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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骨科的

長庚骨科同門學術論壇暨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北區月會

於8/30(六)13:30於林口長庚兒童醫院K棟12樓第三會議廳舉行，詳見附錄頁，

歡迎各位骨科同門好友踴躍參加！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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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

學經歷

專長

參與學會

現職

學經歷

證照

臨床專長

莊太元 醫師

萬芳醫院骨科

陽明醫學院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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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折外傷處置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膝關節及關節鏡醫學會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骨科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院學士後醫學系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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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髖關節骨髓炎、人工關節感染

人工關節、高壓氧、一般骨科

劉献道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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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

現職

參與學會

學經歷

專長

嘉義長庚脊椎外科主任

嘉義長庚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兼任講師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

林口長庚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主治醫師 

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醫學脊椎中心研究員 
台灣微創脊椎外科醫學會員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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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髖關節骨髓炎、人工關節感染

人工關節、高壓氧、一般骨科

微創內視鏡脊椎手術

脊椎側彎矯正手術

脊椎退化骨刺性疾病

脊椎骨折、脊椎手術

下背痛、骨質疏鬆

骨水泥治療

李晏瑤 醫師

學經歷

專長

黃國欽 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系系主任

嘉義長庚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教育部部定講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兼任講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美國骨骼暨礦物質研究學會會員 
美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會員 
台灣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林口長庚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主治醫師

手外科暨肢體重建專科

骨腫瘤,骨髓炎及周邊神經損傷

人工關節置換與再置換手術

幹細胞生物學暨再生醫學

骨病及骨傷之肢體重建手術

一般骨科及骨外傷

高壓氧醫學、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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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

學經歷

專長

謝邦鑫 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主任

長庚醫學院教授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理事  
台灣骨科研究學會監事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主治醫師 
2008-09 日本大阪大學器官制御外科客座學者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部教授 

微創無痛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人工髖關節表面置換手術

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複雜性及感染性髖關節手術

一百位接受單側全人工髖關節置換術之病患隨機分派為術後接受關節內注射3 0 0 m g 
bupivacaine 或等量生理食鹽水。接受bupivacaine組於術後12小時內疼痛指數較對照組明顯為

低(P < 0.001)，同時術後24小時內實驗組病患也需要較少的meperidine止痛針劑(25 vs 45 mg, 
P < 0.001)。實驗組中僅19位(38%)於術後第一天需要Meperidine，而對照組術後有45位(90%)
需要止痛針劑。

摘要

Data were presented as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for age and number (%) for other 
variables.

a. Independent t-test was used for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either chi-square test or Fisher’s  
   exact test was carried out for categorical  
     variables.
b. Respiratory depression defined as b12  
     breaths/min, or respiration that fails to provide  
     full ventilation of the lung. 
c.  Indicate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b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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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The Journal of Arthroplasty  (2014) 

作者/ 陳威志, 胡志堅, 張毓翰, 李炫昇, 張啟仁, 謝邦鑫(指導作者)

Bupivacaine 關節內注射以減輕全人工髖關節術後疼痛並降低
Meperidine止痛針劑之使用 --- 前瞻 – 隨機分派雙盲臨床試驗
 Intra-Articular Bupivacaine Reduces Postoperative Pain and Meperidine Use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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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結論是bupivacaine關節內注射有效減輕全人工髖關節術後12小時內的疼痛並降

低止痛劑之使用。

長庚骨科通訊     2014年夏季刊

Bupivacaine 關節內注射以減輕全人工髖關節術後疼痛並降低
Meperidine止痛針劑之使用 --- 前瞻 – 隨機分派雙盲臨床試驗
 Intra-Articular Bupivacaine Reduces Postoperative Pain and Meperidine Use After
Total Hip Arthroplasty: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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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u-Hao Lin1,† Chun-Li Lin2,† Hsien-Nan Kuo3 , Ming-Tsung Sun1, Alvin Chao-Yu Chen4,*

桃園長庚骨科

陳昭宇醫師

Vitae 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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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

桃園長庚骨科主任
桃園長庚外科系系主任
長庚醫學院副教授

學 | 

術 | 

論 | 

壇

Journal of Medic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32(5): 349-35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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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Volar and Dorsal Double 
Locking Plates for Fixation in Comminuted Extra-articular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A 3D Finite Element Study

