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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運動醫學骨科主治醫師

外傷骨折、退化性關節炎、人工關節置換

運動傷害、關節鏡手術

膝部運動傷害、韌帶重建及修補肩關節運動傷害

肩關節反覆脫臼重建、旋轉肌袖修補及重建

骨骼肌肉超音波

外科專科醫師訓練

骨科專科醫師訓練

運動醫學骨科次專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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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施信農 教授

施部長榮退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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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記前年暑假期間（2017/7/1），奉命于危

難之際，接骨科部主任之職，幸不負使命，在翁

董事，前院長文能，陳前部長文哲，陳前部長

力輝，牛副部長自健及各科主任和同仁的幫助之

下，共渡難關，並再創佳績，實屬幸運。在這段

期間內，骨科部的所有同仁們多所體諒之下，同

心協力，互相合作，共體時艱，勇度難關，不僅

資深主治醫師，陳前部長力輝，吳前副部長基銓

及詹教授益聖，謝教授邦鑫，陳前主任永仁，徐

前主任郭堯，還有林口四大專科：賴伯亮主任，

張毓翰主任，陳昭宇主任，葉文凌主任兼土城長

庚副召集人，基隆傅再生主任和桃園分院廖振中

主任等等，即使是住院醫師也努力學習，通過層

層關卡，層層考試，尤其是本年度的骨科評鑑，

奪得全國第一，真是可喜可賀。當然在臨床服務

方面，在這麼競爭的環境之中，困難的處境之

下，竟然突破以往的紀錄，更往高峰邁進。

　　歷年來，在前長官經營的基礎工程以及今日

諸位同仁與院方行政各階層，從吳虹嬋經理和以

上的長官輔助之下，再度克服困難，超越巔峰，

這是骨科全體同仁的成就，我身為一份子，與有

榮焉。猶如平坦不是最好的道路，生活也不可

能事事順利，起伏才能有豐富的人生，這真的是

應驗了到林口工作上班的寫照。不管從台北到林

口，或從桃園到林口來，總是必須經過一段上坡

的路，才能到達醫院，就是這樣的心境及感受。

　　個人於民國69年7月1日到林口上班工作，從

住院醫師開始，如今一轉眼「花開花謝，潮起潮

落」不經意之間已達退休的時候，在這段期間，

曾經外調基隆服務二年(75年至77年)，然後接著

出國進修（77年至78年），回國後就在林口長庚

服務至今，這是個人唯一的職場生涯，所以說長

庚骨科與在下個人有無法分割的緣分。

　　在這行醫生涯之中，真是波浪起伏，有時起

有時落，也許人生本就坎坷，一方面學習，從老

師，前輩，教科書，病患之中；一方面磨練，另

一方面訓練成熟的判斷，經過一次次的鍛鍊，一

次次的琢磨，才能造就今日的我。現在回首，個

人最大的資產，也許不是金錢，而是職場中認識

的各位同仁，無論是醫護，藥檢的同仁，還是行

政單位的人員，從認識到共事；年輕時從老師，

前輩身上學習，到中期的自我學習；升任教授

後，教導了二位優秀的徒弟，陳俊傑醫師及張智

翔醫師，他們比我更努力用功，出國進修之外，

又攻讀博士班，未來會是很好的人才，個人感到

非常欣慰，這是個人最快樂和值得驕傲的事情。

和骨科團隊共同工作，打拼，也是人生的一大享

受。另外骨科部的外溢現象，表現在醫學會方

面，無論是骨科母會的理監事，還有很多次專科

的理事長，都是同仁們的舞台，個人參與其中，

或是其中一份子，也是一種榮耀。

你們可以說，這個不是真的，但是它是真的。

薪火相傳



　　骨科的同仁來自四面八方，工作型態因為分

科的關係，又不盡相同，所以對同事之間的相處

之道有些感受。

我們都有缺點，所以彼此包容一點，

我們都有優點，所以彼此欣賞一點，

我們都有個性，所以彼此謙讓一點，

我們都有差異，所以彼此接納一點，

我們都有傷心，所以彼此安慰一點，

我們都有快樂，所以彼此分享一點。

因為我們有緣，相識，共事，請珍惜生命中的每

個貴人，朋友，開心地過好每一天吧！得之坦

然，失之泰然，隨遇而安，才能豁達。

退休前後的感觸

職場生涯真的好短暫，可是走著走著就剩下了

「曾經」，真誠相待才能永相守，珍惜現在才能

長擁有。

期許同仁們；

1.互相合作，盡量參與公共事務，包含健保署， 
　衛服部等等的公務，還有各相關的醫學會，不

　僅是國內的或次專科的，當然也要爭取亞太區

　或國際性學會的參與，有時科內事務，雞婆一

　點，多提一些建言，共同參與科務。 

2.在行政事務方面，不要用錯的手段做對的事　

　情，盡可能集思廣益，勇往直前。

3.如傅志遠醫師所言：只要有心，到處都有梗，

　無論從基礎到臨床，從實驗室到手術室，從點

　子到文章發表，處處都可以發揮。

4.每天好心情，是永遠無法剝奪的財富，還有健

　康的身體，才有所謂真實的事業，無論何人，

　在大家都年歲漸長，一定要有健壯的體魄，才

　能應對多重的工作挑戰。

用最流行的話語：

個人的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歷史會寫下紀錄，接

棒的詹益聖部長和牛自健副部長，有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的責任和期許，骨科的大家庭，大家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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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合作，各位同仁繼續支持，輔助，幫

忙，猶如以往我等共事，共度難關，一方

面還是繼續提拔後起之秀，以為骨科部的

生力軍，共創更美好的明天。一輩子的骨

科人，骨科部的偉大，身為長骨人是何等

的榮耀。我人猶在，我心猶在，愛拚才會

贏，祝福啦！

詹部長的話
作者/ 詹益聖 教授

施信農教授的卓越領導，各次專科蓬勃發

展，已成為國內骨科的重鎮及重要標竿。

施俊雄教授、陳文哲教授及翁文能教授曾

擔任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理事長，對台灣

骨科界貢獻良多外，對於林口骨科部高瞻

遠矚的擘劃，奠下良好的基石。加上擔任

多年林口長庚總院長的翁文能教授，公正

嚴謹的督導，使骨科部在院內各項表現成

績，堪稱優異。

　　骨科部目前主要功能性分科包括脊椎

科、關節重建科、運動醫學骨科及外傷骨

科，次功能分科，包括足踝外科、小兒骨

科、手外科、腫瘤骨科等，歸納在大分科

裡面。為了配合評鑑及提升教學及人才培

育，各範疇都能夠再擴編，吸引更多有志

之士參與其中，也期待將來能開枝散葉發

揚光大。至於醫學中心的評鑑，除了加強

各次專科的教育，臨床服務及研究中心配

合的研究計畫總合的相關倫理制度等等，

均持續改善及加強。

　　林口長庚骨科部在歷

經施俊雄教授、許文蔚教

授、陳文哲教授、李炫

昇教授、陳力輝教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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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在各科主任及同仁努力耕耘，開枝展

