將骨膜縫在肌腱及骨頭交界處可增加肌腱附著在骨頭上的強

度。組織切片檢查也可看到骨膜可逐漸形成纖維軟骨，增強

肌腱在骨頭上的附著。生物力學測試也可發現隨著時間附著

強度逐漸增加。當治療大範圍旋轉肌破損時，將骨膜縫在肌

腱骨頭交界處可促進癒合。



專長/

人工髖關節及膝關節置換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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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著異國的風情，尤其在鼓浪嶼（圖一）。

　　而廈門長庚醫院，則是座落在美麗的馬鑾

灣南岸（圖二）。2005年5月21日經中國國務

院審批同意，准許設立2000張床位，42個科

室。

　　於2008年1月15日獲得三級醫院評審醫療

機構執業許可并開始試營運，開放病床501
床。2008年5月6日王創辦人親自蒞臨醫院進行

開業剪彩；2009年1月通過廈門市醫保定點醫

療服務。廈門長庚是在霞陽這個區域，之前我

曾來支持專家門診幾次，當時交通不便，一看

便像地處郊外，黃昏時還可看到有人在放牛吃

草。2012年7月1日我到廈門長庚長期支援，至

今已一年半的時間，我很感激賴明坤院長及劉

智綱總執行長的協助與幫忙，及上級的指導，

得以人生的再學習。

　　廈門長庚醫院在歷任院長

（沈陳石銘院長、林孟志院長）

和執行長及各單位主管及同仁的

努力之下，已逐漸茁壯，並於

2013年5月正式邁入第二個五年。

而骨科成員除了臺灣來的我，袁

立仁部長、黃澤波主任，陸籍的

鄭立檳主任、吳軻主任，最近又

添加了沈文暉醫師，可謂人丁

興旺。我深深地認為廈門長庚是

兩岸醫務交流很重要的平臺，

　　廈門這幾年進步很多，房價已比高雄還貴而且直逼臺北。島內有不少風情怡人、賞心悅目

的去處。不少歐洲的plaza、酒店，在臺灣還看不到。有空的時候，我們也到世界文化遺產的

福建永定土樓參訪（圖三），特殊的客家文化，周星馳《功夫》電影的聯想，很能發思古之幽

情。週末時光，有時也到植物園、仙岳山、廈門大學、南普陀或鼓浪嶼遊玩，不少在臺灣無法

認識的朋友，都在廈門有了新的緣分。

邁入第二個五年
—歡迎加入廈門長庚的行列

門，是個有趣的地方。她雖然是個

二線城市，卻是個移民城市，因此廈

（圖一）

（圖二）
12

作者/ 郭繼陽 醫師



（圖三）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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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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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回首，來到廈門居然已經滿四年正在往第五年邁進。回首往日，2009年的十一

月二日似乎還在眼前，我搭著那班延誤的廈門航空881班機，在晚上十一點多到達

　　當我們的車到達海滄醫院附近時，居然看見一二十條牛在路上逛大街。心想這是什麼情

形？廈門還這樣落後嗎？在北台灣長大的我幾十年來也沒見過這種情形（台灣南部長大的朋

友請不要笑我少見多怪）在廈門算是開了眼界了。就在驚異中入住醫院專家樓（宿舍）開始

了我的廈門骨科生活。

14

驀
廈門，大夥人坐上醫院的接機專車向醫院前進。雖然不是第一次來到廈門長庚，但是這次到

達醫院卻是個人醫療生涯另一階段的開始。

旅遊補助計劃－四年期

作者/ 袁立仁 醫師

　　初到達廈門時，那時醫院業務尚未蓬勃發展，門診病患有限，看門診時還可以做些別的

雜事，有時候還真有些心虛，覺得自己在領乾薪。隨著時間的進展，病患不斷的累積，寫這

長庚骨科通訊     2014年新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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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篇稿子時心情已截然不同了。在廈門四年來，看見醫院周邊和鄰近地區的發展，真是覺

得大陸在飛速的進步，套句大陸常用的話叫“井噴式＂的進步。來到大陸行醫，要學的

還不少。學習大陸的不同用語習慣，學習聽各地不同的方言口音，瞭解大陸的醫療保險

情形。醫院的醫政分離制度讓醫生能專心看病人，很慶幸有這個機會依附在一個大的機

構裡到一個不同的國度（深藍的不要K我）裡行醫。

　　廈門長庚醫院的骨科業務雖然不斷成長但是需要進步的地方還很多，我將這幾年來

在兩岸移動感受較深的幾件事提出來與大家一同分享。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陸已經不再是落後國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儘管仍有許

多問題需要解決但是那一小部份先富起來的人們已經可以讓很多人瞠目結舌廈門島內到

處跑的保時捷和BMW 7系列轎車曝光率比台灣可能更高的超跑如法拉利林寶堅尼再再透

露出部分人民的富裕程度這點相信大家從報章雜誌上都已經多少瞭解一些，同樣的在醫

療部分他們也飛快的進步。在我們的身邊不時的會聽到有人在大陸生病就醫遭遇到非常

不好的治療經驗非常貴的費用等等，我相信那都是真實故事可能也因為那些故事讓不少

人認為大陸還是個醫療落後地區，我認為實際的醫療情況應該與他們人民貧富懸殊情況

類似。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大醫院醫療技術的水準是與台灣的教學醫院不相上下的，但

