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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臨床專長 基礎研究

王宜君 醫師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高壓氧治療中心主任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總醫師、脊椎外科研究員

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中心神經外科脊椎研究員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高壓氧暨海底醫學專科醫師

一般骨科

骨外傷

脊椎外科

高壓氧

脊椎退化

脊椎椎間盤細胞

高壓氧

學歷

經歷

臨床專長

張宗訓 醫師
台大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後醫學系學士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長庚醫院、台北醫學大學、市立萬芳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分子影像實驗室研究員

麻省總醫院骨科部肩關節中心研究員

美國紐約康乃爾大學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交換醫師

肩旋轉肌修補及關節不穩定手術

肩、膝關節鏡及關節置換手術

運動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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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建輝 醫師

謝建輝骨科外科診所院長 
彰化縣醫師公會第22屆理事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外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西螺慈愛醫院骨科主任

 彰化縣診所協會第5屆理事

疼痛治療

外傷骨折處理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登山健行  
國內外旅遊  
羽球

參與學會

興趣

專長



學經歷

研究

臨床專長

賴伯亮 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副教授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脊椎科副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系

清華大學化工所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總醫師、脊椎外科研究員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美國紐約上城醫學大學脊椎外科研究員

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監事

美國脊椎外科醫學會會員

可降解生醫材料與骨組織工程

脊椎固定器的開發與生物力學研究

脊椎側彎對體適能的影響

脊椎側彎矯正

脊椎微創手術

骨質疏鬆治療

第十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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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然 醫師

平鎮陽明醫院骨科

中國醫藥學院畢業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首創小傷口治療股骨轉子間骨折(DHS)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外傷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急救加護醫學會

專長

參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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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介宏 醫師

黃骨科外科診所院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及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科骨科主治醫師

黃骨科外科診所自地自建監工兼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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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舞台不如築舞台

當醫師開始的第一天開始，就在思考一個問題！醫療的本質在哪裡？醫療

的本質在於醫師與病人之間接觸之後所產生的種種問題與關係。身為醫療從
從業人員，與病人間的互動愈高，無論是來自於醫療本身的成就還是病患的回饋就愈

來愈高！

 　　早期台灣的醫師，於醫學院畢業至大醫院受訓後，受限於醫院的容量有限，大

多數在受完住院醫師的完整訓練之後［事實上有些甚至並有有得到完整的住院醫師訓

練，住院醫師訓練一年或二年］就回到故鄉，或是鄉里間服務家鄉的民眾。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色。以前是怎麼樣的年代，只能夢裡追憶。重要的是體

認到現在是個健保的時代。這才是最重要的！

　　健保的年代裡，在單純的醫師與病人之間，又多了一個健保署[局]這一個結構。可

以想見，在這個時代裡，醫師除了一個最主要的老闆［病人］之外，又多了一個老闆

［健保署］。這使得醫師的行醫過程當中更增了複雜性。除了應付病人的需求，可能

還要面對健保署許多非專業的行政要求！

　　艱困的年代當中，除了要應付來自於病人日益高張的消費意識外，還要窮於應付

來自於健保署的諸多行政要求。這樣的艱困的行醫年代當中，艱辛可見一般！

　　醫療大型化，生產線化，工廠化，資本集中化的結果是，大量的醫師集中於大

型醫院當中。當大型化醫院產生之後，當大量的醫師集中於大型的醫院當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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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變成另一門顯學。醫師除了要應付病患，健保署之外，又多了一個大老

