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夏季刊

28ORTHOPAEDIC
COMMUNICATION

CHANG GUNG

Since 2010

封面故事：

關節重建示範手術研討會
教學相長  精益求精
       以刀會友  捨我其誰

-  胡志堅 醫師



01
洪偉翔/ 陳俊傑/ 游宜勳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28屆-

02施信農/ 張毓翰 關節重建示範手術研討會

05

15

16

14

08

11

13

陳建聞/ 2019 AAOS 美國骨科醫師醫學年會論文發表心得報告

徐郭堯/ 2019 APKASS 感想

詹益聖/ 2019 APKASS 成都行

高若婷/ 108年度第76次春季聯合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心得

黃余裔/ 39th SICOT醫學會議

賴志揚/ 參加全國醫師公會盃網球錦標賽心得

活動花絮

參加國外醫學會遊記

特別收錄

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cgmhortho/
林口長庚骨科網站 - 骨科通訊雜誌電子版 長庚骨科Facebook社團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長庚骨科同門學友

學經歷

學經歷

現職

現職

專長

專長

洪偉翔 醫師

聖保祿修女會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部關節重建骨科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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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重建骨科研究醫師

美國Mayo醫學中心骨科研究員

脊椎退化、側彎、變形、關節重建、運動傷害、

骨折外傷、骨質疏鬆

肌肉及骨骼腫瘤、髖關節與膝關節重建手術

第二十八屆

長庚骨科通訊     28期
01

陳俊傑 醫師

..................................................................................................

..................................................................................................
學經歷

現職

專長

林口長庚骨科部外傷骨科

主治醫師/ 助理教授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長庚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Fellowship ~
2013 Berufsgenossenschaftliche Unfallklink, 
        Tubingen, Germany
2015 Teikyo University Hospital. Tokyo, Japan
2016 University of Tokyo Hospital, Tokyo,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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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已經行之有年，也一直在進步之中，包括軟硬

