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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科系主辦「21世紀的創新微生物科技」教師研習營
文 郭文正 2021.10.14

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為提升高中生物自主學習水準，補助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人員執行高中微課程研發及生物教師

作，特委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主辦110學年度中學生物自主學習計畫「二十一世紀的創新微生物科技」教師研習營活動。

此次教師研習營活動，主要目標希望能透過課程舉辦，能讓國內學子在高中階段，開啟對生命科學研究的興趣，且增進高中教師對微

識，並增加高中教師對基因體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多樣性的理解，落實大學端社會責任，增加中等與高等教育連結。

「二十一世紀的創新微生物科技」教師研習營活動，從11月6、13、20日連續三場課程，分別由成大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何宗憲博士

改良場助理研究員侯秉賦博士、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宋皇模博士、成功大學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立博士、國立彰

物學系 教授傅士峯博士、臺南市德光高級中學生物科教師江芝韻等師資輪番授課。

11月6日首場課程內容則針對以酵母菌為材料，探討與二次代謝物間的相互作用，探討酵母菌在分子研究、食品開發、環境評估中其

課程帶領學員了解酵母菌的生理構造、研究潛力及環境微生物間的交互作用。

第二場課程主題則以親密的陌生人—病原與宿主的恩怨情仇為主題，探討身體內外的細菌、真菌和病毒，有助了解學員對於人體微生

解，也藉由實際純化環境微生物實作課程，增進學員微生物無厭技巧的認識與了解。

最後一場課程主題，則以植物與微生物的社交生活為主題，帶領學員了解植物會改變土壤特性，進而影響植物與周圍生物的機能，表

關係，深入了解植物與土壤間的回饋機制。

成大生科系主辦「21世紀的創新微生物科技」教師研習營，課程與師資都是一時之選。 圖/成大生科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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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次研習活動地點於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參加對象為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地區相關教師，每場次限額30名，欲報名學員可請前

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http://www2.inservice.edu.tw，報名日期為即日起至研習前一週截止。

http://www2.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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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生科系 辦21世紀的創新微生物科技教師研習營

科技部⽣科司及⽣命科學研究推動中⼼為提升我國⾼中⽣物⾃主學習⽔準，補助國內⼤專院校及
學術研究機構⼈員執⾏⾼中微課程研發及⽣物教師再進修相關⼯作，特委請成功⼤學⽣科院⽣命
科學系主辦110 學年度中學⽣物⾃主學習計畫「⼆⼗⼀世紀的創新微⽣物科技」教師研習營活
動。

微⽣物與⼈類⻑久以來存在著密切且亦敵亦友的關係，對⽣活造成不同的層⾯影響，例如全球重
⼤疾病的流⾏、微⽣物抗藥性的出現、農產品病原菌的感染，以及⼤規模⾷品污染事件等，此領
域在⼤眾的視野中逐漸曝光，⼈們也應該開始重視微⽣物帶來的影響。

此次教師研習營活動，主要⽬標希望能透過課程舉辦，能讓國內學⼦在⾼中階段，開啟對⽣命科
學研究的興趣，且增進⾼中教師對微⽣物學的認識，並增加⾼中教師對基因體學、分⼦⽣物學、
⽣物多樣性的理解，落實⼤學端社會責任，增加中等與⾼等教育連結。

「⼆⼗⼀世紀的創新微⽣物科技」教師研習營活動，從11/6、11/13、11/20連續三週課程，分別
由成功⼤學臨床助理教授/台南醫院兒科主治醫師兼主任何宗憲博⼠、⾼雄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
員侯秉賦博⼠、成功⼤學⽣命科學系副教授宋皇模博⼠、成功⼤學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兆⽴博⼠、國⽴彰化師範⼤學⽣物學系 教授傅⼠峯博⼠、臺南市德光⾼級中學⽣物科教師江芝
韻，並特別委請成⼤師資培育中⼼助理教授陳少燕博⼠等師資輪番授課，帶領教師學員學習如何
執⾏⾼中端探究實作課程。