闆：醫院的管理當局。醫院為了方便管理大量的醫師方便，又層層疊疊產生了許

多的冠冕堂皇的管理醫師的階級。醫師除了應付來自於病患與健保署之間的壓力

之外，又多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老闆。除了單純的醫療之外，一但置身大型機構當

中，除了被管理之外，就是想辦法搞關係，搞門路，搞鬥爭一路往上爬，期盼坐

上個寶座。與其被人管，不如管人家。

　　無論是任何朝代，任何公司行號，任何團體，無論大朝廷小朝廷。牽涉到了

管理眾人之事，就有了政治鬥爭。一朝天子一朝臣。

　　管理總是金字塔排列，資源絕對有限。有人上台，就有人下台。眼看他起高

樓，眼看他樓垮了。無論朝廷有多大，無論公司有多小，有人的地方，總是有許

多更有趣的頭銜被創造出來。然而，無論頭銜有多大，有多有趣！無論頭上有多

少個大大小小的老闆，醫療真正的本質是，病人才是唯一的真正老闆！

　　如果病患才是真正的大老闆，在這個悲慘的年代當中，什麼樣的醫師會相對

比較快樂？就是當個只有病患這個老闆的醫師會是最快樂的！這樣的醫師大概就

是純粹看自費門診的醫師，我相信這會是最快樂的。當醫師的頭上有愈多的老闆

時，這樣的醫師，不用想也知道，隨著老闆的數字不斷攀升，快樂的指數只有愈

來愈往下飆而已！

　　別人的舞台，導演是別人在當。當你粉墨登場，無論是跑龍套，還是當主

角，總有下台的一天。有時候自己還不想下來，導演就在旁邊喊下台，也只能依

依不捨，告別自己的舞台，甚至別離自己的病患。這是別人的舞台，你一點也無

能為力。

　　演員如果沒有了觀眾，還是演員嗎？醫師如果告別了病患，就算曾經擁有再

多的頭銜也都只是一場回憶而已。

　　路邊的野台戲棚，雖然沒有豪華的聲光音響，沒有大型的重機具，然而卻是

可以讓演員直接擁抱觀眾。雖然沒有鎂光燈的照耀，雖然沒有諸多的頭銜，每天

一開門可以讓你擁抱真正的老闆。

　　大廟雖高，誰識其中哪尊神？廟雖小，鄉野盡知神之妙！

　　沒有了大廟的頭銜，神還依然神嗎？

 
　　路邊的舞台雖小，但是只有一個大老闆，可操之在己的更多，想要鞠躬盡

瘁，就可以馬革裹屍戰死沙場，不用被強迫退休惹花捻草，失去舞台病死臥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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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允武 醫師

壢新醫院急診部主治醫師

ACLS (高級心肺復甦術)
ETTC (急診外傷訓練)
APLS (高級小兒復甦術)
EMT(消防署)指導員

住院醫師：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醫學科

主治醫師：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外傷科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急診科

                  聖保祿醫院急診科

急診科主任：壢新醫院

                      埔里基督教醫院

                      東元醫院

台灣緊急救護訓練協會秘書長、常務理事、理事長

台灣急診專科醫師醫學會常務理事

經歷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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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歷程

收到長庚骨科通訊後，如止水般的內心深層不禁又翻攪起來，過去在

骨科的訓練過程與生活點滴又浮現腦海，過去我常用一句話代表我的自
住院醫師生涯：「給我一百萬換我的記憶我不願意，給我一百萬重來一次我也不願

意」，這酸甜難忘的回憶請聽我娓娓道來：

面試時只被問了一個問題：何時能正式上班！9月20日到職時為第24個R1，後來才

知R2-R5不到20人，人力極度缺乏，我們這屆成了外科部主力部隊，由於我到職時

已晚了同儕近3個月，加上人、事、物皆不熟悉，初期非常辛苦，到職最初兩個月在

心臟外科，一天只吃到晚餐(早餐來不及，第一台刀下午兩點結束已無中餐)，一個月

瘦了4公斤。

R1 懵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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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CU訓練時，一個人練習打CVP、自學照顧病危患者，摸索中成長；支援基隆院區時，