橈骨遠端骨折是為常見的骨骼損傷，

但手術治療方法仍有分歧及爭議。

探討在骨折類型、 固定方法生物力學因素相互

作用的。以電腦斷層掃描圖像建立三維 （3D） 

有限元素 (FE) 分析法，研究關節外橈骨遠端骨

折術後之負荷。

建立同類型骨折型態的背側楔塊、 幹骺

端和掌側楔缺損的 3D 橈骨遠端骨折有限

元素模型(圖一)，分別以兩種互鎖式鋼板

固定方法：掌側鋼板 （VP） 和背側雙

鋼板 （DDP）。建立了。經過模型的驗

證，設定固定板和骨表面之間的介面條

件。觀察在不同的載荷條件下，應力分佈

和位移的結果。

模擬研究的結果顯示彎曲負載和扭轉負載

顯然比的軸向負載情況增加了骨表面和固

定板的應力值(圖二)。DDP 固定骨表面

和固定板的應力值均普遍低於掌側固定

板 （骨應力下降約 31-53%，板應力下降

大約 75%）。DDP 固定方式的骨折部位

總位移平均均顯著低於掌側固定方式約 

87.5%。

手術固定後的與彎曲和扭轉載荷應避免，盡可能減少在骨表面和固定板的應力值。DDP 固定

方式對於關節外橈骨遠端骨折，可以獲得更好的機械強度，降低位移的風險，並獲得較佳的

應力分散。

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研究結論

(圖一)

(圖二)

使用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治療脊椎壓迫性骨折
Percutaneous Balloon Kyphoplasty for th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脊椎壓迫性骨折(Vertebralcompressionfractures)在現在成為一個重要的醫療照護問

題，不僅因為這個疾病的高發生率，也因為疾病本身對於病患健康狀況與生活品質的衝

擊，以及醫療照護體系所必須支出的費用。在目前，有二種微創手術方法，被發展並使

用來治療有臨床症狀的脊椎壓迫性骨折病患，即：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

手術，以及沒有使用氣球擴張器的一般細針式經皮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本篇研究

的目的即在探討，使用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用於治療脊椎壓迫性骨

折的效果及安全性。

於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期間，

187位病患，其中65位男性與122

位女性，平均年齡74.5歲(61-95)，

因為一或多節(1-4)脊椎壓迫性骨

折，造成背部疼痛及站立行走困

難的症狀，經由臨床症狀判斷，X

光及核磁共振檢查精密地確診，

並且經過保守治療仍無法改善其

症狀，於本院接受總共251節脊椎

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

成型手術治療，病患的基本資料

本研究中接受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的187位病患，總共有183病患

完成了一年的臨床評估。於疼痛評估中，VAS從手術前的7.7，降低到手術後第一天

的2.2，三個月的1.4，六個月的0.8，以及一年後的0.5。生活品質評估，ODI則從手術

,

作者/ 游家偉, Ming-Kai Hsieh, Lih-Huei Chen, Chi-Chien Niu, Tsai-Sheng Fu, Po-Liang Lai,  
              Wen-Jer Chen, Wen-Chien Chen, Meng-Ling Lu

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使用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治療脊椎壓迫性骨折
Percutaneous Balloon Kyphoplasty for the 

Treatment of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s
BMC Surgery 2014, 14:3CMRPG3C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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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fter a Niddle Pipe was placed via a stab incision. A 
Cannular and Expander was inserted into the pedicle 
through the Wire-Pin and slowly inflate the balloon with 
initial bulk-pressure.

、脊椎壓迫性骨折診斷及部位，接受保守治療的方式與時間，臨床症狀包括手術前，

手術後第一天，三個月，六個月，以及一年的疼痛評估(Visualalalogsacle，VAS)，以

及生活品質評估(OswestryDisabilityIndex，ODI)，均被仔細評估及記錄，至於X光的記

錄，則包括了與臨床症狀相同評估時間的局部駝背變形角度(kyphoticCobbangle)的回

復，與前緣椎體高度(anteriorvertebralheight)減少的回復百分比，以及骨水泥椎體外滲

漏的狀況。



22

林口長庚骨科

游家偉醫師

Vitae 專長/

新型非融合式脊椎手術
動態式腰椎穩定系統

現職/

林口長庚脊椎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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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56.8，改善到手術後第一天的18.3，三個月的17.3，六個月的15.2，以及一年後的12.5。而

