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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療部 張儷祈   攝影‧教材室 賴學聖

手外科│成人第二加護病房主任│ 廖憲華 主任

中山好醫師專訪

莫忘初衷

助人為快樂之本

有人說，一位外科醫師要花

十五年才能成熟：五年學習開刀、

五年學習什麼時候開最好，還要再

五年的磨練才知道何時不要開。

30~40年前的外科可說是醫學生

榜首科，而今的外科淪為五大皆空

之一，好不容易媳婦熬成婆的主治

醫師，卻面臨沒有新人接班、得親

自值班，醫療霧霾壟罩著當今外科

系！

怎麼克服外科醫療的壓力大、

人手少、埋頭救人還擔心吃官司的

沉重？本院手外科、也是成人第二(

外科)加護病房主任－廖憲華醫師說

「莫忘初衷」。

父親是藥商，醫療行業從小

耳濡目染。自幼就喜歡動手修理東

西，也樂意幫助別人，助人讓他感

受到快樂；所以廖憲華選擇當一名

醫師，能夠從中獲得幫助他人的成就感，能夠實現兒時理想的職業，是他最棒的人生抉

擇。

多與人接觸

善用溝通拉近距離

外科醫師給人一貫的感覺往往是充滿自信、冷靜、急躁、距離感。但在廖憲華身上卻

沒有絲毫距離，親切、總面帶微笑、溫和的個性，真的很不像外科人。

走過艱困 更懂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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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醫療日新月異、科技貫穿核心的時代，疾病的診斷可以更客觀的以儀器檢查確

立，病歷書寫、醫療影像等作業皆已全面資訊化，醫師在與病人與家屬之間的交談溝通時間

卻相對縮短。

廖憲華自我督促也同時鼓勵現今的醫學生，治療過程中把病人當作朋友，了解病人需

求，如此在醫療決策時可以多站在病人的角度設想。保持與人的交流，學習溝通技巧，提升

醫病關係，也絕對是精進醫術的不二法門。

921的震撼

921的感動

台灣手外科醫師的養成，得先經歷過一般外科、整形外科、或骨科五到六年的訓練，獲

取專科醫師資格，再經由考試，才能得到手外科學會的認證。廖憲華從醫邁入第26年，也曾

猶豫過手外科之路該怎麼走下去，但每逢低潮時，看見歲末桌上那一盒水果禮盒，就再次給

他滿滿的力量繼續前進。

18年前的921那一夜，天搖地動後，住在16樓的廖憲華深知出事了，安頓了家人後，立

刻趕往醫院。急診室滿滿都是人，身為一名外科醫師，數不盡的外傷刀等著他…

一對年輕夫妻及孩子，從瓦礫中被救出來，妻子的傷勢最重，急性腎衰竭且壓迫多時的

雙腿面臨截肢，廖憲華不忍心鋸掉她的雙腿，歷經數月的洗腎、傷口清創修補治療，終於保

住了雙腿。雖然康復後走路仍有些微後遺症，但能自行開車。

這一家人18年來，不間斷的每年帶著一盒水果禮盒，謝謝廖憲華的治療之恩，但廖憲華

說：「應該是我要感謝他們，時時地提醒我，堅

持及莫忘從醫的初衷」。

病患的重生、病患的一句謝謝，對醫師而言

是能脫下壓力，揮去霧霾提起精神、邁開步伐往

前走的力量。

問題傷口治療

結合團隊、仔細衛教

除了手外科，廖憲華也專精問題傷口的治

療，問題傷口常見於糖尿病足、周邊血管問題的

病患，尤其老年人；在傷口初期因為沒有受到適

當的照護，導致就醫時已經惡化，甚至面臨截

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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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多數有問題傷口的病患也常同時合併有糖尿病或周邊血管問題，廖憲華會協同本院

