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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證照

邱致皓 醫師

桃園長庚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
高雄長庚實習醫師
嘉義長庚外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運動醫學骨科研修醫師
瑞士日內瓦 Hospital de La Tour 研修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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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屆

長庚骨科通訊     29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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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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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經歷

專長
現職

大林慈濟骨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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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創傷
關節重建手術

現職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主治醫師

學經歷

專科證書

長庚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骨科部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部主治醫師
桃園長庚骨科部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台灣手外科專科醫師

姜智偉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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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專長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骨科專任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部臨床研究醫師

關節重建、骨折創傷處理治療、脊椎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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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經歷

現職 專長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總院骨科部脊椎科
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台灣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2003 – 2005  花蓮國軍總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2005 – 2006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部住院醫師 
2006 – 2010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2010 – 2011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脊椎科研究員 
2011 – 迄今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2016 – 迄今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脊椎科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2019 – 迄今  spine research fellow in 美國賓州費城 Rothman Institute 

脊椎感染手術、脊椎腫瘤手術、微創脊椎
手術、骨質疏鬆及脊椎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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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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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長庚醫院骨科總住院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會員
台灣骨科創傷醫學會會員
台灣骨科英索醫學會會員

人工膝關節及髖關節置換手術、關節感染及
軟組織感染治療、骨質疏鬆症預防及治療、

複雜性骨折治療、骨腫瘤疾病

杜家齊 醫師

學經歷

專長現職

敏盛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外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
嘉義長庚骨科總醫師

創傷骨科、骨質疏鬆、人工關節置換、

關節鏡手術



震波醫學2010年榮獲國家品質生物科技標章及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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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醫療管理制度，享譽中外，提昇台灣的醫療

水準，全面改變台灣醫療生態，讓台灣民眾享受

高水準又經濟的醫療服務。推動醫學教育改革，

培養優秀年輕醫師及醫護人員，將台灣的醫學教

育與醫療品質邁入世界水準。創造台灣醫療的奇

蹟，貢獻國家社會。長庚醫院為全世界重要醫學

中心之一，本人三生有幸，為長庚成員之一，深

感驕傲。

      我在1995年接受長庚醫療體系創辦人 王永慶

董事長的邀請，結束在美30年的執業生涯，返台

執掌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致力推升高雄長庚醫院

成為名符其實的醫學中心，推動高雄長庚醫院提

供高品質的醫療水準服務鄉親。

      1998年起，著手震波治療應用在骨科疾病研

究，進行台灣首例以體外震波治療骨科疾病研

究。將這種非侵入性的體外震波用於治療網球

肘、五十肩、腳跟痛及骨折癒合不良症等疾病。

經過人體試驗，相關適應症獲得衛生署認可，成

為臨床常規療法，開創骨震波新紀元。許多需一

直忍耐不適又沒有很好解決的疼痛，如足底筋膜

炎的病人，病症得以獲得改善，脫離苦海。目前

震波治療也持續應用在運動選手上，這種非侵入

性的療法造福許多民眾，震波可運用範圍也持續

在擴展。

      也是在同年，我由美引回最新的關節鏡器

械，以優異熟稔的手術技巧治療韌帶受傷的病

患，將ACL/PCL reconstruction原需要開刀治

療，改施以關節鏡手術即可，不僅傷口小，術

後恢復快，且感染及合併症少。2 0 0 0年，我

擔任第六屆中華民國關節鏡暨膝關節醫學會

理事長，戮力推動內視鏡前後十字韌帶重建手

術，又引進Video影像教學，帶領台灣骨科界

在關節鏡手術上與國際同步，開啟台灣關節鏡

手術新頁。在當時台灣骨科在關節鏡韌帶手

術治療並不普遍，技術也不純熟，經過多年的

傳承，從此韌帶受傷的民眾獲得更好的醫療照

顧，奠定日後台灣關節鏡手術的基礎。當時林

口院區骨科多位醫師南下高長學習，現任林口

長庚骨科詹益聖部長，葉文凌教授及義大醫院

的袁立仁醫師都曾南下跟我學習，申請代訓關

節鏡手術。我每年必前往歐美國家參加國際骨

科會議，學習當下國際最新資訊，再將所學所

見帶回台灣，與骨科同儕分享及討論，希望也

能藉此教導後輩最新的訊息。

      2001年高雄長庚成立南台灣第一個運動醫

學暨健康發展中心，我致力推動美國臨床醫師

得直接參與病患術後復健醫療的觀念及作法，

這項新措施使病患術後獲得更有效率的復健照

護，縮短術後復原的時程。

      在任職長庚醫院院長職務時，兢兢業業恪

守醫師職責，貢獻資療專長，成立長庚醫師聯

誼會，加強內外長庚醫師的聯誼與團結，照顧

市民健康，很榮幸獲得高雄市市政府頒發感謝

狀。2003年卸下院長行政職務後，我繼續在本

院從事臨床服務，也持續參與教學、研究，把

知識與技術傳承給下一代。

      回國服務二十餘年來，我希望能以身作則，

在醫療學識上持續鑽研，引導年輕醫師放眼國

際。在臨床服務上，不停吸收新知並且引進國

內，不論是新的運動醫學與復健治療的觀念，

體外震波醫學或者現已成熟的關節鏡手術，

身為臨床醫師，我認為必須持續學習與世界

作者/ 王清貞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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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院迄今，長庚醫院積極延攬國內外優秀醫

