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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學經歷

現職

現職

專長

專長

陳吉龍 醫師

黃銘哲 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骨科系運動醫學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高壓氧治療中心主任
台灣骨科足踝醫學會常務監事
部定講師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雲林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雲林長庚醫院骨科主任
美國巴爾的摩Mercy醫學中心足踝外科研究員
美國費城湯瑪士傑佛遜大學關節重建研究員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台大醫院實習醫師
中華民國空軍少尉醫官
林口長庚總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總院骨科部總醫師
林口長庚總院運動醫學骨科臨床研修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足踝手術、人工關節置換、運動醫學、關節鏡手術、外傷骨折、

高壓氧治療、骨質疏鬆症預防及治療

骨折創傷、人工關節置換、運動醫學、

骨骼肌肉軟組織超音波、關節鏡微創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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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專業證照

學經歷

現職

現職

專長

專長

范姜治澐 醫師

李偉群 醫師

大千醫院骨科主任
大千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台北長庚外傷專責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兒童骨科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科研究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高雄市博愛國小，三民國中，高雄中學
長庚大學醫學系
海巡署少尉醫官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住院醫師
壢新醫院PGY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住院醫師及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及兒童骨科醫師研究員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日本千葉兒童醫院兒童骨科研究員
美國德州TSRHC兒童骨科研究員
台灣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博士班

人工髖膝關節置換手術、骨折及創傷手術、骨
腫瘤手術、膝關節鏡檢查及手術、慢性骨髓炎
治療、脊椎骨折、骨質疏鬆症治療

兒童及成人之外傷手術
新生兒多指及杵狀足矯正手術
兒童生長板調控及肢體延長手術
兒童扁平足及足踝矯正手術
髖關節發育不良骨盆矯正手術
各類脊椎側彎診斷及手術
兒童髖關節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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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學經歷

現職

現職

專長

專長

吳茂賢 醫師

楊典育 醫師

承安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桃園縣醫師公會會員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總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脊椎科研究員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實見習
林口長庚醫院住院醫師
嘉義長庚醫院住院醫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系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會員
中華民國骨創傷醫學會 會員
嘉義長庚骨科系外傷骨科助理教授級主治醫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病房主任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外傷中心主任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血友病中心骨科專責醫師

腰椎退化性病變、頸椎退化性病變、

脊椎骨折、骨質疏鬆症、坐骨神經痛、

人工關節置換、外傷骨折

人工膝及髖關節置換、

四肢骨外傷及複雜性骨折治療及重建、

骨盆骨折及重建手術、

骨腫瘤治療及重建、髖關節鏡微創手術、

血友病患骨關節置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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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孟晃 醫師

學經歷

專科證書

現職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脊椎骨科專任主
治醫師
臺灣脊椎微創內視鏡醫學會理事
臺灣醫學設計學會理事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韓國光州全南大學交換住院醫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脊椎外科主治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院定講師
衛生福利部醫材臨床試驗培訓人員  
美國費城Rothman Institute骨科臨床研究員
APSS香港大學骨及外傷科脊椎臨床研究員
韓國天主教大學骨科脊椎臨床研究員
北美脊椎醫學會NASS會員
AOSpine脊椎學會會員
AOPEER講師
APSS脊椎學會永久會員
SICOT Young Surgeon Committee委員
ORS會員
美國史丹佛大學骨科脊椎中心訪問學者
美國史丹佛大學Biodesign國際培訓教師
臺北醫學大學聯合人體試驗委員會委員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脊椎骨科／吳孟晃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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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庚骨科與我

長庚的老師們結緣，著實是命運的安排，讓我能幸運的遇到各位。

　　當年在北醫因為喜歡玩社團跟新奇事物，而沒能取得前段班成績，對於當時號稱實習醫師訓練

最精實的-長庚-一直抱著想去闖闖的夢想，當時其實覺得很遙遠。但很幸運的，當年實習生的分發

不只看成績，也看籤運，因此我抽到一個前面的號碼，讓我有機會選擇長庚作為實習的去處，也讓

我開始與長庚的緣分。

　　在實習醫生的時代，看著各個學校來長庚訓練的同學，個個表現優秀，在長庚的老師及學長姐

們每個人都像千手觀音一樣，心中真的覺得來長庚工作真的是太光榮了。在羨慕而崇拜的心情下，

讓我覺得住院醫師非長庚不選，尤其因為大學時代我曾因臉骨骨折，接受臉骨骨折復位內固定手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這句話指的是老師們的學問越仰望越覺得高聳，越鑽研就越覺得深厚無

窮，不禁令人流連忘返，不可自拔。這就是我對長庚骨科的想法。孟晃想想自己能有機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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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蔚院長（當時為副院長），及黃聰仁副院

