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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經歷

專長

陳威志 醫師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系 關節重建科主任

1992 – 1999  中國醫藥大學 醫學系 
2006 – 2012  長庚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2000 - 2001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 住院醫師

2001 - 2005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住院醫師

2005 - 2006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關節重建科 研究員

2006 - 2009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關節重建科 主治醫師

2009 - 2010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關節重建科 講師級主治醫師

2010 - 2014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關節重建科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2014 - 迄今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系 關節重建科 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微創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複雜性人工關節再置換(翻修)手術

人工關節周圍感染及骨折相關手術

骨骼關節生物力學及材料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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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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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第二十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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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 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外傷骨科 研究員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外傷骨科 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講師級主治醫師

學歷

專長

黃毓智 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部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講師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

外傷骨折

長庚骨科通訊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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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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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金獻 醫師

學經歷

專長

義大醫院手外科主任

義大醫院高壓氧治療中心主任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脊椎科臨床研究員

林口長庚醫院脊椎科主治醫師

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臨床研究員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手外科醫學會理事

手外科

一般外傷骨折及脊椎骨外傷

下背痛及脊椎退化骨刺病變



人 | 

物 | 

簡 | 

介

　　義大醫院於2004年4月15日正式營運。於籌備期間，現任杜元坤院長受到義大創辦

人林義守董事長的邀請南下創立義大骨科部，當時剛從基隆長庚外科部長回林口長庚

接任外傷科主任的杜院長就召集了他在林口的子弟兵－起南下，包括有顏政佑醫師(現
任部長)，于尚文醫師(第二任部長)，馬景侯醫師(現任外傷骨科主任)，高逢辰醫師(現
任運動醫學科主任)還有開刀房專責護理師徐德金組長，所以義大骨科部剛成立時的五

位醫師全部出自林口長庚骨科部。

　　義大醫院從當初開始西瓜田旁邊的工地到如今茁壯成為有三家醫院的醫療集團(另
有一家屏東分院規劃中)，當然除了創辦人林義守董事長的高瞻遠矚外，最強而有力的

執行者就是現任的杜元坤院長，從－開始受到林創辦人的邀請成立骨科部，為第一任

骨科部長，三年後升任成為醫療副院長，再三年後正式接任院長，至今更成為醫療集

團的最高負責人，帶領義大醫療—步步的茁壯。義大骨科部後來幾年陸續還有林口長

庚骨科部的年輕新血加入，包括有葉日熹醫師(現任關節重建科主任)，楊士階醫師(現
任脊椎科主任)，吳金獻醫師(現任手外科主任)還有高玉憲醫師(現任脊椎神經微創中心

主任)來一起壯大義大骨科部。可以說義大骨科部是林口長庚骨科部在高雄開枝散葉

的機構。杜院長也常在內部會議提到感謝林口長庚骨科部師長的教導，尤其是現任部

長，施信農教授及前幾任的部長，特別是陳文哲教授。因此義守大學國外醫學系專班

幾年前剛成立時，義大醫院也特別邀請到施信農教授及陳文哲教授南下對這些友邦的

醫學生授課，讓他們感受到一流的老師的教導，也獲得學生一致的好評。所以杜院長

及從林口長庚骨科部轉任到義大骨科部的師兄弟們，一直到現在還是感謝在林口受到

的教導及訓練，尤其杜院長就是在長庚醫院奠下的基礎，再加上他本人不懈的努力，

讓他目前在世界臂神經叢手術居於領導地位，獲得世界手外科學會的認証，特別出

了－本由杜院長親筆撰寫的臂神經叢手術指引專刊。

　　所以感謝施信農教授的邀約，趁此次長庚骨科通訊義大專刊再特別感謝林口長庚

骨科部師長的教導，也希望學弟們好好珍惜學習的機會，跟各位師長學習，加上自己

的努力不懈，將來－定能在各自的領域上發光發熱。

前言

長庚骨科通訊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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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願吃苦，杜元坤院長的大愛人生
Live simply, so that others may simply live.  ~ Mother Ter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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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院長

