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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重返學生生活

Happy New Year !!

各位長庚骨科同門學友您好:

長庚骨科通訊已經發行滿七年了。

新的一年，祝福各位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林口長庚骨科部　部主任

　　　　　　　副部主任

狗年行大運



學歷

經歷

專長

張世昇 醫師

桃園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1994 – 2001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2016 – 迄今  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2001 – 2002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2002 – 2006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2006 – 2007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研究員

2008 – 2012  桃園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2012 – 2013  美國匹茲堡大學運動醫學中心 
                       (UPMC,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研究員

2013 – 迄今 桃園長庚醫院骨科 主治醫師

肩膝關節運動傷害

關節鏡手術

人工關節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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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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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2001 – 2002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2002 – 2006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2006 – 2007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研究員 
2007 – 2011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2009 – 2010  美國加州洛杉磯 Dorr Institute 骨科研究員

           　　  美國賓州費城 Rothman Institute 骨科研究員

2011 – 迄今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科講師級主治醫師

學歷

專長

胡志堅 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總院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

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

微創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

人工髖膝關節再置換(翻修)手術

人工關節周圍感染及骨骼肌肉軟組織感染手術治療

長庚骨科通訊     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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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鈐 醫師

學歷

經歷

專長

桃園長庚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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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科研究員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骨刺

椎間盤突出

坐骨神經痛

脊椎退化性側彎及脊椎滑脫

骨質疏鬆及脊椎骨折

腰痛及下背痛



徐永衡 醫師

學歷

經歷

專長

林口長庚骨科部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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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長庚大學機械研究所博士班 2010

四肢骨折外傷治療

骨科感染(骨髓炎、人工關節感染)

長庚骨科通訊     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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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從臨床踏入實驗室(from bedside 
to bench)，是在2004年的秋天，記得當時

費城窗外的樹葉已經轉紅掉落，在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擔任research fellow, 開
刀房、病房、與門診事務對於身為外國fellow
的我，只能當袖手旁觀的observer，無法親手

參與。由於在台灣出發前就知道這個學校有

個很強的骨科實驗室，因此跟臨床指導教授

Todd J. Albert (fig1)要求每週到實驗室學習。

當時骨科實驗室負責人為Irving M. Shapiro教
授(fig2)，他帶我到一個年輕的印度裔助理教

授辦公室，就是Dr. Makarand V. Risbud (fig3) 

　　Mak (Dr. Makarand V. Risbud私下的稱

呼)是位非常聰明的博士，講一口我剛開始聽

不太懂的印度腔英文，有非常多的idea，但

他那時年輕沒有很多資源，也沒有博士學生

幫忙。剛好我當時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完成

研究發表論文，動物手術對我而言是輕而易

舉，且細胞培養的無菌觀念也不成問題，因

此我們一拍即合，如魚得水。

　　後來女兒出生、做完月子、家人回台

灣，我更能全心在美國完成研究。經過陳文

哲教授 (fig4) 的支持與同意，Mak多留我在美

國一年，成為Jefferson University領美金薪

水的正式研究員。當時無論是平日、假日、

甚至聖誕節，總是第一個到實驗室，晚上最

後一個離開，一心只想趕快完成，早點回台

灣。當時在Mak的脊椎實驗室同時進行多個實

驗，總算在隔年十月研究告一個段落回到台

灣，也發表了四篇第一作者及一篇共同作者

的A級論文。(註1)

