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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長庚骨科同門學友您好，

「長庚骨科通訊」已經發行滿五年了。

新的一年，祝福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羊年行大運！

骨科通訊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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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學歷

經歷

經歷

專長

專長

參與學會

許維修 醫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系運動醫學科主任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學術組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部定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 理事

嘉義長庚實驗動物中心主任

嘉義長庚學術組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嘉義長庚骨科系脊椎外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長庚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美國骨科研究學會會員

美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台灣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ESSKA 2000 Traveling Fellowship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住院醫師

美國匹茲堡醫院運動傷害研究員

林口長庚住院醫師

美國紐約州州立大學及湯姆士傑佛遜醫學中心

脊椎研究員

關節重建及人工關節

外傷骨折及急診骨科

運動醫學及膝肩關節

高壓氧治療

脊椎退化骨刺性疾病

脊椎骨折、下背痛、骨質疏鬆、

脊椎側彎矯正手術、

微創內視鏡脊椎手術、人工椎間盤

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鄭錦昌 醫師

陳力輝部長 暨林口長庚骨科部全體同仁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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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學經歷

專長

馬景候 醫師

沈宗頤 醫師

義大醫院骨科部外傷科主任

健雄診所主治醫師

振雄診所院長(寶山分院)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台灣手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骨科醫學專科醫師

國立陽明醫學院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外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外科專科醫師

桃園聖保祿醫院骨震波中心主任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研究員

顯微手術

手外科、外傷

關節鏡手術、關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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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志雄 醫師

學經歷

專長 專科證照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士

長庚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顯微手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急症外傷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血管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脊髓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足裸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

外傷骨折、複雜性多重性肢體創傷處理

下背痛及脊椎退化、腳部足踝疾病

骨質疏鬆症、骨腫瘤、肌肉酸痛及扭傷

關節鏡檢查及手術、肢體及關節骨傷重建

人工關節重建、脊椎手術、坐骨神經痛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民國八十四年加入長庚醫院大家庭，目標就是進入骨科，但是在年底短暫離開半

年完成高考受訓，八十五年正式進入骨科，九十年晉升主治醫師，加入外傷骨

科服務。　　

　　九十一年六月因緣際會去大千醫院任職，一直工作到現在，期間有：戴明勳醫師

及羅揚斌醫師前來助陣，而目前有范姜治澐醫師及蔡旻虔醫師來幫忙，工作情況尚稱

理想如意。過去十二年來，工作中遇有困難，常得到師長的出手相助以度過難關，非

常感激。

　　我常覺得人生得以順利愉快需常懷感恩之心，1. 父母的養育之恩  2. 師長的教導

關懷。受予足夠的知識及工作技能  3. 工作中長官的信任及支持，以發揮所長，在此

謝謝長庚骨科各位老師，學長，工作同仁，辛勤的秘書，及N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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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997                           1998                         1999
林口骨三科翁文能主任
榮昇基隆長庚醫院副院長，
並兼任基隆外科部主任。

自創院以來，基隆長庚醫院骨科由翁文能、
陳力輝、陳永仁、施信農、劉振亮、王坤全、
徐郭堯、方朝銘、程俊穎…陸續加入。

一直以服務基隆、台北縣、金山鄉、貢寮、
宜蘭、羅東等附近民眾使其方便接受骨科急診及
一般骨科門診服務為職志，嘉惠民眾。

基
隆
長
庚
骨
科

骨科系主任

關節重建骨科主任

運動醫學與外傷骨科主任 高壓氧中心主任

脊椎外科主任

傅再生

陳威志

蘇君毅 游重銘

王坤全

王宜君

外號: 叔叔，
因為笑聲開朗，陽光型男，
很像鄰家的小哥

ㄚ志
他的手機來電很台喔!
今仔日風真透
　   頭家的面臭臭…

他是最qualified的老師，
更是圖書館的VIP喔!
因為他飽讀古今中外名著，
但也常常忘記還書，而donor很多coco

阿銘-龍傳人
因為他承傳了很多
陳志華部長的好手藝…

外號: 校長
創院之初，
王醫師常常以院為家，
一人扛下骨科庶務，
校長兼打鐘的(請用台語念)

外號: 王大
常以顧家好男人自居，
是家裡的大王喔 !

脊椎外科

關節重建骨科

運動醫學與外傷骨科

封 | 

面 | 

故 | 

事

2000                   2003                           
盛大舉辦國際性的骨科內固
定研習營，贏得國內外專家
學者一致的肯定與掌聲。

陳志華主任榮昇基隆區外科部長，他專精於肩關節
和膝關節運動傷害，及關節鏡手術，人工膝關節手
術，每年持續主辦國際性骨科運動醫學學術研討會。

王宜君醫師自美國史丹福大學脊椎中心進修完畢
回國服務，更是引進電腦導航系統脊椎手術及非侵
入性脊椎治療，嘉惠脊椎病患。

猴! 原來如鼠: 
繼上一期「大哥身邊的女人」~
基隆篇，結尾所提到的人名暱
稱，各單位的好奇電話不斷湧
入，紛紛來電詢問本科系的菁
英，筆者特此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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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997                           1998                         1999
林口外傷科副主任杜元坤醫師更在
翁醫師極力網羅下，來到基隆服務擔
任外科部主任；由王坤全醫師擔任骨
科主任為基宜地區外傷治療提升到另
一境界。為提昇醫療技術加強基隆臨
床醫學研究並於9月份成立外科動物實
驗室，由杜元坤主任親自主持。