251節脊椎在接受經皮氣球擴張骨水泥椎體成型手術治療之後其局部駝背變形角度則從手術前的

14.4°，回復到手術後第一天的6.7°，三個月的7.2°，六個月的7.4°，以及一年後的7.6°。前緣椎

體高度減少的百分比，則從手術前的52%，回復到手術後第一天的74.5%，三個月的72.4%，六

個月的72.2%，以及一年後的70.2%。至於骨水泥椎體外滲漏的狀況，則在總共251節接受手術的

脊椎椎體中的29節發現，其中有6節經由椎體基底靜脈(basivertebralvein)滲漏，3節經由椎體節

段靜脈(segmentalvein)滲漏，20節則經由椎體周圍的骨骼皮質骨折缺損處(corticaldefect)滲漏，

但是這些發生骨水泥椎體外滲漏狀況的病患並沒有發生任何的臨床併發症。

本研究結果可以歸納顯示，使用經皮氣球擴

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用於治療脊

椎壓迫性骨折病患，可以快速地降低疼痛的

程度，快速地改善生活品質，而且在手術後

一年的X光追蹤，仍然能夠維持經由手術而

回復的駝背變形角度與前緣椎體高度，同

時，與一般細針式經皮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

手術相比較，具有較低的骨水泥椎體外滲漏

機率的優勢。因此，根據本臨床研究的結

果，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

術，用於治療有背部疼痛及站立行走困難的

臨床症狀的脊椎壓迫性骨折病患，是一項微

創、安全、快速而且有效的手術方式。

研究結果

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
骨質疏鬆相關疾病
胸腰椎退化性疾病
胸腰椎外傷性疾病
特殊椎體內與椎體間支架之臨床應用

Figure 2  
The operator controls the volume of the Ballon to 
recover the damaged vertebral body with micro-
pressure until adequate kyphotic angle reduction is 
obtained or the inflation pressure reached 220 psi. 
The operator should record the amount of injected fluid 
to predict the cement volume.

Figure 3  
The balloon is deflated and withdrawn, and 
the resulting intravertebral cavity is filled with 
PMMA cement. Kyphotic angle defined as the 
Cobb angle measurements taken from the superior 
endplate of the vertebra one level above the 
treated vertebra (Line A) to the inferior endplate 
of the vertebral body one level below the treated 
vertebra (Line B) on the lateral X-ray image.



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
骨質疏鬆相關疾病
胸腰椎退化性疾病
胸腰椎外傷性疾病
特殊椎體內與椎體間支架之臨床應用

長庚骨科通訊     2012年春季刊

林口長庚骨科

曾益全醫師

Vitae 現職/

林口長庚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專長/

骨盆及臗臼骨折
一般外傷骨骨折

,

作者/ 吳俊良, 曾益全, 黃炤文, 游宜勳, 蘇君毅, 吳基銓

骨盆骨折與股骨幹骨折皆為高能量的外傷所致。當不穩定的骨盆骨折與股骨幹骨折同

時發生時，最佳的治療方法還尚未確定。此篇研究的目的為對於這類型複雜的外傷，

建立一個合理有效的治療方式。

穩定此類同時骨折病人的生命徵象為首要目標，且對於骨盆腔動脈出血以血管攝影術

治療可達到此目標。而對於不穩定骨盆骨折與股骨幹骨折的確定治療皆須待生命徵象

穩定後再實施。

骨盆骨折，股骨幹骨折，不穩定骨折，同時間的骨折

回溯七年內，四十位同時患有不穩定骨盆骨折與股骨幹骨折的病人。一開始在急診

室對於此類病人的治療為依據Advanced Trauma Life Support的原則，以布單纏繞

(wrapping)不穩定的骨盆骨折，同時以副木(splint)暫時固定股骨幹折，並對生命徵象

不穩定的病人施以緊急血管攝影術。待生命徵象穩定後，病患再接受確定的骨折治

療。以骨髓內釘治療股骨幹骨折，骨盆骨折則依據不同的骨折類型而施以不同的手術

方式。

住院期間死亡率為12.5% (5/40)。共33位病人平均追蹤32個月(12-76個月)。33例不穩

定骨盆骨折和36例股骨幹骨折。骨盆骨折的癒合率為100%(33/33)，而股骨幹骨折的癒

合率為94.4%(34/36)。骨盆骨折和股骨幹骨折的平均癒合時間分別為3.3個月(1.6-8.1個
月)和4.1個月(2.5-18.2個月)。在Harris hip score部份，有34例髖關節(94%)達到滿意的

結果。在Mize knee score部份,有30例膝關節(83%)達到滿意的結果。

背景

結論

關鍵詞

方法

結果

同時間的不穩定型骨盆合併股骨幹骨折
 Unstable Pelvic Fractures Associated with Femoral Shaft Fracture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Biomed J 2013;36:77-83

March - April 2013 (長庚醫誌)

8

學 | 

術 | 

論 | 

壇



封 | 

面 | 

故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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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科多年，經歷了結婚、生子的人生歷

