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和醫療檔案

然歪了，右
膝無法屈曲更是
向外翻，走路像蟹一樣

﹁你的情況的確比多年前轉差，

文醫生在詳細檢查後向她說：

醫院骨科中心求診。接見的鄧偉

們急急為母親張羅，安排到養和

情況急轉直下，黃太的兒女

的日子，要捱到回天家之日，黃

日外出亦可能要坐輪椅︙︙這樣

後便不能和他們去外地旅行，平

憂。但兒女們說若不做手術，日

太從未做過手術，心裏不免擔

過，而活了六十幾個年頭的黃老

打橫行！﹂黃太說。

兩邊膝關節退化嚴重，關節軟骨

老太想起就傷心痛苦。

誤差
0%
最後，黃老太在聽鄧醫生細

技術精準

幾乎全被磨蝕，所以你一站起來
或走路時，基本是骨磨骨，令你
疼痛不堪︙︙現時情況，任何藥
物都對你沒幫助，唯一可以改善

博。﹁鄧醫生說手術可以分兩次

心解說手術過程後，決定博一
﹁換關節﹂這個徹底治療之

做，先做一隻腳，待康復後才做

的，是做手術換人工關節。﹂

法，兒女們在求診前已向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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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蓋上兩條長約六吋的手術疤痕，
見證着黃太康復進度快速。

目前，人工關節以鈷鉻合金
製成，可用十五年以上。

以病人關節數據
製成的模具，可以
令手術更精準。

以電流刺激及按摩，都可以增加血液循
環，幫助復元。

黃太右腳套上八磅重的鉛包進行腳力訓
練。

置
換人工關節是大手術，
切割及安裝準繩度全靠

骨科醫生經驗判斷，故需時長約
四至六小時；而為了保險，病人

就算兩邊膝關節都嚴重退化，手

術都分為兩次進行，先進行一隻

腳，康復理想後再進行第二隻

腳。另一方面，醫生亦可以透過

監察率先做手術的一邊膝關節

康復情況，幫助釐定下一次

手術細節需要改進的地方。
但隨着技術愈見精
準，現時病人可以選擇在
同一次手術中，同時為兩
隻腳進行人工膝關節置
換！黃太便於六月初為雙
腳進行了手術，現時康復進
度理想，覆診時醫生讚她夠
﹁強﹂，負責為她進行物理治療
的物理治療師，亦讚她比一般人
復元快！
躺在牀上聽從物理治療師指
示進行負重訓練的黃太，有一頭
烏黑發亮的頭髮，看不出原來已
六十八歲！以年近古稀之高齡，
才不過完成手術後一個月，右腳
便能在套上八磅重量下伸直維持
十秒，勝過不少年輕人！
﹁當初家人叫我做手術，

腳喎，怎知會有甚麼後果？！好

彩，最終我都決定博一次，呀！

估不到又真的博得過！﹂黃老太

喜孜孜地說。

右腳歪倒 像蟹橫行

患退化性關節炎的黃老太，

大約在七年前開始捱痛，但當時

仍能忍受，於是就做個鐵娘子，

一路忍忍忍忍。

﹁當時是輕微痛，所以頂得

住，在政府診所覆診高血壓問題

時，我都問過醫生有無方法醫

治？他說沒有咯，沒有特別藥

物。既然無法可醫，我就沒有特

別理會，痛楚忍得就忍，忍不到

就不外出，不走路就不痛啊！﹂

黃老太說。

然而退化性關節炎隨着年歲

增長，關節磨蝕情況只會愈來愈

差，痛楚只會愈來愈烈，在忍痛

六 、七 年 後 ， 近 年 明 顯 惡 化 ──
﹁兩隻腳本來是直的，但有日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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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驚的！要劏開對

不過對於雙膝都有問題人士，要
經歷兩次手術、兩次麻醉、兩次復
康，始終是辛苦的事。幸今天因為技
術進步，病人可以選擇同日為雙腳
置換人工關節，加速痊癒！

鄧偉文醫生說，由
於技術成熟，故病人
可以選擇同日為雙腳
進行關節位置手術。

於九十年代出現的關
節置換手術，經過十多年來的
發展，現時技術已非常成熟，除
了引入「導航系統」令手術精準
外，人工關節設計及物料亦不斷改
良，更加切合人體需要及更耐用，令
置換人工關節普遍為病人接受。

醫療檔案

Medic

黃太手術後一個月康復神速，不用再依靠手杖
步行，不禁讚自己當日決定正確！

養和醫療檔案

手術期間開
始進行。

手術期間 開始按摩
鄧偉文醫生說，提前進行物
理治療可以加快痊癒，﹁當病人
左腳正進行手術時，右腳便套上
儀器不斷按摩，加強血液循環；
當左腳手術完後又立即套上按摩
儀幫助血氣運行，待兩腳都完成
手術後，病人回到病房繼續由儀
她於六月十三日進行手術，記者