夜間值班R2為外科總值，下轄兩個R1各值一個病房，要負責急診會診、ICU照顧、支援

R1、急診刀助手，忙的像蜜蜂般全院上下亂飛；R1與R2每個月幾乎都是12個值班，加上

12天值班後的補眠，喘息時間不多，但也由於各次專科的訓練讓我未來在面對多重創傷的

病人時，仍能處之泰然。

每個月跟隨不同專長的老師學習，很慶幸老師們脾氣都很好不太動怒，與之前看到的外科

部醫師不同，台大的骨科住院醫師說他們星期一三五開五間房，我們則是星期一到五開十

間房，常規刀的量幾乎是台大的四倍，再加上很多夜間急診刀，實作經驗很多，技術自然

比台大的住院醫師精進。記得值班時最喜歡到外傷科開刀房晃一晃，因為骨折手術為入門

技術，白天有資深住院醫師在，我們只有當助手的份，晚上資深住院醫師在病房值班，此

時才有機會主刀。骨科手術複雜，姿勢、器械、包盤、手術碼皆居各次專科之冠，難以短

期內熟悉，各老師又有不同習慣，令人眼花撩亂，但也慢慢的有了基本功。

經過一年的淬練，基本刀已趨熟練。印象最深的是謝建輝開股骨轉子間骨折，下刀至結束

才18分鐘，令人稱奇。準備專科考試的閱讀也增進不少知識，同屆學友的相互打氣也讓彼

此感情更加融洽。

如今與我年紀相仿的袁立仁、賴伯亮、謝邦鑫等都已榮登教授級老師，實在為他們感到高

興，也是他們能力本來就很好，我雖不才，但也在急診科有一小片天空，有幸擔當科主任

磨練行政經驗，也成為醫護人員與消防隊員的指導老師，最近也著墨撰寫多篇學術論文分

享臨床經驗，甚感滿足。最後，在此向各位學友招手，「再忙也要來找我喝杯咖啡喔」。

在骨科專科醫師考試通過率不高的情形下，靠老師的庇祐7-UP(7人皆過)，這年幾乎都與

主任級老師學習，一起看診與開刀，實力更上一層。

好不容易熬了5年，終於升任主治醫師，第一年最愛穿長袍趴趴走；雖然自覺走路有風，

長袍飄逸，但付出的代價也很可觀，第一年在外傷科當主治醫師，長庚為後送醫院，常

需接受嚴重外傷與轉診病患，雖然經過多年訓練，還是會有力不從心之感，所幸外傷科

前輩都能情義相挺，經過一年的苦戰(急診值班、開刀，門診，住院病人照顧、查房)，蠟

燭三頭燒的情況，讓我有了倦怠感，遂尋思未來走向與發展，印在腦中的一幕情景讓我

對未來是否繼續外傷科生涯開始有些猶豫，有一次住院醫師值班時，半夜前去請蘇君毅

醫師起床主刀，看到他佈滿白髮的身影，沉睡難以搖醒，想到我的後半人生都要這樣度

過，有些惶恐，恰巧當時的急診科廖訓禎主任力邀我轉任，前去訓練急診科醫師的外傷

處置能力，遂毅然離開孕育我多年的骨科懷抱，開始了我另一段不同的人生旅程，雖然

不再執刀，但紮實的骨外科訓練讓我面對各種嚴重外傷病人無所畏懼。

R2 發芽期：

R3 發展期：

R4 強壯期：

R5 成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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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理在急診室施行全髖關節置換術後髖脫臼復位術的病例以檢視其成功率、安全性

與併發症，並分析不同科醫師施行的成效。

以診斷碼835收集病例。

54個病患男性佔79.6%，年齡分布28-96歲，平均年齡51.4歲；患側在右側120次，左側98
次，無兩側同時發生案例；脫臼次數從1-20次不等，總共脫臼218次，所有脫臼多次的病

人其患側皆固定不變；急診室施行復位術151次，成功率67.5%。骨科醫師成功率75.7%，

外科醫師成功率61.4%，急診科醫師成功率57.6%，但無明顯統計學差異。

在併發症方面，有5例發生血氧降低（血氧飽和度<90%），1例發生血氧與血壓降低，1例
發生大片下肢磨破，整體併發症發生率4.6%。無死亡案例發生。

不同的醫療程序疼痛度與需求度不同，使用藥物時應因事(較痛的程序止痛藥較多，較不痛

的程序鎮靜劑較多)因人(老年人生命徵象較易受影響)來調整藥物種類與劑量，才能讓病人

與醫師皆獲得最佳滿意度，緊密的監測與快速的處理能將併發症降到最低。

背景

目的

結果

結論

作者/ 鄧允武

急診室以醫療程序鎮靜止痛治療全髖關節置換術
後髖脫臼的回溯性研究
台灣急診專科醫師期刊  2011;3(1):13-17

9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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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允武

急診室復位肩脫臼：189人報告
台灣急診專科醫師期刊 2012;4(4):94-99

關節脫臼是急診室常遇到的情況，脫臼會造成肢體嚴重的疼痛與失能，為儘速改善

病痛，最快的方法是在急診室以程序鎮靜止痛(procedural sedation and analgesia)
施行復位術。小關節的復位通常以局部麻醉即可成功，大關節則因肌肉拮抗力較大

而需較強的藥物才能復位。四肢關節脫臼以肩關節發生率最高，本研究整理在急診

室施行肩脫臼復位術的病例以檢視其成功率、安全性與併發症。

以診斷碼831收集病例。

肩脫臼大多數為前位脫臼，若在急診施以適當的藥物，復位成功率很高，輔以生命

徵象監測不易有併發症發生。後位脫臼易漏診，下位脫臼易合併神經血管損傷，此

兩種脫臼應特別小心。

189個病患男性佔62.4%，年齡分布14-91歲，平均年齡46.0歲；患側在右側145次，

左側97次，無兩側同時發生案例；脫臼次數從1-10次不等，總共脫臼242次，所有

脫臼多次的病人其患側皆固定不變；前位脫臼佔98.8%，下位脫臼2例，後位脫臼1
例，復發脫臼皆屬前位脫臼。 脫臼原因47.9%為復發(過去有肩脫臼病史)，21.5%
交通意外(機車46、行人3、腳踏車2、汽車1)，20.2%滑倒，6.2%高處墜落，4.2%其

他(運動傷害5，鬥毆3，工作意外1，電擊1)。復位前脫臼的合併損傷有22.8%有肩

關節附近骨折(37大結節撕脫性骨折、5肩胛骨骨折、5肱骨頸骨折)，7.4%肱骨頭缺

損（Hill-Sachs病灶），2例前下肩盂唇損傷(Bankart病灶），1例臂神經叢損傷併

麻木無肌力損失。242次脫臼，234次成功，復位成功率96.7%。失敗的8次脫臼後來

皆接受全身麻醉於開刀房閉鎖性復位成功。分析234次成功復位的藥物使用，93.6%
使用Benzodiazepine(BZD)鎮定劑(Valium, Midazolam, Haldol)，71.8%使用鴉片