　　回到長庚立刻回復往常的臨床工作：病房、

手術、與門診。回想起來，在美國兩年的努力似

乎已經與回國當時完全脫節與停頓，因此決定回

到長庚大學就讀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至少能

讓在美國學習兩年的研究有所延續。

　　博士班畢業的標準是學分修完，發表兩篇

以上的A級研究論文及完成博士論文。這幾年期

間，奔波於學校與醫院，白天當老師教住院醫師

開刀、晚上當學生到學校上課，除此之外還要

和學生一樣面對(應付)考試。還好學校老師多能

體諒這些年紀或許比他們大的學生，考前＂適時

提醒＂，總算能完成學分。基礎研究的論文(註
2)，也在蘇中慧教授的指導下完成。最後發表博

士論文--椎間盤細胞退化的基因表現，經過王馨

世所長、陳文哲教授、蘇中慧教授、蔡七女老師

與陳世豪主任等五位委員的口試，總算順利畢

業，拿到醫學博士學位。

　　跌跌撞撞，自我摸索了這幾年，還好遇到

許多貴人與師長幫忙，最大的收穫並不是PhD頭
銜，而是這學習的過程。希望對於未來有志於此

的學弟妹，我能以個人微薄的力量給予幫忙，

對於想踏入研究領域的年輕醫師，能以個人的經

驗，減少其摸索的時間，讓長庚骨科的研究潛能

發揚光大。

脊椎科/  蔡宗廷醫師
From Bedside to Bench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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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經過十二年後(2017年)，臨床指導教授Todd J. 
Albert(左一)應邀到台灣演講，對當年台灣來的
Research Fellow依然印象深刻。(後面為101鼎
泰豐小籠包)

Fig2 
Jefferson University骨科實驗室負責人Irving 
M. Shapiro教授(中)與助理教授時期的Mak (Dr. 
Makarand V. Risbud左一) 2005年合照

Fig3
2005年Mak(右二)與當年帶領的國際雜牌軍(左起: 土耳
其，印度，台灣，義大利)在小小的實驗室合照，現在
Prof. Makarand V. Risbud已經是美國知名的脊椎基礎
研究教授

Fig4
2005年10月在費城美術館前與陳文哲教授合影，身上
球衣為當年美式足球進入總冠軍賽的費城Eagles球隊

(註1) 在美國Jefferson University骨科實驗室以第一作者發表的論文
1. MEK/ERK signaling controls osmoregul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of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by  
     transactivation of TonEBP/OREBP. Journal of Bone Mineral Research 2007 (IF: 6.284)
2.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 maintains the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of culture expanded nucleus pulposus  
     cells in vitro: implications for cell based transplantation therapy. Spine 2007 (IF: 2.499)
3. Galectin-3 expression in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a useful marker of the notochord phenotype? Spine 2007 (  
     IF: 2.499)
4. TonEBP/OREBP is a regulator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 function and survival in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006 (IF: 4.125)

(註2) 長庚大學就讀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時期的基礎研究論文

1. Increased periostin gene expression in degenerative intervertebral disc cells. Spine Journal 2013 (IF: 2.962) 
    林口長庚醫院SCI優秀論文榜

2.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in degenerative nucleus pulposus with diabetes.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2014 (IF: 2.692)
3. Increased sulfatase 1 gene expression in degenerative intervertebral disc cells.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2015 (IF: 2.692)骨科醫學會優秀論文比賽基礎類別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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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邱醫師目前就讀於長庚大學