長（當時為骨科主任），都是骨科界國際權

威，所以我就跟楊典育醫師順利地當了同梯，

開始了一起奮鬥的日子。

　　回想起在長庚骨科當住院醫師的時光是段

美好的回憶，雖然日子過的很精實，但也因為

這樣我們才能有足夠的訓練，不怕跟別人比

較。最感激的是每天早上很早的查房，每天早

上有早餐的晨會（當時骨科部專有的福利），

晨會時各位教授高含金量的講評絕對媲美國際

一流醫院的晨會，週六有陳文哲教授親自監

督考試的OKU讀書及主治醫師演講，每年兩

次的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專題演講（為了表

示自己很認真，我們常需要用盡全力準備，

甚至需要準備些研究的結果來作為論文的草

稿），骨科醫學會前的緊湊演練，以及頻繁

的邀請外賓來演講，讓我們每一天都充滿了

學習的喜悅。最難能可貴的，是在一週中雖

然很忙碌，但依舊會讓住院醫師有一天的自

由時間進行研究，也因為這樣，減輕我們畢

業前要有論文的壓力。此外更感謝當時陳昭

宇主任讓我在R2時能有機會參加AAOS，李

炫昇院長在我R3時與楊典育醫師一起去韓國

全南大參訪，以及黃聰仁副院長為我們安排

三地輪訓，可以與林口，嘉義，高雄長庚的醫

術，因此當時我心中想選擇長庚整形外科。但因

為當年報考時間太晚，外科名額全部額滿，權

衡之下我決定先到基隆長庚內科進行住院醫師

訓練與PGY訓練(當時是三個月)，之後打算再轉

外科。也因此當時我很直接的向簡榮南副院長

（當時為內科部部長）說明我一年後會轉外科。

令我意外的是，簡副院長依舊讓我擔任內科住院

醫師，並且給我們了非常好的照顧與福利，讓孟

晃心中真的非常感激，也為我之後在病人照顧方

面打下了內科基礎，並且當時我在值班時診斷

出基隆長庚第一例紫質症，讓我深感驕傲，深

深覺得內科是個很有趣的領域。然而原本已經

想著要繼續鑽研內科，後來在PGY訓練時因選

擇骨科學習一個月，追隨袁立仁主任學習運動

醫學，從此與長庚骨科結下了善緣～。我心中

的袁主任是個很風趣又很帥氣的醫師，我在追

隨他學習的時候，發現袁主任不但是個刀法俐

落的骨科高手，也是個懂得以三鐵，品酒，閱

讀好書來享受生活的品味家。而其他的長庚骨

科醫師們，也都有其厲害及獨到之處。因此當

時在我心中有了很大的震撼，我從沒想到骨科

醫師能這麼瀟灑。這與我喜歡動手術，愛好騎

車，喜歡新事物的個性非常符合。在這之後我就

決定爭取轉骨科。幸運的是嘉義長庚醫院當時

仍有代招名額，訓練的方式是林口（八個月）

與嘉義輪訓（四個月），同時當時嘉義長庚有

2018臺魯醫學會會後餐敘 2019 APSS-APPOS仁川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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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們認識，也因此結下深厚友誼，這是我覺得最棒的住院醫師訓練了～。在這段精彩的住院醫

師生涯中，我不但磨練了我的技術，也發掘了我的自信，因此開始了喜歡做各種研究的興趣。

其中特別感謝嘉義長庚彭國狄主任，李晏瑤主任，黃仲衡主任及李明學主任對我研究的支持，

讓我開始了醫材開發的路，在他們的指導與許多貴人的幫助之下，我進行了與工研院合作的溫

感水膠及3D列印脊椎支架的研究，並且我也因為黃聰仁副院長與李晏瑤主任的教導下，進入脊

椎醫學領域雖然過程辛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為此，我開始對醫材開發有個濃厚興趣，也為

我後續接受醫材臨床試驗執行訓練開了扇門。在我剛升上VS的時候，李炫昇院長到了嘉義，

這次也因為有他的推薦，我得以到美國費城 the Rothman Institute 跟著 Prof. Javad Parvizi 
與 Prof. Alexander Vaccaro進行一個月的進修，期間則是跟著醫材臨床試驗主任 Tiffany 學
習執行臨床試驗的注意事項，也在這段期間認識許多好朋友，Dr. Antonia Chen，Dr. Fatih 
Kucukdurmaz，Dr. Alisina Shahi，現在都是非常有名的骨科醫師。回國後，就開始努力進行

法規的訓練，也開始執行脊椎疾病相關臨床試驗。主治醫師的養成，也是需要不斷的磨練，因

此我追隨我的老師黃聰仁副院長到北醫骨科服務，努力執行脊椎側彎，脊椎內視鏡等手術，至

今也已經五年了。在這五年間，我心中依舊非常關心我的老家長庚骨科，尤其感激長庚骨科依

舊把我們當為一家人，孟晃真的由衷感激。近年看到長庚骨科雖然歷經波折，但大家團結一心

讓這塊金字招牌屹立不搖，證明長骨門派是名門正派，不怕邪門歪道。此外長骨後進也非常優

秀，不斷在國際上展露頭角，真的感受到長庚骨科一直是國際一流，孟晃也深感於有榮焉，希

望孟晃雖然已在北醫附醫骨科，未來仍有機會多多為長庚骨科盡心力，以報答教導之恩。

　　最終再次感謝長骨的老師及同事們，為台灣在國際舞台上表現，未來孟晃會加油，讓長骨

招牌繼續發光發亮。

全家福



作者／高雄長庚骨科部　
　　    周文毅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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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那次是隨著國家代表隊參加第二屆南京青年

