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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膝人工關節置換半膝人工關節置換
文/骨科部 吳志隆 部主任

醫療科技的進步，使得壽命延長，人類因

應長壽首要課題便是老化所帶來的問題(疾病)，

其中最讓人困擾的就是骨骼關節的退化，而在

人體所有關節中最常退化到需要換人工關節的

部位就是膝關節，主要是因為日常生活如蹲、

跪、上下樓梯等，都會加重膝關節的耗損。

膝關節的關節介面主要有三處(內側、外

側與髕側)，以往全人工膝關節置換健保給付

的準則是至少要有兩處關節介面的軟骨磨損至

關節腔間隙變窄，但臨床上病人常常最初只有

內側關節面退化，因此這類病人並不符合健保

的全膝關節置換給付。且若只因內側關節面受

損即開全膝關節置換，勢必犧牲掉原本還算健

康的組織(十字韌帶、半月板、軟骨)，所以才

會有是否只要對內側被破壞的關節介面做人工

關節置換手術的治療想法。

針對只有內側關節介面遭破壞的病人，早

在1950年就有骨科醫師提出半膝關節置換的濫

觴，但早期的半膝關節置換因病人選擇不當、

人工關節假體設計不良及手術方法不成熟，導

致這類病人手術預後並不理想，甚至術後有一

段時間原本立意良好的半膝關節置換手術被主

流骨科醫師所揚棄。

但近10~20年來隨著人工關節假體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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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

• 中山醫大骨科學系部定助理教授

• 中山附醫骨科部部主任

• 台大附醫骨科部研究員

• 中山醫大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 中華民國手外科醫學會會員

• 台灣骨科創傷學會會員

專長│

• 一般骨科

• 創傷骨科

• 手外科

•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 骨髓炎

• 骨質疏鬆症治療

吳志隆  醫生

改良與假體置換技術不斷革新(現已進展到電腦導航機器手臂的輔助)，使得植入的人工關節假

體置放更為穩固與精準，因此大幅提升手術的成功率以及人工關節可使用的年限。由於半膝關

節置換手術傷口小、組織破壞少，因此術後疼痛減半，復健過程變得輕鬆，有些病人甚至不太

需要復健即可恢復正常生活。
1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半膝人工關節置換與全膝人工關節置換相較下的優點：

1.傷口小、組織破壞少 

2.住院天數短、復原快 

3.復健容易、術後關節活動度佳。

半膝關節置換 全膝關節置換

傷口大小 6~8公分 12~15公分

住院天數 3~4天 6~8天

復原時間 1~1.5個月 2~3月

術後疼痛指數(10分) 2~3分 7~8分

術後運動 限制少 限制多

費用 較需自費或補差額 健保；自費升等材質

圖一、左邊為半膝人工關節置換，右邊為全膝人工關節置換

圖二、由左至右：1.正常膝關節軟骨(藍色) 、2.內側軟骨磨損(紅色) 、
         3.半膝人工關節置換、4.內、外側軟骨皆磨損(紅色)、5.全膝人工關節置換

2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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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全膝關節置換手術
量身打造 更滿意量身打造 更滿意

文/骨科部 吳羽穎 主治醫師

學經歷│

•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  台灣手外科醫學會專科醫師

•  中山附醫骨科部總醫師

•  台大醫院骨科部研究醫師

•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專科醫師

專長│

•  人工膝關節置換、人工髖關節置換

•  一般骨科、運動傷害

•  創傷骨科

•  手外科

•  拇指外翻及各式足踝手術

•  骨質疏鬆症

•  關節鏡手術

吳羽穎 醫師

膝退化性關節炎是先進國家常見的疾

病，統計而言65歲以上有35%的人受其困

擾。膝退化性關節炎的治療依照疾病的嚴重

程度，可從保守治療、減重、口服藥物治

療、關節內注射治療、關節鏡檢查治療，到

外科的半膝關節置換手術、高位脛骨節骨手

術、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及機器手臂關節置換

手術等方式治療。

過往就醫民眾往往年紀偏大，對於膝關

節的功能及使用度並沒有太高的要求，所以

一般的膝關節假體術後已能滿足生活功能要

求。然而，近年來美國的調查報告指出，儘

管在臨床上的表現及功能皆很理想，近四分

之一的全人工膝關節置換患者術後仍然會感

覺到術後關節不自然，進而導致滿意度些許

不足，術後的膝部僵硬感和疼痛兩者為主要

不滿意的原因。

對全膝關節置換術術後不滿意族群中約

一半是較年輕的患者，而膝關節退化性疾病

近年更有年輕化的趨勢。因此，改善全膝關

節手術術後滿意度成為了新興的主題之一。

3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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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主要造成不滿意的原因可能為置換的人工關節尺寸不符的不適感，目前美國