護人員，大幅引進精密醫療設備，建立獨



接軌，了解最新的醫療情況，新的醫療技術。我

期許自己努力貢獻所學與畢生經驗，永遠站在醫

療第一線，提供病患更好的醫療更佳的服務，身

體力行所謂的『醫者父母心』，這也是我退而不

休的原因。要栽培一位醫師需要很大的資源及社

會成本，如果不能終身奉獻，實在有愧天地。

      因為長庚醫院是醫學中心，儘管公務或醫務

繁忙，我仍持續指導院內外年輕的骨科醫師及實

習見習醫生，積極參與住院醫師的訓練，包括晨

會教育、Journal reading及case conference，
開刀房實際手術操作等等。同時也到林口長庚大

學醫學系授課，傳授骨科醫學的新知與技巧。擔

任醫務顧問級主治醫師後，每月至少開設二次教

學門診，利用各種骨科臨床個案仔細教導年輕醫

師，引導，提問及解答。我認為人的生命有限，

如果能將所知的一切傳承下去，就能發揮生命的

最大價值，而且與年輕醫師相處也有很多的樂

趣，可以重溫年少的時光，至少可以讓我不會覺

得自己LKK。

      回顧這些年，我想最讓我值得驕傲的應該是

對體外震波醫學的研究。在1997年，瑞士和德國

剛開始將長年使用在泌尿系統的震波治療，應用

在骨科領域；如運動外傷引發的肌腱炎〈包括足

底筋膜炎、髕骨韌帶肌腱炎、網球肘、高爾夫

肘、五十肩肌腱炎等〉以及骨折癒合不良症。歷

經一年的申請，我們終於獲得衛生署醫事處同意

執行人體試驗，成為台灣第一例以震波治療骨科

疾症的醫療院所。經過幾年的研究，在2004年衛

生署公告『體外骨科震波治療儀』不屬於須施行

人體試驗之醫療技術，唯適應症依仿單為準。有

些病症上，臨床試驗結果顯示體外震波療術比傳

統治療效果更好，合併症少，安全性高，復發率

低，使用頻率隨時間而快速增加。我們的研究團

隊在2003年發現體外震波的作用機轉：震波能量

刺激生長激素，引導新生血管增生，改善血流，

增進組織再生。也因這機轉的發現，除了持續各

種運動外傷的肌腱炎臨床研究與治療外，同時持

續不斷進行基礎研究及動物實驗，由轉譯實證醫

學持續發展震波新的使用領域，震波治療因而擴

充到股骨頭缺血性壞死症，膝退化性關節炎、缺

血性心肌梗塞、糖尿病足潰瘍及性功能障礙等，

研究成果顯示療效令人滿意。能節省醫療費用，

改善醫療品質，造福更多民眾。

     我在2003年任第七屆國際震波醫學會(ISMST)
理事長，並且2004年在高雄舉辦國際震波年會，讓

台灣在國際醫學舞台上發光發熱。這場在高雄圓山

飯店舉辦世界性的學術研討會，吸引幾十位歐美專

家學者共襄盛舉，議程內容豐富同時安排在地旅遊

及原住民舞蹈，賓主盡歡，完成一項成功的學術外

交，提昇台灣醫療水準，提高台灣醫界的知名度。

很多專家學者公認目前全世界的震波重鎮，包括奧

地利的Medical University of Vienna (維也納大學

醫學院)，義大利的University of Bali，University 
of Torino及台灣的高雄長庚醫院。世界震波學會理

監事(Manage Board)非常重視高雄長庚震波中心

的研究成果。我很高興在2010年，體外震波與組織

再生科技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銅獎。

      歷經五年的籌備，整合震波醫學與組織再生多

年的研究成果，我們終於獲得院方支持，在2012年
成立世界級的震波醫學研究中心，進一步結合專業

化、組織化的醫療團隊，鼓勵年輕醫師，加入醫學

研究，擴大並加強震波醫學的創新研究，保持高雄

長庚醫院在世界震波領域的領先地位。震波醫學的

研究成果讓高雄長庚醫院在國際上舉足輕重，而且

更重要的是能將研究與臨床治療結合，造福病患，

真正解決病人的痛苦。

      在2008年我因為在AAOS (美國骨科醫學

會) 發表震波研究，榮獲Metabolic Disease組
最佳poster。在2016年受APWH (Academy of 
Physician in Wound Healing評選為年度風雲醫師 
“Physician of The Year＂。

141405

榮獲2008年美國骨科醫學會(AAOS)
年會海報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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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倡震波醫學與組織再生研究，高雄長庚震波科研究中心團

隊在2016年10月舉辦「震波醫學亞太高峰會」，邀請震波醫學國際

知名學者來台演講，交流。本院豐碩的臨床及研究成果，吸引很多

來自世界各國包括英國，德國，奧地利，巴西，韓國等國外學者專

家來本院參訪與切磋。維也納大學醫學院學生(Mr. Can Tepeköylü)
來院見習六個月，從事體外震波有關的研究，完成畢業論文。這期

間我多次受美國名校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Texas及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eattle，ISMST basic science courses等
邀請做專題演講，很受好評，增進中外學術交流。

Physician of The Year Award 
(2016 APWH)

      我們的研究團隊前後發表一百五十多篇有關震波研究的學術論文，很受國際的重視與肯定，尤其

2003年發現的機轉已經被震波醫學研究視為金科玉律，每當國際震波學會舉辦會議，與會者常常引用我

們團隊發現的機轉與研究成果。國際震波醫學會在2017年所舉辦的年會甚至特別排出一個時段，表揚這

20年來高雄長庚的研究團隊對震波的貢獻，能與這樣的團隊一起前進，我與有榮焉。在退休前夕，我心

中有許多感慨，感謝、感謝、再感謝。長庚醫院給了我服務鄉民的機會，也讓我有機會做醫學研究，這

樣的精神我希望能永續傳承下去。

2018年與震波團隊出席21屆ISMST年會

(紐西蘭 2018/4/11-14)

本院研究成果 - 震波醫學機轉原理，

被奉為震波醫學圭臬

      2018年在陳慶鏗教授鼓勵下，集結國內外震波醫學與組織再生專家學者共同完成權威性的專書

「Shockwave Medicine」。這本書由出版社Karger發行，共有12篇章，國內外參與的作者有20多位，除本

院醫師外，另有奧地利Prof. Wolfgang Schaden，紐西蘭的Prof. Kenneth Craig S. Vincent，瑞士籍的Dr. 
Nicolas Haffner，義大利Prof. Sergio Russo、Valerio Sansone、Roberto Frairia，哥倫比亞的Carlos A. 
Leal醫師等等，分別完整闡述震波各領域的內容，對往後不論在臨床或基礎研究做了最好的保存，是震波

