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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畢業

2000 – 2002  花蓮國軍總醫院台東分院 內科住院醫師

2002 – 2003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外科部住院醫師

2003 – 2007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骨科部住院醫師

2007 – 2008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骨科部脊椎科研究員 
2008 – 2016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2010 – 2010   APOA Spine Travelling Fellowship Orthopedics Clinical Fellow 
2012 – 2013  日本東京都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院 脊椎脊髓外科臨床研究員

                     日本東京都北里大學北里研究所病院 骨科臨床研究員 
2016 – now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骨科部脊椎科講師級主治醫師    

高位頸椎病變

退化性脊椎病變

脊柱外傷

脊椎、脊髓腫瘤

脊椎感染

脊椎韌帶骨化症

脊椎翻修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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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於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於日本東京帝京大學進行短期進修，進修的主要目的是觀察

以及學習有關骨盆骨折治療與手術相關發展。進修期間，新藤正輝教授是我的指導教授，我

從他與他的團隊:黑住健人醫師，鈴木誠醫師學習甚多。進修期間，從新藤教授口中得知，

日本有所謂的Japanese Society of Fracture Repair每年會針對骨折議題於日本各個城市舉辦

會議，第42屆會議在東京舉辦(順天堂大學)，而第43屆會議則由新藤教授與帝京大學主辦。

因此，受到新藤教授的邀請，參加2017年由他主辦的骨折相關年度會議，並於會中就年輕骨

科醫師在台灣的經驗提出報告(圖1)。因此，本次於2017年7月7日與8日參加於日本福島郡山

市第43屆 Annual Conference of Japanese Society of Fracture Repair (JSFR)(圖2)。

作者/ 游宜勳醫師

JSFR會議心得報告
Japanese Society of Fracture Repair 43rd 

　　兩天的會議內容只針對骨折與其相關議題進行會議報告與討論，有許多海外邀請演者

(圖3)，進行特定議題以及骨折創傷未來發展進行相關演講。以骨折為主軸，其規模可以維

持2天，每天從早上9點到下午6點，共有9個會議室同時進行會議的規模，其參與人數之多，

與議題之廣泛由此可知。

1 2

封面故事: 參加國際醫學會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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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次於JSFR演講的題目是＂ Effect of the 

Subcutaneous Route for Iliac Screw Insertion in 

Lumbopelvic Fixation for Vertical Unstable Sacral 

Fractures on the Infection Rate: A Retrospective 

Case Series＂ (圖4)。演講中就個人於骨盆骨折治

療之經驗與日本醫師，韓國醫師，以及美國醫師進

行討論，個人收穫良多，也把個人於長庚醫院治療

骨盆骨折之心得與其他國家醫師分享，是一次成功

醫師對醫師，醫院對醫院，以及國家對國家之間的

交流。會後的餐會也與很多的日本骨科醫師，包括

新藤教授以及過去一起在帝京醫院工作的朋友交換

許多意見(圖5，6)。

 2018年，第44屆JSFR將由岡山醫院，佐藤徹教授(圖7)主辦，我與佐藤教授也討論

了許多未來可能的個人對個人以及醫院對醫院交流的計畫，希望可以實現，當然，佐藤

教授也邀請更多的台灣骨科醫師，明天到岡山市一起參與盛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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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松樞博士

BMI 2017 心得
Biomaterials International 

會議心得簡述

本院發表之論文與

國外論文比較

Biomaterials International 2017 (BMI-2017)會議是國際生醫材料的年度研究盛事。本次大會

由長庚大學機械系劉士榮教授擔任大會主席，日本九州大學工學研究院片山佳樹教授擔任副

主席，在日本福岡國際會議中心(Fig.1)舉行。參加的學者來自世界各地，包含美國，英國，

加拿大，日本，韓國，印度，大陸等。國內參與的有長庚大學、長庚醫院、台灣大學、台北

醫學大學、台北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工研院等單位，超過 300人。在本次會議中，大

會Symposia有General symposia 和 Special symposia 2部分，口頭論文有78篇，壁報論文

有87篇，範圍包括了 
General symposia : 
G1.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and devices  
G2. Metallic biomaterials
G3. Ceramic biomaterials
G4. Smart materials
G5. Synthesis and fabrication of biomaterials and devices
G6.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tissue engineering
G7. Interactions of biomaterials and cells

Special symposia: 
S1. Dental materials
S2. Orthopedic biomaterials
S3. Stents and stents applications

本次會議長庚醫院林松樞博士口頭報告發表演說，題目是Biodegradable poly(lactide-co-
glycolide) beads for multiple deliveries of WNT agonists and antibiotics，在會場引起了熱

烈的討論 (Fig 2)。這篇研究報告結合了生物醫學和材料科學是由林松樞博士、長庚醫院翁文

能名譽院長、長庚大學機械系劉士榮教授、長庚大學醫技系詹爾昌教授、郭永斌博士等人合

力完成。在以前的研究中，翁院長和劉教授利用抗生素和可降解性的生醫材料PLGA發展出

抗生素載子已在SCI雜誌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Ref 2~5)。由於利用幹細胞來治療骨缺損是未

來研究的方向，幹細胞骨分化時Wnt訊號的啟動是非常重要的條件，這次我們利用PLGA、

BMI 2017 大會會場

1

▼林松樞博士在大會發表論文演說&和九州大學    
    Kishimura 博士、九州大學研究生討論的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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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Wnt訊號的啟動劑LiCl混合製作成抗生素載子。研究的結果顯示從載子釋放出的Li
離子啟動幹細胞Wnt訊號傳遞，幫助幹細胞骨分化。釋放出的抗生素Vancomycin抑制金黃色