葉，卓然有成，林口骨科部除了支援廈門長庚骨

科外，也涵蓋納入基隆骨科、桃園骨科及未來的

土城分院，建構完整服務、教學、研究的發展方

向，北院區目前共有58位主治醫師，31位住院醫

師與8位專科護理師，包括8位教授，10位副教

授，10位助理教授，6位講師。團隊陣容堅強，

目前有3位博士學位主治醫師，7位年輕主治醫師

在攻讀博士學位，也皆積極進取，努力向上。）

在張毓翰主任、賴伯亮主任及蔡宗廷醫師的主持

之下，骨骼關節研究中心已有雛型，整合型計劃

持續性進行與一系列優質論文發表希望，未來更

多的博士研究員加入，能在各個不同領域之下發

展茁壯，特別是配合院方政策，在AI人工智慧與

再生醫學這一前瞻範圍。

　　長庚骨科部為國內最大的骨科部，也對醫病

趨向有極大的影響力，除了國內醫學會的參與、

文章與網路的發表宣傳、更應積極地參與醫學會

的運作，這是醫學中心的職責。在國際化方面也

要加強，國際交流、國際會議參與、國際性客座

教授演講、國際醫療的推廣、國際性手術示範基

地的設立、年輕醫師的國外進修等等，未來也是

個人努力的目標，提升國際視野及國際地位，也

能更形穩固國內領導的地位。提升長庚骨科部的

國際能見度，也是推廣國際醫療，吸引國外藍海

病患來院求診，造福地球村居民的雙贏政策。

　　個人在2018年12月1日正式接任骨科部部長

職務，深感責任重大，自己期許一定會延續骨科

部優良傳統，以公正、公平、合理原則，協調統

合部務，維持團結和諧的骨科大家庭。誠如陳

文哲前部長所言：「作為一個部主任，將秉持公

平、公正、合理的原則，無私無我的付出，建立

一個和諧的環境，讓每一個同仁每天均可愉快地

工作，在各自的領域盡情地發揮，讓年輕醫師得

到最好的教學及手術訓練」個人也以此為勉勵。

此外全力配合醫院政策，特別是目前土城分院新

院區全面科內人才支援與完整教學訓練規劃，完

成各項評鑑標準要求。此外大家能以病人為中

心提昇更好的服務品質，視病如親，以熱心教

學教育為職志，年輕學子如見習、實習醫師、

住院醫師皆能得到最佳的教學訓練，住院醫

師能取得專科醫師證照及練就最好的手術

技巧，骨科研究能維持蓬勃朝氣，期待骨

科部持續最優化與國際化的發展，讓所有同

仁皆以身為 ＂長庚骨科部＂一份子為榮。

　　最後，勉勵骨科部大家庭的成員們：參

與奉獻是骨科部家族成員的責任與義務，

共生共榮，共同努力，期待更能有美好的

將來。個人深信，沒有風平浪靜的海洋，只

有堅持方向的舵手，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

很願意和所有同仁們攜手努力打拼，共渡難

關，追逐夢想，再創高峰，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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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椎弓螺釘的置入已普遍被使用於脊椎關節的

固定。螺釘鎖入的位置若是不 正確，便有可能

會傷害到神經，而造成後續仍有 酸、麻、痛、

甚至無力的情形。術中神經監測中的觸發肌電圖

(tEMG)，會在鎖入的螺釘上給予毫安培電流的刺

激，施打在椎弓正確位置上的螺釘因周圍皆有相

對不導電的皮質骨隔開神經組織，因此電流的傳

遞便不會刺激神經產生反應；相反的若是螺釘置

入時發生突出內側椎弓的情形，其刺激神經的閥

值將顯著下降，在相對應的肌肉上也便會量測到

運動動作電位。如此我們便能在術中當下發現是

否有對神經造成傷害，重新調整螺釘位置，降低

神經傷害的情形。我們希望藉由回朔性的方式，

證實術中神經監測儀的使用可以有效地提昇手術

安全性，降低再次手術的風險。

我們回顧本院從2014年7月至2014年12月，以第一

腰椎至第一薦椎為限，所有因各式原因接受脊椎

後位椎弓螺釘固定手術的病人，根據病人是否接

受術中觸發肌電圖監測螺釘位置將其分為有接受

