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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專長

林偉菁 醫師

竹北新仁醫院外科副院長

竹北新仁醫院骨科外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總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外科住院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傷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專科醫師

各類退化及風濕性關節炎

人工關節置換

外傷骨折及骨折癒合不全重建手術

脊椎手術

運動傷害及關節鏡手術

腰背及四肢痠痛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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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副教授

蔡宗廷 醫師

學經歷

專長

專書發表

獲獎消息

專科證照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士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脊椎科研究員

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 Hospital 研究員

脊椎外科手術

椎間盤細胞、脊索細胞、幹細胞研究

Tsai TT, Anderson G. Chapter 3: 
Dysphagia/Esophageal Injuries. 
In: Complications of Spine Surgery: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ISBN: 2147483647).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Oct, 2005.

2015年 林口長庚醫院SCI優秀論文榜

2015年 獲選脊椎外科醫學會優秀論文比賽佳作

2014年 林口長庚醫院優良教師

2014年 獲選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優秀論文第二名獎

2013年 林口長庚醫院SCI優秀論文榜

2013年 獲選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優秀論文第三名獎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監事)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中華民國骨科研究學會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

北美脊椎醫學會會員(NASS)
骨科研究學會會員(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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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專長

游家偉 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外科/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總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脊椎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醫學會會員

脊椎骨質疏鬆相關疾病

腰椎退化性疾病

胸腰椎外傷性疾病

頸椎退化性疾病

脊椎骨骼及神經腫瘤

脊椎感染性疾病

新型非融合式脊椎手術人工替代骨及脊椎填充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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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紀念醫院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助理教授

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

外科部副主任兼骨科主任

周應照 醫師

陳俊仰 醫師

學經歷

學經歷

專長

專長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中華民國手外科醫學會秘書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骨科外傷、骨折、上肢疾患、顯微手術

運動傷害、下背痛、骨腫瘤、

骨折外傷、關節重建、骨髓炎、

骨質疏鬆症、小兒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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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部成立

骨科發展史及沿革

　　1986年1月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開幕，初成立時骨科屬於外科部，僅有的兩

位主治醫師係自林口院區調任，王俊聞醫師為科務負責人，高義然醫師為一般

主治醫師，骨科第一位專科住院醫師為郭繼陽醫師。1986年3月陳文顯醫師加

入。3位主治醫師各有專長，王醫師為骨腫瘤及膝關節手術，高醫師為脊椎手

術，陳醫師則是上肢及手外科。1987年2月王俊聞醫師出國進修，1988年2月
歸國後擔任正式骨科主任及成立南部地區第一個骨骼銀行。1996年王清貞醫師

應聘為本院副院長，加入骨科陣容，1997年1月接任本院院長，2005年1月晉

升為榮譽院長。2007年10月1日自外科部獨立，獨立後的第一任主任為郭繼陽

教授。2011年10月3日王俊聞教授擔任第二任骨科部部長。2015年1月李炫昇

醫師應聘為高雄長庚副院長，正式加入骨科，造福南台灣地區的民眾。

　　高雄院區骨科目前約有病床一百床，主治醫師17人，專科住院醫師11人，

平均每月手術病人超過四百例，門診人數超過肆仟人次。

- 75年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開幕，王俊聞醫師為科務負責人。

- 76年2月王俊聞醫師赴美國芝加哥Rush University醫學中心進修。

- 77年2月王俊聞醫師回國，成立南部首座骨骼銀行。

- 77年7月高義然醫師赴美國明尼蘇達脊椎中心及維吉尼亞大學進修。

- 78年4月舉辦全國骨科醫學會學術研討會。

- 81年2月陳良美醫師赴美國芝加哥及紐約進修關節鏡手術及運動傷害。 
- 82年2月郭繼陽醫師赴美進修小兒骨科及肩部外科。

- 83年外傷科成立，由劉浩誠醫師支援。

- 83年9月陳松雄醫師赴美進修脊椎外科及小兒脊椎畸型矯正。

- 85年4月陳金恩醫師赴德國法蘭克福進修慢性骨髓炎之治療及研究。

- 85年王清貞醫師應董事長禮聘為本院副院長，加入骨科陣容。

- 86年1月范宏二院長屆齡退休,王清貞副院長接任為院長。

- 86年8月成立骨科生物力學研究室,由王院長主持。從事骨科生物力學有   
  關基礎研究及動物實驗。

- 87年8月完成亞州首先以震波治療未癒合骨折、網球肘、肩部肌腱鈣化 
  及後跟筋膜炎之人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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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科專科特色

脊椎科醫師簡介

　　脊椎科在前主任高義然醫師(目前任職於台東基督教醫院)及陳松雄醫師二十多年的努力下為高雄長

庚醫院的脊椎科打下良好的根基及名聲。目前科內有四位主治醫師(分別為巫瑞文主任，陳松雄醫師， 
林子平醫師，鄞宗誠醫師)。分工合作致力於各種脊椎相關疑難雜症的診斷及手術治療，將微創技術及