體的進化和完備。

A. 在講員方面，科部內有4位資深教授，翁文能

前院長坐鎮，安定軍心，施信農前部長仍然主持

節目，其會議的經驗，回答疑難雜症和學員的互

動，均無冷場。謝邦鑫前主任，因為工作關係，

此次只講了一個題目，有點可惜，也許以後錯開

工作時間，可以提供更多的演講或主持會場。當

然張毓翰主任最辛苦，承先啟後，手術病例、主

講、主持議程和回答學員四面八方的問題，都是

有教育意義的。

　　第二個層次是中生代的同仁們，其實都已經

有準副教授級實力的講員，胡志堅醫師除了安排

議程及講員的配合，也連絡開刀房和禮堂的溝

通，包括視屏及錄攝影的軟硬體工作，實在投入

甚多精力。陳俊傑醫師，準博士候選人，幻

燈片做得美，演講層次分明，學員易懂，回

答問題也精簡。張智翔醫師表現出色，演

講，互動及解答問題，也負責一台手術的示

範，台風穩健。第三個層次是年輕的世代，

經過幾年的臨場訓練後，表現更加沉穩，口

才、流利的英文，讓學員們經驗，以為是歐

美的大師在教學。

作者/ 施信農 教授

封面故事：

關節重建示範手術研討會

會後感想

首先就辦理國際性手術示範觀摩研討會的舉

辦有很多的條件，雖然在林口舉辦這種活



　　其中，陳思元醫師更是抱病上台演講，個人

真是敬佩有加，林郁智醫師和李勝勛醫師已經不

是初出茅廬了，其台風、口才、思緒在幾年來都

有長足的進步，更可以擔任主將之位，看來我這

個前輩可以退位休息了。他們也擔任手術醫師的

助手，提供很好的輔佐，讓手術順利進行。

B. 在軟硬體設備方面，此次從二樓小會議室轉

換到一樓大會議室，就環境及螢幕的清晰度及場

地的風采，均給學員很大的震撼，加上參加人員

多，場地不但不空曠，反而覺得悠閒、沒有壓迫

感，這是多年舉辦活動的經驗改良進步的結果。

其中種種的過程、秘書作業、聯絡事項及廠商配

合，才有今天的成果。

C. 聯合公司和本院一向合作及配合相當完好，除

了MOU的研究計畫，也有多項先進發明及專利，

基於多年情誼及深知本院辦理此項活動的超級能

力，延攬了多國的骨科醫師來院觀摩學習，承屬

難能可貴，學員遠從歐美，近從東南亞、日本，

國際性的會合自不在話下。

D. 現場學員來自不同的國度，也許部分有時差的

關係及語言能力和溝通的關係，但大抵上表現很

好，問題互動及回答，深入淺出都有，代表著來

自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層次，從學員的回饋中，

知道他們從不知道有這樣偉大、優秀的醫院和骨

科團隊，除了服務量之外，竟然有很多的研究報

告及文章發表，而且又有能力表演手術示

範，手前更可以有翻修手術的示範演出，一

班學員的認知是咱們團隊是可怕的一個族

群。另外在演講的題目中，吾等發覺很多可

以研究的主題，也有很多可以改進的手術技

術，真是可謂教學相長了。

E. 在時間的安排上，也許在周末，也許只用

一天來完成議程，也許講題可以改良修飾，

也許可以一年著重在髖關節，另一年著重在

膝關節，這種種的規劃及小細節都影響著節

目的進行，以及跟學員互動的變化，讓吾等

可以深入再討論。

F. 辦這個活動，讓個人覺得驕傲，以這個

團隊為光榮，對提升長庚醫院國際地位及知

名度有幫助，在院內訓練自己，訓練舞台表

現的能力，科內互相幫助配合的內聚力。在

院外，我們就是一個隊伍，不是一個人，而

是一群人，都是優秀的人才；就醫院而言，

就是最佳醫院，從國際而言，更有直接的幫

助。至少在東南亞，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醫

師來院學習，間接帶領當地人民來院就醫。

G. 其實有互動，就有感言和心得，一路走來

感受更形深刻，只是拙筆無法寫出內心完全

的感觸，只好就此打住。期待下次的手術示

範活動。

14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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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研討會的發想，起源于高雄長庚李炫昇

教授擔任林口關節科主任的時代，一開始的學員

對象以國內學員與對岸中國的學員為主。隨著研

討會的舉辦越發成熟，學員的來源也越來越多樣

化。研討會的語言也由中文轉換為英文，示範手

術的困難度也由初次置換的人工關節拓展至複雜

度較高的人工關節翻修手術。

作者/ 張毓翰 教授Live Surgery 甘苦談

期待政府能珍惜這得來不易的醫療水平，不要再

只會要求cost-down，我們台灣需要的是value-
up，讓台灣的醫療有機會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感謝程文俊主委與翁文能董事親臨會場，連

續兩年示範手術會議，程主委都給關節科最實際

的支持，感謝醫院行政團隊的幫忙，由於醫院的

行政規章多如牛毛，身為臨床醫師的我們，常常

搞不清楚。在籌備會議的先導作業時，教學部與

人資部的長官多次給予我們指導，讓關節團隊能

在完全符合醫院規章的條件下舉辦這次的會議。

所有的行政流程也多虧關節科行政秘書陳沛緹小

姐的協助。感謝詹部長與施前部長的支持與徐郭

堯主任的拔刀相助。

　　最後，萬分感謝關節科全體主治醫師，能與

這麼優秀的團隊一起工作，我深感榮幸。

致謝

　　示範手術研討會的舉辦，除了向國際友人展

現林口關節團隊傲人的醫療水準之外，這個舞台

也是我們“練兵的場所＂，藉由演講的準備，讓

我們有機會可以整理屬於我們自己的臨床數據，

演練我們演講的能力，讓每一位關節科的成員都

具備“能開刀，能演講，能寫論文＂這三個站上

世界舞台的基本能力。

　　這次研討會的學員來自包含：印尼，馬來西

亞，希臘，日本，巴西，哥倫比亞與越南等國

家，除了上述幾個國家的學員之外，這麼多年來

參加過此研討會的學員還包含菲律賓，烏克蘭，

俄羅斯，西班牙，關島，中國，韓國，巴基斯

坦，共15個國家。台灣關節置換的手術水準，已

經達到能夠吸引大量國際學員來台學習的水準，

示範手術研討會的舉辦，多年來一直是林口關

節重建骨科的傳統，也是我們每年例行的重

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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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骨科醫學年會AAOS對全球骨科醫師而言是

