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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證照

專長

游重銘 醫師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系 外傷骨科主治醫師

基隆長庚暨情人湖 高壓氧治療中心主任

中山醫學院醫學系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高壓氧暨海底醫學專科醫師 

手外科及臂神經叢

人工關節

高壓氧及一般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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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專長

研究專長

廖振中 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外傷骨科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系部定副教授

台北醫學院醫學系

林口長庚外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總醫師

林口長庚骨科部脊椎科研究員

林口長庚骨科部講師、助理教授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脊椎中心研究員

中華民國脊椎外科醫學會教育委員

一般骨折重建

脊椎外科

脊椎外傷

退化性脊椎病變

脊椎融合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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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

高逢辰 醫師

義大醫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主任

慈文診所副院長

敏盛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博士

現任骨科部運動醫學科主任

前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台灣脊椎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

義守大學助理教授

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關節鏡醫學會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會員

運動傷害

關節鏡手術

脊椎

外傷

關節重建

黃炤文 醫師

學經歷 專長

專科證照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陽明大學醫學系

林口長庚醫學中心骨科主治醫師

基隆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廈門長庚醫院派任主治醫師

一般骨科、骨折外傷

骨質疏鬆治療、膝關節退化

筋膜炎、背痛

台灣骨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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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骨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台灣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系關節重建科主任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學術組副教授級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部定助理教授

彭國狄 醫師

學經歷

專長

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醫學博士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骨科系運動醫學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會員

台灣外科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關節重建醫學會會員

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會員

關節重建及人工關節、

骨盆骨折重建、高壓氧醫學、

外傷骨折及急診骨科、關節運動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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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經歷

專長

醫學訓練

參與學會
楊梅天成醫院骨外科主治醫師

楊梅天成醫院外科部主任

楊梅天成醫院開刀房主任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外傷科主治醫師

一般骨外科疾病、外傷骨折

小兒骨折、骨盆及髖臼骨折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林口長庚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住院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骨科總醫師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外傷科醫學會

中華民國外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外傷科醫學會會員

蕭智文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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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專長
東元醫院外科部主任

東元醫院骨科主任

元培科技大學部定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高階經營管理在職碩士班(EMBA)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

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附屬石園醫院外科 住院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總院外科部 住院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總院骨科部 住院醫師、總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總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 研究員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總院骨科部運動醫學科 主治醫師

長庚紀念醫院桃園分院骨科 主治醫師兼病房主任

佛教慈濟綜合醫院台中院區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慈濟大學醫學系臨床講師

苗栗大千綜合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竹南慈祐醫院骨科主任

頭份重光醫院骨科主任

退化性關節炎暨人工關節置換

肩、髖、膝關節及運動傷害

骨折重建

關節鏡手術及韌帶重建治療

脊椎退化性疾病治療

骨質疏鬆症治療、

震波治療、復健治療

羅揚斌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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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下午，由主任處得知：『下一期的骨科通訊要做桃園分院的專刊』，我突然發

現，我們從民國94年到分院在默默無聞之中已走入10年的歷史咯！此刻心中頓時

百感交集，10年前為了要有醫學中心的醫療水準，但又只是地區醫院的身份，管理中心

草創的許多的規範和制度，讓我們專科護理師度過在長庚就是 - - 常常變更的日子，練就

我們一身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身手；在「績效」帶領一切的精神下，我們經歷了許多