引入一部反地心吸力步行及跑步

要訓練，而養和物理治療部最近

步等，都是鍛煉腳力的重

步行、上落樓梯、跑

反地心吸力機

的活動力。

腳力；之後踩單車練關節

套上六至八磅的鉛袋鍛煉

助下進行拉筋動作，然後在腳踝

要性。這天她先在物理治療師協

黃老太就親身示範物理治療的重

的重要性，沒有依照吩咐勤練，

很多人不明白術後物理治療

復，還要多一至兩個月。

與常人無異。但當然要百分百康

器按摩。血液運行得好，有養分

在 光片中，可見黃太置換人工
關節後，雙腳由歪斜回復正常。

於七月二十日訪問她，她走路已

而當病人卧牀期間，除了每
天由儀器按摩外，物理治療師亦
會到病房為病人拉筋、幫助伸展
等運動。到病人可以離開病牀
時，可以到物理治療部利用大型
儀器進行訓練。﹁事實證明，病
人愈早開始做物理治療，康復進
度愈理想，康
復時間亦大大
縮短。昔日要
四至六個月，
今天只需二至
三個月已經能
完全康復！﹂
鄧醫生說。
黃老太正是當中的好例子，

機，最適合骨科手

術病人。該儀器可

以調校病人體重

至原來體重的五

分 一 、十 分 一 ，

再透過氣壓製造一

個類似月球的環

境，病人會感到自己

如月球漫步，減輕對關節

很輕，在儀器上步行有

踩單車可以增強關節靈活性。

久將來，左腳都可以回復昔日的

不過以她的毅力，相信在不

重四磅︙︙﹂黃老太說。

腳可以負重八磅，但左腳只能負

上，結果左腳愈行愈傷，現在右

走路，令整個重心都落在左腳

力，我為了遷就右腳，便靠左腳

為之前右腳忽然歪了，又痛又無

﹁左腳原本不太傷的，但因

差一點。

康復可說是十分理想，但左腳就

展、屈膝、踩單車等。目前右腳

力，每日三次聽從指示拉筋、伸

行物理治療外，她在家亦非常勤

黃老太每星期一次到醫院進

點都不費力！﹂

十分鐘的黃太說：﹁好輕鬆，一

在反地心吸力步行儀上走了

造成的壓力。

反地心吸力步行及跑步機，可以減輕病
人負重，令進行腳部手術後的病人輕鬆地
學行。

活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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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身訂做的手術
模具，是其中一種
模
令
令手術更準確的方
法
法。

送到，自然可以加快復元。﹂

X

月，便已經如常走路！

故可以在同一時間為兩隻腳進行

節，都令手術進行過程更順利，

腳。兒女們考慮過後，覺得手術
手術，將病人經歷兩次麻醉、兩

想嘔，第三日回復精神可以站起

另一隻腳，或同一次手術做晒雙

要全身麻醉，一次過做兩隻腳，
次康復過程合併為一次，病人便

一日麻醉藥未醒暈暈哋，第二日

楚，但我已經好開心！﹂黃老太

節對她來說完全沒有異物感覺。

黃太回家休息，並遵循醫生吩咐

勤做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是骨科手術病人的

重要康復過程，治療做得好，病

人自然康復得快。昔日，病人會

在手術後約一星期才開始進行物

理治療，但近年養和骨科在累積

經驗下，將物理治療過程推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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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好神奇，手術後第

可以省回一次麻醉過程，對我有
可以更快投入無腳痛新生活。﹂

由電腦傳來的數據，可以幫助醫生分毫
不差地切割及裝嵌。

利呀！﹂黃老太如是說。
鄧偉文醫生說。

估不到站直身子後膝蓋不
來 ──
再疼痛，只有輕微的手術後痛

其實兩隻腳同日進行關節置
換手術，又豈止省回一次麻醉過

昔日病人在進行一隻腳手術

說。在往後的幾天，她扶着學行

鄧偉文醫生說：﹁由於技術

後，約於半年後才為第二隻腳進

﹁大約一星期後，我可以毋

兩腳同做 康復神速

的成熟，加上導航手術系統的輔

行手術，整個康復過程約為一

須任何輔助都可以走動，但為了

程這麼簡單。

助下，骨科醫生對於如何切割、

年。現時兩次手術合併為一次，

安全，我上廁所都仍然扶着學行

架走路，感覺相當輕鬆，人工關

減少對組織的傷害已經可以達到

病人的康復過程大為縮減。像黃

架。﹂黃太說。在休息八日後，

的人工關

以及度身訂做

節，還有手術模具，

老太手術後一個
導航手術系統，大大增加了骨科手
術的準確度。

準確，加上醫療用品商
接近 100%
提供更適合亞洲人體形的人工關

隨着技術的熟練及物料的不斷改良，
今天的關節置換手術已進入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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