一年一度最受關注的盛會，更是骨科精英齊聚的殿

堂。一如往昔，今年參與會議的人數多達三萬人次，

會議的熱烈程度可見一斑。此行的目的是前往AAOS
張貼由關節重建科張毓翰主任指導的研究論文，主

題是Outcomes of 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 (PJI) 
Reconstruction with Hinged Prosthesis，回溯性分析

鉸鏈型人工關節重建PJI的預後、失敗成因及再次感染

的風險因子。會議期間難得有機會跟人工關節感染領

域的專家學者互動與交流，汲取他人的治療經驗，受

益良多。有了去年在費城骨關節感染學會MSIS的口頭

報告經驗，讓我更有自信站在AAOS的國際舞台，分享

長庚過去在治療人工關節感染的成果。

前言

投稿歷程

美國骨科醫師醫學年會論文發表心得報告

作者/ 陳建聞 醫師

2019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ons (AAOS) Annual Meeting

　　每一期的AAOS會期結束，接著登場的就是明年度會議的Call for Abstract。雖然人人都有平等的

機會投稿，但畢竟參與者眾，要從8000多篇投稿論文脫穎而出需要絕佳的運氣。據悉，每份投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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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收穫

AAOS大會分五天議程，內容相當緊湊。會期

中課程的安排精心多元，深入淺出，能坐在

會場聆聽專家們的精彩對話及討論必定有如

沐春風般的感受。簡單的心得整理如下：

A. Symposia/ Instructional course lecture
大堂講座及自費教育課程佔A A O S議程

的大宗。應邀出席的講者不乏國際知名

的大師。不論是聆聽Wayne Paprosky探
討Revision Total Hip 面臨的Acetabular 
b o n e  l o s s，D a v i d  D e j o u r精闢講解

Pate l lo femora l ins tab i l i t y及Troch lear 
dysplasia的原由，抑或是Lawrence Dorr帶領

大家探索 spinal-pelvic relationship造成人工髖關節

instability的新領域，現場中都可以強烈感受到專家

們堅定的精神及研究的熱忱。

B. Paper/ poster presentation
Poster presentation大會安排主題相關的poster
在相同區域，因此瀏覽海報的同時可以一窺近

期研究的風向及新發現。今年的Annual Meeting 
Highlights特別指出有多數得獎的研究是針對骨科

手術的post-operative pain management提出檢討

及改良，不外乎是正視美國當下Opioid pandemic
的困境。

C. Orthopaedic video theater
有別於之前參與過的骨科醫學會議，AAOS有規劃

OVT的特別區域展示學會精選的手術教學影片。影

片是相對新穎的競賽模式，但看得出每一部影片都

是各家醫院絞盡腦汁精心製作的作品。平常工作開

刀房錯過的細節或許可以在此獲得靈感及啟發。

骨腫瘤權威Kristy L. Weber是第一位女性理事長，

別具象徵意義。

Resident Bowl是骨科明日之星PK的擂台。

文會有三到五位審查委員評接分後取平均。

投稿作品不受過往的publication，但學會對於

Abstract的完整性及創新度要求相當嚴謹。為

此，AAOS官網特製了一段“Tips for Writing 
a Good Abstract＂ 的影片，有興趣者可以參

考專家們的意見。近年來，AAOS的poster 
presentation施行紙本與電子版e-poster並
行，除了原定的session可以張貼海報以外，

e-poster也會在整個會議期間播放供觀看。

由於大量的國際投稿作品，AAOS會場相當

貼心提供現場印刷的服務，可以省去舟車勞

頓時海報攜帶不便的困擾。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獲錄取的Speaker可以免去AAOS昂貴的

Registration fee ($650-$850 USD)，對於住院

醫師們真的是一大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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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thers (ShowDown, Resident Bowl)
Resident Bowl算是會議期間的意外插曲。