程，拿到了博士學位，共發表了四十多篇

作者/ 林口長庚骨科研究助理  林松樞

在
的paper。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是翁院長鼓勵我去

進修，陳文哲、李炫昇、陳力輝前後任部長的幫助，

牛自健、袁立仁醫師和我一起參加多次國際會議增長

見聞，當然各位秘書小姐的幫忙也是要提出來感謝

的！

近五年發表的論文 (2010~2014) :
1. Niu CC, Lin SS, Yuan LJ, Chen LH, Pan TL, Yang CY, Lai PL, 
Chen WJ. Identific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osteogenic 
factors in bone marrow aspirate and peripheral blood for spinal 
fusion by flow cytometry and proteomic analysis. J Orthop Surg 
Res. 2014 May 3;9: 32. (co-firsr author).

2. Lin SS, Ueng SW, Niu CC, Yuan LJ, Yang CY, Chen WJ, 
Lee MS, Chen JK. Effects of hyperbaric oxygen on the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2014 Feb 25;15:56.

3. Yuan LJ, Niu CC, Lin SS, Yang CY, Chan YS, Chen WJ, Ueng SW. Effects of low-intensity pulsed 
ultrasound and hyperbaric oxygen on human osteoarthritic chondrocytes. J Orthop Surg Res. 2014 Feb 5;9:5.
4. Lin SS, Ueng SW, Niu CC, Yuan LJ, Yang CY, Chen WJ, Lee MS, Chen JK. Hyperbaric oxygen 
promotes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by regulating Wnt3a/β-catenin signaling--
an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y. Stem Cell Res. 2014 Jan;12(1):260-74.

5. Wang IC, Liu HT, Yu CM, Whu SW, Lin SS, Su CI, Chen CH, Chen WJ. Effect of hyperbaric 
oxygenation on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an in vivo study with sprague-dawley rats. Spine (Phila Pa 
1976) 2013 Feb 1;38(3):E137-42.

6. Ueng SW, Yuan LJ, Lin SS Niu CC, Chan YS, Wang IC, Yang CY, Chen WJ.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prevents nitric oxide-induced apoptosis in articular cartilage injury via enhancement of the 
expression of heat shock protein 70. J Orthop Res. 2013 Mar;31(3):376-84. (co-firsr author).

7. Niu CC, Lin SS, Yuan LJ, Chen LH, Wang IC, Tsai TT, Lai PL, Chen WJ. Hyperbaric oxygen treatment 
suppresses MAPK signaling and mitochondrial apoptotic pathway in degenerated human intervertebral disc 
cells. J Orthop Res. 2013 Feb;31(2):204-9. (co-firsr author).

封面故事—
長庚骨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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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eve Wen-Neng Ueng, Mel Shiuann-Sheng Lee, Ching-Lung Tai, Kuo-Yao Hsu, Song-Shu Lin, 
Yi-Sheng Chan, Wen-Jer Chen.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improves medial collateral ligament 
healing in a rabbit model. Formosan Journal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2 (2011) 7e11.

9. Huang JW, Lin SS, Chen LH, Liu SJ, Niu CC, Yuan LJ, Wu CC, Chen WJ. The use of 
fluorescence-label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poly(lactide-co-glycolide)/hydroxyapatite/collagen 
hybrid graft as a bone substitute for posterolateral spinal fusion. J Trauma. 2011 Jun;70(6):1495-
502. (co-firsr author).

10. Ueng SW, Yuan LJ, Lin SS, Liu SJ, Chan EC, Chen KT, Lee MS. In vitro and in vivo analysis 
of a biodegradable poly(lactide-co-glycolide) copolymer capsule and collagen composite system for 
antibiotics and bone cells delivery. J Trauma. 2011 Jun;70(6):1503-9.

11. Wang IC, Ueng SW, Lin SS, Niu CC, Yuan LJ, Su CI, Chen CH, Chen WJ. Effect of hyperbaric 
oxygenation on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an in vitro study with human lumbar nucleus 
pulposus. Spine (Phila Pa 1976). 2011 Nov 1;36(23):1925-31.

12. Chen AC, Lee MS, Lin SS, Pan LC, Ueng SW. Augmentation of osteochondral repair with 
hyperbaric oxygenation: a rabbit study. J Orthop Surg Res. 2010 Dec 6;5:91.

13. Niu CC, Yuan LJ, Chen LH, Lin SS, Tsai TT, Liao JC, Lai PL, Chen WJ. Beneficial effects of 
hyperbaric oxygen on human degenerated intervertebral disk cells via suppression of IL-1β and p38 
MAPK signal. J Orthop Res. 2011 Jan;29(1):14-9.