葡萄球菌的生長，Li離子對Vancomycin抑制細菌生長能力的影響並不明顯，替未來新型的抗

生素載子的發展表現出可行的方向。長庚大學劉士榮教授的研究團隊也發表了多篇論文，他

們利用奈米纖維發展出具有殺菌作用的抗生素填充物、薄膜，和STENTS。另外他們也利用

3D列印技術發展出奈米纖維麻醉藥物釋放系統 (Ref6-8)。

在本次會議中有幾個重要的研究項目: 
(1)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and devices 可吸收性材料 3D Printed Biodegradable Cage to 
Convert Morselized Corticocancellous Bone Chips into a Structured Cortical Bone Graft  (Ref 
6). Preparation of microporous Chitosan-Nylon66 membranes by immersionprecipitation method 
(Ref 7). 金屬性材料 Mechanical Property and Biocompatibility of Porous Titanium-Polyglycolide 
Composite (Ref 8).陶瓷材料 Polymethylmethacrylate Composite Bone Cement Adding with 
Tetracalcium Phosphate (Ref 9).聰明材料 Protein NanoCages Conjugated Magnetic Resonance 
Contrast Agents with High Relaxivity Properties (Ref 10).

(2)生醫材料的生產加工: Synthesis and Blood Compatibility Evaluation of Novel PMEA Analogs 
Having Precisely Placed Side-Chain Branches Via Regio-/Stereoselective Ring- pening Metathesis 
Polymerization. (Ref 11), Biosynthesis of Poly (3-Hydroxybutyrate-CO-3-Hydroxyhexanoate) From 
Fructose and CO2 by the Engineered Ralstonia Eutropha. (Ref 12)

(3)再生醫學和組織工程: Generation of Endndermal Cells from IPS Cells Using Hollow Fiber Culture 
System (Ref 13), Electrohydrodynamic Direct Printing of PCL/Ceramic Fibrous Scaffolds for Bone 
Tissue Regneration (Ref 14).

(4)奈米材料: Gold Nanoparticles Enhancing ROS Generation on Cellular Damage (Ref 15), Design 
of Artificial Transmembrane Receptor for Cell Surface Engineering (Ref 16).

(5)藥物、基因、疫苗的運送釋放: A RNA Nanotechnology Platform for a Two-in-One siRNA Delive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ynergistic RNAi Therapy (Ref 17). Polysaccharides Modified Nanoparticles 
Possessing Receptor Targeting Potential for Gene Delivery (Ref 18).

可引進之新技術與新理念概述

這次的會議中關於多種疾病治療運用的材料發展可以作為參考，可能是未來研究的新趨勢:
(1)癌症的偵測: Dynamic Intracellular Tracking Nanoparticles Via pH-Evoked “Off-On＂ 
Fluorescence (Ref 19). Magnetic Nanoparticle-Coated Plga Nanocomposites for Enhanced Tumor 
Detection and Therapy (Ref 20).
(2)牙科運用: Effect of the Bonding of Lithium-Disilicate Based Glass Ceramics and Zirconia by 
Liner Treatment (Ref 21).
(3)骨科運用: Buildup Film of Hydroxyapatite-Chitosan Composite for Bone Graft Materials (Ref 22).
(4)心臟血管運用: Corrosion Resistance and Sirolimus Release Controlled of Bioresorbable Scaffold 
(Ref 23).
(5)神經科學運用: In Vivo Feasibility Study of Nerve Regeneration with Carbon Nanotube-Coated 
Polydimethylsiloxane Sheet (Ref 24).  

     除此之外我們參訪了日本九州大學的奈米分子材料中心和超顯微研究中心 (Fig 3)，這裡有多種不

同的電子顯微鏡，這是日本國家重點發展的研究中心，設備令人印象深刻。這個中心也開放國際合

作，現場我們就參觀了印度研究團體薄膜結晶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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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大學超顯微研究中心參訪3

預定推展之工作計劃與日程表

其他

翁院長和劉教授利用抗生素和可降解性的生醫材料PLGA發展出抗生素載子已在SCI雜誌發

表了多篇相關論文(Ref2~5)。Li是臨床上使用的藥物，Li的研究可說是舊藥新用，這次大會

相關的論文有3篇不同範圍的研究和Li相關。這次翁文能院長和林松樞博士新發展的PLGA-
抗生素-LiCl載子已有初步的成果，證明初步的構想是正確的。我們將申請一個多年期的院內

計畫作更深入的研究。

感謝長庚醫院提供經費讓我們參加國際研究會議，讓我們的研究能和世界接軌，帶回最先進

的觀念技術，提升我們的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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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年毓翰主任的帶領下幾位科內的學長參與歐洲骨關節感染醫學會，帶回滿滿的新知以及經

驗。有幸得知今年此次醫學會的舉辦地點在法國南特，在年初即和勝勛學長一起準備此次會議報

告的主題，並且投稿，雖然只有獲得Poster海報展覽，但有機會能到異地展露自己的研究，並和國

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且獲得歐洲的最新感染治療趨勢以及新知，著實讓我在半年前就開始期待

此次的旅行。

這次的學術之旅，在半年前就已經先想好路線以及行程準備。我們倆打算從自由之都阿姆斯特丹

進出，再轉進有“機械城＂之稱的法國南特，途中預計在法國巴黎停留兩天，讓此行除了豐富的

學術之旅外，也增添了幾分人文色彩。

　　抵達歐洲第一天，是早上的七點鐘，歐洲的大太陽，配合高緯度的荷蘭，恰到好處，氣溫雖

然只有12度，但卻覺得涼爽，也許是這個熱情奔放的國家，讓我們不覺得冷，也隨著這樣的氣

氛，我們去最具代表性的風車村體驗。

▲ 風車村的天氣十分涼爽， 
     景色也十分美麗，

　 令人心曠神怡。

▲ 乘著遊船，徜徉在阿姆　   
    斯特丹的運河中，欣賞　 
     歷史的痕跡。

▲ 認真的勝勛學長，連吃
　 飯時也在研究法國南特  
 　的會議議程。

作者/ 林郁智醫師

2017 EBJIS 
European Bone and Joint Infection Society

參與醫學會動機

旅程簡介

荷蘭-風車村



▲ 古堡裡頭，十分適合一家出遊，

 　和煦的陽光灑落，雖然氣溫只有12度，

 　卻絲毫沒有寒冷的感覺。

▲ 古堡裡頭到處都是這樣的美景，

　 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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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阿姆斯特丹往北15公里，便可看到Zaandam區的風車朝氣蓬勃地轉動著。Zaanse 
Schans對觀光客來說是一個開放空間式的博物館，但對於17~18世紀的荷蘭人而言，卻是生

