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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醫院自1965年創院以來，提供桃園地區

的病患服務已超過半世紀。歷經醫療環境與

人事的起伏更迭，期間最大的變革乃是1999年為

求提升行政效率和醫療品質，與長庚醫院簽定

「醫療整合暨建教合作合約」，由長庚醫院主導

醫療業務及支援人力不足的專科，並引進長庚系

統的管理、採購和資訊作業。自此之後本院骨科

從一開始張毓翰和李紹信醫師的投入，在趙恩塏

主任(時任醫療副院長)的帶領下，加上李炫昇副

院長、傅再生及詹益聖主任的支援，開啟了骨科

新一代的拓荒史，建構了完整的門急住診醫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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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施麗媛副院長時期骨科陣容

聖保祿骨科

- 大事記 -

骨科手術設備。於此基礎上，洪碩穗、陳俊仰、沈宗頤醫師在葉文凌主任(時任外科部主任)
的提攜下則進入了快速成長期，骨科病人及手術量大幅增加。緊接著在陳昭宇主任(時任醫

療部主任)及施麗媛教授(時任教學副院長)的先後指導下，陸續於任內完成骨科專科醫師訓

練醫院及區域教學醫院的評鑑，並提升了整體的醫療品質。也因為在林口長庚醫學中心多

位主任教授級主治醫師的苦心經營下，醫療技術與設備品質在桃園地區向來有不錯的水準

及口碑。後續在洪偉翔及陳書佑醫師的加入下，目前本院骨科有四位專任主治醫師，皆具

有相當豐富的臨床技術和經驗，且能提供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急診骨折外傷病患無間斷的服

務。

　　本院規模不大，屬小型區域醫院。由於沒有住院醫師，舉凡大小手術及處置，皆由主

治醫師親自操作與執行，且主治醫師須負擔病房夜間假日值班的責任，因此日常工作多以

臨床醫療業務為主。與醫學中心相比，或許我們沒有尖端與專精的設備和技術，也比較沒

有教學研究的壓力，步調沒那麼緊湊，但照顧病患的心依舊，終生學習及自我充實的態

度仍然不變。社區醫院的特色，就是整個醫院像個大家庭般，同事間有如兄弟姊妹般的情

誼，相互間的溝通快速而容易，而與病患間就像親朋好友般的熟悉，常在醫院的各個角落

互道近況與關懷。加上教會醫院的因素，除了希望能提供病患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之外，更

要滿足人性心靈上的愛與關懷。由於現今醫院的房舍老舊及空間壅塞，已無法因應社區的

醫療需求，因此院方已決定於相鄰較大面積的土地上啟動重建聖保祿醫院計劃，冀望能於

四年後完成一所全新的現代化醫院。



葉文凌醫師門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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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斷精進我們的手術技術及照護品質，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骨質疏鬆症

和退化性關節炎將成為社區老人失能的兩大主因，也是我們骨科醫師無可避免需要面

對的問題。如何整合各種治療方式，以提供患者全方位骨骼關節的健康照護，提昇社

區老人的生活品質，將是我們未來發展的主要目標。

2016年目前骨科醫師：洪偉翔，陳俊仰，徐金洲，陳書佑

2006年7月20日 骨震波治療中心開幕

2003年迎新送舊趙恩塏&葉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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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枯燥、煩悶、一成不變的生活，有