義守大學醫工系教授

第九屆台灣手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第八屆亞洲太平洋手外科醫學會會長

國際骨外傷協會顯微外科主席

基隆長庚醫院外科部部長

林口長庚醫院骨外傷科主任

手外科顯微手術、臂神經叢手術、

頸椎與腰椎脊柱重建手術、

創傷與關節重建手術、

小兒手指先天異常重建手術

現職

杜元坤 院長

經歷

專長

高雄縣醫師會誌 第34期 2013/4/15 專訪

　杜元坤，出生於台南市善化區，父親是當時有名的律師。身為長

子，從小生活家規嚴謹，得家裡長輩用完餐才可上餐桌進食。小學

時，雖然家中有汽車，父親卻不准他搭車上學，得自行走路去學校；

就讀建興國中與台南一中時，成績名列前茅，父親非但不嘉獎他，反

而要求說：「在這樣的家庭裡沒表現第一，哪有面子呀！」杜院長打

笑著說：「讀大學時，我還曾懷疑自己是不是他生的小孩。」從小看

父親免費為窮人打官司，看母親為窮人家小孩清洗身子，在杜醫師的

心靈裡種下為窮人服務的種籽。



第九屆台灣手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第八屆亞洲太平洋手外科醫學會會長

國際骨外傷協會顯微外科主席

基隆長庚醫院外科部部長

林口長庚醫院骨外傷科主任

手外科顯微手術、臂神經叢手術、

頸椎與腰椎脊柱重建手術、

創傷與關節重建手術、

小兒手指先天異常重建手術

杜元坤 院長

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世界年齡最小接指病人

長庚最年輕外科主任 　　杜醫師在新加坡大學擔任客座教

授，在一次手外科國際醫學會議中，

一個一歲的小孩手指嚴重先天畸形要求

醫治。一位英國教授當場說這麼小的孩

子絕對不可能，杜醫師表明可以做這手

術。接著連續八小時的手術，成功地將

小孩的腳趾接到手指，下午完成時，全

場來自世界各國手外科醫師起立鼓掌致

敬，那位英國教授大聲說：大家在這見

證了歷史，這是世界年齡最小病人施行

此項手術的紀錄！杜醫師被選為亞洲太

平洋手外科醫學會長、國際骨傷協會顯

微外科主席，許多新觀念及手術方法皆

源自杜醫師。

　　醫學院畢業後，進入長庚醫院外科體系，自住

院醫師起鮮少訓練顯微手術，骨科做顯微手術者更

是弱勢族群。杜院長說：「我當總醫師時，有次急

診個案大退骨折、血管斷掉。把骨頭接合後，會診

心臟外科接血管被回拒，再會診整形外科也碰壁，

自己只好趕鴨子上架。自此之後，發願要學會顯微

手術，就不用再四處拜託人。」杜醫師為了練習顯

微縫合手術，在自家頂樓飼養實驗用老鼠，從老鼠

腹大動脈，截肢接動脈到鼠尾巴血管接合，翻閱醫

籍反覆自行練習。他也表示，在主治醫師第二年

時，有同事切除病友下肢腫瘤後照會他做皮瓣手

術。自己也是在膽大心細下，第一次從病友手上成

功地取皮瓣移植到下肢。杜醫師36歲時升任基隆長

庚外科部主任，各次專科主任都比他資參，為了知

識與技術能服眾，只好勤讀每科資料文獻再去各科

參與討論，因此奠定了後來的肋神經抽取術、頸椎

及皮瓣手術等紮實的基礎。

　　杜院長自述就讀台北醫學院時，看過德蕾莎修

女（Mother Teresa）的紀錄片。片中敘述修女被教

會指派到印度教貴族學生英文，德蕾莎修女卻認為

一牆之外的窮人沒人理睬，自己理當要跨越圍牆去

教那些窮人。杜院長語重心長地說：「世界上最可

怕的病就是～病人＂感覺沒人要＂已被拋棄，而德

蕾莎修女的舉動影響我後來志向去做少人要做的骨

髓炎、臂神經叢重建及先天性手指異常重建等困難

的手術。」

　　應林義守董事長邀請下，杜院長回到南部義大醫院骨科服務。各地慕名而來的病友，讓杜醫

師一診300人次，自早上看到晚上9點以後，杜醫師自我挖苦地說：「門診結束得晚、開刀半夜

結束，我幾乎以院為家，每週只回去兩次。」他又說：「我好運啦！做到自己想做的事，開刀是

享受，看著病人一個一個痊癒起來，心裡是很高興的。」除了臨床門診外，杜醫師也身負教學工

作，從世界各地前來學習險為重建手術的研究生多達百餘人。杜醫師對研究員的要求，從一位新

加坡籍醫師Jacqueline Tan來函中可窺知一二，她在信中說道：「你就像我父親一樣，對我生命

有重大的影響。」

世界上最可怕的病　

長庚骨科通訊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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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台灣醫療典範獎