以及沒有接受兩組，比較兩組因螺釘位置不正確

而影響術後神經功能需再次手術的差異。研究收

錄了每一根螺釘接受電刺激後產生運動動作電位

的電流閥值；螺釘若是在小於20毫安培的電刺激

下便引發運動動作電位稱作陽性反應，此時手術

者會立即於術中檢查螺釘位置是否正確，若是證

實螺釘位置異常便會調整位置，此次電刺激為真

陽性；反之若是電刺激後出現運動動作電位但經

檢查無螺釘位置異常，則是偽陽性。

統計總共518位病患施打了3112根螺釘。

有接受神經監測的病人組共296位，1856
根螺釘，其中只有1位病人於術後因螺釘

位置不正確而接受第二次手術；而沒有接

受神經監測的病人組共222位，1256根螺

釘，接受再次手術以調整螺釘位置的共

有6位；兩組有明顯差異[p = 0.02]。接受

監測組的病人中有145根螺釘在接受電刺

激後引發了運動動作電位，其閥值介於

2.6至19.8毫安培之間。經計算其診斷螺

釘位置不正確的敏感性及特異性分別為

93.33%及92.88%。

       作者/ 常竣然 
指導作者/ 蔡宗廷

使用術中肌電圖以監測正確的

椎弓根螺釘施打位置 - 回溯性研究

141406

背景

方法

結果

現今脊椎手術在強調微創、追求小傷口

組織破壞少的同時，更應該注重神經的

完整性。除了仰賴醫師的經驗，本篇研

究顯示神經監測顯著的降低了病人因為

螺釘位置施打錯誤而產生術後神經症狀

的機會，有效地提昇螺釘施打的安全

性，避免病人接受再次手術的風險。

結論

Intraoperative electromyographic monitoring to optimize safe lumbar pedicle screw placement –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run-Kumar Kaliya-Perumal1,2† , Jiun-Ran Charng1† , Chi-Chien Niu1 , Tsung-Ting Tsai1* , Po-Liang Lai1 , Lih-Huei Chen1 
and Wen-Jer Chen1   BMC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2017) 18:229 
* Correspondence † Equal contributors 1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 Surgery, Spine Division, Bone and Joint Research 
Center,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and Chang G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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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創膝關節手術約從1990年代開始逐漸蓬勃

發展，其中包含手術方式的改變，手術器械的進

步，以及人工關節設計的變化;Modular mini keel 
tibial component為Zimmer公司所設計，專門使

用在微創手術之人工關節，不同於傳統之構造，

它在tibial plate上有一個drop down extension 
stem的設計，讓醫師在術中不需做Knee anterior 
d is locat ion，也因此能減少許多sof t  t issue 
dissection的動作。

　　在微創膝關節的發展中也遇到了很多質疑，

以mini keel component 為例，Knee Surg Sports 
Traumatol Arthrosc 2015; 23(7): 1971-85中提到