時會讓人忘記人生的意義，使人

　　第一次自助旅行是R2的時候，在林口長庚高逢駿醫師帶領之下，四個男生訂了伊

斯坦堡的來回機票就出發了，只決定出發和回來的時間，決定逆時針玩一圈，旅館也沒

訂，沒想到從此就中了自助旅行的毒。第一次自助旅行就這樣玩，其實很緊張，但是高

醫師說：不用怕！我們都是男生，頂多睡車站，難道還怕被雞姦，回教徒不玩這套啦。

其實，我是怕回教徒家裡沙發下都放AK47或是手榴彈，隨時會被＂砰＂掉，個人是比

較怕在土耳其掛掉。

　　過了七八年，依然記得去過一個土耳其人的家裡喝茶的情況，很新鮮也很緊張，土

耳其青年很熱情邀約，看起來也不像是壞人，我們就傻傻的去了人家家裡，聊天後才發

現土耳其的人覺得自己被誤會了，抱怨都是西方媒體一直報導中東很混亂，很窮，每個

人家裡都一堆步槍，看不爽就到處開槍，他們說自己是很喜歡文明安定的生活的。是一

個很開心難得的經驗，過程中我卻是一直在觀察大門口的逃生路線，瞎緊張一場，每次

想到這個就覺得超好笑。

　　Cappadocia是一個地形變化相當豐富的古城，可以搭熱氣球看地形的變化，我們

去的時候是淡季，遊客不多，突然有個當地人跑過來跟我們說話，用台灣腔的中文說：

你們從台灣來的嗎？我之前住台中。大家都嚇一跳，見鬼了！他不止中文講得好，還拿

台灣的醫療無限卡(就是健保卡)給我們看，上面寫“阿泰＂。原來，他之前在台中的餐

廳工作，他覺得台灣的人普遍都很好，但是男人太小氣，他說：台灣男人跟女生出去都

各付各的，我們土耳其男人不一樣，女生的我們都幫忙付，我們比較棒。搞什麼鬼，台

灣男人竟然比土耳其人看扁了。

沒有生活的動力。旅行，不僅可以給

自己不一樣的感受，也可以讓生活喘

口氣，可以和另一半更親密，更可以

讓自己再次充滿電。一起旅行探險的

經驗，途中遇到的困難，路上的美

景，美味的餐廳，都是美好的回憶。

聖保祿醫院骨科/ 陳書佑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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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旅行真的是比較容易吵架也比較有彈性，其中有一天因為大家想去的地

方不一樣，最後只好分成兩組人自己去玩，隔天再到指定地點集合。

　　自從第一次的自助旅行的經驗後，開始愛上自助旅行，它事前規劃比較累，

但是玩的比較深入，可能去的地點比較少，卻是充滿回憶。後來陸陸續續去了西

班牙，法國，義大利，克羅埃西亞，每次都有不同的經驗。在巴黎遇到小偷，皮

包被偷，信用卡被盜刷，前往艾菲爾鐵塔三次，一次都沒上去，因為都在旁邊拍

鐵塔夜景。在南法，遇到一個會講台語的法國男孩，第一句話就是用台灣腔的國

語問我們是不是台灣來的，還說你們聽起來就不像大陸人講的國語，原來他已經

住台南四年了，之前還曾經扛著三太子跑環台，有上過新聞。在羅馬，被民宿業

者騙錢，兩人擠一間單人房，收雙人房的錢。在Napoli，第一次開車在路上沒劃

線的20米五至六線道路，真不知道該怎麼開車，台灣的交通真是好啊！第一次從

國外帶3公升剛榨出來的橄欖油回家，還好沒被攔下來。在克羅埃西亞，第一次因

為取車前沒檢查好車輛，硬是被扣兩萬多塊。很多鳥事都在自助旅行中遇到了，

但是仍然不會減少旅行的樂趣。就是有這些鳥事，才讓旅行更充滿回憶。

　　旅行的意義是要讓我們逃離這個現實的世界嗎？曾經，我認為是這樣的。現

在，我認為旅行就是要體驗更多新鮮的事物，讓生活慢下來，想一想人生的下一

步，常常在地球的另一端，突然就發現上班的不愉悅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身

邊你愛的人，愛她呵護她才是一輩子最重要的事。

長庚骨科通訊     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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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分享  大千醫院骨科/ 容志雄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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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到苗栗，不知道大家第一個印象是什麼？拆民宅的縣長？欠錢的

縣政府？四年前我來到這個地方工作，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

　　當我還是住院醫師時，在長庚骨科這個大家庭的保護下，從來沒有想像過離開後的生

活，更沒想到那一天那麼快就發生在我身上。不過命運的安排也很巧妙，當一扇窗關上時，

另一道門也為你開啟了，在容志雄主任以及科內各位老師的幫忙介紹下，我帶著家人們來到

苗栗大千醫院工作，這個醫院規模雖然不比長庚，開刀房只有少少的七間，儀器也有些老舊

及不足，不過在很多開刀房前輩及同事的幫忙下，我能夠慢慢地適應與融入這個環境。

　　剛來到這裡，主要的病患來源還是急診，不只是各式各樣的骨折，在這裡更常遇見的是

手部的外傷，包括肌腱斷裂，皮瓣缺損，甚至神經及動脈的斷裂等，另外還有困難的感染性

褥瘡，在沒有整型外科醫師值班的這裡往往都要由骨科醫師來處理。在長庚時我們都得到了

很好的骨科訓練，大多數的骨折我們都能處理，但在手外科以及慢性傷口處理的部分則是比

較缺乏的一塊，故建議各位學弟有機會做更廣泛的學習，在長庚這個寶山裡發掘更多屬於你

自己的鑽石，對於未來會有大大的助益！

　　對我來說最難的還是門診，不單單是診斷，如何與病人應對，了解病人真正的需求，如

何把專業的知識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病患了解，這些是我在住院醫師訓練過程中比較缺乏的