類止痛劑(Morphine, Pethidine)，21.4% 使用非類固醇抗發炎藥(Non-Steroid Anti-
Inflammatory Drug, NSAID)。最常見的組合藥物是Pethidine+BZD 佔62.0%，次之

為Keto+BZD 16.2%。在併發症方面，有3例發生血氧降低（血氧飽和度<95%），1
例發生血壓降低，1例發生深度昏迷併呼吸短促，整體併發症發生率2.1%。無死亡

案例發生。

背景

方法

結論

結果



2

作者/ 施信農, Kuo-Ti Peng, Wei-Hsiu Hsu, Chun-Chieh Chen, Jih-Hsi Yeh

林口長庚骨科

施信農醫師

Vitae 專長/

肌肉及骨骼腫瘤學
人工關節置換及重建術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教授

學 | 

術 | 

論 | 

壇

The Journal of Arthroplasty 29 (2014) 428–431

11

人工髖關節再置換手術使用“巫婆帽＂
形狀異體結構骨重建大範圍髖臼缺損 ─ 最少10年的追蹤結果
Revisio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or Large Medial Defects With Witch's Hat-Shaped Structural 
Allografts — Minimum 10-Year Follow-Up

“巫婆帽＂形狀的異體結構骨重建髖臼內側的骨骼缺損，對於重建病患骨本，以備未

來可能的重新翻修手術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重建方法的長期效果未明。本回溯研

究分析連續96位病患(104髖關節)的人工關節存活率及功能，這些病患的追蹤期最少

摘要

為10年，其中9位病患在平均手術4.5年後進

行了重新翻修手術。Kaplan-Meier存活率為

89.4%。放射線檢查發現16位病患有輕微異

體骨吸收，但並不影響髖臼穩定度。平均的

Harris hip score由術前的36分進步至最終

追蹤結果86分。我們的結論認為使用“巫婆

帽＂形狀異體結構骨是重建髖臼內側骨缺損

的良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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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肌肉及骨骼腫瘤學
人工關節置換及重建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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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u-Wei Shen, Chao-Min Cheng, Chien-Fu Chen

採用金奈米粒子和試紙檢測平台是一種比色法檢測策略，已發展為可用來做結核病的診斷。未修飾的金奈

米粒子和單股檢測寡核苷酸這兩者的使用，可達到快速診斷的目的，而無需複雜且費時的硫醇化，或其它

需經表面修飾探針的製備過程。數筆檢測數據的顏色變化可同時集中收集在纖維素試紙，而不需要高端檢

測設備去進行數據的分析；經由智慧型手機的雲端傳輸功能將數據上傳。結果顯示出，從結核病患者得到

的2.6nM結核分枝桿菌的目標序列，能夠很容易地被檢測到，因此從病人身上得到臨床檢體DNA，到檢測

出來的結果，可大幅縮短為一小時。

摘要

以金奈米粒子比色法發展結核菌檢測試紙診斷工具
 Paper-based tuberculosis diagnostic devices with colorimetric gold nanoparticles.

201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dvanced Materials (SCI;IF=3.752;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 35/239) 研究計畫 NSC 101-2113-M-005-001-MY2 

CMRPG3C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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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結核病診斷的流程示意圖。未知已經萃取好的人類DNA序列，

首先與檢測寡核苷酸序列進行雜交，加入金奈米粒子膠體，

隨後在加入在氯化鈉溶液中，看是否會產生顏色的變化。如果

DNA序列含有IS6110目標序列的話，大部分的檢測寡核苷酸序

列會和IS6110目標序列雜交，只有少數的檢測寡核苷酸序列會

被金奈米粒子的表面給吸附；當加入氯化鈉溶液中，金奈米粒

子會聚集而產生顏色變化(藍色)。如果DNA序列不含有IS6110
目標序列的話，檢測寡核苷酸序列-金奈米粒子的結合物顏色

將不會改變，仍然是紅色。隨後將這些結合物轉印在纖維素試

紙，利用色層分析法分析顏色的濃度。使用智慧型手機將分析

後的結果照相，並傳輸到雲端的電腦主機。

Figure 2. 
不同條件下的金奈米粒子 紫外光/可見光 吸收光譜圖。(I) 未修飾13 nm金奈米粒

子膠體的吸收波長最大值中心約在520 nm。(II) 當加入25mM氯化鈉到金奈米粒

子膠體中，會促使金奈米粒子聚集，使得吸收波長會產生紅偏移610 nm。(III) 當
有2.6nM IS6110目標序列，大部分的檢測寡核苷酸序列會和IS6110雜交；因此當

