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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台灣神經學學會的朋友們，大家好

自卸任台灣動作障礙學會理事長之後，2014年起，我有更多的時間關注台灣神經學學會
的會務與進程，這幾年來，很榮幸能和好多朋友一起，一步一釘的攜手前行！

我深刻體會到台灣神經學界確實是一個令人覺得值得付出心力的聚集：我們有焚膏繼晷
浸淫於學術議題研究的堅毅夥伴；我們有孜孜矻矻思慮於臨床工作提昇的積極朋友；我
們有深耕易耨努力於基層醫療改善的熱心會員；我們有勤勉不懈追求自我成長的年輕醫
師；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神經學學會是一個有理想和有使命感的快樂團體，在諸多困難
的環境裡，我們始終步履昂揚，奮力前行。

自今年六月接任第 22屆神經學學會理事長以來，努力完成了一些事務並積極擘劃學會
可長可久的許多基礎建構：例如基層醫療論壇定期化，教育課程常態化、秘書處作業系
統電腦化、國議與國內會議流程格式化等等，但最令我心心念念的是：台灣神經學學會
的會員會訊已經停刊四年了，我們 1500位會員似乎少了一個和學會溝通與聯繫的媒介。

感謝秘書長劉濟弘耗費許多心血，終於將「台灣神經學學會會訊」增修改版並重新於
2020年 1月中旬以電子載具的型態發行，重新刊載第 80期，劉秘書長也將繼續以半
年一期的方式繼續運營這個新版的會訊。我們重新規劃了三個主軸；分為 (1)「醫學新
知：update the state-of-the-art of neurology and neuro science」；(2)「醫學進程：current 

advances in therapeutic of clinical practices」；(3) 「繼往開來 : carry on the past heritage and 

open up the future」。我們將在「醫學新知」中邀訪撰稿學會各個次專科的專家，請 key 

opinion leader就所專長的領域提供所有會員們最新的進展，與未來可能的學術進程與研
究走向；在「醫療進程」中我們將關注目前最新而且臨床已經可以使用的治療，或是各
個次專科學會的治療指南與建議；在「繼往開來」中我們將進行「台灣神經學界典範與
人物專訪」，或以專文討論「基層醫療與醫療行政」與「醫師動態」。在本期「台灣神
經學界典範與人物專訪」中，我們感謝輔大醫學院院長葉炳強醫師接受邀請，以口述歷
史的方式，鐫刻描繪深植於大家心中的神經學界專家，我們虔誠而恭謹的向神經學界的
大家長「洪祖培教授」致上最深的敬意。在「基層醫療與醫務行政」中，我們將提供基
層醫療醫師們一個能夠和學會溝通的直接園地，並針對神經科醫師可能面臨的變動與挑
戰專文探討。在「醫師動態」中我們將延續過往的會訊傳統，請學成歸國，或正在國外
進修的醫師朋友，以隨筆的方式簡介他們的生活風情和學習體會。如同過往，我們也會
在會訊中向大家匯報目前學會和國家行政單位的往來公文，與各項事務處理的決議與狀
況。當然，學會與各大醫院的重要動態也會刊載於上。

再一次深切的感謝劉濟弘醫師的努力，沒有他的鉅細靡遺，我沒有辦法將這本「會訊」
呈獻給大家。在這歲末年終，春節前夕，我期望這本會訊能讓大家有興趣翻閱，您的閱
讀是我們最大的高興，而您的回饋更將是我們持續努力前行的動力能源。

再一次感謝大家，並祝福大家來年萬事如意 安康喜樂

陳柔賢
謹敬 
第 22 屆台灣神經學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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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治療於巴金森氏症
之近況 林靜嫻

臺大醫院神經部

根據內政部數據，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自 1993 年底 149 萬 1 千人逐年遞增至 2018 年 3

月底 331 萬 2 千人，占總人口數比例亦由 7.10%

上升至 14.05%，亦即台灣由 25 年內已正式邁入

「高齡社會」，而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預

計 2026 年老年人口將超過 20％，與日本、南韓、

新加坡及歐洲部分國家同列為「超高齡社會」。

巴金森氏症的症狀、病理與治療

巴金森氏症是高齡者易罹患的神經疾病之

一，台灣目前患者估計超過 4 萬人，人口結構比

台灣更老的日本則約有 15 ～ 20 萬人。

病患會出現漸進式單側之肢體僵硬、動作遲

緩，部分患者會出現手腳不由自主顫抖，平衡感

會逐漸喪失，容易跌倒；也常伴隨便秘、睡眠障

礙、憂鬱及失智等症狀。這些症狀的產生，一大

部分的原因是因為腦內黑質腹側緻密部的多巴胺

神經元細胞因為老化合併基因與環境誘發因素導

致路易士體（Lewy body）堆積因而大量死亡，

多 巴 胺 的 缺 乏 導 致 basal ganglia-frontal motor 

circuits 調控迴路失調，因此造成運動能力減退。

目前口服藥物治療大多為補充多巴胺或是多

巴胺促效劑的藥物以緩解病情，深腦電刺激手術

則藉由手術埋入 lead 刺激視丘下核（subthalamic 

巴金森的病因較侷限於多巴胺神經細胞的

退化，是細胞治療相當適合的疾病模式。目前

移植胚胎幹細胞的治療研究顯示年輕病患的反

應較佳，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可望於今年公布。

而京都大學以皮膚或血液細胞分離出 iPSC 的方

式，避免使用胚胎幹細胞，可望突破醫學倫理

爭議的困境。

nucleus, STN）， 以 影 響 basal ganglia-frontal 

motor circuits 而達到改善動作遲緩與顫抖的症

狀。但是，無論是口服藥物或是深腦電刺激術都

無法減緩神經細胞中路易士體的堆積以及多巴胺

神經細胞的漸進式凋亡的病生理過程。

巴金森是細胞治療最好的疾病模式之一

相較於其他神經退化性疾病較為廣泛性的神

經系統退化，例如阿茲海默失智症以及運動神經

元退化疾病，巴金森症的動作症狀較侷限於多巴

胺神經細胞的退化，因此，是細胞治療的最好的

疾病模式之一。

以幹細胞移植嘗試補充巴金森症中大腦缺

乏的多巴胺神經細胞的觀念先由動物模式開始。 

1980 年 最 早 由 大 鼠 胚 胎 ventromedial（VM）

tissue 移植到以 6-OHDA 急性神經毒性巴金森症

大鼠腦中開始；人類胚胎 ventral midbrain 緊接

著於 1988 年移植至 2 位巴金森病患腦中 1。長

期追蹤結果顯示，移植後的胚胎幹細胞可以維持

病患運動功能直至 20 年後 2，但是卻從中發現

移植後的年輕 graft neurons 中有 a-synuclein 沉

積，顯示即使是移植入新的年輕幹細胞仍舊會

有 a-synuclein 的累積，暗示此一累積的磷酸化

a-synuclein 可能是由原本病患的得病細胞傳遞過

來，由此開啟了 a-synuclein 可能會經由細胞之

間傳遞的研究 3。

年輕病患幹細胞治療反應值得期待

2004 年，神經科學家可成功將胚胎幹細胞

分化為多巴胺神經細胞 4, 5，並起更多團隊投入開

始進行將多巴胺前軀幹細胞以立體定位手術移植

入病患的基底核。然而，後續兩個在美國進行的

雙盲臨床試驗結果，卻顯示人類胚胎幹細胞移植

的效果相較對照組（sham surgery）沒有顯著的

差異，反而會有較高的比例會出現 graft-induced 

dyskinesia6, 7。

即便結果不令人振奮，但研究團隊進一步分

析，可以從人類胚胎幹細胞移植後獲得最多進步

的是症狀較輕的患者，反之，Hoehn-Yahr stage 

較高的患者較易出現 graft-related dyskinesia。病

患的選擇、相關幹細胞的品質與技術品質的控制

等皆為重要決定因素，因此，歐洲國家幹細胞聯

盟將進行開放性非雙盲之臨床試驗（TRANSEURO, 

ClinicalTrials.gov Identi�er: NCT01898390），將嚴

選較為年輕，並且臨床症狀服藥反應良好且僅有

輕微異動症，無認知功能障礙的患者，預計追蹤

12 個月，將於 2020 年公布試驗結果。

京都大學的研究可望避免醫學倫理爭議

然而胚胎幹細胞仍隱存醫學倫理相關議

題。因此，2012 年 10 月，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

（Yamanaka Shinya）憑藉他在人工誘導多能幹

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領域

的開創性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後，日本

京都大學團隊選擇走不一樣的路：將由健康受試

者皮膚或是血液細胞中分離與培養的誘導性多功

能幹細胞放在培養皿裡，誘導分化成多巴胺神經

元的前驅細胞，藉由立體定位腦手術，將 500 萬

個新細胞注入巴金森症猴子腦內，待細胞變成成

熟的多巴胺神經元細胞，就能分泌多巴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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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森症病猴的動作症狀 8。

為此，京都大學團隊以及京大 iPS 細胞研究

所教授高橋淳教授（Jun Takahashi），已於 2018

年開始進行 iPSC-derived neuronal progenitor cells 

於巴金森病患的臨床試驗（ID: UMIN000033564, 

http://www.cira.kyoto-u.ac.jp/e/pressrelease/

news/180730-170000.html），預計收案7位病患，

並且需要尋找與病患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matched 的捐贈者 iPSC，利用立體定位

手術，將 2.4 million cells 種植在 12 個不同腦區，

並須長期服用靠排斥藥物，追蹤時間為兩年。患

者移植神經細胞後，還要觀察一段時間，除了監

測療效，還要確定幹細胞不會生長惡性腫瘤以確

認有效性、安全性。 

幹細胞治療在高齡社會廣泛運用

老化席捲全球，目前日本是對幹細胞治療持

開放態度，用幹細胞修復視網膜黃斑部退化正在

做小規模臨床試驗，治療心臟衰竭已受主管單位

核准可開始人體試驗，巴金森氏症治療是第 3 種

新療法適應症。目前台灣衛福部已開放「特管辦

法修正草案」，開放細胞治療及微菌叢植入治療

未來，醫療機構可依該辦法規定擬具實施計畫，

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即可對符合適應症的病

患施行細胞治療及微菌叢植入治療，對於有相關

治療需求的病人，將是一大福音。但是依現行規

定，細胞治療須依醫療法規定向衛福部申請進行

人體試驗，須經審核通過方可施行（衛生福利部

醫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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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2017. 548（7669）: p. 592-596.