活與工作的場所，在這裡可以看到荷蘭人如何利用風車產生動力，碾磨製造顏料的木材。進

入這個區域的並不收門票，不過有些開放參觀的風車的博物館會酌收入。

　　由於是第二次來到荷蘭，有別於之前去過的點，我們挑選了烏特勒支。雖然荷蘭許多的

古城都有自己獨立的運河系統，但是烏特勒支的運河卻更充滿詩意。烏特勒支運河最大的特

色在於她的碼頭，這些碼頭的水平低於一般的道路、臨水之畔，形成獨特的景觀。由運河堤

防的階梯而下，站在碼頭上，遠望河流蜿蜒穿梭一座座的拱橋、古老的建築、悠揚的教堂鐘

聲與綠意盎然的所構成的美景，讓人有「緣溪行、尋桃花林」的衝動。這個有特色的地方擁

有荷蘭最高的鐘塔-「主教塔（Domtoren）」，這座鐘塔不只是烏特勒支最顯眼的地標外，

更突顯了烏特勒支歷史發展與宗教的密切關係。可惜的是，上塔的時間是有固定的，和我們

的時間配合不起來，所以就在塔下走馬看花，體驗一下當地風俗民情就離開前往德哈爾古堡

（Kasteel De Haar）。

　　古堡位在烏特勒支中央車站附近的一個叫Haaruilens的小鎮，距離車站大約30分鐘的路

程。Haaruilens又有「紅村」之稱，因為村內每一家的窗門都漆成紅白色的斜橫條，這樣特

殊的標誌是來自於德哈爾古堡Van Zuylen家族的傳統。德哈爾古堡城堡是很典型的中世紀城

堡，尖聳的高塔，宮廷式花園外有護城河圍繞以及懸吊橋，彷彿童話世界中的夢幻城堡，進

入裡頭體驗並融入古代貴族的氛圍。

　　行程前兩天，主要都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中心及近郊遊覽。之後，便轉往法國巴黎，更

進一步地前往我們的會議目的地-南特。由於我們倆都是第一次來到法國，對於這國度，既

感到興奮又莫名的不安。不安的原因在於這裡的民眾，對於英文這個國際語言，似乎都頗

為陌生。也因此，無論是餐廳的菜單，抑或是酒吧裡的酒單，全都清一色為法文。在這裡

倒是發生許多趣事，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點菜時因為看不懂而點到滿盤的生牛肉，當服務生

端到我們面前時，頓時傻眼萬分，十分神似狗的營養食品。腦子裡除了“寶路＂之外，還

有一些大四時的寄生蟲課，我記得我只吃了一口，然後只能默默地把旁邊的薯條啃得一乾

二淨。我想，下次來法國的朋友，奉勸大家，對於法文可能要有一些認識比較好，至少菜

單的部分別吃虧。

荷蘭-烏特勒支

法國-巴黎



09
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 在法國，相機都不敢請人家拍， 
     據說架腳架都會被整台扛走， 
     所以只能很親密地自己自拍。

▲ 寧願站在馬路中央，    
     也要跟凱旋門合照。

▲ 當有兩個背包， 
     前後都必須背的時候， 
     就只能把重要的放前面， 
     後面的就當作是別人的。

▲ 標準法國背包客。

　　法國的景點，大多是走馬看花，把舊時代的人文再次複習一

下。看看凱旋門的歷史沿革，爬上去吹吹風，欣賞美麗的巴黎人

文光景，大概是我們此行最悠閒享受的時刻。

    順著走不遠，就到了巴黎鐵塔，有點像台北的101，反正不知道

在哪沒關係，抬起頭來就看見了。特別的是，登上巴黎鐵塔，可

以沿著俯瞰塞納河畔，法國巴黎的中心點，左岸右岸的風景，一

覽無遺，十分壯闊，果然是必遊之處！

    在法國遊覽，地鐵十分方便，擁有一張地鐵票，其實幾乎哪裡

都可以到達。我們買了回數票，一次可以買十張，輪著用，使用

一張在一個半小時內都可以無限轉乘。但前幾天在巴黎鐵塔才發

生有台灣人被搶的案子，其實我們兩個是十分緊張。進巴黎前再

三叮嚀彼此，要把背包往前背，然後背對背互相掩護，感覺像是

要進戰場一樣的態度。而法國觀光局對觀光客有句警惕之語，大

意大概是：“背在背上的背包，就不是自己的。＂

　　法國的巴黎拉法葉敗家之旅就在速速看完

半天的羅浮宮之後，接續展開。我們倆經過精

挑細選，買了能對在家鄉努力賺錢的老婆們交

代的禮品之後，便搭乘高速鐵路前往此行的會

議地點-南特。

▲寶路法式料理



▲法國南特的街景，十分樸實，很難想像是
過去的大城鎮。但十分有味道，也許是少了
巴黎的現代感，讓人更有傳統的法國印象。

▲ 南特的機械城，

     六層樓高的機械象，

     會走進來跟大家噴水互動。

▲ 流連忘返的香檳晚宴，

     也可以跟國際學者交流見聞。

▲ 同行的昀達夫婦， 
     還有振中學長。  

▲布列塔尼公爵城堡，中世紀的貴族世家。裡
頭的建築十分壯闊，就在熱鬧的市集旁邊。城
堡裡頭寧靜的氛圍，對比起來，倍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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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特這個城鎮位於法國西邊，十分具有特色。最特別也是此行會議照片背景的代表，就