加入25mM氯化鈉時，在金奈米粒子表面不會有額外的負電而使得金奈米粒子聚

集。(IV) 相對地，健康控制組的DNA沒有IS6110目標序列，所以當25mM 鹽類加

入， 1.3nM 檢測寡核苷酸序列會被金奈米粒子表面吸附，因此金奈米粒子不會

去聚集。Ext520/610的吸收比例會從1.7增加到2.4。(III). The inserted 穿透式電

子顯微鏡的照片顯示出，合成好的金奈米粒子直徑為13±1 nm。

Figure 3 .
TB診斷的比色法結果。(a)在玻璃管。(b)在試紙上。(c)在試紙點上的紅/藍的分析

比例。四種不同的溶液分別為 (I)未修飾金奈米粒子膠體。(II) 在25mM氯化鈉的金

奈米粒子。在有(III) 或無(IV) 2.6nM IS6110目標序列和檢測寡核苷酸序列雜交，在

金奈米粒子膠體及隨後加入25mM氯化鈉。在玻璃管的顏色 (I)紅色，(II)藍色，(III)
藍色，(IV)紅色；在試紙點上的 紅色/藍色 平均比值大約分別為1.12, 0.96, 0.98 and 
1.06 (n = 3)。Figure 3和Figure 2的實驗條件相同，差別在於紫外光/可見光 吸收光

譜圖條件所需體積為1ml，而試紙點上的體積為200μl。



長庚骨科

袁立仁醫師

Vitae

作者/ 袁立仁, 牛自健, 林松樞, Chuen-Yung Yang, Yi-Sheng Chan. 陳文哲, 翁文能

雖然低強度超音波和高壓氧對退化性關節炎細胞的處理效果都曾經被報

導，但兩者的綜合效果仍不清楚。

退化性關節炎細胞是從人工關節置換手術的病人取得。利用即時聚合酶
鏈鎖反應(real-time PCR)分析經過低強度超音波和高壓氧處理的細胞，其

iNO、Type II collagen，和Aggrecan去氧核醣核酸 (mRNA)的變化。利用

酵素結合免疫吸附法(ELISA)分析MMP-3和TIMP-1的蛋白質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低強度超音波和高壓氧都可以增加細胞的活性。高壓氧的處

理可以增加細胞Type II collagen、Aggreacn，和TIMP-1 mRNA的表現，

抑制iNO mRNA的表現。ELISA的結果顯示高壓氧或超音波都可以增加

TIMP-1的表現，而高壓氧可以抑制MMP-3的表現。高壓氧和低強度超音

波一起作用時，對TIMP-1的表現具有加乘作用，但對iNOS的表現則有補

償的作用。

高壓氧結合低強度超音波的處理作用可以增加TIMP-1/MMP-3的比例，這

樣的結果可能可以改善退化性關節炎的退化作用。

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研究結論

專長/

臨床醫學
人工膝關節置換及再置換術
運動傷害
關節鏡手術

現職/

廈門長庚骨科部主任
桃園長庚外傷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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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強度超音波和高壓氧對退化性關節炎細胞的處理效果
Effects of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and hyperbaric oxygen on 
human osteoarthritic chondrocytes

Journal of Orthopaedic Surgery and Research 201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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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e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副教授

以大鼠股骨缺損模型使用骨形態發生結合肽(BBP）提升
聯合重組人骨形態發生蛋白-7(rhBMP-7）的骨癒合能力
Enhancement of Recombinant Human BMP-7 Bone Formation with BMP Binding 
Peptide in a Rodent Femoral Defect Model

作者/ 廖振中, Shiau-Tzu Tzeng,  Gun Keorochana, Kwang-Bok Lee, Jared S. Johnson,  
              Yuichiro Morishita, Samuel S. Murray, Jeffrey C. Wang

骨形態發生結合肽（BBP）是骨基質蛋白肽的18.5 kDa的片段。我們構建大鼠股骨

缺損模型是用來測試BBP結合聯合重組人骨形態發生蛋白-7（rhBMP -7），去誘導

骨癒合的影響。兩種劑量的BBP（500和1000微克）進行了測試以兩種劑量的rhBMP 

- 7（2和5微克），並將結果與陽性對照（10微克的rhBMP -7）進行了比較。骨癒合

摘要

Received 22 October 2009; accepted 9 August 2010
Published online 9 November 2010 in Wiley Online Library (wileyonlinelibrary.com). DOI 10.1002/jor.2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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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廖振中醫師

專長/

脊椎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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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是由放射學，觸診，微斷層掃描