人事變動。

　　記得當初許多的大醫師支援過我們，如：李炫昇副院長，謝邦鑫主任，還有一直與

我們同在的葉文凌，陳昭宇主任，有了這些大醫師的支持，才讓分院骨科病房發展至

今，經由這些大醫師在林口總院和分院的兩邊辛苦奔波之下，分院骨科逐漸的有了自己

的特色。走筆至此，突然發現來過我們分院的大醫師，都會大紅大紫喔！ 連羅揚斌醫

師是我們第一屆的病房主任，與我們在兵荒馬亂之中建立病房，和永遠為我們專科護理

師著想的蔡旻虔醫師，現在都高昇到其他醫院，過著＂樂活＂的日子了；袁立仁醫師榮

陞副教授，其他三位主治醫師：陳文鈐、張世昇、邱致皓醫師就讀博士班，晉升講師資

格，看來分院是個好地方哦。

　　而我們專科護理師呢，我們一直秉持以『不變應萬變』的精神，生存在桃園長庚醫

院內；話說10年前的某一天，由各科組成的專科護理師集合到分院骨科病房後，才知道

我們並非只是骨科專科護理師，我們還必須兼任內科、心血管外科、復健科專科護理

師，基於分院專科護理師“人力＂共同運用的原則，我們被迫養成“全新＂的人材，我

們必須輪夜班，當然也必須跟內科一起輪值，我們由剛開始忐忑不安的適應比醫學中心

資源少的環境和壓力，學會在沒有林口各科會診的支援，自己求救各科的專業知識，我

們時常在心中糾結要讓病人轉到急診去等床或是轉內科加護病房，或是持續在病房觀察

病情等等的處置，或許不是重大的緊急處理，但更需要我們仔細的評估和學理的運用，

所以我們雖然工作在醫療日進千里的洪流內，卻能跟上醫療的腳步，也沒有專科護理師

因此退縮辭職。

作者/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骨科
專科護理師

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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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有幸與張毓翰教授，胡志堅醫師，及陳思元醫

師參加2015年European Bone and Joint Infection 
Society 年會 ，在葡萄牙的西岸小鎮Estoril舉辦。全

世界有關骨骼關節感染有兩大學會，一個是在美國的

Musculoskeletal Infection Society (MSIS)，另一個就是

在歐洲的EBJIS。此年會每年輪流在歐洲各國舉辦一次，

年會匯集了歐洲及世界各國骨骼關節感染的專家與會，會

中有invited speaker演講目前骨骼關節感染的最新資訊，

以及有free paper提供各與會人員報告他們對骨骼關節感

染的研究成果。Estoril是位在葡萄牙首都Lison西方十幾

公里的度假勝地，當地最有名的就是號稱歐洲最古老的賭

場，與我們下榻的飯店和開會地點都在同一區。

　　本次會議我所報告的主題是＂Liquid Antibiotic in 
Bone Cement,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ntibiotic release in antibiotic loaded bone cement＂。

Antibiotic loaded bone cement (ALBC) 現在是治療骨骼

關節感染非常重要的武器，

作者/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骨科　李勝勛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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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有一群愛護我們的主治醫師們及分院各科門診的主治醫師們，跟我

們討論病情處理病人問題，PRN調動ICU並與內科專科護理師相互扶持，借調內科

主治醫師支援我們〈骨科〉床位或轉內科病房，讓我們在照護品質上更上一層樓。

加上總院的專科護理師姊妹們，協助我們專科護理師證書的積分申請及在職教育，

總院各位秘書們無條件的支持我們科內行政事務的處理，讓我們分院的專科護理師

忍不住想…啾咪(BRUO)一下大家，感謝大家的鼎力相助！！

　　不知不覺中，這10年來真的讓小朋友變成大人，也讓我們這群充滿魅力的小女

人，變成屆齡退休卻仍風韻猶存的熟女，sorry！當然也還有年輕一點的專科護理師

啦！所以下次大家來分院時不要太失望囉！也感激骨科的大家庭歷年來持續照顧身

在邊緣的我們，專科護理師在此向大家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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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抗生素在ALBC中釋放的效果並不好，例如amphotericin B，以致於使用ALBC
治療黴菌感染的失敗率高達五成。因此這個實驗是在ALBC中加入distilled water，進而增

加抗生素的釋放率，達到較佳的治療效果。這個報告被分配在free paper session，需要

六分鐘的口頭報告及兩分鐘的討論。根據張毓翰教授往年參加的經驗，今年參加EBJIS年
會的人數有倍數的成長，實際在開會的人員以及參與討論的熱烈程度都更勝以往。硬體

設施方面，會場在Estoril convention center，主會場有一個可以媲美iMax電影大小及解

析度的巨型螢幕，除了可以播放演講者的投影片之外，還有一台專門的攝影機特寫演講

者，讓演講更加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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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oril 地理位置 

會場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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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這次EBJIS也比往年多了許多贊助廠商，約有數十家參展。各家的產

品除了各式各樣的ALBC spacer以外，還有感染診斷的工具(Alpha defensin test: 
synovasure)，coating銀離子的人工關節 (可以減少periprosthetic joint infection並不影