是布列塔尼公爵城堡。這座城堡座落於南特的市中心，位於交通來往的要賽之處，古堡旁就

是繁華的市集，有百貨公司，各式各樣的餐廳，以及酒吧，十分方便。

    此外，火車站前有南特的植物園，建議大家下次真的很有空時再來逛就好，也許是台灣有

許許多多的公園綠地，我相信大家逛完應該也會覺得充其量就像是一座小公園，也稱不上是

真的很厲害的植物園。

　　 我們訂的飯店叫做Novotel，就在會場的隔壁，非常方便，且連續三天都有附帶早餐，

讓我們可以享用之後，就直接進到會場開會。這次的會議內容，勝勛學長的部分會詳加說

明，我就不在這贅述。前兩天的會議後，都有大會的晚宴，第一天的晚宴是歡迎宴會，不需

要另外繳錢，大會帶我們到這城市最有名且現代化的設施，機械城，觀賞一系列的機械設

施。這些機械設施，來自於當地民眾的巧手。而我們跟廖振中學長，李昀達夫婦也都在這邊

一起會合，玩得十分盡興。我們不但有機會能乘坐，甚至還能操控，有點像是一圓小學時期

的夢想，能操控機器，就只差捍衛地球這一步了。配上音樂以及大會提供的喝到飽香檳還有

點心，實在是令人十分流連忘返。

法國-南特-2017 EBJIS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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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的法國之行，除了體驗荷蘭的人文風光，也觀賞了法國的古蹟名勝。更重要的是吸

收了最新的歐洲骨關節感染治療趨勢。談談幾個印象很深及跟我們截然不同的觀念。

一、對於biofilm的研究，以及治療：

此次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德國的Charite骨關節感染中心，他們發表的一系列研究對於

biofilm的破壞十分透徹。可以運用分子生物學，研發噬菌體（Bacteriaphage）來破壞

biofilm，不管是內科的治療，或是骨科的協助，都似乎有運用的角色。

二、對於2-stage resection arthroplasty的治療準則，以及使用口服藥物與否的研究：

對於2-stage resection arthroplasty，跟我們不太相同的地方在於他們的re-implantation的時

間，短從2個禮拜，長的不超過6個禮拜。而且IV的注射期間需要多久，有無配合破懷biofilm
的藥物都十分重視。甚至有許多randomized control trial都在爭論這部分口服藥物的應該使

用期間，雖然目前仍無定論，但我們之後也可以運用這些國外已published的資料，更進一

步制定出自己的protocol，進行prospective的研究，更分析出Difficult-to-treat PJI group有哪

些危險因子，而這些則有需要使用較長遠的口服抗生素，甚至配合Rifampin使用。

三、不僅2-stage，甚至有3-stage resection arthroplasty：
他們利用自己的經驗，進行了prospective的研究，瞭解difficult-to-treat PJI pathogen，將這

些困難的PJI設立3-stage resection arthroplasty。

四、LEAK study：
這個study也是根據臨床上常碰到的難題，像是術後傷口一直滲，到底該怎麼做比較好。需

要用保守性的介入，還是需要DAIR積極地去清創？於是，眾多的歐洲體系之內的醫院，就

先聯合起來搜集出這樣的病人大概有多少，預後如何？發現大家的準則都不一樣，表示這

個部分有十分大的進步空間。接著，統合起來一起做一個randomized prospective control 
trail，很詳細地制定術後第幾天要是還有繼續傷口滲出，應該怎麼分組怎麼做。來看兩組的

不同，而目前還在研究當中。

　　這次的醫學會，讓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歸納起來大致上是這幾個。自己當上主治醫師之

後，逐漸了解這個領域的確還有許多未解的知識，而且應該有更多可以進步的方法值得來設

計研究。我很佩服歐洲人的研究決心，從任何小地方都可以變成是一個問題，進而來思考如

何設計解決。但是我其實更想學習的是這樣的prospective study，IRB到底應該要怎麼制定

才能順利地通過。

心得分享

　　出國開會，不僅散散心，更能覺得自己的渺小。不僅限於學術上、語言上也是十分需要

再琢磨的地方。好的演講者，能把60分的題材，發揮到100分的價值；但不好的講者，是有

可能把100分的題材，講成30分的價值，甚至一文不值。在歐洲開會，這就是個十分能自我

謹惕的機會。不難發現，許多非英文語系的國家，表現上就明顯弱勢，不僅回答問題言不及

義，也無法把自己的心血展露無遺，更無法良好地與其他國家學者交流，也失去了互相激

勵，激盪的機會。

　　此趟醫學會，不僅讓我充電，也讓我明白自己應該再努力的地方。更能面對自己薄弱的

地方，並且努力加強，以期能在這個浩瀚無涯的學術殿堂中，找出自己的方向，繼續進步。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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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成功後，可以去聽symposium, paper presentation等等，但如果是lecture通常要

再另外購買。但假若有投稿成功，就不需要繳註冊費。每天同一個時段會有數個演講同時

進行，所以需要會前看好自己想去哪場。這次醫學會有一個App叫My academy，上面會

有所有的演講與上課資訊，想去的場次可以勾選，這樣資訊就不會遺漏，也不需要帶著一

本年會手冊，大會也可以藉由這個App發布訊息，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工具。 這個App是
由Arthrex所贊助，所以每次打開都會先看到他們的Logo，另外也可以看到廠商贊助依序

金額的高低分成柏金、鑽石不等的等級，公布在大會會場一面牆上。

　　會場的廠商展覽區非常的廣大，總共有超過四千個攤位，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廠商，包

含我們台灣的聯合骨材也有參展。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產品，從防護面罩到機器手臂，讓