(micro-CT)，和組織學評估。高劑量

10微克的rhBMP -7的產生了一致的

100％的骨癒合率和在組織學上成熟

的組織學外觀，並且被用作陽性對

照。當1000微克BBP的是結合低劑

量的BMP- 7（2微克的rhBMP -7或5

微克的rhBMP -7）顯著差異被認為

在放射線分數，手工觸診和骨量，相對於2微克的rhBMP -7或5微克的rhBMP– 7單獨使

用。當與高劑量10微克的rhBMP - 7組相比，1000微克BBP和5微克組合的rhBMP - 7也

實現了100％的融合率，誘導骨形成的量較大，取得到了骨髓類似成熟度。這項研究表

明，當BBP結合rhBMP - 7在一起， BBP可以增強的rhBMP - 7的骨癒合。藉由BBP的

加乘效果，可以使用較少量的rhBMP– 7一樣達成骨癒合，提高臨床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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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的感觸與您分享。   

　　記得當年，剛畢業就進入如此龐大的醫療機構工作，當時每天都得提早一小時前進

入手術室準備手術需要的各項配備，在工作十多個鐘頭回家後，睡一覺又再度投入另一

天的工作。在手術室的這十年讓我有機會到每一科學習，奠定了往後與病患、家屬、醫

師與護理師溝通的基礎。在因緣際會接受行政幹訓與實務操作後，我認知自己更喜愛臨

床的工作，因而轉任專科護理師一職。在外傷科中，我面對到許多一般外科、骨科、整

形科和腦神經科不同科別複雜的創傷病人，這讓我學習到如何快速評估病人的緊急問

題、如何快速排除問題、立即安排各項檢查、檢驗，以及與各相關單位的連繫，單獨

ICU工作及值班的磨練，讓我比手術室工作期擁有更強有力的抗壓性。然後，我有幸來

到了骨科這個大家庭，初期到來，我有著許多的惶恐與不安，不知以我的經歷是否能符

合部內的要求，而非常感謝李炫昇副院長、陳文哲部長、陳力輝部長、吳基銓副部長、

葉文凌主任、陳永仁主任、杜元坤主任、陳瑞杰主任等歷任主管，對於骨科部的許多規

劃，讓我能從中參與學習。在臨床照顧上，學習如何更深入的了解、分析每個病人的病

因、如何事先規劃和有效執行治療及臨床照護、如何與病人溝通與如何教育病人；在學

識上，每次的晨會、每次的討論都讓我能吸收新觀念、知道國際治療趨勢及各種治療方

式；在醫療品質上，每次參與品質會議的過程除了看到醫師們對品質的堅持與努力，也

看到每位醫師在臨床醫療之外仍努力的進行相關研究，期許給病人更好的醫療照顧。在

此次JCIA的認證準備過程中，更加感受到部內的凝聚力、動員力、上下一心及就是要做

對的、做最好的理念，而在此過程中，我也不斷補充自己不足的地方。

　　在這樣優渥醫療學習環境中，我除了不斷期許自己要跟上腳步，要更加努力學習之

外，也非常感謝我的直屬老闆們-各位親愛的骨科部外傷科主治醫師們。每日的巡房、處

置囑咐及與病人、家屬互動的點點滴滴，是最重要的學習來源，讓我對於臨床照護更加

得心應手，也讓我擁有更多敏銳、穩重深層的觀察力。感謝李副院長及陳力輝部長的支

持—讓我能到學校將職場經驗傳承；感謝吳副部長的教導--將外傷骨科的一些常識與認知

感恩、學習與成長

接到長骨通訊這項任務後，我反覆思考著該寫些甚麼才能表達出自己的感

受？回顧這些年在骨科部這個大家庭內的點點滴滴，我決定平實的訴說將這 在

作者/ 骨科部外傷科 陳渼娟 專科護理師

封面故事: 大哥身邊的女人 Part II

封 | 

面 | 

故 | 

事



經由長庚醫訊傳達給一般民眾；感謝張嘉獻主委的鼓勵與指導--教導我藉由研究將臨

床照護的疑惑釐清，並進一步統籌規劃出未來可以努力的研究方向並和台北科技大

學及高雄應用大學進行跨領域的合作。在這樣的大家庭中，我見到許多主管與長官

於臨床與學術間相當卓越的成就，也期許自己要經由不斷充實與學習，給病人更好

的醫療照顧，並傳承自己微薄的經驗。

　　在此努力學習過程中，最要感謝雁秋、淑君、慧玲、蕙珠、靖惠、淑宜、淑華， 

我親愛的工作夥伴們，因為您們的不斷的提點與指導，讓我能在您們已建立的模範

中學習成長；更感恩您們的包容、體諒和互相支持，讓我能一步步前進。謝謝所有 

護理主管及護理師們，唯有您們的努力才能使得臨床照護更加順利與完善。因此， 

在這許多年的工作歷程中，僅藉此感謝所有的貴人，而這樣的感恩、學習與成長 

的環境與歷程是我要深深道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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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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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骨科部外傷科 陳渼娟 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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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骨科完善的訓練後，在分院從事骨科專科護理師的工作。