響骨長入) 或骨釘 (在動物體內甚至可以治療感染)。這些骨材的蓬勃發展，顯示骨骼

關節感染是一個逐漸被重視的議題，同時各式各樣產品的出現，也表示在這個領域的

研究是相當熱門的。長庚醫院骨科有許多骨骼關節感染的病人，而且在前輩的努力下

已有許多卓越的研究成果，在參與這個會議之後，也讓我想在骨骼關節感染這個研究

領域投注更多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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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邱致皓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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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cy Shoulder Live Surgery 參訪筆記

承蒙前輩的指導與訓練，讓我在長庚醫院這麼好的環境下做了一些肩與膝關節鏡

手術。也利用超音波機器，幫忙肩膝關節的診斷與治療。因此，在臨床與研

究興趣上，主要都集中在這兩個關節。我也多次把我們的臨床工作與研究成果，發表於

AANA (北美關節鏡醫學會)與APKASS (亞太關節鏡醫學會)。在大會中，除了講者精闢的

演說外，最吸引人的，就是Live surgery。本次有機會參加在法國Annecy舉辦的 Shoulder 
Live Surgery Course感到非常榮幸。

　　以個人經驗來說，shoulder surgeon很像一個獨特的團體，彼此間都還蠻熟悉的。這

樣的情況在台灣如此，在國外也是一樣。一開始聽說這些國外的前輩，是在徐主任的開

刀房，聽他講述研讀最新文獻的心得，這時候才注意到，其實閱讀文獻除了文章本身要

告訴我們的觀點以外，作者群團隊也是很重要的。大部分的團隊都專精於某一特色，所

以可以有很長期且高質量的產出。當你把同體系所發表的文章一系列看下來，大概就可

以知道這個團隊的專長在哪邊。每個團隊的領導者都很有特色，其發表的觀念在經過大

家討論後，也成為世界共識。比如說，在shoulder instability的領域，大家提到Dr. Itoi就
會想到他的glenoid defect的觀念，或者說，提到glenoid defect，就會想到Dr. Itoi。

　　我一開始參加學會所主辦的AANA時，發現有許多專門的Shoulder Course會在

大會中宣傳。以美國來說，來自San Diego的Dr. James Esch每年都會在六月左右舉

辦San Diego Shoulder Course，邀請全世界的shoulder surgeon參加。本次參訪的

Annecy Shoulder Live Surgery，則是在美國本土之外(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
主要的shoulder course之一，每兩年辦一次，之前已經辦過五屆。主辦者為Dr. Laurent 
Lafosse，以發表arthroscopic Latarjet procedure出名(當然還有其他手術方式都是世界頂

尖的)。之前曾多次來台灣，北京積水壇醫院的姜春岩教授，就曾經參訪過Annecy，之後

在北京做了許多arthroscopic Latarjet procedure，曾在台灣關節鏡醫學會與大家分享。

　　Annecy在法國與瑞士交界，本身有一個極為美麗的Annecy Lake，自古就是連通法

國，瑞士與義大利的隘口(雖然當時應該沒有這些國家)。在中世紀就非常繁榮。也是大家

所喜愛的白朗峰，霞慕尼的入口。Dr. Lafosse在這邊執業，訓練了許多國際的fellow，也

參加了世界上大部分shoulder surgery的教學。

　　我參加的是第六屆，非常精實，總共將近800位學員，在三天內總共進行了33個肩關

節手術，絕無冷場。第一天主要為shoulder instability，第二天為arthroplasty，最後一天

把重點放在rotator cuff repair。邀請全世界(主要以法國，德國，美國，瑞士等)的專家與

會，在Dr. Lafosse的醫院進行手術。手術之間的安排非常緊湊，在會場(飯店的會議廳)與
手術室做一部分的錄影轉播(approach時)與現場連線(重點部分會留待Live)。因為法令的

關係，也只有在法國才可以讓世界各地的醫師主刀，由Dr. Lafosse從旁協助。以下就把

我看到的心得簡單與各位分享。



Dr. Gerber當moderator

Annecy Shoulder Live Surgery 參訪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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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為shoulder instability，由我最喜愛的路易西安那快刀手Dr. Felix Savoie
開始。之前曾在AANA上過他的付費課程，深深覺得他相當有趣，動作非常俐落。他