一環，而且在地區醫院，在醫病關係緊張的今天更要如履薄冰。除了多參加學術研討會了解

新知以及學習先進們的經驗外，也常常在FB或LINE上即時諮詢一些老師及學長臨床上的問

題，互相交換心得，另外，苗栗的兩位大學長，容志雄以及黃永虔醫師也經常給予我指導及

幫助，身為長庚骨科大家族的一份子真的是非常幸運又幸福！

　　不知不覺來這裡工作已經四年，兩位孩子也從幼稚園顢頇的樣子轉變為現在調皮搗蛋的

小學生，工作穩定後其實陪伴家人的時間還不少，除了值班的日子幾乎每天都能與家人共進

晚餐，很慶幸自己沒有錯過孩子們的成長，更感謝太太的辛勞與支持，讓我沒有後顧之憂。

自從前年蔡旻虔學長加入之後，值班的壓力減輕很多，在工作或是門診排假上也都更順利，

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安排家人的活動，這是我來苗栗後覺得最珍惜的部分。

　　還是要感謝在長庚各位老師們的教導，給了我那麼好的訓練，讓我今天能充滿自信的走

出長庚。在醫學會見到各位學弟優秀的表現時常覺得又是驕傲又是羨慕，羨慕各位還有那麼

多學習的資源，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也期待後進能更加光大長庚骨科。最後如果大家有經過

苗栗，或想採採草莓，都歡迎與我聯絡，來這坐坐，吃吃客家菜，再來聊！

大千醫院骨科/ 范姜治澐 醫師

2016年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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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年我們從林口搬到公館。不是臺北熱鬧的

公館喔，是純樸鄉下的苗栗縣公館鄉。

　　在這之前，我與老婆常在幻想：未來要住在什麼地方？附近有什

麼風景？我們考慮的都是臺灣的東部像花蓮、台東這樣有山有水的地

方，沒想到其實臺灣西部就有，而且交通方便，離熱鬧的都市也不

遠--苗栗縣公館鄉。

　　每天早上，陽光直接照進房間，自然把你叫醒，鬧鐘都不需要。

眼睛打開，只見遠山層疊，穿圳潺潺，一早的視野就是花蓮級的標

準。在沒有值班的傍晚，全家沿著水圳邊散步，吹吹風，看看周圍田

裡作物的生長。現在正是稻子抽穗的時候，綠色的稻浪漸漸轉成金黃

色下垂的稻穗。晚上四周充滿了蟲鳴和蛙鳴。這是從小在都市長大的

我沒有的經驗。

這裡，人與人的互動親近，步調緩慢，多了悠哉散步的閒情。

　　我們夫妻、孩子與狗常常漫步在穿龍圳旁，孩子飛快地騎腳踏

車，看看別人怎麼釣魚，路邊的芋頭又長高多少？稻田結穗了沒？

大千醫院骨科/ 蔡旻虔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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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到土地公廟，三三兩兩的阿公阿婆乘涼聊天，說著我們聽不懂的家話，此時

才驚覺該跟孩子撂幾句台語，快消失於我們家的母語啊！

　　孩子沿著忽上忽下的水泥斜坡，享受著騎車俯上衝下的快感，水溝密佈水蘊

草，用網子一撈都是小蝦子。

連狗兒也在學習跟別家的狗兒打招呼，交朋友。

　　眼前一位阿婆走來，滿手剛採收的植物，好奇心驅使下的我隨意問問「這是什

麼植物啊？」

『香椿！』阿婆說著客語，努力翻成國語讓我聽懂。

『香椿炒蛋很好吃啊！我兒子很喜歡吃，你要不要試試？還有炒肉絲，煮魚湯。』

阿婆真厲害！馬上看出我想跟他要幾支來試試，開心地接受阿婆的好意，我帶孩子

去買雞蛋，老婆則回家查查要怎麼炒香椿蛋。

　　在這裡，有許多田地，有些田地只讓耕

耘機來種完秧苗就沒人整理，田裏有塑膠

袋，垃圾等，稻苗長的瘦長不一。有些田地

有農夫，頂著烈日，整理ㄧ排一排的秧苗，

長出來的稻田翠綠整齊，讓人體會「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的真理。

　　在這裡，有許多風景是看也看不盡，歡

迎大家有空來我家，享受一下鄉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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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 UNEXPLORED ISLAND

Just as I was about to start writing this article, I tried to recall since when and how 
much I knew about Taiwan. As I remember, I was a kid in 1992 when my father 
wanted to replace broken headlight of his car and we went to the mechanic. He 
told us the best spare parts of Japanese cars come from Taiwan, this was my first 
introduction to Taiwan. Till 2010 it remained the only reason, but then during my 
orthopaedics residency days a new implant was introduced in my hospital for knee 
and hip arthroplasty from United Orthopaedics corporation Taiwan. United implants 
did well in the market due to excellent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ice, and this 
ultimately created opportunity for my fellowship. However, till joining CGMH I did not 
know much about Taiwan.