醫學的教科書。

2019年與震波團隊出席22屆ISMST年會

(中國北京 2019/5/24-26)

2015年於高雄長庚醫院國際會議廳舉辦

「亞太震波醫學高峰會」



Center for Shockwave Medicine 
and Tissue Engineering, CGMH, TAIWAN

足底筋膜炎 肩關節鈣化性肌腱炎

手肘外上踝炎

慢性膝肌腱炎 骨折癒合不良症

缺血性心臟疾病 皮膚潰瘍 蟹足腫治療研究

股骨頭缺血性壞死症

14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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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高雄長庚骨科部部長  
         周文毅醫師

啟我新知的良師 - 王清貞教授

2018年參加國際震波醫學會，留影於紐西蘭奧克蘭

〈左為震波科研鄭再宏博士，中為王清貞教授，右為筆者〉

長庚骨科通訊     29期

的菜鳥R1，記得那是第一次正式跟

王教授打照面，印象中的他是一位

慈祥的長者，剛從院長職務卸任，

無事一身輕的他，總是埋頭於病患

的照護以及學術研究論文發表，

是一位臨床與研究兼備的“二刀

流＂。那時候照面，照慣例菜鳥見

長輩，三杯黃湯要先乾，只聽得王

院長說：『你們要當外科醫師，酒

會喝，刀才會開』。當時還以為是

他老人家的心得，殊不知十多在後

跟他談及此事，他說：『這是王創

辦人跟我說的，我只是說給你們聽

而已』。

那是十幾年前的骨科迎新餐

會，當時的我是一個菜比八

震波應用於臨床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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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之後，慢慢的在高雄長庚骨科成長茁壯，也對運動醫學產生興趣。在V1~V2的階段，一步

步地跟著王教授學習關節鏡的技術，也慢慢得知他是台灣膝關節鏡的pioneer，很多現在的運動醫

學界前輩都是王教授的門生，可謂是桃李滿天下。在這段成長期間，取autograft時，拿斷好幾條的

semitendinosus，也燒破了好幾支關節鏡，他總是不以為意地跟我說沒關係，老師幫你收尾，一個

作關節鏡的醫師沒有拿斷三條的semitendinosus以及燒破三支關節鏡，就不算是一位合格的scope 
man。這一路以來，感謝老師的提攜與呵護，讓我們高雄長庚骨科部持續茁壯，在運動醫學的領域

上能在台灣骨科界佔有一席之地，沒有王教授的貢獻，那是不可能的。高雄長庚的運動醫學中心是

南台灣最早的運醫中心，其中的編制幾經折衝及融入美國的運醫中心概念，逐步發展成現在的規

模，也是諸多外院來訪參觀的部門。

　　王教授的另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將體外震波(ESWT)治療推廣到全台灣，他的基礎臨床研究，可

以說是著作等身。從ESWT的working mechanism到各骨關節軟骨肌腱的臨床運用，SCI publication
不下一百五十篇，這是一個令我們後輩永遠追不上的車尾燈概念。近年，也在他的指導下，逐步踏

入震波的臨床與基礎的科研，自己也逐漸地“上癮＂了。凡此種種，作為後輩的我，深深感受到何

謂站在巨人肩膀上望向未來。

　　在王老師要退休的前夕，心中是百味雜成，充滿了不捨與感恩，不捨骨科部少了一位中流砥

柱，也感謝老師的一路提攜與卓越貢獻。在我的骨科生涯，感謝王教授給我亮起引導正確方向的光

芒，在我的人生成長中豐富我的心靈增添我的智慧，王院長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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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楊崑德 教授

翻轉和創新高雄長庚臨床研究的
王清貞名譽院長

(馬偕醫學院生醫所教授，

馬偕醫學院長照所合聘教授，

國防醫學院微免所合聘教授，

陽明大學臨醫所兼任教授，

馬偕兒童醫院醫研部主任，

前長庚大學臨醫所教授，

前高雄長庚醫院醫研部主任，

前高雄長庚醫院副院長)

龍頭地位。王院長成立長庚體系第一個醫學研究部（之前醫學研究隸屬醫教

部），帶領高雄長庚接軌國際研究，成立運動醫療（含震波醫療）中心。

協調整合醫院和醫學院的資源讓高雄長庚的醫師就近進修臨床醫學博、碩士

班。激勵高雄長庚增加許多醫師研究員，在運動醫學、腫瘤治療、心血管疾

病、神經醫療、自體免疫疾病和產兒科世代研究等研究大放光彩。

高雄長庚現在已是家喻戶曉的醫學中心，之前也艱辛走過區域醫院和

準醫學中心十幾二十年，在王院長就任後持續穩座南部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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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院長鼓勵跨科研究，並且親自利用傍晚和