觀念融入傳統手術中，並與神經內外科，復健科密切合作，提供病患最適宜的治療方式及完整的醫療照

護。今年更引進術中電腦斷層結合導航系統，以期能增加手術的精準度與提高病患的安全性。

　　巫瑞文主任有10多年脊椎手術經驗，為退化性脊椎手術，內視鏡脊椎手術，椎體成型術，脊椎

外傷骨折，脊椎感染，微創脊椎手術等各項脊椎手術專家。

　　巫主任多年來為脊椎科引進許多新的技術與應用，專門處理各種困難的脊椎疑難雜症；在脊椎

感染領域更是本院的最後一道防線，包括胸椎腰椎脊椎骨髓炎等以抗生素無法控制的病灶，總是用

其精湛的手術技術清除感染，給予脊柱穩定的支撐及固定，幫助許多高風險病患逐漸恢復健康。目

前巫醫師也擔任高壓氧主任，積極開發高壓氧在臨床上的應用，幫助更多的病患；巫主任同時從事

許多基礎與臨床聯結的研究，帶給本科更寬廣的視野。

　　陳松雄醫師有20年以上的豐富經驗，一直以來在高雄長庚守護著許多病患的脊椎健康，藉由精

湛的技術與經驗讓病患重獲新生，為脊椎科裡最資深且經驗最豐富的醫師。陳醫師在開會討論時能

總能點出大家容易忽略的問題且熱心分享自己的臨床經驗，讓年輕醫師有很多的學習。陳醫師專精

各項脊椎手術，尤其在電腦導航手術方面有很深的研究心得，也擔任脊椎醫學會的理監事，多次獲

邀演講電腦導航系統的應用。陳醫師曾到美國Rush Hospital跟隨脊柱側彎大師學習脊柱側彎矯正手

術，因此在這方面也有許多經驗能指導年輕醫師，造福病患。

- 88年12月成立高壓氧治療中心。

- 89年4月舉辦全國關節鏡醫學會學術研討會。

- 89年12月王清貞院長當選為中華民國膝關節暨關節鏡醫學會的理事長。

- 90年11月成立南台灣第一個運動醫學中心。

- 91年5月舉行第一屆亞太骨骼肌肉震波研討會，核發操作ESWT的訓練證明。

- 91年7月郭繼陽醫師擔任骨科主任。

- 94年1月王清貞院長晉升為榮譽院長。

- 94年7月發展電腦導航骨科手術。

- 96年10月1日骨科自外科部獨立,郭繼陽教授成為獨立分科後第一任骨科部部長。

- 99年王院長以體外震波與組織再生科技參加2010年國家品質標章評鑑，榮獲銅獎

- 100年4月舉辦春季骨科醫學會

- 100年10月1日 王俊聞教授擔任第二任骨科部部長。

- 104年1月李炫昇教授禮聘為本院副院長，加入骨科陣容。

- 104年10月2日～4日假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震波醫學與組織再造科研中心舉辦

  「亞太震波醫學高峰會議」

巫瑞文 主任

陳松雄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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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平醫師為科內中生代，不僅手術技術精湛，知識豐富，開刀仔細嚴謹，對於教學與病歷寫作

方面也有很豐富的經驗，曾多次獲得最佳病歷寫作的榮譽。林醫師在骨質疏鬆領域也有廣泛的涉獵，

多次獲邀演講骨質疏鬆骨折防治或藥物使用相關主題，將最新的知識與心得分享給大家，是住院醫師

學習的榜樣。

　　鄞宗誠醫師為第四年主治醫師，主要領域為脊椎手術以及神經疼痛阻斷術,除持續跟隨科內

前輩醫師們學習各項手術外，也曾於2013年至彰基神經脊椎微創中心學習脊椎內視鏡手術，於

2014/12~2015/6到林口脊椎科跟隨牛自健主任學習頸椎手術，目前持續在脊椎領域學習及累積經驗。

　　高雄長庚骨科系運動醫學科的醫療團隊目前成員有七名主治醫師，復健治療師2位,運動防護員五位以

及組織再生治療室技術員一位.由王清貞榮譽院長領軍，提供南台灣的民眾專業服務。本科診療的領域包括

肩、肘、腕、髖、膝、足踝之運動傷害、關節病變及韌帶軟組織損傷。在王清貞院長領導下，高雄長庚醫院

是台灣首位將震波治療應用於骨科疾病，並於1997年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臨床試驗、動物實驗以及基礎醫

學研究，應用於臨床治療足底筋膜炎、鈣化性肌腱炎、網球肘、骨折癒合不良等常見骨骼肌肉系統疾患。成

功率高，合併症暨少又輕微，安全性高，臨床使用方便，病人滿意度高。完成多件與震波相關的研究計畫包

括長庚，國科會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計劃和相關SCI之醫學論文。並於2001年榮獲國家品質標章(SNQ)認證

銅獎。王院長於2001年11月9日成立了運動醫學中心，結合骨科、復健、外傷、免疫風濕及中醫開設門診諮

詢，提供復健治療及物理治療。近幾年來周文毅主任帶領下，更將我們服務的範圍拓展至國家級與職業級的

運動選手，如與統一獅職業棒球隊的異業結盟合作以及常規性國訓中心駐診等，皆獲得好評。此外，近兩年

積極參與長庚體系運動醫學整合照護小組相關業務，服務國內優秀的運動選手及隊伍，也協助眾多國內運動

選手舉得佳績。除震波醫學基礎研究外，本團隊亦著力於其他組織再生治療之研究與成果分析，並持續有

成果發表。今年底，預計擴編增設特色運動醫學中心，引進日本鳥取BMLT訓練模式以及成立生物力學研究

室，希望能在非手術治療上給予病患與選手更實質的幫助。

　　在手術治療方面，本團隊成員專精於肩關節及膝關節重建手術，肩、肘、膝、踝關節等關節鏡及韌帶重

建手術，致力於微創手術發展。此外，在郭繼陽教授發展帶領下，電腦導航人工膝關節置換術也為本科手術

之一大特色。

歸納目前本科發展之重點及特色為： 
1. 手術方面:
   a .  電腦導航輔助人工髖、膝關節置換手術，及電腦導航輔助骨折重建手術，已有相關論文發表 
           於國際期刊。 
     b.   肩、髖、膝、踝關節內視鏡微創手術，治療關節軟骨、半月軟骨、韌帶及肌腱之修補及重建。 

2. 非手術方面：

    a.  體外骨震波治療，應用於慢性肌腱炎、鈣化性肌腱炎、骨折癒合不良及骨壞死之治療。

　　  更積極擴展震波治療新適應症，如股骨頭缺血性壞死，糖尿病足潰瘍癒合不良，甚至運用在早期 
         退化關節炎的治療。 
    b.  運動動態分析與特色訓練模式(BMLT)建構結合國家級與職業級隊伍，提供專業服務與運動科學分析。

林子平醫師

鄞宗誠醫師

運動醫學科專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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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醫學科醫師簡介

　　王院長多年專精於關節重建及關節置換術、膝關節疾病與運動傷害、和體外震波療法,
不僅在基礎研究方面有數篇國際級的論文，在臨床服務方面更有著過人的體力和對病患的

細心照護，那份對於醫療的執著和堅持,是我們學習及效法的對象。

　　郭院長早年至日本東京慈惠醫科大學、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兒童醫院、美國明尼蘇達州

梅約醫學中心肩關節外科，曾擔任過中華民國小兒骨科醫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小兒骨科

醫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足踝醫學會會員，及台灣英索學會理事。目前服務於廈門長庚及

高雄長庚，專精於小兒骨科、肩關節疾患、電腦導航人工關節置換。

　　周主任早期跟隨著王院長與郭繼陽教授，學習有關於肩關節及膝關節鏡手術，肩關節

重建及韌帶修補手術，運動傷害等，並隨著郭院長的腳步至進修學習關於肩關節疾患相關

的醫學知識，將許多新的不一樣的觀念帶回國，應用於臨床服務方面。周主任目前擔任長

庚運動醫療團隊的南區負責人之一，也是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醫療諮

詢委員及統一獅球隊醫療諮詢醫師，許多的職業選手，甚至是奧運的金牌舉重選手，因為

在周主任專業及細心的照護之下，能在運動場上發揮其最好的表現。

　　傅醫師為台灣骨創傷醫學會監事及台灣外傷醫學會會員，憑藉著其多年的經驗，對於四肢

及骨盆骨折和複雜的外傷處理，都能做到讓病人滿意的結果，讓病人能得到良好的功能恢復。

　　蕭醫師在高雄長庚完成住院醫師訓練之後，主要跟隨著郭繼陽院長學習小兒骨科方面的疾

患，並曾至林長庚醫院小兒骨科擔任短期研究員，在處理困難的小兒骨科疾病方面，已經能獨

當一面，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黃醫師是在林口長庚醫院完成骨科住院醫師的訓練，並且擔任過運動醫學骨科的研究員