結合學術與娛樂性質，住院醫師盃考驗骨

科明日之星的知識水平及機智反應，絕對

是美國頂尖骨科教學醫院較勁的擂台。未

來有志挑戰的菁英學弟妹們也可以報名參

加，大展身手。

旅遊足跡

趁著會期之外的休假空擋，決定探索美

國著名的三座國家公園，分別是優勝美

地 (Yosemite)，錫安公園 (Zion National 
Park)及大峽谷 (Grand Canyon)。正值

春初的優勝美地，氣溫仍偏低，多半已

融雪，近距離欣賞聞名世界的新娘面

紗 (Bridalveil Fall)，是由瀑布傾瀉而下

形成的水幕，瀑布之美，瞬間即永恆。

這次我成功挑戰錫安公園的天使降臨之

頂 (Angels Landing)，俯瞰壯闊的錫安峽

谷，氣勢磅礡，無與倫比，只能說大自然

之美簡直令人屏息。落日餘暉，染紅峽

谷，為這片壯麗的景緻增添更多的平靜及

美麗，是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感官享

受。這趟美國之行除了學識上滿載而歸，

絕世美景也令人大開眼界，真是不虛此

行。

結語

非常高興住院醫師時期就有機會參與

AAOS，更是慶幸自己身在首屈一指的骨

科醫學中心，向國際一流的前輩及師長們

學習。感謝詹部長的鼓勵及張主任多年的

用心指導，期盼未來長庚骨科的住院醫師

人人都可以積極投稿AAOS分享自己的研

究成果，將長庚骨科的學術水準推向世界

舞台。

錫安公園最著名的Angels Landing。沿路上有警告標

語，美國最危險的登山步道之一。Dangerous? Maybe. 
Breathtaking? Absolutely!

141407



會)，與2019 APKASS，年會一起舉辦，該組織是

亞洲太平洋膝關節，關節鏡醫學會，亞太地區膝關

節外科，關節鏡及運動醫學學術界的領導組織，代

表了亞太地區該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由於在中國主

辦，中國當局希望在推進中國運動醫學國際化的道

路上，讓更多的中國運動醫學醫師通過IFOSMA這
個平台與國際連接。因此將2019 APKASS峰會和第

十六屆IFOSMA合併召開。中國國家投注了大筆的

金錢，人力，物力，邀請了歐洲，美國，日本，韓

國，澳洲，紐西蘭等世界頂尖的專家與會演講，藉

主辦這個重要的國際會議的機會，讓中國的第二屆

“一帶一路＂運動醫學及關節鏡國際合作峰會，第

五屆中國西部運動醫學關節鏡論壇也一併納入此次

盛會，共同舉行。

　　4月18日， 下午看完門診，拉著行李箱搭上機

捷，前往桃園機場和詹部長，陳主任，張世昇秘書

長會合，進入機場，發現除了我們以外還有北醫陳

志華院長，北榮馬筱笠主任，李宏滿院長，駱主安

博士，再加上前一天就已經出發的林宜玄醫師 ，每

參加 2019 APKASS 感想

作者/ 徐郭堯 醫師

會議名稱：

2019 APKASS combined 16th IFOSMA 
2019 APKASS
Asia-Pacific Knee, Arthroscopy and Sports Medicine Society 
16th IFOSM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Orthopaedic Sports Medicine and Arthroscopy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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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APKASS的年會於四川成都舉行，第16屆
IFOSMA，(國際骨科運動醫學與關節鏡醫學

一位參加者都有精彩的演講主題，台灣代表團除

了我們以外，還有北醫吳家麟主任，秀傳羅健生

主任，馬偕盧永昌部長，陣容浩大堅強。

　　大會議程分別在五個主要大會議廳舉行，主

題包含膝，肩，肘，腕，髖，腳踝， 各個關節

的最新治療進展，這個亞洲骨科與運動醫學界盛

大的年會，其盛況與內容豐碩可想而知。詹部長

演講的主題是：髖關節運動損傷，關節鏡下評估

與處理，陳昭宇主任的講題是：Biceps tendon 
instability with or without pulley tears，張世昇醫

師的講題是：3D打印技術在個性化關節內截骨術

治療脛骨平台骨折後畸型癒合中的應用，林宜玄

醫師的講題是：CT造影診斷股髖撞擊症，CT造
影與髖關節鏡回顧對照研究。



與老友馮華教授，
Dr. Bertrand Sonnery Cottet合影

1414
長庚骨科通訊     28期

09

　　我應邀演講的主題被安排在

Massive Rotator Cuff Tear 這個

Section，我的演講題目是：肌

腱轉移術在巨大不可修復的肩袖

破裂中的應用。在我前面演講的

是韓國的Yong Girl Rhee 教授，

他是2016亞洲太平洋肩關節醫學

會的主席，在我後面演講的是日

會議名稱：

2019 APKASS combined 16th IFOSMA 
2019 APKASS
Asia-Pacific Knee, Arthroscopy and Sports Medicine Society 
16th IFOSM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Orthopaedic Sports Medicine and Arthroscopy Surgery)