假日從事跨科研究，推動震波和幹細胞研究團

隊，世界聞名，並且多次在高雄舉辦國際會議，

提升醫院和國家能見度。因為王院長中英文和台

語都流利，加上臨床與研究經驗豐富，所以在國

際會議或是各種論壇的討論，都是言之有物、有

理、有說服力的領頭羊！王院長的研究著作或是

主持國際學術會議，多是因為其臨床經驗豐富又

有實際進行研究驗證、所以都是很有魅力的實用

論述，令人欽佩；更感動的是他發表在長庚醫誌

的著作，獲得最多次該雜誌的「最多年度國際期

刊引用獎」得主。這個集合醫療服務、教學、研

究和領導能力於一身的院長，實在讓人敬佩。

　　敝人在22年前與長庚和王院長結緣，是由長

庚兒童醫院謝貴雄院長推薦到高雄長庚兒童醫院

擔任副院長，負責兒醫研究發展。隨後高雄兒童

醫院和高雄長庚醫院整併為同一院區，在王院長

推薦下成為高雄長庚副院長兼醫研部主任。我們

規劃和申請研究設備，讓臨床人員有機會從事轉

譯醫學研究，啟動黃昏班的生物技術課，讓同仁

在工作之餘，可以在不影響臨床作業下輕鬆進修

生物醫學。並且爭取醫學院臨醫所設置博士班分

所，都受到醫學院李英雄院長和管理中心的大力

支持下快速發展！高雄長庚醫院的研究計劃和研

究著作都比臨近有醫學院的高雄醫學院有過之而

無不及。

　　記得我在86年初到任高雄長庚時，整個院區

ㄧ年的研究案件不到10件；但是在民國100年離開

高雄長庚醫院時，每年已超過280件的研究計劃，

這些要歸功於醫院各研究、教學和服務單位的努

力，以及長庚研發會和行政中心的支持和協助，

也是王院長領導有方與身體力行所建立的底子，

加上接續的院長持續播種和耕耘的貢獻。

　　王院長對社區醫療和偏鄉醫療的重視與投入

也是不落人後，接手高雄縣當時虧損年年的鳳山

醫院，開發為優良社區醫院；屏東和澎湖偏鄉醫

療的支援和後送也是有口皆碑，尤其急難支援和

後送處理都是人性化與健康照護兼顧的發展。印

象最深刻的是921大地震後的水里醫療站設立!地
震後的早上，院長召開臨時院務會，回應衛生署

的要求，馬上派先遣小組上山支援水里的醫療任

務。當天王院長的病人已進開刀房，就委由我帶

一組先遣人員去查勘設置地點與可能需要的支

援內容，他特別叮囑幕僚長在院內作業長期醫護

站準備，外遣小組去勘查安全牢靠之地設醫療

站，讓同仁有無後顧之憂的執行醫療任務。我們

一行4個人出發，原來配廂型車，上路後因為交

通管制又回來換救護車，一路上到了濁水溪旁的

道路，看到時有破裂或30-50公分高低差怵目驚

心的道路，路旁有些半倒的房子。4個人擠在1輛
救護車裡暈頭轉向，到了水里看到處處是帳篷。

人生地不熟，先找到衛生所，但是大家都忙碌

也沒開設救護站經驗，就指著水里溪旁的停車場

給我們。我們去看了現場距離河床不遠，查看地

圖該溪流的上游是地震走山的區域，可能有未知

的淹塞湖，大雨來時堪慮。再去這個山城的制高

點查看，那裏很合適但是已經有國軍部隊的醫療

站，只好又回到鄉公所請求支援，才勉強在衛生

所旁空地設立醫療站。這樣繞了一大圈和協調，

不知不覺已是天黑的下雨天，才完成隔天醫護人

員進駐的準備工作，回到高雄面報院長後已經很

晚。隔天院長帶著他指導院內外籌備好的人員和

醫療物資，一大輛專車進駐，醫療站主任是南投

出身的余燦榮主任(後來義大醫院副院長) ，並設

立內外科醫療站和偏遠山地部落的巡迴醫療路

線。王院長囑咐每週和每月的任務輪替與主管輪

流督導，讓整個任務在3-4個月圓滿完成。

　　王院長在運動醫學和關節與肌腱疾病的治療

暨研究發展是國內重要醫術醫德專才之一，在

國際上更是突出的創新者。我們合作進行震波

與幹細胞治療關節和肌腱疾病研究，他從臨床

往實驗桌方向進行，建立震波促進骨關節肌腱再

生是透過血管新生的理論基礎；我們則從實驗桌

往臨床發展，建立震波促進再生與修復是幹細胞

分化再促進血管新生。結果是王院長血管新生的

研究先大放異彩(Wang CJ, Wang FS, Yang KD, 
Weng LH, Hsu CC, Huang CS, Yang LC.Shock 
wave therapy induces neovascularization at 
the tendon-bone junction. A study in rabbits. 
J Orthop Res. 2003 Nov;21(6):984-9.)，至今

已經被引用超過600多次，而且震波促進血管

新生的發現已經被西方國家的企業很快地開發

出震波治療心臟缺血性心衰竭的應用。而我們

的震波促進幹細胞增生理論著作 (Wang FS, 
Wang CJ, Sheen-Chen SM, Kuo YR, Chen 
RF, Yang KD.Superoxide mediates shock 
wave induction of ERK-dependent osteogenic 
transcription factor (CBFA1) and mesenchy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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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differentiation toward osteoprogenitors. J 
Biol Chem. 2002 Mar 29;277(13):10931-7.)則是

被引用203次。雖然我們仍然認為幹細胞的理論

後續看好，但王院長的研究能這麼快在科學上和

醫療上進行應用，實在是其銳利的眼光從臨床而

基礎的研究勝過由基礎而臨床研究的成效，值得

高度敬佩。

　　王院長是高雄鳥松人，高雄中學高材生，

台大醫學院畢業，當完兵再出國進修骨科(包括

研究員訓練)，隨後留在美國紐約服務超過30年
後，才接受長庚醫院創辦人王永慶董事長的賞

識，委以「貢獻家鄉」、開發創新高雄長庚的感

召，回到故鄉鳥松的高雄長庚醫院。王院長一上

任就在醫療服務、教學和研究上全方位的發展，

所以很快的在醫學中心的評鑑上脫離準醫學中

心，從此成為持續正港的醫學中心。王院長身體

力行創新研究，發表將近300篇有審查機制的著

作，也讓高雄長庚的醫療服務品質大力提升，並

且擴及整個高屏地區的急重症醫療。這將近300
篇有審查機制的醫學期刊著作大都是王院長在57
歲之齡接任高雄長庚醫院院長後，一字一句、一

篇一篇的重要著作！這些有質有量的著作貢獻，

是真的讓人難以想像，因為我們培養一個博士生

的畢業標準是2篇有審查機制的醫學期刊發表(換
句話說是相較於培養200位博士生的研究能量)；
即使像我是比較幸運的一代，從醫學院畢業2年
後20幾歲，就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再出國3次
進修，並且在研究所帶過許多研究生，這樣超過