11/6⾸場課程內容則針對以酵⺟菌為材料，探討與⼆次代謝物間的相互作⽤，探討酵⺟菌在分⼦
研究、⾷品開發、環境評估中其所扮演⾓⾊，課程帶領學員了解酵⺟菌的⽣理構造、研究潛⼒及
環境微⽣物間的交互作⽤。

⽽11/13課程主題則以親密的陌⽣⼈—病原與宿主的恩怨情仇為主題，探討⾝體內外的細菌、真菌
和病毒，有助了解學員對於⼈體微⽣物有更深⼊了解，也藉由實際純化環境微⽣物實作課程，增
進學員微⽣物無厭技巧的認識與了解。

11/13課程特別加⼊現今微⽣物實驗常⽤技術的課程，從環境中獲取的微⽣物，如植物的內⽣菌、
病原菌、⼟壤真菌等，透過純化單⼀菌種，輔以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的⽅法檢測，可以知道⽣物體內擁有的微⽣物真⾯⽬為何。參加此實作課程將免費提供材
料包，包含真菌與細菌的純化⼯具、DNA抽取的材素等

最後⼀場11/20課程主題，則以植物與微⽣物的社交⽣活為主題，帶領學員了解植物會改變⼟壤特
性，進⽽影響植物與周圍⽣物的機能，表現出多種交互關係，深⼊了解植物與⼟壤間的回饋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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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習活動地點於成功⼤學⽣命科學系，參加對象為雲林、嘉義、臺南、⾼雄地區相關教師，
每 場 次 限 額  30 員 ， 欲 報 名 學 員 可 請 前 往 教 育 部 全 國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資 訊 網 報 名
http://www2.inservice.edu.tw，報名⽇期為即⽇起⾄研習前⼀週截⽌。

http://www2.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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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3團隊榮獲首屆TSAA臺灣永續行動獎

【勁報/記者于郁金/臺南報導】凝聚永續，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國立成功大學3團隊

10月13日獲頒2021第1屆 「TSAA臺灣永續行動獎」銅牌，3個團隊各依專業領域，分

別就聯合國SDG4教育品質、SDG15陸地生態以及SDG12永續城市提出具體行動方

案，展現大學永續發展、實踐社會責任的使命與亮眼成果。

首屆2021 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共計有2個團隊代表成大獲獎，分別為：成大文學院團

隊以提升教育品質為行動發展目標所提出的「走入社會，踏溯臺南」計畫，以及成大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王筱雯團隊針對濕地保育，提出「以科學為橋樑之參與式濕

地明智利用規劃」。

「課程不再以教室為單一授課空間，整座城市或國家都是教育場域」。成大副校長暨

文學院院長陳玉女表示，科技時代依賴科技同時也應重視實境溝通的重要性，「踏溯

臺南」藉由跨領域教師群攜手打破學科界線，結合數位科技、新舊產業演變、文化資

產、環境生態、人文時事等社會議題，一改過去單向的教導式教育，重新建構人與人

交流的面授實境課程，讓學生能在社區、城市、歷史文化等場域，實際與土地產生連

結，體會空間場域所帶來的感動，聚焦己身專業與人文兼備的全人養成，並進而同理

關注社會的需要，未來得以將學養回饋貢獻。

成大「踏溯臺南」由文學院鏈結校內各大學院，目前已有大一踏溯臺南29條路線、深

化2.0課程10堂課、創新研究3.0課程2堂。校內更與工業設計系人因中心合作「虛擬實

勁報 2021/10/13 16:27(17小時前)

https://times.hinet.net/realtime?cp=c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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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錄製計畫」，產學創新總中心合作「產業人才培訓寫作營」；校外與金門大學合開