是到了二三四線城市，醫療的水準就相當令人擔憂。福建與廈門與第一線四大城市相比

是屬於醫療相對落後地區，以“台灣長庚醫院＂的水準在廈門服務，個人相信長庚是很

有機會做好做大的，差別在于時間的快慢。

　　在廈門工作後雖然醫院是醫政分離，我可以不用太瞭解保險與付費，但是病患在門

診多數會問醫療費用的問題，逼的我也少需瞭解一些大陸相關的醫療保險問題。結論是

台灣的同胞真的很幸福，大家都享受健保，而且大家一視同仁，院長與掃地阿姨享受的

健保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在台灣各處都可以使用。大陸上有不同的保險級別，城鎮居

民城鎮職工與政府官員的給付是不相同的，而且數年前農民是尚未納入保險給付的。再

者保險是以各市為單位，離開了投保的市到了外地就無法使用。舉例來說就是如果在台

北投保，在台中就無法使用，必須先自費看病再拿單據回台北核銷，而且外地看病後拿

回去核銷的金額也只能核銷一部分。古話說“人在福中不知福“，其實我們台灣人是幸

福的，有相當好的社會保險在保障我們的健康，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長年居住海外的

同胞朋友回台看病看牙了。

　　台灣的病人是幸福的，那台灣的醫生呢？我猜多數台灣工作的醫師會說不太幸福。

因為有健保的限制，給付逐漸下降導致收入不好，醫療糾紛也越來越多，零零總總的因

素造成台灣醫生的不幸福感。但是與大陸的醫生相比，台灣的醫生還是相對幸福些。大

陸的醫療給付比台灣更低，病人的要求比台灣更多，比台灣更挑剔，醫療糾紛比台灣更

多而且不理性，醫師面對的不只是訴訟更有人身安全的問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媒體的

推波助瀾，大陸醫護人員遭遇人身傷害的消息時有所聞。台灣有很多醫生世家，父親當

醫師希望兒子也能當醫師，多數人也認同醫師是一個好的職業，但是在大陸上，多數的

醫師是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當醫師的，兩地父母親對子女關懷與期望的差異相信大家很容

易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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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當醫生雖然不容易，但是我有幸搭上這班車跟著機構進入大陸，很多的事情

醫院都幫醫師解決了，我只要專心把病人看好，我希望廈門長庚醫院在大陸民眾心中

的地位能早日達到像台灣長庚醫院在台灣民眾心中的地位。也許有些人看我這樣寫有

些好奇，不都是長庚醫院嗎？應該也是一堆病人，名氣應該也很大才對啊？事實上今

日的廈門長庚只是廈門民眾眼中的一家台資醫院，硬體好，服務好，但是對我們的醫

療技術尚未十分認同，身為台灣醫學中心的醫生到廈門服務，有技術卻無處施展實在

讓人心有不甘。有一天在書中看到這麼一段話“在生命中往前走，總是用拋開過往作

為代價。我們得到的一切，都是用放下手中的東西作為代價“，我很感念台灣的朋友

與老病患還沒有忘掉我，讓我在台灣仍然有病人看有刀可以開，我雖然放下了不少，

但是我可能得到更多，感謝家人的支持與師長的愛護讓我有機會開創與突破。我沒有

後悔來到廈門長庚工作，真誠地希望廈門長庚醫院能蓬勃發展，骨科能發光發亮，這

樣身為草創期與它一起努力的工作人員也能分享一些它的榮耀。

　　最後，解釋一下那個滑稽的標頭吧。其實我要傳達的只是一個心態，看見有些到

廈門長庚短期中期支援的同仁們不情願的表情，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多數會勸他們放

輕鬆，就當成短期的廈門旅遊吧。有地方吃，有地方住還有人管機票船票，薪水也稍

微多一些，就開心點吧。愁眉苦臉是一天，開開心心也是一天，為何不讓自己過的開

心點呢？“沒有人奪走你的快樂，你的狂喜。奪走的人是你，因為你把狂喜建立在別

人身上＂。

　　到大陸工作僅短短四年，以上雜感若有不恰當之處歡迎交流與指教。

16

廈門長庚骨科醫療團隊合照
前排（從左至右）：Dr.潘勇衛、Dr.黃澤波、Dr.鄭立檳、Dr.袁立仁、Dr.吳軻

後排（從左至右）：Dr.賴雅俐、Dr.郝江濤、Dr.胡家瑞、Dr.楊智凱、Dr.葉祖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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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需要脊椎科醫師，問我要0要考慮到廈門長庚來。當下覺得是個難得的機會去考驗自己，

但又擔心不能勝任，因為當時流言四起，醫糾叫人不寒而慄，在沒有立即後援的情況下，

自己能否處理得宜。回家和太太商量後，在衡量收入得失，她尊重我的決定，決定看完西

班牙拿世界盃冠軍後便到廈門，同時規劃在2014要到巴西看世界盃。三年過了，我發覺我

的決定是對的，只是明年要留在廈門看世界盃！也不錯，看完坐電梯便可上班！

那時地下街還沒規劃好，醫肚子成了每天的大事。

　　工作方面，因為病患數量還不是很多，所以能讓我慢慢適應廈門長庚的作業方式， 
雖然如此，業績壓力還是有的！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因為病患都知道台藉醫師只來一個