14. Fu TS, Ueng SW, Tsai TT, Chen LH, Lin SS, Chen WJ. Effect of hyperbaric oxygen 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lumbar fusion in vivo. BMC Musculoskelet Disord. 2010 Mar 19;11:52. 

作者/ 基隆長庚骨科研究助理  丁安安

研究助理甘苦談

很高興可以有這個機會來說說自己的甘苦談，目前於基隆長庚骨科擔任傅再生

醫師的研究助理。很榮幸可以進入基隆骨科當研究助理，科內的學姐們都

十分的親切跟友善，對於實驗的操作，都抱持著只要肯學習他們就願意教我的這種不藏

私且高度耐心的態度指導我，讓我可以相當快速的進入到骨科這個領域，並在工作上可

以與大家相處得很愉快。

　　在骨科的研究中，比較常探討的是材料應用於再生醫學等的應用，常需要應用一些

像兔子或豬之類的大型動物，因為大型動物的骨頭比較好模擬以及手術，而小鼠可能在

手術過程中容易造成骨折，骨科研究不像以前的實驗最多應用小鼠來做實驗，是需要兔

子等大型動物。所以來基隆骨科才開始接觸兔子等的大型動物實驗，學習到一些不同的

動物模式，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共同實驗室的大家也都相處的非常融洽，所以工作

起來十分的愉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 嘉義長庚骨科研究助理  王永興

眼又過完一個年，還

記 得 去 年 八 月 剛 退轉
伍時，懵懵懂懂地來到了長庚面

試，作為第一份工作，其實我並

沒有想得太多，不外乎是想經濟

獨立並且儘早工作上手，面試的

那天是我第一次踏進長庚醫院大

門，為了找到面試的地點花了不

少時間。

　　現在想起來我也到職近一年了﹐回想開始上班的前一個禮拜是在無止盡的線上教育訓練

中度過，這也算是長庚有別於其他研究單位的特色了，在員工教育方面算是費了不少心思，

有別於以前在學校每個計劃主持人都有自己實驗室，在這裡所有的研究助理都在同一個地方

做實驗，好處是閒暇時還能四處看看自己以前沒做過的實驗，即使完全不懂也有一眾資深的

學長姊可以問，也就不太會有上不上手的問題了。

　　在醫院做研究工作很難擺脫跟動物實驗的關係，從小鼠、大鼠、兔子一直到豬，做動物

實驗也許是這門工作最具挑戰性的一環了，畢竟對於大學剛畢業的我來說，還是沒什麼經

驗，我永遠記的我第一次取大鼠腿骨時跟牠奮戰了半小時才把骨頭取出來的窘境，所幸數十

次操作下來，也算是小有心得了，這也算是這門工作的魅力吧，每天都有新事物要學。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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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比較不能適應的地方在於動物實驗，畢竟以前在動物實驗的經驗在於小鼠，

小鼠對於兔子來說，體型與在手術過程的血腥程度相差很大，比較難克服在心理層

面的衝擊，尤其是兔子在手術時，如果麻醉的程度不夠深沉，就常會聽到兔子的哀

號聲，另外在犧牲兔子取檢體時的內心衝擊也是很大的，畢竟也是一條生命，目前

正逐步克服這些心理的障礙。

　　整體來說，還是十分開心可以在基隆骨科擔任傅再生醫師的助理，來這裡也學

習了很多不一樣的知識，體驗了不一樣的經驗，最後希望大家的研究計畫都可以順

順利利，心想事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於在這邊所有人是待在同一個地方做實驗，研究助理之間的感情都算不錯，在眾多科

系中，骨科的研究助理算是相當歡樂的一群，畢竟人數算是比較多的一群，可以偶爾聚在一

起傾訴實驗不順、互吐苦水，在長庚當研助有別於其他研究單位的一點就是幾乎不用擔心實

驗經費的問題，綜觀來說待遇比其他單位好一點，也因此有人一待就是十幾年。

　　這一年來，經歷了摸索階段還有實驗的撞牆期，一直到最近才漸漸步上正軌，做研究是

一種磨練心志的過程，往後的路程中，這段經歷或許會是很好的經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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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心得報告

時光任苒，一轉眼來到長庚擔任研究助理的工作似乎是昨日之事，從最初的懵懂，

不知動物實驗如何下手，也不知如何進行臨床試驗，更不知所謂的分子生物

實驗，從最初的撞牆期，到至今能夠順利地運轉期，其中的酸甜苦辣更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形