「踏溯金門GO」、清華大學合開「旅溯雙城」等跨領域課程，逐步發展踏溯延伸的科

際合作；豐富精采的教學創新模式，吸引各大學與政府單位等詢問與合作意向，社會

影響力深遠。

成大水利系教授王筱雯現任成大國際長，研究團隊長期關注環境永續發展議題與致力

於參與式河溪與濕地保育工作。王筱雯表示，許多政策制定過程中，政策制定者與地

方缺乏充分的科學資訊或交流管道，造成衝突與誤解；透過知識傳播及在地專家諮

詢，團隊從契合民眾經驗的方式進行科學溝通、與關係人交流對於濕地生態系統服務

的理解，並將水文觀察及在地經驗轉譯、磨合、再聚焦出較低爭議的保育及減洪想

像。

「以科學為橋樑之參與式濕地明智利用規劃」對應聯合國SDGs永續發展目標實施行

動，創造地方與國際夥伴關係；透過參與方法訂定的明智利用原則制定鹽田濕地管理

計畫，提供社區水門管理方針同時，也能保育濕地生態；此模式亦被主管機關邀請繼

續推動執行計畫，在生態、福祉、及社會關係上，達成SDGs；王筱雯與研究團隊參與

臺灣西南沿海的濕地管理議題多年，嘉義布袋與臺南七股地區都有團隊活動足跡，未

來研究成果亦能應用到其他濕地及社區開花結果。

此外，成大土木系教授張行道、副教授楊士賢及水利系兼任助理教授蔡雅雯等則協助

內政部營建署提出「臺灣市區綠道路評估系統」，以減碳為主軸，發展適合臺灣地區

市區道路使用的25個綠道路指標，藉以提升道路工程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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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首屆台灣永續行動獎 成大三團隊獲獎

2021-10-13 發佈 林祺宏 高雄

成功大學 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

成功大學3團隊各別依專業領域，分別就聯合國SDG4教育品質、SDG15陸地生態以及SDG12永續城市提出具體行動
方案，獲頒2021第一屆 「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銅牌。
 
其中2個團隊代表成大獲獎，分別為成大文學院團隊以提升教育品質為行動發展目標所提出的「走入社會，踏溯台南」
計畫，以及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王筱雯團隊針對濕地保育，提出「以科學為橋樑之參與式濕地明智利用規
劃」。
 

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

https://www.ner.gov.tw/search?q=%E6%88%90%E5%8A%9F%E5%A4%A7%E5%AD%B8
https://www.ner.gov.tw/search?q=TSAA%E5%8F%B0%E7%81%A3%E6%B0%B8%E7%BA%8C%E8%A1%8C%E5%8B%95%E7%8D%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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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企業環境永續、安全導航APP 成大生台南數據創新松奪獎

「2021台南數據創新松」競賽，成大團隊「One Blockchain Piece」，以「永續生活之區塊鏈 ESG 等
級計算平台」獲「未來永續獎」（記者劉婉君攝）

2021/10/13 18:38

〔記者劉婉君／台南報導〕促進多元數據與在地商機結合，經濟部工業局主辦「2021台南數據創新松

－民生消費數據疊合應用」競賽，共26隊參賽，成功大學學生組成的團隊以可評比企業環境永續等級

的平台，以及強調安全性的導航APP，獲得「未來永續獎」及「企業創新獎」。

「2021台南數據創新松」由資策會與Rainmaking Innovation執行，國立成功大學未來智慧工場協

辦，以民生消費數據為特色，邀請台南晶英酒店、凱鈿行動科技、所長茶葉蛋、AsiaYo、GoSky提供

企業內部真實數據資料，加上台南市政府智慧城鄉Open API與成大智慧電表等公開資料，給參賽團隊

進行資料疊合分析。

呂紹民、曾大瑋、郭又宗、李育賢組成的成大團隊「One Blockchain Piece」，以「永續生活之區塊

鏈ESG等級計算平台」獲「未來永續獎」，將企業在環境永續議題上的努力成果化為實務化的評比分

數，使消費者可以更容易理解，目前也已有示範版本可以呈現給企業。

由朱振健、陳柏彤、張明真、方瑜瑄、黃健坤等人組成的團隊「易途」，則以同名作品獲得「企業創

新獎」，運用政府的路燈設置數據、交通流量、街道活躍程度、樹木等數據，設計以安全性為路線規

劃主要考量的導航APP。

主辦單位今天下午舉行頒獎典禮，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謝孫源表示，台灣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