月，每次跟病患解釋完開刀的適應症，他便會問你下個月還在嗎？那只好跟病患建立好關

係，請病患考慮好下個月再來，但通常都不會來，因為病患怕脊椎開刀後要躺三個月！ 
雖然我再三強調在廈門長庚手術，大部份病患脊椎手術後隔天可以坐起來，三天後穿背架

下床，七天後出院，但還是敵不住病患經過資料收集後的志意！

那時地下街已規劃好，醫肚子成了個人的份內事。

　　廈門長庚醫院經營漸上軌道，陸藉醫護同仁增多，台藉醫護同仁也略作調整。經過一

年的磨鍊，雖然也遇上醫糾，但也化險為夷，從中也得到啟發，正確的治療方針不一定獲

得家屬的認同，過度的預防性治療反而保障了醫師被告的機會。其中當然涉及到病患家屬

的認知和醫師解釋病情的藝術。

　　問我下個月在不在的病患已變少，但被我說服留下來手術的病患也沒有變多。一方面

是病患的志意真的很堅定，另一方面是骨材真的很貴！我想中港台三地的醫療保險制度，

台灣健保對病患最方便和便宜，香港公醫是最便宜但不方便，因為要等！中國大陸醫保不

是每個人都有，沒有醫保便要花大錢看病，這是做成醫糾和醫病關係緊張的原因之一。

那些年我們一齊坐電梯的日子

知不覺已在廈門長庚工作了三年，趁著這三周年的時刻，回顧一下在廈門的點點

滴滴。記得三年前參加骨科醫學會時，接到袁立仁醫師的電話，因為當時廈門長不

作者/ 黃澤波 醫師

第一年：

  支援廈門的台藉醫護同仁不少，從18樓宿舍坐電梯上下班，
  遇到時的話題總是下班去哪吃飯！

第二年：

　支援廈門的台藉醫護同仁變少了，從18樓宿舍坐電梯上下班，
　遇到時的話題總是你什麼時侯回去！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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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長庚醫院服務量持續成長，有更多台藉醫護同仁協助發展。在電梯中便遇到

我的同學，他在台北小兒科，雖然在林口社區他住在我樓下，但十幾年不見，便請他

到潮福城飲茶。他可開心，因為大一時他請我吃牛排，現在終於有機會讓我請。

　　經過2年的扎根，已沒有病患問我下個月在不在，有更多的病患拿著片子來問病

情，但願意留下來手術的仍是小數，是他們根深蒂固的想法難以動遙，還是我仍有不

足，或許過於保守，無法給病患足夠的信心。就在徬徨無計時，一名嚴重退化性腰椎

側彎的病患經介紹到袁醫師門診，袁醫師請我替他醫治。當時看到片子覺得困難度頗

高，但從未想過會在半年內需要作二次翻修手術。雖然每次手術結果都令病患滿意，

但面對家屬的壓力的確非常沈重。經過這次經驗，終於體會到要有足夠的勇氣去相信

自己。

雖然世界盃仍未開踢，但32強已經產生，我仍是力捧巴西！

因為我有足夠的勇氣去相信巴西。

　　在這裏要感謝林口脊椎科的老師們和師兄弟們，還有基隆骨科和廈門骨科的醫療

團隊，在我遇到困難時提供寶貴的意見和協助。

　　最後要感謝是我太太敏麗的支持，包容與諒解，謝謝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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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支援廈門的台藉醫護同仁又變多了，從18樓宿舍坐電梯上下班，
　遇到時的話題總是你怎麼又回來！

第四年：

　看完世界盃的睡眼還沒撐開，電梯門已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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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鄭立檳 醫師