人大開眼界。另外有一個Technology theater，會有許多有趣的演講，像是3D模擬軟體結

合3D print應用在複雜骨科手術，或是講醫師如何捍衛自己在網路上的名聲。

　　這次除了聽symposium, oral paper presentation，也有上lecture，這應該是跟台灣骨

科醫學會年會比較不同的地方，藉由小堂的lecture，聽眾可以跟講師有更多的互動，發

問跟討論等等。這次參與AAOS年會，除了增長了許多了新的知識，也更開闊了自己的視

野，期許自己在骨科的領域更加努力精進。

作者/ 蔡宜芳醫師

2018 AAOS 心得
AAOS annual meeting

▲ 在聯合骨材攤位前合影
     圖左至右:高軒楷醫師、張毓翰主任、筆者

▲ 大會會場Ernest N. Morial Convention Center

▲在大會進場標誌前合影(圖左至右:筆者、高軒楷醫師

　　2018年美國骨科醫學會年

會(AAOS annual meeting)是在

紐奧良舉辦，會期是在三月六號

至十號。紐澳良位於美國東南

方，即便是在三月天氣仍算溫

和不會太寒冷。為期五天的會

期，前四天是symposium, paper 
presentation,與 lecture等，最後

一天是specialty day，主要是各

個次專科自己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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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澳良 City Park: 今年適逢建城300年

▲ 展覽會場:前段這邊是Poster區，

     往後走就是廠商參展區

▲ 紐澳良法國區傳統建築

▲ 展覽會場: 大會第四天，準備要撤展了　

▲  紐澳良 City Park內的Singing Oak. 
      樹上裝有許多管風鈴，會隨著風發出風鈴聲

▲ Technology theater: 各式有趣的演講

13
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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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人類基因重組副甲狀腺素
對骨質疏鬆性髖部骨折的影響

作者/ 黃贊文

　　人類基因重組副甲狀腺素是一種促進骨生成的藥物。目前在台灣可使用的藥物是

teriparatide (Forteo ®)。文獻證實Forteo ®在骨質疏鬆症的病人可有效增加病患骨質密度

及減少再次發生脊椎與非脊椎骨折的風險。在動物實驗中Forteo ®的確有促使骨折癒合及

增加固定器穩定度等效果，在臨床使用上也發現Forteo ®可減少人工髖關節置換後關節零

件旁骨質密度降低及提升人工髖關節的穩定度。

　　近年來，Forteo ® 於髖關節骨折的臨床治療上有3篇是證據等級較高的前瞻性隨機研

究。Aspenberg 等人發現給予Forteo ® 可以降低轉子間骨折病患的疼痛指數及改善日常

生活功能。然而，在Bhandari發表的前瞻性研究中，以骨釘固定骨質疏鬆性股骨頸骨折的

病人不論有無使用Forteo ®，在骨折癒合時間、住院天數、手術後併發症等皆沒有統計上

的差異。

　　筆者將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因骨質疏鬆性股骨轉子間骨折在嘉義長庚醫院接

受手術的病人進行回溯式研究和分析。在穩定型股骨轉子間骨折的病人中，術後有使用

Forteo ® 治療骨質疏鬆症的病患有較短的骨折癒合時間、較少的髖關節螺絲釘滑脫與較

少的髖關節變形的併發症產生。此外，手術後3個月及手術後6個月的功能恢復也有較好的

表現。在不穩定型股骨轉子間骨折的病人中，雖然術後使用Forteo ® 治療骨質疏鬆症的

病患同樣有較短的骨折癒合時間、較少的髖關節螺絲釘滑脫與手術後3個月及手術後6個月

的功能恢復，但必須注意的是，使用Forteo ® 治療骨質疏鬆症的病患仍有很高的比率有

malunion的產生。 

　　在老人族群所發生的骨質疏鬆性髖關節骨折常因為骨質缺損及骨折癒合能力下降造成

手術失敗或預後不理想。目前的臨床文獻指出人類基因重組副甲狀腺素的治療效果在股骨

頸骨折與股骨轉子間骨折有所不同。組成不同 (股骨頸：75% cortical, 25% cancellous，
股骨轉子間：50% cortical, 50% cancellous) 以及股骨轉子間與股骨頸的blood supply不同

是目前認為可能的原因，但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有更多證據力等級更高的文獻給予我們

在治療上作為參考。

1. Huang TW, Yang TY, Huang KC, et al. Effect of teriparatide on unstable p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Biomed Res Int.  
    2015;2015:568390.
2. Huang TW, Chuang PY, Lin SJ, et al. Teriparatide Improves Fracture Healing and Early Functional Recovery in  
    Treatment of Osteoporotic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Medicine (Baltimore). 2016;95(19):e3626.
3. Aspenberg P, Malouf J, Tarantino, et al. Effects of Teriparatide Compared with Risedronate on Recovery After  
    Pertrochanteric Hip Fracture: Results of a Randomized, Active-Controlled, Double-Blind Clinical Trial at 26 Weeks.  
     J Bone Joint Surg Am. 2016;98(22):1868-1878.
4. Malouf-Sierra J, Tarantino U, García-Hernández PA, et al. Effect of Teriparatide or Risedronat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 Recent Pertrochanteric Hip Fracture: Final Results of a 78-Week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 Bone Miner  
     Res. 2017;32(5):1040-1051.
5. Bhandari M, Jin L, See K, et al. Does Teriparatide Improve Femoral Neck Fracture Healing: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Clin Orthop Relat Res.