大數據，政府在開放大數據之外，應更善用這些數據的應用，透過整合及跨域合作的方式，使多元數

據可以產生加值效果及商業價值，讓台灣的經濟有不同的發展。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1/10/13/3703021_1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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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台南數據創新松」競賽，朱振健、陳柏彤、張明真、方瑜瑄、黃健坤等人組成的團隊以同名作品
「易途」獲得「企業創新獎」，團隊成員陳柏彤代表領獎。 （記者劉婉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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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保密措施 營業秘密保護關鍵

實務針對營業秘密合理的保護措施，尚⽋缺可操作的標準，對此，台灣科技法學會、陽明交通⼤
學科法學院⾦融監理與公司治理中⼼，昨（12）⽇在張榮發國際會議中⼼舉辦「營業秘密之合理
保護措施」研討會，吸引線上、線下⾼達400位來賓參與。

⼤會主席科法學會理事⻑劉尚志表⽰，隨著營業秘密案件越多，秘密性與合理保密措施的舉證應
逐步明確具體。司法院蔡明誠⼤法官於短講時則點出，營業秘密已被認為是⼀種權利，其定義、
要件、侵害⾏為類型與救濟，需更精緻化。

場⼀主題「營業秘密之要件與合理的保密措施」，由陽明交⼤特聘教授林志潔報告，⾼檢署智慧
財產分署檢察官朱帥俊與談。林志潔提出其認為可操作的指導原則，建議應以產業與秘密特性類
型化營業秘密的保護措施，更應以⾵險評估為本，只要企業能合理說明其措施⾜以進⾏⾵險之管
控，即可謂已經達到合理保密措施。朱帥俊提醒，合理保密措施是成案關鍵，企業不可不慎，要
做好措施才能有證據、「證證有詞」。

場⼆為「營業秘密合理保護措施之實務認定、爭議與展望」，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庭⻑李維⼼
主持，成⼤法律學系副教授顏雅倫報告，政⼤科管智財所所⻑宋皇志與談。顏雅倫認為，⽬前實

2021-10-13 18:52 經濟日報 蔡穎青

⼤會主席科法學會理事⻑劉尚志（左⼀）、報告⼈陽明交⼤特聘教授林志潔（左四）、成⼤法律學系副教授顏雅倫（左六）、政⼤科

管智財所副教授陳秉訓（左七）與主持、與談⼈合影。⽑洪霖/攝影。

讚 199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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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在認定特定資訊是否構成營業秘密，取決於營業秘密法之⽴法⽬的和個案之法益權衡，有待
司法建⽴⼀致性判準。宋皇志提出，營業秘密法合理措施的⾨檻不應⽐刑法背信罪⾼。

場三談「營業秘密之『合理保密措施』要件與其認定－美國經濟間諜法判決之借鏡」，由國際通
商法律事務所執⾏合夥律師邵瓊慧主持，政⼤科管智財所副教授陳秉訓報告，誠遠商務法律事務
所所⻑林啟瑩與談。陳秉訓從⽐較法觀點，探討美國經濟間諜法上合理保密措施意涵。林啟瑩則
認為保密措施與秘密性之維持屬⼀體兩⾯。邵瓊慧指出，企業應將營業秘密當資產管理，才能永
續經營。

研討透過學理、實務、外國法三⾯向探討，有助健全我國營業秘密保護，以防堵不公平競爭和境
外勢⼒的經濟間諜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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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最大菱郷台南官田菱角節23日登場
小旅行正當時