奧運，擔任隊醫。剛好在台灣棒球界友人拜託幫忙

下，協助看一位大陸的棒球王牌投手，因為身份特

別，不能在正言順的在選手村看診（穿著台灣隊的

制服幫中國隊的選手看病，有通匪的嫌疑），加

上他要從廣州飛過來，於是便偷偷摸摸地約在南

京夫子廟的一個地方碰面。在瞭解他的傷勢以及

看完他帶來的ＭＲＩ，確認有肩盂唇的損傷，同時

他也有來台治療的意願。思前想後，不知道要怎麼

幫他處理後續事項？回台後，想到院區有國際醫療

部門應該可以協助，不過想到先前接觸的經驗都是

專員帶個案來診治，而不是自己主動帶個案來找國

際醫療部門。姑且一試，便拜託國際醫療同事，

看能否協助後續事務，之後，相當順利的完成申

請手續並抵台完成手術，完全都不用臨床醫師擔

心。後來才知道，這位選手是大陸第一位被紐約

洋基簽走的選手，時間點剛好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王建民在洋基隊大紅大紫的那段時光。這是我第

一例的國際醫療手術個案，也給我另一種啟發。

因為先前我所接觸到的國際醫療病患，大多是就

被動的由國際醫療專員帶來給醫師看診，而在此之

後，轉變到可以主動去拓展自己的國際醫療線。而

後，就是這幾年來，年年在春天的時候，都有不

論是大陸球隊（江蘇天馬，天津雄獅等等），或

是韓國職棒（樂天巨人，斗山熊，我們的英雄等

等）的隊伍來到高雄進行春季訓練，而春訓城市

也逐漸成為近年競爭高雄市長的各黨候選人的

政見口號之一。高雄長庚醫院，緊鄰澄清湖棒

球場，加上高雄左營為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所在

地，具有相當多重要運動場館，在推廣國際醫

療運動醫學方面，有其地緣的獨特性。而在王

清貞名譽院長約二十年前所創的南台灣第一座

運動醫學中心的基礎下，加上王瑞慧董事長支

持下的長庚運動醫學照護計畫，2015年底開始

營運的特色運動訓練中心，給與整體運醫的推

廣有著如虎添翼的效果。因此，近年來，年年

都有來自大陸的選手來高雄院區接受微創手

術，術後的專屬復健治療與復健訓練。而於每

年春訓期間，也有韓國職業隊伍因為訓練比賽

受傷或者是一些陳舊性傷勢，藉由國際醫療的

管道到院治療，也因此，我們也與相對應的旅

行社以及球團建立了良好的常規合作模式。

　　結合院區與團隊之醫療特色，團隊醫師化

被動為主動，積極將自身具有的特色推廣出

去，方能再創國際醫療的另一波高峰。

記得是個偶然的機會，搭上高雄院區推廣運動醫

學國際醫療的路。第一次是在2014年八月的

天津雄獅隊選手，2019年底到院接受

關節鏡與韌帶重建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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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滿懷抱負與準備，即將踏上印尼南向