曾說任何一台肩關節鏡手術都應該在一小時內完成(韓國SMC的Dr. Yoo，則說過一

定要在兩個小時內完成)，我把這當做個人目標。另外，加州的Dr. Eugene Wolf則以

arthroscopic Remplissage出名。因當時要準備在台灣骨科醫學會演講arthroscopic 
Remplissage，所以對他非常熟悉。另外，也有在台灣比較少見的arthroscopic 
posterior bone block (大部分的bone block for shoulder instability都是在anterior) for 
posterior shoulder instability，因當時臨床上有病患可能需要接受這種手術，所以也

得到很好的啟發。另外，被剛來本院參訪，加州Kaiser Permanente Dr. Edward Yien
所稱讚為他認識最brilliant shoulder surgeon之一的Dr. Gilles Walche，則為我們示範

了成功率98% 的open Latarjet procedure。一天course結束後最有趣的，則是大會安

排第二天要接受shoulder arthrosplasty的患者到現場(有麵包師父，退伍軍人，還在

滑雪的退休導遊等)，接受隔天要幫他們手術專家的身體檢查。現場示範一個shoulder 
surgeon應該具備哪些知識與判斷，這是在教科書上比較困難學到的。所以當大會到

晚上八點，大家仍然沒有離開(可能也是因為大會費用不便宜)，就像是參加演唱會一

般，一定要等到encore好幾次才過癮。隔天要接受手術的病患，則像英雄人物一樣，

在場上接受大家的鼓掌，氣氛非常熱烈。

　　第二天主要以shoulder arthroplasty為主。有resurfacing, short stem, anatomical 
total shoulder arthroplasty, reverse shoulder arthroplasty, reverse shoulder 
arthroplasty plus latissimus dorsi transfer 等等，以徐主任曾在Chicago Rush 
University參訪過的Dr. Anthony Romeo打頭陣。因為徐主任的關係，我在比較早的

AANA就跟Dr. Romeo談過話，Rush做了許多biceps 的研究與發表，本身也是芝加哥

公牛隊的指定醫院，所以有一定的熟悉度。Dr. Romeo就是個紳士，開刀非常漂亮穩

定，帶有標準英文口音，讓你覺得好像不是在聽英文…。另外，來自紐約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的David /JoshuaDines父子檔，則合力完成一個帶有一點instability的
total shoulder arthroplasty。

Dr. Gerber左, and Dr. Lafosse(右)
幫病患(中)做身體檢查

長庚骨科通訊     2016年新年刊



封 | 

面 | 

故 | 

事

13
https://www1.cgmh.org.tw/intr/intr2/c3270/index.html

法國的Daniel Mole則示範anterolateral approach for reverse shoulder arthroplasty，有別

於一般的Deltopectoral approach，這樣不用做subscapularis take down, 也是一個極好的作

法。Pascal Boileau則示範reverse total shoulder plus latissimus dorsi transfer。

　　第三天則是rotator cuff day，從scopic double row suture bridge repair，transosseous 
repair到open/scopic latissimus dorsi harvest等等。其中最大的收穫，是認知本院

arthroscpic double row suture bridge repair的能力並不亞於這些世界專家，主要是他們在手

術中也會遇到我們遇到的問題，所以非常有教育意義。因為其實大家就是要去看這些專家怎

麼解決這些問題。比如說亞洲區總代理Dr. Hiro Sugaya，就為大家示範當你關節內有一大

堆縫好的線時，應該怎麼做處理。當medial anchor backout時Dr. Lafosse則用subacromial 
水球把dog ear與backout screw壓平。其中最令人所有與會者感動的，則是來自立陶宛的

Dr. Viktoras Jerolajevas，他示範使用scopic harvest latissimus dorsi(Dr. Chris Gerber 示範

open harvest)，因為他的手術技術，讓scopic harvest latissimus dorsi看起來變成可能!!(他
也的確做到)。這讓我開始想查詢台灣人要入境立陶宛需不需要簽證。另外，他完美的示範