音樂長才～創北醫管弦樂團

　　2012年醫療器材研發

暨骨科及微創手術觀摩研討

會上，為刺激醫療產業研發

靈感，促成南科醫療專區成

為「德國的杜賓根」。杜醫

師從上午9點起，7小時內

連開9台刀，示範神經肌腱

移植等9種不同手術，幾乎

是個人示範教學的極限。杜

醫師也投入醫療器材研發，

他研發的「杜氏鋼釘」，取

代六萬元壹支的進口鋼釘，

並無私移轉業界生產佳惠病

友，至今偕同義大醫療團

隊，已開發出20多種專利

　　杜院長長期投入骨科醫學領域最困難，也最沒醫

師肯從事的「嚴重創傷肢體顯微重建」、「骨髓炎顯

微重建」、「小兒先天手指異常顯微重建」及「臂神

經叢受損的顯微重建」，這些手術的健保給付低，手

術難度高，開刀時間長，且病人多為經濟上的弱勢族

群。30年來，每天競競業業親自為這些病友服務，表

現出的大愛精神，讓杜院長於2012年獲頒「臺灣醫

療典範獎」的殊榮。

　　杜醫師三歲開始拉小提琴，曾參加台南青少年管弦樂團，高中時期獲得全省小提琴演奏冠

軍，大學時創立北醫管弦樂團，更曾加入北市愛樂團。杜醫師在行醫之外，也將音樂帶給病友。

他曾送一把小提琴給腳趾接上拇指的病童，安排並鼓勵孩子學琴，於病童回診時在診間演奏一段

提琴，如此不只重建病童的手指，也恢復病童的自信心。2012年在淡水芙蓉大飯店宴會表演的

自閉兒音樂家李尚軒，會後與媽媽被邀請與杜院長一起用餐而結識。李尚軒媽媽邀請杜院長參加

四月份李尚軒的鋼琴獨奏會，音樂會當天果真收到杜院長送來的花籃，李尚軒媽媽心想，杜院長

公務繁重應該不會來了。音樂會結束，李尚軒與媽媽上台致謝時，卻驚喜地發現院長坐在觀眾

席。也因緣地促成義大醫院在去年六月舉辦一場「星空的鋼琴手音樂會」，將最感動的音樂分享

給病患和家屬。

美國MAYO Clinic的Alexander Shin教授到台灣向

杜院長學習顯微手術（2005)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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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與理想是維持尊嚴的法寶

冥想養生～回饋社會

甘願吃苦～作憨人

　　心中有信仰的杜醫師，強調心理與靈性會影響生

理層次，醫務繁忙之際，以拉小提琴來紓解壓力，用

冥想來放鬆自我及調整步伐。杜院長穿著簡樸，腰身

皮帶還是十年前病友所送，踩著磨損的舊鞋卻捐出

所得幫助孩子們成長，他喜悅地分享：「做好事像刮

鬍子，要天天很自然地成為習慣，久沒刮會面目可

憎。」

　　每兩個月，杜院長會邀請社會賢達人士到義大醫

院演講，與院內醫師分享醫學史、藝術人文等，他

說：「專業與理想是維持尊嚴的法寶，醫師的價值不

是用錢來論斷的！」他也表示最近正籌組醫療團到

印尼、柬埔寨作顯微手術教學，並打算在印尼爪哇

Selabaya建造外傷中心，從頭部、身軀到四肢，也準

備一台電腦斷層儀器要送給他們。

　　「我不願隨浪隨風，飄浪西東，親像船無港我不願做人奸巧鑽縫，甘願來做憨人…」這是

知名樂團五月天「憨人」的勵志歌詞，而在診間從早看診到晚上，有時開刀到深夜卻甘之如飴

的杜元坤院長，正以行動貫徹自己「甘願吃苦」的大愛理念。

杜院長領軍義大醫院研究團隊首次研發出

專為亞洲人設計的專利骨釘骨板

長庚骨科通訊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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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醫院骨科部部長

義守大學物理治療系專任助理教授

義大醫院關節重建科主任

華揚醫院外科主任

長庚骨三科主治醫師

長庚外傷科主治醫師

肩關節手術、關節鏡手術、

顯微皮瓣重建手術、

各式關節重建手術

台北醫學院醫學士

義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

德州聖安東尼奧肩關節鏡進修

(Dr.Burkhart & Dr.Gartman)

現職

經歷

醫學訓練

專長

顏政佑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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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關節手術、關節鏡手術、

顯微皮瓣重建手術、

各式關節重建手術

台北醫學院醫學士

義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博士

德州聖安東尼奧肩關節鏡進修

(Dr.Burkhart & Dr.Gartman)

義大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部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脊椎骨科主治醫師

義大醫院脊椎骨科主任

義守大學國際學系及護理系副教授

義大醫院外傷骨科主任

義大醫院關節重建科主任

各式關節重建手術、

各式骨外傷手術、

骨質疏鬆

顯微手術、手外科、

外傷、關節鏡手術、

關節重建

各式脊椎手術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德國杜賓根(Tubingen)邦立大學附設醫院研究員

國際骨外傷研究學會(AO Trauma)研究員

AO台灣教育委員

AO亞太區講師

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系博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士

日本北海道大學脊椎科研究員

北京大學頸椎科研究員

教育部部定講師

教育部部定副教授

關節重建科 葉日熹 主任

經歷

經歷

經歷

現職

現職

現職

醫學訓練

醫學訓練

醫學訓練

學術

學術

專長

專長

專長

外傷骨科 馬景侯 主任

脊椎骨科 楊士階 主任

長庚骨科通訊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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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醫院外傷科主治醫師