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想趁這個機會為

各位介紹重回學校的心路歷程與此學程的

特色。因為我在sports fellow的訓練後，

主要以關節鏡手術為主。大部分的關節鏡

手術都是為了修補或重建肌腱韌帶，骨科

醫師的角色就是要把肌腱韌帶縫的又穩又

緊，提供好的初始生物力學強度，避免過

早鬆脫斷裂。但手術的成功除了一開始要

有強壯的固定外，主要還是要靠肌腱韌帶

與骨頭的癒合。因此，目前越來越多關注

放在如何增加肌腱韌帶本身的生長，與肌

腱韌帶跟骨頭間的癒合。

　　有許多文獻在探討這方面的問題，不

外乎使用不同的復健方式，比如說肌肉訓

練，拉筋伸展等等。或是不同的機械力

量刺激，比如說超音波或震波。比較流行

的也也有注射不同的藥物，比如說生長因

子，幹細胞，高濃度血小板血漿等等。不

過目前的問題是，這些治療目前尚未最佳

化。因為不同的疾病相關組織往往有不同

的疾病分期（比如說不同程度的肌腱斷

裂），而治療的劑量與時機等等往往也還

沒有標準化。當然，使用傳統方式還是可

以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兩邊的變數太大，

若要做到精準的對照與篩選出最佳治療將

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世界上有許多機構嘗試解決這個

問題，包括許多醫學工程學系，骨科

也有許多同仁已經在進行一個就讀的

動作。因緣際會發現長庚大學有開設

醫學工程博士班學程。主要分成四大

領域。生物感測，功能性醫療影像，

組織工程，與輔助科技研究領域。以旋轉肌腱手術來

說，這四個領域對病患的癒後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幫

助。生物感測領域，可以讓我們知道在手術後，若想

要提昇骨頭與肌腱韌帶縫合處的癒合，我們可以利用

生物感測的方式找出最佳治療組合。術前診斷與術後

追蹤，除了功能量表之外，往往需要非侵入性的的功

能性醫療影像協助我們判斷癒合的程度。當肌腱斷裂

的太過嚴重，即使縫合的很強壯，再斷裂的情況也可

能高達九成，所以若能利用組織工程製作出新的肌腱

或韌帶，就可以避免目前臨床上取用自體韌帶等等

的風險。最後，我們需要個人化的復健訓練與保護方

式，此時輔助科技研究領域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開發個

人化的輔具，以及讓我們知道不同時期的最佳復健方

式。因此，我認為就讀此醫工學程，應該對於我的病

患會有幫助，因為我們可以經由各位科學家的努力，

達到診斷，治療以及後續復健的最佳化。

　　我的老師是醫療機電所的李健峰副教授，分別在

澳門，香港，台灣與北美接受教育訓練。他的專長是

微小型機電設計（跟微創手術也可比擬）。他可以使

用電阻量測的方式，在不傷害細胞的情況下，即時測

量細胞的生長情形，比如說不同抗癌藥物對癌細胞的

作用。也可以把免疫染色的檢測方式做在紙上，如此

可大大增加效率與降低成本。另外，他還設計了利用

運動醫學骨科/  邱致皓醫師 重回學生生涯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7



機械力或電力刺激細胞生長分化的機械。因

此，我認為加入李老師的實驗室，可以利用他

的專長，設計特殊機器，協助我們找出對治療

肌腱韌帶最佳化的治療方式。

　　我在2 0 1 4年入學，當時靠初學者的運

氣申請到科技部新進人員研究計畫（MOST 
103-2218-E-182A-003 即時監測與最佳化人類肌

腱細胞生長環境）。之後在李健峰老師與陳昭

宇主任的協助下，感謝醫院研究計畫的後續支

長庚骨科通訊     25期
4

持，陸續有些實驗結果與論文產出。朝我們一開始設立的目標，也就是利用微機電設計的幫

助，嘗試找出肌腱韌帶治療的最佳化。目前隨著實驗順利進行，我們團隊也有後續國家科技

部計畫的支持（MOST 106-2314-B-182A-028 - 電磁與高濃度血小板血漿導引脂肪基質血管細

胞群分化平台設計協助肌腱韌帶細胞生長與臨床應用）以及產學合作的申請。期待能夠迅速

有效率的達成目標，嘉惠病患。同時，也歡迎志同道合的同仁加入我們的團隊，一起趁著＂ 
第二次機器時代：智慧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的工作、經濟與未來？＂利用各位的巧思以及李老

師強大的研究能力，設計不同種類的微型設備，增進我們的治療方式，開創醫療藍海。

紙上免疫染色檢測 不同細胞接受電力與機械力量刺激

使用電阻量測細胞生長分化情況

李健峰老師實驗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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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醫學院畢業後，我已經離開學生生活十多年了，在熟悉的脊