翁文能醫師榮升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院長，為骨髓炎及人工關節感染
最新治療技術帶來了新氣象，
同時杜元坤榮昇基隆院區外科主
任，也引進臂神經叢傷害重建、
骨髓炎顯微重建手術、骨折癒合
不良顯微手術，大大提昇基隆長
庚骨科醫療水準。

在醫院的大力配合下，
每年持續主辦國際性骨
外傷及骨髓炎研討會，
邀請國際知名醫師與
會，藉此提昇國內相關
醫學水準。

封 | 

面 | 

故 | 

事

黃聰仁

劉献道

黃澤波 陳磊晏

阿銘-龍傳人
因為他承傳了很多
陳志華部長的好手藝…

外號: 校長
創院之初，
王醫師常常以院為家，
一人扛下骨科庶務，
校長兼打鐘的(請用台語念)

外號: 王大
常以顧家好男人自居，
是家裡的大王喔 !

號稱歌王的黃教授
有很多人生幽默的
大智慧、小啟示喔！  

外號: 老師
因為他當過中學理化老師喔！
目前擔任科內福利社班長，
餓肚子找他準沒錯，
另外，他的網球可是一把罩呢！

外號: 波波
為科內長駐廈門，
在異鄉打拼的波仔

磊晏
自行車健腿一族
歡迎挑戰！

陳建豪

建豪(阿豪)
是街頭巷弄地方小吃的報馬仔！
當他的同事真是有口福哪 !

2000                   2003                           劉献道醫師多年與翁院長致力於骨髓
炎及關節感染手術，除了外傷骨科手術
外，積極培養第二專長。

游重銘醫師除了急診外傷骨科外，也著手以超音

波來診斷肩關節運動傷害及骨科軟組織的病患。



2006                              2013                           　　　　　　　　　　　　　2014
蘇君毅主任醫師也加入急診外傷骨科及
一般門診服務民眾，以便將來基隆骨科建立
各次專科使骨科醫療更臻至完美地步。

1月，傅再生主任加入了基隆長庚骨科的團隊。
傅醫師曾任
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中心脊椎外科研究員
林口長庚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秘書長、理事，

封 | 

面 | 

故 | 

事

中元普渡～ 感謝　陳益村婦產科提供精湛的相片

7

情人湖
(這個位置很像Titanic裡
Jack環抱Rose的船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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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13                           　　　　　　　　　　　　　2014
4月份骨科系成立，並分三次專科：
關節重建、脊椎科、
運動醫學與外傷骨科。

陳威志醫師也加入骨科系
成為關節重建科副教授級主任醫師。
並榮獲103年度研究成果臨床應用獎勵。

基隆長庚醫院以一區域醫院的規模，
完成諸多醫學成就，殊為不易。但基隆骨
科並不以此為滿，更以醫學中心為期許，
積極努力。

鐵證 : 基隆長庚骨科地傑人靈，好山好水 
　　   出名人，出了 2 位院長級人物喔 !

4月，黃聰仁教授也加入基隆長庚大家庭，
帶來更多的新氣象與專業指導。
黃醫師目前是
亞太微創脊椎外科醫學會(PASMISS)理事
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台灣小兒骨科醫學會理事
美國脊椎側彎研究學會研究員(SRS Active Fellow)
台灣脊椎微創醫學會榮譽理事長

12月，陳建豪醫師晉升主治，專長運動傷害骨科。

基
隆
長
庚
骨
科

封 | 

面 | 

故 | 

事

你常嚮往遠方。
料想 那裡必有你想要的天堂。
於是你往前走, 一直走一直走…
卻怎麼也走不到遠方。

終於你累得停下腳步, 休息一會兒。
這時, 你才看見你的所在, 竟是天堂..

8

作者/撰文/整理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秘書 張杏茹



封 | 

面 | 

故 | 

事

9

從前在台東當兵，每日坐著救護車在花東海岸巡迴醫療，退伍後還是常常想再回到
那邊看看。去年花東鐵路電氣化完工，普悠瑪號加入行駛，使得車程由6~7個小時

一下子縮短到3.5個小時 ，讓工作繁忙的我台東懷舊之旅能順利成行。

　　不過普悠瑪號訂票並不太容易，尤其是熱門時段在兩星期前開放訂票時就被秒殺，
因此我只訂到星期天一大早6:20從台北車站出發的早班車。在一個冷氣團來襲的早晨，我
搭上外觀和內裝都還很新穎的普悠瑪號，雖然憑良心講坐起來並不如高鐵平穩舒適，但
比起台鐵其他車種已經好太多了，尤其中途只停靠松山、花蓮、玉里就到台東;讓乘客能
於9:40準時到站，實在是不得不對它按個讚。

　　在車站附近租了車，先到從前當兵的營區(岩灣東部地區巡防局)做一巡禮。時光似
箭，退伍已經十七年了，營區外觀仍舊和從前一樣，讓人有物是人非的感慨。順便欣賞
一下遠方有小黃山之稱的利吉惡地(和燕巢月世界一樣是一種寸草不生的地質)。然後車
開往台十一線的海岸公路，因為已近中午時分，略過小野柳、水往上流等風景區，直接
來到東河 買了幾顆著名的東河包子裹腹。這裏的包子外皮軟綿又香甜 ，裏面的肉紮實多
汁，非常可口，難怪路邊的人都會聞香下車品嚐一下。

