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前在電腦計劃髖
臼杯安裝之位置。

三

十餘歲的李小姐，是個

雙職全能媽媽，除了是

職場上的女強人外，亦經常和丈

夫及孩子上山下海。惟最近半

年，被迫在家煮飯等上完山、下

完海的家人回來，十分無奈！

「 我 大 約 三 、四 年 前 開 始 髖

關節痛，初時還可以忍受，但漸
漸生活受影響。

我們一家都非常好動，不是

游水，便是扒艇，或是行山。當

髖關節開始痛時，行山由七小時

路程減為四小時，之後行兩個小

時 已 經 相 當 痛 …… 到 後 期 我 無 法

和丈夫孩子去戶外活動，只能夠
留在屋企。」

李小姐不是一個諱疾忌醫的

人，在疼痛初時已經見過醫生做

過檢查，然而當醫生告訴她問題

」（年長），並且頗
源於「 aging
為嚴重，李小姐自言都感到愕
然。
術前在電腦計股骨
假體安裝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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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楊存孝
撰文、攝影：陳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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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人士因髖關節退化飽受痛楚，
當藥物及物理治療都無效時，就要考慮進行
人工關節置換手術。昔日髖關節置換手術依
靠醫生的經驗及臨牀判斷，但在醫療科技不
斷進步下，近年已用上智能機械臂，提升手術
精確度。
今期兩位女士都在數個月前接受了以智能
機械臂進行的全髖關節置換手術，看看她們的康
復進度和感覺如何？
胡永祥向李小姐以模型解釋手術過程。

MEDICAL & HEALTH

時小心，不要再令髖關節受壓或

況頗嚴重。醫生建議我平日活動

節的軟骨已經消失七七八八，情

我照磁力共振時，發覺左邊髖關

好治理的後遺症，但當醫生安排

友時跣倒，跌在地板受傷沒有好

』。最初，我
麼會說因為『 aging
以為髖關節痛是因為之前抱小朋

「我心想我年紀不算大，怎

決心接受智能機

術過程，終下定

生，清楚了解手

養和醫院見胡醫

月朋友建議她到

做手術。直至七

但她卻遲遲未敢

才能解決問題，

雖然她知道

李小姐七月接受髖關節
置換手術，三星期後便
正常上班去。

再受傷，另外，他說減磅都會有

械臂全髖關節置

這情況只有手術

幫助。」李小姐說。

換手術。

進度欠佳，疼痛愈來愈嚴重，甚

和家人戶外運動，李小姐的減肥

然而因為髖關節疼痛而無法

年引入新科技，利用電腦將資料

主要靠醫生經驗施行手術，至近

換髖關節是常見骨科手術，昔日

（骨科）主管胡永祥醫生說，置

養和醫院矯形及創傷外科部

至影響日常行動，就連同事都發

數據化及透過科學計算，設計及

髖關節退化四原因

現她步行時左搖右擺非常不穩。

進行手術，大大提
升了手術效果。

「置換關節手術自上世紀

五十年代至二千年都是以傳統方

式進行，二千年後養和醫院引入

電腦導航系統，令關節手術踏進

新里程；其後於二 一
○ 二年引入
全亞洲首部智能機械臂，是導航

手術系統的演進版，用於膝關節
置換手術。

經過七年的應用及研究，確

認了智能機械臂的效用，由部分

膝關節置換、全膝關節置換，以

至全髖關節置換手術都有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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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臂導航系統包
括三個部分：電
腦、導航系統、機
械臂。