內分泌科、心臟內科、心臟外科，以及感染科…等醫療團隊，共同為病患做適當的治療；對

於問題傷口，廖憲華不只提供外科的清創治療，總是很仔細的衛教、解說療程。

因為老人家的就醫資訊不足，在家中沒有妥善的照顧傷口、以及控制血糖，造成傷口癒

合慢、甚至敗血症。如果能了解傷口癒合的過程與影響癒合的原因，改變就會容易的多，因

此廖憲華更是不厭其煩地一遍遍的解說。

疼惜病人

珍惜從醫的日子

以手外科來說，最常面對勞工朋友發生工安意外，造成的手部斷裂。手外科的手術不同

其他外科是預期安排手術時間，常是半夜時間、緊急的，勞工朋友辛苦勞力地工作，斷了手

如同塌了天，廖憲華感同身受，夜半再累都會趕到醫院手術。

舉凡從肩膀到手指的骨骼、關節、韌帶、肌肉、肌腱、動靜脈血管、神經，都是屬於手

外科的範圍。爭取搶救時間，為了能多保住手部的功能，以期病患盡早返回職場。

不管是面對手外科的精細的顯微手術，耗時又耗精力、或是問題傷口治療過程的反覆又

難纏，都因為一顆疼惜病人的心不變，讓廖憲華的從醫之路走來更加珍惜。

廖憲華醫師(前排中)及成人外科加護病房之醫療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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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今醫學對於末期腎臟病的治療上，

腎臟移植已被證實能提供較好的生活品質及

延長末期腎病患者的壽命。移植後生命延長

超過五年、甚至十年的腎友比比皆是。然

而，隨著移植腎壽命的延長，腎臟移植相關

的慢性併發症也逐漸浮現檯面；包括：心臟

血管疾病、感染、惡性腫瘤和慢性移植腎病

變等。其中惡性腫瘤常會悄悄來襲，也最令

人聞之色變。

換腎越久，癌症愈會找上你

近年，一些大型流行病學的研究，證實

腎臟移植患者的新生癌症發生率確實較一般

文/腎臟科 吳勝文 主治醫師

腎移植患者的癌症篩檢

人高。依不同的癌症，相對危險機率有所不

同，約是一般人的二到二十倍。

癌症平均約在移植後三到五年發生(但

不同的癌症會有所差異)，且隨著換腎時間越

久，新生癌症的盛行率越高。

值得一提的是，腎臟移植後好發的癌症

與一般人好發的癌症並不相同；另外，台灣

跟歐美國家的腎臟移植後好發癌症也不盡相

同。例如，一般人好發的肺癌、大腸癌、乳

癌、胃及食道癌等，在腎臟移植病人身上並

無明顯地增加。

根據歐美國家過去的統計資料顯示，腎

臟移植後，以皮膚癌(皮膚扁平細胞癌及卡

波西氏瘤)及淋巴增生性疾病(淋巴癌)的發生

率最高。然而本院或全台其它醫院的統計顯

示，淋巴癌和皮膚癌的發生率卻很低，反而

是泌尿道上皮細胞癌及肝癌分佔前二名。

移植後癌發原因

腎臟移植後發生癌症的原因是多重因素

造成的，且還有很多未知的地方；其中，免

疫力低下是一個重要的可能原因。慢性腎臟

病人相對於正常人免疫力本來就比較低下，

文獻也顯示慢性腎臟病人較一般人有較高的

惡性腫瘤發生率。

接受移植後，由於需長期服用抗排斥藥

物，因此更削弱人體的免疫能力，一旦有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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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細胞產生，無法循正常之免疫系統加以發現