2021-10-14 11:38  聯合報  / 記者吳淑玲／台南即時報導

台南官田菱角節2 3 日登場，蒸菱角也熱騰騰上市。記者吳淑玲／攝影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TA2N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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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采菱、加菱遊官田」！台南官田是全國最大

菱角產地，官田區農食菱角節10月23日在官田區體

育公園辦理菱角產業文化活動，品嘗各式各樣菱角

美食、欣賞菱田風光採菱體驗，農會總幹事林定億

宣布農會超市菱角相關產品打八折優惠，菱角節當

天有菱角排骨免費品嘗及農特產品展售及精采活動

表演，邀請民眾作伙來採菱、吃菱角美食，來一趟

紅菱之鄉小旅行。

官田區長陳偉仁今天也出席記者會，菱角產季主要

於9月至12月盛產，今年栽培面積約300公頃，產量

約4千公噸，占國內市場7成，在消費者及市場上已

略有口碑，農會也針對菱角推出 相 關產品，菱角

麵、菱角豬腳、菱角排骨料理包等系列產品。

今年特色是結合官田國中的官田菱角藝術祭「心菱

交會展奇藝」活動，校長敬世龍表示，以台北藝術

大學、台南藝術大學及成功大學等三間學校共同以

USR方式，創造地方特色，當天有第一隻「科技水

雉」現身。

以及台南市體育處舉辦「菱波官田自行車道推廣活

動」，活動現場有購買農特產品一定金額「滿額

送」活動 ，贈送菱角寶寶口罩及菱角相 關系列產

品。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BE%B2%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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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天設置的「舞台區」有各項有趣、精采的表

演節目、菱角特賣會（蒸氣熟菱角禮盒）；「美食

區」邀請區內家政班看家手藝，展現菱角各項創意

美食料理，如：菱角酥、菱角棕、菱角排骨、菱角

豬腳、菱角粿、蒸氣菱角等菱角料理；「農特產品

區」有來自全省各地農會農特產產銷班及在地青年

農民農特產品展售、官田區農會超市菱角相 關產

品。

「體驗活動區」有農會管理種植六分地菱角田，提

供遊客採菱體驗；「觀光面」結合在地景觀－葫蘆

埤、烏山頭水庫、水稚教育園區、隆田酒廠及採菱

體驗一日遊等。

官田區農會和公長期合作 ，致力於農民產銷班輔

導，發展地方性菱角產業特色，不斷的推動及研發

菱角相關產品，並設計規畫更多體驗學習的機會，

我們已經做好準備，迎接大家蒞臨官田菱角節和您

共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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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官田菱角節2 3 日登場，結合官田國 中藝術祭， 有第一隻

科技水雉現身。記者吳淑玲／攝影

台南官田菱角節2 3 日登場， 日前已是盛產品嘗正當時 。記者

吳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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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田採菱角風光。記者吳淑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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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推奈米曝氣系統 減少台南運河4成死魚
量
2021/10/13 13:40（10/13 15:06 更新）

環保署13日舉辦「智慧連控奈米曝氣系統 魚庇增氧現生機」記者會，環保署水質保護處長顏旭明現場實
際架設曝氣機呈現運轉效果。（環保署提供）中央社記者張雄風傳真 110年10月13日

（中央社記者張雄風台北13日電）環保署今天表示，為改善河川水質、減少死魚發

生率，與工研院及成大合作，在台南運河設置奈米曝氣系統，以奈米級氣泡增加河川

溶氧量，今年8月起運轉後，較設置前減少約40%的死魚數量。

台南運河因呈L型，因此在轉角處、運河盲段易有污染物，造成河川溶氧量低，影響

水域生物，甚至發生死魚事件。

https://www.cna.com.tw/
https://www.cna.com.tw/list/ahel.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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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水質保護處長顏旭明今天表示，台南運河於新臨安橋與金華橋間的