(fellow)一年，對於肩關節，膝關節周圍之軟組織或韌帶肌腱損傷，及肩關節和膝關鏡的手術

有所專精，希望能將所學貢獻於南台灣的民眾。

　　陳醫師目前專攻踝關節鏡手術及足踝關節疾患，相信再經過幾年的經驗洗禮，一定能在這

方面做出傑出的成果及口碑。

王清貞 榮譽院長

郭繼陽 院長(廈門長庚)

周文毅 主任

傅得虎 醫師

蕭家傑 醫師

黃柏樺 醫師

陳仁宏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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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的話：

關節重建科專科特色

中華職棒大聯盟 中信兄弟職業棒球隊首席防護員 張誠崇  

中華職棒大聯盟 統一獅職業棒球隊首席防護員 馮張榕

     我們兄弟象隊長期在北部，過往有合作一些醫院，不過都是在北部，往

往到了南部以後若是球員有狀況，就沒有固定的管道找到相對應的醫師團

隊。3-4年前，在前輩與球員的介紹，我認識了周文毅醫師，先前的問題就

開始獲得解決，到現在，有些選手因為與高長團隊建立的信任感，都還會專

程南下尋求專業的意見。職業選手有傷傷痛痛是在所難免，高長團隊的成員

自從數年前我們球隊前總教練呂文生引介周文毅醫師給我們防護團隊認識

後，我們就與高雄長庚骨科系運動醫學科結下不解之緣。這些年下來，我們

球隊上很多的球員都受到高長團隊的照護，不管是門診診治亦或是手術治

療，都給予我們相當大的幫忙。不只在醫院，團隊成員甚至會每月不定期到

球場關心我們，提供我們在醫院以外的專業醫療咨詢與服務。在此，除了感

除了給予傷病的專業治療以外，其實還有更多的是心理層面的支持與鼓勵，幫選手渡過一次

次的難關。這給予我們職業球團的防護員相當大的幫忙。感謝長庚給予我們的協助，謝謝。

謝長庚團隊的幫忙，還希望能繼續合作下去，替台灣的棒球甚至其他項目運動營造更好的防

護照顧與傷害預防環境，來幫助我們的運動員。謝謝。

關節重建科有6位主治醫師， 
分別為李炫昇副院長、王俊聞主任、陳文顯副教授、

林柏君醫師 (出國進修中)、郭峯志醫師及顏士翔醫師。

　　關節重建科由王俊聞教授領軍，旗下有4位醫師，分別是陳文顯副教授、林柏君醫師，

郭峯志醫師及顏士翔醫師。在2015年1月份，嘉義長庚副院長李炫昇教授調任高雄長庚擔任

副院長，李炫昇副院長在髖關節領域，股骨頭壞死及人工關節感染是國際翹楚，在加入高雄

長庚骨科部後，對南台灣廣大的病患而言，是一大福音。

　　目前關節重建科服務領域包括關節重建、軟組織與骨骼腫瘤切除與重建、關節感染、

複雜性手部骨折與外傷。

次專科特色：

-  對於膝關節及髖關節置換，採用微創手術法，在有限的傷口大小裡，置入角度完美的人工關節

-  於1988年3月成立南部首座骨骼銀行，一直是南台灣骨腫瘤病人的後送醫院。異體骨移植應用於 
   骨癌手術，人工關節失敗後之重建，骨折癒合不良及股骨頭缺血性壞死的成效頗佳。

-  複雜性人工關節感染，採用二階段手術。在感染的關節裡，置放高劑量的假體模型， 
   維持關節活動度及縮短住院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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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長庚骨科通訊     2015年年中刊

封 | 

面 | 

故 | 

事

關節重建科醫師簡介

　　李炫昇教授是骨科關節重建專家，有25年行醫經驗，幫助超過5000位病人進行關節置

換手術。專精於微創人工膝及髖關節置換、人工關節感感染、關節重建、高壓氧醫學、股

骨頭壞死、骨髓炎等。經歷有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部關節重建科主任，林口長庚紀念醫

院骨科部部主任，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副院長，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院骨科客座助理教授，

長庚紀念醫院骨科教授，長庚大學醫學院教授。於2015年1月擔任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副院

長。李副院長豐富的醫療經驗與精湛的手術技巧，令南北二地的病人粉絲慕名而來。另外

待過林口長醫院及嘉義長庚醫院的經驗，可望為高雄長庚骨科系帶來新的視野。

　　20多年來專注於關節重建領域，不論在一般微創膝關節及髖關節人工關節置換或是複

雜性關節再重建手術，均有非凡的成就。另外在骨骼與軟組織腫瘤切除與重建方面也深獲

肯定。另外在骨骼銀行以攝氏-80℃之低溫冷凍庫存放大體捐贈之大塊異體骨及人工髖關

節手術取出之股骨頭，並在1986年赴美Rush medical center進修骨腫瘤手術及骨骼銀行之

管理後，強化骨骼冷藏庫之管理操作，20多年來治癒無數之骨癌病患及複雜之人工關節重

建，讓病患重獲新生。

　　1984-85年間至美國明里蘇達州Mayo Clinic進修上肢外科（手外科）及生物力學，現

從事四肢骨骼關節疾患治療，尤其專注於上肢（手部）外科。20多年來對上肢問題的處

理，如：複雜性手部或手肘骨折，手部神經壓迫以及韌帶受傷，讓住院醫師們對於陳醫師

開刀時細緻靈巧的手法，切開軟組織的精確度印象深刻。

　　主要領域在各類外傷骨折的處理以及人工關節置換，同時也參與王俊聞主任關節重建

與骨骼與軟組織腫瘤切除與重建的開刀學習。於2014年7月至美國明里蘇達州Mayo Clinic
進修，跟隨國際腫瘤大師Prof. Sim學習骨腫瘤手術，期許他2015年11月回國後，在骨骼與