並摧毀之，久而久之就形成腫瘤。

再者，病毒的感染也是相當重要的機轉。

許多病毒感染已被證實跟癌症有相關性，如B

型及C型肝炎病毒跟肝癌的形成。在台灣，慢

性B或C型肝炎的患者相當多，一旦接受移植而

服用抗排斥藥物，更容易增加病毒的活性而增

加日後產生肝癌的機會。

最後，生活型態及環境的致癌因子也不容

忽視，例如抽煙會增加肺癌發生的機率。砷井

水污染及濫用止痛藥或來路不明的藥物，也證

實有高的機率會發生泌尿道上皮細胞癌，這些

都是腎臟移植患者，為何有高比例得到泌尿道

上皮細胞癌的重要原因。

面對癌症威脅，能做什麼

腎移植患者面對移植後癌症的威脅，和一

般人面對癌症的處理原則一樣，除了從生活型

態及生活環境上預防外，最好的對策是早期發

現、早期治療。因此，正確了解癌症篩檢的知

識及確實配合醫療人員，顯得相當重要。

★泌尿上皮癌：高危險群包括換腎前有長期服

用止痛藥、中草藥及使用過治療原發腎臟疾

病的免疫抑制劑者。至少每三個月需作一次

尿液常規檢查及每半年腹部超音波。若有顯

微鏡血尿，加作尿液細胞學檢查、甚至膀胱

鏡檢查。

★肝癌：高危險群包括慢性B型、C型肝炎患

者、長期酗酒或藥物者、及已知肝硬化的

患者。每三個月作一次肝功能檢查，每半

年應該作一次腹部超音波，高危險群需搭

配每半年檢測癌症指標(胎兒蛋白，alpha-

fetoprotein)。

★其他癌症：一般而言，依照國健署及各專

科醫學會建議篩檢即可。其中，國健署目

前針對四大癌症提供免費的篩檢，包括

『30歲以上婦女每年子宮頸抹片檢查』、

『45至69歲婦女每2年乳房攝影檢查』、

『50至69歲每2年糞便潛血檢查』、『30

歲以上每2年口腔黏膜檢查』，可多加利

用。另外，平時多注意自己身體的變化，

如是否有淋巴腺腫大…等等。有任何異

狀，與您的移植照顧醫師討論，是否需要

進一步檢查。

結論

腎移植患者雖然比一般人有較高的比例

得到癌症，但千萬不用過度焦慮擔心。除了

保持”健康”生活作為預防外，隨時檢視身

體有無任何異狀，並且定期與醫師配合作篩

檢，以便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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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骨科 林冠孝 主治醫師

肩痛不一定是五十肩！
認識旋轉肌袖破裂

肩膀痠痛無力、手無法抬高，甚至無

法自行穿脫上衣等是骨科門診患者常見的問

題，此情形大家常常直覺的反應就是想到

五十肩。

多數年齡層在中年以上的患者，是因為

關節沾黏，也就是俗稱的五十肩或冰凍肩造

成肩關節的疼痛，但並非所有的肩關節疼痛

都是五十肩引起的，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其實

是旋轉肌袖破裂(Rotator cuff tear)，造成的

肩膀疼痛。

五十肩的治療是以復健方式之保守治

療為主，而旋轉肌袖破裂的治療則需依照破

裂的程度而有所不同，嚴重者需要即早手術

修復。因此正確診斷旋轉肌袖破裂是很重要

的，以免錯失治療的黃金時機。

什麼是旋轉肌袖？

肩關節旋轉肌袖是由肌肉：棘上肌、棘

下肌、小圓肌和肩胛下肌組成，包覆肱骨頭

維持在肩盂中心，以穩定肩關節及協調肩關

節做出旋轉、前舉、外展、外轉、內轉等複

雜的動作。

旋轉肌袖破裂的原因

造成旋轉肌袖破裂的因素很多，常見的

圖一、磁振造影(MRI)可見旋轉肌袖破裂處(箭頭處)，初步評

估破裂大小及程度。

原因有：創傷、發炎及退化、運動傷害、肩

峰下夾擊症候群造成旋轉肌磨損、負重或重

複過多肩動作的工作性質等。疾病的進程通

常是受傷或沒有承重的肌肉會萎縮，進而脂

肪堆積及纖維化，造成不可逆的病變。

旋轉肌袖破裂的症狀

疼痛是最常見的症狀，但疼痛的程度

及頻率因人而異，有些破洞不大的而沒有症

狀，但破裂的大小會隨時間變大。如果疼痛

突然加劇，通常是破裂區域變大造成。另

外，肩膀無力以及手抬高角度變小，甚至無

法抬手也是常見的症狀。

診斷及治療

由於症狀非常不具專一性且與五十肩患

者十分相似，因此必需鑑別診斷。

簡單的初步區別：五十肩的患者，自

己無法把手抬高，且在別人的協助下還是無

法抬高；但旋轉肌袖破裂的病人在別人的協

助下可以把手抬高。並且配合醫師詳細的病

史詢問及理學檢查，必要時安排X光關節攝

影、超音波或磁振造影(MRI)(圖一)等影像學

檢查，以增加診斷的正確性。

病症早期或非全層破裂者，以非手術

的治療方式有藥物、物理及復建治療、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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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固醇注射。可短期控制疼痛及改善功能，但需追蹤其破裂惡化的情形。全層破裂、症狀明