當時覺得廈門長庚醫院將和臺灣長庚醫院一樣，成為國際性一流醫院，能給我提供更

好的平臺，故義無反顧地離了職，扔掉大陸人人夢寐以求的“鐵飯碗＂，拒絕參加副

主任醫師的評審，終止碩士學位的學習。因為大陸醫師屬於單位人，並不屬於社會

人，獲得副主任醫師及取得碩士學位將使離職手續更難。當時不顧家人的勸阻，並且

做了大量醫院的工作，最後好不容易才離了職。總算鬆了一口氣。

　　我記得2008年9月16日乘車6小時到達長庚醫院，入住不到半小時，接到長庚醫院 
羅成華（當時外科部長）電話，說急診科有一位外籍人士，肱骨外科頸骨折，問我能

不能過來處理。我趕緊到急診科，閱片後，覺得這種骨折是一個穩定型骨折，便予三

角巾固定。告知這類骨折預後很好，無需手術治療。過了兩天，發現這個患者被一台

籍醫師收入住院，並行手術治療。當時覺得很詫異，因為從來未見過臺灣醫師，覺得

臺灣醫療和大陸醫療真不一樣。手術時我也趕緊進入手術室觀摩。當時採用的是閉合

克氏針固定。台籍醫師用錘子將克氏針敲入，並告訴我們，這樣的固定（用錘子敲比

用鑽）才牢靠。我覺得非常奇怪，這和我們平時的經驗並不吻合。所以我特意留心在

門診觀察這個患者。結果術後一周，有一根克氏針脫落。又過了10天左右，另兩根又

脫落了。所幸患者骨折最後癒合了。通過這件事，我認識到並非台籍醫師所有的做法

都是準確無誤的，應該避其所短，取其所長。

　　我到長庚不到一個月，外科部部長羅成華便在辦理離職手續。我覺得很震驚，也

覺得很可惜，因為羅主任曾于北京一所名醫院工作過，並有海外工作經歷。但廈門長

庚當時的想法是：誰離職都沒關係，我長庚廟大，不怕沒和尚。我當時很納悶：臺灣

長庚是廟大，而廈門長庚真的是廟大嗎？

　　當時長庚醫院，病患很少，根據PPF，醫師可拿到的薪水很少，我也不例外。資

歷較好的醫師不斷離職，經過一兩年，來至三甲醫院的醫師大量離職。按大陸醫療市

場來看，這絕非好事。很明顯，一個醫院的水準取決於醫師，尤其是主治醫師的水

準。較好資歷的醫師離職肯定是壞事，而且曾有一段時間，骨科就我，吳軻醫師，還

有一位台籍醫師。且這位台籍醫師不固定，每月換一位，且非常年輕。我認真觀察台

籍醫師的手術術後X線片，說句不客氣的話，當時大部分來廈門支援的醫師創傷手術

做得一般，且他們也沒有做一些擇期手術。我覺得很難和他們學習，讓我的業務水準

更進一步。更讓我鬱悶的是，每一次新的支援醫師來，管理部總是跟我介紹說：這是

XXX醫師，你如果手術有什麼困難，我們有台籍醫師可以教你。我無語。

　　讓我更為鬱悶的是，醫院把骨科發展緩慢的原因考慮為我和吳醫師的水準原因。

對這點我很不認可。實際上，大陸醫院名醫很多，但按長庚的薪資制度，高水準的醫

師根本不願來廈門長庚。我和吳醫師算不上名醫，這點我們心裡清楚，但我們所做的

於2008年從福建省閩東醫院來到廈門長庚醫院骨科工作，一晃5年有餘。感

悟頗多。5年前通過長庚應聘後，便回閩東醫院辦理離職（離公職）手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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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已經很對得起當時的薪資了。實際上，長庚醫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外科醫師收