最新的個人化膝關節系統經研究顯示可有效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傳統全人工膝關節設計上

的尺寸選擇不多元，且在脛骨端也沒有左右腳之分；而今個人化膝關節系統則克服了這個問

題，以亞洲人的骨骼做參考設計，有以毫厘計算的齊全尺寸，符合左右腳不同的解剖型設

計，因此能有效降低術後疼痛發生機會，大大提升滿意度。

另外，關節襯墊的材質也扮演了術後滿意度的重要角色，而且對於置換後的使用年限也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根據麻省理工大學的研究報告，加入維他命E的襯墊材質可有效降低磨損

達96%及提供長期抗氧化的作用。即使使用傳統膝關節系統亦可搭配超耐磨襯墊。目前的超耐

磨襯墊並無抗氧化的性能，所以在人體中氧化後會造成少量的磨損，維他命E襯墊則可以免去

這種困擾。搭配上個人化膝關節系統(即Persona系統)，可以達到最好的術後效果。

在使用Persona的經驗上，由於設計參考了真人實體的大數據統計及系統性的分析，更符

合亞洲人需求及精準尺寸，同時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患者術後的滿意度顯著的提升，術後

疼痛的狀況也大幅度降低。

使用Persona系統之人工膝關節置換術後X光，可發現保留

更多原本病患本身的骨質。

4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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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系統之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優缺點：

全新Persona全人工膝關節 NexGen 全人工膝關節

髕骨設計
增大角度至10度，減少軟組織

破壞而降低疼痛

7度設計

股骨假體設計
符合亞洲人窄版設計，關節避免

過度填充

正常

股骨尺寸選擇

尺寸齊全，97%假體尺寸選擇與

患者尺寸誤差＜1毫米。尺寸之間

相差2毫米。

正常，尺寸之間相差4毫米。

截骨量 保留更多原本的骨頭 正常

脛骨假體設計

個人化解剖型設計，最大化脛骨

表面覆蓋，還原人體自然軸線排，

減少術後膝前痛機率。

傳統對稱型設計，假體無左

右腳之分

襯墊選擇  

• 美國最新第三代維他命E技術

    製成。

• 抗氧化效能36倍，與傳統襯墊

    相比降低96%磨損。

• 減低磨損造成的鬆脫風險，大

    幅提高使用15年以上的存活率。

• 高密度聚乙烯第二代超

    耐磨襯墊，具有高度抗

    耐磨特性。

• 較傳統襯墊降低80%磨損，

    提升使用年限。

• 無抗氧化效能。

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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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OplastyMAKOplasty機器手臂人工關節置換手術機器手臂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文/Mako機器手臂關節置換中心 

   羅健生 主任

學經歷│

•  中山附醫Mako機器手臂關節

     置換中心主任

• 彰化秀傳醫院骨科部部主任

    暨運動醫學中心主任

• 彰濱秀傳醫院骨科主治醫師

• 教育部部定講師

• 中山醫大生化暨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

• 中華民國關節鏡及膝關節醫學會秘書長

• 台灣骨科創傷醫學會監事

• 台灣肩肘醫學會會員

專長│

• 關節鏡手術(肩、膝、髖、肘)

• 膝關節手術(軟骨再生、矯正截骨、

    人工關節置換、機器手臂關節置換)

• 運動醫學

羅健生  醫師

什麼是MAKOplasty?

跟達文西微創手術有何不同嗎?