顯，且在職場工作的患者，則應及早接受修補手術。

傳統開刀或微小開放式手術都有很好的效果。近年醫療技術發展進步，旋轉肌袖破裂可

透過關節鏡手術來做修補(圖二)，有很好的疼痛緩解、功能改善及病人滿意度。

另外，關節鏡手術比起傳統手術的傷口小、肌肉及軟組織破壞較少、住院天數少及復原

快等好處，目前也成為旋轉肌袖破裂手術的首選工具。病人術後若能充分配合復健計畫，大

部分的患者都可達到滿意的結果。治療方式的選擇，可與主治醫師討論，選擇最合適自己的

治療方法。

圖二、關節鏡下看到旋轉肌袖破裂位置(圖A)，使用縫合錨釘(圖B)做旋轉肌修補手術(圖C)。

專長

一般骨折外傷

肩肘關節疾病及運動傷害

      (五十肩、旋轉肌袖破裂、網球肘等)

關節重建手術

骨質疏鬆檢測及藥物治療

腕隧道症候群、扳機指、

狹窄性肌腱滑膜炎(媽媽手)等

學歷/經歷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奇美醫院外科部 住院醫師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骨科部 住院醫師、總醫師

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骨科部 研究醫師

台中榮民總醫院骨科部 研究醫師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 專科醫師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專科醫師

骨科 林冠孝 醫師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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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乾癬？

乾癬是一種免疫調節異常的發炎性疾

病，不具傳染性，但容易復發、容易被人誤

解的皮膚免疫疾病。試想看看，若臉上與頭

皮佈滿紅疹與銀屑，梳頭髮會皮屑掉滿地、

臉上紅疹終年不退、被人指指點點、手腳都

是紅斑、夏天不敢穿短袖，冬天不敢泡溫

泉，這樣的生活品質會受到多麼大的影響？

幸好，近年皮膚科有許多新穎的治療方

式，也感謝健保的給付規定，造福許多乾癬

患者，將乾癬患者的皮膚治療好、減少併發

症。

皮膚科蕭玉屏主任 健康講座

甩開乾癬纏身 
談乾癬治療面面觀

在臺灣，乾癬病患不少，平均500位就

可能有1位是乾癬患者，好發年齡區分為20

歲左右的年輕族群與60歲的中壯年族群。臨

床症狀為頭皮、臉、下背部、膝關節、手肘

處呈現多處對稱性的紅疹，伴隨有銀白色脫

屑，又稱做「銀屑病」。

乾癬會傳染嗎？

乾癬不會傳染。然而乾癬的紅疹又多又

會掉屑，常造成民眾的誤解；事實上，它不

是黴菌感染，認真治療可控制病情，讓皮膚

的病灶消失看不見。

乾癬會遺傳嗎？

雖然有些基因與乾癬相關，但是乾癬不

是顯性遺傳的疾病。

乾癬的合併症？

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合併關節炎，平時

需留意是否有關節發脹發痛的症狀、指甲變

形、或腳跟腫痛、手指腫脹如 ”香腸指 ”的

乾癬好好控制，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療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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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及早控制關節炎可以避免關節毀壞、