義大醫院運動醫學科主任

義守大學物理治療系專任助理教授

義大醫院骨科部手外科主任

中山醫學大學兼任講師

關節鏡手術、脊椎手術、頸椎手術、

各式關節重建手術、外傷手術

迷你腕指關節鏡手術

手部重建手術

各式脊椎手術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部脊椎外科研究員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部脊椎外科主治醫師

台大醫學院醫學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研所博士

長庚大學醫學士

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內視鏡

中心主治醫師研究員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教育部部定講師

經歷

經歷

現職

現職

醫學訓練

醫學訓練

學術

學術

專長

專長

手外科 吳金獻 主任

運動醫學科 高逢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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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腕指關節鏡手術

手部重建手術

各式脊椎手術

台大醫學院醫學士

中山醫學大學醫研所博士

專長

作者/ 義大醫院 楊士階 主任

　　由於早期症狀及病程不明顯，脊椎感染一直

是臨床醫師在診斷和治療上的挑戰。伴隨著醫療

影像學及檢驗工具的進步，還有脊椎科及感染科

醫師警覺性的提高，我們已經比較能掌握這類疾

病，做出及早有效的治療，避免可能的併發症。

保守治療對於大部份的脊椎感染都有效，手術治

療通常是針對保守治療失敗，脊椎持續變形或不

穩定，脊椎膿瘍，敗血症，或神經損傷的病患。

由於前位手術，後位手術，或合併前位及後位手

術有較高的手術危險性及併發症，早期診斷及給

予正確有效的抗生素治療就顯得更加重要。

　　以往教科書都會建議使用電腦斷層定位來抽

取脊椎感染源的檢體，依據檢體培養的結果再給

予病患正確有效的抗生素，然而細菌培養的成功

率有很大的差距，從36% 到91% 都有文獻報告。

經皮內視鏡切除椎間盤突出減壓已經是一項成熟

的技術，而經皮內視鏡脊椎清創手術則是其另一

種應用，它可以抓取更多的細菌檢體，甚至做感

染源的清創，因此有更高的成功率，避免失敗後

可能要採行的前位、後位、或合併前位及後位手

術。

　　士階有幸在陳文哲教授的指導下進入脊椎次

專科領域，學習很多知識學問及手術技巧。在林

口長庚期間，也在師兄傅再生教授的循序善誘

下，完成了一些內視鏡脊椎感染清創手術的研究

及論文寫作（文獻1、2）。士階南下義大醫院

後，也持續應用這項手術服務高雄鄉親，將適應

症擴展，治療許多原本可能要接受開放性脊椎

手術的病人，並發表相關論文（文獻3、4），

確定其可行性。這些論文都有脊椎相關期刊及

教科書陸續引用，包括最新版OKU Orthopaedic 
Knowledge Update 12。

使用經皮內視鏡進行
脊椎感染清創手術的緣起

　　義大骨科承襲林長骨科的精神，期

望培養教學、服務、研究兼具的骨科醫

師，士階嘗試使用經皮內視鏡清創手術

治療各種脊椎感染病患，並且觀察比較

此治療方式與以往用電腦斷層定位來抽

取脊椎感染源的檢體後給藥，甚至與傳

統前位或後位脊椎手術的差異，及治療

後病患恢復情形，以期以後對於這類脊

椎感染病患治療方式的選擇，提供較為

科學客觀的依據，因而提高醫療品質，

有效解決病患病痛，恢復其健康及重建

脊椎正常活動功能。

References
1.Yang SC, Fu TS, Chen LH, Niu CC, Lai PL, 
Chen WJ.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discectomy 
and drainage for infectious spondylitis. Int 
Orthop. 2007;31:367-373. 

2.Yang SC, Fu TS, Chen LH, Chen WJ, Tu 
YK. Identify pathogen of spondylodiscitis: 
Percutaneous endoscopy or CT-guided biopsy. 
Clin Orthop Relat Res. 2008;466:3086-3092.

3.Yang SC, Fu TS, Chen HS, Kao YH, Yu 
SW, Tu YK. Minimally invasive endoscopic 
treatment for lumbar infectious spondylit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 a tertiary referral center. 
BMC Musculoskel Dis. 2014 15:105.