30年的努力也才發表300篇著作。王院長獨自努

力和跨科合作能在20年內完成如此多質量均優的

著作，可見其努力和毅力的投注程度！

　　更重要的是有別於其他醫學中心經常因為兒

童醫療不太容易經營，而經常出現平常不重視兒

科，只有在評鑑來時才正視兒童醫療發展。王院

長在體系的決策會張昭雄主委的支持下，讓高雄

長庚兒童醫療在急重症醫療和次專科的發展快速

推進，讓高高屏的兒科急診有24小時主治醫師駐

診，保障兒童醫療品質；再者嬰幼兒加護病房也

一改過去因為賠本單位而難以擴床，造成一床難

求的窘境，我們在王院長支持下，翻轉成保障院

內重症兒童有重症加護床位，並且擴床鼓勵外接

重症嬰幼兒，讓高雄長庚兒童內科成為全國第二

大重症照護單位(僅次於林口長庚兒童醫院)；經

營上也由虧損轉為盈餘效果！回顧高雄兒童內科

的發展，在我到任前的主治醫師不到15個，到我

100年離開時已經有超過10個次專科和40幾位主

治醫師，讓各個次專科成熟發展，大大提升兒童

醫療的品質。想當時謝貴雄院長邀我加入時，受

到一些抵制(據說在沒有高鐵的時代，曾經多位

主管包一輛夜車，從高雄去林口總院向謝貴雄院

長抗議)，感恩謝院長執意邀請，和接續的王清

貞院長大力支持，才讓高雄兒童醫療的研究、服

務、教學快速有質量的發展。

　　王院長從早年在美國紐約就和王創辦人經常

相處討論長庚醫院的發展，並且擔任長庚醫院的

顧問，所以到57歲接任高雄長庚醫院的院長時，

就可以馬上快速貢獻所長，守護高高屏重要醫

學中心的品質維繫。既使在2003年卸任院長後，

仍帶領震波幹細胞研究團隊持續研發工作，期間

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在長庚從事研究和創新服務病

患工作。王院長在卸下院長職務後還擔任名譽院

長、長庚決策會副主委和董事等重要職務，其忠

誠度與耐壓性真是很堅強可佩！現在王院長來到

最高服務上限的80歲即將退休，仍然以長庚研究

發展為榮，我們偶爾見面仍爭辯著震波是促進血

管新生重要或是幹細胞再生修復重要，而且王院

長仍然安排著如何把它的創新研究傳承推展下

去，也說好要使用震波加幹細胞來治療我們人類

55歲以後就開始的退化性關節炎。

　　看著我敬佩且亦師亦友的王院長即將「80高
齡退而不休」，真是我們活到老學到老的榜樣；

特別是在一直創新又常常變更的長庚醫院，讓我

們用「長庚的老兵改變面貌再躍進」來形容敬愛

的王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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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盧瑞彥

　　（廣運集團副董事長、 
　　　泰研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第六屆國家品質獎個人獎得主、

　　　國家品質獎評審委員)

感念王清貞院長

　　清貞兄在台大學生第五宿舍105室與我同

居過，那是1959年的夏天。他的熱心與親和

力，初次見面就聊起家人跟家鄉事，總覺得我

們都有同樣背景與遭遇。他家務農，大家庭，

來自高雄鳥松鄉，我也是，只不過我是台中豐

原鎮而已。對於小時候在田野幫忙耕種的種種

細節感觸感同身受，漸漸地我們變成無所不談

的摯友了，彼此建立珍貴的情誼至今依然不

衰。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常仰躺在台大椰

林大道草坪上，細吐心中話，談及務農的辛勞

狀，也期許實現未來的憧憬能為家人盡一份助

力，常常不知不覺天已亮了才回宿舍，此情此

景一直留在我心坎。

　　感謝清貞兄在大二時前後移交三個家教工

作給我，協助我能在台大電機系畢業。記得大

二暑期預官入伍訓練時，我被分發在台中竹子

坑訓練中心受訓，有次家屬會面日，他千里迢

迢由高雄趕來面會，帶來許多我喜歡的水果，

讓我喜出望外，在眾多的會客人群中，也許我

是唯一有「同學」來看我，他的關懷之心，流

露在神情上，當時的感動之情至今猶在。

　　清貞兄是很正直嚴肅的人，不苟言笑，

雖仰慕者眾，卻不敢結交女朋友。大四開

始，他就經常應召回高雄相親，每次相親

回來，他都很失望，嫌東嫌西。我喜歡逗

他，而他總是回應「無聊啦！」我當時還

擔心他不想結婚，或者不懂結婚呢！他又很

好心，為我多次介紹其親友的女兒給我，

因故，都好事無成。在他擔任 I n t e r n時，

反而由我大姊與我介紹他認識林芝惠小姐

提到清貞兄，勾起了一甲子的往事。

（豐原第一位醫學博士林阿能醫師的大千金），

結果一舉成功！整個相親安排由我策畫，我選擇

豐原最有名的紅寶石咖啡廳，利用下午顧客較少

時段，提早到現場，選擇離入口處較遠的角落就

坐，面對入口處，以便有較多的時間可以觀察來

人風姿。在溫柔燈光下，配合優雅的古典音樂

〈孟德爾頌/結婚進行曲〉靜候美女出現，果然不

久一位高雅氣質，修長身材，美貌的小姐出現，

清貞兄一時目瞪口呆，停止呼吸，直瞪穿紅色高

跟鞋的林小姐，真的是古人說對了「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清貞兄發楞許久，無法言語。直

到回來台北的火車到勝興站，才突然冒出一句：

「唉！有夠讚！」，一語道破，終於讓我腦醒，

當初我質疑清貞兄不會結婚的疑念。

　　清貞兄畢業後，分發到台中機場當軍醫官，

因此也就近住在新娘家，每天通勤由豐原到台中

往返，有時也代替岳父看門診，每次我回豐原鄉

總要我到媽祖廟口宵夜。記得結婚時，女方從豐

原準備一輛遊覽車，沿著省道一號公路南下〈當

時尚無高速公路〉，車內導遊是清貞兄的朋友發

揮了長才，逗得車內的老人家們，歡喜無比。家

父家母也同行，這是他們最開心的高雄之行。沿

途十分熱鬧，不知不覺很快就抵達高雄了。依習

俗，結婚前一晚新床不能一個人睡，因此我被指

定陪新郎過夜，這是從1959年清貞兄與我同居過

〈台大學生第五宿舍〉進階到1968年『同床』

睡，當晚一夜無言，也沒做什麼。第二天一早我

與新郎同樣享受一碗豐盛的雞腎、雞心與雞卵的

食補。這應該為新郎準備當晚要發揮效用的吧！

　　婚後，清貞兄有一段時間在台北馬偕醫院

當婦產科住院醫師，當時他住在士林，離我上

班公司很近，我常常去叨擾吃火鍋。一年多後

清貞兄與我

2019年5月7日攝於高雄港邊〈清貞兄府宅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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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到美國深造，後來我在台灣美商公司服務，常出差到美國總公司，每次我均特地往紐澤西