椎臨床醫療領域裡，跟著老師及學長的教學， 有著自己的一套醫

療處置，在面對病人家屬間的醫病關係也越來越上手了，在空閒之

餘，我也常到各地參加workshop，吸取新的知識及技術。其中最讓

我有所改變就是在2014年底參加APOA travelling fellowship 參觀新

加坡、泰國及東馬沙勞越等十多家醫院，到處演講也聽了不少別人

開刀經驗。在這之中有位韓國來擁有Ph.D.資歷的醫師，從他精湛的

演說中，我看到大家對於他所說的一切，都是很信服的！讓我不得

不覺得自己是否該去進修?要讓自己的演說更有內容也能有學歷的支

持。在我回國後，我毅然決然的往博士之路前進。

　　一般大家進修都會選擇與自己行業相關，我也不例外，所以一

開始我先尋求科內前輩們的意見，賴伯亮主任給了我很多的建議，

比如要怎麼找指導教授、有甚麼資源我可以運用，這些都讓我在報

考博士班中有很大的影響，最後經過骨科學長的引薦，認識了台大

脊椎科/  謝明凱醫師

重返學生生活 -
台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博士班進修

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 國內螢光豬及螢光鼠權威- 吳信志博士，在與吳教授面對面詳談後，發現吳教授

現在所做的研究，跟我可以運用的臨床及技術息息相關，且與吳教授的理念相當，相談幾次後，老

師不嫌棄，願意收我為生物科技所博班生，因此在2015年9月開始重返學校生活。

　　剛開始要兼顧學校和醫院兩邊跑真的是蠟燭兩頭燒生活，的確遇到時間不夠用的問題，因為只

收一般生，我必須犧牲掉自己看診跟開刀的時間，來和大家一起修課，幸好當時我的老師陳文哲教

授很支持我進修，其他的學長及學弟們也很願意幫我處理醫院臨床上的事務，才讓我能無後顧之憂

的開啟博士班的生活。生物科技所下分為三組，分別為動物、植物及微生物，我當然選讀與人有

關的動物所，本以為拿20年前高中生物課本來讀一讀就夠了，大不了再加上大學生理組織胚胎應

該也可以應付，想不到 epigenetic 的第一堂課老師全程英文介紹完人及鼠胚分化轉殖，複製動物

應用如iPS，SCNT(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後，讓我一頭霧水，課後老師給了我一篇文章

(Deterministic Restriction on Pluripotent State Dissolution by Cell-Cycle Pathways. Cell， 2015 Jul 
30;162(3):564-79.)請我下周講解給同學聽，我永遠不會忘記那篇文章，原本在準備醫院報告如魚得

水的我，卻因為這篇文章熬夜好幾個晚上，重點是花了整晚的時間才搞懂一張表，結果文章內有七

張表，每張表又有另一張大表來解釋為什麼有這張表，我第一年就在microRNA，siRNA，RdDM，

DNA methylation，NGS，histone modification ，chromosome remodeling 這些理論中度過，第二

年直接跟筑波大學及大阪大學聯合視訊課程，觀看日本學者怎麼做研究，我在這個課程裡日本教授

給了我很多很清楚的概念，他們的教學化繁為簡，深入淺出，讓我收穫不少。在博士班的課程中偶

爾也需要與中研院老師們開會，內容常常讓我鴨子聽雷，上起課來很吃力，但往好處想原來我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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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漸漸讀得懂impact factor 15 分以上的文章。在

第一堂bioinformatics課程上老師問我:「這位同

學！你知道Sanger sequencing怎麼做嗎?」我當

然一問三不知， 接下來他說我認為你要先修完生

物技術操作才有資格讀我們所。我知道修這些學分

真的不能混，一定得戰戰兢兢的把課程讀熟，雖然

剛開始就遇到了一點小挫折，但我不會因此而放

棄，會越挫越勇的！ 醫院臨床忙，是你家的事，

沒人逼你來讀書！ 我在這兩年靠著瑣碎的時間修

滿了20個學分，今年3月時也順利通過資格考筆

試。

　　因為臨床工作關係，吳教授每年都會分配1-2
位大學部及碩班學弟妹來協助我，同時也引導

我給他們研究題目，台大學生真的很認真的，尤

其上大學還願意進實驗室，每個人都有出國留學

的目標也願意為將來做好準備，很感謝老師及學

弟妹們在豬舍，兔房，鼠房的管理及維護，在研

究計畫的novelty ，significance，及experiment 
protocol，data acquirement ，extraction ，
prediction 著實讓我費心，幸好賴伯亮主任伸出