4.Yang SC, Chen WJ, Chen HS, Kao YH, 
Yu SW, Tu YK. Extended indications of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lavage and drainage 
for  the  t rea tment  of  lumbar  infec t ious 
spondylitis. Eur Spine J. 2014 23:846-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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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橈骨骨折約佔骨骼損傷的8-15%，常因延遲就醫或不當治療，而殘留骨骼變形及功能損

傷。在X光上常呈現變形的角度包括側面照掌側傾斜角、正面照尺側傾斜角，以及橈骨高度的

喪失或減少。由於骨骼變形，因而引發手腕部受力方位改變及功能障礙。使用髓內釘治療急

性遠端橈骨骨折為新近之手術方式；然而對於治療骨折癒合不全的應用，則鮮見文獻報導。

本篇為回溯性病例研究，目的在探討以微創方式進行開放楔形截骨矯形手術，並使用遠端橈

骨髓內釘固定及採取局部骨痂植入的方法，來治療及矯正延遲診斷之骨折變形的臨床成效。

蒐集自2009年到2011年間，共有十六例延遲診斷之遠端橈骨位移骨折；入選條件為關節外骨

折，超過四週以上，並使用髓內釘手術來矯正骨折變形。計有女性十一例，男性五例；平均

年齡61.8歲。自受傷到手術間隔時間為平均10.7週。根據AO分類方式：十例為A2，六例為

A3型骨折。術後平均追蹤達20.3個月，以Mayo腕部功能評估及X光參數來作統計分析。

自遠端橈骨Lister結節尺側入路，縱向切開約兩公分之傷口，進行開放楔形截骨矯形手術；

術中使用mini-C-arm確認，待達成術前預估矯正角度時，先以柯氏針作暫時固定，固定時需

避開髓內釘預計入口。接著由橈側莖突處再行縱向切開長約一公分之傷口，然後由莖突頂

端鑽洞，並進行髓內漸進性擴孔，直到達成適當之大小(圖)。選擇同等尺寸的髓內釘推入固

定，並加上遠端及近端螺釘鎖定。再由骨折處採取局部骨痂或加上人工骨植入開放楔形截骨

處，以填補骨缺損。

所有案例皆達成骨癒合。在功能評估及X光分析

上皆有顯著改善。比較術後最初及追蹤最後之X
光參數統計，無二次位移產生。使用Mayo腕部

功能評分，共有94%患者達到良或優的水平；平

均分數為83.8分。

　　使用端橈骨髓內釘矯正延遲診斷之骨折變形，為合宜之治療選項，無需另處骨移植， 

並具有微創及少有併發症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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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昭宇(Alvin Chao-Yu Chen), Chun-Ying Cheng, Ying-Chao Chou
Journal of Orthopaedics and Traumatology e1-6, 2016; DOI 10.1007/s10195-016-0422-y

Intramedullary nailing for correction 
of post-traumatic deformity in late-
diagnosed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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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方法

手術

結果

結論



　　髖關節翻修手術的需求也隨著手數量增加及追蹤時間拉長而逐漸增加。 

髖關節翻修手術的原因最常見為無菌性鬆動(Asept ic loosening)。無菌性鬆動之

髖臼杯常合併巨大骨缺損。髖臼翻修手術要點為提供穩定的機械支撐(mechanical 

suppor t )及恢復適當的髖臼中心 (Hip center )及腿長。對於活動力較好之病患，

使用塊狀異體骨移植來恢復髖臼中心及提供足夠支撐是理想的目標。另外，

使用異體骨移植重建病患骨本對於將來可能的翻修手術也可簡化其骨缺損的複

雜程度，甚至在未來的翻修手術不需要再補骨。面對巨大骨缺損之髖臼翻修， 

鉭金屬髖臼杯(Tantalum metal, TM cup)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圖1-3)。

 

　　鉭金屬具有以下特點使初期有穩定附著於髖臼之效果：抗張黏著強度(35MPa)， 

髖臼杯不易脫離host bone; High friction coefficient(1.2倍於鬆質骨)，髖臼杯於骨骼上附

著力高。及以下特點使骨內生之速度加快：High porosity(75~80%)，利於bone ingrowth 

and on growth; Adequate pore size (186~574μm)，利於osteocyte長入；Low modus of 

elasticity，利於bone remodeling。因上述特點，即使鉭金屬髖臼杯與髖臼骨接觸小於

50%，2年內的成功率也超過90% 。

作者/ 張智翔 醫師

使用骨金屬臼杯(T-M CUP)治療翻修

人工髖關節的髖臼骨質缺損及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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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髖臼杯鬆動合併嚴重骨溶解，術前X光片判斷為上段段狀骨缺損(superior 
segmental defect)，骨缺損為Paprosky IIIB (migation >2cm, up and in)，
AAOS III(medial cavitary and superior segmental)。 

(圖2)
髖臼的重建利用異體遠端股骨髁重建

骨缺損，最後使用骨小樑髖臼杯(TM 
cup)植入髖臼。

(圖3)
術後一年的X光片發現髖臼杯很

穩定沒有變化，異體骨已和髖

臼癒合。 

從人工關節感染之病患移除下來的TM cup，
可看見骨內生的情形非常良好。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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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雙極性情感疾患(Bipolar disorder)的主要治療用藥，鋰鹽常見的副作用有口渴、多