Trenton清貞兄家住幾晚，每次均承蒙他們夫婦的熱烈歡迎，至感銘謝。後來因緣際會他回故鄉鳥松

鄉長庚醫院服務，我有更多的醫務上請求，他均極為熱心為我解決，他們前後有三位男孩，在美國

出生，皆讀名校，事業有成，一直沒有女孩為憾，我也特別捐了我大女兒〈盧璿徽〉做他們的乾女

兒。我這位媒人也算盡責，不忘售後服務，包男包女，超越顧客的期待。難怪清貞兄常說，要是沒

有我，可能他還是單身了。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就是一甲子了。想著往事，由懵懵懂懂的鄉下人，進了台北城，一切從頭

開始，如今均有滿意的第二代。有幸遇到清貞兄嫂貴人多方協助，於公於私幫我良多，尤其長子在

長庚醫院順利完成整形外科專科訓練，都仰賴清貞兄的助力。兩家通好，兩代恩情重如泰山，清貞

兄為人處事的風範，永為標竿，榮退之際，藉此特誌往年佚事，聊表寸心，永為存念。

清貞兄與乾女兒〈盧璿徽〉

1998年5月3日攝於我大陸華星科技公司 

兩位美女: 王夫人林芝惠(左)與內人楊淑珍〈右〉

1994年1月27日

清貞兄與璿徽

2019年5月7日攝於高雄港邊〈清貞兄府宅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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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貞兄與璿徽

2019年5月7日攝於高雄港邊〈清貞兄府宅旁〉

Dear Professor Wang,

It was during the ISMST Congress in 
Londo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go, that I had the great pleasure 
and honour to get to know you 
in person. You were the established 
and highly respected professor from 
Chang Gu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in 
Kaohsiung, Taiwan, with an impressiv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gained in particula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ight from the outset I was most impressed by 
your meticulous approach to research. Back then I was still a young trauma surgeon 
embarking on research of my own in the fascinating world of shockwave medicine. You 
were kind enough to act as a sympathetic mentor, showing the utmost generosity in 
sharing your knowledge, and encouraging me in my clinical work.

At the time you were the pioneer and man of science who first cast doubt on the purely 
mechanistic impact of shockwaves. As early as 2003 you observed and described 
that shockwave therapy induces neovascularization at the tendon–bone junction* 
by promoting growth factors. Indeed,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a completely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that underlies shockwaves. Together with the 
research work conducted by Helmut Neuland in Germany, and our own group in 
Austria, we develope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shockwaves act on biological 
tissue: mechano-transduction describes the fact that shockwaves (mechanical 
impulses such as pressure, shear and tensile forces) are translated into biological 
signals that activate genes. Groups of genes then start to produce proteins (growth 
factors, etc.) which successfully initiate regenerative processes in pathological tissue. 
Even the body’s own stem cells can be activated to regenerate the affected are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hockwave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a strong and fruitful collaboration, one which has 
brought us to these important findings. Alongside our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e also 
met socially with our families and developed a genuine friendship that give rise to the 
famous ‘shockwave family’.

Thanks to your generous willingness to share you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with all 
the other shockwave research groups worldwide, we have opened up a new window 

Lt: Dr. Wang, Mid: Dr. Schaden, Rt: Dr. KuderaPhoto: 2004, Kaohsiung, Taiwan

Prof. Wolfgang Schaden

Warm letter from Vienna,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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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pportunity in medicine: by stimulating the body’s own potential for regeneration, 
we might well be able to offer efficient therapy for a broad spectrum of pathologies, 
without significant adverse side effects.

And so, most esteemed Professor Wang, allow m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not merely 
for your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but most of all for your friendship,
Yours respectfully,

Wolfgang
August 2019

* Shockwave therapy induces neovascularization at the tendon–bone junction. A study 
in rabbits, Ching-Jen Wang et al., Journal of Orthopaedic Research 21 (2003) 98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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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郭繼陽 教授

         (廈門長庚醫院名譽院長，　

         震波醫學與組織再造科研究中心主任)

震波醫學與組織再造科研究中心
發展與沿革

進一步發展到骨骼肌肉系統等疾病的再生與治

療。隨著震波機器的研究與不斷更新，近年來最

新的研究進展是應用到缺血性心血管疾病的治療

與重建，糖尿病皮膚潰瘍修復，糖尿病胰島細

胞的再生，泌尿系統損傷後的組織修復治療，

男性性功能障礙治療以及脊髓損傷治療。臺灣

目前的臨床治療上，在2017年時除了目前衛生福

利部核准的骨科震波治療項目如肩鈣化性或非

鈣化性肌腱炎、肘上髁炎(網球肘)、足底筋膜炎

(腳踝骨刺)及骨折癒合不全(假性關節症)外，亦

新增了慢性骨盆疼痛症候群CPPS/慢性非細菌性

攝護腺炎與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礙的治療。在2018
年，美國FDA更核准了震波對於糖尿病皮膚潰瘍