On my way to the hotel from the airport in taxi, although it was night, roads and 
infrastructure looked welldeveloped, much above my expectation. Next day while 
going to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 was highly impressed by huge and modern 
network of roads and overhead bridges all around. At the museum witnessed a rich 
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rt and culture.

I was never expecting CGMH to be this big because my united distributor in 
Pakistan had told me it is 800 bedded hospital.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 3300 bedded hospital with 100 operating rooms, aftershocks were felt in Pakistan 
whenever I told this to my friends back home. Every new day was unfolding facts 
about Taiwan and CGMH. As I was warmly welcomed by Prof. Hsieh in theatre he 
said, well we have 22 cases and 5 operating rooms today you can join anywhere you 
like, again shocked.

作者/ Dr. Tariq Has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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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my fellowship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crub in a 
wide variety of cases, ranging from primary arthroplasties to 
complex revisions, PJI, periprosthetic fracture fixation and 
tumor resection with limb reconstruction. In simple words I 
would say it was a journey through the text book, I witnessed 
practically which I had been reading in current literature. It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for me to get such a huge and 
diverse experience back home in such a short duration under 
one roof, probably it would need 1 year and visits of 2 to 3 
different centres.

I was blessed to have great mentors who always tried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elcomed all sorts 
of questions and effectively answered them.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Prof. Shih who always pushed and encouraged 
me to learn, involved me in his complex surgeries and tried 
to transfer his knowledge. He is a fatherly character in the 
department with a very vast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13

A beautiful man with beautiful smile, Prof.
Hseih, his l ively smile and welcoming 
behaviour worked like a mood elevator and 
energy booster. I had maximum interaction 
with Prof. Chang YH, Dr Hu, Dr Shaun 
and Dr Brian, I am thankful to all of them 
for letting me feel at home and sharing 
their knowledge. I would especially thank 
Prof. Chan for always welcoming me i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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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blessing to be having a roommate especially from India, sharing common taste and 
culture. However, it wa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fellow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had the chance to closely interact with colleagues from India, Jordan, Philippines, USA, 
Italy, Argentina etc. We shared our cultures, went out together many times and cooked 
for each other. It was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CGMH is a favourite destination for fellows 
from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Weekend was fun, going out as a group 
exploring Taipei city and its outskirts. Visit to Yuly was fantastic, it was a rainy day, going 
through the green valley alongside river was exciting. Sighting the beautiful waterfall and 
going up the mountain on cable car was fun, we were enjoying like kids. While during our 
expeditions whenever we needed any help locals were very supportive and cooperative. 

theatre although I was not a fellow of sports 
medicine, beautiful person with amazing skills.

I was impressed by the behaviour of senior 
doctors with junior doctors and nursing staff, 
always smiling, laughing and cracking jokes, 
never witnessed anyone even speaking loudly. 
To me this attitude is reflection of a civilized 
society which believes in equality, tolerance 
and human values. All hospital related staff was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never saw any hassle, 
team work at its best. Nursing staffs were always 
on their toes running around and helping out, 
doing their job with full dedication and sincerity.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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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say Taiwan is an unexplored island, especially for Pakistanis, only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 travelling here for business purposes. Taiwan is blessed with an 
attractive geography, full of greenery and beautiful mountains. People are humble and 
kind. It is an ideal country for tourism, having so many beautiful and well developed 
places to visit.Moreover, CGMH offers a lot of fellowship opportunities, both these 
aspects are unexplored by my countrymen. I wish more people to come to Taiwan for 
fellowships, business, education and tourism.

I am thankful to Ministry of Health,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CGMH 
administration, Prof Hseih, and United 
Orthopaedics corporation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be part of such 
a civilized society and working in world 
class hospital. Andres and Thomas 
(from UOC), thank you guys, for your 
care and hospitality. I am going back 
home with sweet memories related to 
Taiwan and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this beautiful and honest nation.