　　很高興這次大會特別邀來世界

知名的ALL，Anterolateral ligament 
of Knee的教父級大師，法國里昂的

Bertrand Sonnery-Cottet，演講他的

ACL ALL經驗以及歐洲目前對於前十

字韌帶重建要加上ALL的看法。北京

積水潭醫院的馮華教授，提出了贊同

ALL的議題，膝前十字韌帶斷裂會造

成膝關節高度不穩定，以及膝關節低

度不穩定的不同結果，他也提出了後

天因素以及先天因素在膝關節不穩定

的重要性，因此要客製化治療，膝前

十字韌帶斷裂，絕對不能用同一種方

式，治療不同程度膝關節不穩定的病

人。由於我在這一方面已經有相當的

經驗與看法，因此在會中和他們兩位

有非常深入的溝通與討論，從他們身

上學習了很多經驗，非常難得。

　　這位是來自法國的Dr. 
Johannes Barth，年輕有

為 .他目前是法國關節鏡醫

學會副主席，世界上少有

的，同時精通膝關節，肩

關節的專家，他在著名的

法國里昂接受了Professor 
Pierre Chambat，的knee 
f e l l o w訓練，還有G i l l e s 
Walch的Shoulder啟蒙與教

導，後來還遠赴美國當了

Dr. Stephen Burkhart六個月 

和好友T Mihata 教授合影

與 Dr. Bertrand Sonnery Cottet 合影

本大阪大學以Superior Capsule Reconstruction，SCR聞名於世的Teruhisa Mihata 教授，在Mihata教授

後面演講的還有中國肩關節第一把手，北京積水潭醫院，姜春岩教授。因為大家講的都是這種艱難疾病

使用不同方法的治療結果，與會的各國專家學者都非常感興趣，因此把整個會場擠得水泄不通，盛況空

前。我除了參與大會相關學術活動，為台灣肩關節醫學會與關節鏡醫學會爭光之外，仍積極與來自世界

各國的好朋友，專家學者，熱烈討論，向他們請教自己的疑惑，直接向世界上最頂尖的高手學習，內心

充滿了喜悅，當素不相識的他國來賓紛紛向我表達，讚美，我的演講，或者豎起他們的大拇指向我表示

「讚」時，內心還蠻高興的。

的Shoulder fellow，基礎非常紮實與雄厚，他用Biceps 
transfer and tenodesis 簡化了Mihata 的SCR， 而最厲害的

是他把這個方法叫做Chinese Way，因此在中國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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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成都一定要去參觀大熊貓的繁育研究基地，非常輕鬆的和各國的大老一同前往。坐在我右

邊第二位是大家耳熟能詳，建立了Glenoid tract的老朋友Itoi教授，坐他右邊的是令人敬佩的韓國膝

關節大師Ahn教授，有幸和他們再次的一起開會旅遊，深感榮幸。

我特別留下了大熊貓的膝關節與肩關節骨骼標本，不得不佩服造物者的神奇。

　　這次成都之行收穫豐碩，和世界各國大師交流， 深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學弟若想前往國外

進修，美國，日本韓國以外，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是很好的選擇。



結盟而成的新學會(APKASS)。本任理事

長是四川華西醫院李箭教授，也是本人好

友，也有幸受邀請為大會Faculty。大會議

程主要分為Scientific Session, Instructional 
Course, Technical Exhibits , E-poster與
Symposium。屬於亞洲骨科關節鏡與運動醫