軟組織腫瘤方面為高雄長庚帶來全新的視野。

　　專長於各類骨折外傷以及人工關節置換以及各部位關節感染，之前參與王俊聞主任關

節重建手術，李副院長到來後，目前跟隨李副院長學習其獨門的髖關節手術。目前研究重

點在關節重建後感染的病患，再接受人工關節置換術後預後以及再度感染的機會如何。

　　主要領域在各類外傷骨折的處理，目前跟隨王俊聞醫師學習關節重建與骨骼與軟組織

腫瘤切除與重建。

李炫昇 副院長

王俊聞 教授

陳文顯　副教授

林柏君　醫師

顏士翔　醫師

郭峯志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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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傷骨科專科特色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外科，為了提昇對外傷病人照顧的醫療水準，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

十九日核准成立外傷科，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一日正式運作。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一日起，高

雄院區外傷急症外科正式與林口院區外傷科合作。次年高雄院區外傷科，醫療業務趨於成

熟，隸屬於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外科部至今。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外傷急症外科，經鄭勝峰主任，陳豐基主任、劉柏屏、李道真主任、

林燦勳主任帶領下、及現在劉約維主任的主持下，急症暨外傷團隊，具備一般外科組，骨科

組，整型外科組，經由整合各次專科的醫師可以提供多重性外傷的病患整體照護，如合併胸

腹重大創傷或者是肢體創傷合併軟組織缺損，骨科組目前有三位主治醫師

外傷骨科醫師簡介

　　由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後進入高雄長庚醫院，後晉升骨科主治醫師，並前往澳大利

亞雪梨皇家北岸醫院骨科進行臨床研究，後進入高雄長庚外傷骨科主治醫師，臨床經歷豐

富，現為長庚醫院助理教授，專長為各種骨折、癒合不良、骨髓炎的臨床治療。

　　高雄醫藥學院醫學系進入高雄長庚醫院，後晉升為高雄長庚骨科系運動醫學科主治醫

師，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力學實驗室進行基礎研究，返國後進入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

所博士班再次進修，後加入高雄長庚外傷骨科，現為長庚醫院助理教授，專長除了一般骨

科、骨外傷、高壓氧治療外，更積極進行髖關節鏡輔助髖臼內固定的研究及治療。

　　長庚大學醫學系進入高雄長庚醫院，後晉升為高雄長庚骨科系關節重建科主治醫師， 
曾在骨科王俊聞主任下進行關節重建的訓練，後加入高雄長庚外傷骨科，現為長庚醫院講

師，專長骨外傷及髖臼骨折。

劉浩誠　醫師

徐山琳　醫師

許祺祥　醫師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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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民國101年的九月底，南臺灣即將告別酷暑、迎來秋天之際， 在王院長賢伉儷與王部

長賢伉儷的帶領下， 高雄長庚骨科團隊們， 暫時放下手邊繁忙的工作， 與家人們一起參與

這次了難得的科遊。

　   車子浩浩蕩蕩由醫院出發後，第一站首先到達了位於永康的台南歷史博物館。首先映入

眼簾的是巨大顯目的太陽能光電雲牆，除了供應著博物館所需的環保電力，還象徵著先民

渡海來台之際雲天壯闊的意象，雲牆一共由1755片包含太陽能板和網印玻璃所組成，很壯

觀。展出空間一共分成三個樓層，每層都有相當豐富的館藏，讓人循序漸進的認識我們所居

住的這塊土地。從台灣這個島嶼的初始形成以至於清領，日據，戒嚴及近代民主化的台灣歷

史，栩栩如生及豐富的館藏呈現，讓人彷若掉進了時光隧道裡，且雖然裡面許多文獻資料可

以用照片或實品來展示，但仍有不少過去的歲月沒辦法用清晰的照片來記錄，所以博物館就

用塑像來”"演”當時台灣人的穿著與動作，非常維妙維肖。而有許多與台灣相關的歷史，

也用語音文獻的方式”說”給我們知道。對於大人們來說，可以說是再一次穿越時空回到當

初小時候成長的台灣，而對於小朋友而言，更可以了解的今天我們可以享受現代化舒適的生

活，其實是歷經先民辛苦及大時代不斷演變而來。而台南歷史博物館除了內部寬敞的展示空

間，外頭更是一大片生態公園，真的是個寓教於樂， “遛小孩”的好地方。

高雄長庚骨科 台南科遊 作者/ 陳仁宏醫師

　　經過了上午的知性洗禮， 中午我們開拔到安平地區的海鮮餐廳大快朵頤一番，酒足(??)飯
飽後， 一行人前往有袖珍版亞馬遜河的”台江公園四草綠色隧道”。四草紅樹林隧道其實就

位在安平老街附近，大眾廟的後方由於兩旁枝密茂葉的紅樹林及綠林，搭配水道穿梭其間，於

是構成了絕美浪漫的水上隧道，一路上船上都配有解說員幫我們解說四草附近的紅樹林濕地

生態，而這片紅樹林最主要是由水筆仔(這應該是大家最孰悉的)、海笳苳、欖李及五梨跤所構

成，沿途更不時有彈塗魚及招潮蟹歡迎我們， 濕地生態曾在台灣這片特殊的土地佔有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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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但卻因為人為的破壞，如今已經不多見了。而船行進入真正的綠色隧道後， 更是謀

殺底片的時刻。相信許多人已經在網路上或電視節目裡看過這篇難得的美景，但說真的，再

多生動的照片與文字，都不如親身來體驗光與影交織而成的美景喔！

　　當然， 都來到了台南， 怎麼能放過台南最有名的小吃呢？在結束四草的遊覽之後， 我
們造訪了假日”必定” 人潮絡繹不絕的安平老街。一到老街自然就無法團體行動， 大家各

自去追逐心目中好吃的美食囉， 我想安平美食在此就不一一贅述了，不論蝦捲，蜜餞， 炸
蝦鮮餛飩或安平豆花等， 在在都令人齒頰留香，回味再三。而在小祭五臟廟之餘， 當然也

在夕陽餘暉下，順道信步造訪附近的安平古堡，安平樹屋及夕遊出張所等， 更是別有一番

趣味。

　　日落之後， 雖然安平小吃令人回味， 我們一行人仍造訪了台南地區名聞遐邇的老字號

餐廳 - -“ 阿霞飯店”。 阿霞飯店是間七十幾年的老店， 牆上都是跟名人、前總統們的合

照，幾十年下來也培養了不少忠實粉絲，就算搬家也絲毫不受到任何影響，活生生就是一個

「台菜傳奇」， 尤其裏頭的手路菜”紅蟳米糕”更是伴隨著許多台南人或是台南的遊客們

成長的回憶。其實在科遊規劃之初，已有人推薦、指定、甚至”放話”如果沒吃到阿霞的”

