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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劃永續的軌道與階梯

各位台灣神經學學會的會員朋友們，大家好！

時光荏苒急速前行！自從我 2019年六月底正式接任第 22屆學會理事長，已經一年有餘了。我們秘書
處的工作夥伴和學會的核心支柱，一步一腳印地，確實展開並完成了一些結構性的工作，這些內容大
致包含：

一、建構電子化的公文作業系統：這將使得學會與各個不同單位的國家醫療體系之間的往返業務不會
疏漏遺忘，更易於列管查詢，得以追蹤跟進。

二、創立學會的 FaceBook為常規化與常態化：經由專人運作，在第一時間以簡單、直接而快速的管道
和會員朋友溝通重要訊息。

三、重塑神經學會與全聯會、醫院協會、國健署、健保署的溝通模式：我們將這些單位每年固定且定
期召開的會議重新審視，再次尋跡，探究過往到現今，學會與這些單位的對話過程，並深入追蹤進度，
彌補失誤。

四、完備全國基層診所的「回娘家」登錄作業，我們首次建構了 226家基層神經科診所聯絡網路，並
鍥而不捨的展開西醫基層醫療給付的「跨表」和「降表」作業。

五、學會首度回覆健保署本函文關於「西醫醫院醫療服務成本改變率」的議案，修訂了 36項給付項目。

六、積極與國建署台北辦公室協商罕見疾病個案認定的相關事宜，期盼能將：(1)罕見疾病與重大傷病
脫鉤、(2) NMO與MS脫鉤；雖說前路方遙，困難重重，但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我相信終有成功的時日。

七、主動介入肉毒桿菌素注射技術費的審查與申報，學會將動作障礙疾病與慢性偏頭痛的申報途徑分
開處理；前者希望引致審查爭議，而得以修改「審查注意事項」；後者則走「新增健保支付項目」的
途徑。

除了許多行政相關的事物以外，我要特別感謝秘書長劉濟弘醫師，在百忙中特別持續地對「台灣神經
學學會會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台灣神經學學會會訊」停刊四年以後，於 2020年 1月重新以電
子載具復刊，第 80期主要內涵規劃為五個部分：(1)「醫學新知」(2)「醫學進程」(3)「基層醫療與醫
療行政」(4)「醫師動態」(5)「神經學界人物專訪」。在第 81期中，我們仍然努力著墨於醫學新知的「B

細胞治療與多發性硬化症」和「Tremor的最新病理生理機轉」；醫學進程的「聚焦超音波在神經科疾
病的應用」與「偏頭痛治療新進展與實證回顧」；我們聚焦於「高屏區醫療網腦血管雲端照會平台」
和「腦中風介入治療的未來走向」，強調基層醫療的可能重要發展；我們關注醫療行政體系對於未來
神經專科醫師養成的政策趨勢，比較不同的是：第 81期我們並沒有「神經學界人物專訪」而特別編纂
了「新冠病毒對神經系統的損傷與因應對策」和「台灣神經學會國際參與的心路歷程   」二個專刊。

台灣神經學學會已經卓然挺立於醫學領域 40多年了，瞻望未來，有許多的困難有待克服，有許多的業
務有待更新，有許多的希望有待完成，身為理事長，我責無旁貸將竭盡全力謀劃可以持續前行的軌道
與階梯，但是更重要是所有朋友的努力幫忙，通力合作，孜矻深耕，讓這一個屬於神經醫學與神經醫
師的台灣神經學學會能永遠步履昂揚，大步前行，讓所有初心於神經科學美好的莘莘學子，能在回首
或前瞻時，永無悔意滿心愉悅 !

我衷心的感謝大家的幫忙，祝福大家在這許多無法確定的 COVID-19疫情變數中，
身心健康，平安快樂、萬事如意。

敬祈 醫安
陳柔賢
謹敬 
第 22 屆台灣神經學學會 理事長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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顫抖症是最常見的動作障礙疾病，盛行率隨

著年齡增長而遞增，四十歲以上的人口有百分之

四的人有顫抖症，九十歲以上的人口則有高達百

分之二十的人有顫抖症。顫抖症的盛行率是巴金

森症五倍。顫抖症的病人會有手抖、頭抖動，以

及聲音顫抖，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嚴重的病人甚

至無法生活自理。許多顫抖症的病人無法從事精

細的工作，例如牙醫、演奏家，或是外科手術等

等。許多輕微顫抖症的病人也會有打字與使用手

機或電腦的困難。

至今顫抖症都沒有很好的藥物治療。第一線

用藥為 propranolol 和 primidone，但是大約只有

百分之五十的人有效，即是對這些藥物有反應的

病人，也大概只能減低約百分之五十的顫抖，所

以有許多顫抖症的病人需要更有效的治療。

顫抖症（essential tremor）的病因如今還未

明瞭，造成至今都沒有有效的藥物治療方式，

其主要原因在於未發現好的動物模型可以用來

篩檢藥物。台灣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組成

的跨國合作團隊，找到了顫抖症的關鍵致病機

轉，根據這個機轉從而建立了新的顫抖症小鼠

模型，未來可望為顫抖症的治療帶來曙光。

顫抖症病人有小腦神經突觸的病變

為了尋找顫抖症的致病成因，我們詳細檢視

了顫抖症病人去世之後捐贈的腦，我們發現了顫

抖症的病人有普金斯細胞（Purkinje cell）神經突

觸的病變。小腦的普金斯細胞主要接受了兩種刺

激性的神經傳導：一是來自攀登纖維（climbing 

�bers），二是來自平行纖維（parallel �bers）。

這兩種神經纖維會與普金斯細胞特定的區域形成

神經突觸。然而顫抖症的病人的攀登纖維神經突

觸會在原本應該是平行纖維神經突觸所在的區

域，造成神經突觸分布的病變。這種特別的神經

突觸病變，與顫抖症的嚴重程度高度相關。此外，

這個神經突觸病變只在顫抖症病人上見到，而其

他小腦退化性萎縮的病人沒有這種病變。長期的

電刺激可能會改變這個神經突觸病變。這個神經

突觸病變廣泛的存在於各種顫抖症的亞型，不論

是病人是早發或晚發性顫抖症，或是有無家族

史，皆有這種特別的病變。這些研究指向普金斯

細胞神經突觸病變可能是造成顫抖症重要的病理

變化。

小腦神經突觸的病變 導致肢體顫抖

為了進一步暸解小腦神經突觸的病變是

否能導致肢體顫抖，我們在小鼠動物模型進

行一項試驗。小腦普金斯細胞神經突觸的形

成是被一個關鍵蛋白 GluRδ2 控制，利用這

項特性，我們建立了一個缺少 GluRδ2 的小

鼠模型，這個小鼠的小腦也有如顫抖症病人

普金斯細胞神經突觸的病變。特別的是，這

個有神經突觸的病變的小鼠，有出現顫抖的

行為，就如同顫抖症病人。這個實驗不僅建

立了顫抖症的小鼠模型，更進一步證明了小

腦神經突觸的病變會導致顫抖症。

神經突觸的病變產生小腦共振

經由紀錄顫抖症小鼠模型小腦的電生理

變化，我們發現小腦神經突觸的病變產生了

特殊的小腦共振頻率。如果在正常小鼠上利

用光電刺激製造出這個共振頻率，正常小鼠

也會產生顫抖，證明小腦共振是顫抖重要的

電生理變化。既然小腦共振在顫抖症小鼠模

型上可以明顯紀錄到，研究團隊更進一步發

明一項新技術：小腦腦波。利用這項新技術，

我們可以偵測到顫抖症的病人也有小腦共振

的電生理變化，證明小腦共振在病人身上的

重要性。

對顫抖症的未來治療發展的幫助

這項研究對於顫抖症的未來治療發展有

長足的助益。首先，小鼠模型可以用來篩選

抑制顫抖的藥物。其次，我們可以透過光遺

傳學技術，以不同波長的光當作開關，來控

制小腦神經放電，一步步地找出顫抖症相關

的腦區以及各個腦區如何與小腦互相運作。

小腦腦波是一項新技術，可以用來記錄小腦

顫抖症的最新研究：

台大與哥大跨國團隊的動物
研究

潘明楷
台大醫學院藥學部

郭昇翰
哥倫比亞大學神經部

電生理變化，而特殊的小腦共振頻率更可成

為檢測原發性顫抖症的第一個生物標記，有

助於臨床診斷和藥物開發。

台美的跨國團隊合作

這個突破顫抖症的發現源自於台灣與美

國研究團隊的緊密合作。團隊結合哥倫比亞

大學完整腦庫、病理專長，以及台灣大學動

物研究及先進光電技術，先從顫抖症病患腦

庫的病理分析，觀察到顫抖症特有的小腦結

構和分子變化，並在小鼠實驗中，找出小腦

共振的電生理變化，然後證明小腦共振也在

顫抖症病人身上發現。亦感謝慈濟小兒神經

科的王緒斌醫師，參與了小腦腦波的執行及

優化。

本研究成果已經受到多家藥廠重視，希

望能夠利用新的顫抖症的小鼠模型配合小腦

腦波技術來開發新藥，幫助臨床診斷和藥物

開發，給顫抖症的病人帶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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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研究顯示 B 細胞（B cells）在多發性硬化

症（multiple sclerosis）病理機轉有重要角色，

B cell 滲透與抗體沉積可見於多發性硬化症病灶

中（Lucchinetti et al., 2000），將對髓鞘具反應

性 T 細胞（myelin-responsive T cells）注入小鼠

時，能產生抗髓鞘抗體（anti-myelin antibody）

 並且出現類似多發性硬化症的病灶（Genain 

et al., 1995; Hauser, 2015）。 臨 床 上 滲 入 腦 脊

髓液的血漿細胞（plasma cells）與血漿原細胞

（plasmablasts）會製造形成寡株帶（oligoclonal 

bands） 的 抗 體（Obermeier et al., 2008; von 

Glehn et al., 2012），這些腦脊髓液中血漿細胞

對髓鞘及其他中樞神經系統的抗原蛋白具反應

性（Genain et al., 1999; Warren et al., 1994）。在

繼發性漸進型多發性硬化症（second progressive 

multiple sclerosis）病患的腦膜可以發現含有 B

細胞的生殖中心（germinal center），也可能跟

腦脊髓液中寡株帶有關 （Magliozzi et al., 2007; 