調控治療在癲癇疾病的進展
-兼談精準醫療

吳禹利
林口長庚醫院
神經內科部

早期的癲癇手術是將腦部癲癇漏電的部位

找出切除，最常見的是前顳葉切除手術，將最

常見的內側顳葉癲癇病灶以及旁邊的新腦皮質，

做大範圍切除。短期內約 80% 病人可以獲得控

制，但病人卻付出極高的代價。例如記憶受損

與語言障礙，有些人開完刀後甚麼都記不住，

這可能損傷到左內側顳葉的海馬迴；若波及優

勢左腦的語言中樞，則導致失語症。此外病人

反應遲鈍，情緒表達也出現問題。若是癲癇病

情嚴重，那是病人不得已的付出代價；若病情

不嚴重，但若因此而造成記憶或語言功能受損，

則得不償失。

治療有效與減少副作用，兩者需取得平衡

點。以前嚴重癲癎的幼兒，癲癇從大腦左側源

起再擴至右側，不得已將整個左腦切除。這是

因為幼童腦部尚未發育到左右腦高度分工，當

然是很極端的例子，不適用於成年患者。成人

頑固型癲癇，則是將頭骨切開，植入皮質電極，

找出漏電的位置，再切除病灶，但如正好在大

腦功能區，則會造成癱瘓、失語、記憶差等副

作用，不符精準醫療的精神。

吳禹利醫師受訪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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癲癇手術新選擇：射頻熱凝術

腦部是個立體結構，由表層進到深部病灶，

會破壞路徑中的腦部組織。新的雷射燒灼術，

破壞範圍較少，仍會有語言、記憶或情緒障礙。

最近發展的射頻熱熔術，是一種微創癲癇手術。

定位頭架固定在頭部，以磁振造影或腦斷層定

位，標定腦部的病灶點。局部麻醉下，在頭骨

上鑽 1 公分直徑的小孔，把四接點深層腦波電

極植入，記錄深層腦波，找出癲癇漏電點與範

圍，標定座標後，進行電刺激誘導癲癎發作，

完成病灶確認。隨後退出記錄用電極，完成第

一階段。接著置入治療用電極，至定點測試燒

灼，誘導發作再確認病灶區，最後進行正式射

頻熱熔治療。癲癇病灶區的治療，大多在幾毫

米（mm）之間的範圍。不像以前的癲癎手術治

療，全剃頭且留下十幾公分的疤痕。微創手術

剃髮範圍約僅 2 公分見方，頭皮上疤痕僅 2 公

分。與傳統的手術比較，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而且病人只須局部麻醉，手術中病人是清醒的，

我們常和病人聊天。

頭部消毒麻醉鑽洞約需 20 分鐘，腦波記錄

與病灶定位約需半小時，熱凝治療時間約 5 分

鐘，整個過程 1 小時就完成了。緊接著進行術

後 MRI，立即確知治療是 10 分成功，還是有 8

分命中標的。病人如果選擇門診手術，在下午

就可直接由恢復室回家。

這種微創熱凝術的治療已非常成熟，但因

需與外科醫師配合的限制，長庚每個月約治療

2-4 例，也包含國外慕名而來的患者。

微創癲癇治療三步驟

1. 定位與置入腦波電擊：以腦斷層定位出海

馬迴病灶區座標，局部麻醉頭骨鑽一小

洞，直入腦波電極至目標區。

2. 深層腦波標定治療區域：腦波電極紀錄，

找出癲癇病灶區，標定座標。

3. 進行熱凝治療：置入治療電極至標定的治

療區域，低溫測試後進行熱凝治療。治療

中若誘發局部癲癇發作，治療效果較佳。 定位與置入腦波電擊 深層腦波標定治療區域 進行熱凝治療

神經調控治療

從字面意義來看，神經調控治療是藉由非破

壞性的方式，達到調整腦神經功能的目的。最常

見的有深腦刺激術（DBS）與迷走神經刺激術。

做法是將電極晶片植入腦部前視丘核（ATN），

或刺激線圈接上迷走神經。DBS 療效最重要的是

電極植入的準確度，定位後藉由微電極（記錄

40-50 微米範圍的電場），記錄單一神經細胞電

位。病人清醒的狀態，偵測前視丘核 bursting 神

經細胞，配合電位頻率與規則度，即可以界定

ATN 的範圍，最後將治療電極置入長徑約 6 微米

的前視丘核。電極有 4 個接點，每個接點 1.5 微

米，間隔 0.5 微米，可以程式調整以那個電極進

行治療，以涵蓋最大區域的前視丘核。

這種治療所費不飺，約台幣 150 萬，國外

病人約 10 萬美金。所以須在腦波監測床，外接

深腦刺激術圖片提供｜吳禹利醫師

圖片提供｜吳禹利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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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海默病是典型的老年型失智症，臨床

特徵是逐步進展的記憶力喪失，合併語言功能、

方向感或判斷能力的問題。疾病的進展會隨時

間惡化，最終影響病人的日常生活功能。主要

診斷方式為詢問患者病史，以及疾病進展的過

程；檢查方面則有抽血及影像學的檢查。

在影像學的檢查上，如上圖，左側是正常

人的大腦，海馬迴飽滿，腦溝是淺的；右側是

阿茲海默病患者的大腦外觀，海馬迴萎縮，腦

溝變大。當阿茲海默病蔓延整個腦部時，神經

元與神經元之間的連結能力逐漸喪失，然後神

經元本身也無法連結。疾病末期，大腦皮質會

萎縮。阿茲海默病的兩大標誌只能在顯微鏡下

看得見，類澱粉蛋白（amyloid β；Aβ）在神經

元之間形成堆積，之後 Tau 蛋白堆積造成神經元

細胞內的神經纖維糾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s）。

圖片提供｜徐榮隆醫師

來源：S2 | NATURE | VOL 559 | 26 JULY 2018

正常人的大腦 vs. 阿茲海默病患者的大腦 

失智症的影像診斷新發展
徐榮隆
林口長庚醫院
神經內科部

脈衝產生器，測試一星期，確認療效後，再植

入這個可產生不同頻率、振幅、波形、開關機

均可程式調控的發電器。

早期臨床試驗是在美敦力公司協助下進行，

在林口長庚進行前視丘核刺激術治療癲癇的成

果，發表在頂尖的 EPILEPSIA 醫學期刊，所以台

灣是世界上第六個核准 DBS 治療癲癇的國家。

調控療法不僅運用於前視丘核 DBS，對於

源自海馬迴的內側顳葉癲癇患者，也發展出雙

側海馬迴刺激術。一般微創熱凝術，適用於單

側海馬迴病灶的治療。燒灼兩側海馬迴，有時

會影響情緒、記憶與語言功能，此時便可進行

雙側海馬迴刺激術。此外，若病人的病灶點在

運動區、語言區，無法切除，我們可以精確置

入控制電極於病灶區，以電流來調控此區域的

神經網路，這就是癲癇腦皮質刺激術。

精準醫療

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的精髓是精

確診斷與治療病人。癲癇有三十幾個症候群，

有效的治療須先有精確的診斷。長庚癲癇中心

的資料庫約有七千例完整的病人資料，依臨床

發作型態與腦電圖特徵加以分類。例如廣泛型

癲癇的青少年肌躍型癲癇；註明癲癇病因，如

自體免疫引起腦炎發作，或者先天腦畸形。藥

物的選擇須配合個別病人的因素與需求，挑出

最有效且副作用最少的藥物。例如女孩子不能

用帝拔癲（Depakine），因為會影響荷爾蒙，

導致掉髮及發胖。此外，幾乎每位病人也都有

長程影像腦波監測，確保正確的診斷。長庚也

可針對常用的十幾種藥物，以液相層析串聯式

質譜儀（LC-MS/MS）進行血中濃度檢測，包括

諸如妥泰（Topiramate）、維帕特（Vimpat）、

癲控達（Perampanel）、優閒（Keppra）等新

一代藥物，釐清癲癇發作的原因。藥物治療前，

檢測癲癇藥物過敏基因，杜絕可怕的嚴重過敏

反應。3T 磁振造影，找出局部癲癇病灶，可選

擇適合的神經調控治療或微創手術，配合皮質

與深層腦波，治療的成效不可同日而語。有家

族病史者，應篩檢癲癇相關基因，精確診斷與

治療癲癇，為優生學提供有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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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海默病病程的變化

阿茲海默病患者在臨床前階段通常都經歷

長達可能 10 至 30 年之久的類澱粉蛋白堆積，

當累積到一定程度，Tau 蛋白也跟著堆積；堆積

持續數年後，腦內的神經細胞開始出現萎縮，

特別是海馬迴，之後病人開始有臨床表現，以

記憶障礙為主，進入輕微認知障礙階段（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再經過數年之後，

符合老年型失智症的症狀才產生。此即阿茲海

默病病程的變化。

失智症疾病診斷標準流程

目前在退化性失智症的診斷上，我們會先

詢問病人或家屬是否有明顯的認知障礙合併日

常生活功能受損，若經病史詢問、神經學檢查，

我們可能臆測病人患有老年型失智症。

接著，為先排除非退化性原因所造成的失

智症，以血液檢查，排除諸如貧血、甲狀腺功

能異常、肝腎功能衰竭或維他命 B12 缺乏等因

素；影像學檢查，排除水腦或腦腫等；以及進

行 MMSE、CDR、CASI 等心智評估，判斷是否為

老年型失智症。

老年型退化性失智症確診後，我們要探詢

病因。由於大多數患者皆無法進行病理切片檢

查，臨床上發展出一套診斷標準。

若認知功能障礙類別屬於記憶範疇，符

合 NIA-AA(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and 

Alzheimer's Association) 診斷準則，可判斷為阿

茲海默病；若是認知功能障礙類別屬於行為或

語言範疇，則根據 FTLD 診斷準則，可判斷為額

顳葉退化症（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FTLD）； 若 有 巴 金 森 症 狀 或 視 覺 幻 覺， 根