紅蟳米糕”就不想來了！  而果然阿霞飯店沒有讓我們失望， 雖然前面已有安平小吃下肚， 
但豐富美味的菜色端上桌來時， 還是讓我們橫掃一空， 瞬間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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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酒足飯飽之餘， 大家當然順道聯絡感情， 尤其平常工作忙碌， 蠟燭好幾頭燒， 鮮少

有機會互相帶家人一起出遊， 彼此認識。在此尤其謝謝王俊聞部長大力推動本次科遊的誕

生， 把大家從假日的電視與沙發解救出來。而藉著這一天科遊下來， 大家暫時把工作沉重

的包袱丟在醫院裡， 長官同事間如同朋友般出遊踏青，不僅更認識彼此， 也經過短暫的休

息充電後， 相信工作上也更有衝勁！

　　還是期待下次的科遊， 有更多遊記可以跟長庚同門們分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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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長庚骨科
學術討論同盟會 作者/ 顏士翔醫師

　　長庚骨科學術同盟會之沿革，可遠溯至民國86年王清貞院長回國擔任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院

長時所舉辦的，當時邀請了許多長庚醫院北高兩院區許多骨科同仁一起共襄盛舉(圖一)。起初

舉辦同盟會的初衷，不只是長庚體系內的骨科醫師分享各自在各院區發展的骨科學術交流外，

另有系出同門感情交流的目的。而後，長庚的骨科醫師逐漸開枝散葉，在台灣各地的主要教學

醫院或基層繼續推動台灣骨科領域的發展，並且獲得許多成就。再經過第一次同盟會的十數年

後，由長庚林口院區在民國100年再次舉辦了學術討論同盟會，長庚體系內各院區或師出長庚

的骨科醫師共聚一堂增強不同院區的學術交流，會後晚宴又再次成功的擬聚了所有人的情感

及向心力。由於這次的成功，長庚骨科學術討論同盟會成為每年度長庚同袍聯絡感情的重要聚

會，由林口、嘉義、高雄院區輪流舉辦。

　　今年，高雄院區於民國104年5月30日主辦2015年長庚骨科學術同盟會暨南區骨科月會。這

次與會人士除了長庚各院區的骨科醫師外，也邀請了長庚骨科大老施俊雄教授蒞臨指導並鼓勵

後進。而昔日同為長庚人的義大醫院院長杜元坤院長、顏政佑部長及其所屬醫療團隊等參與，

與昔日同袍共同交流心得、相互切磋。除了長庚體系的醫師外，台北榮總劉建麟副院長也應王

俊聞教授昔日同門之誼前來參與。此外也感謝了前台北榮總陳天雄副院長、現任台北榮總骨科

部部長張明超教授、慈濟醫院于載九主任、博正醫院沈文哲院長等重量級人士一同共襄盛舉。

　　此次同盟會議由午餐餐敘開局，餐敘後便開始下午便開始了豐富的學術討論，對於各領域

皆有安排議題進行討論，王清貞院長致詞時所言，長庚學術交流同盟會的特色除了部分學術交

流的目的外，亦藉由大家齊聚一堂交流情感，並以美國紐約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為標竿，提升長庚體系骨科水準成為世界一流的骨科訓練醫院為目標，議程中有骨科各院區最

新的學術研究也有相關領域的權威的心得分享。討論過程熱烈精彩，再次看到了各地骨科醫師

在學術研究上的能量，以及骨科前輩累積數十年的豐富經驗。

圖一  當時由施俊雄主任領軍，帶領林口院區骨科精英，包括翁文能院長、杜元坤院長、

陳文哲教授、施信農教授、陳志華主任、詹益聖主任及陳力輝部長專程南下，共襄盛舉。

http://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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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顏士翔醫師

　   　 晚間的晚宴假義大皇冠飯店舉辦，以美酒佳餚款待與會來賓。來自各地的骨科醫師藉

此互相認識、培養感情，並且紓解平常繁忙的臨床壓力。晚宴席間杯觥交錯自是不在話下，

師長對後進年輕醫師的鼓勵及期許，也看出長庚骨科薪火相傳及精神傳承。酒過三巡，眾人

在歡樂氣氛中，為此次長庚骨科學術同盟會畫下圓滿句點。

　　本次長庚骨科同盟學術論與骨科地方月會合併舉辦，會議開始由創會元老之一(A)王清貞

院長致辭，由(B)王俊聞部長代表高雄長庚骨科部歡迎大家與會，此次會議也邀請北部東部多

位重量級的前輩與會，並由(C)北榮劉建麟副院長代表致辭，拉開序幕。最後由高雄長庚(D)
李炫昇副院長總結。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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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貼心的安排座長致贈感謝狀給用心準備的講者

杜元坤院長與

博正醫院沈文哲院長

王清貞院長與陳天雄副院長   牛自健主任與楊士階主任 詹益聖主任與黃柏樺醫師

長庚骨科通訊     2015年年中刊

會議過程除演講內容精彩外，討論也是非常熱烈的，

前輩紛紛提出寶貴的意見，讓與會者收穫良多

中山醫院 施俊雄教授 林口長庚 施信農教授  台北榮總 張明超部長 義大醫院 顏政佑部長



花蓮慈濟 于載九教授  及  林口長庚 陳力輝部長 嘉義長庚 黃國欽部長  及  台中榮總黃揆洲部長

杜元坤院長致辭

會議晚宴由義大醫院杜元坤院長做東，設宴於義大皇家飯店，

席間在杜元坤院長，陳文哲教授，王俊聞部長，及貴賓們簡短致辭後，

呈上美酒佳餚師，兄弟們互相敬酒，賓主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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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高軒楷醫師



圖2

圖1A 圖1B

作者/ 高軒楷、楊文一、李偉群、張嘉獻

林口長庚骨科

高軒楷醫師

作者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助理教授

本文已刊登於J Orthop Trauma. 2014 Jun;28(6):354-9
doi: 10.1097/BOT.0000000000000015.
PMID: 24096310

以俯臥位及Kapandji技巧，治療第三型的兒童肱骨髁上骨折
Treatment of Gartland Type III Pediatric Supracondylar Humerus Fractures With the Kapandji 
Technique in the Prone Position

　　兒童肱骨髁上骨折，是兒童最常需要接受手術治療的骨折。若骨折分類是Gartland type III時，由於 
骨折移位大，手肘經常非常腫脹，會造成閉鎖性復位(closed reduction)非常困難。

因此容易產生骨折癒合不正(malunion)的情形，會造成手肘內翻變形或是活動角度受限。 

　　有時甚至需要施行開放性復位術才能成功。本研究的目的在報告我們在病患俯臥時，由手肘後側使用
Kapandji復位技巧，治療第三型的兒童肱骨髁上骨折的臨床結果。

　　病患的納入標準為第三型的兒童肱骨髁上骨折，排除標準為屈曲型(flexion-type)髁上骨折，開放性 
骨折及骨折需接受神經血管探查的病患。

　　手術方式為，全身麻醉，將病患俯臥於手術台上，患肢的肱骨以手架支撐，前臂自然下垂。旋轉
C-arm來得到手肘前後及側面的X光透視圖(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radiographs)如圖1A、1B。