Sera�ni et al., 2004）。與對照組相比，多發性

硬化症病患血液中的抗髓鞘寡樹突細胞醣蛋白

抗 體（anti-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y） 濃 度 較 高（Zhou et al., 2006） 表 示

抗原刺激抗體產生的機轉可能同時發生於周

邊 血 液 與 中 樞 神 經 系 統（Bankoti et al., 2014; 

Palanichamy et al., 2014a; Stern et al., 2014; von 

Budingen et al., 2010）。

B 細胞也扮演抗原呈現細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s）的重要功能。進入中樞神經系統的 B 細胞

會吸引 CD4+ T 細胞與單核細胞（monocytes）

等免疫細胞（Lehmann-Horn et al., 2015）。記

憶 B 細胞（memory B cells）亦可能活化對髓鞘

具反應性 T 細胞（Harp et al., 2010）。此外，B

細胞亦可分泌 IL-6 和 GM-CSF（Barr et al., 2012; 

Li et al., 2015），增加發炎性 Th17 細胞。在多

發性硬化症動物模型中減少 B 細胞可同時減少

對髓鞘具反應性 Th1 和 Th17 細胞（Weber et al., 

2010）。

CD20：多發性硬化症的新治療標靶

CD20+ B 細胞的標靶治療已被證明是抑制多發性

硬化症疾病活性的有效方法。目前以此標的已

治療開發了幾種不同的抗 CD20 單株抗體（anti-

CD20 monoclonal antibodies），包括 rituximab、

ocrelizuman 和 ofatumumab 等。CD20 表現於許

多成熟與未成熟的 B 細胞表面。然而，CD20 並

未表現於前驅 B 細胞（pro-B cells）、血漿細胞

與血漿原細胞上。因此，抗 CD20 單株抗體通常

不會降低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濃度，但是 IgM 濃

度可能略有降低（Hauser et al., 2008）。

抗 CD20 單株抗體會快速減少血液中的 CD20+ 

B 細胞，但其對淋巴組織滲透有限（Kamburova 

et al., 2013）。雖然 rituximab 無法大量穿過血

腦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但它消除了腦

部近血管空間（perivascular space）與腦脊髓

液 中 的 B 細 胞（Martin Mdel et al., 2009）， 但

對於 IgG 指數（IgG index）或寡株帶影響不大

（Cross et al., 2006; Martin Mdel et al., 2009; von 

針對 B細胞的多發性
硬化症新治療

張國軒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神經內科部醫師

Budingen et al., 2017）。低數量 CD20+ B 細胞的

情形可持續數月（Martin Mdel et al., 2009）。抗

體失效後血液中重新補充的 B 細胞主要由新生

（naïve）與較不成熟的 B 細胞組成 , 較少記憶

B 細胞和血漿原細胞（Duddy et al., 2007; Hauser 

et al., 2008; Palanichamy et al., 2014b）。記憶 B

細胞在 rituximan 治療後仍可被抑制一至二年

（Palanichamy et al., 2014b; Roll et al., 2006）。

抗 CD20 單株抗體治療后重建的 B 細胞產生的發

炎性因子 GM-CSF、TNF-α 與 TNF-β 較少，抗

發炎性因子 IL-10 較多（Duddy et al., 2007; Li et 

al., 2015）。

B細胞療法的可能作用機制（Green�eld and Hauser, 2018）
臨床上使用的抗 CD20 單株抗體的結構，其作用機制為補體依賴的細胞毒性（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和抗體依賴
的細胞介導毒性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抗 CD20 單株抗體能廣泛抑制不同成熟階段的 B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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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少量的 CD3+ T 細胞（約佔 3~5%）也會

表 現 低 量 的 CD20（Palanichamy et al., 2014b; 

Schuh et al., 2016）。 這 些 CD3+CD20dim 細 胞

在多發性硬化症病患中也有增加（Palanichamy 

et al., 2014b）。 與 CD3+CD20- T 細 胞 相 比，

CD3+CD20dim T 細 胞 分 泌 較 多 量 的 IFN-α、

TNF-α、IL-17 和 IL-4（Schuh et al., 2016）。 在

rituximab 治療後 , 這些表達 CD20 的 T 細胞比

B 細胞更早開始重建（Palanichamy et al., 2014b; 

Schuh et al., 2016）。 抗 CD20 單 株 抗 體 治 療

也可能改變 T 細胞功能，在多發性硬化症病患

進行 rituximab 治療可減少 CD4+ 和 CD8+ T 細

胞 分 泌 IFN-α 和 IL-17（Bar-Or et al., 2010）。

此 外， 在 全 身 性 紅 斑 狼 瘡（systemic lupus 

erythromatosis）病患以 rituximab 治療可增加調

節性 T 細胞（regulatory T cells）（Vallerskog et 

al., 2007）。因此，抗 CD20 單株抗體經由同時

調節體液免疫（humoral immunity）與細胞免疫

（cell immunity）治療多發性硬化症。

Rituximab

Rituximab 最 初 是 為 了 治 療 非 霍 奇 金 淋 巴 瘤

（non-Hodgkin's lymphoma）所研發，也是第

一個於臨床試驗中測試治療多發性硬化症的

抗 CD20 單株抗體。Rituximab 是一種小鼠 - 人

嵌合 IgG1 抗體，在第二期臨床試驗治療復發

型多發性硬化症 （relapsing-remitting multiple 

sclerosis）， 靜 脈 注 射 2000 毫 克 rituximan 可

減少 90% 以上磁振造影中新的顯影病灶，在

48 周的試驗期間可降低年復發率達 50% 以上

（Hauser et al., 2008）。在另一個較小規模的研

究中，靜脈注射 2000 毫克 rituximab，於 24 週

後再接受另一個療程，在 18 個月內可降低復發

率 80% 以上（Bar-Or et al., 2008）。使用在已接

受 glaritimer acetate 或 interferon-β 治療，但仍

有疾病活性的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病人上，以

375 mg/m2 劑量每週一次靜脈注射 rituximab，

共注射四次，可減少 74% 的磁振造影顯影病灶

（Naismith et al., 2010）。這些臨床試驗的結果

令人印象深刻，也因此 rituximan 多年來一直以

藥品仿單標示外使用（o�-label use）的方式用

於治療多發性硬化症。2016 年有一篇針對每 6

至 12 個月接受 500~1000 毫克 rituximab 的 550

多名復發性多發性硬化症病患的回顧性分析，

發現其年復發率為 0.044，相當於每 23 年才復

發一次（Salzer et al., 2016）。儘管有這些令人

振奮的資料，但由於專利期限與其他經濟因素，

rituximab 最終沒有進行與治療多發性硬化症相

關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Ocrelizuman

Ocrelizumab 是一種人類化（humanized）的抗

CD20 IgG1 單株抗體，此抗體與 NK 細胞上的

FcγRIII 受器親和力較高，較傾向以抗體依賴的

細胞介導細胞毒性作用（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減少 B 細胞。在針對

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病患的第二期臨床試驗中，

靜脈注射 600 毫克和 2000 毫克的 ocrelizumab

治療可在 24 周時分別減少 89% 與 96% 的核磁

共振顯影病灶，年復發率分別降低了 86% 和

73%，血液 B 細胞亦減少了 99%（Kappos et al., 

2011）。在為期 96 週的第三期臨床試驗中，

與 interferon-β1a 相比，靜脈注射 600 毫克的

ocrelizumab 可降低 46~47% 年復發率（Hauser 

et al., 2017）。持續 12 週和 24 週的症狀惡化（12- 

and 24-week confirmed disability progression）

可減少 40%。於 24 週時核磁共振顯影病灶減少

95~97%, 新的 T2 病灶減少 97~98%, 較多病人的

腦容量流失（brain volumn loss）得到減緩 , 更

有 48% 的病人無疾病活動的證據（no evidence 

of disease activity），相較之下 interferon-β1a

治療組僅有 25~29% 的病人無疾病活動的證據

（Hauser et al., 2017）。目前美國食物藥品管理

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已核可

ocrelizumab 可用於治療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

Ofatumumab

Ofatumumab 是 另 一 種 全 人 類（fully human）

抗 CD20 單 株 抗 體 , 與 CD20 的 結 合 部 位 與

rituximab/ocrelizumab 不同，較傾向以補體依

賴 的 細 胞 毒 性 作 用（complement-dependent 

cytotoxicity）殺死 B 細胞。在小型臨床試驗中，

不同劑量（100、300 或 700 毫克）靜脈注射

ofatumumab 治療 8~24 週可顯著減少核磁共振

顯影病灶與新的或擴大的 T2 病灶。在頭 24 周接

受 300 毫克治療的病患疾病復發略有減少，所有

接受治療的病患在 6~12 個月內均無復發。注射

後一週即可見明顯 B 細胞減少，接受 100 毫克治

療病患血液中 B 細胞數量約於 3~4 個月恢復 , 接

受 700 毫克治療病患於 24 週時仍能見到血液中

持續性的 B 細胞減少（Sorensen et al., 2014）。

在復發型多發性硬化症的雙盲劑對照試驗中，每

12 週以 3、30、60 毫克進行皮下注射，可減少

65% 新的核磁共振顯影病灶，在一至三個月的治

療中減少核磁共振顯影病灶達 90% 以上。B 細

胞數量的減少與重建與注射劑量相關（Bar-Or et 

al., 2014）。Ofatumumab 在復發型多發性硬化

症的第三期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

漸進型多發性硬化症 
（progressive multiple sclerosis）

漸 進 型 多 發 性 硬 化 症 占 所 有 多 發 性 硬 化 症

10~15%，過去 interferon-β1a、interferon-β1b、

glatiramer acetate 與 �ngolimod 針對漸進型多發

性硬化症的臨床試驗均未見療效（Comi, 2013）。

針對原發性漸進型多發性硬化症的 rituximab 隨

機對照試驗中，病患每 24 週接受靜脈注射 2000

毫克 rituximab，共 4 個療程，持續 12 週的症狀

惡化與對照組相當（Hawker et al., 2009）。次分

析中發現有磁振造影顯影病灶或小於 51 歲的病

患中，rituximab 可延緩出現持續 12 週的症狀惡

化（Hawker et al., 2009）。 接 受 rituximab 治 療

的病患磁振造影 T2 病灶體積下降（Hawker et al., 

2009）。目前 rituximab 未獲批准用於原發性漸進

型多發性硬化症。

Ocrelizumab 在治療原發性漸進型多發性硬化症

上取得重大進展，第三期臨床試驗中、受試者

每 24 週靜脈注射 600 毫克 ocrelizumab，共 5 次

療程，治療組持續 12 週的症狀惡化減少 24%, 持

續 24 週的症狀惡化也減少了 25%， 腦部病灶的

總體積減少 , 腦容量減少量亦有下降（Montalban 

et al., 2017）。目前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已核可

ocrelizumab 可用於治療原發性漸進型多發性硬

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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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細胞治療的副作用