據 DLB 診斷準則，可判斷是路易氏體失智症

（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 DLB）。

生物標記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活體上腦部病理切片不太可行，

因此近十幾年來，神經科醫師努力的方向是連

接臨床診斷標準與病理標準，以得到類澱粉蛋

白及 Tau 蛋白堆積這兩個重要指標，亦即透過

生物標記，以血液、腦脊髓液或影像學的檢查，

確知活人腦部內的病理變化，例如進行類澱粉

蛋白正子攝影（amyloid PET Imaging），或檢驗

腦脊髓液中的類澱粉蛋白濃度，判斷病人腦部

是否有類澱粉蛋白的堆積。

在 Tau 蛋白檢驗上，我們可以檢驗腦脊髓

液中的 Tau 蛋白濃度，或 Tau 蛋白正子攝影。

至於神經細胞損傷的指標，可用 MRI 判斷腦細

胞是否萎縮，或透過 PET 判斷腦細胞的活性是

否下降，間接瞭解病人出現神經退化的情形。

此為阿茲海默病的生物標記，額顳葉退化症與

路易氏體失智症的生物指標則尚在研究中。

因為有類澱粉蛋白堆積的指標，我們可以

研究病人在疾病早期時的腦細胞活性如何下

降？從類澱粉蛋白 PET 發現，類澱粉蛋白在額

葉或顳葉產生堆積，但腦細胞的 FDG PET 卻不

見得有相對應的變化，一直到腦神經細胞死亡，

才能比對出與正常人的明顯差異。因此，不論

MRI 或 PET，都只能說明失智症的非特異性指

標，而無法分辨出阿茲海默病、額顳葉退化症

或路易氏體失智症。

類澱粉蛋白與 Tau蛋白的檢查

腦脊髓液 - 類澱粉蛋白 42（CSF Aβ42）檢

驗，可檢查出類澱粉堆積含量；另一重要生物

標記是神經退化傷害，包括腦脊髓液 tau 蛋白

檢驗（CSF tau）、海馬迴體積（hippocampus 

volume）， 或 經 由 MR、 葡 萄 糖 正 子（FDG 

PET）造影檢測內側顳葉萎縮。藉由這些指標，

我們可根據以下黃金準則，進行退化性失智症

神經病理學診斷：

AD：Aβ 斑塊、神經纖維糾結

FTLD：TDP-43 蛋白、tau 蛋白堆積等

DLB：路易氏體

NIA-AA 準則修訂

2011 年 NIA-AA 診斷準則修訂，不以記憶

力作為失智症的主要認知功能缺損，而強調將

失智症的病理標誌

由於失智症是進行性的疾病，所以症狀並

不容易察覺。當病患出現阿茲海默病的症狀時，

他的大腦應該都已出現問題，類澱粉蛋白的堆

積通常被認為是疾病進展的第一步，整個病程

約 8 至 10 年，繼之出現 Tau 蛋白堆積，很快就

會出現神經退化。

如要確知類澱粉蛋白或 Tau 蛋白堆積，我

們必須對病人腦部做病理切片，藉由顯微鏡觀

察，但病人活著時，並無法進行，只能在患者

死亡之後從大腦切片發現神經纖維纏結。然而，

我們不可能等到病人死亡才確診；最近十多年

醫療的進步，讓我們借助影像，就能觀察到類

澱粉蛋白或 Tau 蛋白的堆積情形。

阿茲海默病病程進展假說 圖片提供｜徐榮隆醫師

 來源｜ R.A. Sperling et al. / Alzheimer's & Dementia 7 (2011) 28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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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β（CSF 或 PET）及神經退化傷害（大腦結構

MRI、腦脊髓液 tau 蛋白檢測等）的生物標記列

入診斷標準的參考。

2018 年 NIA-AA 研究架構則強調 AD 的生物

學定義。若以生物標記進行認知障礙分類，其

中 A、T、N 皆為無偏見（Unbiased）的描述性

臨床案例研究

有位 65 歲裁縫師，出現進行性記憶喪失，主要

有一年的記憶力障礙，以及輕度語言表達困難。

未曾迷路，個性也沒有改變。

神經學檢查正常；抽血（貧血、甲狀腺功能或

維他命 B12 缺乏等）、FDG-PET 結果也都顯示

不正常。

MRI 檢查顯示病人的海馬迴出現明顯萎縮，但這

只能代表神經細胞退化，無法明確說明病理上

依照 2018 NIA-AA 診斷準則，只要出現類澱

粉蛋白堆積與 Tau 蛋白堆積，便可確診阿茲海默

症，若出現神經細胞退化與 Tau 蛋白堆積，而無

類澱粉蛋白堆積，則可能是其他類型的失智症。

Tau蛋白的正子掃描

Tau 蛋白的正子掃描是最新的研究工具。早

期 Tau 蛋白的追蹤劑有很多種，但無法明顯看

到 Tau 蛋白堆積或受不同疾病的干擾。Tau 蛋白

的重要性在於其堆積的位置與數量，與病人的

疾病嚴重程度呈線性相關，而類澱粉蛋白的堆

積則無。Tau 蛋白的分布與多寡，可協助我們判

斷病人位於疾病哪個時期。所以我們可以說：

類澱粉蛋白堆積是判斷有無疾病的判別指標；

Tau 蛋白堆積則是疾病嚴重度的指標。

(Reference: https://www.auntminnie.com/index.aspx?sec=ser&sub=def&pag=dis&ItemID=107653)

上圖是 Tau 蛋白追蹤劑 18F-THK-5117 的

正子斷層影像結果。左側影像顯示 Tau 蛋白

在內側、外側的顳葉、海馬迴均有明顯堆積，

與右側影像阿茲海默病的類澱粉蛋白堆積

(11C-PiB)，在病變位置分布與程度都不同。

在不同的失智症，例如額顳葉失智症有

一部分是 Tau 蛋白的堆積，另一部分則是

TDP-43 蛋白的堆積，但我們目前只能看到

Tau 蛋白的正子造影，而 TDP-43 蛋白，以及

路易氏體失智症 α-synuclein 正子造影使用

的追蹤劑，也是在研究中，尚未進入臨床使

用的階段。

的原因。

FDG PET 顯示在頂葉跟顳葉上，以及後扣帶迴，

細胞代謝的活性下降。以上臨床檢查都指向該

患者有可能是阿茲海默病所導致的失智症。

之後，安排該患者類澱粉蛋白 PET 與 TAU 蛋白

PET，兩者均顯示陽性的結果。依照 2018 NIA-

AA 診斷標準，A、T、N 都是陽性反應，臨床上

也已達失智症的程度，所以該病患都符合臨床

診斷的老年型失智症。

2011 與 2018 診斷系統差異

圖片提供｜徐榮隆醫師

Amyloid 
marker

Amyloid 
marker

AD w 
SNAP

Alzheimer 
disease

Alzheime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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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nal 
d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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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nal 
degeneration 
marker

Tau marker

分類架構：

ATN

A：類澱粉蛋白

T：Tau 蛋白

N：神經細胞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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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診斷以遺傳物質 DNA 為標的，主要目

的如下：

1. 確定患者病因，若病因有可能是基因突變，則

可由分子診斷找出該致病突變；

2. 有些神經科疾病病因複雜，不一定能確知某些

基因變異或突變與疾病的必然關係，但可以探

知罹患某一疾病的傾向，最常見的例證是：若

APOE4 基因型會增加 3 至 4 倍罹患阿茲海默

病的風險；

3. 藥物的嚴重副作用，懷疑可能與基因型相關，

此時可介入分子診斷。2007 年中研院生醫所

進行 HLA-B 1502 基因型研究，發現若病人帶

有此基因型，而服用治療癲癇或三叉神經痛的

藥物 carbamazepine 時，可能會出現嚴重藥物

過敏 Steven-Johnson Syndrome，此即目前醫

學界愈來愈盛行的藥物基因學，應用分子診斷

可以避免可能發生的藥物副作用。

基因突變致病的病徵

一、家族病史 家族病史仍是我們判斷致病病因

是否為基因突變的最重要線索，一般可區分為：

• 體顯性遺傳 父或母一方帶有基因突變，子

某些神經科病人，只要我們懷疑疾病是遺

傳、基因突變所導致，就可介入分子診斷，最

常見的特徵就是家族性，也就是一家人中友多

位患者。當然，這情形也可能是暴露於特定毒

物的共同環境或生活習慣所致，但畢竟是少數

情形。

代有 1/2 的機率會生病；

• 體隱性遺傳 父母雙方均帶有相同隱性致病基

因上的單一突變，都未發病，但生下的子代

生病，這種情況多發生於近親通婚的家庭；

• 母系遺傳 生病者都是母親的兄弟姊妹，母

親兄弟所生的小孩沒生病，但母親姊妹的小

孩有生病，可見都是從母親遺傳而得。精卵

結合發育成胚胎，而受精卵中的粒線體絕大

多數來自母親，而粒線體基因突變的傳遞，

多是以母系遺傳的形式。

二、病人太年輕卻得到老年人才有的疾病，例

如年輕型巴金森氏病、失智症、阿茲海默病，

經排除中毒、腦瘤、中風等因素後，可考慮分

子診斷。

三、具有特色的神經遺傳疾病，例如杭亭頓舞

蹈症，病人會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有些會智

力退化，另有一些則出現精神狀況；肌強直

（Myotonia）肌肉萎縮病，台灣常見屬第一型，

病人多禿頭，兩眼無精打采，主要有肌強直症

狀。這些症狀特色，多與基因突變相關，需進

行分子診斷。

與遺傳疾病相關的常見症候群

• 遺傳性小腦萎縮症，目前已發現四十型以上。

• 杭亭頓舞蹈症。

• 遺傳性運動感覺神經病變，國外已有百種致病

基因，機率可達 2500 分之 1，患者自小會出

現手腳末端肌肉萎縮

• 遺傳性痙攣性截癱（Hereditary Spastic. Paraplegia；

HSP），目前已發現七、八十種。

• 肌肉離子通道的蛋白發生突變，肌強直即是其

中一特徵。

• 若上述離子通道病變發生在腦部，就會產生神經

的病變缺損，例如癲癇或陣發性運動障礙疾病。

• 粒線體相關疾病，除了神經科特徵外，還會出

現肌肉病變，病人會出現癲癇、糖尿病或聽力

問題，或者失智、腦病變狀況。

• 失智症與運動神經元疾病（最常見的是「漸凍

人」）

• 遺傳性腦部小血管疾病，約五、六十歲開始發

病，頻繁中風，慢慢轉變為失智。

• 巴金森氏症，約佔5%至10%與基因遺傳有關。

• 肌張力不全症。

可行的療法

在分子診斷後，有些遺傳疾病仍無法找到

有效的藥物，不過仍具有其意義，例如找出病

因，不須耗費其他方法探索或尋求坊間偏方。

然而，隨著科學的進展，有些找出遺傳疾病也

能獲得有效的治療，例如基因突變造成某些蛋

白質酵素（酶）缺乏，如果補充則可避免該蛋

白質酵素缺乏而導致的病症。

一、龐貝氏症（Pompe's Disease），是一種肌

肉病變，基因突變造成代謝肝醣的酵素缺乏所

致；治療上可以用注射方式，補充該酵素；還

有法布瑞氏病（Fabry's disease），是細胞內的

代謝所致，可提供長期酵素補充治療。

二、脊髓肌肉萎縮症（SMA），病人多半在嬰幼

兒發病，少數於青春期發作。三年前美國 FDA

核准一項基因治療 Antisense Oligo（ASO，有人

譯為「反義寡核苷酸」），可中和基因，改變

應當要轉介分子診斷的
神經科病人

李宜中
台北榮民總醫院
周邊神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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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作用，產生足量的蛋白質，症狀顯著改善，