行，也為骨科部打響國際名號而努力。2018
年8月3日在馮思中副院長帶領下與國際醫療

中心黃俊元組長、麗娟專員同行，首站底達

印尼雅加達。印尼廣肇會館為了照顧鄉民們

的健康，邀請我們長庚醫療團隊至雅加達及

巨港演講，分享日常關節保養及受傷的照護

知識給印尼鄉親。在雅加達與巨港兩場健康

講座中，廣肇會館與台商聽眾反應熱烈，發

問非常踴躍，會後被華僑鄉親包圍，大家有

關醫學退化等問題，深刻感受到他們對身體

老化病痛的困擾與需要更好醫療照顧的需

求。也深刻體會台灣健保的好與長庚國際醫

療的普世價值。

　　在巨港演講會後，由於發問踴躍及時間太晚，隔

天即將回台灣時，住在巨港的倪女士，兩腳膝蓋已經

疼痛到影響生活，友人介紹她趕緊我們下榻的飯店碰

面，也結下我們跨海來台醫病關係的緣份。當時告知

倪女士「因為關節已經變形得非常嚴重，手術難度比

較高，需要到技術成熟的醫院進行人工關節置換，才

不會有後遺症。」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
           詹益聖 部長

堅強的長庚國際醫療團隊 攝於印尼雅加達國際機場

會場座無虛席 聽眾踴躍

會後與華商經貿會長李玉香(最右側)等合影

會場人型立牌
海報，彷彿開
演 唱 會 的 感
覺，可體會出
印尼鄉親們的
熱情

印尼雅加達、巨港國際醫療行

在 2018年5月接到國際醫療中心的邀請，

為推廣長庚國際醫療及照護印尼華僑鄉



　　在照護知識分享會的半年後，國際醫療

中心突然接到一通來自印尼的電話，表達要

找詹醫師做雙膝關節置換手術。經仔細詢問

才得知，原來是當初在巨港諮詢過病症及一

面之緣的倪阿姨。阿姨說：「平常我們都習

慣去馬來西亞檳城看病，我女兒在台灣也幫

我問過很多醫院。原本已經決定了，但可能

就是緣分吧，我們一直忘不了詹醫師很仔

細、親切的回答我的問題，所以打電話過來

問問看。」再次與詹醫師聯繫上並得到詹醫

師的承諾後，阿姨的信心大增，想到終於可

以擺脫糾纏多年的疼痛，立刻放下手中事

情，並安排時間來台進行手術。

　　因為倪女士的女兒在台灣生活，知道長

庚醫院的醫療水準跟歐美不相上下。考慮了

半年，倪女士最後捨棄了檳城跟新加坡，在

2019年3月6日選擇了到台灣給我進行手術。

非常感謝除了進行手術的骨科團隊醫師外，

還有麻醉科醫師採用超音波導引精準神經阻

斷術，並由復健科團隊來幫忙術後復健加快

恢復的速度。相較其他醫院，長庚專科完

整，各種疾病都有跨專科的團隊一同配合醫

療，除了能給病人更好的照護以外，整合型

的治療也能大幅提升治療成果。術後第二

天，復健團隊開始協助倪女士做復健運動並

下床走路。也因為想盡快自由行動，倪女士

每天都認真的復健，沒多久後就可以放開助

行器，靠自己行走。倪女士說，有了新的膝

蓋，她現在可以走得更快、更久、更遠。謝

謝詹醫師跟整個醫療團隊的幫忙，下次詹醫

師來巨港，一定要請他去Bakmi Babi Aloi大
吃一頓。

141409

晚宴熱情接待長庚國際醫療團隊

透過教會友人的介紹，

倪女士(左二)趕緊參加活動

會場座無虛席 聽眾踴躍

會後與華商經貿會長李玉香(最右側)等合影

倪女士雙膝的軟骨(如箭頭處)幾乎已經磨光，關節腔中
沒有活動空間，導致膝蓋變形嚴重，產生強烈疼痛。

關節置換手術可以有效的幫倪女士改善症狀。

除了骨科詹益聖醫師主刀以外，麻醉科李漢倫醫師、復
健科陳柏旭醫師的團隊也一起配合讓倪女士的手術更加
舒適與圓滿。這就是長庚最引以為傲的整合性醫療。

一通突然的越洋電話

長庚骨科通訊     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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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這次印尼國際醫療行，真的是收穫滿滿，也是行醫生涯中難得的經驗。在海外體驗華

僑鄉親的熱情與醫療環境的差異，才更深刻感受家鄉的好與長庚醫療體系的優質與照顧。下次若

是有此機會，雖然很想再去 但是機會留給骨科部同仁，大家請好好表現，努力爭取，畢竟有實力

才能在國際舞台上展露頭角，吸引更多國際醫療病患，醫療無國界，造福地球村，我們攜手一起

來努力。

努力復健的倪女士，不但可以自行走路，蹲下也
難不倒她！

倪女士說，真的很幸運能遇到詹醫師。詹醫師
不但醫術高明，人也非常的親切。最重要的是
他的解釋跟說明我們都聽得懂，讓我們全家都
非常放心。

X光看得更清楚。骨頭不但變回直線，關節間
也有足夠的縫隙可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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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
           張世昇 醫師

外蒙古醫療義診團

土，長大後才發現讀到的其實是『歷史』課本。

我對蒙古的印象，大概是來自於金庸的大漠英

雄傳，感覺蒙古就是一片大草原，男人都是大

口喝酒大口吃肉、留著大把鬍子的粗獷漢子，女

性則大概都是像華箏公主一樣！這些，大概就是

我對外蒙古的印象，如此看來，不意外的話，

蒙古應該是不會列入我的出國旅遊名單之內。

“BUT！＂，人生最厲害就是這個BUT！，在

2019年的12月，我被詹益聖部長指派參加了一趟

蒙古國的國際醫療行程，也讓我有機會參訪這個

有點熟悉但其實很陌生的國家。

　　首先，這次的國際醫療義診團是由彰化員榮

醫院所主辦，員榮醫院是衛福部評鑑優良的地區

醫院，自從2016年起，他們就開始經營外蒙古國

際醫療的業務，經過幾年的努力，在2018年轉介

了一百多位外蒙古的病患來台灣就醫，另外他們

也與三總合作，安排外蒙古的醫師來台灣醫學中

心參觀學習，一些比較棘手的病人也會轉介到三

總來接受治療，2018年11月，員榮醫院便曾經轉

介一名罹患先天性骨骼疾病，造成長短腳相差15
公分的9歲蒙古孩童到三總接受治療，相關新聞

也有報導。而這次，因為員榮醫院與長庚醫院也

簽訂了合作協議，一起開發外蒙古的國際醫療，

外蒙古，是一個感覺很神秘的地方，當學生

時讀的地理課本告訴我們蒙古是我們的領

所以這次的外蒙古國際義診團，員榮醫院請長

庚醫院共同指派醫師參加，由於外蒙古的醫院

希望是有關節鏡手術專長的骨科醫師，所以就

由我臨危受命，遠征蒙古了！

      首先，幫大家複習一下蒙古的基本資料，

蒙古國位於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國土面積有

156萬平方公里，是台灣的40倍，人口約有330
萬人，比新北市少一點，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

小的主權國家（維基百科）。首都是烏蘭巴托

（以前『歷史』課本叫庫倫），人口約有145
萬。蒙古人一般比較傳統，傳宗接代的觀念較

重，一家往往生3-4個小孩，所以蒙古的小孩

（18歲以下）佔了總人口約1/3，因此蒙古其

實很缺婦產科和小兒科的醫師，兒童的牙齒保

健觀念也較差，所以牙醫也應該有相當的發展

潛力。蒙古一年出國人次約160萬，其中有20
萬（12％）是有醫療的目的，他們大部分到韓

國、日本，近年來也有少數人到中國，相較於

此，醫療水準不輸日韓的台灣，有相當的發展

機會。

       12月08日是義診團出發的日子，一大早

6：30左右，我帶著行李到桃園機場與團員會

合，雖然之前有利用Line的視訊功能一起開了

行前會議，但是仍有些微的陌生感，幸好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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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醫療人員，有共通的話題，一下子也就熟