了shoulder surgeon追求滿分的決心，在手術中因為取好的tendon卡在Deltoid中間，稍微影

響了下一個講者的schedule，但因他的堅持，全場與會者都被他感動，全體贊同想要看他完

成這項手術。

　　本次大會除了有真人實境秀以外，最令人感到振奮與有趣的就是panel discussion。
早期的學術會議大都以seminar為主，但其實大家想看的不只有臨床結果的報告，而是

在現實生活手術中，遇到問題大家的thinking process，為何這樣想？以及有沒有文獻證

實。其中最令大家精神抖擻的就是Dr. Chris Gerber當moderator 時所提出的問題。他就

像律師一般詰問這些專家，並從他們的回答中適時的贊同與挖苦(真的是挖苦)，並提出自

己與他人，歷史上與最新的數據。這是需要多深廣的學識與多精巧的心思，才能把這討

論表演的如此精采。在大師面前，我們就像搖滾音樂迷，隨著他們的comment而擺動。

Panel discussion

Panel discussion, 
左一: Dr. Savoie, 左三: Dr. Wolf

　　在大會結束後，我們可以深深感到

大家身為shoulder surgeon的光榮(尤其

French shoulder surgeon他們自己)。若大

家有興趣，Annecy Shoulder Live Course
每兩年舉辦一次，而為了讓大家每年都可

以吸取新知，也可以參加，由Dr. Pascal 
Boileau在Nice所舉辦的Nice Shoulder 
Course (蔚藍海岸！！跟Annecycourse 
隔年舉辦)。



Annecy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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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也常舉辦shoulder course，我

自己參加過2013 Paris International 
S h o u l d e r  C o u r s e，以講 r e v e r s e 
shoulder arthroplasty為主，2016年3月, 
在巴黎則有另一個course，以講tendon 
transfer 為主。2014年在桃園長庚也主

辦過shoulder forum，與會者也得到

很多收穫。但要舉辦如此大型的Live 
surgery，難度比較高，場控的能力要相

當好。同行有位來自英國的骨科醫師也

提到，在這次的會議中，手術間的銜接

與討論的題材都比前幾屆出色。以上有

趣的資訊，分享給大家。

Panel discussion, 
左一: Dr. Savoie, 左三: Dr. Wolf 長庚骨科通訊     2016年新年刊

Panel discussion, 左四: Dr. Dines, 左五: Dr. Sugaya, 左十: Dr. Walche

PSI of glenoid component (blue print system)

Annecy downtown 最古老的建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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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邱致皓 醫師

　　隨著醫療科技的日新月異，早期許多需要大傷口才可以完成的手術目前都可以使用

微創傷口，甚至關節鏡手術來治療，避免手術中原本會造成的軟組織受傷。比如說膝關

節鏡十字韌帶重建手術，半月軟骨修補手術，肩關節鏡肌腱韌帶修補手術，微創膝關節

置換術，微創肩關節置換術等等。

　　但即使傷口再小，仍然會造成些許的疼痛，導致病患滿意度下降。為了減少所謂＂

第五生命徵象--疼痛＂所造成的不便，桃園長庚醫院骨科與麻醉科醫師合作，在上肢與下

肢微創手術的患者， 在精密的超音波導引下，進行周邊神經暫時阻斷術，在合併口服與

注射止痛藥一齊作用之下，讓原本預期發生的術後疼痛大大減少，也可以避免嗎啡類止

痛藥所造成的頭暈，噁心，嘔吐，呼吸抑制，腸胃道不適。

　　病患在疼痛感減少的情況下，可以較迅速恢復原來的生活作息，也可以在疼痛感減

少的情況下提早開始復健運動，以利術後恢復。

無痛微創關節手術

nerve block工具                  無菌鋪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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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超音波尋找神經

術前擺位              需要超音波導引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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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ve block 過程

術後傷口極小，
不影響手術視野

nerve block needle
在超音波導引下進
入皮下

長庚骨科通訊     2016年新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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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文鈐 醫師