但費用非常昂貴。另一種類似機制的藥物是運

用 RNA 干擾（RNA interference）原理來治療家

族性類澱粉神經病變（ATTR），這疾病主要是

來自於一種蛋白質 TTR 的基因突變，患者約六、

七十歲發病，會逐漸影響到自主神經，導致無

法走路、頭昏、血壓不穩、大小便失禁。此藥

物尚未上市，但臨床試驗已成功；在台大、榮

總也有進行臨床試驗，治療效果相當不錯。

三、另一種是發展中的藥物，例如漸凍人大部

分是遺傳性，在台灣常見 SOD1 基因突變，產生

具有毒性的錯誤蛋白質，也可以用 ASO 來降低

該基因的表現。

胚胎著床前的基因診斷

胚胎著床前的基因診斷（PGD），如果我們

能確知父母任一方有致病的基因突變，病人要

生小孩時，便可防止其下一代生病。當精卵結

合發育成胚胎，細胞分裂發育，在多細胞期時

取出單細胞檢驗，只要知道致病突變的基因，

便可檢驗該胚胎是否具有遺傳的突變，並挑選

出不具突變的胚胎進行人工試管生殖。

預知與防範

有些基因並非 100% 與疾病有關，或雖然有

關、但疾病很晚才發作，如果我們知道某個體

帶有容易導致腦部小血管中風的基因突變，藉

由控制中風的危險因子，例如改變生活型態、

飲食習慣，遠離高血壓、糖尿病或高膽固醇，

則中風的發生可能延後，甚至到八、九十歲才

發生。此外，某些人藉由分子診斷獲知可能帶

有容易罹患阿茲海默病的 APOE 基因，因此做了

若干生活上的調適，例如地中海型態飲食、減

低生活壓力，可能可以預防或延後得病。

另有體顯性腦動脈血管病變合併皮質下腦

梗塞及腦白質病變（CADASIL），這是一種名稱

為 NOTCH3 的基因突變所引起，小血管病變最

後造成血管塞住或破裂而發生中風。也許小血

管體質無法改變，但我們可探知導致小血管體

質不良的因素，然後將這些因子降至最小，防

範中風。

腦微出血的定義與分布

大 腦 類 澱 粉 血 管 病 變（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CAA）為台灣第二常見自發性腦出

血之病因，盛行率僅次於高血壓性腦血管病

變，其最重要的臨床特徵是腦微出血（cerebral 

microbleed, CMB）。CMB 是 腦 部 小 血 管 病 變

而導致的血液外滲，本身是影像學名詞，並非

某種症狀或疾病，它需經過特殊的血液敏感性

磁振造影才能看見，常使用方式為 T2-star MRI

的梯度迴訊影像序列（gradient echo, GRE）和

磁敏感加權影像序列（susceptibility-weighted 

imaging, SWI），可偵測到 2 至 5 毫米的病灶。

（如圖 A）

CAA 過去最典型的臨床表現就是大葉

型症狀性腦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CH），而近十年來發現也會造成腦部微出

血。CAA 與高血壓性腦血管病變都會有微出

血的表現，其主要差異在於這些微出血分布

的位置。CAA 造成的 CMB 分布在腦的外圍，

皮質或皮質下層；而高血壓性腦出血則是較

多位於腦的深部，例如基底核或視丘等區域。

大腦類澱粉血管病變與
腦微出血：
診斷標準與臨床影響

蔡欣熹
台大醫院北護分院

圖片提供｜蔡欣熹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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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類澱粉血管病變的最新診斷標準

CAA 目前的診斷準則來自於 2010 年提出

的 Modi�ed Boston Criteria（如右表），取代過

去主要以 CT 上出血位置為診斷根據的 Boston 

Criteria。此診斷標準納入 CMB 以及大腦皮質表

層血鐵質沈積 (cortical super�cial siderosis, cSS, 如

圖 B) 的表現，也因此需配合前面提及之血液敏感

性 MRI 之輔助。舉例來說，病人有一次的大葉性

腦出血、磁振造影上可見一顆以上的皮質 CMB、

或是出現 cSS，便可依據 Modi�ed Boston Criteria

診斷為極可能性大腦類澱粉血管病變（probable 

CAA）。此處要注意的是微出血的位置必須侷限

於大腦皮質處，若大腦深部也出現出血，不論是

微出血（CMB）或大出血（ICH），都會被排除

在診斷標準之外。台大的研究就發現，病人若不

僅在腦的表層出血，在深部也出現出血的情形

（我們將此類型定義為混合型出血），絕大多數

的病人導因 高血壓性腦血管病變，而非類澱粉

血管病變。

皮質微出血之診斷價值與臨床影響

雖然位於皮質之 CMB 對於類澱粉血管病變

* 局部大腦皮質表層血鐵質沈積：血鐵質沈積範圍在三個腦溝
以下；廣泛性血鐵質沈積：血鐵質沈積範圍涵蓋四個腦溝以上。

NOTE：本表格翻譯自 " Prevalence of super�cial siderosi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amyloid angiopathy " , by Linn et al, 
2010, Neurology, Apr 27;74(17):1348.

描述

確診性大腦類澱
粉血管病變

死後解剖檢驗結果顯示：
腦葉、皮質或者皮質及皮質下區
腦出血
嚴重的大腦類澱粉血管沈積合併
血管病變
無其它病灶

具病理診斷支持
的極可能性大腦
類澱粉血管病變

臨床資訊及來自皮質切片或者清
除之血塊的病理組織顯示：
腦葉、皮質或者皮質及皮質下區
腦出血
些許大腦類澱粉血管沈積合併血
管病變
無其它病灶

極可能性大腦類
澱粉血管病變

臨床資訊及磁振造影或者電腦斷
層結果顯示：
多處腦葉、皮質或者皮質及皮質
下區腦出血（包括小腦出血）或
者單一腦葉、皮質或者皮質及皮
質下區腦出血合併局部或者廣泛
性 *
大腦皮質表層血鐵質沈積
年齡 ≥ 55 歲
無其它造成腦出血或者大腦皮質
表層血鐵質沈積的原因

可能性大腦類澱
粉血管病變

臨床資訊及磁振造影或者電腦斷
層結果顯示：
單一腦葉、皮質或者皮質及皮質
下區腦出血
局部或者廣泛性 *
大腦皮質表層血鐵質沈積
年齡 ≥ 55 歲
無其它造成腦出血或者大腦皮質
表層血鐵質沈積的原因

Modi�ed Boston Criteria

的診斷非常重要，但不同臨床狀況下這個影像指

標仍會有不同的敏感度（sensitivity）和特異度

（speci�city），通常來說，在大葉型腦出血的病

人中會有最高的陽性預測力。相對而言，若老年

病人只出現皮質微出血，則皮質 CMB 對於 CAA

腦部類澱粉血管病變的影像研究新發現

總結來說，過去幾年腦部類澱粉血管病變有

幾個重要的突破：

1. 大腦表面鐵質沈積（如圖 B）的影像標記是

CAA 的獨特表現，很少出現在其他原因導致之

腦部小血管病變之中。cSS 比 CMB 更能準確預

測 CAA 的未來腦出血風險，且廣泛性 cSS 又比

局部性 cSS 出血復發機率高，可高至 40%。

2. CAA 病人除了 CMB 之外，也會出血皮質微小梗

塞（cortical microinfarcts, CMI，如圖 C），需用

3T 以上的 MRI 才能偵測，特別會出現於 CAA

較嚴重的病人，這個影像發現與病人較差的認

知和執行功能息息相關。未來，CMI 在 CAA 的

研究與臨床上的角色會愈來愈受重視。

3. 應用類澱粉正子攝影，可做為 CAA 病生理機轉

的探討工具。台大團隊用此影像方式來判斷混

合型出血病人的病因，同時也用於探討小腦出

血病灶之病生理機轉。

的陽性預測力可能降至只有 25%。

ICH 之病人以老年人為主，因此常合併其他

共病症，如高血壓、心房顫動、或曾經罹患腦中

風，需要使用抗凝血劑或是抗血小板藥物，也因

此我們需要謹慎評估病人之出血復發風險。通

常來說，CMB 愈多（不論位置），使用抗凝血

劑造成腦出血的風險也愈高，而若病人診斷為

CAA，腦出血之復發機率更高，這些狀況都應設

法避免或減少使用抗凝血藥物，也必須謹慎使用

阿斯匹林或抗血小板藥物。在必要狀況時可以改

用左心房阻塞術（left atrial appendage occlusion, 

LAAO），並且給予病人更加嚴格的血壓的控制。

類澱粉正子攝影在 CAA的應用

以 往 依 Modi�ed Boston Criteria， 確 診 性

或是具病理診斷支持的極可能性大腦類澱粉血

管 病 變（de�nite/probable CAA with supporting 

pathology）都需要取得病理組織，相對來說診斷

不易。但利用類澱粉正子攝影（Amyloid PET），

不 僅 可 在 阿 茲 海 默 氏 症（Alzheimer's disease, 

AD）上偵測類澱粉斑塊，近五年發現到亦可用以

偵測腦部血管的類澱粉沈積。相對於阿茲海默氏

症，CAA 比較容易影響腦的後區，也因此類澱粉

正子攝影上也常會看到後腦區類澱粉沈積量較高

的狀況，整體沉積量也會比阿茲海默氏症之病人

要來得低一些，但臨床實務上仍相當不好區分，

也因此降低類澱粉症子攝影對於 CAA 之診斷特

異度。整體而言，若病人類澱粉正子攝影是陰性，

則我們很有信心排除 CAA，但如果是陽性，並不

能完全肯定是 CAA，也就是其陰性預測值（NPV）

不錯，但陽性預測值（PPV）不佳。
圖片提供｜
蔡欣熹醫師

圖片提供｜
蔡欣熹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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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腦炎 (encephalitis) 大致上區分為

感染性腦炎 ( 如病毒、細菌或黴菌感染引起的腦

炎 )、自體免疫性腦炎 (autoimmune encephalitis)

及其它不知原因的腦炎。 透過腰椎穿刺獲取的

腦脊髓液經由病毒、細菌抗體及培養檢查，可

以先找出約佔三分之一的病毒性及細菌性腦炎，

並給予抗病毒或抗生素治療。而自體免疫性腦

炎則需較少見且專門的抗體檢驗，才能確認約

佔腦炎三成的自體免疫性腦炎病人，其它仍有

大部份的腦炎病人無法找出明確的致病原因而

給予正確且適當的治療。

自體免疫性腦炎，為體內自體免疫反應產生

的抗體，攻擊大腦負責神經傳遞的神經元表面

蛋白質 (neuronal surface proteins)、神經元細胞內

蛋白質 (neuronal intracellular proteins)、離子通道

(ion channels) 或突觸間受體 (synaptic receptors)