入不如內科，一線科收入不如二線科室，這種薪資收入分配方式和大陸所有的醫院都相

反，造成外科醫師相當難招聘。外科水準上不去，醫院能好嗎？我和吳醫師對薪資也相

當不滿意。曾有一個月我的收入是6000元，我非常不爽。拋棄公立醫院的一切，來到廈

門長庚業務不能提高，薪資還這麼少，能不悶嗎？更讓我難受的是，醫院管理層找我談

話，第一句是：鄭醫師，上個月業務量這麼少，你要為長庚考慮考慮，長庚該怎麼辦？

我一聽，火了。我回答很不客氣：“我不考慮長庚怎麼辦，我得考慮我該怎麼辦？＂說

實話，醫院當時來自臺灣的壓力很大，但是把壓力傳遞到我們主治醫師時，我們更多的

是反感。

　　骨科情況開始改觀始於黃聰仁、袁立仁及隨後的黃澤波、郭繼陽醫師的支援。特別

是袁立仁醫師在關節鏡及關節外科給予我較大的幫助。我開始發現臺灣長庚醫院資深醫

師的長處，爭取任何手術機會和台籍醫師學習，經過三年多的學習，在我曾經最弱的亞

專科關節關節鏡科取得極大的進步，能獨立完成全髖、全膝初次置換，關節鏡十字韌帶

重建等手術。脊柱手術也得到進一步的提高。骨科因為有數名長期支援的醫師，擇期病

患也逐漸多了起來，骨科的名聲也越來越好。同時，我也發現廈門長庚醫院的管理層從

一開始走了不少彎路，也逐漸成熟起來，認識到廈門長庚在地化的重要性。管理層也適

當調整了PPF制度，讓不合理的薪資制度有所糾正。

　　這是我在廈門長庚醫院第六個年頭，我也重新開始審視長庚醫院。我也逐漸認識到

長庚醫院有很多優點。比如主治醫師負責制。醫師之間不存在上下級管制，可以相處和

睦。個人業務可以開展，不存在技術卡壓現象。而且主治醫師制度明顯提高了效率。醫

師可以認真從事醫療事物，無需受行政事物干擾。主治醫師之間可以互相幫忙，互相討

論學習，共同進步。

　　當然，長庚醫院還存在很多問題。根據廈門市衛生局副局長的報告，根據統計學資

料，長庚醫院目前服務水準排在廈門第一位，但調查顯示民眾認為廈門長庚醫院診療水

準需提高。故民眾有“小病上長庚看，手術到島內做＂之說法。實際上我院門診量較

多，但住院量偏少。而且上個月的住院人次僅比去年同月多1人次，ICU占床率繼續下

降，更說明了這一點。我因為經常打的上下班的士司機常常誇我院服務態度好，但同時

告訴我長庚醫院好的醫師差不多都離職了，剩下的幾乎是縣醫院聘請來的醫師，並告誡

我說手術在長庚醫院做，相當於到縣醫院做手術（司機並不懂我是這醫院員工）。我個

人覺得長庚不能還僅在態度好上做太多文章，否則將無法突破這個瓶頸。病人首要的還

是技術力量，其次才是服務。而一個醫院最重要的科室是外科，外科才是“龍頭＂。實

際上，我覺得我院外科問題確實很多，有的亞專科為一人科，甚至沒有人。而更糟糕的

是，近兩三年來，新增外科醫師每年僅約1人，且幾乎無法招聘到三甲醫院副主任以上

級別的醫師。所以，我覺得醫院必須考慮政策的調整，能夠增加技術過硬的外科醫師加

入我院。要麼增加外科醫師收入來做到這一點，要麼像骨科一樣，通過長期支援的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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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主治醫師來扭轉民眾的“廈門長庚只是看小病＂的觀念。

　　在我看來，其實長庚剛入駐廈門時應是很好的機會，因為當時不管是醫師還是病

患把廈門長庚當成是臺灣長庚，認為兩者技術力量應該相當（這也是當時我願意捨得

離開公立醫院的原因）。所以當時招聘好醫師較為容易，病患也對醫院比較信任。而

如今，長庚的這種名氣效應已經坦蕩無存。從目前醫師簡歷來看，大部分應聘長庚醫

院的醫師均為縣醫院，部分為市級醫院，省級三甲醫院幾乎見不著。這也反應了長庚

醫院目前在其他醫院大陸醫師眼裡的級別無非就是一個縣醫院水準。而實際上，這也

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目前廈門長庚醫院在病患眼裡的級別和水準。 

　　長庚必須改變，也急需改變目前這種狀態。既往長庚的管理層的觀念“廟足夠

大，就不怕沒和尚＂恐怕行不通。我覺得長庚必須對醫師的招收有較為嚴格的要求。

醫師團隊必須強大，技術必須過硬。必須改變民眾“廈門長庚就是服務好＂的觀念，

樹立廈門長庚醫院醫療技術一流的形象。要做到這一點，說來難，說來也容易，因為

大陸這麼大，不缺好醫師，只不過沒把他們招來而已。

　　以上只是我在長庚醫院工作五年來，自已的一些感受和對廈門長庚醫院的一些看

法。最後，殷切希望廈門長庚醫院能迅速發展。

廈門長庚骨科醫療團隊合照
左前→左後：賴雅俐護理師、Dr.胡家瑞、Dr.潘勇衛、Dr.袁立仁、Dr.鄭立檳

右前→右後：Dr.郝江濤、Dr.楊智凱、Dr.葉祖龍、Dr.黃澤波、Dr.吳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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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執行長用PPT給我們展示臺灣長庚的光輝歷史，然後條理清晰的介紹廈門長庚的宏偉

發展戰略和前景，那時，我們這些首批被招募的陸籍醫師確實被深深吸引了。

　　記得當時招募醫師條件很嚴格，外科醫師還需要到上海一家動物實驗中心，在豬身

上開刀以考察手術能力，所以首批醫師很多是來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型綜合醫

院，雖然他們現在大多早已離去。

　　

　　轉眼六年過去了，醫院由開始的信心滿滿的激情膨脹到現住的謙虛務實，發展還算

可以，至少在這邊較為嚴苛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了。

　　骨科也在臺灣長庚體系的幫助下，在來來去去的各院區醫師的支援及指導下逐步發

展壯大。在地主治醫師由一位到三位，常駐支援醫師由一名到三名；手術由簡單創傷到

複雜關節置換及脊椎矯形；診治病患由屈指可數到小有口碑——骨科在醫院各科室發展

進度中還是名列前茅的，當然收入除外。

　

　　回顧六年，感慨很多，作為一個有名的在臺灣成功運行的體系，長庚確實有很多好

的經營理念及運作模式，當然也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待了這麼久，對廈門長庚，感

情還是蠻深的，希望不停輪換的管理決策者們能夠真正把自己當做廈門長庚人，多從醫

院長遠發展著想，共同努力，再創長庚在大陸的輝煌！

廈門長庚工作六年感悟

是2007年底加入廈門長庚的骨科主治醫師，當時還沒正式開業，骨科只有我

一個，算是最早來院的首批員工之一。記得面試時鄭明輝執行董事、潘延健我

作者/ 吳軻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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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逐漸揭開這層面紗。

　　來廈門長庚之前，許多以前的老同事勸我留下，說是在原來單位，前途一片光明，

各方面順利，長庚醫院不同體制，缺乏公立醫院式保障，前景不明，發展沒到位，受到

政策的很多不平衡制約，沒前途。那時我在彷徨，猶豫了好久，畢竟這是人生中的一

大轉折，走不好，可能一輩子衰退。我感覺，公立醫院，條條框框多，等級森嚴，限制

了很多自由度。通過不同管道瞭解了長庚醫院，聽到了體制不同的影響，也擔心自己不

適應。考慮到，目前大陸醫患關係如此緊張的時候，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醫療改革，

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向私立醫院發展趨勢，長庚作為臺灣歷史悠久的私立醫院，必有其優