Mini keel component 的concerns有三點：

1. periprosthetic radiolucency
2. implant early aseptic loosening 
3. impant 本身的malposition

此次的研究，我們的目標在於：

　1.TKA使用MK tibial component的efficacy與 
　　longevity
  2 .比較CR與PS 兩種des ign的c l i n i ca l和 
        radiographical results
 
　　從2009-2014年，全部91位病人共有46個使用

CR design 45位使用 PS design在男女比例，左

右腳比例，接受手術時之年齡，BMI值與術前的

femorotibial angle CR group 與 PS group 間均無

顯著差異。

　　而術後的  rad iog raph ic  評估，兩組的

femorotibial angle/ tibial component angle/ 
posterior slope 無顯著差異 ，且都在一般TKA術
後評估的可接受範圍。

　　在Radiolucency方面，不同於新近的報

告，我們的case中，較多出現在 medial tibia 
與 anterior femur， 可能原因其一為原本OA造
成medial sclerotic change，可能影響 cement 
infiltration， 再來也有可能是不作tibial anterior 
dislocation，而在knee extension的狀態下放

入mini-keel tibial component，視野較狹小而

影響implantation，但這些radiolucency都沒有

progression而造成implant early loosening，
但這個現象也提醒surgeon在使用mini-keel 
tibial component 時要更加注意cementation 
technique。以standard TKA 來說，多數報告

認為PS implant 術後ROM會比CR implant來的

好， 但在我們的病人兩組術後ROM是無顯著差

異。目前文獻中仍缺少 CR TKR 使用 mini-keel 
component 的大型報告來做比較， 所以只能說

除了implant design外，適當的技術，包括gap 
balance 等等，也是良好功能的關鍵。

我們的研究結果有三點結論： 
1. 使用mini keel tibial component，無論CR type  
   或是PS type，都能得到不錯的 Clinical 以及 
    radiological result。
2. CR group radiolucency rate稍高。尤其在  
   anterior femur 及 medial tibia，雖然目前並 
   未直接造成aseptic loosening及periprosthetic  
    fracture，但也提醒了正確而謹慎的cementing  
    and implantation techniques 的重要。

3. CR group 和 PS group 在 complication rate  
   and implant survivor rate 相當，兩者皆無

    early aseptic loosening的問題。 

       作者/ 楊正邦

指導老師/ 陳昭宇

MK Component 於微創膝關節置換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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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70歲男性20多年前在外院接受右側人工

全髖關節置換手術。近年來因持續的右髖關

節疼痛來本院就醫，經診斷為人工髖關節

感染(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因此以

Girdlestone procedure方式置入高濃度抗生素

假體治療感染。經四個月後，病人的疼痛逐漸

改善，抽血感染指數也進步至正常範圍內，於

是安排第二階段的人工髖關節再置換手術。

然而，手術進行的過程當中，取出hohmann 
retractor時意外發現大量出血的情形。在無法

有效止血的情況下，及時會診血管外科醫師處

理出血的狀況。術中的逆行性血管攝影顯示

在外髂動脈(external iliac artery)及總股動脈

(common femoral artery)交界處有顯影劑外滲

(extravasation)(附圖一)。經確認出血點的位置

後，血管外科醫師在探查後發現總股動脈的後

外側有3mm的血管壁破損，疑似因手術器械操

作不慎造成的血管併發症。後來經6-0 Prolene
修補後，病人的生命徵象穩定無大礙，人工髖

關節再置換手術才得以順利完成。手術過程總

失血量5000c.c並輸血紅血球濃厚液14單位及新

鮮冷凍血漿14單位。

人工髖關節術中的血管併發症相對罕見，文獻

上報導的發生率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三[1]。這類

型的血管損傷雖然少見，但可能導致嚴重的併

發症，包括截肢甚至出血性休克，不可不慎。

經統計最常發生血管損傷的血管為總股動脈。

外髂動脈在經過腹股溝韌帶深層後為總股動

脈，走向位於髖臼的內側前緣處(附圖二)。1990
年Wasielewski RC等醫師於The Journal of Bone 
and Joint Surgery期刊發表的解剖研究首先提