傷口的治療項目。體外震波治療(Extracorporea 
Shockwave Therapy; ESWT)l 的非侵入性治療

之便利與它的治療效果日益受到矚目。

　　西元1995年名譽院長王清貞教授回國加入高

雄長庚紀念醫院骨科行列，隨後並將震波醫學

的研究帶進骨科。名譽院長王清貞教授於2013
年獲得院方的支持成立震波醫學與組織再造科

研究中心，並帶領由骨科、心臟內科及整型外

科等所組成的震波研究團隊，在震波轉譯醫學

的臨床應用與基礎研究機轉中開疆闢土，進而

使得高雄長庚醫院震波研究聞名於世界。截至

2019年為止在PubMed搜尋到國際期刊中所發

表的震波醫學研究論文近百多篇。在基礎研究

方面，名譽院長王清貞教授的研究團隊於2003
年所發表的研究論文 :  震波引導新生血管的作

用機轉 (J Orthop Res 2003;21:984-9)，被喻為

震波醫學的金科玉律，至2019年目前為止，根

據Google Scholar顯示統計，已經被其他雜誌

期刊引用633次。再者，震波誘導幹細胞再生(J 
Bone Joint Surg Br. 2002;84:457-61)也已被引用

258次。另一篇震波誘導間質幹細胞至受傷部位

震波醫學(Shockwave Medicine)的發展與

應用從最初的震波擊碎腎臟結石，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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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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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修復(J Orthop Res. 2004 May;22(3):526-34)也引用了243次。這些研究都開創了震波基礎研究的新

領域及說明生物效應的機轉。

　　西元2016年6月，名譽院長王清貞教授將中心主任棒子交給本人，並在2018年時，由共同主導並會

同中心成員與多位國際震波醫學研究學者撰寫了為Shockwave Medicine的震波醫學專書，由國際知名

期刊出版社Karger Publishers付梓出版，提供給更多的研究學者，醫師，護理師，醫事人員，莘莘學子

及廣大民眾，了解震波醫學的原理與最新的臨床與基礎研究。目前中心由本人承先起後，繼續將名譽院

長王清貞教授建立的震波醫學研究發揚光大，讓震波科研究中心的研究能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繼續在

震波醫學的領域中擔任領頭羊的地位，並造福國人身心健康。

長庚醫誌SCI引用次數獎勵

作者/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 葉文凌醫師永遠的長者

在我心中，王院長是永遠的老師。聰明、睿智、

認真、卻又帶點頑皮。

　　王院長是長庚骨科大家庭的祖師爺，不論是

人工關節、關節鏡手術等，均是始祖。而院長對

研究和新觀念的努力與執著更是令我等後輩汗

顏。記得早期德國震波機，Ossatron大傢伙震耳

欲聾的聲音，配上德國技師高大的身影和不倒的

酒量，在高雄大貝湖畔，交織出一篇又一篇的嘔

心瀝血之作。內容豐富，不論是臨床或是基礎研

究，至今無人出其右。而在動物實驗室，院長也

是事必親躬，諄諄教誨，認真與執著的態度，真

正令人感動與震撼。

　　而在手術時，院長永遠是身先士卒，困難也

無所懼。我通常會開簡單的前十字或者後十字韌

帶手術，至於一些困難的再置換手術，院長總是

默默就開完了。雖然有時候毛起來，也會拂袖而

依稀記得二十多年前，在夜間高速公路飛奔

的經驗。時間荏苒，老師即將八十大壽。

去，但是終究眼淚擦乾，又會飄然回來。院長對

細節之要求更是極致。多一分少一厘皆不行。尤

其是十字韌帶手術尤然。至今想起來卻有不得不

然之處，但在體力已耗盡，心神已無力之時，這

是極困難之堅持，而在院長身上，我等小輩卻是

深受其身教和言教之要求，又怎敢稍有怠惰。

    當我們受邀至新疆演講時，院長之風範已是震

驚全場，而後在不同的醫學會，皆會聽到院長精

闢、銳利的見解，不論是微創手術、人工髖關節

手術、人工膝關節手術、再置換手術等均是。往

往眾人為之折服。所以通常講者講完，座長會自

動轉向院長，＂老大，請您注解一下吧＂。院長

講完之後，基本上也不會有人再囉哩叭說。院長

真正呈現一方泰斗的風範，身為學生，一直引以

為傲。

    院長八十大壽之際，獻上最高的祝福，您是真

正的師鐸、典範。長庚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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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主任 詹益聖教授

我醫學生涯中的貴人:
王清貞院長

　　在沒有高鐵的年代，台北到高雄距離是很遙遠的，特別是要當天來回。每週星期四早上搭六

點五十分瑞聯航空第一班台北松山機場飛高雄，趕上王院長排的第一台刀。初次見到院長，院長

是如此的親切與平易近人，開刀教學是如此的熱心與耐心。抓著我的手教我如何正確地使用關節

鏡，一台接一台，一週接一週，完成一年的訓練。在王院長的身上，除了學到更精進的手術技術

與關節鏡運動醫學專業知識外，更重要的是長者風範與對晚輩的提攜照顧，帶人帶心的領導方

式，這對我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還記得是1997年的事，剛剛在林口長庚

完成骨科住院醫師訓練，順利升任

骨三科主治醫師。那時對運動醫學關節鏡領

域非常有興趣，但是未有完整的訓練，另外

也屬於較新、先進的微創手術領域，自己摸

索，走得跌跌撞撞。當時骨三科主任翁文能

教授，一通電話給剛從美國回來，接任高雄

長庚院長的王清貞教授，王院長一口答應，

對於未曾見過王院長的年輕小醫師，當時內

心的感激與惶恐，可想而知。從此開始我的

醫學生涯與生命中嶄新的一頁！

　　王院長的醫學研究，有目共睹，也指導我很多。每

當回首過去二十年的醫學生涯，每篇論文發表或是教

職升等成功，除了感謝骨科部的師長同仁們外，王院長

是我內心特別感激的人。人生因緣際會，也要感謝提拔

與推薦的翁文能院長！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在王院長

八十大壽前，虔誠地祝福我生命中的貴人導師 王院長您

身體健康、順心如意！

與王院長在2019骨科年會晚宴合影

高雄長庚醫院會議與王院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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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口長庚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　