勢的一面，再者，瞭解了長庚醫院骨科的專家，看到了名聲享譽臺灣的專家，如郭繼陽 
教授，袁立仁教授，黃澤波教授，瞭解了他們的專業，都在國內高水準狀態，思量許

久，本著向專家們學習的心態，我勇敢的邁出了自己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步----來到長庚

骨科。

　　初到醫院之時，走進入廈門長庚醫院的大門，發現，這裡一切都是陌生的，從行政

到專業分配，都跟公立醫院有截然不同，各人有各人的分工，所有的都不適應，服務的

理念是未曾接觸過的，每天早上7:15的早會更是不大適應，英語能力要求高，對於在公

立醫院呆了10餘年的我來說，壓力油然而生，促使我想更進一步瞭解長庚，更早的適應

這裡的生活。

　　
　　眨眼之間，不知不覺來長庚已十餘天，對長庚的制度、工作環境有了些瞭解，長庚

醫院骨科是團結合作的，氣氛和諧，大家都努力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務，大陸籍的醫生

努力向台籍專家學習，氣氛很是融洽，醫生工作變得簡單，無需處理繁雜的瑣事，主要

是在看病，大家都在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水準，每天早上都有開會學習，學習氣氛還是很

濃烈，郭繼陽副院長，袁立仁部長對醫院骨科的發展讓我看到了骨科的未來，看到了希

望。他們精湛的專業技術更是讓我佩服萬分。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他們

所說的，廈門長庚醫院骨科的發展還要走很長一段路。

　　雖然來院時間短暫，但我能體會到，這裡同事們的和諧合作，這裡的國際國內定

位，這裡的專業氛圍，一切都是嶄新的！目前看到的、感覺到的只是部分，以後還需要

更進一步深入瞭解長庚的精髓，長庚的理念。目前我仍在適應過度期，有時會因為不大

適應覺得有些疲勞，這些需要克服。也希望能在廈門長庚醫院這塊沃土上、在骨科各位

專家的帶領下成長。

初到廈門長庚之感想

門長庚醫院，從建院開始，這個稱號一直停留在我的腦海中，總有一層神秘

的面紗，覺得很遙遠且朦朧。終於有了個機會，準備來這發展自己的事業，廈

作者/ 沈文暉 醫師



種，就像看電影一般，沒有關聯，也沒有真實感，就像所有在大陸求學的遊子一樣，期

待著兩岸醫療體系的改變，是否能夠學歷承認？是否能夠回台行醫？但終究期望還是落

空了；就在此時廈門長庚醫院成立了，那時我就瞭解到，如果還想行醫，這就是我的最

佳選擇了。

    我是2009年3月份到職的，算起來是廈門長庚醫院的第七位住院醫師，一開始真的很

清苦啊，原本以為台資醫院在待遇及工作條件上應該會比大陸醫院好些，結果待遇反而

更低，拿著一個月1萬台幣左右的薪水，還得靠家人接濟才能過活，但工作分量及壓力

卻比在其他醫院工作的同學大得多，在所謂“PF＂制度下及長庚的廉潔體制下，沒有所

謂的灰色收入，許多主治醫師大量的收病人，安排超量的手術，卻忽略了教學及傳承，

使住院醫師成為了開醫囑及拉鉤的工具，長久下去，許多人便選擇了離開，看著一波波

住院醫師的來去，我也有過退意，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是否正確，終究我還是堅持下來

了，並且幸運的留在長庚醫院外科體系中最棒的骨科。

　　廈門長庚醫院骨科是一個很全面的科室，我們有完整的團隊，包括在小兒骨科及關

節置換領域十分專精的學者郭繼陽副院長、運動醫學的專家袁立仁主任、脊柱外科權威

黃澤波主任、什麼都很強的“骨科國手＂鄭立檳副主任、學識淵博的吳軻副主任，還有

近期才加入的新血沈文暉醫師，再加上兩位定科的住院醫師及輪轉的醫師，雖然科室成

員並不多，但絕對是最精英的團隊，主治醫師們除了致力於骨科的發展，更不忘教學，

在每一次晨會的病歷彙報、病案討論、查房及手術臺上，總是不厭其煩的教學，把自己

所學經驗分享出來，讓我在病人尚不夠多的環境中逐漸成長。

    雖然長庚骨科陣容堅強，但發展的步伐卻緩慢，可能是地理位置比較偏僻，大陸民

眾對專科醫院的迷思和對廈門長庚醫院的信任度不夠，許多病患仍寧願花更高的費用到

島內手術，使得我們病人的數量一直沒有大幅度的成長，這對住院醫師的訓練及成長仍

面臨一些尷尬，雖然我們有臺灣長庚體系的奧援，但畢竟這不是長久之計，終究需要靠

自己的雙腳站起來，當然，這還有賴英明的高層及院方設法突破僵局，將長庚醫院的好

廣為宣傳，我相信，只要我們有心，堅持做對的事，走正確的道路，就算步伐較小，相

信，我們終於還是會迎向成功。

　