介紹

方法

專長/

外傷骨折治療、複雜性骨折治療
老人骨折治療、兒童骨折治療
兒童先天骨骼異常

      從2008年1月到2010年12月，共有34位兒童接受這樣的治療，男孩有22位，女孩
有12位，平均年齡為5.2歲。所有的骨折都能以閉鎖性復位的方式復位成功，沒有需
要施行開放性復位的病例。二位兒童有手術前神經損傷的情形，一位是正中神經損
傷，另一位是橈神經損傷，這都在六個月內自然復原了。兒童平均追蹤時間為17.4個
月，所有骨折皆能完全癒合。最終的手肘活動角度平均為139.6度。

　　臨床結果以Flynn criteria來分級，有31位兒童是excellent，2位是good，1位是
fair。97%的兒童都能得到好的臨床結果。影像學的測量結果，Baumann angle平均
為72.8度，lateral humerocapitellar angle平均為43度，這已恢復正常的角度。

      這是一個安全且有效的手術方式，利用俯臥的姿勢，手臂自然下垂，幫助了骨
折的復位。再加上Kapandji的復位技巧，可以有效地把骨折復位而不需過度彎曲
(hyperflexion)手肘，避免了許多神經血管的併發症。這手術技巧在困難復位的病患
上特別的實用。

結果

結論

　　復位方式為，在C-arm下，先徒手矯正varus/
valgus及medial/lateral的變形。然後在C-arm下，使
用K-wire由肱骨後側伸入骨折處，利用槓桿原理，

將肱骨遠端位移的骨折推回正常的位置，然後將此
K-wire直接穿過肱骨前方的皮質骨(anterior cortex)，
達到固定的效果。接著依序由肱骨外髁及內髁分別打
入一支K-wire，達到最終的固定。如圖2。最後再以
石膏加強固定，手肘固定在彎曲60-70度，約3-4周拆
除石膏及所有的K-wire，開始活動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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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蔡宗廷,何怡茹, 方宏振, 賴伯亮, 牛自健, 陳力輝, 陳文哲, 蘇中慧

研究計畫編號 MOST 103-2314-B-182-034/CMRPG3D0112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103年度 優秀論文比賽基礎類別第二名
林口長庚醫院SCI優秀論文榜

林口長庚骨科

蔡宗廷醫師

作者 專長/

脊椎外科手術
脊椎退化手術及人工椎間盤手術
椎間盤細胞、脊索細胞、幹細胞研究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脊椎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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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rthop Res. 2015 Mar;33(3):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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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椎間盤細胞SULF1硫酸酯酶基因表現增加
Increased sulfatase 1 gene expression in degenerative intervertebral disc cells.

硫酸酯酶1（SULF1）在細胞信號傳導中涉及細胞生長、分化、增殖、和遷移的關鍵作用， 

異常SULF1基因表現已發現涉及各種癌症和骨骼神經系統疾病的發展。本研究旨在探討退化和

非退化椎間盤細胞之間的SULF1基因表現的差異，提供對椎間盤退化的深入了解。

從手術患者和實驗大鼠，取得退化和非退化椎間盤組織與細胞進行研究，以 sulfatase assay, 

RT-PCR, real-time RT-PCR, western blotting，以及人類和老鼠退化椎間盤組織切片染色

immuno-histo-chemistry證實SULF1在退化椎間盤的基因及蛋白表現量增加。此外椎間盤細胞

培養加入TNF-α，觀察到TNF-α時間和劑量與SULF1基因及蛋白表現正相關

(圖一) 
SULF1在退化椎間盤的基
因表現量增加 
(A) RT-PCR, and 
(B) real-time PCR. 
**p < 0.01. 

研究方法與結果

(圖二)
人類退化椎間盤
組織切片染色IHC. 

(圖三)大鼠尾部椎間盤組織
切片染色 IHC證實SULF1
在退化椎間盤蛋白表現量
增加。條形圖顯示SULF1
染色的定量。（放大倍數
×200）** P<0.01。

(圖四) 即時PCR測試，表示TNF-α
(0, 5, and 10 ng/ml)誘導培養椎間盤髓
核細胞，SULF1基因表現的有時間相
關性。* P <0.05。



研究證實退化椎間盤細胞SULF1硫酸酯酶基因表現增加，並探討其中的關連性。

(圖七) 假設推論的signaling pathway顯示SULF1和椎間盤退化的關係

結論

20

學 | 

術 | 

論 | 

壇

(圖五) Western blotting測試，表
示TNF-α(0, 6, and 24 h)誘導培養
椎間盤髓核細胞24小時，SULF1
蛋白表現的有劑量濃度相關性。

(圖六) Sulfatase assay測試，表
示TNF-α(0, 5, and 10 ng/ml)誘
導培養椎間盤髓核細胞24小時，

SULF1活性表現的有劑量濃度相
關性。



2

作者/ 陳思元、胡志堅、陳俊傑、張毓翰、謝邦鑫

林口長庚骨科

陳思元醫師

作者 現職/

林口長庚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醫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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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15; Article ID 345475, 7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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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階段人工關節再置換術治療人工髖關節慢性感染：
十年平均追蹤的長期成效
Two-Stage Revision Arthroplasty for Periprosthetic Hip Infection: 
Mean Follow-up of Ten Years.

專長/

人工關節重建
外傷骨折治療

　　二階段人工關節再置換術是目前治療慢性感染的主流，但現有文獻對於長期追蹤的臨床結

果著墨並不多。二階段再置換術是個成熟的手術，具有短期至中期追蹤高成功率的優點；但在

過去十年間，臨床上仍會偶遇感染復發的患者；因此，本研究的目的要調查近年在長庚醫院進

行人工髖關節慢性感染治療的長期追蹤成效、以及探討治療失敗的因子。

　　本研究回溯分析介於2001與2010十年間所治療的155位案例，共進行157次二階段再置換術

手術，男性患者佔69%，平均年紀為57.5歲，感染發生在人工關節術後3.6年，兩階段相隔時間

(interim period) 平均為17.8週，平均追蹤9.7年。

　　患者在二階段置入人工關節時78%可使用生物型股骨柄固定，17%需要使用骨骼銀行的異

體骨移植，13%需要使用髖臼強化器做髖臼側的重建。在最終人工關節植入之前，有九位患者

因感染控制不佳需再次進行清創手術。

　　最常被培養出來的菌種是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i及Staphylococcus aureus，
超過40%、革蘭式陰性桿菌佔13%、壓氧菌約佔7%；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手術當中常