破壞免疫細胞使其釋出細胞激素導致的輸注反

應（infusion reaction），例如冷顫、發燒、紅

疹、噁心、嘔吐、支氣管痙攣、頭暈等），

是 rituximab 與 ocrelizumab 最常見的副作用。

在 rituximab 的第二期臨床試驗中，93% 的病

患出現輕度到中度輸注反應，7% 的病患出現

嚴重輸注反應（Hauser et al., 2008）。值得注意

的是，在這些研究中沒有事先給予類固醇。在

ocrelizumab 的第三期臨床試驗中，34% 的病患

出現了輸注反應，有一名病患出現支氣管痙攣

（Hauser et al., 2017）。ocrelizumab 的輸注反應

通常發生於初次注射時，後續注射較少發生。建

議事先使用 acetaminophen，抗組織胺和類固醇

進行預處理以減輕輸注反應。Ocrelizumab 人類

化單株抗體可能比 rituximab 的小鼠 - 人類嵌合

單株抗體免疫抗原性低。僅有 0.4% 病人產生對

抗 ocrelizumab 的抗藥抗體 , 在 rituximab 上抗藥

抗體出現比例接近 30%（Bar-Or et al., 2008）。

由於血液中 B 細胞大量減少，使用此類藥物時

需考慮感染風險。在第三期復發型多發性硬化

症 臨 床 試 驗 中，57~60% 的 ocrelizumab 治 療

病患出現了感染（Hauser et al., 2017），在第

三期原發性漸進型多發性硬化症臨床試驗中，

有 71% 接受 ocrelizumab 治療的病患出現感染

（Montalban et al., 2017）。上呼吸道感染和鼻

咽炎在 ocrelizumab 病患中較常見（Hauser et al., 

2017; Montalban et al., 2017）。鑒於臨床試驗持

續時間相對較短，長期接受抗 CD20 單株抗體治

療的感染風險仍未知。結核病和 B 型肝炎的活化

與 B 細胞缺乏特別有關，因此強烈建議對這些感

染進行篩檢。此外，還建議對 C 型肝炎和愛滋病

毒進行篩檢。病患應在接受治療前至少 6 週接受

必要的疫苗接種，並且不應在 B 細胞低下時接受

活菌疫苗注射。

進行性多發性腦白質病變（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是多發性硬化症治療應特

別注意的併發症，較常出現於接受 natalizumab

治 療 的 病 患（Kleinschmidt-DeMasters and Tyler, 

2005; Langer-Gould et al., 2005） 。在多發性硬

化症病患 B 細胞療法與進行性多發性腦白質

病變的相關性仍未確定。一篇針對 800 位接受

rituximab 治療近 2 年的多發性硬化症病患的回

溯性分析中，儘管 83% 的病患為 JC 病毒陽性，

但沒有發現任何進行性多發性腦白質病變的病

例（Salzer et al., 2016）。此外，在 ocrelizumab

的臨床試驗中均無進行性多發性腦白質病變

的 病 例（Hauser et al., 2017; Kappos et al., 2011; 

Montalban et al., 2017）。縱然如此，仍須留意使

用抗 CD20 單株抗體治療的多發性硬化症病患是

否出現進行性多發性腦白質病變。

在 ocrelizumab 第三期臨床試驗中觀察到 4 位

（0.5%）惡性腫瘤病患，其中包括兩例乳腺癌

（Hauser et al., 2017）; 在原發性漸進型多發性

硬化症第三期臨床試驗中有 11 位（2.3%）接受

ocrelizumab 的病患出現惡性腫瘤，其中包括 4

例乳腺癌（Montalban et al., 2017）。ocrelizumab

與惡性腫瘤的相關性仍需進一步確認，目前建議

使用 ocrelizumab 治療的病患需接受乳癌篩檢。

其他多發性硬化症藥物對 B細胞的影響

抗 CD20 單株抗體在多發性硬化症上的療效凸顯

了 B 細胞在其致病機轉中的重要性，其餘多發性

硬化症改善病程進展的治療（disease modifying 

therapy）也可能影響 B 細胞的功能分佈或數量

（Claes et al., 2015; Longbrake and Cross, 2016）。

Interferon-β

Interferon-β 能 降 低 B 細 胞 上 的 共 刺 激 因

子（costimulation factors）（Liu et al., 2001; 

Ramgolam et al., 2011），進而降低了 B 細胞活化 T

細胞的能力。此外，interferon-β 可減少 Th17 細

胞製造的細胞激素，增加 B 細胞分泌抗發炎因子

IL-10（Ramgolam et al., 2011）。Interferon-β 還可

能增加調節性 B 細胞（regulatory B cells）的比例，

降低記憶 B 細胞和血漿原細胞的比例（Schubert 

et al., 2015）。這些變化可能與 interferon-β 上

調 B-cell activating factor（BAFF） 有 關（Kannel 

et al., 2015）。在實驗性自體免疫性腦脊髓炎

（experimental autoimmyne encephalomyelitis）動

物模式中，interferon-β 的療效亦與 B 細胞高度

相關（Schubert et al., 2015）。

Glatiramer acetate 

Glatiramer acetate 在 B 細胞的效果與 interferon-β

相當類似，包括在實驗性自體免疫性腦脊髓炎

動物模式與多發性硬化症病人中增加 IL-10 和降

低 TNF-α 與 TNF-β。 在實驗性自體免疫性腦脊

髓炎小鼠中 glatiramer acetate 可促進生成能分泌

IL-10 的單核球（Weber et al., 2007），並誘導抗

炎 B 細胞（Kala et al., 2010），減少髓鞘反應性 T

細胞的活性。Glaratimer acetate 亦可減少多發性

硬化症病患血液中的 B 細胞、新生 B 細胞和血漿

原細胞，其對 B 細胞的作用亦可能和 BAFF 相關。

Fingolimod、dimethyl fumarate 和
teriflunomide

Fingolimod 對 sphingomyelin-1-phosphate 受 體

的抑制會減少血液中的成熟 B 細胞，提升不成

熟和新生的 B 細胞比例，這些細胞分泌較少的

TNF-α 與 較 多 的 IL-10 和 TGF-α（Blumenfeld 

et al., 2016; Chiarini et al., 2015; Miyazaki et al., 

2014）。Dimethyl fumarate 主要會減少血液中 T

細胞數量，但也會稍微減少 B 細胞數量（Lundy 

et al., 2016; Spencer et al., 2015）， 亦 能 夠 減 少

B 細 胞 分 泌 GM-CSF、IL-6 和 TNF-α（Li et al., 

2017）。Teri�unomide 亦可抑制 B 細胞和 T 細胞

的增生（Li et al., 2013）。

Natalizumab

Natalizumab 藉阻斷 VLA-4 影響淋巴細胞對腦

血管障蔽的穿透性。VLA-4 也表現於 B 細胞，

尤其在記憶 B 細胞的表現量特別高（Silvy et al., 

1997）。Natalizumab 減少了腦脊髓液中的 B 細

胞數量（Warnke et al., 2015），在一些病患中

能夠暫時降低 IgG 指數和寡株帶（Harrer et al., 

2013; Mancuso et al., 2014; von Glehn et al., 2012; 

Warnke et al., 2015）。

Alemtuzumab

Alemtuzumab 是一種抗 CD52 單株抗體，通過

抗體依賴的細胞介導細胞毒性作用和補體依賴

的細胞毒性作用減少 B 細胞和 T 細胞。B 細胞

在 alemtuzumab 治療後比 T 細胞早重建，約在

6 至 7 個月恢復數量（Cossburn et al., 2013; Hill-

Cawthorne et al., 2012; Thompson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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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熟的 B 細胞在 alemtuzumab 治療後一個月

內會逐漸增加，3 個月後，新生 B 細胞的比例

會多於記憶 B 細胞（Thompson et al., 2010）。

BAFF 表現量在 alemtuzumab 治療後 1 個月也

後增加，並與與未成熟的 B 細胞數量增加有關

（Thompson et al., 2010）。

Mitoxantrone

Mitoxantrone 是一種免疫抑製劑，對復發型與漸

進型多發性硬化症病患皆可能有效（Hartung et al., 

2002; Millefiorini et al., 1997），但因其心肌毒性和

長期治療導致白血病風險而較少使用（Marriott et 

al., 2010）。Mitoxantrone 對 B 細胞的毒性較其他

淋巴細胞大（Gbadamosi 等人，2003 年）。特別

會減少記憶 B 細胞，增加 B 細胞分泌 IL-10，減少

TNF-α 和 TNF-β（Gbadamosi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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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頭痛的診斷標準