等處，而引起一連串大腦功能失控的結果，最

常見的為 anti-NMDA (N-methyl-D-asparate) receptor 

encephalitis，抗 NMDA 受體腦炎。

抗 NMDA 受體腦炎，約近八成病人會先有

發燒、頭痛等類似病毒性腦炎的表現， 之後的

臨床特徵，在成年的病人常見行為改變、急性精

神病狀態 (acute psychosis)，而孩童及青少年較

易發生癲癇 和不自主運動，其它症狀包括記憶

和認知障礙、自律神經機能障礙 (dysautonomia) 

、中樞型換氣不足 (central hypoventilation) 和意

識狀態改變 (altered consciousness level) 等。誘

發抗 NMDA 受體抗體產生的原因，大部份與體

內已存在未知的腫瘤或病毒 ( 如單純皰疹病毒

herpes simplex virus 等 ) 感染後導致抗體的產生

有關。孩童或年輕女性常併發的腫瘤，大部份

為卵巢或睪丸部位的畸胎瘤 (teratoma)。常規的

腰椎穿刺腦脊髓液檢查，經常會無法與病毒性

腦炎明確區分，最後仍需靠針對自體免疫性腦

炎的特殊腦炎抗體檢測才能正確找出病因。

病人腦脊髓液 (cerebrospinal �uid, CSF) 接受 NMDA 受體的抗
體檢測，綠色螢光顯示為抗體陽性。

其它自體免疫性腦炎包括和小細胞肺癌相

關 的 抗 GABAB (gamma-aminobutyric acid  B) 

受體腦炎、常併發胸腺瘤或小細胞肺癌的抗

GABAA (gamma-aminobutyric acid  A) 受體腦炎

及 抗 AMPA (alpha-amino-3-hydroxy-5-methyl-4-

isoxazolepropionic acid) 受體腦炎、攻擊鉀離子

通 道 (voltage-gated potassium channels, VGKC)

的 抗 LGI1 (leucine-rich glioma inactivated 1) 及

CASPR2 (contactin associated protein-like 2) 腦

炎等。特別要注意抗 LGI1 腦炎常造成臉部及

上肢近端肌張力不全似的抽搐 (faciobrachial 

dystonic seizures, FBDS)， 而 抗 CASPR2 腦 炎

易併發 Morvan's syndrome 及神經性肌肉強直

(neuromyotonia) 等異常表現。

自體免疫性腦炎的治療，第一線除了高劑

量類固醇脈衝式治療 (pulse therapy) 外，通常需

併用血漿置換或免疫球蛋白注射。若效果不佳、

有復發情況出現，則需注射 anti-CD20 單株抗體 -

莫須瘤 (Rituximab) 或癌得星 (Cyclophosphamide, 

endoxan) 等強效化療藥物來控制病情。若有畸

胎瘤等腫瘤的存在，同時把腫瘤切除，其治療

效果及癒後會比沒有發現腫瘤的自體免疫性腦

炎病人癒後較佳。根據一項 2019 年德國的研究

發現，若自體免疫性腦炎的病人同時有使用呼

吸器、接受氣切手術、合併腫瘤、發生敗血症

或自律神經機能障礙，會增加三到六倍的風險，

造成較差的愈後。

依據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部於 2010-

2018 期間的統計，收治的抗 NMDA 受體腦炎

的患者中，大部份病人 ( 約 60%) 的先驅症狀

(prodromal symptoms) 為發燒、頭痛等非特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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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腦炎症狀，臨床表現多為行為及記憶認知的

改變、癲癇、不自主運動和自律神經機能障礙。

四分之一的病人於腦炎發病時同時有腫瘤的發

現，皆是卵巢或睪丸部位的畸胎瘤。兩成的病

人於接受第一線治療後有復發的狀況，這些病

人經第二線 anti-CD20 單株抗體藥物 (Rituximab)

等治療後，情況都受到良好控制及復原。

最近針對自體免疫性腦炎的抗體檢測方法

的進步及運用普及，以致能早期正確診斷自體

免疫性腦炎，而確診的案例日漸增多，臨床治

療的經驗也漸趨成熟。及早給予適當的類固醇、

血漿置換、免疫球蛋白及免疫治療，也能避免

造成病人中樞神經的永久傷害，讓病人早日回

歸原本生活、就學及工作的軌道。

淺談自體免疫性腦炎 -
抗 NMDA受體腦炎及
其它腦炎

郭育呈
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神經部 

圖片提供｜郭育呈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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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底，夜晚的輔大校園除了中美堂因球

賽燈火通明，其餘，約莫已結束忙碌的一天。我

們在蕭瑟寒風中等到一抹溫暖，葉院長領著我們

穿過大廳上樓，辦公室的同仁還沒下班呢！在此

《神經醫學會訊》復刊之際，這也許正隱喻著台

灣神經醫學拚過 40 年的硬道理。

本刊編輯小組特別拜會葉教授，期望在復刊

號與會員們談談台灣神經醫學專科制度的創建。

未料，在專訪開始之前，葉教授已先請同仁準備

好這本書：《堅持——台灣神經醫學的拓荒者》，

他說：「在談神經醫學專科制度創建歷程之前，

必須先了解台灣神經醫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門以

及台灣神經學會成立的歷史脈絡。」而這開疆闢

土的拓荒者，便是神經醫學界的共同導師——洪

祖培教授。

洪祖培教授引領台灣神經學之路

現代神經醫學的發展，早期以英、德、法

為主，並已於十九世紀末逐漸從其他科學劃分出

來，成為獨立的學門。但礙於語言溝通侷限，研

究成果交流不易，為此，歐美各國神經醫學學者

於 1931 首次召開國際神經學大會，進行學術交

流；但常設的組織 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y

在神經醫學拓荒者洪祖培教授的倡議之下，

台灣的神經醫學於 1980 年正式成立為一個獨立

的學門；洪教授並擘劃了神經專科醫師考試認

證制度，自 1983 年施行至今。

身為洪教授得意門生，並為第一屆通過嚴

格認證的神經學專科醫師——輔大醫學院葉炳

強院長，帶我們回顧了這段篳路藍縷的台灣神

經醫學專科制度創建史。在洪教授與神經學前

輩們的堅持下，這套嚴謹的制度造就了當今無

數優秀的神經專科醫師。

葉院長也給予年輕神經科醫師進一步的勉

勵，期望醫師們以優異的專業與溫暖的特質，

「優雅地服務病人」，成為台灣眾多神經疾患

者的依靠。

（世界神經醫學會，簡稱 WFN）則直到 1957 才

成立，訂定每四年召開一次大會。相較之下，對

於神經學仍附屬在內科或精神科的其他國家而

言，其神經醫學的發展更是遠遠落後於此。例如

台灣，1936 年台大醫院成立「神經精神科」時，

仍以精神科為主，神經醫學附屬其中。

洪祖培教授於 1949 年進入台大神經精神科

接受訓練時，即專攻神經醫學，役畢前往英國倫

敦大學國立神經醫學研究所進修，成為台灣第一

位接受正統神經學訓練的學者。1961 年，台灣的

「神經精神醫學會」成立並加入 WFN，適逢第七

屆「國際神經科學大會」在羅馬舉行，學會即選

派洪祖培教授及神經外科施純仁醫師代表出席。

洪教授在大會報告其對台灣「多發性硬化

症」之研究，受到日本醫界重視，遂邀請他共同

籌辦翌年的「亞澳神經學大會」；1985 年受推薦

當選為 WFN 委員；1990 年更獲 WFN 會長邀請擔

任 Journal of Neurological Science 編輯委員。

為了讓台灣神經醫學界能加速參與國際神經

醫學組織並出席會議，洪教授與施純仁醫師等 32

位神經科醫師共同發起，於 1977 年 3 月 6 日成

立「中華民國神經學學會」，亦即日後「台灣神

經醫學會」之前身。

硬底子的神經專科醫師考試認證

1956 年，台大醫院在洪祖培教授建議

下，開始代訓神經科醫師。代訓制度吸引了

全台各地來自不同科別（如：精神科、內科、

復健科等）有志於神經醫學的醫師接受訓

練，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也為後來創立學

洪祖培與蘭大弼

彰化基督教醫院開辦神經科門診比台大還

早，因為有一位非常重視神經科的蘭大

弼院長。蘭院長的父母蘭大衛醫師夫婦於

1895 年自英國來台進行醫療宣教，蘭大

弼於 1914 年誕生於台灣，1952 年進入彰

化基督教醫院服務。

在那個年代，英國的神經科已是獨立的學

門，屬於內科；但台灣的神經科未分科也

未獨立，神經疾病經常被忽略。1954 年，

台大醫院率先引進腦波儀器，蘭院長為了

病人的需要，開始與洪教授書信往返。

1960 年前後，洪教授在台中進行臨床教

學期間，蘭院長常從彰化跑到台中與他討

論；彰基於 1966 年擴建之後，也常邀請

洪教授前往為醫師們演講。兩人不但結為

莫逆，也有不少關於罕見疾病的共同研

究；對於神經科應該獨立的觀點，更是理

念相同。

會累積了不少基本成員。

這樣披荊斬棘到了 1970 年代，台灣醫

界對於神經醫學的重要性逐漸有所了解，有

意願專攻神經科的醫師也逐年增加；赴國外

進修神經學的學者漸眾，也充實了國內神經

科教學師資。1972 年，洪教授也完成了全台

第一部神經醫學教科書。

神經專科醫師的
GUNS & ROSES
專訪輔大醫學院葉炳強院長
談台灣神經醫學專科制度之建立

採訪／江復正
       趙瑜玲  

撰文／趙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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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創建的神經科醫師專科考試認證制度，

再映照葉院長所言：選擇神經科的醫師多半

具有「人文關懷及溫暖的人格特質」，要「優

雅地服務病人」……這讓人想起知名樂團的

團名「GUNS & ROSES」，不禁想向所有帶著

雙槍通過嚴格考驗，卻能手握玫瑰給病人無

限溫暖的神經科醫師們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1980 年，神經科正式與精神科分科，成