運河盲段，受二側海水漲潮影響，水體流動性差，水質不佳，導致歷年溶氧偏低。

環保署今天舉辦「智慧連控奈米曝氣系統 魚庇增氧現生機」記者會，在現場實際架

設曝氣機呈現運轉效果，另外顏旭明也透過在台北以連線的方式遠端操作台南的曝氣

機。

顏旭明說明，根據研究，受到季節、氣溫及藻類活動等因素影響，造成台南運河盲段

夜間溶氧有時候會低於2 mg/L，不利魚類生存，因此與台南市水利局共同合作試驗

計畫，採用工研院奈米級氣泡曝氣機及成大水工所增氧設施，改善死魚事件發生情

形。

環保署指出，根據研究，運用奈米級氣泡曝氣能使氣泡在水中存留的時間較長；以試

驗計畫為例，未設置曝氣機前，河川平均每天僅約5小時處於高溶氧狀態，使用後則

延長時間至23小時。

環保署統計，今年8月開始運轉後，台南運河死魚數量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0%，且曝

氣時會吸引魚群聚集現象，提供水域生物良好棲息及魚庇環境。

環保署表示，除了台南運河盲段外，目前也在台南三爺宮溪五空橋及永寧橋2區段設

置曝氣機，一來期盼改善水質，二來也能提供良好的魚庇環境。（編輯：張雅淨）

1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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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建棨／台北報導 2021.10.13

智慧連控奈米曝氣系統 魚庇增氧現生機

為改善水體環境，提升水中溶氧及友善生態環境，強化水體自淨能力，環保署補助臺南市政府辦理缺氧河段增

氧試驗計畫，採用工研院奈米級氣泡曝氣機及成大水工所增氧設施，並結合智慧連控及即時監測，提高河川溶

氧及作為魚庇設施，提供良好水域環境，以改善死魚事件發生之情形。

13日環保署透過實體模場及線上實場連線方式展示河川水質改善成果，除於現場展示奈米級增氧機模組，並

視訊連線說明臺南運河增氧系統現場運作情形，自動偵測水體溶氧低於2mg/L時啟動曝氣設施，當溶氧提升

至6.5mg/L時自動關閉減少能耗，透過智慧自動化裝置即時改善低溶氧水體，強化水質自淨能力，並透過驗證

相關技術大幅提高水體溶氧之效能，未來期能將此系統有效持續推動應用於低溶氧河段，有效提升河川水質。

環保署水保處長顏旭明表示，臺南市轄臺南運河、三爺溪有部分河段處於低溶氧狀態，其中臺南運河於新臨安

橋與金華橋間之運河「盲段」，受二側海水漲潮影響，水體流動性差，水質不佳，歷年溶氧偏低，有時候會造

成魚類死事件發生，依據試驗計畫在該盲段處監測結果顯示，受季節、氣溫及藻類活動等因素影響，造成其夜

間溶氧有時候會低於2mg/L，不利魚類生存，經分析可能為河川中藻類於夜間進行呼吸作用所致，環保署與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共同合作試驗計畫，購置30台曝氣機分區運轉，提高臺南運河低溶氧河段水中含氧

量，活化水體生態環境，改善河川水質。

工研院奈米氣泡曝氣機主要透過液相流體及氣相介質之流量調配，在特定壓力下撞擊融合產生細氣泡注入水體

中，因具有停留時間較長且氣泡接觸面積較大等優勢，可快速提升並穩定水體含氧量。成大水工所曝氣機係採

用泵浦葉片和鼓風機葉片複合設計，鼓風機吸入空氣和泵浦抽河川深處水送入充分混合，經噴嘴噴出，達到輸

送微細氣泡水流的功能，可有效供給水體的含氧量。



2021/10/14 上午10:03 骨壞死置換雙動式人工髖關節 蹲低不再怕脫臼

https://health.ltn.com.tw/article/paper/1478478 1/3

骨壞死置換雙動式人工髖關節 蹲低不再怕脫臼
2021/10/14 05:30

微創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雙動式陶瓷人工髖關節。 �（圖：成大醫院提供）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