悉起來。這次的醫療團成員有員榮醫院的陳顧

問、涂川洲副院長、黎雨青醫師及兩位秘書，三

總醫院的乳房外科廖國秀醫師、婦產科黃馨慧醫

師以及長庚醫院的代表-我，一行8個人搭上香港

航空的班機直飛香港，準備在香港轉機到烏蘭巴

托，預計到達時間時當地晚上6：00左右。加上

轉機時間，總共花了10個小時左右，一行人終於

抵達烏蘭巴托，一出機場，立刻感受到的是攝

氏-15℃的氣溫，員榮醫院的兩位蒙古翻譯—阿

寶和Tumee已經準備好小巴在等我們，阿寶和

Tumee都是蒙古人，她們都是嫁來台灣，在台

灣生活，因為有著語言上的優勢，她們成為員榮

醫院的蒙古代表，舉凡和個個醫院聯絡、安排行

程、乃至於翻譯都要由她們幫忙。當天晚上，有

一些當地蒙古朋友請我們吃飯，大部分這些蒙古

朋友都經過員榮醫院的安排來台灣接受過醫療，

所以都很歡迎我們醫療團，這些友人的熱情，也

清洗掉我們旅行中的疲憊，他們殷勤的招呼我

們，彷彿我們是許久不見的多年好友一般，讓我

們見識到了蒙古人熱情好客的一面。

　　到蒙古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派到當地

的trauma center去觀摩手術，trauma center
的全名是『National Trauma and Orthopedic 
National Center』，是烏蘭巴托負責骨科及創傷

的治療中心，蒙古的制度和台灣不一樣，他們

沒有像台灣包羅萬象的醫學中心，而是有不同

的次專科治療中心，除了我去的trauma Center
以外還有皮膚科的center、婦兒科的center等。

Trauma center 感覺並不是很大，大約是中型醫

院的規模左右，但是病人非常多，因為這裡是公

立醫院，蒙古病人來這裡看病是免費的，所以病

人很多，看門診的地方也不像台灣是一間一間的

獨立診室，在這裡，門診區是一間大房間，有6
位醫師同時在看門診，除了看診的電腦、桌子以

外還各有一張診療床，中間有屏風稍微遮檔，感

覺保護病患的隱私的部分還可以再加強。開刀房

比較舊式一些，有點像是20年前老醫院的感覺，

牆壁都是磁磚，手術房間稍微小了一點，大約是

林口開刀房的1/2，要小心的是牆壁上有熱水流

通的管路，作為暖氣之用，我不小心靠了一下還

差點被燙傷。因為這次trauma center要求的是

有關節鏡手術經驗的醫師，所我就被帶到關節鏡

手術的房間，一看到房間嚇了一大跳，感覺這個

關節鏡手術房間是利用剩下的零散空間規劃的，

房間呈現一個詭異的三角形，大小只有其他房間

的1/2。一開始我先在旁邊觀摩他們進行前十字

韌帶手術，他們的關節鏡設備相當不錯，是使用

德國Storz的移動式影像系統，關節鏡手術器械

也和我們大同小異，甚至他們重建前十字韌帶

的方式是All-inside的方式，利用Arthrex 的Flip 
cutter做ACL 重建，上下都用adjustable loop的
Endobutton，在台灣，由於adjustable loop的
Endobutton較貴且可能有鬆脫的疑慮，All-inside 
ACL 重建並不是主流，沒想到卻在蒙古看到。過

了一會兒，主治醫師示意我去刷手，在他們準備

韌帶時請我縫半月板，這個病人是合併內側半月

板後角破裂，只要單純用縫合釘縫合就好，不過

在長庚，我們用的是Smith&Nephew的產品，這

邊只有Arthrex的縫合釘，因為壓根沒用過，加

上有點緊張，我連續失敗了3次，浪費了3隻釘子

（這些在台灣都是要自費的），後來蒙古醫師接

手來縫，一次就成功，我覺得真是不好意思，丟

了台灣的面子。

我和蒙古翻譯安和小姐 烏蘭巴托的Traum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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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開bipolar hemiarthroplasty