為獨立的科別。1981 年洪祖培教授繼施純仁

醫師之後出任神經學會理事長，並於翌年向

當時的「衛生署」建議，應建立「神經專科

醫師鑑定辦法」。最初的專科醫師資格只需

申請，不需經過考試。但洪教授認為，主治

醫師必須能獨當一面，四年訓練不一定足夠；

為提升神經科醫師素質及醫療品質，並將診

療步驟標準化，致力於考試制度之建立，並

主張引進英美的認證制度。

1983 年，洪教授藉由第六屆 AOCN 在台

召開之際，成功邀請 WFN 會長協助台灣建

立神經專科醫師考試制度，因而順利聘請到

來自英、美的兩位神經學名醫 Christopher 

Pallis 與 Jack Whisnant 來台擔任主考官。

1985 年 6 月 27 日，台灣舉辦了首屆為

期兩天的神經專科醫師考試，考生總共 10

名；第一天筆試，第二天口試。筆試對台灣

的醫師不成問題，困難的在口試。兩位主考

官在考前一個月便已來到台灣，先考察全台

各醫院，與醫師們交流之後，才定出題目；

而後與洪教授會商題目的難易度、測驗效

果、計分方式等。通過筆試的醫師，需在口

試中接受考驗，考官遴選最典型的神經科初

診病人做為試題，讓考生進行實案問診檢查

30 分鐘，考官從旁觀察；再由考官口試 30

考試是手段，並非目的。雖不可能
有完美考題，但起碼訂定重要指
標，以確認通過測試問號的專科醫
師具有行醫的資格，這樣，患者找
他們看病才是安全的。

—— 洪祖培

分鐘。考官藉此評量考生的問診、看診、病

人互動技巧，以及對神經學檢查的運用與整

合報告能力。

兩位學者這樣來台與洪教授共同擔任主

考官，總共進行四屆，也慢慢培養了本國的

主考官。但這套嚴謹的考試制度因為執行起

來十分困難，其他科別多已不再採行；唯有

神經科專科醫師考試沿用至今，讓台灣神經

專科醫師始終維持極高的素質。

神經科醫師的兩把刷子

葉院長表示，嚴格的考試制度並沒有嚇

退有志投身神經醫學的年輕醫師。因為，神

經科醫師需要詳細問診、追蹤病情演變，進

而關懷病人及家屬，因此看診時間比其他科

別長，平均每位病人約 15 分鐘。會選擇神

經科的醫師，基本上具有人文關懷的特質，

喜歡與人互動、聽聽故事，關心別人的感受。

神經科醫師所學習的許多疾病名稱，常

常與一兩百年來神經學發展的歷史有關，多

半以發現或發明者的名字命名，這些，都是

故事。此外，神經學診察在寫病歷、邏輯推

理方面非常重要，透過問診及檢查，幾乎就

能掌握七、八成的方向。因此，喜歡講故事、

聽故事的人，適合當神經科醫師。

1990 年以後，影像學檢查成為診斷的重

要參考，因此，對視覺影像感受敏銳的人，

也適合當神經學醫師。但葉院長也提到，自

從影像檢查技術日新月異之後，醫師的問診

時間變短了，有些甚至稍嫌草率，這是年輕

一代神經專科醫師需引以為戒的！

面對迅速高齡化的台灣社會，人們遭逢

神經疾患的機會更高、抗病時間更長，共病

問題也將越趨複雜。因此葉院長也提到，有

些神經科的病人是無法醫治的（例如巴金森

病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醫生不能放棄病

人，神經科醫師往往須陪伴病人抗病一輩子；

在疾病無法醫治的時候，如何給予關懷，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神經科醫師需要具備「溫

暖的人格特質」。葉院長特別提醒神經科醫

師，要「優雅地服務病人」，重視病人的感

受、給病人時間。

結束訪談，我們細讀《堅持》這本書，

了解洪祖培教授生平，體會他一生行誼及其

「台灣神經醫學會」名稱小故事

1977 年「中華民國神經學學會」成立

的時代，政府不允許民間組織以「台

灣」為名，均需冠以「中華民國」。但

學會章程英文版邀請彰化基督教醫院蘭

大弼院長幫忙審校時，則巧妙地保留了

" Taiwan " 之名，這也得自洪祖培教授與

蘭院長的情誼。

蘭院長審校時經常與洪教授討論，兩

人鑒於 " R.O.C. " 在國際上通行不易，

遂將學會英文名稱訂為 " Neurological 

Society, R.O.C. (Taiwan) " ，以防日後萬

一 " R.O.C. " 行不通時，還有 " Taiwan " 可

用。這個有遠見的決定，為日後學會改

名為「台灣神經醫學會」奠下基石，也

讓台灣神經醫學界能以「Taiwan」之名

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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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學中心投入基層醫療

活水神內診所於 2004 年成立，當時在新樓

醫院擔任副院長的王醫師，究竟是怎麼樣的轉

折讓他毅然轉戰基層診所呢？「在新樓醫院服

務十年，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歷練各種行政經

驗。」王醫師最後五年擔任學術副院長，幾乎

每年都要負責新樓兩個院區的輪流大評鑑，耗

費相當多的精力在繁文縟節與工作推動上，「漸

漸的，我也重新思考未來要走的道路，」王醫

師認為行政工作總有下台的時候，但醫師離不

開病人，「尤其我的專業是治療頭痛，更應該

直接面對患者。」人在有選擇的時候，也總是

最徬徨的時候，王醫師引用聖經創世紀第 12 章

「上帝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

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賜福給你』『你

也要叫別人得福』。」，「於是『想開了』，

就自己升院長。」

活水診所開業 15 年來，想必也歷經各種困

難與挑戰！？「我們也嚐盡諸多酸甜苦辣，」

本身是虔誠基督徒的王醫師雲淡風輕地說：「幸

好有上帝的引導以及許多好朋友的相助，在臨

床上得有發揮服務之所，在學術上也能一窺專

業之尖端進展 。誠如聖經所言，『你以恩典

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儘管目前活水在台南已擴大到兩個

院區（崇明與安河）的規模，當學會提出訪談

基層診所經營之道的邀請時，王醫師謙稱自己

只是滄海一粟：「畢竟學會人才濟濟，很多會

員也都各有發展。如果我們的分享對於會員能

有些許幫助，則就銜命野人獻曝了。」

基層神經科診所的永續經營

因為大環境的關係，早期出來的同業大都

轉型成家醫科或內科，而活水仍維持神經科角

色的診所，當然也面臨市場考驗與永續經營的

問題。王醫師提出以下幾點與會員互勉惕勵：

一、保有神經科的特色與次專專長

神經科原本就有一個複雜性，他科醫師通

常敬而遠之。很多疑難雜症也都會被轉介而來。

要處理的問題本就複雜且廣，而且有很多的「次

專」領域都很專精。譬如說 : 中風、癲癇、動作

障礙、周邊神經障礙、失智、頭痛 、頭暈、睡

眠……等等。累積了多年的寶貴經驗，一旦開

業時，最好能繼續該領域的特色。保有次專科

長凸顯特色，才能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做出區隔。

而且共同執業時，各醫師也才能「共存共榮」。

二、伸出觸角，提供多面向服務

即使在各類次專裡的疾患，也常有很多共

病或危險因子。雖然會有處理上的複雜度，但

是也會讓我們熟悉其相關疾病。當我們照顧中

風患時，也需要去處理許多危險因子。因此糖

尿病、高血壓、高脂血症、痛風等內科常見的

疾病，也逐漸變成神經科醫師的專長之一；又

例如處理頭痛，失眠，患者有許多共病，像憂

鬱症、焦慮症，而失智患者會有幻覺等，這也

會促使我們去接觸精神科的領域。而在處理酸

痛、麻、無力等症狀時，也會讓我們去踏入復

健科的範疇。在醫學中心，我們盡可以會診各

相關科別醫師來處理。但在基層我們都需一併

解決。而且可以利用藥物的作用與副作用，一

藥數用，正拍反拍處理各種相關的共病。作為

神經科醫師，大家的觸角很廣，可以多面向的

對病人的健康做整合的處理。

三、配合政府政策，順勢拓展診所業務

配合政府推動的政策，可讓基層診所的經

營更為穩固。例如參與「糖尿病照護網」，不

僅讓自己更專精，也讓病人獲得妥善的醫療，

診所也可獲得額外給付；「家庭醫師整合照護

計畫」可結合不同科別的診所成為一個群組，

照護共同社區的病友；有一陣子，為了降低自

殺率，政府也鼓勵非精神科醫師參加「憂鬱症

照護網」，神經科醫師亦可藉此持續進修學習，

熟悉各種抗憂鬱與藥物的處理。凡此種種，可

以讓我們為國家盡一份心力，同時對診所、患

者創造三贏的局面。

長照政策主要照顧失能、失智、老年退化

的病人，本是神經科醫師所擅長，且有利於神

經科的發展。由於需求廣泛，目前政府有擴及

其他科別參與的趨勢。值得未來有意投入基層

的神經科醫師多加注意。我們神經學會可能也

要集思廣益，提出說帖，留住我們專業的主導

權。若有會員具有公共政策參與制定的天賦，

建議應該多加入公會事務，為神經科代言發聲，

基層神經科診所的
經營藍海與困境
專訪活水神內診所王博仁院長 文 / 江復正

周一上午十點許的台南市崇明路正值車水

馬龍，走進活水神內診所，診間旁貼滿基督教

關懷世人的自製海報，多位病友坐在一旁耐心

候診，安靜祥和的氣氛立即將喧囂阻隔在外；

登上二樓，患者們躺在病床接受物理治療。王

博仁院長就利用每周一與同仁會議前的空檔，

接受本刊訪問。

活水診所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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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資源。神經科蓬勃發展，也才會有更多年