根據國際頭痛疾病分類第三版診斷標準，有

一口訣「五四三二一 PUMA嘔怕」可幫助記憶： 

五：發作符合下述狀況五次以上；

四、三：每次發作時間 4 至 72 小時，亦即
4 小時至 3 天；

二： 頭 痛 特 徵 符 合 PUMA（Pulsatile, 
Unilateral, Moderate to severe pain, exacerbation 
by physical Activities）其中兩項——即出現搏動
性頭痛、單側、中度到重度的疼痛或日常生活
活動讓頭痛惡化等四種情形其中兩項。

一：符合相關症狀——出現噁心或嘔吐其
中一項，或怕光與怕吵並存

偏頭痛也可依預兆症狀與發作頻率分類：

絕大部分患者則都是無預兆型偏頭痛，但

有少部份病患（白人約 1/3、亞洲人約 1/10）會

在頭痛發作前發生預兆，最常見的類型是視覺預

偏頭痛是一種難治頑固的疾病，治療方式

也日新月異。在此與會員分享偏頭痛治療的最

新進展，並介紹 CGRP理論與肉毒菌素 BOTOX®

的實證研究回顧。

兆，患者在頭痛前約半小時會看見一些閃光或亮

光，通常發生在視野的一側，閃光範圍會逐漸變

大，持續時間約 2、30 分鐘，此時患者並無頭痛，

但發生預兆後，便知道頭痛即將發生。

此外，也可根據發作頻率來分類，慢性偏頭

痛（chronic migraine）指的是每個月頭痛發作 15

天以上，而其中至少 8 天符合偏頭痛的診斷或者

是對偏頭痛具專一性的止痛藥有效，且持續三個

月以上。而發作頻率不符合以上規定者，謂之陣

發性偏頭痛（episodic migraine）。現行新藥開發

或藥物評估方面，常依此兩種分類受試者。

急性治療用藥

治 療 上 的 用 藥 概 分 兩 類： 急 性 治 療

（acute treatment）， 即 止 痛 藥， 屬 治

標 的 症 狀 治 療； 預 防 用 藥（preventive 

treatment），即治本的療法，讓未來發作頻

率下降。

傳統頭痛止痛藥，包括乙醯胺酚（如普

拿疼）、非類固醇抗發炎藥物（NSAIDs）、

麥角胺（ergot）等，作用上不具專一性，

有其他肝、腎、胃腸方面的副作用。第一類

專一性，針對偏頭痛發作機制的治療藥物

triptan 約於 30 年前問世，由於作用專一性

高且副作用少，曾經在急性治療方面獨領風

騷，但藥價較高且健保給付上有特殊規範。

不過，止痛藥過度頻繁地使用，長期下來，

可能反而造成頭痛頻率增加，產生類似藥物

成癮的現象，稱為藥物過度使用頭痛。

急性用藥新藥與 CGRP的發現歷程

近年有兩類急性用藥的新藥備受矚目，

一類與 triptan 作用方式類似，triptan 主要

針對 5-HT1B/1D 受體作用，由於仍可能有血

管收縮的作用，在腦血管、心血管疾病方面

的安全性上仍有一些疑慮。近年來 ditan 類

問世（此類唯一的藥物為 lasmiditan），主

要針對 5-HT1F 受體作用，在動物和人體試

驗中，證實了在偏頭痛急性發作時的療效，

以及血管方面的安全性。

另 外 一 類 是 gepant， 為 作 用 於 CGRP 

(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受 體 的 小

偏頭痛治療新進展與實證回顧：

聚焦 CGRP與 BOTOX
王嚴鋒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
內科主治醫師

分子藥物。CGRP 理論是目前被認為偏頭痛

發生最重要的病生理機轉理論，是由不久前

曾訪台的瑞典教授 Lars Edvinsson 所提出，

主要的立論基礎是，患者發作時的外頸靜脈

的血中 CGRP 濃度在急性發作期會上升，而

在使用 sumatriptan 治療後頭痛減緩時濃度

下降。因此，在探討 CGRP 與偏頭痛的相關

病生理機制研究的同時，也開始有藥廠針對

CGRP 機轉開發新藥，gepant 便是在此背景

下所開發，作為用於阻斷 CGRP 受體。

第 一 個 gepant (telcagepant) 為 注 射 劑

型，在人體試驗上證實了在偏頭痛急性發作

時的療效，然而，在後續作為預防用藥研

究，卻顯示可能對肝臟造成損害，所以後來

沉寂了一段時間。後續開發出了一些口服劑

型及鼻噴劑，已由臨床效果證實了在急性治

療的角色，此外也沒有肝功能異常的報告，

因此，telcagepant 的肝毒性，現在認為應

該是毒性代謝物所致，並非屬於 CGRP 機制

相關的 class e�ect。Ditan 和 gepant 具有與

triptant 相近的治療效果，而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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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lasmiditan、ubrogepant 和 rimegepant

已獲得美國 FDA 核可於偏頭痛急性治療。

源自意外發現的預防用藥：

肉毒菌素 BOTOX®

在偏頭痛預防用藥方面，過去都是口服

劑，例如乙型阻斷劑、三環類抗憂鬱劑、

抗癲癇用藥等等，傳統用藥各有其優點，但

也有疲倦、體重增加或掉髮等副作用。近十

年來的預防用藥發展中，相當知名也相當有

趣的是肉毒菌素，而這其實起源於一項意外

的發現，一開始時，是美國的整型外科醫師

William J. Binder 為美容目的施打後，發現患

者除了皺紋減少，偏頭痛也跟著減少，隨後

引發了一連串相關臨床研究。早年施打的劑

量與注射部位變異度甚大，因此臨床試驗結

果不太一致，不少緊縮型頭痛和陣發性偏頭

痛的試驗都以失敗告終。直到 2010 年歐美

有兩個大型跨國多中心雙盲試驗（PREEMPT 

1 與 PREEMPT 2）的結果發表後，才確實了

適應症為慢性偏頭痛，注射劑量與注射方式

也從此一統江湖。

當初 PREEMPT 試驗的設計，先有為期

24 週的雙盲期，之後有開放期（open-label 

extension），總共為期 56 週。在雙盲期就

分出效果的差別，在開放期也發現療效能夠

持 續。 另 有 後 續 研 究 REPOSE、COMPEL、

CM PASS等Phase IV的臨床研究證實長期（約

兩年）的療效和安全性，尤其 COMPEL 招募

了韓國受試者，證實了亞洲人的療效。

在副作用方面，由於是肌肉注射，因此

沒有體重增減、手抖或肝功能損傷等全身性

的副作用，最常見的是注射部位淤青紅腫，

其他包括眼臉下垂、脖子痠痛等等，但發生

機會不高。而亞洲人比較容易發生眉毛末端

上翹。整體而言，安全性高，因副作用而停

藥的比例很低。肉毒菌素的適應症，台灣最

近才通過核可，健保有給付也是近幾個月的

事，因此，慢性偏頭痛病患又多一項治療的

選擇。各種肉毒菌素中只有 BOTOX® 進行試

驗，其他肉毒菌素因未經臨床試驗驗證，效

果是否等同，仍屬未知。此外，由於容易發

生混淆，所以後來美國 FDA 要求各種不同的

肉毒菌素都要有不同的學名，BOTOX® 的學

名為 OnabotulinumtoxinA。

從理論到應用的成功假說：

CGRP拮抗劑

預 防 用 藥 的 新 藥， 除 了 前 面 提 到 的

gepant，還有主要是針對 CGRP 機制的抗

體。Gepant 類 藥 物 在 證 實 於 急 性 治 療 的

療效及安全性後，後續也有一些藥物（如

atogepant）正在進行臨床試驗探討是否能

做為預防用藥。在抗體部份，目前有四種，

大部份是皮下注射劑型，但也有一種是靜脈

注射劑型，有的作用機轉是針對 CGRP 分子

本 身， 例 如 galcanezumab、fremanezumab

與 eptinezumab；另外也有針對 CGRP 受體

的抗體，如 erenumab。這幾個藥物，近年

經過第二期、第三期臨床試驗，都獲得一致

性的成功，效果非常顯著，而且因為專一性

高，副作用方面並不顯著，目前也均已獲得

美國 FDA 核可為預防用藥，證明 CGRP 的理

論，到動物實驗、人體實驗，以及藥物的開

發，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故事。我國目前則有

galcanezumab 已核可上市，可嘉惠患者。

這些單株抗體的藥物特性就是作用時間

長，因此每個月注射一針即可，另外也有每

三個月施打一次的劑型。這些藥物都具相當

高的專一性，療效顯著，在少數病患甚至可

到達 100% 的反應率，也就是說，完全沒有

偏頭痛的發作。此外，和傳統口服用藥相較，

全身性的副作用少，常見的主要是注射部位

的瘀青、紅腫、發癢等反應，因此耐受性甚

佳。單株抗體的另一種特性就是作用時間

快，在臨床試驗的療效終點雖然通常以月為

單位，但後續的次分析發現，早在一周內，

甚至是一天內，即能發生作用，相較而言，

傳統口服劑型則大多需要兩、三周的時間。

此外，和肉毒菌素只適用於慢性偏頭痛相

較，這類抗體藥物適用於慢性或陣發型偏頭

痛，甚至對於傳統藥物治療失敗的難治型個

案也有一定的療效，但是由於藥價高昂，因

此一般的治療指引將這類的藥物放在後線。

其他非藥物治療

電生理治療方面，有兩種美國 FDA 核

可治療裝置，一個是 Cefaly® ，該裝置戴在

額頭上，是一種用於偏頭痛的經皮神經電

刺 激 治 療（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因所費不貲，雖已引進國內，

但使用者仍較少。另一種是迷走神經刺激

術，即 gammaCore® ，這是一種外觀像是電

鬍刀的手持式裝置，使用時貼緊前頸，以電

擊刺激迷走神經，安全性與耐受性均良好，

目前尚未引進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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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再灌流治療 - 
黃金治療時間窗的延長