學界最盛大的年會，其盛況與內容豐碩可想

而知。很榮幸率領科內同仁(張世昇、徐郭堯

及陳昭宇、林宜玄醫師)及臺灣各大醫院醫師

等，共約十位成員與會，陣容龐大.本人除參

與大會Faculty meeting及相關聯誼活動，為

台灣關節鏡與膝關節醫學會爭光之外，仍積

極參與的議程仍著重於膝髖關節鏡手術與運

動醫學方面。

2019 APKASS 成都行
作者/ 詹益聖 醫師

會議名稱：

2019 APKASS combined 16th IFOSMA 
2019 APKASS
Asia-Pacific Knee, Arthroscopy and Sports Medicine Society 
16th IFOSM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Orthopaedic Sports Medicine and Arthroscopy Surgery)

應邀演講論文：

Arthroscopic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for Sports Injuries of the Hip 

指導Fellow林宜玄醫師發表論文：

Evaluating Hip Femroacetabular  Impingement and Soft Tissue Lesions Using Computed Tomography 
Arthrography: A Retrospective Study Comparing Hip Arthroscop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Arthrography Diagnosis

此 次大會於四川成都, 中國舉行，是第六

屆亞洲骨科關節鏡與運動醫學界重新

本人參與的議程會議討論的重點仍集中在knee and hip joint部份。

膝關節方面，較有收穫主題分別是: 
在knee joint方面，集中於ACL、  PCL、Carti lage repair及
Osteotomy and Meniscus五大部份。ACL重建手術部份，本次大

會特著重於anterolateral ligament (ALL) reconstruction之臨床研

究與biological and mechanical augmentation。特別是針對人工

軔帶臨床上長期追蹤結果，上海復旦大學陳世益教授團隊，提出

會場與日本 波蘭 韓國等教授醫師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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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追蹤結果與失敗原因。適當的手術Tunnel 
position，較接近Isometric position位置，不易

斷裂。加上材料與組織工程的進步， 人工軔帶

似乎顛覆傳統觀念，提供軔帶重建材料的另一

方面的選擇！ACL reconstruction是否須再加上

ALL reconstruction，會中專家學者提出精闢看法

與見解，獲益良多，會再檢視我們的病人族群，

提出我們的作法與結果！波蘭Robert Smigielski
教授提出目前2019前十字軔帶(ACL)最新觀念與

治療方法，他從107具大體膝關節解剖發現，前

十字軔帶(ACL)是屬於Ribbons構造，顛覆目前雙

束條狀的構造針對，也提出如何使用關節鏡手術

來達成此一教複雜重建。讓我印象深刻，也重新

省思新的醫療概念與手術方式。本次大會亦著重

於Knee joint preservation surgery for High tibial 
osteotomy方面研究，針對較年輕族群合併單一關

節損傷或退化，隨著固定鋼板設計進步，微創、

精準醫學與慎選病患。膝關節Slope角度與高度

不穩定PCL重建結果關係，北京馮華教授提出新

的量測與精準術中截骨矯正角度手術方法，加上

PCL revision手術，可徹底解釋此困難病患。結合 
High tibial osteotomy方面研究Dr Jia-Lin Wu; Dr 
Jian Li等學者提出良好的臨床療效，特別是客制

化精準矯正角度與立體結構處理與軟骨修復技術

結合。這與我們目前院內研究計劃想法一致，我

們團隊正加緊腳步，不讓他人專美於前！  

　　在P C L手術方面，本次大會重點仍在討

論Failure and Revision PCL surgery. Double 
bundles PCL reconstruction方面，並無新的

發展。本院在此一領域已與國外並駕齊驅。

在Cartilage repair方面有多篇論文探討frozen 
osteochondral allografts or mesenchymal stem 
cell-derived tissue engineering construct (TEC) 
的追蹤報告，其結果顯示有不錯的效果。3D bio-
printing techniques for knee injury，韓國Dr. Joon 
Ho Wang提出基礎到臨床應用成果。針對複雜性

半月版破裂，特別是棘手的Root tear type，韓

國Jior  Goo Kim教授提出新的縫補方式與手術器

械，與臨床追蹤結果，讓此一複雜手術更簡單，

主要是提高臨床成功率與病患滿意度。

　　在Meniscus方面重點在討論＂All inside＂ 
repair的比較及追蹤報告and allograft meniscus 
transplantation clinical follow-up report，對於大