輕人願意踏入神經科的領域。

四、結合醫院，雙向支援

醫院的專科醫師往往身兼數職，必須兼顧

教學、研究及服務。基層的專科醫師如果能夠

有機會作為醫院的兼任醫師，將可以分擔其臨

床負擔，而且複雜個案的後送管道暢通，可讓

病人有完整的照護。有時也可以為醫院的教學

個案資源。在此我們也都非常感謝有這樣的機

會，也讓我們有醫院的先進成為堅強的後盾。

上下游醫院轉診網絡的緊密連結，對病人與國

家都是福音，醫院也更有餘力處理更難治的個

案。目前雙向轉診雖立意良善，但是配套可能

還有修正的空間。

基層診所經營的困境

對於基層診所經營面臨的問題，王醫師也

提出他的經驗談，供有意投入基層診所的會員

參考與準備。

一、健保的限制

某些在醫院稀鬆平常的檢查項目，診所卻

無法申報，即使可以跨表申請，也有額度限制，

超過就會被剔除，也無法申覆。然而診斷、治

療常需仰賴檢查數據，此時診所只能概括承受

這些支出；有些醫院常作的治療，在診所卻無

法執行。譬如肉毒桿菌素的注射等。此外，失

智與巴金森的開藥，也會讓平均藥費偏高，增

加抽審的風險。在合法的情況下，必要時可以

請病人自費，只是由於目前的景氣，很多人經

濟負擔已經不輕，常會讓醫師不忍心開口。

二、政府制度的不穩定性

過去幾年勞基法有關工作時數的規定經常

變動，讓基層診所無所適從，特別是「一例一

休」的實施，人員排班非常困難，動輒有違反

勞基法之虞。另外，基本工資每年都在改變，

二代健保費的計算等，其行政心力的耗損以及

財務上的壓力對診所也是個不輕的負擔。

三、專業證照人員不足

診所不同於一般企業，並非能力適合就可

聘僱，還需專業證照。藥師的人力原本就一直

跟不上醫療的需求，不但診所，連醫院都常常

有請不到藥師的窘境。這幾年來，由於廠護、

校護或幼兒園護的需求規定，吸納了許多護理

人員。而長照計畫如火如荼進行，更讓情況更

嚴重。目前許多大小醫療機構的復健師經常出

缺。在在顯出政府的人力配套沒有完備，基層

卻深受其苦。

四、軟硬體設備的問題

診所日常營運，離不開點腦軟硬體的問題。

一般診所通常委託外部資訊廠商處理。但還是

常常會面臨電腦無法開機，連線、讀卡、列印

甚至電腦中毒的狀況，若無法在第一時間處理，

很多作業都會停擺。各種資訊設備的保養維修，

都是每天要面對這些的問題，而且三不五時就

要更新升級機器，這對診所的經營來講，幾乎

已經是常規的負擔了。

活水診所經營現況

目前活水的病友主要以大台南地區為主，

少數遠從外地而來。「我們並未刻意行銷宣傳，

主要以專業、耶穌的愛來服務病人。」在病友

關懷方面，王醫師特別提到活水診所每年都以

不同主題舉辦望年感恩茶會，例如頭痛、失眠、

糖尿病、失智症、巴金森氏症等，今年的主題

則是眩暈，參與的病患、家屬或照顧者都非常

踴躍。

經營基層診所經營實務上要處理諸如人事、

庫存、業績、財務管理等事務，活水診所如何解

決這些「凡塵俗事」呢？王醫師非常推崇比爾蓋

茲：「他的微軟 o�ce 真得幫診所解決這些數字

每天變動的惱人問題！」目前活水神內診所兩院

區各配有總管，各業務也都設有組長，平時利用

通訊軟體即時問題反映，每周一也都開會進行學

術分享及心靈分享，王醫師說：「我們期待藉由

這種溝通介面，凝聚同工的向心力。」

至於醫院好、還是診所好？王醫師認為並

無絕對答案：「從醫院到診所，理論上醫師的

『待遇』會好一點，但環境一直在變，比較可

以確定的是能獲得更多額外的時間，也就是『自

由度』增加很多，」王醫師強調他將活水神內

診所當作他與其他醫師共同經營的平台，「在

這基礎上，我們每個人都能得到他職涯上想要

的發展。」

每年舉辦病友望年茶會

病友會團體活動

結語與建議

王醫師認為醫院跟診所本是生命共同體，

應共同為未來神經科的發展集思廣益，「在此

艱困的環境中，感謝上帝成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讓我們每天有幫助人的機會。我相信上帝給每

一個人有不同的恩賜與道路。無論在醫院或診

所，都有我們的迦南美地。」他也建議會員要

保持投入的次專領域，如此在醫院會有好的發

展空間，在基層也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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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服
顧
照
期
長

護
照
康
健 健康促進 出院準備服務 居家醫療

安寧照顧

慢性管理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

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喘息服務

家庭托顧

日間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
失智服務據點 機構照護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健站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

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巷弄長照站

資料來源｜內政衛福勞動處
製圖｜林峻宇

B
C

A 健康 亞健康 衰弱 重病 / 末期 臨終失智 / 失能

長照 2.0的內容與實施現況

神經科醫師原本最常處理的就是諸如腦中

風、失智與巴金森等老人疾病，因此與時下政

府戮力推動的長照政策息息相關，然而過去我

們卻較少涉獵長照這個領域。長照從 1.0 過渡到

2.0 後，根據行政院一〇九年度施政方針：「捌、

勞動、衛生福利及環境保護」中第六點「……

強化失智社區照護服務，加強推動向前延伸建

置社區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網絡。」及第

七點「推動分級醫療與院所垂直整合機制…。」

神經科醫師、醫院或基層診所都各自扮演著吃

重的角色。

長照 2.0服務內容

民眾需要日間照顧、居家服務等多樣需求

時，可先找「長照旗艦店」( 右圖 A)，經個案管

理評估後，若有延緩失能的需要，則轉銜至「長

照柑仔店」( 右圖 C)，；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需長照服務或日間托老時，則轉介至「長照專

賣店」( 右圖 B)，大多是大型社福機構，諸如財

團法人的團體。

以往病人撥打 1966 電話申請，經過個管師

評估，約需一個月，時間上可能緩不濟急。長

拜全民健保制度所賜，加上生育率低，台

灣人口老化相當快速，2018 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

總人口比率達 14.05%，正式邁入高齡社會；依

據推估，2026 年我國老年人口將超過 20%（國

家發展委員會，2016），成為超高齡社會，因

此，未來失智或失能個案將成為社會重大負擔，

長照政策的制定、參與與執行，益形重要。

照 2.0 加入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將需求患者

銜接長照服務，縮短流程；此外，醫師也加重

了「居家醫療服務」的角色。

長照四大包與實際使用

長照 2.0 自 2018 年起提供「照顧及專業

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居

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及「喘息服務」等四

大項給付服務，即通稱的「長照四大包」。就

失能的失智個案而言，以上「長照四大包」均

有機會利用。然而，實際上許多失智家庭並未

使用照顧服務，原因如下：（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17;36(4):375-385）

 長照 1.0與 2.0的差異
1.  服務對象擴大

擴大納入 50 歲以上失智患

者、55 至 64 歲平地原住民、

49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

65 歲以上衰弱老人。

2. 服務項目增加

服務項目由原來長照 1.0 的 8 項服務，延伸至

17 項服務，例如增加第 10 項失智症照顧服務

（失智症日照、團體家庭、失智症照顧專區）；

第 15 項預防及延緩失能之服務；第 16 項銜

接出院準備之服務；第 17 項銜接居家醫療之

服務。

衛福部長照
2.0 專區 

陳培豪
馬偕紀念醫院

台灣神經學學會神經復健長期
照護暨老年學組主任委員

神經科醫師該如何
踏入長照的領域

長照 2.0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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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政策綱領 2.0

衛 服 部 於 2018 年 6 月 頒 布《 失 智 症

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提出

「2020 年失智友善台灣 555」的口號，亦即

到了 2020 年，台灣有五成以上的失智家庭

照顧者得到支持與訓練、罹患失智的人口有

五成以上得到診斷與服務、全國民眾有 5%

以上對失智有正確認識和友善態度（另有

「2025 年失智友善台灣 777」）。

迄 2019 年 8 月衛福部在全台已布建失

智社區服務據點 439 處，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87 處，失智共照中心主要任務有：

一、個案管理

• 協助個案確診、醫療照護及登錄個案資料。

• 提供諮詢、轉介服務及完成評估。

二、共照平台

• 輔導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及召開聯繫會議。

• 辦理失智人才培訓。

• 辦理失智公共識能宣導。

長期照護面臨的問題

資源不足及不均：預算分為專業服務與

照顧，任一方申請數額過多，都會排擠另一

方。2020 年開始，各縣市政府自訂預算與

KPI，但各縣市財政與人力不一，關懷失智的

程度也迴異，可能出現預算不足或不均。因

此我們神經學會應該有套說帖，喚起社會對

失智的重視。

不同程度個案所需資源不同，無須資源

的個案使用了長照資源，可能讓需要資源的

人申請不到。在使用延緩失能資源的個案，

目前並無有效的評量方式評估成效。另有長

照人力缺口、缺乏穩定的財源挹注，以及自

付負擔等問題。

神經科醫師在長照的角色與功能

評估：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8 條：

「接受醫事照護之長照服務者，應經醫師出

具意見書」（不限神經科醫師）再轉照管中

心或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目的在於：

• 針對個案失能、失智狀況提供醫療專業觀點。

• 讓醫療與照顧、復能方向一致。

• 增加醫療與長照連結與合作的機會。

• 減少僅由照專、個管師、個案或個案家屬

決定服務內容可能產生的盲點。

銜接：健保的「急性後期醫療整合照護

模式」（Post-acute Care，PAC），例如中風

病人，大醫院治療終止後，如果還是嚴重，

就轉到機構，若已康復，則回家靜養，介於

兩者之間的，可轉給中小型醫院，讓個案進

行加強型復建。

整合：整合醫療團隊、醫療資訊與多重用藥

引領：引導個案轉銜居家型、社區型與機構

型長照服務

此外，醫師在長照中也是照顧計畫的制資料來源｜衛福部長照 2.0 懶人包
製圖｜林峻宇

* 低收入戶由政府全額補助，免部分負擔。     * 長照住宿式機構服務使用者不能申請以上四類長照服務。

個案鑑定

根據《新型照顧管理評估量表》，照管

專員會詢問需求個案三個有關記憶的問題，

這並不足以有效鑑別；另外，根據日常生活

功能量表（ADLs）與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量

表（IADLs）判別是否能生活自理，這也無

法確認，因為失能者也可能非失智症患者。

因此，照專的專業度並無法鑑定個案是否失

智、失智的原因，以及失智的嚴重程度。 

照顧及專業服務

依失能等級每月給付

10,020-36,180元

交通接送服務
失能第 4 級以上適用

依城鄉距離每月給付

1,680-2,400元

輔具及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

每 3年給付
40,000元

喘息服務

依失能等級每年給付

32,340-48,510元

一般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16 ％

中低收入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5 ％

一般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21-30 ％

中低收入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7-10 ％

一般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30 ％

中低收入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10 ％

一般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16 ％

中低收入戶：
給付額度 X 部分負擔

比率 5 ％

使用服務需要付錢嗎 ? 如何計價 ?