人工髖關節手術的血管併發症雖然不常見，

但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手術中必須認清重

要神經血管的危險區和謹慎操作器械。而及

時的診斷及處理血管的損傷可以降低併發症

所造成的傷害。

出髖關節四象限的概念 ( A c e t a b u l a r 
Quadrants) (附圖三) [2 ]。其中前上象限

(Anterior-superior)為外髂動脈及靜脈經過的

方位，手術過程應當盡量避免傷及重要血管

構造。另外需要留意的解剖構造包括前下象

限的閉孔動靜脈(obturator artery and vein)
及後下象限的坐骨神經(sciatic nerve)。

過去文獻上，血管外科Shoenfeld醫師分析

68 位人工全髖關節置換手術的血管併發症，

造成血管損傷的原因有44%與骨水泥的外

滲有關(cement incorporation of vessels)，
18%因hohmann retractor的錯誤擺位，而

10%的原因為血管壁本身的鈣化或粥狀動脈

硬化，在強力的拉力下造成的破裂(附圖四)
[3]。2015年The Bone & Joint Journal一篇

系統性回顧[4]，收集了61篇文章的124位病

人進行分析，發現血管受傷的型態以撕裂

穿刺傷(laceration, puncture)，假性動脈瘤

(pseudoaneurysm)及血管栓塞(thrombus)
最常見，可見得血管的併發症不見得立即以

術中大量出血表現，而可能會以延遲性的下

肢缺血性症狀表現。總體而言，這些血管損

傷的併發症會導致7.3%的死亡，1.6%的下

肢截肢，及7.3%的下肢持續缺血(persistent 
ischaemia)。

作者/ 陳建聞

指導作者/ 施信農

人工髖關節術中的血管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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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簡介 總結

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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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性血管攝影顯示在外髂動脈及

總股動脈交界處的顯影劑外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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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髖關節周圍重要神經血管的相對立體位置

Line A 為ASIS到髖臼中心的連線，

Line B為垂直於Line A的直線。

Posterior-superior為髖關節手術的

safe zone。

術前的X光可見femoral artery的粥狀動脈鈣化清晰可

見，而髖關節手術中的強行拉力可能造成動脈壁破裂

(spontaneous rupture)。BMJ Case Rep,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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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在詹益聖教授的指導下，投稿了用腓長肌

腱做前十字韌帶在重建手術的結果到。順利的被大

會接受以電子海報的形式在會議中發表，也促成了

這人生第一次的國際會議參訪。雖然因為科內工作

的關係只參與到兩天的會議，但依然帶著滿滿的感

動與震撼從雪梨回到台北。

　　這次的會議辦在雪梨市中心的 S o f i t e l 
wentsworth 飯店，靠近雪梨港，走路五分鐘就可

以看到雪梨歌劇院與雪梨大橋。飯店內裝潢典雅大

器，舒適明亮，澳洲骨科醫師各個人高馬大，著實

震撼。 會議廳外咖啡點心填滿心理生理飢餓，讓

我們有滿滿動力接受高知識密度的討論。還記得

抵達會議廳聽到的第一個演講就是科內徐郭堯醫

師時常提起的日本ITO大師。聽他講起對Adhesive 
capsulitis的最新診斷分類，口條清晰，邏輯清楚，

鏗鏘有力，具體且完整的讓我感受到大師的風範，

也一掃我對日本人說英文的印象。也讓我理解到除

了臨床上的卓越實績外，出色的表達能力也是成為

大師的必要條件。

　　　會議中有一個部分是看各國醫師對於某些議

題或是特殊案例的意見討論，這真讓我長了見識，

除了平常在科內老師們討論外，也體會到了其他

專家們的思維與深厚的功力。也看到詹益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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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永學 醫師

澳洲APKASS會議參訪心得2018

被邀請加入討論為國爭光，心裏由衷佩

服。會議中讓我最驚訝的或許就是終於看

到徐郭堯醫師常說的arthroscopic assisted 
Latarjet procedure。看到一位西班牙醫

師在會議中用影片展示病例，甚至還有同

時做anterior and posterior bone block for 
multidirectional shoulder instability，原來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我還有很多不足的