容足夠的。

　　猶記得最初只是單純進行臨床實驗體外震波治療，孰不知一踏進實驗室的空間只是草創

初起，空蕩蕩的只有鄰近一些研究助理和簡單的儀器，有點求助無門的感覺，藉由骨科門診

護士及科內住院醫師的鼎力相助，得以順利進行體外震波臨床實驗囉，進而時日之後，也慢

作者/ 高雄長庚骨科研究助理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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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 

面 | 

故 | 

事

13

　　不過透過骨科內醫師

的輔助與支持，更加上王

清貞院長的一貫理念與理

想，在團隊的努力之下，

也陸陸續續成就了輝煌的

論文報告，也舉辦了97年

國際 I S M S T學會的研討

會，也是學會中所屬前所

未有的殊榮，也讓高雄長

庚體外震波的名號打響在

歐洲各國，紛紛許多國家

的相關醫療院所前來參與學術交流，這也使得我們相當的與有榮焉呢~~在

王院長像火車頭一樣帶領我們向前衝衝衝的時候，當然我們所接觸的領域

也就更加得寬廣了～～進而涉足了分子生物實驗這樣一個浩瀚無邊的領域

裡，其中的奧妙與艱難更是不可言喻，學習的過程中挫折感更是不在話下，

CellCulture，RT-PCR，IHC，Proteomic，ELISAAnalysis，更是讓妙不可

言呢~不過幸好實驗室裡有眾多的研究高手，可以解決許多的疑難雜症，所

以更感謝所有現在在高雄長庚醫研部第五研究室所有的研究助理，不厭其煩

地接受叨擾與詢問，你們是最厲害的一群大內高手呦～～所有的疑難雜症都

會解喔～～所以回首過往至今，心中總是很感謝這一群同甘共苦的夥伴以及

骨科的大家長王清貞院長的熱情帶領學習，才能讓我們永保一顆炙熱的學習

心。大家一起加油向前衝吧～～

慢接觸了動物實驗，回想起當時的與動物搏鬥的時光，更是感謝動物中心的

鄭玉光先生不辭辛勞的指導與教導～讓我們在體外震波治療的領域裡帶頭開

創出了一條基礎理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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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n等人報告美國1985-2007年間成人醫療訴訟的診斷前三名為骨折(6%)、
急性心肌梗塞(5%)與闌尾炎(2%)，Selbst等人報告美國1985-2000年間小兒醫療訴

訟的診斷前十名有四項為骨折(肱骨、橈/尺骨、股骨、脛/腓骨)；美國急診醫學雜

誌(Americ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從2001-2010年陸續刊載許多有關急

診室骨科疾病陷阱(pitfalls)的文章，本篇以這些文章的議題為主軸並參考最新文獻

整理資料，希望能提醒醫師在處置這些骨科疾病時謹慎小心。

後位肘脫臼併神經血管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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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急診室骨科疾病陷阱
作者/ 壢新醫院急診室 鄧允武醫師

陷阱：容易誤診，文獻報告誤診率50-80%。

　　肩脫臼是成人最常見的關節脫臼，前位脫臼發生率最高(>90%)，後位肩脫臼很少見

(<3%) ；被忽略的主因是不明顯的X光表現，在前後照X光片可見明顯的肩峰突(Acromion 
process)、肱骨頭與肩盂窩(glenoid fossa)未重疊、肱骨頭-肩盂窩距離變寬(肱骨頭內緣到

肩盂窩前緣)、肱骨頭向外移動與燈泡徵象(light bulb sign)(肱骨頭像燈泡)；避免誤診需靠

(1)仔細的身體檢查，(2)檢測肩部的前後照(AP view)與軸照(Axial view)，(3)不確定時可加

做腋照(axillary view)或電腦斷層。

後位肩脫臼］

陷阱：
容易誤診神經與血管損傷，文獻報告神經損傷率有16.5-20%，血管損傷率約12.7%。

　　肘脫臼是成人第二常見的關節脫臼，多數為封閉性後位脫臼，最常見的受傷機

轉是墜落時上肢伸直撐地，最常影響的神經是尺神經與正中神經的前骨間枝(anterior 
interosseous branch)，尺神經失能(neurapraxia)會造成尺側手指麻木，前骨間枝失能會

引起手指彎曲無力；有一研究分析97個肘脫臼，其中有16例神經損傷(尺神經13例、正中

神經1例、其他2例)；另一研究分析110個肘脫臼，其中有24例神經損傷(尺神經16例、正

中神經3例、尺神經合併正中神經4例、臂神經叢1例)。血管損傷多見於開放性脫臼，發生

率約5-13%，少見於封閉性脫臼，可觸摸到的遠端脈搏並不能排除動脈損傷，可能是側枝

循環的作用，仍應考慮做血管攝影以排除血管損傷；Endean等人分析63例肘脫臼，其中8
例動脈損傷(7肱動脈與1橈動脈)，開放性脫臼33%有動脈損傷，封閉性脫臼僅6%，摸不到

橈動脈的脈搏、開放性脫臼與合併其他損傷之病患較易有動脈損傷。

To be continued....