作者/
  基隆長庚醫院運動醫學與外傷骨科
  游重銘 醫師

台東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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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後繼續北上來到成功嶺。這裏曾經是東部最大的漁港，以捕捉旗魚聞名。但我們來的時
機不對，漁港冷冷清清。不過倒是在廟裏看到這裏特有的旗魚神十分有趣。附近的三仙台以優美
的八拱人行步橋和陸地連接，相傳是李鐵拐、呂洞賓及何仙姑曾經造訪的地方。這裏的水清見底 
，島上有步道可通往燈塔，礁石及岩洞， 讓沿路的景觀豐富，但走起路來卻十分耗費體力。晚
上回到台東市，逛逛周日才有的流動夜市，還去正氣路上吃有名的林家臭豆腐。晚上則下榻在四
維路上的翠安儂風呂。 

　　第二天吃過早餐後，車子便往台九線花東縱谷駛去。沿路經過初鹿牧場、鹿野高台及關山親
水公園等風景區，最後來到池上。大部份的人都聽過池上米或是池上便當;但這幾年更夯的是金
車飲料廣告中的伯朗大道及長榮航空廣告“I  SEE YOU-金城武樹＂。尤其去年歷經樹倒再搶救
回來，讓這棵樹依舊人氣不減;每個人都想要學金城武在樹下留下悠閒喝茶的合影。

　　這裏遠方美麗的山巒和無垠的稻田，真得可以和明信片上的風景比擬。建議大家一定要下來
騎著腳踏車慢慢欣賞，還有池上地名由來的大坡地也值得一遊。中午到車站附近的池上飯包文化
故事館享用午餐。回程到紅葉溫泉緬懷紅葉少棒當年為國爭光的歷史。

　　第三天早上行程是到市區附近的台東森林公園，這裏種了一整片濃密的木麻黃 ，還有三處

湖泊(琵琶湖、活水湖及鴛鴦湖)，因為很少的人工造景，很多的自然生態，真得讓人心情舒暢平

靜。中午吃完卑南豬血湯後，來到台灣史前博物館，參觀了台灣各地史前遺址考古出來的文物、

南島語系、各原住民早年生活器物及台灣各地古生物化石標本等。

　　三天的休假咻一下的就過去了，只好面對現實回醫院上班。期待

很快再有機會去渡假。

封 | 

面 | 

故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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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賴伯亮1, 林才祐2, 洪鼎惟2, 楊書睿2, 張毓翰1, 陳力輝1, 陳文哲1, 朱一民2

1長庚大學醫學系發展具生物活性與熱敏感性聚合物-陶瓷複合材料作為骨替代物

長庚醫院骨科部 2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

林口長庚骨科

賴伯亮醫師

作者
專長/

微創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內視鏡手術
脊椎退化性病變
電腦影像導引脊椎手術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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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89(2013)133:141

11

發展具生物活性與熱敏感性聚合物 - 陶瓷複合材料作為骨替代物
Development ofbioactivethermosensitivepolymer–ceramiccomposite as bonesubstitute

本研究的目的是設計可以被用作骨移植替代物的熱敏感性（thermosensitive）複合凝膠。 這

種凝膠可以藉由使用兩親性（amphiphilic）三嵌段（triblock）共聚物（mPEG 550 PLGA 

1405）所製造，內含有甲氧基聚乙二醇（mPEG）和聚乳酸-共-乙醇酸（PLGA），可提供更

合適細胞生長的微環境。 mPEG550PLGA1405的分散溶液與HAP /β-TCP陶瓷奈米顆粒混

合成複合凝膠。將溫度從4℃提高到70℃，不同比例混合成的複合凝膠可進行溶液-凝膠-溶液

（sol-gel-sol）轉變，增加陶瓷奈米顆粒的比例可增加複合材料的顆粒大小和臨界微胞濃度

（CMC）。 在體外降解過程中，複合凝膠材料表現出些微pH值下降，更慢的降解速率，更

小的毒性，和更高的細胞存活率（cell viability）， 該複合凝膠的生物相容性藉由溶血試驗

（hemolysis test）進行驗證。結果發現HAP /β-TCP的比例為7：3時，動物體內實驗可證實

放射線影像癒合（radiographic union）和巨觀骨癒合（gross union）。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

已經成更開發出具有生物活性和熱敏感性的新型複合凝膠骨替代物。

關鍵詞：

生物醫學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骨替代物（bone substitute），

複合材料（composite），凝膠（gel），聚合物（polymer）

摘要



林口長庚骨科

許維修醫師

作者
專長/

微創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內視鏡手術
脊椎退化性病變
電腦影像導引脊椎手術

專長/

關節重建及人工關節
外傷骨折及急診骨科
運動醫學及膝肩關節
高壓氧治療

現職/

嘉義長庚骨科系運動醫學科主任
嘉義長庚學術組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部定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理事

膝內側韌帶受傷後，依逐時出現之生理現象進行癒合，雖然癒合纖維母細胞的重要性已被廣

為接受，但此細胞之基因表現型仍尚未完全清楚。本研究目的旨在釐清癒合纖維母細胞在癒

合過程中之細胞之基因表現型態。

本研究使用紐西蘭大白兔內側韌帶傷害模型，在韌帶受傷後三周，收集癒合纖維母細

胞，並進行培養，取第二至第三代細胞，進行實驗。首先對測定細胞增生率，接著以

senescence associated β-galactosidae assay分析癒合細胞之老化現象。並同時以qRT-
PCR測定gene expression與以ELISA 與Western Blotting 測定protein levels。測試項目包