面積半月板缺損之病患是項重建材質的選擇，此

外使用Bone bridge technique亦是提高成功率的

好方法。PRP 研究也是本次大會重點，多篇研究

報告顯示適當適應症如軟組織修復與施打，可有

效縮短復原時期，特別是運動員群組。

推展計畫與建議：

＊關節鏡結合再生醫學細胞療法, 3D列印技術(3D 
bio-printing techniques for knee injury)微創：結

合關節鏡對關節內處理優勢，加上再生醫學細胞

療法,3D列印技術微創重建關節內外模型及客製化

器械，或骨板設計，更能提升本院競爭力與嘉惠

病患，及發展國際醫療優勢。

＊建立國際關節鏡技術訓練教學中心：包括大體

解剖實驗室與關節鏡器材、影像系統與教學檔

案庫，可與院內Clinical Skill Center相結合，提

供本院住院醫師教學、國內外醫師學術交流的橋

樑，以提昇本院之學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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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108年度第76次春季聯合學術研討會口頭報告心得 

Biceps tendon穩定度和pulley system的探討，順利

以口頭報告形式被接受，在會議中順利完成報告，

此主題引起與會者熱烈的討論，大家互相分享自己

的臨床經驗及看法，在討論中我也學習到很多，

雖然有些討論內容太有深度，對我來說有些一知半

解，但很慶幸能參與此熱烈的討論，經驗尚淺的醫

生提出問題，經驗豐富的醫生分享自己的臨床經驗

和開刀的訣竅及，更不吝提醒需要注意的眉眉角

角，此學術濃厚的氛圍和交流是很迷人的，也是骨

科領域不斷進步的推手。這是我第一次以住院醫師

身分參與春骨口頭報告，感謝陳主任指導對此領域

仍然陌生的我，讓我收穫滿滿！

　　報告完後參加了骨腫瘤大師們的一

系列的精采演講，讓對骨腫瘤稍感陌生

的我學習到很多，更有機會親炙大師風

采；此次春骨另一亮點是時光隧道，用

照片紀錄中華骨科發展的里程碑及重要

人物，象徵著繼往開來的精神，可見主

辦單用心之處，我覺得身為一個骨科醫

生，不求在此隧道中留下身影，但一定

要在骨科領域上有所貢獻，這是我的志

向！最後感謝科部及師長們的指導，讓

身為R1的我有機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

長茁壯。

作者/ 高若婷 醫師

這次在陳昭宇主任的指導下，於108年度第76
次春季聯合學術研討會投稿了在關節鏡下

陳昭宇主任指導徐振恆醫師和我

此主題引起與會者熱烈的討論

骨腫瘤大師的案例分享



是一年一次的骨科界盛事。而2018年十月在正值楓葉季加拿
大的蒙特婁舉行，為期4天的SICOT 國際骨科會議。此會議
又以trauma相關的教學、研究和活動最多，除了聽取骨科先
進們的文章報告，在exhibitor 裡just-a-minute presentation，
講者要在一分鐘讓聽眾了解自己的研究，是很具有挑戰性的
演講方式。會期裡的symposium和special lecture，也是收
穫良多：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大師Joseph Schatzker 對
於tibia plateau facture, Schatzker classification type V, VI的
新觀點，fracture觀念的update, 比如distal radius fracture, 
proximal humerus fracture, femoral fracture, elbow fracture 
and dislocation 等等，除了瞻仰了Schatzker classification的
Schatzker大師風采外，也對於他在一個已通用了許久的分
類，仍希望能更精確，而持續研究而感到敬佩。

　　雖然是以一個剛進骨科未滿三個月的R1的身份來參加國
際醫學會議，有種劉姥姥進大觀園之感。與其說是希冀這些
天能長足的骨科相關技能、知識的進步，不如說是已一個剛
踏入這個領域的新手的身份，看著各領域傑出的師長們，如
何找出問題、試著解答問題、目標是希望能找出對患者更有
利的治療、對疾病更完整的認識。

作者/ 黃余裔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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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骨科外傷醫學會年會(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 Orthopédique et de Traumatologie, SICOT)，