尿、噁心、腹瀉及肌肉震顫1。其對於骨骼系統的影響則藉由副甲狀腺及腎臟。

　　正常生理下，副甲狀腺素會刺激骨骼蝕骨細胞活化使鈣離子釋放、腎臟之鈣離子再吸收

以及腸道黏膜的鈣離子吸收，整體增加血液中鈣離子濃度。鈣離子再行回饋抑制副甲狀腺素

釋放，即鈣離子鍵結主細胞(Chief cell)的鈣離子感知受器(Calcium-sensing receptor)，活化

連鎖反應減少副甲狀腺素合成及抑制其釋放，以達荷爾蒙平衡。

　　鋰鹽直接作用於腎臟亨耳氏管增加鈣離子的再吸收，也拮抗副甲狀腺的主細胞(Chief 

cell)上的鈣離子感知受器，使抑制副甲狀腺釋放的鈣離子濃度閾值增加，造成即使高血鈣

而副甲狀腺素的合成及釋放增加仍然增加2。鋰鹽也藉由抑制主細胞內肌醇單磷酸(inosital 

monophosphate)造成副甲狀腺素基因持續活化製造2。若患者原有副甲狀腺腺瘤(adenoma)

便因此持續增生2。淨效應即是鋰鹽造成高血鈣及副甲狀腺素濃度上升。蝕骨作用持續進

行，弱化骨骼結構造成骨質疏鬆(osteoporosis)。時間拉長很可能會造成如囊性纖維性骨炎

(Osteitis fibrosa cystica)或是棕色瘤(Brown tumor)等副甲狀腺亢進症相關的病理變化，表現

骨痛(bone pain)、骨骼變形，及病理性骨折(pathologic fracture)。

　　然而此類病理變化在常規鈣離子濃度監測技術發展下在二十世紀後期已顯著減少。此

外，鋰鹽造成的副甲狀腺亢進症或高血鈣的骨質疏鬆等臨床症狀，似乎比原發性副甲狀腺亢

進症來得少3。文獻顯示，約有百分之十的病患使用鋰鹽後會出現高血鈣4。雖然多數鋰鹽使

用之臨床指引至今尚未納入監測鈣離子濃度或副甲狀腺素濃度1，謹慎的監測鋰鹽使用前及

使用時之年度常規監測是建議的1, 5。

　　治療方面，些微高血鈣現象可以密切觀察，嚴重高血鈣則可轉介腎臟科投予降血鈣藥物

或一般外科醫師評估施行副甲狀腺切除手術6。同時可與精神科醫師協商討論，是否減少鋰

鹽劑量，調整給藥頻次，或是停止鋰鹽而給予其他情緒穩定藥物1。對於使用鋰鹽僅表現骨

痛的病患，良好的衛教是建議的。治療病理性骨折時也須將鋰鹽或副甲狀腺亢進症的關聯性

謹記在心。

1.Gitlin M. Lithium side effects and toxicity: prevalence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polar disorders. 2016;4:27.
2.U. Ballehaninna SNaRC. Lithium Associated Hyperparathyroidism: An Evidence Based Surgical Approach. Surgical Science. 2011;2:468-
75.
3.Shapiro HI, Davis KA. Hypercalcemia and "primary" hyperparathyroidism during lithium therap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5;172:12-5.
4.McKnight RF, Adida M, Budge K, Stockton S, Goodwin GM, Geddes JR. Lithium toxicity profil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ancet (London, England). 2012;379:721-8.
5.Shine B, McKnight RF, Leaver L, Geddes JR. Long-term effects of lithium on renal, thyroid, and parathyroid function: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laboratory data. Lancet (London, England). 2015;386:461-8.
6.Szalat A, Mazeh H, Freund HR. Lithium-associated hyperparathyroidism: report of four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endocrinology. 2009;160:317-23.

作者/ 羅濟安 醫師

鋰鹽對骨骼系統的影響



　　亞洲人工關節學會 (Arthroplasty Society in Asia, ASIA) 由前中國骨科醫學會(COA)

理事長王岩醫師於2013年發起，研討會為每年舉辦一次 (2013北京、2014首爾、2015新德

里)，藉由每年的學術研討會提供一個彼此交流、分享經驗的平台。與會成員包括台灣、

美國、中國、日本、南韓、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香港、印度及印尼等國。

議題涵蓋了joint replacement、periprosthetic fracturec和periprosthetic jont infection (PJI)

為主。本次的ASIA在廣州的白雲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並與中國關節外科學術大會(CA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ip and Knee Surgeons (AAHKS)及AORecon Symposium共同

舉辦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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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贊文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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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工關節學會會議心得

1 研討會會場

2 AAHKS研討會會場

　　議程安排第一天為AAHKS symposium由 William J. 

Maloney ( President of AAOS)主持(圖二)，研討會討論主題

深入淺出，來自各國專精關節重建手術的專家學者們踴躍發

言，一同分享相關的醫療經驗與研究成果，讓我收穫滿滿。

在本次AAHKS symposium會議期間很榮幸認識James A. 