含  1)細胞老化之指標表如 p16, p21, CDK4 與CDK6。2)cytokines 如TGFβ-1。 3)matrix 
protein 如collagen。4) Matrix remodeling markers 如 matrix metaproteinases(MMPs)。5)
Myofibroblast activation markers, α-smooth muscle actin。本實驗更加入單軸向應力為因

子測試細胞於應力環境下之表現。

本實驗發現從受傷韌帶纖維母細胞表現出較老化型態，同時有較高之TGF-β1, collagens、
α-SMA 與MMPs 分泌。單軸向應力，不論在受傷韌帶纖維母細胞或控制組，都會進一步增

加老化狀態與TGF-β1、 collagens、α-SMA 與MMPs 分泌。尤為重要的發現是，細胞老

化與韌帶癒合的關聯在組織切片中進一步得到證實。使用外源性TGF-β1與阻斷抗體，本實

驗發現這些表現型態是被TGF-β1所調控。

本研究提出，在韌帶癒合過程中，TGF-β1所調控的細胞老化型態表現與細胞外基質代謝扮

演一重要角色。

背景

方法

結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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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維修1,2 , 彭國狄1 , 賴麗如2 , 洪千惠2 , 張沛鈞2

Journal of OrthopaedicResearch 2013 Jan;31(1):81-90

韌帶癒合過程中癒合細胞的老化現象
Cellular Senescence Occurring in the Rabbit Medial Collateral Ligament during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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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郁智，李亞昕（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 張毓翰

林口長庚骨科

林郁智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

張毓翰醫師

作者 指導作者

專長/

微創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內視鏡手術
脊椎退化性病變
電腦影像導引脊椎手術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住院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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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oporosis International, February 2015, Volume 26, Issue 2, pp 81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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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罹患髖關節骨折的預後：
利用衛福部全民健保資料庫之研究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 : a nationwide study

藉由衛福部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統計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罹患髖關節骨折的發生率，致死

率以及經過手術之後的相關併發症。

經由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收納從2004到2010之間，罹患髖關節骨折的所有病患。

分析根據美國類風濕性關節炎診斷指標而領有重大傷病卡的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共1,088

位；一般族群患者，共117,129位。我們將兩組病患，經由10倍的配對比較分析出其分別的

發生率，致死率以及相關併發症。

我們分析比較之後，發現以下幾個結論：1.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患，具有較高的髖

關節骨折發生率，約為一般族群的45倍（3,260/100,000person-years: 72/100,000 person-

years）。2.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罹患髖關節骨折的年齡也比一般族群來得早（70.6 +/- 5.3 

year : 76.1 +/- 6.2 year）。3.發生髖關節骨折之後的6個月、12個月累積死亡率，在類風

濕性關節炎的病患中，明顯較一般族群為高（9.47% : 18.47% / 6-month; 8.47% : 13.62% 

/ 12-month）；也比具有類風濕性關節炎但沒發生髖關節骨折的患者來得高（3.24% / 

6-month : 6.16% / 12-month）。4.統計罹患髖關節骨折，經過手術治療後的併發症，類風

濕性關節炎的患者，發生骨髓炎的機會，比一般族群高。

和一般族群的患者比較起來，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患發生髖關節骨折的年紀好發在比較年

輕的時候，而且有比較高的術後死亡率和併發症。以台灣的狀況來說，類風濕性關節炎的

患者，在控制病情時，所使用的類固醇、免疫調節劑和提早發生的髖關節骨折、以及術後

感染率相關。針對這些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及早介入預防跌倒，避免髖關節骨折發生是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目的

方法

結果

討論與結論



林口長庚骨科

李偉群醫師

作者
專長/

外傷骨折治療、兒童骨折治療
兒童先天骨骼異常、腦性麻痺兒童治療
兒童髖關節超音波、
骨骼肌肉超音波、軟組織震波治療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成骨不全（OI）病童常因為股骨骨折及嚴重變形而需要以髓內釘固定骨折或切骨矯正處，然

而此類骨釘常常隨著病童的骨骼生長導致骨釘過短而需要反覆接受手術。為此，目前歐美日

韓先進國家早已使用伸縮式髓內釘以改善此種情況。然而在台灣，過去的數十年皆是以非伸

縮性髓內釘來治療此種疾患，一直到最近經由民間團體努力才能夠引進伸縮式鋼釘。由於非

伸縮性髓內釘最大的問題即是使用壽命偏低，因此本研究目的即是探討髓內釘有無固定到生

長板對於骨釘使用壽命的影響。

回溯型調查4~10歲OI病童1992到2010年在長庚兒童醫院接受股骨骨髓內鋼釘固定手術的病

歷及影像記錄，將所有病童分為A組：鋼釘固定至生長板；B組：鋼釘沒有經過生長板，鋼

釘使用壽命定義為開刀時間至鋼釘穿出股骨或接受翻修手術的時間。

這段期間共有18位病童接受手術。第一次開刀的平均年齡是6.9歲，平均追蹤時間是11.4年。

A組的手術次數共38次；B組的手術次數為23次。兩組開刀年齡無明顯差異。A組的翻修比例

是58%；B組是87%。鋼釘使用超過三年A組是74%；B組是43%。鋼釘使用壽命中位數A組
是80個月；B組是33個月。

如果以非伸縮性髓內釘治療成骨不

全病童的股骨疾患，選擇適合長度

的骨釘固定到生長板，對於鋼釘的

使用壽命有明顯改善，且可明顯降

低再次手術的機會。

介紹

方法

結果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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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偉群，高軒楷，楊文一，張啟仁，張嘉獻