急 性 缺 血 性 腦 中 風 的 再 灌 流 治 療

（reperfusion therapy）是腦中風領域在過去 20

年間最重要的發展。從早期的靜脈內溶栓治療，

到近幾年發展迅速的動脈內取栓治療，都需要在

一定的黃金時間窗內進行治療，以確保療效並且

避免併發症。隨著影像科技的發達，若我們可以

找出雖已缺血，但仍未壞死、仍有治療潛力的腦

組織（penumbra），則可不受時間限制，延長

再灌流治療之黃金時間窗，從 time-based patient 

selection 走向 tissue-based patient selection。以

靜脈內溶栓治療為例，過去的黃金治療時間窗為

距離最後正常時間之 4.5 小時以內。近期有兩個

臨床試驗使用影像科技來分析腦組織，試圖驗

證 tissue-based patient selection 之可行性。第一

個臨床試驗為 WAKE-UP Trial，其收錄了發作時間

不明之缺血性腦中風，且腦部核磁共振造影出現

DWI-FLAIR mismatch 的患者（表示腦細胞仍未完

動脈內取栓治療成功的新標準 – 
mTICI 2c-3才算成功

在進行動脈內取栓之術中要確認阻塞的血管

是否成功打通。國際上有個通用的基準 modi�ed 

thrombolysis in cerebral ischemia score (mTICI)，

將血管之再通情形分成 0、1、2a、2b、3 共五

等級。根據定義，mTICI 2b 代表該血管負責的流

域有一半以上已呈現再灌流，mTICI 3 則表示該

流域之灌流已完全恢復。傳統上學界的共識認為

mTICI 2b & 3 及代表介入治療成功。然而根據新

的研究顯示 mTICI 3 的病人功能恢復狀況仍顯著

優於 2b 的病患，暗示也許 mTICI 2b 是個不夠嚴

格的治療目標。目前在 mTICI 2b 與 3 之間新增一

個等級 2c，定義為阻塞的血管幾乎打通，但允

許遠端灌流較慢或存在遠端的的小血栓。根據分

析，治療血管達到 mTICI 2c 的患者預後與 mTICI 

3 者類似，且顯著優於達到 mTICI 2b 者。因此，

建議將 mTICI 2c 或以上當作是新的介入治療成功

的標準。
5

取栓器械的比較 – 
非劣性試驗之臨界值是關鍵

隨著血管內介入手術的進步，新的取栓器

械不斷的發展、換代。任何新的器械問世前，都

需與舊有的器械比較優劣。須證明新的器械效果

與安全性並不亞於現有的標準器械才可被廣泛使

用。故新器械上市前需要進行非劣性試驗（Non-

inferiority Trial）。我們必須訂定一個有意義的臨

界值，只要試驗結果新舊器械的效果或安全性的

差距小於該值，即代表新器械不劣於舊器械，而

可宣稱其療效相等，新器械即可上市。因此臨界

值的制訂攸關試驗成功與否。根據過去研究，取

栓器械的效果以打通率為評估基準，例如舊器械

打通率 80%，新的 78%，差距則為 2%。而過往

業界的非劣性臨界值多訂為 8-15%，然而這個範

圍稍嫌寬鬆。在進行一個針對全球腦血管疾病專

家所做的線上調查研究之後，我們發現全球專

家所認同的適當的非劣性臨界值在 3-5% 的範圍

內，這比目前使用的 8-15% 嚴格的多。於是我

們將之前所有比較新舊取栓器械的臨床試驗進行

統合分析，分別以寬鬆的 15% 與嚴格的 4% 重

新定義非劣性臨界值，發現只有一半的新器械相

比原有的標準器械具有統計學上顯著的非劣性。

因此，我們認為真正要驗證非劣性仍須採取符合

專家意見且較嚴謹的臨界值（3-5%）。然而臨床

實務上，病患的病灶千變萬化，醫療人員仍需多

種不同器械以供彈性使用。若一味採用嚴格的臨

界值，會使新器材的發展速度大幅變慢。所以我

們提出別於非劣性試驗的另一種試驗：RAPT—

Reasonably Adequate Performance Trial（合理性

適當表現試驗）。RAPT 可根據過往經驗訂定一

個合理，但比真正的非劣性臨界值寬鬆一些的臨

界值（例如目前使用的 15%）。若新器械通過此

類試驗，則可宣稱該器械的臨床效果是適當且合

理的（但不能宣稱達到非劣性）。亦即在某些情

況之下，例如病患的特殊需求，或手術者的經驗

及偏好，通過 RAPT 的器械可當作一個合理的替

代品。如此一來，既能讓新發展的器械能順利進

入市場，也能為科學嚴謹度把關。
6

蝶顎神經節刺激術（Sphenopataline 
ganglion stimulation）於腦中風之角色

上述的急性再灌流治療是目前缺血性腦中風

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治療。然而，其治療的目標

都仍然有其侷限性。就靜脈內溶栓治療來說，易

出血體質、血壓太高或梗塞範圍太大之病患即無

法接受治療。而若無大血管阻塞，動脈內取栓治

2020腦中風治療與診斷
新趨勢

林浚仁
臺北榮民總醫院
神經醫學中心腦血
管科主治醫師

腦中風的領域不管是在治療或診斷上，在近幾年有許多革命性的進展。我有幸於於 2018年 7月至

2019年 7月至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腦中風中心（UCLA Comprehensive Stroke Center），擔任訪問

學者，跟隨 Dr. Je�rey Saver進行臨床研究，並與其神經放射科團隊學習急性缺血性腦中風動脈內機械

取栓術。希望藉由本文與大家分享這一兩年與腦中風相關最新的研究以及其臨床意義。

全梗死），分別給予靜脈內溶栓治療以及安慰

劑。結果發現靜脈溶栓治療組有顯著較佳的 90

天預後。另一個試驗為 EXTEND Trial，其收錄發

作時間在 4.5-9 小時之間的缺血性腦中風患者，

並使用 RAPID 自動分析軟體檢驗其腦部灌流，

找出仍存在 hypoperfusion – infarct mismatch 之

個案，分別給予靜脈溶栓治療以及安慰劑。其

結果同樣指出靜脈溶栓組有顯著較佳的 90 天預

後。
1, 2

另以動脈內取栓治療為例，原始的黃金

治療時間窗為最後正常時間之 6-8 小時以內。近

年亦有臨床試驗採用高階影像估計梗塞核心體積

（infarct core），再配合臨床症狀或缺血區來找

出具有治療潛能之大血管阻塞腦中瘋病患。把取

栓治療之黃金時間窗至多延長到 16-24 小時。
3, 4

綜合以上，若病患發病時間可確認，並符合原始

的時間窗，即按照既有指引進行相關溶栓或取栓

治療。若發作時間不確定，或已超過原始知時間

窗，則可加做進階造影（MRI, CTP or MRP）。在

證實仍有一定之 penumbra 情況下，仍可進行相

關再灌流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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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也無用武之地。於是近年有些研究著重於改善

腦部側枝血流以期達到類似再灌流治療的效果。

過去已有研究發現刺激腦中風同側之蝶顎神經節

（sphenopalatine ganglion, SPG）可增加腦部皮

質血流灌注，甚至減少梗塞體積。近期有一個

隨機分派臨床試驗將 24 小時內前循環缺血性腦

中風未接受再灌流治療之患者分為兩組，一組使

用一種植入式刺激器針對梗塞同側 SPG 進行為

期五天的電刺激，一組則使用相同方法進行假刺

激當成控制組。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此種刺激治

療是安全的，但並無法顯著改善三個月功能性預

後。但若僅分析其中梗塞區包含腦部皮質之次族

群，則發現真刺激組有顯著較佳的功能性預後。

此研究暗示了同側 SPG 電刺激造成之皮質血流

上升可能是另一個前循環急性缺血性腦中風之治

療標的。其相關效果仍有賴往後更大規模的臨床

試驗加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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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脈粥狀硬化相關缺血性腦中風 - 把低
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控制在 70mg/dl以下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膽 固 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rsterol, LDL-C）一直以來都

被廣泛認知與動脈阻塞性疾病有顯著相關。

把 LDL-C 降低可預防心臟冠狀動脈疾病以

及缺血性腦中風。然而，與預防心臟病把

LDL-C 降的越低越好不同，LDL-C 太低在過

去被發現與腦出血相關。所以，一直以來預

防腦中風之最佳 LDL-C 目標值皆無定論。其

中主要的原因是腦中風之病因太複雜，不

見得所有病因所造成之腦中風皆可受益於

LDL-C 之積極控制。這次在美國 UCLA 的臨

床觀察也發現美國腦血管專科醫師對於降低

LDL-C 是非常積極的，並不擔心把 LDL-C 降

太低會造成腦出血。今年終於有發表大型研

究探討這個議題。其研究針對近期缺血性腦

中風或暫時性缺血患者中，具有動脈粥狀硬

化證據之族群分別把 LDL-C 控制在 70mg/dl

以下以及 90-110 mg/dl，並追蹤了 3.5 年，

發現嚴格控制組之預後顯著較佳。在延長追

蹤至 5.3 年的分析當中也顯示將治療目標壓

在 70mg/dl 以下，每治療四個患者即可減少

一個主要血管事件之發生。此外，積極治療

並無增加顱內出血之風險。這研究提供了我

們將動脈硬化相關之缺血性腦中風患者膽固

醇嚴格控制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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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出血後再度使用抗血小板藥物 – 
安全性已被證實