關節變形等不可逆的副作用。除此之外，預

防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等代謝症候群也

是很重要的課題。

鼓勵患者多運動、戒菸戒酒、早睡早

起、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可以穩定皮膚狀

況，並減少心血管疾病的併發症。少數還合

併眼睛虹彩炎或拉肚子腸炎，都應及早的預

防與治療。

乾癬治療原則

目前乾癬仍然需要長期的治療。局部治

療包括外用藥膏(皮質類固醇藥膏、維生素

D3衍生物藥膏、A酸藥膏、煤焦油洗劑等)以

及紫外線照光治療。全身性治療包括免疫藥

物治療(口服A酸、治善錠Methotrexate、環

孢黴素Cyclosporin)以及新藥生物製劑。

全身性治療的效果佳，但是局部治療相

對較安全，適合病灶範圍小且病情輕微的患

者。新藥生物製劑雖然沒有直接的肝腎負

擔，但仍需留意是否有肺結核、病毒性肝

炎等狀況。

什麼是生物製劑？

生物製劑是以基因工程的方法，針對

特定乾癬的標靶分子(免疫調控或發炎訊息

傳遞分子)，製造出的融合蛋白或單株抗

體，以達到治療乾癬並抑制發炎的目的。

生物製劑的優點？

生物製劑的優點，是不會影響肝腎功

能，安全性高，並且能準確地針對乾癬特

定發炎媒介與以阻斷，達到乾癬治療的目

的。

生物製劑安全性？

生物製劑安全性雖高，仍有兩項缺

點，第一、費用高，須向健保提出專案申

請給付，且建議至少治療3至6個月。文獻

指出平均約3個月的治療，可以有六成至七

避免偏方、避免口服類固醇、減少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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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達到乾癬緩解效果；第二、需留意患者本身是否合併有肺結核，或者是B型肝炎或C型肝炎等

病況，少數個案可能因為使用生物製劑而造成肺結核復發或病毒性猛爆性肝炎。另外，懷孕哺

乳婦女及癌症患者仍不建議使用。

結語

 以前常在診間看到許多患者為了乾癬困擾而沮喪不已，近年來因生物製劑的崛起，不只

是病友們高興，連我們醫生也受到了鼓舞，猶如手中對抗病魔的”武器”進化了，更增添了不

少治療信心。藉此鼓勵病友們別放棄任何治療的機會。如有皮膚問題，求診專業皮膚科醫師，

及早治療及早完治。

●本院哪些醫師也擅長乾癬治療？

  皮膚科：賴柏如、王鼎舜、鄭人榕、劉親穎、魏秀娟、林子鈞、蕭玉屏。

近年來因為生物製劑的崛起，乾癬患者得到安全性高的治療，是乾癬患者的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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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膿皰型乾癬的患者，因為這

個疾病困擾了我非常多年，常要忍受別人的

異樣眼光，不知道的人都以為我感染到什麼

傳染病，身心靈的折磨只有親身經歷才能體

會。而當乾癬發作後造成的膿皰破損，皮肉

之痛更是苦不堪言，反覆發作讓我變得很憂

鬱、不敢出門，沒有自信，人際關係受到影

響，直到親友看到中山附醫皮膚科蕭玉屏主

任的乾癬治療報導，建議我來求診。

第一次來看診時，蕭玉屏主任為我安排

了抽血檢查、照光治療、藥物治療，並細心

解釋藥物可能會出現的副作用。

在皮膚科治療的數個月以來，皮膚情況

起起伏伏，我一度想放棄，但蕭醫師常鼓勵

我，也與我討論申請生物針劑來治療看看，

說來也神奇，經過生物針劑的治療，我的乾

癬開始好轉，現在我恢復情況很不錯，可以

勇敢穿上短裙、短褲，憂鬱的心情轉為好心

情，自然就散發自信，也因此認識了現在的

老公。

文‧病患林小姐

走出乾癬陰霾 化身幸福新娘
    感謝 皮膚科 蕭玉屏 主任/主治醫師

我本以為，這輩子沒辦法披上美麗的

婚紗了，心中真的很感謝蕭玉屏主任，因為

有她的關懷與鼓勵，以及在醫療團隊的幫助

下，讓我的生命重新燃起希望，覺得世界是

如此美好。

希望鼓勵乾癬的患者，不要氣餒、不

要怠惰治療，乾癬需要長期的治療，也多配

合運動跟飲食、生活習慣的改變，真的是可

以治療好的疾病。願我的這份幸福與您們分

享。

Thank You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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