地方。

　　當然會議之外，也趁著空檔和同伴們

前往雪梨市區逛逛，品嚐當地海鮮，也充

當許煥賢伉儷的保鑣一同在雪梨市區觀

光。整個城市似乎都在悠閒的氣氛中，乾

淨明亮的氣氛與初冬的冷沁空氣讓人一別

台北的溽熱。品嚐雪梨的美麗，這也是這

次會議參訪行程的一大快活啊。

　　謝謝科部支持這次的參訪，也謝謝願

意替我承擔工作的兄弟們，讓我能去外面

的世界看看，體認自己的不足，也謝謝師

長們的支持指導，關心鼓勵。這次澳洲行

收穫滿滿，至今仍難以忘懷。



作者/ 許煥 醫師

　　因為詹副部長的建議及支持，讓我這次能

夠有機會參加在雪梨舉辦的2018 APKASS，

感到非常開心及榮幸。並且第一次嘗試在國

外醫學會上報告，以全英文的方式進行ora l 
presentation以及與其他各國醫師進行討論，是

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次的APKASS因為與澳洲骨科醫學會合

辦所以與會人數相當的多，光是澳洲當地就有

四百名骨科醫師報名。澳洲因為是運動強國而

且全民運動風氣相當盛行，如橄欖球，澳式足

球，網球以及板球等等，所以運動醫學發展相

當完整而且積極。

　　看到各個領域的大師級人物，像是Kain-
Ming Chan， 是亞太運動醫學教父； Freddie 
Fu則是匹茲堡醫學院的骨科主任；Eiji Itoi對肩

關節的見解十分透徹，英文不但清晰流利，對

於ppt的製作以及報告的技巧非常簡明扼要，

每一句話似乎都是經典，他也講述了肩關節不

穩定的on track， off track 的觀念，因為我也

曾經以他的論文做過報告，能夠親眼見到本人

的presentation讓我十分著迷； 他也報告了現

今Frozen shoulder的觀念以及制定guideline的
過程，可以讓我們年輕醫師更了解這個領域的

歷史； 也看到了法國知名Patellofemoral joint
大師David Dejour， 一席長髮是其標誌，演

講時的幽默風趣讓人印象深刻，看到trochlea 
dysplasia Dejour classification的創始者也

是讓人激動。每個主題的最後都會有Panel 
Discussion， 主要會邀請該領域的學者們上

台，由主持人提供case讓學者們進行討論及辯

論，由他們的共識以及意見分歧的部分，讓我

們瞭解到這個領域上目前的趨勢為何，以及還

有需要更進一步努力的地方，對台上台下都是

非常精彩的腦力激盪。

　　除了會議之外，我們也剛好參加了Vivid 
Sydney燈光節，整個雪梨宛若不夜城，許多的

燈光秀， 音樂還有裝置藝術，讓人歎為觀止，

隨著燈光變化的雪梨歌劇院還有雪梨大橋讓人

如癡如醉。前往著名的Bondi Beach， 雖然因

為當地冬天而且風浪較大的關係無法一圓衝浪

夢想，但沿著Costal walk看到岩石峭壁與海浪

拍擊也是讓人心曠神怡。

　　這一次的APKASS，我看到了許多

大師的風範，也看到了其他國家在這運

動醫學領域的趨勢。透過每場會議的與

會人數及發問的過程，可以知道該領域

目前的熱門程度，像是superior capsular 
reconstruction， 台上與台下討論之熱絡讓

人無法想像。另外我也看到許多報告都有

cadaver study以及biomechanics study， 
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但也是我們比較少著

墨的地方。我也發現運動醫學的發展必須

仰賴一個優良的團隊，包括術後的復健以

及營養等等，也是我們未來可以整合的方

向。最後透過這次的報告，我也了解到自

己論文的部分已哪些需要補充說明以及補

強，是一個收穫滿滿的一次會議！

03

澳洲APKASS會議參訪心得

11



作者/ 彭士匯 醫師

The 37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Bone and 
oint infection Society

　　很榮幸能代表林郁智學長去參加EBJIS的
口頭論文發表。非常感謝學長事前給我的鼓

勵及信心，建議我去嘗試國外醫學會的Oral 
present。這次報告能順利成行，要感謝施部

長、關節科秘書以及怡君的大力相助，幫我和

教學部溝通請假以及請款流程的相關事宜！

　　今年的醫學會主要分幾個主題 :  (1 )PJI 
的DAIR Procedure (2) PJI手術前給予預防

性抗生素與否 (3) 骨折不癒合及骨髓炎治療 
(4)Periprosthetic fracture management 以
及今年的symposium: bioactive glasses。
藉由這次的醫學會，能瞭解到國外目前對

於這些疾病的治療Pro toco l是什麼。像是

會議中提出DAIR procedure 是  surgeon 
experience dependent，但是還是有一些

independent failure的risk factor。因此在術

前必須好好評估，才能有效避免失敗 !  至於

預防性抗生素的給予，也是他們今年才達

成的共識。據研究結果是給予抗生素並不

會大幅增加細菌培養的陰性機率，反而會

增加5倍的手術感染風險。在這一點，倒是

與我們臨床上的practice有所抵觸，因為目

EBJIS

　　這一次的APKASS，我看到了許多大師

的風範，也看到了其他國家在這運動醫學領

域的趨勢。透過每場會議的與會人數及發問

的過程，可以知道該領域目前的熱門程度，

像是superior capsular reconstruction， 台
上與台下討論之熱絡讓人無法想像。另外

我也看到許多報告都有cadaver study以及

biomechanics study， 這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但也是我們比較少著墨的地方。我也發現運

動醫學的發展必須仰賴一個優良的團隊，包

括術後的復健以及營養等等，也是我們未來

可以整合的方向。最後透過這次的報告，我

也了解到自己論文的部分已哪些需要補充說

明以及補強，是一個收穫滿滿的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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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為了怕影響細菌培養結果，我們大多是在取完檢