感染在vertebroplasty (經皮脊椎成形術) 是少見

但嚴重的病發症。之前文獻顯示在經皮脊椎成形

術後感染的病原菌大部分為細菌，結核菌引起經

皮脊椎成形術後的感染非常地少。我們報告我們

治療在經皮脊椎成形術後感染性脊椎炎的18個個

案經驗，並分析細菌型和結核菌型的表現差異。

從2001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們回溯分析5759病人在本骨科接受經皮脊椎成形術治療。引

起感染的病菌皆由再次手術時從病人組織取樣培養出來。我們記錄病人接受何種再次手術

法，經皮脊椎成形術和再次手術的時間間距，神經功能狀態，以及背痛指數(VAS)。我們也

搜集在經皮脊椎成形術和再次手術時的抽血數據。危險因子包括併發症指數(CCI)、經皮脊

椎成形術前是否有菌血症、尿道感染、肺結核病史進行分析。

共5759病人有18人發生經皮脊椎成形術後感染，感染率為0.32% (18/5759)。兩人為男性，六

人為女性，平均接受經皮脊椎成形術時年齡為73.4歲，平均CCI值為1.7。感染菌原：9個為

結核菌，9個為細菌。平均從經皮脊椎成形術至再次手術為123.2天 (從7天到1140天)。在再

次手術時C反應蛋白(CRP)和紅血球沉降率(ESR)都上升。在再次手術時，最常使用術式為

前位清創＋後位固定手術。有7 個病人在再次手術前已有神經缺損現象，3個病人在再次手

術後六個月死亡。致死率為16.7%，其餘最後平均背痛VAS從7.4進步到3.1。7個病人可自由

行走，5個病人需步行器輔助行走，3個人需輪椅。細菌組和結核菌組在年紀、性別、CCI的
分佈沒有差異。在兩次手術間的間距，細菌組較短 (75.9比170.6天)，在再次手術時，白血球

和CRP也比結核菌組提高較顯著。在經皮脊椎成形術前, 5個人在細菌組有菌血症或尿道感

染，5個人在結核菌組有肺結核病史。

經皮脊椎成形術雖然只是一個小手術，仍帶有感染可能性，而需重大的重建手術來解決並可

能殘存後遺症。在經皮脊椎成形術前，任何菌血症，尿道感染或有肺結核病史都要小心注

意，有任何發炎指數上升更要小心觀察。

作者/ 廖振中

Infectious spondylitis after vertebroplasty: 
a series of 18 cases in 5749 patients, 
and comparisons between pyogenic and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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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結論

本研究發表於第36屆歐洲骨關節感染年會 
(2017 European Bone and Joint Infec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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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骨轉子間骨折為常見骨質疏鬆導致之骨折，其治療
方式往往受病人骨質及骨折型態變化，為骨科醫師所
面對之一大難題。手術治療之植入物可分為髓外動態
加壓髖螺釘及近端股骨髓內釘兩種，但這兩種植入物
都包括往股骨頭及股骨頸方向置入之髖螺釘。過去文
獻指出，股骨轉子間骨折手術的髖螺釘尖端置放位置
最好距離股骨頭頂點在前後位透視圖及側位透視圖相
加（Tip-Apex distance, TAD）不超過25公釐，如此
可大幅降低髖螺釘穿出、後續內旋塌陷等併發症之發
生率。將髖螺釘放置在正中心位置（例圖1）較易符
合髖螺釘尖端-股骨頭頂點距離（Tip-Apex distance, 
TAD）不超過25公釐之條件，此一作法已被廣泛接受
且應用在股骨轉子間骨折手術上。

然而多個生物力學研究也提出髖螺釘置放在低中心
位置（例圖2）具有不低於正中心位置的生物力學強
度，但髖螺釘置放在低中心位置不可避免地將使髖螺
釘尖端-股骨頭頂點距離超過25公釐，與過去廣泛接
受之理論相悖。此研究的目的為髖螺釘放置在正中心
位置或低中心位置對於股骨轉子間骨折手術結果、預
後、併發症發生率之差別。

（8.3%，4/48）在骨折內固定失敗率上並
無統計學上顯著差異（p=0.17），髖螺釘
尖端-股骨頭頂點距離大於25公釐時有顯著
較高之骨折內固定失敗率（8/60=13.3% VS 
1/97=1%，p=0.001）。

單變數羅吉斯迴歸分析骨折內固定失敗之
風險因子為：1 .  術後復位角度過於內旋
（股骨頸幹角度小於130度且比健康側股骨
頸幹角度小5度），風險比（Odds ratio，
OR）：8.17，95%信賴區間：1.34-49.8，
p=0.02；2. 髖螺釘尖端-股骨頭頂點距離大
於25公釐，風險比（OR）：14.77，95%信
賴區間：1.80-121.34，p=0.01。多變數羅吉
斯迴歸分析顯示髖螺釘尖端-股骨頭頂點距
離大於25公釐為骨折內固定失敗之獨立危
險因子，風險比（OR）：31.53，95%信賴
區間：2.71-366.56，p=0.006。

在股骨轉子間骨折手術中，避免術後復位
角度過於內旋及保持螺釘尖端-股骨頭頂點
距離短為預測術後發生併發症之強力保護
因子。對於髖螺釘置放之位置，正中心和
低中心皆為可接受之手術選項，兩者在骨
折內固定失敗率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回溯性研究2015一整年至本院手術治療的急性閉鎖性
股骨轉子間骨折病人，收案條件為成年人接受開放復
位內固定手術且術後至少門診追蹤一年。回顧整理臨
床病歷及影像，骨折復位品質及髖螺釘尖端-股骨頭
頂點距離採用Baumgaertner提出之分類系統評分，

髖螺釘在股骨頭中之位置則由Cleveland指標分類。

分組分析比較髖螺釘位置在高中心、正中心及低中心
及髖螺釘尖端-股骨頭頂點距離小於等於25公釐與大
於25公釐的髖螺釘穿出、後續內旋塌陷等併發症之機
率。骨折內固定失敗之可能風險因子如年紀、性別、