協助進行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晚上在飯店房間義診

關節鏡手術室

　　第二天一樣是到trauma center，這一

次，就由我主刀示範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雖

然器械不太熟悉，但手術還是順利的完成了，

這個病人同樣有半月板破裂，這次就順順的縫

合成功（其實昨天晚上有趕緊上網查Arthrex
縫合針的使用方式和影片），總算為台灣扳回

了點面子，是工具不好、不是技術不好！

　　後面3天就是和醫療團到烏蘭巴托其他醫

院去拜訪和簽訂MOU（備忘錄），順便在各

家醫院內義診，形式和之前在飯店的其實差不

多，一樣是一個大房間，我們幾個醫師分別回

答病人的問題，如果病人有意願到台灣做治

療，就由員榮的秘書們做登記，後續再根據

病情作報價的動作。比較有趣的是我們到烏

蘭巴托另一家皮膚科醫學中心（Dermatology 
Center）參訪，所有的院方管理階層都是女

性，另外在義診的時候，也遇到之前提過到三

總接受治療的小朋友回來複診，大家都搶著跟

他拍照，像是明星一般。

　　手術結束後，中午在他們的醫師餐廳用餐，沒

有椅子，大家都是坐在地上吃飯，午餐內容大家都

一樣，白飯、馬鈴薯、牛肉(？)和羊肉湯，牛肉打

問號的原因是我不吃羊肉，所以有跟翻譯確認是不

是羊肉，翻譯很肯定的告訴我是牛肉，可是我吃起

來真是『風味十足』，嚴重懷疑是羊肉。下午去

trauma center的病房參觀，他們的病房較小，感覺

像以前的學生宿舍，有6人一間也有2人一間，重點

是病房充滿了羊肉味，對於不敢吃羊的我真是覺得

呼吸困難，蒙古醫師請我看了幾個骨髓炎的感染病

人，我給予一些治療的建議後就結束第一天的醫院

訪問。

　　第一天結束後回到飯店，晚上還有一場在飯店

內的義診，一些有醫療相關問題的蒙古人都可以直

接來詢問，有些是之前經員榮醫院安排到台灣就診

的病人知道我們來了也會回來給我們看看。我們5
個醫師就在飯店房間內看X-光片、看檢驗報告、回

答病人的疑問，本來以為沒什麼人，沒想到最後來

了大概有6-70人次，不過大部分都是家醫科黎醫師

或胸腔科涂副院長的專長，骨科病人不多大概7-8
位而已。

在trauma center 中午用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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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的蒙古行真是難得的經驗，若不是有這次義診的機會，我大概永遠不會到蒙古去旅

遊。當然，這次去也讓我認識了蒙古的人文風情和醫療環境，蒙古人真誠好客，豪邁開朗，不愧

是生活在大草原民族的後代，醫療環境普遍而言比較落後一些，但是醫師們的素質都還不錯，許

多人都有在日本或韓國的醫院進修的經驗，希望有機會能多促進蒙古醫師來長庚醫院的交流學

習。若是大家有興趣，其實蒙古也是個不錯的旅遊景點，有不同的人文、景觀和大草原的風景，

對台灣人也相當友善，不過，適合的季節應該在7月到10月左右，才不會跟我一樣挑戰攝氏-15～-
20℃的低溫。

本研究旨在探討椎弓根(pedicle)存在與否對
於骨釘拔出強度的影響及後續用更長骨釘或
更大直徑骨釘的影響。

目的

在其他醫院義診 曾經來台灣三總治療過的

蒙古小朋友

學術論壇：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脊椎科
           謝明凱 醫師

本文刊於PLoS One. 2019 Jun 28;14(6):e0219189. doi: 10.1371/journal.pone.0219189.

Biomechanical study of the fixation stability of 
broken pedicle screws and subsequ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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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30個標準骨質的L3人造骨材Sawbones設計成代表
完整椎弓（Intact）、半椎弓（Semi-Pedicle）、無
椎弓（Non-Pedicle）(圖1)；三種尺寸的萬向椎弓骨
釘（6.0 mm × 45 mm、6.0 mm × 50 mm、6.5 mm × 
45mm）獨立並隨機分配到完整椎弓（n = 30）、半
椎弓（n = 15）、無椎弓（n = 15）(圖2)；每一組會
做五個重複試件後，利用MTS材料試驗機進行骨釘拉
拔測試(axial pullout strength) (圖3)。利用影像檢視
骨釘方向是否一致，每個椎弓根是否有破裂及進行骨
嵌入體積分析(embedded bone volume) (圖4)

方法

TOPIC椎弓根破裂後骨釘固定強度及
後續挽救方法之生物力學研究



林口長庚骨科

謝明凱醫師

作者 專長/

脊椎感染腫瘤及退化手術
微創脊椎手術
骨質疏鬆及脊椎骨折

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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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15

A: 左側為半椎弓（Semi-Pedicle） 6.0 × 45 mm、6.0 × 50 mm、6.5 × 45 mm  
三種尺寸依序鎖入完整椎弓組（A - F 右側）
半椎弓組 （ A、B、C 左側）
無椎弓組 （ D、E、F 左側）

骨嵌入體積量測：
（A）完整椎弓　（B）半椎弓　（C）無椎弓

人造骨材Sawbones拔出試驗實驗圖 
（A）完整椎弓（B）半椎弓（C）無椎弓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A B 

    右側為完整椎弓（Intact）

    右側為完整椎弓（Intact）
B: 左側為無椎弓（Non-Pedicle） 

骨釘拉拔強度於半椎弓組只占完整椎弓的
41% to 45% , 無椎弓組更只占完整椎弓的
29% to 39%, 使用較大直徑的骨釘（6.5 × 45 
mm）和較長的骨釘（6.0 × 50 mm）對無椎
弓組的拉拔強度，在統計學上有意義改善。

骨嵌入體積與拉拔強度無明顯線性關係但更
少骨嵌入體積其拉拔強度相對更少。

臨床上打pedicle screw 時，pedicle破裂時
常發生，但未有文獻加以討論，本篇文章之
賣點以標準測試塊及統一方式測量，證實
當pedicle 破裂時，骨釘拉拔強度會減弱至
29%至45%，而改用更長或更粗之骨釘皆有
幫助，本研究應用於豬骨脫鈣骨鬆模型正在
進行，有初步結果再跟各位報告。

結果

結論

人造骨材Sawbones平均拉拔強度百分比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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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翁浚睿醫師

作者 專長/

運動傷害
關節鏡手術
骨折治療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運動醫學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院講師

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在年輕病患是很常見的手
術，過去在中年以上的病患大多以保守治療為
主，然而保守治療仍然會有殘留的膝關節不穩
定的症狀和較高機率的兩次傷害，並且隨著運
動風氣的盛行，中老年人對於膝關節功能性的
需求也隨之上升。本研究是探討50歲以上病患
接受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後的臨床和功能性的
預後評估。