MAKOplasty機器手臂人工關節置換

術，簡單來說就是在人工關節置換手術中加

入電腦及機器人手臂的參與，流程上大致上

可分成：手術前規劃及手術中的執行。

首先在術前病患需接受電腦斷層檢查及

分析，依照病患骨骼尺寸選擇最適合的人工

膝關節大小，以客製化的切割模式及人工關

節擺放位置。這些規劃會在手術中經由紅外

線導航，使骨科醫師在手術中握住機器手臂

進行關節面切割。

與達文西微創手術(以下簡稱達文西)不

同的是，達文西的開刀過程裡，醫師不會接

觸到病人，是在旁邊操作搖桿控制機器手臂

進行手術，而MAKOplasty(以下簡稱MAKO)

手術則全程都需要骨科醫師親手動刀，只在

切割關節面時多了機器手臂的幫忙，因此雖

然MAKO與達文西都是機器手臂，但一個好

比鋼鐵人(MAKO)，一個是無人機(達文西)。

為什麼需要MAKOplaty？

既然MAKO只是一種輔助工具，對有經

驗的骨科醫師來說有必要使用MAKO嗎？的

確，隨著手術技術的進步及人工關節材料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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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進，手術成功率及病患滿意度確實提高

了，但仍有近三成的民眾對其手術結果不滿

意。

雖說導致手術不滿意的原因很多，最常

見也最難以克服的就是人為失誤，根據美國

一項研究，即使是非常有經驗的骨科醫師，

在裝置人工關節時仍可能出現20%的失誤，

而透過MAKO系統的術前規劃及即時顯示的

同步手術畫面，Mako可協助骨科醫生精準的

切割壞損的關節面，最後置入人工關節時也

能利用定位系統精準放置植入物，藉此套系

統能大幅提升手術精準度，誤差小於1mm。

除此之外，機器人手臂也會即時限制切

除範圍，避免超出、誤傷韌帶等膝蓋周邊軟

組織，與傳統人工膝關節置換相比，Mako結

合病患客製化的術前計畫和準確的人工膝關

節放置，可在術後擁有更自然的膝蓋運動及

更長久的妥善率。

雖然骨科醫師的經驗及技術仍是最重

要的，只是再怎麼優秀的醫師也有可能出差

錯，因此利用術前電腦規劃加上手術中機器

手臂輔助，得以消弭微小的誤差，讓人工關

節置換更加精準。

哪些手術及患者適用MAKOplasty?

MAKO主要用於人工關節置換手術，目

前有三種手術，包括：單髁人工關節置換或

稱半膝人工關節置換(UKA)、全膝人工關節

置換(TKA)以及全髖人工關節置換(THA)。

因為MAKO強調的是精準切割及手術傷害控

管，如果希望接受的人工關節置換手術能趨

近完美，MAKO會是您的最佳選擇。

MAKOplasty需要哪些流程?

跟傳統人工關節手術有什麼不同?

MAKO手術跟一般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流程相仿，只在於MAKO需要術前多增加膝

關節電腦斷層，得以客製術前規劃。此外

MAKO是全自費手術，尚無健保給付。若準

備接受全膝、全髖或是半膝人工關節置換手

術的患者，而也想考慮使用MAKO機器手臂

輔助，可至門診洽詢骨科專科醫師，醫師會

針對需求詳加解釋。

總結

根據統計，機器手臂輔助人工關節置

換手術施行率在全世界是逐年上升，國內各

大醫院均以發展此項手術為目標。本院於

109年9月添購MAKO機器人手臂關節置換系

統，可提供全膝、全髖及單髁三種手術方

式，也是國內第一間醫院以購買、非租賃方

式讓機器長駐於手術室，為的就是讓骨科醫

師方便又安心的提供此項技術給民眾，更有

培植年輕醫師的技術決心，朝向精準醫療的

目標邁進。

7願景：國際級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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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氧治療骨髓炎高壓氧治療骨髓炎 文/高壓氧醫學科 林任家 主任