從事土水師傅的林先生，貼磁磚技術一流，許多施工案排隊等他，整年少有休
息，1年前覺得搬重物時左鼠蹊部隱隱作痛，起初以為太疲勞或肌肉拉傷，因
病況日愈嚴重，連想蹲低工作都沒辦法，他到成大醫院檢查發現居然是比骨質
疏鬆更嚴重的骨壞死。

微創置換 當天就下床3天出院

成大醫院骨科主治醫師戴大為為林男做X光檢查，看到承受上半身重量的股骨
頭左髖部已經壞死，關節面無法承受身體重量而坍塌、疼痛難耐，患者選用雙
動式陶瓷人工髖關節，並以微創手術置換，手術當天下午就能下床站立、行
走，住院3日後出院、不到1個月就回到工地。

https://img.ltn.com.tw/Upload/health/page/800/2021/10/14/1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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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大為表示，股骨頭壞死在早期可考慮藥物治療或減壓手術，但若關節面已塌
陷，就剩置換人工髖關節一途。對於有脫臼或創傷病史、髖關節局部軟組織受
損、肌張力不足及蹲著工作等活動角度需求較大的族群，可考慮新的「雙動
式」人工髖關節。

戴大為說，這種雙動式人工髖關節，可解決傳統髖關節手術後為避免脫臼，不
能坐低椅子、綁鞋帶、蹲低等活動限制，可活動範圍接近仿生的髖關節；在材
質上，陶瓷比傳統金屬頭更耐磨、不易附著細菌，有效減少脫臼率，延長人工
髖關節使用壽命，即使蹲低施作地板、磁磚都沒有問題。

林姓土水師傅的左側髖關節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圖：成大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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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壞死換雙動式人工髖關節 土水師蹲再低也不怕脫

臼
2021/10/13 17:00

成大醫院骨科主治醫師戴大為指雙動式人工髖關節置換術能對付嚴重的骨壞死問題。（圖：成大

醫院提供）

〔記者王俊忠／台南報導〕林先生是位優秀的「土水師傅」，貼磁磚技術一
流，做工仔細、不馬虎，許多施工案是排隊在等他，整年少有休息，1年前，
他覺得搬重物時左邊鼠蹊部隱隱作痛，起初以為太疲勞或肌肉拉傷，因病況日
愈嚴重，連要蹲低工作都沒辦法，他到成大醫院檢查發現居然是比骨質疏鬆更
嚴重的骨壞死。

成大醫院骨科主治醫師戴大為為林男做X光檢查，看到用來承受上半身重量的
股骨頭在左髖部影像顯示已經壞死，關節面無法承受身體重量而坍塌、疼痛難
耐，患者希望快做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以恢復行動與工作力，林男選用雙動式
陶瓷人工髖關節，並以微創手術置換，手術當天下午就能下床站立、行走，並
於住院3日後出院、不到1個月就回到工地。

戴大為表示，股骨頭壞死又稱作「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在疾病早期可考慮藥
物治療或減壓手術，減壓手術是以X光定位，用器械鑽到已經沒有血液循環供
應的骨壞死處，使局部流血以修復，輔以補骨手術促進骨質再生，手術單純、
傷口也很小，有效機會約3-6成，一般來說越早發現越有機會。

但若是關節面已經塌陷，就只有置換人工髖關節一途。戴大為指出，以現在成
熟手術技術，只需30-40分鐘即可完成，術後人工髖關節立即可以負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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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能恢復行動力、回到正常生活。至於有脫臼或創傷病史、髖關節局部軟組
織受損、肌張力不足及蹲著工作等活動角度需求較大的族群，可考慮新的「雙
動式」人工髖關節。

林姓土水師傅的左側髖關節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圖：成大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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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創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雙動式陶瓷人工髖關節。（圖：成大醫院提供）