SICOT醫學會議

　　這次我發表的論文海報的題目是：

「Seasonal Temperature affects the 
Incidence of 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國內外論文都有探討髖
關節發育不良的發生率和其他影響因子
有關，比如：家族史、性別、種族、文
化、生產方式、季節和其他遺傳疾病，

但沒有文獻指出髖關節發育不良的發生
率和緯度、氣溫或降雨量等氣候地理因
子有相關，最後我們得到的初步結果也
指出髖關節發育不良的發生率與緯度無
關，但與研究地區的氣溫有負相關，即
氣溫越高，發生率越低、氣溫越低，發
生率越高，可能是因為低溫環境中，嬰
兒自然會被大人穿較多衣服，包得比較
緊，因而髖關節彎曲及外展不足，不利
髖關節發育，使得疾病發生率較高。 

　　覺得這次的國外醫學會的參訪真的
是增加自己的視野，不過下次如果還有
機會參加國外醫學會演講或是海報，自
己還要再更努力去學會骨科的醫學知
識，這樣在認識醫學會場介紹的新技
術、新觀念時才能比較有概念的了解這
些新東西的革新，也許除了對自己，也
會對醫院更有幫助。

會期裡的symposium和special lecture



不會結束，在球場上，只要球還沒落地就不會放棄，這是我的信念，大學時期非常勤奮練球，到處

征戰；並且，我認為體力是任何骨科醫師的本錢，也因此進入繁忙的住院醫師生活，我還是會盡量

抽空打打球鍛鍊身體。

　　這次參加108年度全國醫師公會盃網球錦標賽，帶著老婆和小孩一起遠征花蓮，代表桃園醫師公

會，參加青年組個人賽雙打比賽，搭檔是林口長庚復健科住院醫師林冠宇，我們發揮的很好配合得

很好，連勝了六場後拿到了青年組個人賽雙打冠軍，很高興獲得了這個殊榮，也很高興在臨床事業

外，可以在我熱愛的網球這塊繼續的發光發熱，未來臨床事務只會更加繁忙，但我相信好的體魄能

夠讓我在臨床上的表現更好，閒暇之餘我還是會投入網球這塊，希望未來可以繼續保持以及期許下

一屆比賽也有好的表現。

作者/ 賴志揚 醫師

我是林口長庚骨科部第三年住院醫師賴志揚,我本身熱愛運動，大學時期特別熱衷於網球，也加入

了網球校隊擔任過隊長，會喜歡這種球類的原因是比賽沒有時間限制，只要球還沒落地比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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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桃園醫師公會參加比賽

與我的搭檔林冠宇合影 陪我一同征戰的老婆及睡著了的兒子

下雨等著地乾時陪兒子玩



2019/4/27
郭耿南教授教學

2019/4/6
亞太脊椎及小兒外科醫學會

郭耿南教授率領台灣兒童骨科菁英與會

會後楊文一理事長招待大家去吃韓式炸雞

高軒楷醫師演講



2019/5/11 
HIP Course

2019/4/19-22
APKASS 成都行

郭耿南教授率領台灣兒童骨科菁英與會

會後楊文一理事長招待大家去吃韓式炸雞



2019/5/25
肩肘關節醫學會年會



201906 恭賀
蔡宗廷&高福成醫師獲選全院
五月份最佳論文，程文俊主委
於院務會議頒獎。

2019/5/30 
Prof. Dr. D. Höntzsch 演講

2019/6/22
大體肩關節鏡手術實作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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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5 
石膏訓練營

2019/7/12
Prof Andrew Price UKA 演講

2019/8/3 
林口長庚月會



長庚骨科通訊創刊目的為促進長骨同門學友聯絡、交流，

並有一個盡情揮灑文筆的所在。

歡迎各位長骨好友投稿，主題不限，字數不拘，圖文並茂佳。

無論是學術文章或輕鬆小品、旅遊雜記，工作或生活體悟，

都歡迎您分享～

稿件請以電子檔格式寄至編輯處，

如有圖片，請盡量提高解析度，謝謝！

編輯處Email:　ethelcat@cgmh.org.tw

徵稿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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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醫院 施俊雄

          高雄長庚 王清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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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院 陳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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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 牛自健 

林口長庚 高軒楷

林口長庚 賴伯亮

林口長庚 張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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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 葉文凌 

基隆長庚 傅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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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長庚 周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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