體之後才施打抗生素。

　　會議中另外的一個重點是bioactive glasses，
其實在國外已經研究多年並且最近開始商品化。

目的在於希望能達成快速骨頭增生、預防感染的

artificial bone graft。治療的面向包括traumatic 
bone defect，infective non union，bone tumor，
以及spine。然而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這種產品，

在國內沒有看過，算是大開眼界! 國外目前對於這

項產品的期待頗高，因為骨骼銀行所耗費的資本其

實比想像中的龐大。

　　當然此行的重點就是上台報告，雖然在台灣的

醫學會已有多次報告的經驗，但是上台仍是非常的

緊張，尤其是很擔心會被問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

幸好報告的非常順利，而座長也提出了一些不錯的

意見讓我能跟郁智學長分享。

　　藉由這次的醫學會，讓我有機會第一次到北歐

遊玩。趁著參加醫學會的空檔時間，乘坐火車前往

Rovaniemi 的聖誕老人村，雖然還沒有下雪也沒有

極光，但是坐著臥鋪火車跨越北極圈線是非常難得

的經驗。

另外，也利用一天的時間從赫爾辛基搭船至對岸的

塔林欣賞不同國家的樣貌。塔林的古城區是個非常

有特色的城市，充滿著俄羅斯統治時期所留下的文

化!赫爾辛基與塔林都是治安相對良好的城市，非

常適合自助旅行。

　　透過參加醫學會，從他們的case討論中讓自

己學習到不少。但也誠如部長所言，其實我們是走

在世界的尖端。醫學會中很多討論的話題其實在我

們科內已經是routine，讓我覺得身在長庚骨科是一

件非常驕傲的事情。建議大家有機會的話，在住院

醫師時期去國外參加醫學會。其實醫院提供的補助

優渥，能夠讓我們對於參加醫學會無後顧之憂。

藉由醫學會除了能增廣見聞，更能訓練自

己的膽量與國外的醫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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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SFA (Societe Francophone d Arthroscopie，法

國關節鏡醫學會)在法國的Strasbourg舉行。這是歷史

作者/ 邱致皓 醫師

SFA 2018 
in Strasbourg

141414
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今

　　雖然昂貴，但因老闆Alex Laedermann在本次SFA meeting 有五個演講，所以還是來衝衝

人氣。其實根本不需要我來衝人氣，因為SFA每年大概有1200-1500個參加者，是很大的會。

主要討論肩膝關節鏡手術，還有一些髖，肘，踝等關節。每年固定邀請各國大師來演講，

所以會場備有水準相當好的即時英語翻譯。以今年來說，就請到瑞士德語區蘇黎世的Chris 
Gerber（全程用法語）講Physical examination of the shoulder，但其實主要講影像學的部

分，還有請到現在也在蘇黎世的Markus Scheibel（感謝！他不太講法文）。亞洲參加者較

少，有看到幾位韓國的學者，不過不太認識也就沒有特別打招呼了。

　　SFA meeting是一年一度，很有傳統的會，很多有名的肩關節醫師都在這個會上發跡

（Gerber自己說的）。在我看來她的free paper 不多（灌水少），講題都非常新（本次有3D 
live dissection of coracoid and lateral knee ligament），科學含量足。與會者當然大部分都是

法國本地人，但透過極佳的英文即時翻譯，語言隔閡不大。其實這種醫學翻譯很累人，充滿

術語，所以大概翻1-2個講題後就要輪流換人休息。翻譯的人不知怎麼挑的，對講題都有很好

的了解（當然聲音聽起來都不年輕了）。

上的名城，雖然在邊境，但因介於重要的河流間，所以總

是兵家必爭之地，地理上也是德法的中心。德法就分別

統治Strasbourg許久，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這個法國城市

（目前）有德國血統。Stras = Street; bourg就不用說了。

建築也頗有德國特色，還好食物被影響不大。另外，她有

法國，有人說是歐洲最大的聖誕市集，此時充滿各國的遊

客（與恐怖份子），住宿也相當昂貴。

SFA 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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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會也是一個交誼的好時機。之前去

Grenoble參訪的Dr. Barth是大會的副主席，當然也出

席此會議。他的幾位fellow，也從希臘等地飛來開會。

因為讀過他們的paper，有一種人物從紙上走出的感

覺。歐洲說大不大，都還是不會太難到達的。

　　現在有很多所謂conference，workshop， l ive 
surgery等在世界上都如火如荼地舉辦，已經變成一個

產業。可能因為手術或有些操作（procedures）本身

就有技藝的性質，適合開班授課。另外這也是各個城

市，大師間彼此競爭的場所，所以也可以在大會中看

到很多其他會議的廣告。傳統醫學會也改變形式，變

得更有趣一些，才能收到報名費！當然每個人的時間

有限，只能挑有興趣的主題（或城市），水準較高的

會議參加。看看這些手術搖滾明星們間的互動也是很

有趣的。



洲人工關節醫學 (Arthroplasty Society in 
Asia, ASIA)於2012年成立至今，今年年會

作者/ 張智翔 醫師

上海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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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會議是亞洲人工關節一年一度盛大的醫學會議，參與的專家包含亞洲各個國家的骨科人工