　　腰椎融合術常用在腰椎不穩定的情形，比方腰椎側彎、腰椎滑脫(圖1)等，其目標在於矯

正脊椎畸形並且將不穩定的脊椎節段以骨釘內固定(圖2)，避免將來進一步的惡化。近年來由

於醫學的進步，腰椎融合術的成功率極高，病患滿意度及預後普遍良好，但是仍然存在許多

改善的空間。傳統腰椎手術潛在的缺點包括：腰背肌肉破壞較大有可能造成慢性下背痛、術

後疼痛較厲害、術中流血較多、術後復原較慢(圖3)。

　　為了減少脊椎手術對下背肌肉的破壞，

在陳文哲教授的帶領之下，脊椎科開始發展

Wiltseparaspinal approach，也開始讓我們

有肌肉保留的概念。之後感謝傅再生主任進

一步指導，經過傅主任仔細帶領解說後，於

是我開始了微創脊椎融合手術，運用經皮

穿刺骨釘置入術(percutaneous cannulated 
p e d i c l e  s c r e w s )及椎體間支架植入術

(minimally invasive transforaminal lumbar 
interbody fusion)，在術中透視X-光機的導引

腰椎微創融合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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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圖二

圖三

下，發展出小傷口脊椎融合手術，即腰椎微創融合術，成功治療許多深受腰椎問題困擾的病

患(圖4)。 

　　腰椎微創融合術與傳統的腰椎手術不同之處在於：傳統手術必須從腰背正中央進入體

內，將欲手術腰椎後方的肌肉切斷撥開至兩側進行數小時的手術，往往造成背肌破壞及缺

血，術後可能產生背肌纖維化以及萎縮，多個報告指出術後腰背肌肉萎縮越厲害往往術後長

期腰背痛越明顯；腰椎微創融合術則是從下背兩側進入體內，進入方式為撥開背肌肌束之間

的肌膜而儘量保持肌肉的完整，又可以進行神經減壓及椎體間支架植入手術(圖5)。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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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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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在桃園長庚醫院已經執行超過150個微創腰椎融合手術案例，發生併發症的機

率並未較文獻報告高，顯示這是可行而且安全性高的手術，病人預後也相當好，唯需要

一段學習摸索過程(圖6,7,8)。

　　腰椎微創融合術建議的適應症包括：腰椎滑脫，腰椎側彎，腰椎不穩定，腰椎狹

窄需要大幅減壓重建穩定度，以及腰椎感染。我個人建議三節（two segments）以內

適合，三節以上較為困難。另外，重度脊椎畸型需要徹底矯正也不適合進行腰椎微創 
融合術。

圖六

腰椎微創融合術的優點包括：

1.術後腰背肌肉萎縮的程度相較傳統手術有顯著的減少：由於腰背肌肉保持較完整， 
  不若傳統手術需將背肌切斷撥開至兩側，術後背肌萎縮不明顯，較能減少術後長期 
   背痛的問題。

2.術中流血較少：多個研究顯示腰椎微創融合術出血量較傳統手術為少，出血較少一 
  方面可減少心臟的負荷增加手術安全性，這對年老的病患是很重要的考量；一方面 
   減少輸血的必要性可避免可能發生的輸血過敏及輸血感染。

3.術後傷口疼痛較輕：研究顯示腰椎微創融合術傷口疼痛程度明顯地較輕微，需要止 
   痛藥的量明顯較少，較不痛也可以及早下床活動復原較快。

4.住院時間較短：病患住院中需要家人照護，若照護者為家中經濟支柱則必須請假付 
   出成本，若病患能及早出院則家庭成本也隨之降低，照護者可以盡快回到工作崗位。

5.減少鄰近節退化的機率：病患接受腰椎融合術數年之後，鄰近節段有可能產生退化現 
   象，少數病患甚至可能發生腰椎不穩定及神經壓迫以至於需要進行翻修手術。腰椎微 
    創融合術對於腰椎結構及背肌破壞較少，理論上產生鄰近節退化的機率也比較少。

70歲女性
腰椎四-五節滑脫
單側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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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圖八

71歲男性
腰椎四-五節滑脫
兩側減壓

33歲女性
腰椎薦椎滑脫
單側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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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世昇 醫師

　　前十字韌帶重建手術經過歷年來的發展，對於運動醫學科的醫師來說已經是相當成熟的 
手術，病人的滿意度也相當的高。然而在追求更好及完美的前提之下，仍有有多不同的新觀念