長庚骨科通訊     2014年夏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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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濃度血小板組織膠(PRFM)
之介紹與臨床應用

延
續之前同樣於骨訊刊(2014新年刊)登過的高濃度血小板血漿(Platelet-

Rich Plasma, PRP) 在骨科應用的報導，高濃度血小板組織膠(PRFM)
是將高濃度血小板血漿(PRP)做進階的手術端應用，它保留原本PRP刺激組織修復

的特點，確更增強了骨科手術的應用面與刺激作用的持續性，藉由一樣源自於病人

血液中的纖原蛋白原(fibrinogen)經活化作用，可形成多型式的纖維蛋白膠體(fibrin)

樣式，它除富含原先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內激活釋出的大量生長因子外，並於實務

上，方便醫師手術操作(如手術縫線牽引)或與相關材料混合，產生加成或附加材料

功效特性(如骨粉等)。

　　對於目前高濃度血小板組織膠(PRFM)一般臨床的操作方式，常將高濃度

血小板血漿由病人血液經不同廠牌系統處理完後，加入適當濃度活化劑(鈣離子

或thrombin)靜置反應成型，保留著不同PRP特性的差異，但普遍皆富含有許多

有助於組織修復的生長因子，譬如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TGFb)，

Assoian1983)； insulin-likegrowthfactor (IGF)-1(Karey and Sirbasku1989)，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Brunner 1993) and vascular-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Banks 1998)等等，且膠體的3D空間支架，除暫時填補缺損的組

織，也利週邊細胞的貼附生長，放入受傷部位，隨個體代謝吸收，產生益處，幫助

癒後功能恢復。

　　對於高濃度血小板組織膠(PRFM)的演進發展，早先在1970年代被提出來，

當時國外耳鼻喉科醫師，使用人類異體之濃縮纖維蛋白凝膠，於酒糟鼻的術後

止血(Staindl1981)，進一步乾燥的血漿和纖維蛋白粉末用於臨床上的止血(Bergel 

1909)，之後自體來源的纖維蛋白凝膠才問世(Gibble1990)，1987年Ferrari開始應用

體外血液處理機處理大量血液，製造自體PRP及濃縮紅血球，於心臟外科手術應用

自體輸血及術後傷口止血癒合，得到很好的療效，之後延伸在大面積開放性外傷修

復使用，直到1999年少量抽血製造PRP的技術才問世(Anitua 1999 )，開拓牙科骨再

生的應用，包括顱骨缺損、下顎骨切除、拔牙傷口、牙周缺損、植牙前牙床重建及

上顎骨移植(sinus grafting)等(Chang 2014)。而後隨著大量正面臨床成效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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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將此應用於骨科手術及運動傷害造成的肌腱韌帶損傷漸漸普及，更隨世界禁

藥組織2011年將PRP於禁藥名單移除，及運動明星的報導加持，如老虎伍茲(2010

八月)，而聲名大噪。

　　但此治療的方式，在臨床上仍有禁忌症的考量，包括：血小板功能性疾病、

血中纖維蛋白原缺少、血液動力學不穩定及敗血症等。相對禁忌症包括最近48小

時使用NSAID、兩周內使用類固醇注射、最近發燒、癌症、急性細菌性感染、血

色素<10 g/dl及血小板數目<105/μL (Everts 2008 )等。

　　目前臨床高濃度血小板組織膠(PRFM)常應用的地方在肌腱與韌帶重建、半月

軟骨關節鏡下梳洗或縫合、退化性關節軟骨刺激修復、混合骨粉刺激骨新生(如骨

移植、粉碎性骨折、牙床重建等)、大面積開放性傷口(如燒燙傷、潰瘍性傷口)等

等，皆為國內外常見用來治療的範疇，縮短癒後時間並加強功能恢復得機率。

　　然而，因為個體的差異與疾病或外傷的程度不同，採用治療前仍需要妥善與

就診醫師溝通，判斷此治療方式是否適合於自己的狀況使用，以發揮最大成效的

可能，並可減少不必要的治療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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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骨科同門學術論壇暨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北區月會