Browne (One of The Best Doctors in America in 2013 and 

2014,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Arthroplasty, Associate 

professorr of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chool of Medicine, Division Head of Adult 

Reconstruction) (圖三)，他很年輕而且在學術涵養和風度上非常值得讓年輕醫師們學習與仿

效。在會後抓住時間與William J. Maloney 及James A. Browner 針對hybrid fixation revision 

TKA, modular hip prostheses及TKA for advanced valgus arthritis knee 等議題請教，前後

進行將近1個小時的討論，令我覺得利用參加會議的機會，跟這些reviewer面對面請教，是

很好的經驗，能夠更了解他們的想法和文章的論述對於未來研究方向有相當大的幫助。 



1414
長庚骨科通訊     24期

18

　　在ASIA會議期間，很高興認識來自北京積水潭醫院的周一新教授，他是一位年

輕、學識涵養很好的前輩 (圖七)。本次他演講的題目是針對simultaneous and staged 

osteotomy during TKA in patients with extraarticular deformity，而我的演講則是TKA 

without osteotomy in patients with extraarticular deformity。周一新教授看到來自長庚的

醫師很開心，他謙遜的表示過往向來自台灣的前輩學了很多。從學術 (restoration modular 

stem、periprosthestic bone loss) 聊到出國進修，都不吝嗇與我分享他的經驗和看法。

　　ASIA的主議程安排在第二天及第三天。本次與林世傑醫師(嘉長)、郭峯志醫師(高長)

與盧諭德醫師(高長)，在大會會議期間進行專題報告。這幾年來發表了一些文章後，也開

始參加亞洲和亞太區的關節重建醫學會。藉由國際會議的參與可以提升自己的視野與本身

的能見度，且學術的交流也可不斷精進自己。大會中有許多的日本和韓國的大師及年輕有

為的前輩進行專題演講(圖四、圖五)，我則整合過去5年來針對coronal femoral bowing所

發表的5篇SCI paper進行專題演講 (圖六)。因coronal femoral bowing在亞洲特別多，目

前發現有此變型並發表的國家包括台灣、日本、南韓、大陸、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地，

目前以我發表的文獻最多。因此，會後來自西安的醫師們特地前來告知，我的文章帶給他

們在臨床工作上有相當大的幫忙。

AAHKS研討會分別與William J. Maloney及James A. Browne合影

4th ASIA來自南韓的Prof. DK Bae進行專題演講 4th ASIA來自日本的Prof. Tokifumi Majima
進行專題演講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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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專對TKA in patients with coronal 
femoral bowing 進行專題演講

　　這次和三位學弟前來廣州參加會議，雖然只有短短幾天，但真的不虛此行。不論是在展

現長庚骨科的醫療水準或自身的研究成果上，都使自己的能見度大幅提升。此外，在學術方

面，請教了很多前輩，並觀摩與學習新的手術技術。雖然很多骨材及設備，因台灣健保的因

素，因而讓很多國外廠商沒有引進台灣的計畫，不過在手術細節的改進、觀念的釐清和研究

方向等，對於年輕的主治醫師來說，是非常具有意義的一趟學術之旅。

　　AORecon Symposium安排在第三天的下

午。近一年來，亞洲區的AORecon symposium

皆是由Prof. Michael Huo (Professor of the 

Depar tment  o f  Or thoped ic  Surgery,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所策畫。Prof. 

Michael Huo從小在嘉義縣朴子長大，後來到美

國就學，現在還是regular reviewer of JBJS-Am 

and journal of Arthroplasty。2年前在首爾舉辦的

ASIA研討會經由李炫昇院長介紹而認識，學術淵

博、待人客氣，非常非常具有教學精神。會後和

學弟們向Prof. Michael Huo請教許多問題，相談

甚歡，收穫良多。

ASIA研討會與
北京積水潭醫院周一新教授合影

AORecon會後與Prof. Michael Huo合影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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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是來自韓國的朋友，其餘兩位是隔壁的蒙古國朋友

長庚醫院點滴

作者/ (澳門) 林冠群醫師 Dr. Lam Kun Kuan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已經八年了!