規做三套細菌培養，仍約有29%無法培養出菌種。

　　經過平均十年的追蹤後，感染控制的感功率是91.7%，有14位患者感染復發，其中一位因

為併發深層裖瘡及敗血症而死亡。感染復發的平均時間在進行階段手術後約26週，一年內復發

有6位、二年復發3位、 二至五年復發有5位。併發症的發生率約5%，包含三例關節脫臼、四

例無菌性鬆動、及一例骨折。

　　統計使用Kaplan-Meier分析，會發生感染復發的情況都在5年內，在本系列超過5年就沒有

感染復發的情況。我們發現4項感染復發的危險因子，第一是肝硬化的患者，感染控制成功率

僅有七成；第二是在植入人工關節時患有菌尿症或泌尿道感染的患者成功率也僅66％；第三，

在最終人工關節植入之前，需要再次清創的情況也會有較差的存活率，有10.6倍的機會發生感

染復發；最後，兩階段相隔時間也伴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感染尚未完全控制前就置入人工關

節的成功率較差，本研究指出，兩階段相隔時間大於三個月的感染控制成功率會有顯著提升。

　　結論，以二階段人工關節再置換術治療慢性人工髖關節感染是個有效且可靠的做法，在長

期的成功率能保持九成以上；容易造成感染控制不佳的因子有四個，肝硬化、泌尿道感染、需

反覆清創、及兩階段相隔時間小於三個月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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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前規畫與電腦導航人工膝關節置換術於
外翻性膝關節炎之治療成果
Preoperative Templating and Computer–Assisted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for 
Arthritic Valgus Knee

專長/

運動醫學
肩肘膝關節鏡手術及相關研究
骨折外傷

　　退化性關節炎合併外翻性變形不同於一般的

內翻性變形，需要比較高的technical demand方
能處理得宜。電腦導航系統已經廣泛地運用在各

種骨科手術，其中包含了人工膝關節置換。其優

點在於精準的bone cut，股骨骨髓腔的免破壞與

real-time的手術回餽。但是在執行上，仍有些須

注意的部分。亦即是，對於比較嚴重的bone loss
與soft tissue loosening，電腦導航提供的骨骼切

面不見得是準確的，過多或過少的bone cut有時仍

會發生。因此我們藉由Preoperative templating來
修正bone cut厚度，並善用電腦導航的及時回餽

骨骼切面的特性，來治療膝關節的外翻性變形，

獲得不錯的成果。總計有21位病患接受治療，術

前templating (Fig.1)，若經量測，FT的距離小於

21mm，bone cut將依照電腦導航所提供的數據

切 ; 但是一旦大於22mm，將會根據多出21mm
的數目平均地將distal femur and proximal tibia
少切。（21mm＝femur component 9mm + tibial 
component 10mm + 2mm rebounded soft tissue 
contracture）。將近三年的追蹤，病患術前的

KSKS(clinical)從44.0 ± 13.1提升至90.9 ± 5.2 (73–
98)，KSKS (functional)從38.6 ± 9.8 (25–65)提升至

82.9 ± 9.2 (60–90)。Lysholm knee scoring scale從
53.1 ± 9.33提升至88.1 ± 5.4。術後平均的機械軸角

度為0.28 ± 1.6°(Fig.2,3)。

fig. 1

fig. 2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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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ohn H. Velyvis, MD

Orthopedics. 2015 Feb;38(2):e118-23

流體明膠狀止血劑減少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後的出血
Gelatin Matrix Use Reduces Postoperative Bleeding Afte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的術中及術後失血，有時會導致血腫，疼痛增加，延遲恢復，進而

增加住院天數及費用。失血較多的狀況下，可能增加輸血的需要，因而增加輸血相關的風

險。外科醫師使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減少失血，這個實驗的目的是評估使用Floseal (流體明膠

及人體凝血脢所組成)止血劑、不同劑量及不同操作方式在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的效果。

總共257位病人，100位做為Historical Control. 74位接受Floseal 5 mL, 83位接受 Floseal 10 

mL。接受10mL的病患中，49位病人是在止血帶綁上的狀況下使用：而另外的34位則是在止

血帶放下後使用。Floseal的使用方式是在關傷口前，將其塗在手術部位的出血點，以濕紗

輕微加壓兩分鐘後，最後將多餘未聚合的產品輕輕沖洗掉。

若病人的血紅素小於 8.0 g/dL或是有其他相關症狀但血紅素小於 9.0 g/dL , 則會接受輸血。

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後引流量在Floseal 5 mL的組別顯著的較控制組低 （236.9 mL vs. 403.8 

mL, p<0.0001) ; Floseal 10 mL的組別術後引流量顯著較Floseal 5 mL 低 （p<0.0001), 且在

Floseal 10 mL 的組別中，兩種不同的操作方式，可見到手術一天後的引流量的些微差異  

（134.7 mL vs. 102.4 mL, p=.163) 。

背景及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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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劑在各種不同的手術當中可以促進止血，在血管外科，心臟外科，脊椎手術中皆

有報告指出其止血效果。Floseal是由明膠顆粒及凝血脢所組成的雙重成分，流體冰

沙狀的止血劑，透過雙重作用機轉，當明膠顆粒與血液接觸後啟動凝血機轉，先透過

10~20%的膨脹係數，達到物理性的阻擋，末端透過凝血脢與病人血液中的纖維蛋白原

作用，形成一個穩固的纖維凝塊，達到快速止血的效果。

此研究總結在全人工膝關節手術中使用Floseal是安全的，顯著降低引流量，且能夠改

善失血的控制並且減少預測可能性的術後輸血在Floseal 10 mL 的組別。 有可能進而減

少手術後血液進入組織及失血量，最終可減少血腫的情況，

研究討論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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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ported for my 3 month fellowship in Arthroscopy and Sports Medicine at the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up on 2015/6/04.
My late arrival was due to some delays with my visa to Taiwan.
The flight to Taiwan from Nigeria was long with a very long lay over in Dubai.
From the airport it was a bit difficult explaining to the taxi driver where I was going even after I gave him the arrival 
instructions I had been sent.
Upon arrival I was registered at the Education building in the hospital, assigned to a room in the dormitory and given 
my id card.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was not difficult.
The space in my room was adequate, but it had 2 double bunks for a maximum of 4 occupants. It had a wired internet 
connection and shared a toilet and bathroom with a similar adjoining room. I had as roommates a dermatologist from 
China and a maxillofacial surgeon from Vietnam. We became quite close during our stay.
Recreation, laundry and kitchen facilities are shared by all the rooms on the floor.
Largely I found the facilities adequate though I would have preferred more privacy in the room.
The rooms were adequately cleaned by the cleaning staff. However the toilets and bathrooms were not cleaned so 
often. Maintenance of any faulty facility was ok but not always prompt.
The food was relatively cheap and Okay. I have always liked experimenting with food from cultures different from 
mine. I learnt how to use chopsticks during my stay.