　　回想在長庚這五年，雖然很累，但我也得到了許多，跟隨著長庚的腳步一起進步，

我不敢說讓我重來一次我還會做出相同的選擇，但我絕不後悔進到廈門長庚醫院，能進

入到長庚骨科，更是我的榮幸，我還在不停的前進，在成為真正“長庚人＂的路上繼續

努力。

在廈門長庚醫院…骨科…

知不覺到大陸求學、就業已經十一年，當時抱著怎麼樣“雄心壯志＂離開臺

灣的神情，已經有點模糊了，在北京遙望著臺灣，看著臺灣這幾年發生的種不

作者/ R5 胡家瑞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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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讓我倍感榮幸，我也因此而分外珍惜這個工作機會。

　　記得剛到長庚，進入臨床工作的我模糊迷茫，不知自己的定位，沒有一絲的心理準備，

感覺枯燥乏味、平淡無奇。然而看著大家飽滿的精神，高昂的鬥志，積極投身工作的氛圍

中，我得到了動力。要把工作完成是很容易的，但把工作做得出色、有創造性卻是很不容

易。所以，我漸漸的明白，如果我能以充分的熱情去做最平凡的工作，也能成為最精巧的工

人；如果以冷淡的態度去做最高尚的工作，也不過是個平庸的工匠。

再後來，在袁立仁主任和鄭立檳主任的幫助下，及賴院長的支持下，我非常榮幸的進入了骨

科的大家庭。在骨科，讓我感受到了家的溫暖，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生活上，骨科團隊都

給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幫助，每次當我遇到了棘手的問題，同事們那熱情的講解，熱心的笑容

都讓我有一股暖流從心間流過。慢慢的我對骨折理論知識和臨床技能等各個方面都有了一定

程度的瞭解。

　　在骨科這個大家庭裡面，有台籍主治醫師也有陸籍主治醫師，有副院長也有手術室NP
學姐，他們職務雖不一樣，但對待工作都有著執著和熱誠的態度，對待病人的態度也是持之

以恆的慎獨和和藹富有同情心。與他們相比，我相差甚遠。這段時間工作的過程也是我自己

心態不斷調整、成熟的一個過程。心態的調整使我更加明白，不論做任何事，務須竭盡全

力，精神的有無可以決定一個人日後事業上的成功或失敗。如果一個人領悟了通過全力工作

來免除工作中的辛勞的秘訣，那麼他也就掌握了達到成功的原理。倘若能處處以主動、努力

的精神來工作，那麼無論在怎樣的崗位上都能豐富他人生的經歷。擁有積極的心態，就會擁

有一生的成功！

　　我這人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夠自信。我對於自己的能力總是懷疑，不敢主動爭取，一般只

是認真完成主治醫師的“吩咐＂，這使得我做事很被動，失去了許多提高鍛煉的機會。在現

在這個競爭如此激烈的社會裡，不善於推銷自己的人常常會失掉許多很好的機會，不利於自

身水準的提高。工作中，有許多動手的機會都要靠自己爭取，因此今後我應更加自信，更加

主動。

　　潛移默化中我也感悟出了一些淺薄的人生道理，第一，學習無止境，職業生涯只是學生

生涯的一種延續，重要的是要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工作中，並進一步提高、昇華。第二，即使

是最基礎的工作，也需要不斷地創新求進，以提高工作效率。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春天的腳步越來越近了，在骨科這個大家庭裡，伴著耳邊鳥

兒的啼叫，感受著花開花落，我努力的工作著、認真的學習著，使我感受到了和諧與充實。

　　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我始終感謝廈門長庚給我提供的這片藍天碧海，使我得以

在這個大家庭不斷成長，發揮專長。在今後的工作中，我一定更加努力，爭取作出優異的 
成績。

陰似箭，歲月如梭。自我進入廈門長庚到現在，轉眼間五個年頭的時間已經過去

了。在這段時間中，有歡樂也有淚水。作為一名醫生，能夠加入廈門長庚這個大光

作者/ 郝江濤 醫師



兒來是不熟悉的環境和人，而且必須要儘快進入狀況。

   我，從臺灣來到廈門，融入廈門長庚醫院這麼一個大家庭，在手術室這些學弟學妹的

活潑帶動下，雖然聽不太懂話兒，可我很快就適應了廈門的生活。記得第一天進刀房，

還沒搞清楚方向，就讓我準備全膝手術，這是多麼駕輕就熟的業務，脫下外套、核對病

人及病歷、立馬幹起活來。咦！怎麼驅血帶沒功能啊？這才發現接頭有異常，當場就上

了我一課。接著刀一結束，也馬上給大家上一課儀器保養檢查的重要性。 

　　上班期間，我協助醫師手術進行，幫忙住院醫師盡快熟悉手術準備工作、和住院醫

們一起練習擺位和舖單，每周的晨會也一起參加學習。幫忙學妹們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大家一起學習，一起進步；下班或放假的時候，會和學妹們一起去吃吃飯、逛逛街，走