   骨科部 主治醫師

學經歷│

• 中山附醫高壓氧暨傷口醫學科主任

• 中山附醫骨科部主治醫師

•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博士

• 台大醫院骨科部研究醫師

• 中華民國骨科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手外科專科醫師

• 中華民國高壓氧專科醫師

• 國際骨折內固定研究學會

    (AO Trauma)會員醫師

• 台灣骨科創傷醫學會會員醫師

專長│

• 骨折微創手術

• 各式骨科傷口感染治療

• 困難傷口治療

• 糖尿病足傷口治療

• 高壓氧治療

•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林任家  醫師

<骨髓炎>

骨髓炎顧名思義就是「發炎的骨骼組

織」。細菌、黴菌、結核菌都可能引起骨組

織發炎，均稱為「骨髓炎」。骨髓炎可分急

性及慢性骨髓炎。常見主要感染來源有：

一、血行性感染，病原菌經由血液循環，感

染骨骼組織；

二、皮膚或皮下軟組織細菌感染後再傳到附

近的骨骼組織，糖尿病足多為此類；

三、開放性骨折及各式骨科手術；

四、頭頸部惡性腫瘤電療後引發骨壞死，繼

而引起細菌感染等。

曾有骨髓炎的病史，且有二次以上復發

情況則可稱為慢性骨髓炎。因外傷導致的骨

髓炎是目前台灣慢性骨髓炎的主要原因。當

發生慢性骨髓炎時，通常僅是一個無法癒合

的傷口或持續有膿性分泌物的瘻管。傷口或

瘻管有時會自動封閉疑似癒合，但不久後又

開始流膿，如此現象反覆發作。

不發作時也許沒有任何症狀，只是局部

皮膚較黑，附近的組織因反覆感染產生疤痕

組織造成緊繃攣縮；但當身體抵抗力低時，

會容易復發如：發高燒、畏寒、局部紅、

腫、熱、痛，形成膿腫等。慢性頑固性骨髓

炎則是經過積極的內外科合併治療後，仍有

引流廔管、骨頭暴露、或骨頭細菌培養陽性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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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治療骨髓炎需要骨科及感染科醫師一起

合作，感染科醫師則依據手術中所取得的組

織細菌培養結果，選擇適當的抗生素。大部

份的病人經適當抗生素治療後可以痊癒，少

數會轉變為慢性骨髓炎。

骨科醫師則將感染甚至壞死的組織清創

切除，如果有蓄膿的死腔(dead space)必須引

流膿液及使用含抗生素骨水泥填塞死腔增加

局部抗生素。必要時進行骨骼重建手術及皮

瓣手術，治療複雜的傷口。

當骨骼受到發炎破壞後，因構造影響，

血液供應不如身體其他器官，藥物經由血液

穿透受傷的骨骼相對困難。骨組織氧氣濃度

在骨髓炎時降低的原因包括：

一、感染發炎引起組織內蓄膿造成局部壓力

增高，迫使骨髓內血液灌流量減少，

二、蓄膿阻塞了骨髓中的哈氏管（Haversian 

system）及血管系統，造成骨組織局部

血管破壞缺血、缺氧而壞死。骨組織壞

死後形成「死骨」，抗生素無法有效的

到達病灶區，細菌則容易滋生而產生抗

藥性。

<高壓氧治療骨髓炎>

高壓氧治療原理是藉由高壓環境有效增

加血漿氧濃度，使局部缺氧的組織增加氧濃

度。在不同的研究中發現治療可使氧氣濃度

增加4至8倍不等，在組織中造成一個高氧濃

度與低氧濃度的級距（oxygen gradient），

因此可以刺激局部的血管生成因子釋放，刺

激血管新生，當新的血管形成後，慢性發炎

的局部組織就可以獲得足夠的氧氣與重建修

復必要的養分，提升骨髓炎患處氧濃度。增

加氧氣濃度也可使患者自體的白血球在抗生

素的協同下增加免疫殺菌能力，局部高氧濃

度更可促進破骨細胞吞噬壞死骨頭的能力，

若為厭氧菌感染，使用高壓氧治療可有效抑

制厭氧菌。

<治療前評估>

病人在接受高壓氧治療前必須要接受完

整的臨床評估，包括胸部X光檢查，確定沒

有尚未治療的氣血胸。此外高壓氧治療頑固

型慢性復發性骨髓炎在健保制度下是屬於事

前審查，經核准後才可使用，本院於大慶院

區及中興院區皆設有高壓氧治療艙，患者有

治療需求可洽本院高壓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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