• 缺乏資訊，不知道可以申請使用

• 沒有時間使用

• 照顧者不覺得需要使用服務

• 已使用看護工

• 照顧者表示服務項目不適合患者

• 患者拒絕

• 交通不便

此外，長照服務一般家庭仍需自付部分費

用，造成許多家庭不願意使用長照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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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參與，但是類似失智、巴金森這類疾病，

因為其疾病高度專業複雜性，並不適合非神

經科醫師照顧，這些疾病的照護與藥物治療

應需具神經科醫學訓練的醫師主導為宜。

醫院評鑑的盲點

失智症整合門診可結合 TRM（護理師、

藥師、復健、營養師、個管師、心理師），

讓患者獲得完整的照護；但評鑑條文並無失

智，因此未獲醫院重視，所以醫院有雙向轉

診、居家醫療、安寧醫療，只做失能個案，

並未特別著墨於失智這個領域。

綠色通道的確立

分級醫療的實施，讓醫學中心診斷照

顧複雜個案，穩定個案下轉予居家醫療。尤

其失智照護，應該由上游醫院與下游基層診

所攜手合作，建立民眾轉診的雙向「綠色通

道」。但主觀上，民眾仍希望在大醫院看病，

覺得可以拿到更好的藥物，醫院或診所也顧

慮流失患者。所以，民眾的觀念需要教育，

醫界也應該拋棄本位主義，才能有助於推動

分級醫療。

2019下半年
重要公文摘要

2. 6 月 24 日醫師公會公文：低效益醫療服務項目審查注意事項建議，目前神經

科並無明顯之低效益醫療服務項目，唯鼻咽電極或蝶鞍電極 (20005B、20006B)
因執行比例偏低且電極之置入會造成病人不適，建議以標準電極取代。

4. 7 月 12 日健保署公文：為維護民眾用藥權益，請學會轉知會員有關口服抗皰疹

病毒劑，倘病患符合健保給付規定，應優先開立健保已給付之品項，避免民眾

自費用。

1. 5 月 16 台北市衛生局公

文：有關醫療機構申請新

增「自律神經活性檢測」

自費醫療收費項目一案。

本會回覆如下 : 所提「自律神經活性檢

測」，屬於神經內科的專業領域，不只檢

測如文中強調的「副交感神經」，神經內

科也檢測「交感神經」，其他醫療單位應

可經由神經專科醫師的評估與檢測得知文

中所提的「自律神經活性」。相關申請似

應由台灣神經學學會提出。

3. 7 月 8 日學會已寄發電子

報給會員，有關罕見疾病

申請案件爭議事件。

電子報內容摘要如下 : 近日學會收到許多會員

反應，申請罕見疾病相關案件遭到不合理的核

刪、案件退回或是送審案件皆無下文，懇請各

位會員提供具體之罕見疾病案件資料，學會將

函文至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表達訴求。

定者、家庭與個案的諮商者與代言者、多專業

間的協調者。在居家醫療照護整合、家庭醫師

整合照護（雙向轉診）等方面，神經科醫師也

不應缺席。另，「病人自主權利法」自 2019

年 1 月上路後，政府就大力推動預立醫療，長

照也有資源投入此一範疇，站在善終的擁護者

的立場，醫師在此也扮演重要角色。

省思與探討

長照政策 中央 vs.地方

因應失智人口增加，107~108 年度，政

府共投入約 90 億元預算經費，推動失智症

防治照護（長照總預算約 400 億），可見對

失智的投入與重視。學會最近會提出醫療與

長照銜接的計畫，當然計畫需要中央支持，

但若 2020 年後，長照下放地方決定，可能

出現各縣市政府因預算或政策而資源不一的

情形。

非神經科醫師參與 PAC衰弱高齡病人
的適當性

PAC 衰弱高齡的病人，不限神經科醫

師，只要接受六小時老年醫學相關照護訓

練，內科、骨科、家醫科任何科別的醫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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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到 2019 年 12 月重要會務動態

活動剪影

2019 年 6 月 20 日 第 21 屆與第 22 屆學會交接

2019 年 7 月 28 日理監事會議活動紀錄 ( 第一次 )

2019 年 7 月 21 日 Session A2019 年 神經學繼續教育 

5. 9 月 17 日彭家勛醫師代表出席物理治療師法暨職能治療師修法研議公

聽會，此案的目的期望開放民眾，特別是老年具有醫療可能需求的民

眾，可以不經醫療診斷逕行接受物理治療與職能治療。然而，基於民

眾的醫療安全與病患的醫療進程，台灣神經學學會表達反對。

6. 9 月 2 日台北市衛生局公文醫療機構申請新增「失智症常見致病基因

檢測」1 項自費醫療收費項目 (30,000/ 次 ) 一案，本會經專家諮詢後，

該失智症常見致病基因檢測，價格合理。

重點回覆結論如下 : (1) 除非於無適當替代藥

品可選擇之情況下，否則該類藥品不應使用

於患有癲癇之孕婦。(2) 對於有懷孕有可能之

患癲癇或躁鬱症之婦女，應告知使用該藥類

品不宜懷孕。如發現可能懷孕或計畫懷孕，

請立即回診，進行必要之諮詢與處置，且切

勿於諮詢醫師前自行停藥。

7. 有關含 valproate 類成

分藥品用於懷孕婦女

之臨床效益與風險再

評估結果相關事宜，

學會已發電子報給全

體會員。

重要適用範圍與認定辦法如下 : 依

據新修正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26
條規定，薪資所得計算方式可採定

額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採

規定費用核實減除擇優適用。

8. 11 月 22 日醫師公會公文轉知

財政部 108 年 11 月 8 日發佈

訂定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必要

費用適用範圍及認定辦法。

神經疾患的診斷方法日新月異。對於遺傳性神經疾
病， 如 Huntington's disease、spinocerebellar ataxia、 與
hereditary sensorimotor neuropathy 等等的診斷，基因檢
測扮演一不可或缺的角色。有鑑於此，學會秘書處
與神經基因學組計畫收集、整理國內神經疾患特殊
檢驗的資訊，提供醫師診斷疾病時的參考。

基
因
檢
測
列
表 

神
經
相
關
疾
病

Disease Gene 檢檢測測單單位位 聯聯絡絡單單位位 聯聯絡絡電電話話

Abetalipoproteinemia MTTP 成功大學基因體遺傳中心 成功大學基因體遺傳中心
06-235-3535

ext. 3614, 3532

Alzheimer's disease APOE (c.388, c.526)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神

經基因實驗室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

神經基因實驗室

02-2871-2121

ext 3300

Alzheimer's disease APOE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檢驗醫學科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檢驗醫學科
03-328-1200

ext 2550 or 2551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SOD1, C9orf72, FUS(exon6,15),
TARDBP (exon 6)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神

經基因實驗室 (免費,但以參加研

究形式)

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

神經基因實驗室

02-2871-2121

ext 3300

Disease NGS panel 檢檢測測單單位位 聯聯絡絡單單位位 聯聯絡絡電電話話

Neuronal ceroid
lipofuscinosis, NCLs (11
genes)

CLN3, CLN5, CLN6, CLN8,
CTNS, CTSD, CTSF, DNAJC5,
MFSD8, PPT1, TPP1

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生化遺傳實

驗室

台大醫院基因醫學部基因醫學

部生化遺傳研究室

02-2312-3456

ext 71939

ㄧ、基因檢測（依疾病字母排列）

神神經經相相關關疾疾病病基基因因檢檢測測列列表表內內容容範範例例  ((完完整整檔檔案案請請以以QQRR  ccooddee連連結結神神經經學學會會官官網網))

二、基因檢測 (NGS panel)

台灣神經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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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神經學學會
臉書

2020/05/23-2020/05/24 台灣神經學學會年會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Neurology Society)

2020/10/08-2020/10/11 亞澳大洋洲神經學會議
(Asian Oceanian Congress of Neurology)

2020 年台灣神經學學會
重要活動

活動預告

2019 年 10 月 6 日 2019 年基層執業委員會

2019 年 12 月 15 日 New technology-assist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neurological disorders

2019 年 10 月 27 理監事會議活動紀錄 ( 第二次 )

2019 年 9 月 7 日 Session B



如需更多資訊，請洽：

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49/51號12樓

電話：(02)2503-2636

MKT-MR-035-MAR-2017

樂伯克®持續性藥效錠 Mirapex®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適應症與用途：治療巴金森氏症的徵候與症狀。
用法用量：MIRAPEX PR 錠劑為一天口服一次，空腹用藥或與食物併用均可。
MIRAPEX PR 錠劑必須整顆吞服，不可嚼碎、壓碎或切割。若MIRAPEX PR錠劑的治療中斷過久，就可能
必須重新調整治療劑量。初始劑量為0.375mg，一天一次。可根據療效與耐受性，逐漸調高劑量，但調整
頻率不可多於每5至7天一次(not more frequently than every 5 to 7days)，首先調至一天0.75 mg，然後每次增加
0.75 mg，最多增至一天4.5 mg（最大建議劑量）。欲中斷MIRAPEX PR 治療時，應於一週期間逐漸降低劑
量。但在某些速放劑型pramipexole 錠劑的研究中，突然停藥並未引發不良結果。
在腎功能受損病患的用藥方法：Pramipexole 的清除須仰賴腎功能。輕度腎功能受損
（肌酸酐清除率高於50 mL／分鐘）的病患無須降低每日劑量（詳細請參閱仿單）。
禁忌症：對pramipexole 或製劑中任一成分過敏者禁用。
警語與注意事項：Pramipexole 所導致的幻覺發生風險可能隨年齡增長而增高。曾有報告指出，接受
pramipexole 的病患於日常活動（包括駕駛）中睡著而發生意外。應告知病患勿開車，並避免從事其他可能
具有危險性的活動。在使用一種或多種可增加中樞多巴胺活性（central dopaminergic tone）的藥物與帕金

森氏症的常用治療藥物（包括MIRAPEXPR）時，病患可能出現賭博衝動、性慾增加、花錢慾望強烈、暴飲暴食
與／或其他強烈慾望，而且無法控制這些衝動。（詳細請參閱仿單）
藥物交互作用：多巴胺拮抗劑（例如，抗精神疾病藥物[phenothiazines、butyrophenones、thioxanthenes]或
metoclopramide）可能降低MIRAPEX PR錠劑的療效。（詳細請參閱仿單）
懷孕與哺乳：懷孕類別C尚未在懷孕婦女進行有良好對照組的適當研究。目前並不清楚Pramipexole是否會從人類
乳汁分泌。（詳細請參閱仿單）
不良反應：在早期帕金森氏症患者的試驗中，以MIRAPEX PR 錠劑治療33週之後，最常見的不良事件（發生率≧
5%且較安慰劑高）包括困倦、噁心、便秘、暈眩、疲勞、幻覺、口乾、肌肉痙攣與周邊水腫。在末期帕金森氏症
患者（併用左多巴）所進行的試驗中，以MIRAPEX PR 錠劑治療18週期間最常出現（發生率≧5%且高於安慰劑
組）的不良事件為運動困難、噁心、便秘、幻覺、頭痛與食慾不振。（詳細請參閱仿單）
製造廠：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Co. KG, Binger Strasse 173, 55216
Ingelheim am Rhein, Germany（德國）
國外許可證持有者：Boehringer IngelheimInternational GmbH,Ingelheim am Rhein,
Germany（德國）

參考文獻： 1. Schapria AH,et al.Eur J Neurol2013 Jan.,20(1)50-6
 2. Schapria AH,et al.Eur J Neurol2013 Jan.,20(1)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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