　　8年前出於對骨科運動醫學，尤其是關節鏡

手術的興趣，在舊長官梁福民醫師的介紹下向林

口長庚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申請半年期的進

修，不久之後如願獲得徐郭堯主任批准，開始了

我與長庚的緣份。

　　第一天，自桃園機場坐計程車到長庚後就被

其龐大的規模所驚嚇到，心情有點像劉姥姥參觀

大觀園一樣，下車時竟忘了從行李箱提取行李，

行李裡面有我的畢業證書和衣物等日常生活用

品！幸好當時年青力壯，跑了一百公尺追到那輛

小黃取回行李，隨後入住有＂白宮＂之稱的宿

舍，開始了半年的幸福愉快的fellow生活！

　　長庚很國際化，從宿舍就可以體會到。我的

室友有來自韓國的整型外科醫師和日本的心臟內

科醫師，還有捷克的醫學生，而隔壁房間住的是

蒙古國的醫師。我跟日本醫師特別要好！週末我

和他經常結伴到台北逛景點和吃小吃，對於師大

路上的＂一鴨三吃＂烤鴨店，他尤其喜歡！當我

們正在一旁的公園享用時，一位路過的洪都拉斯

人也被這烤鴨所吸引，我們也很樂意和他分享，

閒聊之中才知道他從台灣回中美洲家裡要耗時24
小時！這個時間可以來回台灣澳門好幾趟呢，想

到這就覺得自己很幸福！

　　除了室友，餘暇時陪伴我的還有＂長

庚湖＂以及湖中的白鴨。每天晚上，我都

圍著這不大的湖慢跑，颱風天也不例外。

比起現在身處的澳門，那湖以及週圍的環

境簡直是舒適的不得了！因為每天的鍛鍊

和飲食控制，半年後離開長庚時我瘦了7
公斤，澳門的同事還以為我得了什麼病。

儘管這麼多年了，優美的長庚湖還一直存

在著我心中！因為有它，就算是一個人孤

寂地跑步也變成了一種享受。

　　在那半年裡，從週一到週五我都認真

地在林口總院和桃園分院手術室裡努力學

習，跟隨著徐郭堯醫師、葉文凌醫師、詹

益聖醫師等多位骨科運動醫學大師學手

術，如沐春風！這裡的手術室宛如活生生

的骨科醫學聖經，甚麼樣的手術病例都可

以看到，實在是太精彩！在這裡每天都是

新的一天，每天都有新的東西可以學習。

只有我不會的手術，沒有我想看而看不到

的手術。科裡每一位老師都是這領域的佼

佼者！只要肯發問，就一定有老師可以解

答我的困惑。所以，在長庚我除了學習手

術技巧這「外功」外，也努力學習老師們

的「內功」，包括學術的以及做人和做好

醫生的學問。雖然他們沒有給我魚，但他

們教了我釣魚的本領，讓我終身受用！回

到澳門後長官說這樣充實的半年學習，比

得上人家到別的地方兩年時間的學習！我

當然同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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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後的今年暑假，我帶著升讀國中的女兒

故地重遊長庚，接待我的雅婷小姐說，多年來林

口長庚各大樓內的環境大致同前。是的，這裡的

環境和以往一樣的美！但我變了，這趟我當了病

人，平生第一次被手術。換過一個角度來說這次

還是在學習，學習當病人！透過國際醫療中心雅

婷的貼心安排下，抵步當天就在舒適的診間由詹

益聖醫師幫我檢查以及安排住院，詹醫師以他精

湛和馳名的手藝，透過微創的關節鏡手術解決了

困擾了我多時的身體不適。隨著手術後當天下床

的那一步，我的心中大石也放下了！雖然手上多

了一雙短期要用的枴杖，但心情卻輕鬆多了！手

術的痛也遠比想像中的小很多。

　　在此感謝長庚骨科所有教導過我

的老師、幫助過我的朋友、照顧過我

的護理人員，也謝謝國際醫療中心人

員的適心安排和協助。

　　這次旅程再度重遇詹醫師、徐醫

師和葉醫師，心裡充滿著喜悅及感

恩！可惜當年很照顧我的蔡旻虔醫師

已去了苗栗未能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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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髖關節鏡實作研習會
Cadaveric HIP Arthroscopy Workshop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
合辦單位：三軍總醫院骨科部/長庚醫院骨科部
時間：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08:00-17:00
地點：國防醫學院 生解教室
名額：6名操作醫師(2人一組，NT$ 30,000/人）3名觀摩醫師(NT$ 6,000/人)
連絡人：鄭月珠03-32810200轉3882
e-mail: mail@taiwanarthroscopy.org.tw; betsyee@adm.cgmh.org.tw

公佈欄

魏福全院士蒞臨演講

吳基銓副部長榮退&歡送袁立仁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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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志/ 黃毓智/ 吳金獻

義大醫院骨科部

前言

甘願吃苦，杜元坤院長的大愛人生

部長簡介

科主任簡介

使用經皮內視鏡進行脊椎感染清創手術的緣起/ 楊士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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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骨金屬臼杯(T-M CUP)治療翻修
人工髖關節的髖臼骨質缺損及重建/ 張智翔醫師

鋰鹽對骨骼系統的影響/ 羅濟安醫師

亞洲人工關節學會會議心得/ 黃贊文醫師

長庚醫院點滴/ 林冠群醫師

Intramedullary nailing for correction of post-traumatic deformity in 
late-diagnosed distal radius fractures/ 陳昭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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