Biomed J Vol. 38 No. 2 March - April 2015

以非伸縮性髓內釘治療成骨不全病童之股骨疾患-固定到生長板的重要性

Femoral Non-elongating Rodding in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 The Importance of  Purchasing 
Epiphyseal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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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漫漫長夜
作者/ 陳○真 小姐

疾病幽影

希望仍在

　　離鄉背井、朋友不多的我，面對疾病打擊只能躲在自己的殼裡療傷，家人朋友一個也不敢找，什麼

也不願意說。生命陷入絕境，上班途中總上演著跳下去或繼續走的戲碼，我想結束的不是生命，而是痛

苦，因為真的好痛，身體好痛，心也好痛……此時，感謝上蒼，讓我記得我仍有牽掛，透過書籍或靈感

在腦中不停跟我對話。

最後，我決定，如果要活下去，就必須勇敢接受唯一的希望與選項－開刀。

　　這是多年來，許多醫生共同的建議，但卻是我難以接受的方式，我逃避退縮不敢面對，總想著一定
還有其他方式可以解決我的病痛。佛家言「緣熟事成」，非得人生窮途末路了，我方能真的鼓起勇氣接
受開刀。

就在數個月前，我多次想過結束自己，這是這念頭次數最頻繁的一年。

　　十多年來看著疾病一步步吞噬我的健康與身體，卻只能坐困愁城、束手無策。曾經希望無窮的青春
年華，就在一次次無法動彈、找不出原因的背痛腰痛中，預告了未來的噩夢。多年後我終於為自己貼上
了一個標籤－僵直性脊椎炎，醫學上沒有立即性致命危險，卻無法治癒的病症。

　　於是，開始了從南到北，從西醫、中醫、民俗偏方、自然醫學等的求診之路，即使耗盡了所有金錢
與心力，依然抵擋不了病魔的侵襲。在反反覆覆的劇痛與緩解中，我生命的時光上演著一齣齣病痛纏身
的劇碼。我總是醫生口中那最「幸運」的一位，嚴重但現有藥物無法緩解，也無法通過衛生署生物製劑
的審核的少數幸運的人。

　　每回痛到不行時，我總告訴自己：「最壞就是這樣了，撐下去！」但事與願違，一次次疾病大浪來
襲時，我無力招架只能任由淹沒……疾病不停地向我叫囂，我只能眼睜睜看著它一寸一寸吞噬我的行動
力。照著鏡中日漸佝僂的身軀，我努力，我掙扎，卻是一籌莫展。多少回我哭著回家，路人的指指點
點異樣眼光，善心人士的關懷體貼，與人接觸時有意無意的表情話語，都再三宣告我看起來有多麼的怪
異、糟糕與嚴重。對一般人而言再簡單不過的動作，卻是我難以承受的椎心之痛。每次站著、坐著、起
立、蹲下，或只是單純的走一步，都是我無以復加的疼痛。我憋著氣，我祈禱著，我愁苦著，我盡力轉
移注意力，卻只能看見病魔的竊喜。多少個夜深人靜，痛到難以成眠，再多的止痛藥也無法舒緩，只能
任由眼淚流乾了，張著眼一夜到天明。

　　與病痛為伍的歷程中，我最愛的登山、打球、跑步、騎腳踏車，甚至只是簡單的散步，都成了奢
侈的夢想。唯一能做的，就是看書。疼痛難耐暗自垂淚時，我跟數百位作者對話，也不停詢問上蒼：
「如果生命是注定的，為何我要選擇這樣的旅程？如果生命與疾病畫上等號，我這身輪迴究竟想學會什
麼？」金剛經說這一切「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可是當苦難如此真實時，我究竟如何能認清人生
的無常？

　　一直以來，我愧對父母家人的期望，愧對心愛的人的付出，愧對醫生的期待，我比任何人都對自己
失望，對不起，我無法成為你們與自己想望中康復痊癒、活力洋溢的年輕女生。

　　書上說：「外面的世界是自己的投射。生命的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我自己招來的。」乍聞此說，
我難以置信，但痛不欲生後，我只能接受與臣服，是我在千百萬回的轉世中決定了這場戲碼，並讓所有
人配合演出，藉此想要療癒自己的靈魂。從前，我祈禱著身體的康復，但現在我渴求著心靈的療癒：
「上蒼啊！請幫助我從這人生大夢中清醒，請幫助我放下抵住自己脖子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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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真 小姐

手術歷程

　　感謝長庚醫院謝邦鑫主任，當我帶著十多年來的幽暗愁苦踏入診間時，給了我安心與似乎可見的
希望，並以笑容與堅定溫暖了我千瘡百孔的心。我當時笑說：「您不只是骨科醫生，更像是心理醫
生。」，而且詳細的手術說明與豐富的執刀經驗，讓我在第一次的見面時，就決定要讓謝主任執刀。
「病患準備好了，醫生就出現了。」我多麼感激出現的是謝主任，因為從他身上，我真的感受到「視病
如親」、「醫者仁心」的仁慈風範。