被提出，其中『解剖型重建』（anatomic reconstruction）便是其中之一。

　　所謂『解剖型重建』就是在重建前十字韌帶時，根據病人每人解剖構造上的差異選擇不同

的韌帶移植物、單股或雙股重建、股骨脛骨的隧道等，以回復病人原本的解剖構造為目標。 
在這其中，股骨隧道的入口位置一直是前十字韌帶手術成功的關鍵之一。

　　股骨隧道入口的手術方式有下列幾種：1.Trans-Tibial，2.Trans-Portal，3.Outside-In 等，

各有其優缺點。Trans-Tibia是比較傳統的手術方式，直接經由脛骨隧道處來鑽探股骨隧道的 
入口，這方法的優點是速度快、所鑽出的隧道長度較長，缺點是無法自由選擇想要的股骨隧道

入口，往往必須遷就於脛骨隧道；Trans-Portal是經由關節鏡的內側入口來鑽探股骨隧道，優

點是可以自由選擇最理想的入口，缺點是鑽孔時的角度受到脛骨的限制會比較水平，造成隧道

長度較短，甚至有可能把股骨的後壁（posterior wall）打破，應此在鑽孔時必須將膝關節彎到

最彎的角度才能避免，但是此時膝關節彎曲角度大，關節鏡視野受限，很難確定所鑽的位置

是否適當；Outside-in與上述兩者不同，以定位器定位後，由股骨外側往關節內鑽孔，不但可

以選擇理想的位置，也可有足夠的隧道長度，不過這種手術方式在股骨側無法使用懸吊裝置

（Endobutton）固定韌帶，由外側鑽孔時也要小心入口的選擇，避免傷到膝關節外側的神經與

血管構造。

　　相較於上面所列三種方式，筆者在2012年於美國進修時，美國指導老師Freddie Fu所使用

的是另一種方式：可彎曲式鑽孔系統（Flexible Reaming System）。利用特殊製造可彎曲、 
有彈性的導引針與鑽頭，經由關節鏡內側入口來鑽孔，由於導引針可以彎曲，所以在鑽探時

膝關節不用彎曲太多也可以得到好的角度，不但可以自由選擇鑽孔位置，也可以得到比傳統

Trans-Portal方式更長的骨隧道。

　　筆者在2013年美國進修結束回到長庚醫院服務後便想要引進這套工具，在詹益聖主任與 
陳昭宇主任的支持下，本院自2014年04月率先引進這套系統，目前已經有超過50例以上的手術

經驗。根據我們統計，使用可彎曲式鑽孔系統的病患，其股骨隧道長度平均約為37.8mm (34-
43mm)，比使用Trans-Portal方式的骨隧道長度要長的多，沒有任何併發症產生，是相當方便與

可靠的手術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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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彎曲式鑽孔系統進行前十字韌帶
解剖型重建手術
Anatomic single-bundle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reconstruction using the flexible drilling/reaming
system: A preliminary experience
Formosan Journal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6 (2015) 47-56
DOI: 10.6492/FJMD.2015.0602.001
Shih-Sheng Chang, Kuo-Yao Hsu*, Alvin Chao-Yu Chen, Yi-Sheng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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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 Reaming System工具

手術中斷裂的器械 病患術後的3D電腦斷層

　　不過，使用這套工具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為了保持彈性，導針是由類似『彈

簧鋼』的材質來製造，在經過反覆使用、高壓消毒後，本身材質強度會降低，因此

有可能在術中使用時發生斷裂；同樣地，鑽頭部分在遇到較堅硬骨頭時也有發生斷

裂的可能，目前本院在使用上，已發生約4次工具斷裂情形，幸好均可順利移除，

不會在病人體內殘留，但在使用上仍須小心注意。

長庚骨科通訊     2016年新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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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品集團董事 張勝鄉 2015.11.01