援手，出借我幾位助理，補足我在實驗經驗不足

的方面，至少 lab meeting 時不會讓學弟們看不

起，要能在實驗室裡豎立起大學長的地位，並不

是靠著博士班的頭銜就行，還必須要充實自己的

專業能力，且在研究上要能解決學弟妹們遇到的

困難，才能讓他們打從心底佩服你。我最常回答

學弟妹一句話:「我回去再找找資料；下週再給你

們答案！」等下週開會時我先回答上次的問題，

接下來才換他們報告。像是細胞解凍及繼代培養

情況，螢光FACS data，MTS survival analysis 
，如果有疑問不理解的地方，可以一起討論。

只想丟個題目就想得到結果  不只學弟妹們不會

重返學生生活 -
台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博士班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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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種源幹細胞在螢光豬
上的表現

大家猜看看哪一頭是紅螢
光豬？ (答案在：蹄)

在今年升博三的成果發表
中獲得優勝(Combination 
of BMP-2 and gelatin 
sponges as a gene-activated 
matrices for pre-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由劉嚞睿所長
頒獎 ，同時感謝賴伯亮教授及
吳信志教授的指導。

服你，自己也成長不了！在管理實驗室方面，

只要有人多就會有相互競爭會比較，如何維繫

實驗室成員的向心力與情感！要有賞有罰，使

他們不要分小團體，也成了我的重要課題，幸

好目前實驗室的氣氛很歡樂，大家凝聚一心為

研究努力向前。

　　在這兩年的博士班課程真的很辛苦，在學

校方面除了要修課程學分又有實驗室的研究要

兼顧，而醫院有門診開刀及開不完的會，在我

的人生中每一個階段總是會有新的挑戰，我常

常真的累到想放棄，逃離這一切，幸好有施信

農部長的鼓勵與支持。也感謝賴主任在我困窘

時給予我相當多資源讓我運用，在這些人的幫

助下，我會繼續努力！希望自己的努力都不會

白費，能順利完成博士學位的。

10



Ｄ Ｅ Ｆ

Ｃ

　　病人是一位66歲中年女性，身體質量指數為33.3(身高150cm，體重88kg)，身材屬短小肥胖型。病

患主訴從大約一年前開始有右側膝蓋疼痛的問題，主要疼痛點靠近內側，在運動或長距離走動後會有較

明顯之痠痛感C；保守治療症狀無法改善，因退化性關節炎(圖A)，外院建議做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

圖B為術後之Knee AP+ lat view，病患之後也從該醫院順利出院。

with fibrotic change. 我們使用United PSA system做revision TKR，矯正implant 位置.另外，為了矯正

patella tracking，我們也施作patella lateral release，並在大腿內側做extensive soft tissue release後以

non-absorbable material做suture(如圖H)。傷口縫合後術中測試patella tracking良好，故不需使用石膏

或其他護具保護。病患在手術隔天已用四腳拐行走，並於術後第四天順利出院。

　　與病患及家屬討論後，

我們安排了全膝關節再置換

手術，術中照片如圖G，可

以看到 t ib ia l  p late的位置與

標準位置約有20  degrees的
internal rotation malposition，
另外術中還發現之前media l 
ar throtomy的切口破裂未癒

合，vastus medialis retraction

　　但在回家數天內，病患在沒

有創傷的情況下經歷一次極為劇

烈的膝蓋疼痛而緊急被送往該地

區醫院，X 光片檢查結果為髕骨脫

位(如圖C)，因此病因病患被安排

住院並施行再次手術(精確之手術

內容無詳實記載，但應該為 local 
debridement and suture)