一般在臨床上若遇到腦出血的病人，醫師

大部分都會將其抗血栓藥物暫停以避免血塊擴

大。但若病患本身有高度心 / 腦血管風險，長期

而言仍需抗血栓藥物預防缺血事件，這時就會

面臨到可不可以、以及何時把抗血栓藥物加回

去的問題。近期有一篇隨機分派試驗收錄了有

服用抗血栓藥物，且發生腦出血的患者，分別

給予以及不給予單線抗血小板藥物治療。在追

蹤約四年後發現使用抗血小板藥物組之重大血

管事件顯著較少，而腦出血復發率不但沒有增

加，甚至還有減少的趨勢。其平均加上抗血小

板藥物的時間約在腦出血後的 80 天。這個研究

告訴我們在具有使用抗血栓藥物適應症之腦出

血病患，於出血後 80 天給予抗血小板藥物不但

是安全的，且可顯著降低綜合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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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腦中風診斷與分類的新進展 – 
需對 PFO保持警覺

缺血性腦中風根據 Trial of ORG 10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 (TOAST) 分類系統可大致可分為：

一、大血管疾病；

二、心因性血栓；

三、小血管疾病；

四、特異性原因，例如癌症、免疫系統、特殊

體質；或

五、不明原因，找不到特殊原因，但也不符合上

述分類者。

開放性卵圓孔（Patent Foramen Ovale, PFO）

即屬於其中的第五類。PFO 係指病患出生之後，

左右心房之間的卵圓孔關閉不全導致靜脈的血流

與動脈的血流相流通（shunt）。所以若靜脈出

現血栓，即有可能經由此通道跑到體循環，甚至

跑到腦部造成缺血性腦中風。此時必須考慮進

行手術使之閉合，或使用抗凝血劑，避免靜脈血

栓由 PFO 跑到腦部。而此種狀況使用抗血小板

藥物的效果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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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臨床上要將中風病

人分類，還需特別確認是否有 PFO 的情況，要

進行經食道心臟超音波或經顱超音波及氣泡測試

（Transcranial Doppler and Bubble Study）。然而

這部分在台灣並未全面且詳實的進行。針對這個

議題，國外亦有專家建議將 PFO 列為單獨一類

的缺血性腦中風，只是尚未取得共識。不過，我

們未來應該要對 PFO 有更高的警覺性。

結語

以上提出幾項與腦中風診斷與治療的相關

的新進展與學會會員分享。在這個全世界研究

能量爆發的年代，各醫院要單打獨鬥產出高品

質論文已經是越來越困難。台灣應加強建立本

土腦中風資料庫，整合各大醫學中心現有之資

源，組成國家隊，才能更有助於腦血管疾病之

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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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根據一般的認知，超音波是種診斷
病症的生理檢查工具，例如腹部超音

波、肝臟超音波，它如何發展成為一種

治療的方式？

陳睿正醫師（以下稱「陳醫師」）：在神

經科應用上，聚焦超音波是藉由高能量超音波

的傳遞，聚焦於腦部一個點，產生熱能，進行

熱消融的治療。其實聚焦超音波治療早於 1960

年代加馬刀之父 Dr. Leksell 便已開始嘗試，但因

受限於當時的電腦運算能力，無法提供精確的

治療，因此無疾而終。在科技的發展之下，目

前聚焦超音波可以精準到 0.1 公分，減少對周邊

組織的傷害，加上 MRI 的發明，我們可以配合

MRI 即時導航，找到正確病灶，並利用最先進的

MRI 溫度顯像儀，先將溫度提高到 45-50℃，確

認治療效果後，此時再將溫度提升到 55℃進行

消融；其優點在於若發現該點非主要治療位置，

可即時微調位置，找到最佳治療效果的點，並

不會傷害其他腦組織。

Q：原發性顫抖症的治療方式有哪些？
聚焦超音波如何治療？

陳醫師：原發性顫抖症好發於青少年或老

年，疾病進程相當緩慢。過去治療方式仍以

改善症狀的藥物治療為主，但各自症狀輕重有

別，特別是症狀嚴重到足以影響工作與生活且

藥物治療無效，才會建議進行開刀手術，也就

是在大腦的丘腦腹中核置入電極，進行熱消融

（Thermal Ablation）；聚焦超音波是另一種新

選擇，其原理類似，亦即在大腦腹中核產生熱

消融，它將超音波的 1,024 個探頭置於病人的頭

蓋骨外面，利用超音波熱能聚焦在一個點，當

此點溫度上升至 55℃時，便可達到治療的效果。

Q：與傳統開刀手術相比，聚焦超音波
有何優點與限制？

陳醫師：聚焦超音波是種非侵入性的手術，

其副作用少，可說是相當安全的治療。熱消融

聚焦異常的點，可能影響周遭控制感覺的神經，

根據報告，約 10% 的病人會出現手麻的情形，

但聚焦超音波可免除一般開刀手術麻醉感染、

腦出血的較嚴重的風險。

聚焦超音波近幾年才引進台灣，目前適應

症僅限於原發性顫抖症，而且前提是病人頭蓋

骨的密度適合，也不一定每位原發性顫抖症患

者體質都適用，因此聚焦超音波並不能完全取

代傳統的開刀手術。

Q：聚焦超音波的治療，是否有年齡限
制？如經評估，適合接受聚焦超音波的

治療，需要做何準備？

陳醫師：年輕和年老的病患均適合，但因

聚焦超音波治療可免除開刀感染的風險，除了

少數手麻，並無其他嚴重副作用的報告，所以

更適合年紀大的病人；國外醫學中心甚至曾有

治療 90 歲患者的案例。

因聚焦超音波是一新引進療法，目前尚無

健保給付，自費約需 60 萬。單次治療需時約一

個下午，但病人仍必須住院，進行住院前、後

評估。

自從藝人黃仲崑接受「神波刀」（或「醫

薩刀」，Exablate）手術成功治療其原發性顫抖

症，聚焦超音波治療成為大眾關切的焦點。本

期會訊就此議題專訪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

經科主治醫師陳睿正。陳醫師為倫敦大學神經

醫學博士，並另赴史丹佛大學進修「聚焦超音

波」治療顫抖症，一直致力於動作障礙疾病之

創新治療。

傳統開刀手術外的新選擇：

聚焦超音波在神經科疾病的
應用——專訪陳睿正醫師

神波刀術中監測

採 訪、 撰 文

江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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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聚焦超音波目前與未來的發展為何？
會取代傳統手術嗎？

陳醫師：因原發性顫抖症的藥物治療可能

產生心跳減慢、血壓降低的副作用，所以不適

合藥物或藥物治療無效的患者，也可考慮接受

聚焦超音波，因此算是第二線治療。未來聚焦

超音波治療巴金森病的顫抖症應該最有機會引

進台灣，但有些病人適合聚焦超音波，有些則

適合深腦刺激術；國外曾有些案例，接受過聚

焦超音波治療之後，隨著病情進展，又接受電

刺激手術。所以並非取代，而只是多一種治療

選擇。

Q：可否舉個病例說明？

陳醫師：之前有位 70 多歲的老先生，十年

前經診斷罹患原發性顫抖症，顫抖非常厲害，

手無法拿杯子喝水、也難以使用筷子，特別是

去銀行簽名時，手都抖個不停，而吸引行員與

警衛的關切，如此造成生活極大困擾。經聚焦

超音波治療完成後，這位患者的症狀顯著改善

約達九成，大部分日常起居均能自理，大幅提

升了生活品質。

Q：感謝陳醫師抽空接受神經會訊的訪
問，請陳醫師最後做個總結。

陳醫師：聚焦超音波是一個劃時代的發明，

將傳統手術改成非侵入性，卻具有相同效果，

顯著改善症狀並減低開刀手術的風險。以前患

者畏懼開刀，但動作障礙病症影響日常生活與

社交功能甚遽，聚焦超音波能解決患者的顫抖

的問題，可說有幫助且有意義！

隨著科技的發展，各專科醫師的界線不再

像以往如此清楚，我們不要讓過往的經驗限制

神經內科醫師未來治療病人的想像，在行醫的

道路上，靠著大家不斷的突破與充實，我們一

定能為更多病人改變人生！

【適應症與用途】治療巴金森氏症的徵候與症狀。【主成分】Pramipexo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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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L／分鐘）的病患無須降低每日劑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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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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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試驗與臨床經驗中，多巴胺拮抗劑可

能造成全身性血壓調節作用受損，而導致起立型低血壓症（orthostatic hypotension），尤其在劑量調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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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mipexole 所導致的幻覺發生風險可能隨年齡增長而增高；MIRAPEX PR錠劑可能強化左多巴的多巴胺副作用，並可

能引發運動困難或導致原有運動困難現象加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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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商】台灣百靈佳殷格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2號12樓
【製造廠】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Co. KG, Binger Strasse 173, 55216 Ingelheim am Rhein, Germany
【國外藥品許可證持有者】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僅限醫藥專業人員參考，處方藥物請參考衛生福利部核准仿單說明書】

樂伯克® 持續性藥效錠0.375毫克 Mirapex® 0.375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樂伯克® 持續性藥效錠0.75毫克 Mirapex® 0.75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樂伯克® 持續性藥效錠1.5毫克 Mirapex® 1.5mg prolonged-release tablets

北市衛食藥字第1093048033號
PC-TW-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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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標
北投健康醫院顧問院長