　　在總院的“加持＂下，我們在local hospital的分院，戰戰兢兢的工作著。

在這裡：病人有任何需會診的問題，我們分院由該科的主治醫師親自看診，與

我們NP討論病情；有胸腔科、腎臟科、心臟科問題，我們有內科的支援；半身

麻醉開刀後小便解不出來，Foley on 不上，我們有泌尿外科的NP；胸悶我們有

CVS的NP；病人seizure or TIA，我們有NS的NP；病人腹痛我們有GS的NP。

在等待會診的時間中，我們可以well prepare 下一步的動作（處置），我們NP

互相照顧，相互cover的過著分院的生活。

在分院最好的是：

『這肩膀磨豆漿的動作，做的很標準，可見專科護理師衛教的很好』這是我們

溫柔、體貼的主任。

TKR術後『腳都可以動，盡量動』這是我們專門“握腳＂，萬民（病人）愛戴

的另一位主任。

『我在總院，要不要帶東西或是午餐給你們吃阿？』這是哥們般的一位主治醫

師，雖然剛回國，但總覺得沒有分開過。

『這件事沒關係，你們NP不必擔心了，我會處理』這是隨時為我們著想說話的

主治醫師。

骨科分院專科護理師心得報告

們是一群由不同外科領域集合而成的專科護理師；有腦神經外科、胃

腸肝膽外科、泌尿外科、心臟血管外科、耳鼻喉頭頸外科，經總院我

作者/ 桃園長庚骨科部 司麗雲 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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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開刀很順利，今天要扶您坐起來，家屬要看清楚步驟』這是我們得人疼（台語）高

又帥的主治醫師。

『昨天開刀的錄影，我給您（病人、家屬）解釋一下，開刀前會動，開完後關節很穩定，

怎麼動都沒關係，但是還是先不要抬高，要肩枕保護6～8週，如果肩枕不舒服，可以拿下

來，沒關係』這是愛病人的主治醫師。

『明天（下午）我有一位A-V shunt infection的病人會住進來，要antiobiotic treatment，若

動脈瘤破裂要立刻開』這是時時會alert我們血管外科醫師。

雖然工作時常會有“臨時＂狀況

『學姐：顱顏的醫師都在上刀，下不來，可以幫忙一下嗎？』這是我們隨時會做的服務。

『學姐：顱顏病人在CPR，快過來』還好這不是常常發生。

『分院的護理長才7～8位，醫院評鑑（行政）的事，NP一定要出來幫忙』這也是我們常常

要兼辦的事項，不知為何醫院的評鑑怎麼多？（還好我不走行政）。

『學姐：這個月醫品的資料，你還沒有給我』這是每個月會被追討的統計資料。

『內科缺NP人力，你們外科NP，要長期支援內科』這是我們每年的內外科交互訓練。

　　我們由剛開始的擔心受怕（與之前的專業領域不同）到現在我們可以結合分院之前的

領域一起照顧病人，是因為我們有一群愛護我們的醫師們（含總院及分院其他科所有的醫

師），可以快速會診，而且是各科主治醫師親自會診，可以討論病情，加護病房的床位可

以為我們（骨科）調動，從行政、醫療、檢查、護理，甚至總院的NP姊妹們，協助我們

專科護理師證照積分的申請、上課；總院秘書們好言好語的支援我們科內的行政事務；部

長、主任、醫師們，都把我們當成科內的一份子。

　　所以我們身在local hospital的分院，卻有在林口總院NP的好處，也有分院各科室間協

調和諧的氛圍，忍不住給個“讚＂。

14長庚骨科通訊     2014年春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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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深刻且深深著迷。他的平易近人及溫柔敦厚，讓我卸下緊張的心防。甚至