  主辦單位：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合辦單位：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桃竹苗骨科聯誼會、台灣運動醫學學會

  時        間：2014年8月30日 (星期六)   13:30～17:35 PM

  地        點：林口長庚兒童醫院K棟12樓第三會議廳

  教育積分：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2分、台灣外科醫學會 10分

 Time Topic Speaker Institute

 13:00~ Registration

 13:30~13:50 Opening Remarks: 翁文能院長 / 林柳池理事長 / 陳力輝部長

 13:50~14:15 Section I: 
Moderator: 李炫昇副院長 / 傅再生主任 

 13:50~14:10
In vitro and in vivo investigation of novel 
biodegradable drug-eluting Implants for 
sustained release of antibiotics.

陳威志主任 基隆長庚醫院

 14:10~14:15 Panel Discussion

 14:15~14:40 Section II: 
Moderator: 陳文哲教授 / 陳英和院長

 14:15~14:35 How to selection the level(s) to be operated in 
anterior cervical discectomy and fusion 牛自健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

 14:35~14:40 Panel Discussion

 14:40~15:30 Section III: 
Moderator: 王俊聞部長 / 黃國欽部長 

 14:40~15:00 Pelvic open fracture 許祺祥醫師 高雄長庚醫院

 15:00~15:20 Application of iCT with navigation system in 
pelvic fracture 彭國狄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

 15:20~15:30 Panel Discussion

 15:30~15:55 Section IV: 
Moderator: 羅惠熙教授 / 李宏滿院長

 15:30~15:50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update – from bench to 
bedside. 陳昭宇主任 桃園長庚醫院

 15:50~15:55 Panel Discussion

 15:55~16:15 Coffe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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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
  教授-　　　 林口長庚骨科 張毓翰醫師
  副教授-　　 林口長庚骨科 陳威志醫師
　　　　　　  基隆長庚骨科 傅再生主任（部定）
　　　　　　  嘉義長庚骨科 彭國狄醫師
  助理教授-　 林口長庚骨科 游宜勳醫師
　　　　　　  嘉義長庚骨科 黃贊文醫師 
　　　　　　  高雄長庚骨科 林柏君醫師.周文毅醫師
  講師-　　　 林口長庚骨科 張智翔醫師,高軒楷醫師,陳文鈐醫師,邱致皓醫師
　　　　　　  嘉義長庚骨科 李境佑醫師,沈世勛醫師
　　　　　　  高雄長庚骨科 蕭家傑醫師

賀！　林口長庚骨科 賴伯亮醫師　榮獲2014世界發明展金牌獎！

副發行人/ 嘉義長庚 李炫昇

榮譽顧問/ 嘉義長庚 許文蔚
          

編輯委員/ 桃園長庚 陳昭宇          
          林口長庚 陳力輝

發行人/ 林口長庚 陳文哲 總編輯/ 林口長庚 詹益聖

中山醫院 施俊雄
高雄長庚 王清貞
林口長庚 翁文能

林口長庚 賴伯亮
林口長庚 張嘉獻
林口長庚 謝邦鑫
林口長庚 張毓翰

2014 NO.18

 16:15~16:55 Moderator: 劉建麟部長

 16:15~16:45 特別演講：Orthopedic Microsurgery 杜元坤院長 義大醫院

 16:45~16:55 Panel Discussion

 16:55~17:35 Moderator: 林柳池理事長

 16:55~17:25 特別演講：ESWT in ACL reconstruction. 王清貞院長 高雄長庚醫院

 17:25~17:35 Panel Discussion

 18:00~ 晚宴 (地點：林口福容大飯店)

歡迎各位骨科同好踴躍參加此論壇&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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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18-19

長庚關節重建
手術示範實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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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太元/ 劉献道/ 黃國欽/ 李晏瑤/ 謝邦鑫

鄧允武/ 急診室骨科疾病陷阱

長庚骨科的大內高手

高濃度血小板組織膠(PRFM)之介紹與臨床應用

03
謝邦鑫/ Bupivacaine關節內注射以減輕全人工髖關節術後疼痛並降低
                  Meperidine止痛針劑之使用–前瞻–隨機分派雙盲臨床試驗

陳昭宇/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Volar and Dorsal Double Locking Plates for 
                  Fixation in Comminuted Extra-articular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A 3D Finite Element Study

游家偉/ 使用經皮氣球擴張器骨水泥灌注椎體成型手術治療脊椎壓迫性骨折

曾益全/ 同時間的不穩定型骨盆合併股骨幹骨折

骨科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