　　但髕骨脫位之情況持續發生，甚或發生膝蓋脫臼的情況

(如圖D)，總共施行了3次(不含primary TKA)手術後，地區醫

院之醫師以long leg cast包覆右下肢並轉診至本院(如圖E)，
門診身體檢查發現病患膝蓋變形腫脹且無法彎曲，因為懷疑

膝蓋脫臼造成其他韌帶損傷，我們安排了 Knee Stress view 
發現病患有 Valgus instability的情況(如圖F)。所以此病患的

impression為

作者/ 楊正邦醫師

髕骨股骨關節不穩定, Patellofemoral instability

141411

Ａ Ｂ

1.Status post right TKR, with patella chronic dislocation
2.Valgus instability

　　總結這位病患有兩個原因造成patella chronic dislocation，第一:implant malposition，第二: soft 
tissue imbalance，根據AAOS在2014年發表在JBJSA的review article[1]， 在TKA術後常見關於extensor 
mechanism的問題發生機率如下:
• Patella tendon disruption(<1%)                         • Quadriceps tendon rupture(<0.1%)
• Patella crepitus(0-25%)                                     • Periprosthetic patella fracture(0.68-5.2%)
• Patellafemoral instability(1-12%)                       • Osteonecrosis of the patella(1.4%)



1414

平時習慣的 tibial plate 中心點

12

可以看到patellafemoral instability為第二常發生

的問題，病患常見的症狀為anterior knee pain，
patellar malpositioning during knee motion，
以及acute subluxation or dislocation event； 
除了standard anteroposterior，lateral，and 
Merchant view 外，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對於診斷femoral& tibiaimlant positionl 
Malrotation是比較精確的檢查方式.不管是2D或
是3D CT，都有許多論文題到如何判別implant 
position。如MGH 的Dr. Rubash就有在1998年
CORR提到要如何以CT scan來判斷femoral 以
及tibial component的位置[2](如圖I) 

　　大約有四個因素會造成pate l la femora l 
instability(如表A)，以patella component來說，

可能發生inadequate resection，oversized，
implant lateralization的問題，大多情況都需要

做implant revision；而femoral component方
面，Internal rotation，medialization，oversized
都會造成pate l la的不穩定，也需要 imp lant 
revision來解決，要避免femoral malposition，
在第一次手術就要按照standard landmark做好

component rotation(圖J)；tibial component若
有internal rotation 或medialization都會造成過

大的Q angle並產生patella instability(圖K)；最

後一個是soft tissue component，大部分為tight 
lateral retinaculum，安排lateral release可以解

決此問題。

　　關於soft tissue component另外的問題， 
就是medial capsular repair的技巧，這位病人

第一次手術後可能也因為capsule repair不完

整引發日後的結果. 而在capsule repair方面， 
Campbell 13th是建議在90 degrees flexion做縫

合以到最佳的tension。

Ｉ

　　經過這位病患的經驗，我們

知道total knee replacement後發

生patella dislocation常見原因為

implant malposition 及 soft tissue 
imbalance造成。，但經過明確的

診斷，我們可以revise implant改
善malposition的問題，並做medial 
plication and lateralrelease來改善

soft tissue imbalance的問題。但

回到最初，一個standard，仔細的

primary TKA就能避免病人術後的

不舒適及可能的complication. 並
且， 在patellafemoral instability 的
病人，我們要針對patella/ femoral/ 
tibial/ soft tissue 四個component做
評估，來決定解決的辦法。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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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Optimizing femoral component rotation in total k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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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骨幹在冠狀面的彎曲變形  (coronal 
femoral bowing deformity) 在亞洲地區是一種

相當常見的型變。這種型變的原因目前認為

是與骨軟化症 (osteomalacia) 和骨質疏鬆症 
(osteoporosis) 有關。股骨幹在冠狀面的彎

曲變形常見於年老且身高較矮的婦女。根據

文獻資料，這種型變不僅是在台灣，包括日

本、韓國、香港、中國、新加坡及印度等地

也都有相關的文獻發表。

　　股骨幹在冠狀面的彎曲變形對外傷骨折
及膝關節置換等的治療影響很大。這種型變
在病人的外觀上並無法察覺，需要在「站立
的全下肢X光 (full-length standing scanogram 
of the lower extremity)」下才會發現。在外
傷骨折的治療方面，骨軟化症和骨質疏鬆症
容易造成固定器的不穩定。在治療股骨幹骨
折時，冠狀面彎曲變形的病人使用髓內釘 
(intramedullary nail) 固定會導致骨折斷端的
間隙變大以及手術後雙側下肢不等長。若使
用鋼板來固定，冠狀面彎曲變形也會造成鋼
板無法伏貼在股骨上而造成鋼板過於突出，
不僅造成病患不適甚至會造成固定失敗。