　　如果團隊裡每位成員的想法與作法能夠和公司一致，並且充滿創意，而且還可以傳承。你

可以想像這個團隊的力量將可以大到無限，且無遠弗屆、永續發展。要達到這個目標，則非工

作標準化不可。王品集團目前有一萬七千多名同仁，且分散在全省各地與海外的大陸、泰國、

新加坡與美國。如果工作沒有標準化，如何做到餐點品質與服務品質的一致性高標準？

　　工作標準化的魅力在於將每個人的知識與經驗濃縮到標準裡，讓每個人可以有效率的執行

工作。若如此，大家會樂於編製與執行工作標準。因此，每條工作標準必須要有共識，要務實

的可以執行才可。要怎樣才能有共識與務實可行呢？王品在制訂洗碗工作標準時，連不識字的

洗碗阿嬤都請來一起制訂標準，因為這是她在執行的工作。

全面性的標準化，讓公司效率全面性的提升。在王品所有看得到的工作行為，幾乎都有標準化

的準則。同仁從報到開始，所有的訓練都有標準，因此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標準化的觀念與行

為。凡是新增的工作，一定會被要求寫成標準再推廣。久而久之，工作標準化已經變成了公司

的文化，當然公司的知識與技術都被書面化了，傳承就不在話下了。

　　知識經濟在工作標準化下更加地彰顯。社會不斷的變化、科技不斷的更新，每天眾人的工

作經驗不斷地累積，如果沒有把這個成果保留，不是太可惜了嗎？因此，年度工作標準的修訂

讓工作標準與時俱進，更契合演化的需求。在競爭的環境中，永遠領先。

所謂：兩人齊心，其利斷金。更何況是團隊。團隊的力量加以整合，力量可以大到無窮無盡。

相反的，團隊若不整合，力量是互相抵銷的。而標準化作業，就是整合團隊力量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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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魅力無限的 SOP

張勝鄉先生 與 邱致皓醫師

張勝鄉先生簡介
◆民國45年生(屏東縣)
◆學歷
    國立海洋大學 食品科學系 畢業(1979年)
    美國芝加哥漢堡大學 學士(1993年)
    東海大學EMBA(2009年)
◆經歷
    台灣麥當勞訓練督導(1986～1994)
    屏東技術學院兼任講師(1994)
    企管顧問師(1995～1996)
    實踐大學客座副教授(2010／8～2011／8)
    王品集團訓練部副總經理(1996／8～2011／12)
◆現任
    王品集團董事(2012／1～迄今)
    海洋大學兼任副教授(2013／8～迄今)
    勝梅農園園丁(2012／1)
◆獲獎
    榮獲2006年中華民國人力創新獎
    － 團體獎及創新經理人獎

◆著作
    王品集團管理與作業手冊39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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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堅醫師

作者
專長/

髖關節與膝關節重建手術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關節重建骨科主治醫師
長庚大學醫學院講師

新鮮冷凍的異體骨移植經常用於骨缺損相關之手術。本篇乃研究院內骨庫之異體

骨移植相關的感染發病率，並分析細菌培養呈陽性反應之異體骨其受移植者的臨

床結果。捐贈骨之來源為接受全人工關節置換手術過程中之剩餘骨骼或大愛捐贈骨骼，

在手術室嚴格的無菌環境下操作包裝，並於手術後立即儲存在-78º之骨骼銀行專用冰箱

中。在2007年1月至2012年12月期間，我們回溯性研究本院骨骼銀行資料庫，經統計一

共有2024名患者接受2083個異體骨移植，並接受臨床追蹤至少12個月。在此期間，整體

的異體骨移植手術發生手術後相關感染的機率為1.2％（24/2024）；此外，異體骨移植

手術前細菌培養結果發現21例呈現陽性反應(21/2083:佔1%)。這21位受移植者在術後依

據醫生的臨床判斷給予0-8天不等的抗生素，然而，直到最近一次的臨床追蹤為止，這

21位患者並沒有發生任何手術部位之傷口感染。基於這些發現，我們的結論是：異體移

植骨其植入前的陽性細菌培養結果並不會導致手術部位的相關感染，額外延長手術後抗

生素的治療也是非必要的。

新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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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俊良, 謝邦鑫, 范姜治澐, 施信農, 陳俊傑, 胡志堅

Bone Joint J. 2015 Mar;97-B(3):427-31. doi: 10.1302/0301-620X.97B3.34600

細菌培養呈陽性反應之異體移植骨在植入後
並不會導致手術部位傷口感染
A positive bacterial culture from allograft bone at implantation 
does not correlate with subsequent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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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哲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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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堅/ 細菌培養呈陽性反應之異體移植骨在植入後
        並不會導致手術部位傷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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