於我的生活起居都關懷備至，讓遠從外縣市來的我感到窩心。

　　在一起照顧病人的期間，感受到許院長的醫者父母心及悲天憫人，您以身

作則教導每位醫護人員要視病猶親，且提供病患最佳的醫療過程及照護品質。

每位病患在您細心的診治下，沉疴頓愈。記得曾有一位病患家屬，在查房時對

著您說：「許醫師！我家三代人都讓您開刀，我阿母給你開膝關節、我老婆車

禍骨折你開的，現在換我兒子運動傷害也來找你，豎起大拇指誇讚醫師您真厲

害」(台語)。當時站在大哥（許院長）旁邊的我，覺得與有榮焉倍感榮幸。

　　每當到您的辦公室簽病歷，可與您短暫的閒話家常，您會不時的給我鼓

勵，當我身體不適或感冒時，您會對我說要多休息、多喝水等，就像我的父親

一樣叮嚀，總是讓我感動很久。當聽到您身體不適時，我也會替您擔心，希望

您可以多多休息，以身體為重。您總是期待聽到我的好消息，哈哈，但每年都

讓您失望，真不好意思。時間過的真快，轉眼間，在您身邊快十年了，期待未

來能繼續當您的得力助手。 

　　由您帶領的骨科團隊，日漸茁壯，您的叮嚀會永記在心。我們會繼續秉持

著您服務的精神，為嘉長骨科的每一位鄉親而努力。並且，身為骨科的一份

子，感到與有榮焉。

一次來到嘉長骨科病房看見一位和藹可親的醫師，親切的來向我打招

呼，歡迎我加入骨科團隊，對於眼前所見這位德高望重的醫師，讓我第

作者/ 嘉義長庚骨科 

　　　林采琳 專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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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6 林口長庚

大學社團辦活動之後，就沒有再出現。看到灰濛濛的天空外加幾滴小雨，我的心情也隨之低落，

如果要通知大家延期也是一番大工程。幸好到達天龍國美堤河濱公園後，天氣雖然陰陰的，但是

沒有下雨也不會冷，頓時信心滿滿，相信今天大家會玩得很開心。

一個陰天的禮拜天早晨，早上六點半鬧鐘一響我就跳起來，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望向

窗外，祈禱著在連下一個禮拜的雨之後，老天爺賞個臉出個小太陽。這樣的心情自從在

　　早在兩個月前，部長就指示要舉辦

骨科部自行車之旅。每次有部長在的場

合，提到關鍵字＂河濱公園＂或是＂自行

車＂，就會看到部長眉飛色舞地講著他

和尼泊爾fellow - Thapa去騎腳踏車的故

事，還有Thapa發生Pudendal nerve受傷

的臨床症狀。這讓我們在緊湊的查房或是

手術當中，氣氛得以紓緩，但也讓我們在

3/16 骨科部之河濱公園自行車春遊記*
撰文/ 李勝勛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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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暗想，一定要把這次的活動辦好。幸好籌辦過程當中，有佩芬學姊的幫忙，還有各位師兄弟

和眷屬捧場(約莫六十人)，讓活動非常熱鬧，也難得在醫院以外，看到老師們穿上緊身車褲英姿煥

發的模樣。

20



　　我們從大直橋下出發，由部長領軍延著基隆河的北岸往淡水的方向騎，沿路上風

光明媚，兄弟們邊騎邊聊天，感覺超級青春的，還差個＂沈佳儀＂就可以拍＂那些

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了，可惜我們追的是前面的部長，但是也別有一番風味。中

間我們在一家露天的咖啡店略事休息，後來出發的兄弟們也一一趕上，在咖啡店全體

集合，好不熱鬧，之後便往目的地紅樹林捷運站出發。後半段的路程較短，大夥似乎

還沉浸在拍＂那些年＂的心情，慢慢前進。沿途的自行車道可以遠眺淡水河和觀音山

的美景，緊鄰車道是一片蓊綠的紅樹林和鬼鬼祟祟的招潮蟹，這些我當然都沒有仔細

看，不然很可能摔車的是我本人(義大楊主任的小孩到終點處曾發生了摔車小意外)。

　　最後終於到了目的地—紅樹林捷運站對面的大排檔餐廳。平常食量就很大的骨科

醫師，在運動玩之後更像是豺狼虎豹一般，三兩下就把端上桌的菜掃空，也辛苦同行

的家眷們，不知他們有沒有吃飽。就在廖振中學長公子和千金超齡的歌聲當中，這半

天短短的自行車之旅便畫下句點，趕時間的先搭捷運回家，體力佳的回到出發地約四

點多。藉由這次的活動，又更拉近了骨科兄弟們的情誼，凝聚了向心力，希望下一屆

總醫師還能常常舉辦類似的活動，緩和大家平日辛苦工作的緊張和壓力。

李炫昇副院長與陳文哲教授一同領取「第十屆國家醫療生技新創獎」

李炫昇副院長代表嘉義長庚骨科領取
『人工膝關節手術登錄系統國家品質標章』與
『關節護理指導國家品質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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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炫昇副院長代表嘉義長庚骨科領取
『人工膝關節手術登錄系統國家品質標章』與
『關節護理指導國家品質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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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2 Chang Gung Shoulder Forum 

2014/02/22 Chang Gung Shoulder Forum 

Dr.周應照 Dr.陳志華 Dr.盧永昌 Dr.陳昭宇  Dr.徐郭堯  Dr.張宗訓

(左起) 詹益聖主任、林柳池理事長、侯勝茂院長、翁文能院長
　　　陳力輝部長、陳昭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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