亞洲大學副教授

編者按
蔡清標醫師於 2003年到 2005年之間擔任

本會理事長，在擔任理事長及之後獲聘國家代

表期間，對於本會國際參及國際醫學合作，貢

獻卓著。其後蔡醫師也出任亞澳神經學會的理

事長，這對台灣神經學界而言，實屬空前。蔡

醫師特別回顧了一下擔任理事長及國家代表期

間，台灣參與國際學會活動的點點滴滴。

2020 年 4 月，正值 COVID-19 新冠肺炎正肆

虐全球之際，陳理事長來信希望我能寫一篇有關

台灣神經學會國際參與的文章，正好自己也有一

些感受想與會員分享，立即欣然接受。說起來真

巧，我是在 2003 年 SARS 的風暴中接下第十四

屆理事長一職，當初 SARS 造成民眾從未有過的

恐慌，全亞洲所有的活動幾乎都處於停擺狀態，

不幸的是，台灣最後也成為疫區，為避免交叉感

染，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只好破天荒地以視訊方式

召開，雖然這場風暴在平和中收場，但想起當時

草木皆兵的狀況，仍心有餘悸。

第 11屆亞澳神經醫學會：
保留台灣神經學學會名稱

擔任理事長後的第一次國際參與是在 2004

年底，我與顏得禎秘書長前往新加坡參加第 11

屆亞澳神經醫學會，當時中國代表團有意加入，

所幸在秘書處事先作業及友好會員國的支持之

下，雖然最後決議歡迎中國代表團入會，但繼續

保留台灣神經學學會名稱。然而，2006 年，世

界神經學會年會主席 Aarli 和秘書長計畫採用歐

盟方式，套用在台灣、中國，希望中國的入會以

及原本四年舉辦一次的世界神經學會改為兩年一

次，那將是他的突破也是政績。當年，新會員

國申請入會，計有剛果、利比亞、奈及利亞、

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台灣神經學會國際參與的
心路歷程

蔡清標醫師與懸掛在台灣神經學會的
亞澳神經學會大會會旗。

塞內加爾及中國。Aarli 主席分別宣讀這五個國

家的入會狀況，提到中國時，他談到 WFN 已經

和中國簽署一項備忘錄，在 Chinese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s 架構下分別有三個獨立的團體：中

國、台灣及香港。最後在 Aarli 主席的強力運作

下，包裹表決以上五個國家的入會申請。

2007 年， 國 際 神 經 學 會 聯 盟 選 舉

Membership、Research 及 Education 三個委員會的主

任委員，由於 Asian MS Forum 班底的支持，我很榮

幸被推選為 Research Committee 的主委，這也是我

進入世界神經學會及亞澳神經學會核心的第一步。

2008 年，WFN 國家代表會議為配合第 12 屆

亞澳神經醫學會於 2008 年 10 月 21-26 日假印度

新德里舉行，在此期間也同時舉行 2008 亞澳神

經學會（AOAN）國家代表會議紀錄，兩會合併，

因此開會期間非常忙碌，這也是我最難忘的一次

的國際參與會議：會議進行前，主持人 Singh 教

授特別邀請我用蠟燭點燃祝福濕婆神的燭台，這

在印度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譽。

亞澳神經醫學會，成立於 1962 年 9 月 14 日，

最初成員國有澳洲、香港、印度、日本、韓國、

紐西蘭、菲律賓、台灣以及泰國。第一屆大會在

1962 年 10 月 7 至 10 日於日本舉行，首屆會長

為 Okinak。之後每四年舉行一次，第二屆在墨

爾本，第三屆在印度孟買，第四屆在曼谷，第五

屆在菲律賓，第六屆在台灣，第七屆在印尼，第

八屆在東京，第九屆在韓國，第十屆在菲律賓，

第十一屆在新加坡，第十二屆在印度新德里舉

行。亞澳神經學會目前的成員國從最初九個到目

前總共有十七個，包括亞洲地區的澳洲、香港、

印度、日本、韓國、紐西蘭、菲律賓、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印尼、新加

坡、斯里蘭卡、台灣、泰國、蒙古，以及最近加

入的越南。亞澳神經學會每四年舉辦一次，並改

選理監事及理事長，2010 年後改為每兩年舉辦

一次，台灣將於 2020 年舉辦年會。

當選第 13屆亞澳理事長

第 12 屆亞澳神經醫學會舉行時，當時的會

長菲律賓籍的 Prof. Amado 任期屆滿，因此當年

會議的重頭戲是改選新任正副理事長及財務長，

蔡清標
北投健康醫院顧問院長
亞洲大學副教授
前臺灣神經學會理事長
亞澳神經學會理事長
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周邊神經科主任
國立陽明大學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臨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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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第二屆台泰 TNS vs TNS 研討會在曼谷舉辦。 

2010 年，日本神經學會成立 50 週年大會，當年也舉辦台日
韓聯合神經研討會。

2010 年，本人代表台灣神經學會在日本神經學會成立 50 週
年大會上致詞。

2011 年，在台北舉辦台日韓神經醫學研討會

2014 年，第七屆 PACTRIMS 在台北舉行。

2008 年亞澳神經學會會議之前，印度 Singh 教授邀請我用蠟
燭點燃祝福濕婆神的燭台，這在印度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榮譽。

2008 年當選亞澳神經學會理事長，大會將會旗交給台灣神
經學會。

很榮幸地，我被提名為 2008-2012 年的亞澳神

經學會的理事長，澳洲籍 Prof. Carroll 為副理事

長，財務長則為印度籍的 Prof. Mehndiratta。由

於事前溝通良好，15 個會員國並無異議，一致

通過這項人事案，讓我順利當選亞澳神經學會理

事長。在就任感言中，我強調台灣在政治上雖然

孤立，但是醫學無疆界，台灣願意擔當亞澳各國

的橋樑，促進地區神經科學的研究，更希望出版

AOAN News Letter 聯絡各國感情。

第 13 屆亞澳神經醫學會的主要任務包括：

第一、亞澳地區神經學以及神經科學的發展。第

二、促進亞澳地區神經學的合作以及訓練計畫。

第三、促進亞澳地區神經學家的合作。第四、參

與世界神經學會舉辦的各項活動。各會員間相互

尊重與合作，促進彼此之間的友誼；摒除政治性

議題，並尊重各國的文化。

確立亞澳神經學會總部永久會址

我在第 13 届亞澳神經學會的最大貢獻是成

立永久會址，因 最早亞澳神經協會的會址如同

游牧民族，會址就在當屆神經學會理事長所在

地，我覺得這樣不妥，應該有一個固定的會址。

當年我希望將永久會址設在台灣，但會員國認 

台灣還是有部份外匯的管制，也有稅務問題，最

後大家同意將亞澳神經學會總部設在新加坡，因

 新加坡外匯完全進出自由，國際學會運作更加

容易，而且登記為醫學公益團體，還可以免稅。

此外，我也把每四年舉辦一次的亞澳神經學會改

 每兩年舉辦一次，促進亞洲地區神經學會會員

間的交流。

2008年台泰交流

Dr. Niphon Poungvarin 是泰國神經學會的理

事長，也是世界神經學會的理事，由於台泰兩

國的神經學會縮寫均為 TNS，因此，我們對兩個

TNS 學會互相交流的美事，均樂觀其成。2008

年，首次 TNS vs TNS 交流會議在台灣舉行，接著

在曼谷、台灣、清邁分別舉行三次會議，全程以

英文進行。young investigator section 是交流會

議特色，鼓勵年輕醫師參與，做為進入國際會議

的踏腳石。

2009年台日韓交流

日本與韓國本來就有一個日韓神經學會交流

活動，後來日本的代表 Kaji 教授建議也將台灣納

入，成立台日韓聯合神經研討會，因此在 2009

年邀請我到日本仙台參加日本神經學會的年會，

然後正式開始台日韓的神經學學術交流，在各國

的神經學會年會期間，規劃台日韓交流專題會論

壇，現在已經是第七、第八屆了。

第七屆 PACTRIMS在台北舉行

PAC T R I M S（Pa n - A s i a n  Co m m i t t e e  o f 

Treatment and Research of Multiple Sclerosis）——

亞洲大洋洲多發性硬化症研討會，最早是由亞

洲、大洋洲幾位多發性硬化症研究同好組成一

個 MS Forum，後來覺得雖然多發性硬化症是一

種罕見疾病，但在亞洲地區其實患者也不少，

所以在 2008 年將 MS Forum 擴大成立 PACTRIMS

研討會，我也是發起人之一。2014 年，第七屆

PACTRIMS 研討會在台灣舉辦。

從起步、成長到開花結果

十年前台灣的國際會議參與還不普遍，我算

是一個拓荒者，但近幾年來我發現在頭痛學會、

不自主運動、巴金森病學會等，台灣都有很深入

的國際參與、也在台灣辦過年會。我們也辦過幾

次 ITCN，今年又要舉辦亞澳神經學會年會，台

灣的國際參與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精緻，代表

台灣神經學的研究也蒸蒸日上。十年前的起步，

看到目前開花結果，本人與有榮焉，也希望未來

台灣國際參與更加的茁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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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醫師的養成與訓練醫院的評鑑

2013 年起，台灣的七年制醫學系教育變更

為六年，對於這項重大變革，葉副院長表示：「從

去年（2019）開始，便有第一屆六年制的醫學系

學生畢業，之後接續 PGY 兩年，馬上便銜接到

第一年的住院醫師，如今正好是這個全新課程的

啟動時刻。」

專科醫師的養成，大致可區分為「教、考、

用」，葉副院長認為神經醫學學會在這三階段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講到神經專科醫師的訓