　　在治療因骨質疏鬆症藥物導致的非典型
股骨幹骨折 (atypical femoral fracture) 也有
相當影響。一般的非典型股骨幹骨折是在股
骨轉子下的區域 (subtrochanteric region)，而

冠狀面彎曲變形的病患則會因應力集中在股
骨中段的前外側處而使得非典型股骨幹骨折
發生在股骨中段。 由於非典型股骨幹骨折與
一般發生在股骨幹中段骨折的治療策略上不
同，因此非典型股骨幹骨折發生在有冠狀面
彎曲變形的病患上時容易因為誤判成一般的
股骨幹中段骨折造成治療上的錯誤。

　　近年來許多文獻探討股骨冠狀面彎曲變
形對人工膝關節置換的影響，此種型變會導
致外翻矯正角度 (valgus correction angle) 
變大進而影響人工膝關節術後下肢的機械軸 
(mechanical axis) 以及人工膝關節的使用年
限。 在股骨冠狀面彎曲變形的病患進行人工
膝關節置換時可藉由「站立的全下肢X光」
來提供手術醫師在手術前做充分的術前計
劃。根據病患的情況利用骨髓內切骨裝置搭
配客制化的外翻矯正角度 (Individual valgus 
correction angle)、外移骨髓內切骨裝置股骨
端的入口點 ( Lateralization of Femoral Entry 
Point )、關節內切骨矯正 (Intra-articular 
resection)與關節外截骨矯正 (Extra-articular 
osteotomy) 等技術可提供理想的下肢機械
軸。若手術醫師所屬的醫療機構可提供電腦
導航輔助手術 (Computer-assisted surgery)
與客製化手術器械　 (Pa t ien t  Spec i f ic 
Instruments)等選擇也可提供病患理想的人
工膝關節置換。

參考文獻

1. Huang TW, HsuWH, Peng KT, et al. Total knee replacement in patients with significant femoral bowing in the  
　 coronal plane: a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and computerassisted surgery in an Asian population. J Bone Joint  
　 Surg (Br) 2011;93:345.
2. Lee CY, Lin SJ, Kuo LT, et al. The benefits of computer-assist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on coronal alignment with  
     marked femoral bowing in Asian patients. J Orthop Surg Res. 2014;9:122-131.
3. Huang TW, Peng KT, Huang KC, et al. Differences in component and limb alignment between computer-assisted  
     and conventional surger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Knee Surg Sports Traumatol Arthrosc. 2014;22(12):2954-2961.
4. Lee CY, Huang TW, Peng KT, LeeMS, Shen RW, HsuWJ, et al. Variability of Distal Femoral Valgus Resection  
    Angle in Patients with End-stage Osteoarthritis and Genu Varum Deformity: Radiographic Study in an Ethnic   
    Asian Population. Biomed J 2015. http://dx.doi.org/10.4103/2319-4170.151030.
5. Huang TW, Lee CY, Lin SJ, et al. The Influence of Alignment on Midterm Outcome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Patients With Marked Coronal Femoral Bowing. J Arthroplasty. 2015; 30(9):1531-1536.
6. Huang TW, Chuang PY, Lee CY, et al.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patients with Ranawat type-II valgus arthritic  
    knee with a marked coronal femoral bowing deformity: comparison between computer-assisted surgery and  
    intra-articular resection. J Orthop Surg Res. 2016;11(1):88

13

作者/ 黃贊文醫師

股骨幹冠狀面的彎曲變形對股骨骨折及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的影響



長庚骨科通訊     25期

活動花絮



05

01
張世昇/胡志堅/陳文鈐/徐永衡

重返學生生活 蔡宗廷

邱致皓

謝明凱

11

13股骨幹冠狀面的彎曲變形對股骨骨折及
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的影響/ 黃贊文醫師

髕骨股骨關節不穩定, Patellofemoral instability/ 楊正邦醫師

2018/No.25

長庚骨科通訊     25期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25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