　　手術前，我努力告訴自己要勇往直前，但腦中盤旋的仍是黑暗與失敗：「萬一接受了手術，沒有改
善怎麼辦？」揮之不去的不安與擔憂無處訴說也不敢透露，我只能祈求著上蒼的慈愛與指引。此時此
刻，除了信任，我還能做什麼？我明白許多的畏懼與煩惱都是自我幻想的假象，黎明前的黑夜更黑，身
心俱疲的我無力再戰，只能接受。露易絲‧賀一再告訴我「要想改變世界，唯有愛自己」，好友也提醒
我要「悅納自己」，我像瘋了似的到處找尋什麼是「愛自己」，因為我真的受不了，但此時內心的罪惡
感與內疚卻陰魂不散，齜牙咧嘴猖狂地說：「我不值得！」
　
　　面對腦中小我無時無刻的瘋狂叫喊，我只能讓自己以更多肯定句來扭轉腦中的想法。當100個1000
個「你不值得」「你很糟」的念頭出現時，至少偶然浮現的1個2個「你可以的」「會更好的」的念頭可
以拯救我。於是，我大量閱讀，並為自己準備好住院與休養期間需要的肯定句或靜心冥想的錄音檔。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手術，我知道我的敵人是自己，是自己腦中的小我，所以我盡量控制自己上網狂
亂找資料，因為我清楚自己悲觀主義的個性，常常只吸收了負面的資訊讓憂慮更深，所以對於手術的疑
惑只詢問醫生、個案管理師。既然相信了，就要全心信任醫生的專業，我不停不停祈求上蒼：「讓我接
受幫助！」個性倔強固執的我，若非山窮水盡，根本不可能如此謙卑，根本不可能願意敞開心門。

　　住院前一天，我發抖簽著同意書，雖然成功率極高，但恐懼死亡之神仍舊氣燄囂張，我整夜祈禱。
對於手術，我不敢通知父母家人，我不想他們擔心。唯一知情的朋友陪著我辦理住院手續。

　　手術前一夜，我一個人躺在病床上，看著露易絲‧賀的書並整夜聽著靜心冥想的肯定句，每當一個
畏懼念頭浮現，我立刻告訴自己一句肯定句，這過程少了掙扎，我也無力掙扎，此時感謝上蒼捎來了篤
信與平靜。因為我明白若非上蒼的鼓勵與指引，我不會有勇氣開刀，既然是上蒼護佑著我，那手術一定
會成功。

　　手術的細節對於第一次開刀的我都是全新且陌生，我將自己交託給謝主任與長庚醫療團隊。我因僵
直性脊椎炎的關係，不適用半身麻醉。

　　躺在開刀房時，我帶著謝主任的從容自信與溫暖笑容沉沉睡去，全身麻醉後的我進入另一個世界。
手術結束後恢復室人員不停喊我的名字，我聽到了卻醒不過來，張開眼又闔上，在夢境與真實中來來回
回，清醒後只感覺包著厚厚紗布的傷口好熱，腳的麻藥還在動不了。

　　回到病房後，因全身麻醉的關係，我睡了數個小時，只有在護士說要吃藥時才勉強醒來。晚上醒來

後，我下床站著，這時距離開刀完也才數個小時，我就可以扶著看護站著。接著，我跟看護說我可以自

己去廁所，但一陣天旋地轉根本走不動，果然麻藥的藥效還在。雖然無法走動但可以站，就像謝主任說

的當晚就可以站了，對此我已經很滿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謝主任就到病房看我，並交代我今天的任務要走到護理站，因為如果沒有任何狀況

的話，明天我就要出院了。我難以置信，因為昨晚我只能站，今早就要走，而且還要走一段距離。但是

明天出院回家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所以我一定要學會走路。在看護的陪同下，我拿著拐杖一步一

步走出病房，繞了整個七樓住院區一圈。當物理治療師教會我如何正確拿柺杖後，除了休息我每兩三個

小時就走一圈，就這樣一天走了六七圈。正如謝主任所說，開刀的傷口並不痛。傷口一直是熱熱的，但

關節並不再像開刀前那種難以忍受的痛楚，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失去多年的輕鬆之感，這是多麼令我興奮

與慶賀的感覺！

　　第三天一早，謝主任確認傷口一切很好後，我辦理出院回家了。難以想像的快速，星期一住院，星
期二開刀，星期三走路，星期四回家，謝主任的髖關節置換技術就是這麼專業且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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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星期後，我拄著伸縮的登山杖，騎機車出門。踩著腳踏板時，傷口很緊移動角度不大，但
是關節並不會痛，我開心著這樣的開始，因為好多年來不曾騎車不痛了。二個星期後，我回到工作
崗位開始整天的工作，前面幾天體力難以負荷，我努力補充營養，也謝謝同事的幫忙與體諒，身體
一天比一天更好。

　　同時，我也決定要動第二次刀，置換另一邊的髖關節。謝主任說可以等我準備好了再換，我也
曾因術後的虛弱徬徨過，懷疑到底是否要在短時間內動刀，但是病魔並不輕易饒過我，當一邊髖關
節終於不痛時，另一邊的疼痛卻日日夜夜憤怒地提醒著我：「別想擺脫我！」。我祈求上蒼為我指
路，賜予我勇氣與祝福。