Long live Taiwan

長庚骨科通訊     23期



16

作者/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    羅濟安 醫師

　　這次有幸參加2016年於韓國首爾舉辦的亞

太區頸椎研究年會Cervical Spine Research 
Society– Asia Pacific section。此次大會的報

名，是由牛自健主任建議，不過4月適逢TMAC
評鑑，主任不能隨行，因此由我獨自忐忑前往將

目前正進行的研究初步成果，呈現在此亞洲頸椎

研究壇的高峰會議。現場不僅骨科醫師，也有神

經外科醫師參與，與各式各樣的主題，豐富著

本次大會的收穫。大會議程分為Basic, Tumor, 
Deformity, Intervention, Myelopathy, Anterior 
surgery, High cervical, Posterior surgery, 
Outcome, Trauma 等等。雖然是亞洲論壇，報告

總數達約兩百組，主要組成是主辦者韓國與強國

日本，而台灣派出的人馬只有僅僅兩組。此一比

較之下，可知亞洲各國家在頸椎臨床治療與研究

風氣的盛行是差距極大的。也推薦鼓勵台灣的學

者參加在日本神戶舉辦的2017年度會議，發揚我

國的手術成效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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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在華麗的飯店地下五樓(a)與
可容納兩三百人的演講廳(b)

(a)

(b)

2016
Cervical Spine Research Society– 
Asia Pacific section



　　筆者報告的題目是手術治療頸椎感染的臨床經驗，早期的診斷與治療是針對頸椎化膿性

感染的黃金標準。手術治療有兩大重點：徹底的清創與缺損的重建。然而，手術的結果即神

經學缺損恢復的關鍵，在於介入的時機：表現後頸部疼痛以及任一神經學缺損後即可早期介

入，而非等待發燒或感染進入中後期抗生素治療失敗後。在大會的所有報告中，治療感染的

議題可說是鳳毛麟角，只有連同中國大陸治療結核菌頸椎感染使用自體骨移植及異體骨移植

的臨床結果比較共兩組。在台下備戰時，前幾個報告者五分鐘的報告之後，緊接著四分鐘

的發問時間，台前麥克風排排站著等待發問的人龍，劈哩啪啦讓台上無法招架的深度研究問

題，讓我默默地在腦海中演練著一幕幕的攻防戰。報告的人必須獨自抵擋所有的問題，對報

告通盤了解，不能像國內醫學會還有老師起身擋箭。直到報告完的那一刻，鬆了一口氣的時

候，才知道大家對於罕見的頸椎感染並沒有想像中的了解。雖然扼腕個案數不夠多來說服現

場的大家我們的治療成果與建議，但也非常珍惜這次寶貴的經驗，將來準備發表論文時增加

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此外在眾多研究計畫與研討會較有收穫的主題感想是:
1.美國正在進行嚴格的系統性研究分析方法，討論一

群可以接受頸椎前位與後位手術的患者，經過隨機分

派之後，接受前位或後位手術的治療成效比較。此種

嚴格科學性的研究精神，是我們時常在以回溯性的研

究分析的應用實證等級所比不上的。

2.日本的學者統計耳鼻喉科的MRI資料庫，排除腫瘤

壓迫等異常情形，當作正常的族群來研究變異的內頸

動脈與脊動脈走向。統計了一千多位病患的資料，告

訴大家變異的動脈走向的盛行率，警告所有要進行前

位頸椎手術的醫師手術可能的血管傷害，影響病患存

1417

筆者演講情形與現場

仁寺洞文化街

會後與現場唯二來自台灣

的大林慈濟的簡瑞騰副院

長合影留念

仁寺洞愛來魔相4D藝術館

活率的併發症。個人認為在我們還在煩惱收錄治療過的個案數不多的情況下，另類簡易又有意

義的研究方法。

3.國外已有Dynamic MRI系統可診斷處於不同姿態下才有神經壓迫的Stretch myelopathy，雖然

時常有影像學與症狀不符的個案，但心中需要多幾項鑑別診斷，某些情況下才會發生的症狀。

2016
Cervical Spine Research Society– 
Asia Pacific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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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    葉祐成 醫師

　　自PGY剛來長庚的第一年起，就很幸運的分到骨科賴伯亮醫師的導生組，在同是台

大畢業的大學長賴教授的指導下，從PGY開始便有幸參與老師在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方面的研究。過去承蒙老師的鼓勵，在骨科醫學會和脊椎科醫學會都有發表口頭

論文報告的機會，也讓自己著實成長不少，而去年年底老師更進一步鼓勵我將老師的研

究成果發表在國際學會上，萬分感謝老師讓我有機會在跟國際大師同個場合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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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Global Spine Congress in Dubai

緣起

　　這是第五屆的Global Spine Congress，過去已在舊金山、巴塞隆納、香港、布宜諾

斯艾利斯舉辦，是由AO Spine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我參與老師有關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的研究共有兩個主題，第一個是Should we resect spinous process as bone 
graft in idiopathic scoliosis surgery，由老師親自報告，另外是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nchor density and the curve correction of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則是我在老