關節相關醫師(主要為骨科中的關節重建醫師)。此會議顧名思義主要是著重骨科人工關節手術相關主

題作探討，是亞洲有關人工關節方面最大的研討會，本著亞洲人身材與歐美人士明顯的差異，建立一

個醫師互相交流之平台。今年年會於11月8日，在上海(Shanghai)的Sheraton Hotel中舉行。會議包括

三大會議廳，分別包含為人工關節的入路(Approach)、假體的選擇( Prosthesis selection)、及各個廠

牌器械的示範，其中探討的主題都集中在亞洲人身材及關節與西方人之不同而手術有所調整，以及壁

報論文等，包含了所有人工關節相關的項目。

舉辦在中中國，上海(China, Shanghai)，為第六

屆的年會，筆者有幸與施信農教授、陳俊傑醫師同

行，此次會議參與人員包括現任關節重建醫學會會

長黃揆洲醫師、高長李炫昇教授等四位醫師、及嘉

長黃國欽部長等四位醫師同行。

SFA 會場入口

1. 筆者口頭報告 
”Intercondylar distal femoral 
fracture after posterior stabilized 
Total Knee Replacement (PS 
TKR); a neglected 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
2. 陳俊傑醫師口頭報告  
“One stage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in osteoarthritis 
Combined with Fracture malunion 
or nonunion around knee joint”
3. 左起嘉長陳俊良醫師， 
施信農教授，關重黃揆洲理事長，

嘉長黃贊文醫師

4. 左起高長李炫昇教授，筆者 
以及其他韓國醫師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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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灘之夜景

外灘望向東方明珠塔之日景與夜景

　　而為了讓與會的學者專家增進交流、凝聚力量，會中所有與會人員齊聚參加Opening 
Ceremony，一方面再次宣揚ASIA的理念，另一方面讓大家有交流的機會，以期讓亞洲各國

領域專家互相尋求合作研發的主題。也藉此機會，可聆聽前輩的學識與經驗，一觀先進們的

輝煌成就，提昇研究水準。本次筆者共有一篇口頭報告＂Intercondylar distal femoral fracture 
after posterior stabilized Total Knee Replacement (PS TKR); a neglected intraoperative 
complication＂ 及 一篇壁報報告＂ Revisio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for Paprosky Type III 
Acetabular Defect with Structural Allografts and Trabecular Metal acetabular cup＂，加上陳俊

傑醫師、高長、及嘉長，長庚體系共報告8篇，涵蓋人工關節感染、人工關節旁骨折、困難人工

關節翻修手術……等，會中佔有重要角色，也增加長庚在國際中的能見度。這次參加醫學會大

部份的時間都在精準人工關節重建(Precise joint reconstruction)及手術相關處理(Perioperative 
management)的會場聽演講，本次會議發現中國各大醫學中心對於人工關節的部分，皆有顯著進

步。本次口頭報告的題目為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之後的併發症及處理，以及壁報論文的困難人工

髖關節置換手術進行，除了分享本院在以上手術之經驗外，也同時與其他國家醫師交流相關類似

的手術處理經驗。這次參與國際會議的過程我獲益良多，除了在研討會中聆聽其他研究團隊發表

其成果以外，也提醒我們須小心謹慎且積極的計畫並實行我們的研究，以期在來年的研討會能提

出我們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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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園中”江南三大名石”之一的 “玉玲瓏” 上海豫園中之一景

東方明珠塔上往下望之風景，右下角為上海迪士尼專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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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6
住院醫師模擬
口試

13

20190201
石膏營

20190323
脊椎外科
醫學會

脊椎外科醫學會 - 
牛自健理事長

20190326
醫學倫理講座 
蘇嘉瑞主任

中國 王慶德醫師



更多活動照片請加入長庚骨科通訊社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gmhortho

日本
Shinichi Konno 教授

左起中國 張順聰教授，中國 海涌教授，
牛自健理事長，周溫祥主任

賴伯亮教授 & 中國 張順聰教授

蔡宗廷醫師 & 
日本 Macondo Mochizuki 教授

王世典教授 & 
日本 Yukihiro Matsuyama 教授

優秀論文頒獎

優秀論文競賽得獎者

日本
Kazuhiro Hasegaw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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