以病歷回溯性的方式來看2012~2015年間於
本院接受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大於50歲且術
後追蹤至少兩年的病患，手術由三位經驗豐
富的醫師進行，使用自體大腿後肌腱進行重
建，術前和術後分別使用International Knee 
Documentation Committee (IKDC) subjective 
score、Lysholm score和Tegner activity score
來進行評估，術中看到的軟骨 /半月板損傷、

術後併發症以及回到受傷前運動強度的比率也
都有記錄。統計是使用paired t test、minimal 
clinic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 (MCID)和patient 
acceptable symptom state (PASS)。

經過病歷回溯後總共有67位病患被納入研究，

平均年齡為56.6歲，平均追蹤時間為30.2個
月。臨床功能上的改善分別是IKDC score從術
前41.4增加到術後88.9；Lysholm score從49.8
增加到86.1；Tenger activity score從2.7增加
到4.4。至於臨床相關指數MCID：IKCD score
有98.5%顯著改善、Lysholm score有100%顯
著改善、Tenger activity score則是70.1%顯著
改善。臨床相關指數PASS對於IKDC則是有
89.5%的顯著進步。

術後關節鏡發現73.1%的病患有半月板受損，

接受部份半月板切除或是半月板修補；89.6%
病患有軟骨退化的情況。53.7%的病患最終能
夠回到受傷前的運動強度，而22.9%則回到比
受傷前略弱的運動強度。所有的病患都沒有發
生重大的術後併發症或是韌帶斷裂、關節炎加
劇的情形。

50歲以上的病患接受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術後
可以達到良好的回復，包括IKDC、Lysholm、

Tegner activity score都得到明顯改善，對於日
常生活活動度良好甚至有運動習慣的中年以上
病患，前十字韌帶斷裂不再以保守治療為主而
可積極進行十字韌帶重建手術。

介紹

方法

結果

結論

大於50歲病患接受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之預後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運動醫學骨科
           翁浚睿 醫師

本文刊於Arthroscopy: The Journal of Arthroscopic and Related Surgery, Vol 36, No 2 (February), 2020: p 558-562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of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With 
Autologous Hamstring Tendon in Patients Aged 50 Years or Older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 R2
           劉彥麟 醫師

的情誼，在葉祐成學長及王思堯精心安排之

下，在一月初順利舉辦，不僅僅住院醫師，主

治醫師與護理同仁們也共襄盛舉一同參加。

　　一早的大太陽，大家精神抖擻地集合完畢

便前往今天的第一站—新溪口吊橋，每個人精

神奕奕地頂著陽光走在山林之間，享受平常工

作時鮮少接觸到的陽光，談笑風生中不知不覺

就走到了吊橋口，在詹部長與牛副部長的指揮

之下，拍下難得的骨科部出遊大合照！雖然大

家可能早已氣喘吁吁，但仍擺出燦爛的笑容留

下值得紀念的時刻。

去年秋季骨科醫學會，就有耳聞詹益聖部長

有意舉辦科部出遊增進骨科部同仁們之間

辛苦的總召葉祐成學長

主治醫師們不落人後

牛副部長與大家自拍合照

　　爬完疲累的新溪口吊橋，辛苦

的總召們再度帶領大家參加趣味十

足的大地遊戲，小孩們也一起同

樂，添加年輕的氣息。

辛苦總召二人組

活潑可愛的小孩

（感謝宜章學長的努力） 141417

特別收錄：
林口長庚骨科部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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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完成目標

年輕的肉體與新鮮的肝

詹部長率先高歌帶動氣氛

　　午餐茶足飯飽稍作休息，來到了小烏來天空步道，壯闊的瀑布美景

與膽顫心驚的吊橋步道，讓大家驚呼連連，也不忘拍照留下紀念，尤其

科內年輕肉體代表的R1們，一整天的行程下來似乎完全沒有疲憊感，

臉上的笑容依舊燦爛，看來新血們的對於新的職業生活適應良好，可以

再多進刀房也不是問題～

　　一整天的行程，在最後的大合照中結束了，雖然不

捨，但詹部長保證未來會有更多的骨科出遊機會，希望未

來有更多機會能夠與科內的老師們及同仁們一同走出醫

院，享受難得的陽光，也藉此聯絡感情及放鬆心情，讓大

家不在只是工作上的同事，更是能夠一起遊玩、一起享樂

的好夥伴，期待下一次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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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 R1
           陳重宇 醫師