骨折復位品質、髖螺釘尖端-股骨頭頂點距離、不穩
定骨折型態、髖螺釘位置等以單變數和多變數羅吉斯
迴歸統計分析。

作者/ 葉祐成 游宜勳* 吳基銓 葉文凌 范國豐 曾益全 李柏成 張嘉獻 周應照 
         廖振中 高軒楷 黃毓智 徐永衡 李偉群 陳建銘 蔡秉叡 劉昌恒

Infectious spondylitis after vertebroplasty: 
a series of 18 cases in 5749 patients, 
and comparisons between pyogenic and tuberculosis

比較髖螺釘放置在正中心位置或低中心位置

對於股骨轉子間骨折手術預後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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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實驗結果

結論

實驗方法

符合收案標準總共157位病患（51位男性；106位女
性），整體骨折內固定失敗率為5.7%（9/157，7名髖
螺釘穿出，2名後續內旋塌陷）。被廣泛應用的正中
心髖螺釘位置（3.1%，3/96）與低中心髖螺釘位置

正中心髖螺釘位置 低中心髖螺釘位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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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躍式脊椎狹窄症即同時合併頸椎以及腰椎狹

窄症。其臨床表現頗複雜，可能合併上下肢的

症狀及上下神經元病變的徵兆。頸椎狹窄可表

現頸椎神經根病變或是脊髓病變(myelopathy)，
而腰椎狹窄會表現神經性跛行，另外可能是本

體感覺異常也會造成步態異常。除了診斷上正

確性的考量，手術治療的策略包含兩處狹窄

同時減壓手術或是階段性手術。因為兩處同時

手術對於患者風險較大，一般可選擇階段性手

術。然而階段性手術的順序眾說紛紜，支持頸

椎先手術者以及支持主要症狀處先手術者，文

獻上尚無定論。

在2001年1月至2015年12月之間，我們回顧本院

診斷為跳躍式脊椎狹窄症而接受手術的病患，

以各主治醫師判斷主要症狀處先手術之原則，

非隨機地分成頸椎先手術組及腰椎先手術組。

研究收錄病患之年齡、性別、主訴症狀、診

斷、Nurick脊髓病變症狀分數、JOA分數等功能

性量表、核磁共振判別頸椎及腰椎狹窄嚴重分

級、手術、住院過程。追蹤期間至少一年，記

錄再住院或再手術原因及併發症，術後1年及2
年回診追蹤臨床及Nurick分數及JOA分數。頸椎

手術以前位減壓及融合術為主，其次為後位椎

板整形術(Posterior laminoplasty)，而腰椎手術

則是後位減壓加減融合骨釘固定手術。

針對跳躍式脊椎狹窄症，除了精準診斷主

要症狀是來自頸椎或腰椎狹窄而判斷階

段性手術順序，本篇研究顯示頸椎先手術

組有較大的機會腰椎狹窄可不需接受手術

(67%)，而腰椎先手術組則大部分需要接

受後續頸椎的手術(87%)。

整體58位病例，分成頸椎先手術組43人
及腰椎先手術組15人。平均年齡(58.1 vs 
60.1歲)、性別組成(34男9女vs 9男6女)、
追蹤時間(29.3 vs 35.6個月)及核磁共振的

頸椎與腰椎的嚴重度組合兩組沒有顯著

差異。手術前及手術後一年Nurick分數及

JOA分數進步有統計上差異，但手術後一

年至兩年及兩組間皆沒有顯著差異。手術

後兩組皆有零星併發症包含傷口感染、硬

腦膜上血腫壓迫、減壓處殘餘狹窄、及鄰

近節病變，但兩組沒有統計上差異。有顯

著差異者為兩組為了另一處狹窄接受再次

手術的比率(33% vs 87%, p=0.001)，平均

間隔數月不等(7.8 vs 5.4個月)。若以沒有

接受另一處狹窄減壓手術定義為生存，可

見生存曲線上不論在術後初期或中長期，

兩組皆有明顯差異，即腰椎先手術組較可

能需要接著接受頸椎手術。

作者/ 羅濟安

指導作者/ 牛自健

手術治療跳躍式脊椎狹窄的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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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一位21歲男性在發生機車對撞的交通事故後經轉診來到急診。病

人主述左腕關節活動困難以及明顯壓痛和腫脹。Ｘ光(附圖一)及
斷層掃描影像檢查顯示左手掌的舟狀骨，月狀骨，三角骨，小菱

形骨，橈骨尺骨莖突骨折和第五掌指關節脫位。此外，強大的撞

擊力道造成較少見的月狀骨周圍的掌側脫位。

月狀骨周圍的骨折脫位 (Perilunate fracture dislocation)絕大多

數發生於高能量衝擊的手腕創傷。可想而知，此類型的骨折脫位

經常伴隨著多重創傷 (26%)以及開放性的骨折型態 (10%)[1]。受

傷的機轉起因於受傷時軸向力量的負載造成手腕呈現極度背屈

伸張 (hyperextension)，尺側偏移 (ulnar deviation)及腕部旋後 
(supintation)，導致漸進的月狀骨周圍不穩定。月狀骨周圍的骨

折脫位診斷不易，文獻上統計有高達25%的病人會被漏診[2]。延

誤診斷對於腕關節功能的預後有決定性的負面影響。

月狀骨周圍的骨折脫位通常以手掌廣泛性疼痛，腫脹，以及腕關節

活動受限表現。理學檢查的診斷的角色相當有限，但急性受傷期間

神經血管的評估至關重要。尤其是統計上有24%-45%的病人會因

挫傷或血腫造成的腕隧道壓迫而產生急性的正中神經症狀 (acute 
median nerve symptoms)[4]。

月狀骨周圍脫位的型態分成單純韌帶受損的Lesser arc injury，以及併發掌骨骨折的Greater arc 
injury。在1980年Mayfield等學者針對月狀骨周圍受傷的能量傳遞機轉提出了嚴重程度的分級[3]。受