師的指導下上台報告。

 本次會議是在杜拜的Grand Hyatt Hotel舉辦，而我們的主題則是分配在Adolescent 
deformity的session，分兩天不同時段報告。老師報告手術中不將spinous process取下

作為bone graft並沒有減少fusion rate，反而使手術失血量降低，得到在場與會醫師熱烈

迴響，有位英國的醫師在會後與老師深談決定改變傳統作法，保留spinous process和
posterior spinal complex；大會座長在會後肯定老師的手術方式，也對我們的研究結果表

示認同。

　　而隔天我報告有關anchor density跟脊椎側彎矯正率的相關性，在老師的指導之下

也順利完成，而與會者對於我們的指教也在老師的協助下于以答覆，除了主要參加的

Adolescent deformity session外，也有在Adult deformity吸取新知及經驗，收穫頗豐。

會議



　　在與會的滿滿議程之外，也與老師把

握空檔時間，跟在杜拜巧遇的神經外科謝

榮豪學長同遊杜拜。在短短的時間裡，

得到很多文化上的體驗，舉凡當地的香

料市集、黃金市集到體驗沙漠風情的越野

吉普車飆沙、沙漠晚餐及肚皮舞表演，再

到現代奢華的杜拜購物中心、亞特蘭提斯

酒店、帆船酒店及世界最高的杜拜哈里發

塔，可說是多個願望一次滿足。

1419

文化體驗

　　在住院醫師階段便有榮幸參與這樣的國際學會，受賴醫師的幫助甚多，也很高興有機會讓自

己所參與的研究，分享在國際的舞台上。會中聽到來自不同國家不同作法的同時，也能刺激自己

更進一步思考並調整自己的作法，尤其是聽該領域國際大師分享最新想法及Guideline，在台下只

能說是目不轉睛，很想把投影片通通copy回家。

　　很感謝長庚醫院有這樣好的支持，能讓學術的成果持續的在國際交流，更感謝賴醫師從PGY
以來的提拔和鼓勵，在這次國際的學術研討會後，也更激勵自己在往後的醫學生涯中，持續的努

力思考並提昇自己，畢竟世界很大，面臨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多，在杜拜這個全世界載轉運量最

大的機場，各式各樣的人來來往往，希望自己能在坐擁如此寶貴資源的同時，不斷成長並努力回

饋，讓世界增添一些台灣長庚醫院的光彩。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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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宗廷, 戴金龍, 何怡茹, 賴伯亮, 傅再生, 牛自健, 陳力輝, 陳文哲

Effects of Strontium Ranelate on 
Spinal Interbody Fusion Surgery in an 
Osteoporotic Rat Model
文章刊登於PLoS One. 2017 Jan 4;12(1):e0167296

（圖1）實驗設計流程

(圖2) 椎體間融合手術檢體，

         接受三點應力生物力學測試

( 圖3 ) 椎體間融合手術後X光評估

　　骨質疏鬆症是一種影響全世界老年人

的骨疾病，先前的研究已經證明了雷尼

酸鍶（SrR）治療骨質疏鬆症可改善骨強

度，促進骨重建和降低骨折風險，但其對

椎體間融合手術的影響尚未充分了解。本

研究發現，骨質疏鬆大鼠接受椎體間融合

手術後以SrR治療12週後，表現出比接受

相同手術但未用SrR的大鼠有較高的腰椎

骨礦物質密度。此外，組織學和放射線評

估顯示融合處存在更多新形成的骨組織，

並且在SrR治療的大鼠有較好的融合效

果。BMD骨密度，P1NP血液含量，組織

學骨融合評分，SrR含量和機械測試中皆

有顯著差異，證明在椎體間融合手術後，

SrR治療可增加骨強度和骨重塑生長，本

研究提供骨質疏鬆症接受脊椎椎體間融合

手術後，以SrR治療的潛力。



Effects of Strontium Ranelate on 
Spinal Interbody Fusion Surgery in an 
Osteoporotic Rat Model
文章刊登於PLoS One. 2017 Jan 4;12(1):e0167296

1421

學 | 

術 | 

論 | 

壇

(圖4)
椎體間融合手術後檢體，

組織學評估

(圖5)
椎體間融合手術後檢體，

生物力學測試結果

作者/ 蔡宗廷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副教授

專長/
脊椎微創手術、脊椎退化及椎間盤手術、脊椎感染治療、
椎間盤細胞、脊索細胞、幹細胞研究

長庚骨科通訊     23期



學 | 

術 | 

論 | 

壇

22

作者/ 李勝勛, 戴金龍, 陳思元, 張智翔, 張毓翰, 謝邦鑫

抗生素骨水泥在骨科學的應用相當廣泛，包括骨骼和關節感染的預防以及治療都有重要的角色。

抗生素骨水泥有兩個重要的功能，包括它要有好的抗生素釋放效率，另外如果當做關節間隔 
(spacer) 的話，它也必須要有足夠的機械強度。回顧目前文獻並沒有抗生素及骨水泥的『廠牌』