遍廈門的每一個景點，相處甚為融洽。

 
　  當然，在這段期間也少不了各位主管的關心。 其中謝謝陳昭宇主任的支持、謝謝素

蘭護理長與美英護理長的鼓勵、謝謝林口骨科手術室的同事們、謝謝廈門外科袁立仁部

長和骨科主任們，是你們的關心，是你們的信任，是你們的重用，是你們的指導，才有

了我今天的成績，是你們給了我機會，讓我有這個展現自己價值的平臺。 

　　在這過程中，不僅讓我鍛煉了膽量同時也長了不少見識，所以我也很珍惜這次出差

的機會，很多事情總在無意中發生，我總把它們當做是命裏安排的雖然有很多的不習

慣，但我們只能是既來之則安之，儘量讓自己去適應這種環境。把每天要做，要面對的

事和人，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的，當做是一種挑戰，挑戰自我。有時也會因為圓滿完成

任務而感到有成就感，會覺得所有努力和承受沒有白費，會因此而感到欣慰。真心感謝

所有長官和同事，感謝與這一群熱愛長庚、熱愛骨科的領導、同事們一起成長、一起努

力!讓廈門的骨科業務蒸蒸日上！

廈門長庚心情隨記

年前經歷了工作以來的第一次出差到福建廈門，協助因為住院醫師不足的手

術室工作。在出差一開始，感覺到有些新鮮，同時也有一些緊張，因為到這兩

作者/ 林口手術專責護理師 賴雅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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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濃度的血小板血漿(Platelet-Rich 
Plasma, PRP)在骨科應用

PDGF、TGFβ、IGF、VEGF等、均被證實可刺激成骨細胞的分裂與分化，加速骨頭

組織的生長。另外，可促進皮膚組織再生的EGF、FGF、KGF也都被證實儲存在血小

板中，所以也開始被應用在傷口的治療，有效促進表皮層與真皮層的新生。因為此種

重要的醫療發現，醫生開始廣泛地將自體血液療法應用在促進組織癒合，包括慢性傷

口的皮膚生長、骨頭的再生、與肌腱韌帶的修補。

　　科學家進一步發展出新的方法只將富含生長因子的血小板從血液中純化出來，主

要利用細胞間的重量差異，加上離心的方式，移除不需要的紅血球，製成高濃度的血

小板血漿(Platelet-Rich Plasma, PRP)，臨床實驗數據顯示這樣的方式更加強組織的修

補能力。眾多種類的生長因子使得PRP的醫療應用很廣泛，除了皮膚的再生，骨頭、

肌腱、韌帶與神經的修復應用等都已備受專業人士的研究與重視。

　

　　目前針對治療方法，可分成PRP液體注射與膠體手術使用。注射的部分是把自己

血液離心完的PRP成份液體直接注射到受損的部位，如退化性關節炎、肩膀旋轉肌腱

炎、網球肘等症狀。由於人體體內的軟組織富含膠原蛋白，所以當PRP進入到這些軟

組織時可在體內被活化，直接利用大量的生長因子啟動與促進細胞再生。文獻報告指

出PRP注射應用在退化性關節炎的治療可刺激滑囊細胞分泌玻尿酸增加關節囊的潤滑

效果。另外，也可提供軟骨細胞再生時所需的生長因子，進而改善軟骨磨損的症狀。

PRP同時也對肌腱或韌帶的撕裂傷有很明顯的修復療效，可促進細胞的增生，修補受

損的組織，降低疼痛感且增加關節的活動力。

　　 PRP除了血小板之外還有多種豐富的血漿蛋白，包括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
等，所以利用凝血酶活化血小板時、也會同步活化纖維蛋白原聚合成纖維蛋白膠(fibri 
glue)，並與活化的血小板互相作用形成3D的立體結構，此結構可吸引多種類的免疫

細胞、並活化使其釋放出更大量且更多種類的生長因子，啟動全面性且完整的修復機

制。除此之外，此立體結構也提供其他如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一個可移動的架構，

加速細胞的爬行與複製，進行組織的修補。因而發展出膠體狀的PRP手術治療，分別

將患者血液中的PRP與自體凝血酶離心完後，在體外混合製成富含血小板纖維蛋白膠

Platelet-Rich Fibrin Matrix (PRFM)，再藉由縫線的牽引或者利用手術器械的方式將

PRFM放置到需要修補的部位，如膝蓋半月軟骨破損的部位，或是肩膀旋轉肌腱需要

縫補的部位。PRFM會慢慢的被人體吸收代謝，它大約會在體內停留2個星期，在這段

時間內會不斷地吸引更多的血小板與免疫細胞，長時效的釋放生長因子、以提供受損

部位組織長期的細胞活化與高濃度的再生刺激。

十世紀初，醫學專家發現骨頭斷裂時所產生的血塊具有可促進骨頭修復的能

力，進一步的研究顯示，血塊內活化的血小板會釋出多種的生長因子，包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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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圖三

退化性關節炎注射圖

Spine fusion using PRP+bone g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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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直接將PRFM導入到人體進行治療，PRP與凝血酶也可跟自體骨或異體骨粉混

和，使用在脊椎融合的手術，加速骨頭融合的效果與增加融合後的骨頭密度。

科學家與專業醫護人員也還在持續研究更多層面的PRP醫療成效與應用方法，相信可對

疾病的治療與人類的生活品質貢獻更多。

綜合而言、PRP於骨科的功效有

(一)、修護肌腱、韌帶、半月軟骨、退化性關節軟骨。

(二)、骨科手術時、促進骨折癒合及脊椎骨融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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