The day after my arrival I was met by Dr Chun-Jui Weng who was just completing his fellowship in the hospital. 
He told me a little about CGMH and outlined the various operating days of the consultants and relevant clinical 
meeting days. I was taken to the Head of Sports Medicine Division Prof Yi-Sheng Chan. During my 3 month stay he 
and Prof Yeh were my main instructors.
However I had access to all the attending physicians in the division and I learned a great deal from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 that I interacted with.
I found all the staff I met extremely courteous and helpful. Most of the doctors spoke English and some spoke it 
quite well. However most of the nurses and other staff did not.

CGMH is a busy major center in Taiwan and has renowned experts in many fields.

The theatre sessions are quite busy with my typical day starting at 7.30am and ending sometime between 5.30pm 
and 8pm. Most surgeons booked between 7 to 12 cases per day. Turnover time in between patients is fairly good and 
is about 30 minutes.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MY EXPERIENCE
/ DR CHRISTIAN C MADUBUEZE 

- My Room -

The units have many patients and the commonest knee 
arthroscopies done were ACL and PCL reconstructions both 
single and double bundle, meniscal repairs using various 
techniques from the low tech outside in to the more expensive all 
inside repair with implants. I also saw and participated in other 
surgeries such as arthroscopic assisted internal fixation of tibial 
plateau fractures. - Taipei 101 -



Shoulder arthroscopies were mainly for various methods of repair of rotator cuff tears both single and double row. 
There were also repairs of SLAP lesions. Open surgeries done included mini open rotator cuff repairs and open 
bony Bankart’s repairs among others.
I came to CGMH Linkou learn arthroscopy of the knee and shoulder but I was exposed to a lot more as I saw 
arthroscopy of the hip, elbow, wrist and ankle. I also saw arthroscopic techniques for the release of carpal tunnel 
syndrome and trigger finger. There were also many cases of primary and revision hip and knee arthroplasty using 
various systems.
The exposure to hip arthroscopy has caused me to gain more interest in it and I hope one day to be a pioneer in this 
in my country.
On Thursdays I joined Prof Yeh at the Taoyuan branch of CGMH and was also taught a great deal there as he had 
very many cases and he was also very good at teaching. On other days I sometimes joined Prof Hsu and Dr Chan 
who also taught me a lot.
My interactions with the different attending physicians showed me many different techniques to their patients’ 
management. However all surgeons I met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alism to their patients and had good 
results from their surgeries. My bid in my short training with them is to imbibe the best qualities of each of my 
instructors.
I was fully welcomed to scrub in and assist for virtually any surgery I wanted.
Due to medico legal reasons and the lack of my registration to practice medicine in Taiwan I was not able to fully 
perform surgeries during my short stay. However I believe that with a longer stay and the appropriate registration I 
would have.

On Tuesdays I attended the orthopedic department meetings and Thursdays I attended the sports medicine 
division meetings. These meetings were very academic and there was good exposure in up to date and sound 
clinical practices. Many topical issues in all spheres of orthopedics were discussed. The hospital is preparing for 
accreditation by the JCI and many lectures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accreditation were given. CGMH also carries 
out regular journal club meetings, monthly mortality/ morbidity reviews and radiology meetings.
I found Thursday meetings more informative as Prof Chan ensured that all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were made in English. On Tuesdays sometimes the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would be in English and 
sometimes not. Discussions were usually in Mandarin which made it difficult for me to follow the finer points of the 
presentation.
All in all the academic program is quite good for learning.

I was fortunate to meet and attendin Taipei courses in hip and shoulder arthroscopy, as well as an AO seminar on 
trauma in CGMH and drug seminar organized by Pfizer in Taipei.
I also was taken to various department, division and unit dinners.
I was only able to visit a few places of interest in Taipei like Taipei 101, the zoo, Maokong Gondola and I watched 
the Dragon boat race.

長庚骨科通訊     2015年年中刊

CHANG GUNG MEMORIAL HOSPITAL LINKOU:
MY EXPERIENCE
/ DR CHRISTIAN C MADUBUEZE 

- Taipei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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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OINTS
1.All surgeons I trained under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alism to their patients, had excellent 
    clinical and surgical skills and had good results from their surgeries.
2.There is a large volume of various cases and techniques practiced which makes CGMH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gain experience.
3.Very good teaching and sound academic background of most of the instructors.
4.There is a strong desire by instructors to impart their knowledge.

4.Lack of pre knowledge of issues to be discussed at clinical meetings.

I feel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could help to improve the program.

FOR FOREIGN FELLOWS
1.Obtain clear directions of where in the hospital you are to arrive and use a translator program like google translator  
   to translate this to Chinese and print out so you can easily make people understand where you wish to go.
2.Ask questions frequently even if they seem foolish about any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Sometimes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s are given in Mandarin to residents and fellows, you may ask your instructor to repeat in English for  
    you.
3.Ensure punctuality to all activities you wish to attend.
4.Control your ego and have an open mind to learn all that CGMH has to offer. Although all will not be suitable for  
   implementation in your home country as your conditions and patients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FOR CGMH
1.At all meetings with foreign fellows consider using English. 
2.If advance notice of topics to be discussed at meetings could sometimes be available, it could help foreign fellows  
   participate better.
3.More hands on exposure and limited performance of surgeries under supervision if possibl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existing medical regulations in Taiwan.
4.Consider making videos of some surgeries being done here which could then be later studied by CGMH residents  
   and fellows, but also by foreign fellows.
5.Some relatively minor improvements in the accommodation and maintenance.

In conclusion my stay at CGMH was quite memorable and my training and other experiences by far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I will strive to build on what I learnt and train others. I will also strive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hips I made during my stay.
I also will strongly recommend CGMH to other foreign surgeons looking for good places to learn.

Thanks.
    Dr Christian Chukwuemeka MADUBUEZE FWACS FMCS
    Consultant Orthopedic Surgeon 

CHALLENGES
1.Language barrier though mostly with  
  non-doctors. Also noted same during  
   some clinical meetings.
2.Not enough performance of surgeries  
   under supervision by foreign fellows.  
    Most times not first assistant.
3.Accommodation, maintenance of  
   dormitory facilities and cleaning of  
    conveniences.

- Theatre sessions in CGM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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