對於抗生素釋放效果及機械強度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是進行體外的實驗，利用四種不同廠牌的抗生素和三種不同廠牌的骨水泥，組合出12
種抗生素骨水泥。此外這12種組合，又依抗生素的含量多寡分為高劑量及低劑量組，分別為40g 
骨水泥中加入4g及 2g的Vancomycin。這幾種組合分別放入PBS溶液中進行抗生素釋放試驗，最

常時間達336小時，當中特定時間點採樣PBS溶液測量抗生素釋放量。此外，這些檢體分別在釋

放前後都測試其最大抗壓力 (ultimate compressive strength)。

無論是在高劑量組或是低劑量組，Lyo-Vancin加在PALACOS骨水泥中可以達到最佳的抗生素

釋放量，而Vanco加在Simplex-P骨水泥中則會有最低的釋放量。在高劑量的組別，最高和最低

的釋放量可以達到4.6倍之多。在機械強度方面，低劑量組別各種組合的差異不大 (釋放後可達

70.31±2.74 MPa ~ 87.28±8.26 MPa)。然而在高劑量組的機械強度，各種廠牌組合的表現不同，

於釋放後可以減少的強度由5% (Vanco加在Simplex-P骨水泥，釋放後為81.10±0.84 MPa) 到38% 
(Sterile Vancomycin加在CMW骨水泥中，釋放後為60.94±5.74 MPa)。

無論是抗生素或是骨水泥的廠牌，都會大大地影響抗生素骨水泥地表現，包括抗生素地釋放量，

以及整體的機械強度。因此，在回顧相關文獻以及作臨床應用時，必須要將廠牌的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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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ution and Mechanical Strength of Vancomycin-
Loaded Bone Cement: 
In Vitro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Brand Combination
含萬古黴素骨水泥之釋放及機械強度分析：

體外實驗探討不同廠牌組合之影響
文章刊登於PLoS ONE 11(11): e0166545. doi:10.1371/journal.pone.016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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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勝勛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專長/
人工關節置換、人工關節感染治療、外傷骨折治療

Elution and Mechanical Strength of Vancomycin-
Loaded Bone Cement: 
In Vitro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Brand Combination
含萬古黴素骨水泥之釋放及機械強度分析：

體外實驗探討不同廠牌組合之影響
文章刊登於PLoS ONE 11(11): e0166545. doi:10.1371/journal.pone.016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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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翁浚睿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主治醫師

專長/
外傷骨折治療、運動醫學及關節鏡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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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翁浚睿, 吳基銓, 范國豐, 曾益全, 李柏成, 黃毓智

遠端股骨骨折的治療臨床上是十分困難的，包括屬於A O / O TA 3 3 - A的股骨髁上骨折

(supracondylar fracture)和AO/OTA 33-C的股骨髁間骨折(supraintercondylar fracture)。標準手術

治療方式為開放性復位和內固定。然而，目前對於最佳的內固定選擇還沒有定論；這篇研究主要

是比較使用condylar buttress plate治療股骨髁上骨折和股骨髁間骨折的臨床結果。

在2004到2008年之間，我們使用condylar buttress plate治療了87位遠端股骨骨折的病人，包括30
位股骨髁間骨折以及24位股骨髁上骨折的病患。我們使用Knee Society Score和Mize criteria來
評估膝蓋的功能和臨床結果。

30個股骨髁間骨折的病人有27個骨折癒合，達到90%的癒合率，而24個股骨髁上骨折的病人22
個骨折癒合，癒合率為91.7%(p=0.68)；然而在股骨髁間骨折的病人中，有16.7%最後產生內翻

(varus deformity)，股骨髁上骨折的病人則沒有內翻的現象(p=0.045)；在股骨髁間骨折的Knee 
Society Knee Score為73.6，股骨髁上骨折為85.5 (p=0.009)；股骨髁間骨折的Knee Society 
Functional Score為62.5，股骨髁上骨折為83.1 (p=0.023)；根據modified Mize criteria股骨髁間骨

折的satisfaction rate為50%，而股骨髁上骨折為79.1% (p=0.09)