傷的力量沿著舟月間距 (scapholunate interval, stage I)，波里爾空間 (space of Poirier, stage II)，三

角月狀骨關節(lunotriquetral articulation, stage III)，及橈尺韌帶 (radiocarpal ligment, stage IV)的方

向傳遞，越後期的分級手掌韌帶的損害越嚴重(附圖二)。

作者/ 陳建聞

指導作者/ 翁浚睿

經舟狀骨之月狀骨周圍骨折脫位

案例分享

簡介

臨床表現

分類

1

2

Rockwood and Green's 
Fractures in Adults, eight 
edition (2014). p.1002. 
ISBN 9781451175318

手術治療跳躍式脊椎狹窄的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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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的精準判讀，可以幫助臨床骨科醫師及時的診斷月狀

骨周圍骨折脫位。完整的X光檢查應該包含前後照，側位

照，以及45度斜照。我們可以藉由Ｘ光前後照上三條平順

的Gilula Arc(附圖三)判斷腕骨是否有不正常骨折或脫位的

情形。側照除了可以量測舟狀月狀骨夾角 (scapholunate 
angle; 正常值30∘～60∘)之外，亦可由頭狀骨-月狀骨-橈
骨的排列及spilled teacup sign察覺有無月狀骨脫位。斷層

掃描及核磁共振的角色在於彌補Ｘ光的不足，輔助更精準

的診斷及術前評估。

以往月狀骨周圍骨折脫位通常使用徒手復位及石膏固定的治療方式，但病人往往功能恢復及疼痛緩解

的效果不彰[5]。現今文獻上普遍贊同即時的徒手復位，但在等3至5天組織消腫之後，應當儘快進行手

術復位，韌帶修補，和骨頭加強固定[4]。舟狀骨骨折部分可以藉由埋頭的中空骨螺釘壓迫固定，而成

功復位的腕骨可以藉由Kirschner鋼釘達成暫時固定[6]。針對急性受傷期是否需要韌帶的修補目前文獻

上沒有共識，就本院的經驗以微創的精神進行腕骨的復位及固定手術，確實能提供足夠的穩定度以利

韌帶修復，長期追蹤也都能達成臨床上滿意的結果。

141419

影像診斷

治療

Gilula Arc; 
圖片來源Hand Clin 31 (2015), 399–408

1. Herzberg, G., Acute Dorsal Trans-scaphoid Perilunate Dislocations: Open Reduction and  
     Internal Fixation. Tech Hand Up Extrem Surg, 2000. 4(1): p. 2-13.
2. Herzberg, G., et al., Perilunate dislocations and fracture-dislocations: a multicenter study. J  
     Hand Surg Am, 1993. 18(5): p. 768-79.
3. Mayfield, J.K., Mechanism of carpal injuries. Clin Orthop Relat Res, 1980(149): p. 45-54.
4. Stanbury, S.J. and J.C. Elfar, Perilunate dislocation and perilunate fracture-dislocation. J Am  
     Acad Orthop Surg, 2011. 19(9): p. 554-62.
5. Apergis, E., et al., Perilunate dislocations and fracture-dislocations. Closed and early open  
     reduction compared in 28 cases. Acta Orthop Scand Suppl, 1997. 275: p. 55-9.
6. Chou, Y.C., et al., Percutaneous screw and axial Kirschner wire fixation for acute  
     transscaphoid perilunate fracture dislocation. J Hand Surg Am, 2012. 37(4): p. 7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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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13歲女性，芭蕾舞者
從MRI可以看到在
right anterosuperior labrum
有peripheral tear

圖2
labral repair後的picture
這病人同時combine有 
ligamentum teres injury,
做debridement

作者/ 許煥

指導作者/ 唐浩哲 張世昇 邱致皓 翁浚睿 陳昭宇 徐郭堯 程俊穎 陳永仁 *詹益聖

髖關節唇可以提供關節穩定度，潤滑及活動度，增加接觸面積及關節內負壓。運動傷害如跳舞是髖

關節唇撕裂最常見的原因，目前運動傷害及非運動傷害兩種受傷機制所造成的髖關節唇撕裂，做完

關節鏡修補手術預後的比較的研究不多，這篇研究是在比較這兩組的差別。

兩組比較起來，運動傷害組的病人比較年輕，術前

或術後的mHHS也都比較好。另外只要選擇適當的

手術適應症以及良好的手術技術，兩組病人在術後

都可以獲得顯著的改善。

從2010年4月到2016年10月，回溯收集這群病人的病歷，術前影像，術中影像。再比較運動傷害及非

運動傷害兩組病人做完關節鏡修補手術的預後。以疼痛指數及modified Harris Hip Score做評估。

總共收集了32位髖關節唇撕裂的病人（分成兩組，運動傷害組8人，非運動傷害組24人），平均

追蹤時間為14.3個月。除了運動傷害組較年輕之外 (19.3 vs 42.2, p< 0.001)，其他基本資料參數如

alpha angle, CE angle都沒有顯著差異。這兩組病人在相關傷害的發生率，如軟骨受損，圓韌帶

(ligamentum teres)撕裂，股骨髖臼夾擠症(FAI)等等都沒有明顯差別。兩組病人在臨床評估上，運

動傷害組不管是術前或術後的mHHS都來得比非運動傷害組好(p= 0.02, 0.03)，術前或術後的疼痛，

這兩組病人則沒有明顯差異。這兩組病人在做完關節鏡修補手術後，疼痛及mHHS都有明顯改善。

(VAS from 5.6 to 1.8, mHHS from 61.0 to 83.4 in the sports injury group; VAS from 5.4 to 1.9, mHHS 
from 52.3 to 76.5 in the non-sports injur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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髖關節鏡髖關節唇修補手術的預後：

運動傷害組及非運動傷害組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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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長庚紀念醫院—冠亞生技&聯合骨材合作開發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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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 東山禮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交流

▼2018/1/23 外賓演講

▼2018/3/15 外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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