戴大為說，這種雙動式人工髖關節，可解決傳統髖關節手術後為避免脫臼，不
能坐低椅子、綁鞋帶、蹲低等活動限制。雙動式全髖關節其結構由金屬髖臼
杯、超耐磨聚乙烯雙動內襯、球頭組成，擁有2個活動介面：球頭與雙動內
襯、雙動內襯與髖臼杯，可活動範圍接近仿生的髖關節。

且在材質上，第4代陶瓷材質比傳統金屬頭更耐磨、不易附著細菌，其直徑較
大，能有效減少脫臼的可能性，延長人工髖關節的使用壽命，陶瓷人工關節是
目前最耐磨的材質，搭配新型「雙動式防脫臼」設計，即使蹲低施作地板、磁
磚也都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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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壞死」患者福音 陶瓷人工關節「雙動式防脫臼」

  2021-10-13 19:52:43  記者 陳聖璋／台南報導

（台南新聞）【記者 陳聖璋／台南報導】林先生是優秀的「土水師傅」，貼磁磚技術更是一流，由於做工仔
細、從不馬虎，案子應接不暇，一整年幾乎少有休息。1年前，林先生感覺搬重物時左邊鼠蹊部隱隱作痛，一開
始以為是太疲勞或肌肉拉傷，但情況卻越來越嚴重，最後連要蹲低處理地板泥作及瓷磚工程都沒辦法，有朋友說
可能是骨質疏鬆，要他趕緊到醫院檢查。

成大醫院骨科病房主任暨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副秘書長戴大為醫師為林先生安排X光檢查，發現已不是單純
的骨質疏鬆，而是「骨壞死」；戴大為表示，用來承受上半身重量的股骨頭在左髖部X光檢查下顯示已經壞死，
且關節面因無法承受身體的重量而坍塌。

由於疼痛已難以忍受，林先生希望盡快接受人工髖關節置換手術以恢復行動及工作能力。林先生選用雙動式陶瓷
人工髖關節，並以微創手術進行置換，手術當天下午就能下床站立及行走，3日後出院，不到1個月就回到工地。
陶瓷人工關節是目前最耐磨的材質，搭配新型「雙動式防脫臼」設計，即使蹲低施作地板磁磚也沒有問題。

 

▲雙動式陶瓷人工髖關節。 
（圖／成大醫院提供）

股骨頭壞死又稱為「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在疾病早期可考慮藥物治療，或做減壓手術。戴大為指出，減壓手術
是以X光定位，用器械鑽到已經沒有血液循環供應的骨壞死處，使局部流血以修復，輔以補骨手術促進骨質再
生。手術很單純、傷口也很小，有效機會約3-6成，一般來說，越早發現越有機會。

「但若是關節面已經塌陷，就只有置換人工髖關節一途」，戴大為強調，以現在成熟的手術技術，只需30-40分
鐘即可完成，術後人工髖關節也立即可以負重，患者很快就可以恢復行動能力，回到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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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大為醫師教大家三招對抗股骨頭缺血性壞死。 
（圖／成大醫院提供）

至於有脫臼或創傷病史、髖關節局部軟組織受損、肌張力不足，及蹲著工作等活動角度需求較大的族群，戴大為
說，可考慮新的「雙動式」人工髖關節，以解決傳統髖關節手術後為避免脫臼，不能坐低椅子、綁鞋帶、蹲低等
活動限制。

本身亦是醫學工程博士的戴大為表示，雙動式全髖關節其結構由金屬髖臼杯、超耐磨聚乙烯雙動內襯、球頭組
成，擁有2個活動介面：球頭與雙動內襯、雙動內襯與髖臼杯，可活動範圍接近仿生的髖關節。

在人工髖關節的材質上，第四代的陶瓷材質比傳統金屬頭更耐磨、更不易附著細菌，且其直徑較大，亦能有效減
少脫臼的可能性，可望延長人工髖關節的使用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