　　將近一個月後，我回到醫院，接受謝主任為我進行第二次人工髖關節手術。第二次的手術一樣
很成功，復原狀況也很好。也因為如此，我終於敢回家報告父母這個好消息了。那天在車上，我先
在電話中告訴父母開刀的事，他們擔心不已，回家後看到我拄著拐杖邁開腳步，父母親忍住眼淚開
心不已。以前每回講電話父親總哽咽的問著身體好不好，以前每回見面父母總愧疚認為是他們將
我生壞了，他們的愛我無以回報，更難以承受。終於，我們可以換個話題了，我將開刀過程一一說
明，並一再為他們與自己注入強心針，真的不要再擔心了，一切都會越來越好！父母如我一般對謝
主任的專業與照顧感激不已……

蛻變新生

　　迄今，一邊關節置換已三個月，一邊是兩個月，我已經不需要拄著登山杖就可以自由行走，也

可以自由上下樓梯。最令我興奮的是，我竟然可以跑步了。記得那天我在操場散步，趁著周末人

少，內心有一股衝動想要跑起來，我試著跑了幾步竟然可以，於是放膽跑了起來。雖然只是很慢的

慢跑，但我內心激動不已，因為距離上回跑步不知道已經多少年了。

　　隨著肌肉與體能越來越充沛有力後，我內心不再是疼痛難耐的烏雲罩頂，反而常有雨過天青的

平靜，而且我內在那個調皮的小孩終於可以出來玩了。我的行動越來越自在，自由出門自由活動自

由工作，疼痛也大幅改善。當病魔威脅的力道趨弱時，我的心靈對生命也有更多不一樣的體會。這

是一種自由的感覺，一種破繭而出的喜悅……

　　這些日子，感謝上蒼的護佑與引導，感謝幾位知情好友伸出援手，感謝同事們的體諒與關

懷，感謝看護們的細心照料，感謝父母與心愛的人所有的愛與奉獻，更要感謝謝邦鑫主任與長

庚醫療團隊的專業技術與溫暖支持，幫助我重獲新生！回憶過往，我多麼慶幸與感激謝主任的

高超醫術，讓我能有這樣蒙受祝福的時刻！「浴火重生」這看似簡單的字詞，卻要花上十多年的跌

跌撞撞與挫折磨難，才能從我口中說出口。還好，生命尚未結束前，永遠有機會，永遠來得及。

　　狄更斯曾述：「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一直以為自己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

黑暗隧道，經過手術，我終於看見了盡頭的光亮與力量......

參考書籍

　　療癒是一輩子的功課。僅列數本此時我覺得獲益良多的書籍，但這不見得適合所有人的胃口，有時候要等

到時機成熟，我們才聽得進去許多想法。所以請以個人現階段讀得下的書為主，可以參考心靈療癒類的書籍。

靜心冥想錄音檔可以到youtube找尋個人喜歡的。

創造生命的奇蹟　露易絲．賀(Louise L. Hay)
你也可以創造生命的奇蹟　露易絲．賀(Louise L. Hay)
潛意識的力量　約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　　

奇蹟課程　海倫．舒曼(Helen Schucman)

告別娑婆　葛瑞．雷納 (Gary R. Renard)
仁慈：療癒的力量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 Ph.D. )
當和尚遇到鑽石　麥可．羅區(Geshe Michael Roach)
　　　　　　　　克莉絲蒂．麥娜麗(Lama Christie McNally)



告別娑婆　葛瑞．雷納 (Gary R. Renard)
仁慈：療癒的力量　肯尼斯‧霍布尼克(Kenneth Wapnick, Ph.D. )
當和尚遇到鑽石　麥可．羅區(Geshe Michael Roach)
　　　　　　　　克莉絲蒂．麥娜麗(Lama Christie McNally)

 - Easy of Use
 - Comprehensive System
 - Proven Core Technology
 - Successful Clinical History

Advantage:
  6-point star to prevent screw head stripping
  Compatible with Xia 2 
  Monoaxial, uniplanar and polyaxial screws available
  Hooks available
  Optional reduction screw (Suk system)
  Optional cannulated screw (Precision system)
  Anterior spinal system (with sta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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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 3 Spinal System – 
Simplicity with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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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International Chang Gung Knee Course 成果報告

　　Chang Gung Knee Course 於2008年創立，今年邁入第七屆2015年議程。每年針對膝關

節常見的不同問題，由淺入深地做詳細而精闢的探討，獲得與會者熱烈的迴嚮與反應。在前幾

屆的熱烈討論中，包括arthroplasty, fracture, intra-articular soft tissue reconstruction or repair, 
patellofemoral joint的問題，都做了很好的回顧，同時也得到國內外熱烈的迴響。

　　秉持著先前成功的經驗與國內外各位專家教授的支持，今年，我們以What’s New in Knee 
Surgery? 為大會主軸。針對臨床最新的膝關節治療與研究，由軔帶重建、人工膝關節手術新趨

勢與導航機器手臂輔助系統，嚴重粉碎性膝關節骨折第一線的處理到術後併發症的善後，做為本

次大會的主題。由於其治療上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議題與實務處理，大會除了邀集國內各大醫院

的專家學者們之外，並邀請韓國、新加坡、中國與香港此一領域的知名教授與會，加上關節鏡影

片及手術技術分享，困難病例即席討論等議題。在國內外各精英學者的演講之下，與會者有豐碩

的收穫與心得，應用於臨床上治療，造福更多的病患，這也是本大會創立的主要宗旨。

　　本年度之International Chang Gung Knee Course於2015年2月7日，於本院第一會議廳舉

辦。當日除翁文能院長亦是現任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長開幕致詞、陳力輝部長、大會主席