大夥前幾日的擔憂，因為今天是大家引頸企盼許

久109年度林口長庚醫院骨科部的年度旅遊。

　　一早在負責人祐成和思堯的指引下，包含主

治醫師、住院醫師及護理同仁們浩浩蕩蕩近70
人、兩台遊覽車準時從醫學大樓出發前往今日的

第一個景點─桃園復興角板山的新溪口吊橋。漫

漫路途上，我們也沒有閑著，在詹部長好歌聲的

帶頭下，大夥不吝展現歌喉，遊覽車上宛若一場

小型的移動演唱會，氣氛好不熱鬧。

　　到了桃園復興鄉，我們先來到角板山公園，

園內古松林立，梅花遍佈，清幽淡雅，是台灣著

名的賞梅景點。從園內俯瞰整個溪口台地與吊

橋，風景如畫。接著我們沿著700階的步道拾級

而下，前往新溪口吊橋。新溪口吊橋全長共303
公尺，是全台最長的懸索橋，吊橋盡頭通往著復

興部落，站在橋上放眼望去，可將整個溪谷美景

及水庫一覽無遺。

　　中午小憩過後，我們繼續前往第二個景點─

小烏來風景區。小烏來風景區除了有著名的小烏

來瀑布，還有天空步道、天空繩橋。小烏來瀑布

高度落差約50公尺，溪水清澈碧綠。天空步道位

於小烏來瀑布上方，凌空延伸出11公尺的廊道，

站上70公尺高的透明玻璃平台上，居高臨下欣賞

小烏來溪谷的秀麗美景，以及氣勢磅礡的瀑布景觀。繼續

沿著森林步道前行，映入眼簾的是堪稱是全國最長繩橋的

天空繩橋，全長七十公尺的繩橋在離地約五十公尺的溪谷

間來回擺盪，遊客除了一欣賞蓊鬱茂林景致，高空的體驗

也別有一番滋味。

　　今天最後的景點是大溪老街，人潮擁擠的老街上充滿

特色的商家林立，大夥三五成群的肩並肩走入人潮之中，

散步在融合巴洛克風格與傳統閩南式的建築之間，品嘗著

老街上傳統的台灣古早味小吃和體驗台灣童玩，尤其是大

溪豆干、豆花等，都是令人回味無窮的經典美食！

 經過一整天快樂充實的旅遊，最後我們回到桃園

市區中享用美味的晚餐，筵席之間，大夥熱鬧談天說地，

平日培養的好感情可見一斑，酒酣耳熱之際，不僅留下這

張109年度林口長庚骨科部年度旅遊的大合照，也留下了

最珍貴的回憶。

冬日的林口總是陰雨綿綿，1月5號星期日，

一大早卻是一個萬里晴空的好天氣，一掃



添了平時除工作外的歸屬感。

141419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 R1
           綦家恩 醫師

蔬菜水果，光是渾圓的高麗菜，腦內早已譜出它在嘴裡的甜味了，不過行程才剛開始，也不便在當下

掏錢。溪口吊橋是座相當細長的吊橋，在橋上可一覽大漢溪河谷風貌與水庫所在。原溪口吊橋橋身過

於老舊，新溪口吊橋便是原址旁新建。新吊橋全長有303公尺，是全台灣目前最長的懸索橋。其實真

正最長的不是吊橋本身，而是來回的階梯步道，雖不敢說自己體魄強健，至少平常有在訓練，對得起

自己的身體，然而來回一趟吊橋前後的步道，雙腿像是灌了千金的水銀，動都動不了。小憩片刻後，

還是抓了一顆高麗菜，準備上車前往下個目的地。

　　小烏來天空步道位於桃園市復興區小烏來瀑布正上方，是座底部透明的步道，強化玻璃的建築結

構，凌空伸出11公尺的廊道，站上距離瀑布底不到百米平台上，確實能欣賞小烏來溪谷的美景，以及

瀑布景觀，不過那個高度實在令人卻步，壯著膽子走了一圈，不怕風景不美，只怕沒有備用衣褲。

　　最後一站來到熟悉的大溪老街，買了必買的的黃日香豆干，與同儕們邊走邊聊，日暮西陲，一天

的行程來到了尾聲。感謝兩位學長姐安排如此完美的一日科遊。　

前

身

一天值班，所幸晚上沒有太多事情。一早起帶著期待的心情與大家在醫學大樓門口前集合準備上

遊覽車出發。我們的第一站是新溪口吊橋，剛下遊覽車沒多久我們周圍盡是在賣乾蕈類，高山

為骨科第一年住院醫師，在人和許多事物

都最為陌生的狀況，這次的部遊讓我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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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 R1
           蔡松航 醫師

　　在報名時看見許多僅在社團上對話

過卻不曾見面的的同儕、學長姐報名這

次的部遊，當時的想法是，居然這麼多

人願意在休息日參加部內舉辦的活動，

一方面可以見得部內氣氛，另一方面也

想著要把握機會認識部內的人們，所以

當時便毫不猶豫的報名了。

　　記得，當天天氣晴朗。遊覽車載著一行人，在部長與大夥的歌聲下，晃啊晃的來到新溪口吊橋與羅

浮泰雅溫泉公園，一早便是健行行程。豔陽高照，大家也都活力十足，許多資深的老師甚至比我們還健

步如飛。路途中也有許多學長姐攜家帶眷，牽著孩子的手跨過一層層木階，看起來溫馨。用心的主辦人

還設計了團康遊戲，讓我們打破屆與師生、醫與護理人員的隔閡，合作破關，這是在醫院很少會有的機

會與經驗。

　　我們一步步跨過小烏來天空步道，到大溪老街體驗文化小吃， 傳統遊戲，在行走途中聊聊彼此的生

活，家庭，工作中的趣事。最後晚餐時分，我們像是小忘年會一樣的一同用餐，互相開心敬酒。

　　平時骨科的工作環境中已能感受到骨科的團隊氣氛以及凝聚力，而這次的部遊更是。除了增進部內

的感情之外，也讓自己的家人以及小孩更認識彼此，從歡愉的氣氛中獲得更多的能量。

　　感謝主辦人祐成學長和思堯學姐，讓我們能夠參與這麼有趣又有意義的活動，更是謝謝部長以及所

有參與的老師學長姊學弟妹們，大家的熱情參加更顯得此次部遊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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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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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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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球敘健身，提高免疫抗疫

防疫期間，利用視訊會議

減少感染風險！

賀！ 林口骨科部

「醫務相關科研討會議及其紀錄」

比賽榮獲第一名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度體育推手金質獎-榮譽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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