使用condylar buttress plate治療遠端股骨骨折，包含股骨髁間骨折和股骨髁上骨所，可以達到很

高的骨折癒合率；然而，股骨髁間骨折有很高的機率產生內翻，反之股骨髁上骨折不會有內翻的

現象；此外，使用condylar buttress plate治療股骨髁上骨折的臨床結果及術後膝蓋功能比股骨髁

間骨折來得更好。

Comparison of supraintercondylar and 
supracondylar femur fractures treated with 
condylar buttress plates
使用condylar buttress plate治療股骨髁上骨折
和股骨髁間骨折之比較
文章刊登於Weng et al. BMC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2016) 1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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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翁浚睿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主治醫師

專長/
外傷骨折治療、運動醫學及關節鏡手術

作者/ 游宜勳 醫師

現職/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專長/
骨盆及髖臼骨折、一般外傷骨折、骨科感染

作者/ 游宜勳, 呂孟嶺, 曾益全, 蘇君毅, 徐永衡, 葉文凌, 吳基銓

分析患有垂直向不穩定薦椎骨折之病患，接

受一改良式經皮下路徑植入腸骨骨釘，進行

腰椎骨盆固定手術之臨床結果。

對於不穩定薦椎骨折手術治療方面，對許多

骨科醫師仍是一大挑戰。在許多的治療方法

當中，腰椎骨盆固定手術可以提供一個解剖

復位以及足夠早期的穩定度，讓病患可以快

速進入復建計畫，早期行走。但由於腰椎

骨盆固定手術的傷口廣泛，尤其是在腸骨骨

釘植入處，往往會有傷口癒合不良以及感染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SI)的情形。

因此，本文章提出另一種植入腸骨骨釘之方

式:  經皮下植入腸骨骨釘，期望減少周圍軟組

織的壓力，進而避免造成軟組織壞死以及手

術傷口感染。

在2012至2014之間，總共有28位診斷為垂直向

薦椎骨折導致不穩定之病患。所有病患皆接

受此改良之腰椎骨盆固定手術治療。28位病

患中，有一位病患發生SSI (感染率3.5%)。所

有骨折皆癒合，而薦椎後突可矯正的角度為

10.5度。有17位病患在手術一年後完成Majeed 
score評估，其平均分數為84.5。

藉由此試驗，在腰椎骨盆固定手術中，使用經皮下之途徑植入腸骨骨釘，可以有效的避免傷口癒

合不良問題，進而減少手術傷口感染之風險，讓骨折可以順利癒合，使病患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Effect of the subcutaneous route for iliac 
screw in lumbopelvic fixation for vertical 
unstable sacral fractures on the infection rate: 
A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分析垂直向不穩定薦椎骨骨折病患接受腰椎
骨盆固定手術中，使用皮下路徑植入腸骨骨
釘之感染率上骨折和股骨髁間骨折之比較
文章刊登於Injury, Int. J. Care Injured 47 (2016) 2212–2217

主旨

背景

方法

結果

結論

1425

學 | 

術 | 

論 | 

壇

長庚骨科通訊     23期



26

2016/11/10
住院醫師

招生活動

郭耿南教授蒞院演講



長庚骨科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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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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骨科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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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耿南教授蒞院演講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　詹益聖副部主任

榮任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年會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Arthroscopy and Knee Society
　
   時間：2017年3月18日

   地點：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第一會議廳

　 秘書處聯絡方式：(03)328-1200 #3882 (Ms鄭)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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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楊士階/ 許喻敦/ 陳銘智/ 高軒楷/ 高玉憲/ 葉日熹/ 戴明勳

友院特輯: 大千綜合醫院 & 天主教聖保祿修女會醫院

聖保祿骨科/ 陳書佑 (P.6)
大千綜合醫院/ 容志雄 (P.8)/ 范姜治澐 (P.9)/ 蔡旻虔 (P.10)

20

蔡宗廷/ Effects of Strontium Ranelate on Spinal Interbody Fusion Surgery in  
                an Osteoporotic Rat Model

李勝勛/ 含萬古黴素骨水泥之釋放及機械強度分析：

        體外實驗探討不同廠牌組合之影響

翁浚睿/ 使用condylar buttress plate治療股骨髁上骨折和股骨髁間骨折之比較

游宜勳/ 分析垂直向不穩定薦椎骨骨折病患接受腰椎骨盆固定手術中，

        使用皮下路徑植入腸骨骨釘之感染率上骨折和股骨髁間骨折之比較

特別收錄

 No.23

14

Dr. Tariq Hasni / TAIWAN AN UNEXPLORED ISLAND (P.12)

羅濟安/ 2016 Cervical Spine Research Society– Asia Pacific section (P.16)

葉祐成/ 2016 Global Spine Congress in Dubai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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