邱致皓醫師

開會心得

感謝科部支持，邱醫師在每三年舉辦一次的世界肩肘手術醫學會進行口頭演講，發表本團隊使

用脂肪幹細胞在自製氣動式拉伸儀器上的增生分化表現。肌腱韌帶修補除了提供穩定的起始

強度外，常會使用許多方式促進癒合，而幹細胞治療是很有潛力，大眾所

矚目的部分。而以旋轉肌腱修補手術來說，術後所需要的活動保護方式仍

莫衷一是，本研究期待使用體外系統，篩選出對脂肪幹細胞最佳增生分化

的拉伸條件，期待此最佳化結果，可應用於後續臨床治療。因此受大會推

薦，於基礎醫學的部分進行報告。

　　世界肩肘手術醫學會每三年舉辦一次，是各大洲肩肘醫師的重
點會議。若該年世界肩肘會議在歐洲舉行，則歐洲內的年會就會合
併舉辦。若不是在同一個大洲，則歐洲肩肘年會規模就小一些，當
作彼此意見交流。三年前本會議在濟州島舉辦，由馬理事長帶隊，
大家乘坐復興航空（不存在了）與會。更早三年在名古屋，這對亞
洲醫師來說比較方便。而三年後的會議在羅馬，2025年會將在溫哥
華舉辦。競標此會議舉辦權就像是申辦奧運一樣，若被選中，是很
高的榮譽。大會也希望能來參加的學員越多越好（今年約2000位學
員參與）。

　　本次會議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這相當於台灣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早期阿根廷

是非常富裕的國家，有許多歐洲，主要是德國移民（甚至還有納粹黨！）。所以布宜諾斯艾利斯別

名小巴黎，另外也有一些台灣移民。不過後來因為政治情勢影響，經濟情況跟之前有很大的落差，

連最自豪的牛肉出口，也跌出世界十強（不過阿根廷烤牛排的滋味還是名列前茅）。到了當地的體

會，規模的確有大城風範，某些角度與歐洲名城沒有顯著差異。不過細節，包括地面平整，清潔度

等，就差了一些。來自中國的朋友評價，大約是2.5線城市水準。且好壞區相差很大。好區基本上摩

天大樓林立，天際線可跟芝加哥相比。壞區只能短暫旅遊參觀，不建議停留太久。當然本次會議的

地點，跟大會內容一樣，在好區中的好區舉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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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大會中，比較有趣的，是大家對AC joint 
injury的看法。目前認為，受傷機轉還是從lateral 
to medial，所以當雙側CC distance 差距大於

10mm時，AC joint 一定是complete rupture，建

議手術治療。方式從傳統固定AC joint，到開始注

重CC anatomical reduction，但仍然有許多失敗

的案例，目前的概念又開始關注AC capsule，尤

其是posterior capsule，跟前後穩定度有很大的關

係。雖有很多新穎的工具被發明，但還是需要再

加強AC capsule的修補重建。急性期可以使用縫

線做特殊方法修補固定，慢性期可能需要加上生

物方式的輔助，如韌帶重建等。大家有興趣，可

以看看Dr. Mazzocca跟Dr. Scheibel的報告，看起

來有解決了一些之前未解決的問題。另外，剛重

建完的AC joint，CC distance有一些2-3mm左右

的over reduction是好的，因為CC ligament 本身

不容易生長，所以需要靠近一些，而之後也都會

因為會有些微的residual instability，而回復到相

對正常位置（年輕有時有輕度近視，老了比較好

的概念）。在台灣常用的hook plate，一開始會不

可避免的造成一些over reduction，但臨床追蹤效

果不錯，看來是無心插柳的成果。

　　在tendinopathy的研究，來自Mayo Clinic的
Dr. Mark E. Morrey給了無懈可擊的演講。包括致

病機轉，目前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等。人肉搜

尋後，發現他一直是最佳教學主治醫師，我何其

有幸被教學到（Mayo Clinic Shoulder 有三大明

星，看來不止）。目前主要的問題，是人類還無

法完全控制發炎的進程，所以災後（斷裂，受傷

後）重建往往無法回復到受傷前的情況。目前有

許多新穎介入，包括PRP，幹細胞等，都是很有

機會的治療，但因其機轉複雜，人類也尚未完全

了解，首先需要明白其中有效部分的機制。這也給

了我們團隊很好的鼓勵，因為長庚運動醫學科跟長

庚大學的合作，就是要嘗試使用機器模擬的方式，

分析其複雜機轉（傳統方式耗時耗力耗錢），期待

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有突破性的發展。

　　在這次的大會中，又再一次深深感覺到肩關

節領域的世代交替。三年前濟州島，大會的主角

還是在Prof. Gerber，Dr. Walch，Dr. Boileau，
Dr. Lafosse，Dr. Warner等，與一些法國前輩醫

師。在這次的會議，最耀眼，多產的的明星們，

除了Dr. Boileau仍然活躍，Dr. Burkhart 10月退休

外，很明顯的轉移到Dr. Alexander Lädermann，
Dr. George Athwal，Dr. Bassam Elhassan，
Dr. Phillipe Collin，Dr. Mathias Zumstein，Dr. 
Karl Weiser（Prof. Gerber在Balgrist University 
Hospital的傳人）等。肩肘醫學會很榮幸，在去

年的骨科醫學會，跟其中三位進行re-lived case 
discussion。今年10月的年會，也請到Dr. Weiser
來到台北，跟大家進行交流（另有爬山行程請

私訊）。明年五月，肩肘關節年會，預計請Dr. 
Alexander Lädermann等，來台灣與大家見面（或

有自行車環島行程…）。各位對肩關節有興趣的朋

友，可千萬別錯過，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小鈴

鐺）。

　　另外，日韓醫師也在大會中佔了很大的比率。

尤其是許多韓國年輕醫師，都積極的進行口頭演

講，女醫師從事肩關節手術的比率（抬手總比抬

腳輕鬆一些），也有顯著提升。期勉台灣的年輕

（我！）醫師，可以更多的把我們治療結果，呈現

給世界。我們以為台灣的醫療技術不錯，不是嗎？

Dr. Chris Adams



2019/08/17 骨創骨盆骨折會議

活動花絮

2019/08/20 謝師宴暨陳永仁醫師榮退晚宴



2019/09/24 林瀛洲醫師演講

2019/10/21 外賓演講: Dr.Ian Reginald Rei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2019/10/29 外賓演講: Dr. Karl Wieser
                   (Balgrist University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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