這是鈦合金人工髖關節。

▲李小姐一家非常好動，她希望完全康
復後可以再度上山下海。
▲

效。」胡醫生說。

部分是電腦，尤如外科

是導航系統，等於醫生

醫生的大腦；第二部分

一八
智能機械臂系統於二 ○
年應用於全髖關節置換手術，至

手。有了這系統，骨科

的眼睛；第三部分是機

主要原因為關節退化。胡永祥醫
醫生做手術時，等於多

今進行了大約二十個手術。需要

生說髖關節退化常見原因有四
了一個機械人在身旁幫

械臂，等如醫生的雙

個：「一，年長勞損；二，先天
忙。
系統如何運作？胡
醫生解釋，手術前為病
人進行髖關節電腦掃

後，電腦即時顯示該病

▲

智能機械臂系統如何幫助全

人的髖關節丶大腿骨、

描，掃描資料輸入電腦

髖關節置換手術呢？胡永祥醫生

左
▲為術前在電腦預測術後結果，右為術後
光顯示實際結果。
X

要利用特製金屬感應器現場即時

在實際手術進行時，醫生需

五十至七十歲患者多

效果亦會更精準。」胡醫生說。

據化，醫生進行時更順利，手術

驗，現在由電腦規劃，將資料數

「昔日進行這類手術是靠經

規劃手術時矯正長短腳問題。

不一致，透過電腦軟件亦可以在

果。又例如病人手術前雙腳長短

角度及置入不同深度出來的效

擬手術效果，包括調校不同安裝

透過電腦軟件在電腦中規劃及模

盆骨的立體影像。醫生

胡永祥醫生在記者會示範智能機械臂膝關
節置換手術過程。

說，該系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

手術系統含三部分

四，嚴重受傷。」

服用類固醇類藥物引致骨枯；

性髖關節發育不良；三，酗酒或

進行全髖關節置換手術的病人，

檔

養和

術前在電腦已可預
▲
測術雙下肢長度的變
化及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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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姐覆診時，向胡醫生展
示左邊腳活動十分好。

MEDICAL & HEALTH

收集病人關節資料，與電
腦系統內之前收集的數據
作配對，以確保手術能準
確地進行。故在操作上，
手術時間會比昔日長五至
十分鐘，而這程序讓手術
過程流暢順利，病人康復
會更好。
胡醫生解釋，先進的
科技可以幫助所有醫生順
利進行手術，亦有助年輕
醫生盡快上手，提升整體
髖關節置換手術的準確程
度。
另外胡醫生希望這手術能進

養
▲和醫院於二 一
○二年引入智能機械臂系
統，主要應用於膝關節置換手術。

髖關節置換手術最常見的併發症

置換手術的病人，年齡多介乎

胡醫生說，接受全髖關節

故復元速度亦相對較快。

是脫骹，原因很多，包括醫生的

五十至七十歲。於今年四月求

一步減低術後併發症機會。「全

技術，病人是否合作，或病情複

當時步行時左擺右擺的，檢查

診的李小姐屬年輕一員，「她

昔日每一百個髖關節置換手

後確定左邊髖關節嚴重退化，

雜程度等等。

術，約有三個術後出現脫骹。從

右邊亦有磨損跡象。」

能清楚解釋手術過程，直至見

未敢做手術只因沒有一位醫生

姐雖然理解情況嚴重，但遲遲

見過多位骨科醫生的李小

醫生角度，我們希望將手術做到
最精準，將併發症機會減至最
低。」

了解手術消除疑慮

「到底如何安裝人工關

到胡醫生。
症機會稍高，但由於附近較多肌

節？在哪個位置開刀？多久才

康復等等，胡醫生都解釋得清清

楚楚，我明白後便有信心。當我

決定做手術後，除了禱告外，就

靠醫生了。」李小姐說。

手術於七月進行，李小姐術

後翌日落牀步行時，感到有一個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在身體內，以

及痛楚。「當時有心理壓力，因

為不知道這個人工關節如何活

動，擔心它會移位，所以步步為
營。」

之後她聽從醫生指示用輔助

架、三腳架等慢慢步行，出院後

在家繼續進行鍛煉，三星期後便
已經上班。

至於好動的李小姐，胡醫生

建議術後半年才可以恢復昔日運

動，上山下海這類活動暫時要避

免，以小心保護髖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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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髖關節手術後出現併發

肉包圍，活動要求比膝關節低，

乙型肝炎是由過濾性病毒引起的疾
病，會令肝細胞大量死亡，嚴重損害肝臟
功能。曾受感染人士或會終身成為帶菌
者，並可透過血液或體液傳播予其他人，
他們更是患上肝癌的高風險群組。及早注
射合共3針的乙型肝炎疫苗，有助降低染上
乙型肝炎的風險。

落，我牢牢記住。」余女士說。

術後三至四星期余女士在家已毋須用手

杖，但外出時則需要，避免被人不小心碰撞

而跌倒。
術後初期因為麻醉藥未過而精神不佳，
直至第四天才落牀，用輔助架步行，及遵照
物理治療師指導進行運動訓練，例如提高，
伸直及屈曲腳部等。

「第七日出院，出院前物理治療師教導

我回家進行鍛煉動作，亦教我如何在手杖幫

助下步行，上落樓梯記得要好腳上，壞腳
檢查後，發覺右邊髖關節嚴重退化。期
間她再見過兩三位醫生，每一位都說要做手
術，到最後選擇到養和醫院由胡醫生為她進
行手術。

六十多歲的余女士亦於七月接受智能機
械臂全髖關節置換手術。「我大約十年前開
始覺得右邊髖關節有問題，步行時感覺卡卡
聲響，但未有痛楚，曾經進行物理治療一段
時間。近兩三年開始明顯痛楚，躺在牀上都
感覺不適，相信已影響到神經線，有時睡到
半夜都會因不適感而轉醒。由於已經影響到
我日常生活，所以就要正視，見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