詹益聖主任蒞臨致詞與指導外，並邀請中華民國膝關節及關節鏡學會理事長 潘如瑜主任致詞，

國內各大醫學中心之骨科醫師、護理人員及復健相關科系人員亦熱烈參與。由於應邀之來賓演

講內容精湛充實，且與會之來賓同為該領域具相當經驗者，因此互動與討論熱烈。會中從基礎

作者/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主任  
      詹益聖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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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報到處

(左至右)大會會長詹益聖主任、
陳力輝部長、台大王至弘教授合影



生物力學至最先進之手術技術與成果，皆有詳細與充分之討論，與會人士逾兩百人。對於同一

主題，亦由不同之專家採用不同之治療方法作精彩之比較，加上韓國、新加坡、中國與香港等

知名教授的技術、臨床經驗分析，與會者一致認為收獲豐碩、節目精彩。對於與會所有學員皆

有所穫，讓科內主治醫師操兵演練，推向國際運動醫學舞台；住院醫師與會幫忙及充實最新的

膝關節治療與研究之治療與新知。

　　除了國內各大醫院的髖關節專家外，大會很榮幸邀請來自韓國Kyung Hee大學Kyoung Ho 
Yoon教授、新加坡Tan Tock Seng Hospital  Teo Yee Hong醫師、上海交通大學第六人民醫院 
羅從風教授與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 容樹恆教授。可說是集東亞主要膝關節鏡手術與骨

創知名醫師於一堂，陣容堅強。大會議程的安排也從基本的身體檢查，診斷，影像學檢查，不

同的手術適應症，開刀房的準備，如何避免併發症，與不同診斷的不同種治療，分門別類，詳

細討論。除了講者詳細的準備，清晰的介紹外，另一個會場上的主角就是參與本次大會的會員

們。大會亦精心安排提問者(Facilitator)，針對演講者提出意見與問題，雖然膝關節鏡手術在國

內已發展成熟，但可以看出會員們都有備而來，把臨床常見的疑難雜症趁這個機會與國內外的

大師交流，激起討論的火花，就像跨年煙火一樣，映襯本次大會精采的內容，讓人回味無窮。

　　更感謝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潘如瑜理事長 及
台灣骨科創傷醫學會 李佩淵理事長的大力協助，讓更多學會

會員參與，擴大參與層面，使本大會更加光彩耀眼。

　　在一天精采解豐富的討論之後，晚宴照例在附近的飯店

舉行。大會也感謝與會的四位外賓，特別致贈台灣之光，台

灣形狀的琉璃製品，感謝他們對本會的支持與對本地會員的

教學。彼此的友誼就在美酒佳餚，宏亮的歌聲中建立。雖然

會議只有短短一天，但大家的收穫，不管是在學術上，經驗

上與對膝關節鏡手術的了解上，一定是滿載而歸。讓我們期

待明年度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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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大會會長詹益聖主任、
陳力輝部長、台大王至弘教授合影

與會者踴躍發言

翁文能院長開幕致詞

開會情形

與王俊聞部長(中)合影

陳永仁主任與
上海 羅從風教授(右)合影



2015.2.7  International Chang Gung Kne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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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外邀請貴賓合影

秘書與許維修主任

Coffee Break

詹主任頒發獎狀

韓國 Professor Y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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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2010

長庚骨科通訊粉絲專頁
www.facebook.com/cgmh.ortho

副發行人/ 高雄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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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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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林口長庚骨科　傳遞大愛，「骨」動人生-
領先全球的林口長庚骨骼銀行 獲選「SNQ國家品質
標章」、「2014年度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銅獎！

林口長庚骨科　陳思元醫師
榮獲第二屆亞洲人工關節學會年度大會亞洲論文比賽金獎！ 

長庚骨科通訊自2015年起將改為半年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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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104年度第68次聯合學術研討會

   舉辦時間 : 民國104年4月25日(週六)
   舉辦地點 :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主辦單位 :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
   洽詢電話 : lincheng@adm.cgmh.org.tw；(05) 362-1000 (Ms.鄭)

長庚骨科同門學術論壇

   舉辦時間 : 民國104年5月30日(星期六) 13:30~17:30PM
   舉辦地點 :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兒童醫院六樓藍廳
   主辦單位 : 長庚紀念醫院(含林口、基隆、桃園分院、嘉義、高雄院區)  
                     高雄義大醫院、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台北榮民總醫院、博正醫院
   洽詢方式 : lee415@adm.cgmh.org.tw；(07) 7317123 # 8003 (Ms.李)

秘書與許維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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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維修/ 鄭錦昌/ 馬景侯/ 沈宗頤/ 容志雄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特輯

2015 International Chang Gung Knee Course 成果報告

Xia 3 Spinal System – Simplicity with Options

告別漫漫長夜

11

賴伯亮/ 發展具生物活性與熱敏感性聚合物 - 陶瓷複合材料作為骨替代物

骨科新知

溫馨迴響

活動花絮

NEAR YEAR 2015/ No.20

許維修/ 韌帶癒合過程中癒合細胞的老化現象

林郁智/ 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罹患髖關節骨折的預後：
　　　　利用衛福部全民健保資料庫之研究

李偉群/ 以非伸縮性髓內釘治療成骨不全病童之股骨疾患 - 
        固定到生長板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