練，就必須從學會的歷史談起，「這不僅具有傳

承的意義，也帶入了非醫療的人文精神，」葉副

院長首先追溯至 1988 年：「當年衛生署（今「衛

福部」前身）公布了專科醫師甄審原則。當時的

專科醫師訓練課程原為三年，一度於 2006 年新

增一年 PGY 而延至四年，而 2012 年改由各醫院

辦理，訓練時間再度改回三年。」

「2014 年是相當關鍵的一年，」葉副院長

表示：衛福部這一年開始以評鑑之名，介入全國

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並管控訓練容額。「如此的管

控措施直接影響目前全台 41 家訓練醫院的住院

醫師名額和權益！」葉副院長直接道出受影響的

層面。衛福部將訓練醫院各項指標量化，依分數

排名決定 R 容額，各院招收之住院醫師名額不得

超出所核定之訓練容量，而超額招收或未經核備

之訓練名額，其訓練年資不予採計，且該院下年

度不得申請該專科訓練醫院認定。

學會採行 Grouping，減緩衝擊

在此公告宣布之後，「神經學學會力排眾

議，執行了類似互助式的 grouping 制度，減少

評鑑所造成的衝擊，」葉副院長回憶起當時，學

會內部針對衛福部所規定的 R 容額分配進行調

整，並配合政府規定及國內外醫學教育的新趨

勢，以兼具訓練品質與醫院間和諧。

次專科化：課程既深且廣

「早年專科醫師的訓練只是單純的師徒

制，」葉副院長說：「由老師帶領查病房、問

診，學生念書提問，時間到了就考試，專科考過

不過，學生自行負責。」然而，現在除了傳統的

大堂授課之外，因應時代潮流以及科技的推波

助瀾，課程比較多元化，除了網路線上學習、

多媒體教學外，「我們神經學學會也開辦諸如

PODCAST 類似廣播學習課程，學習內容與時間

皆可自選，」葉副院長說：「上課已不再需要面

對面了。」

神經科學較其他醫學類別擁有更多未開發的

學問領域，因此近年的進展非常快速。「我們的

『母會』—神經學學會—其實是個相當龐大的組

織！」神經學學會早期甚至還包含神經內外科，

由於後來分出成包含腦中風、癲癇、動作障礙

等九個學會以及重症、肌病、自律神經等七個學

組，葉副院長認為如此高度「次專科化」讓學員

的訓練養成、學習領域更豐富、更具深度。

訓練課程被標準化、評鑑化 

此外，一個神經科醫師的訓練，最重要的就

是實際操作，葉副院長強調：「尤其是大量的神

經學檢查、抽脊髓液，現在還有學生還有模具實

作，另外還有『標準化病人』的練習化方式。」

所謂標準化病人，意即在實際接觸病人以前，透

過模擬假病人以及教案劇本的訓練，學習臨床知

識以及臨床技能的掌握，例如如何問診、如何做

身體檢查……等等，而這項系統在學生時期就有

相關的課程。葉副院長肯定這樣標準化、評鑑化

的課程，「此即歐美專科訓練的精神，訓練出來

的技能必須一樣！」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訓練課程就是團隊訓

練，如中風及各種急症的團隊演練，」葉副院

接軌醫學教育的新浪潮：

談未來的神經專科醫師養成趨勢
——專訪新光醫院葉建宏副院長

本會訊上一期（No.80）曾專訪輔大醫學院

葉炳強院長，詳述台灣神經醫學於四十前年正

式成為一獨立的學門，並自 1983年起，由洪祖

培教授擘劃了神經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此

次編輯小組特別拜訪葉副院長，由他接續此議

題，與會員們談談關於未來神經專科的醫師養

成趨勢。四月中專訪當日，台灣仍處在新冠肺

炎風暴之中，感謝葉副院長在百忙之中，對於

各階段養成訓練的演變娓娓道來，順利完成這

場疫情蔓延下的面對面訪談。

採訪 /江復正
吳冠儒

撰文 /吳冠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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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神經科最常見的疾病—中風—為例說明：

「中風的診療現已有劃時代的進步，從 2015 年

開始已經可以使用機械取栓系統有效打通阻塞動

脈。」葉副院長說：「這件任務一定要團隊演練、

搶時間，光靠一名醫師絕對不可能，那從急診端

就必須啟動，放導管、取血塊等一項項的流程要

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這個也是現在學生必須要

學習的知識與技能之一。」

Case Log：評量與教學並進

葉副院長表示，在過往的學習過程中，課

程結束之後就直接考試了，而現在的方式有些差

異，學生每次看過病例後，必須留下記錄，亦即

學習護照登錄，稱做 Case Log。而老師對學生的

評量方式也強調「直接觀察」，並回饋意見，不

僅可讓學生了解缺失，也有教學相長的意義。 

葉副院長笑著說：「我當年還在當住院醫師

參與

醫院

10 家：北榮、新光、雙和、三總、
林口長庚、成大、高醫、彰基、台大
新竹、中國

             

29
項
評
估
項
目

Prof（專業素養）：4 項

SBP（系統為基礎的醫療）：3 項

PBLI（執業中學習與改進）：2 項

ICS：人際與溝通技巧：2 項

PC：病人照護：15 項

MK：醫學知識：3 項

委員 葉建宏、陳彥宇、黃涵薇

神經學會導入里程碑計畫，並於 2018 年配合

衛福部計畫，9 月試辦工作坊，將核心能力

分成 29 項，包括與病人臨床的互動、病例的

寫作以及其他綜合能力，分成五等級測驗，

於每半年評量一次。葉副院長表示，主要在

核心能力的確保，將里程碑甚至 EPA 的具體

落實。如果將此以能力為導向的醫學教育當

成專科考試的基本門檻，有機會讓神經專科

醫師的訓練更加標準化，品質且能隨之提升。

一〇六學年度里程碑計畫試辦計畫

核心能力分析
• R1、R2、R3 逐年成長進步，尤其是絕大多數 R2 已能達到 Level 3。
• 成熟較慢（R2 仍不及 Level 3）項目有 NM disorder、Movement disorder、Demyelinating disorder、EEG。
• R1 已有 Level 3 水準包括 Professionalism 四項，Lumbar puncture。

參考來源：TNS-Milestone 2017, 2018/02/25

活動）或是里程碑計畫（milestone），可以讓學

生知道自己哪個部分較為落後，再交由各醫院輔

導。這種制度的設計對於實務項目越多的科別，

越能體現其優勢。衛福部推動此一改革制度，透

「這就像考汽車駕照一樣，」葉副院長作了一個

幽默的比喻：「拿到駕照之後，真的敢開上路嗎？

這也是國外一個很新潮的概念，要真的敢開車上

路，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專科醫師。」此即能力導

向的意義。一個專科醫師在這些項目都能達標之

後，就可以參加認證考試，然後成為一合格、標

準化的神經專科醫師。

時並沒有這回事的，老師非常嚴肅，帶著查完房

就走了，而現在師徒制的氛圍則變得更加友善，

關係也更融洽！也讓學生、住院醫師們能夠更

快、更容易進入臨床診療的狀況之中。」

「學年制」漸次轉換成「能力導向制」

「隨著西方教育的浪潮，如今已經不再

是 R1 學什麼，R2 學什麼的那種學年制，學習

概念已經走向能力導向制（outcome-based 或

competence-based）。」葉副院長說。由於勞動

條件的改善，工時縮短，但學習時間也因此減

少，於是衛福部近年鼓勵各家醫院實行能力導向

制，但這個制度在國外行之有年，目前國內 23

個專科均被要求執行此評量，但因仍處在試辦階

段，並未影響住院醫師畢業或報考專科的資格。

衛 福 部 推 動 此 一 改 革 制 度， 透 過 EPAs

（Entruste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可信賴的專業

“透過這種信賴程度的評量，可以讓住院醫師自

我了解目前學習的狀況，而這一種能力分級的評

量在訓練跟學習上有極重要的價值。”

目前國內各專科學會都導入「能力導向」的

學習模式，但執行上可當成標竿的，當屬「急診」

與「麻醉」，因為這兩個科別多涉及實務操作，

基本技能就決定合格與否；然而我們神經科或內

科尚包括態度面、知識面，因此在執行上仍有差

別。無論如何，此一制度的設計，顛覆了過去住

院醫師三年一到就可直接考照的傳統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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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考試上，神經科專科是國內唯二仍維

持傳統真人口試的專科，即學生與真實的病人問

診，由三位老師評分（早年尚有外國考官，即葉

炳強院長於上期會訊專訪所提）。學會除了會調

整筆試題目的難易度，也會針對考官評分的客觀

與公平性進行內控，提升口試的品質。

未來神經科專科醫師的養成趨勢

葉副院長以自身踏入神經科學領域剛好 30

年為例：「我就是從傳統的教育訓練『師徒制』

出來的！」依他的觀察，這 30 年來，神經專科

醫師的訓練變化頗大；首先，課程深度與廣度精

緻化；訓練方式透過評鑑與標準化的具體執行，

影響訓練醫院的評分、間接影響容額與名聲；因

此，醫院必須重視住院醫師的養成教育。其次，

住院醫師並非實習三年就能考試，而是要透過

能力導向，由老師就 29 項能力逐一審核，並回

饋意見，學生則必須達到 Level 3 或 4 才算達到

完訓的程度，此即未來神經科專科醫師的兩個養

成趨勢。西方醫學專科教育的優點，就是將一個

範疇拆解成幾個有組織的小範疇，透過如此系統

化、脈絡化的制度，達到標準化的訓練。

神經科專科醫師的訓練，在經過 30 年後，雖

說訓練的時間仍舊是 3 年，但是課程被大量的擴

充，透過次專科，這些課程被標準化、評鑑化，讓

醫師在遵守既定的規範之後就能夠達到一定的標

準，葉副院長打趣說：「這也就是歐美的專科訓練

的精神，希望可以標準化，不管在哪個醫院都可以

完全發揮自己的能力，就好像商業產品一樣。」

ASK任一面向不可偏廢

最後，葉副院長談到醫病關係時強調：「必

須尊重病人自主，視病猶親。」他認為：相較

於日治時代當時醫病之間的「上對下」威權地

位，目前在醫療被視為服務業及醫療商品化潮流

下，醫病之間關係逐漸地被拉平，甚至有時候會

是病人的姿態還會凌駕在醫療專業之上，「因

此，在現今醫學教育範疇的 ASK—Attitude、

Skill、Knowledge，除了醫學知識與技能之外，

態度面向的溝通能力及專業素養變得格外的重

要。」溝通也不再是單向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 而 近 年 來 推 廣 的 SDM（shared 

decision making）更強調尊重病人的自主權。

最後，葉副院長語帶期許地說：「我們畢竟

不能將人本關懷從醫病之間抽離出來，更應以溝

通與關懷，化解醫病間因為醫療高度不確定性下

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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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廿年來的三大致命性冠狀病毒

首先，林主任比較了近廿年來的三大致命

性冠狀病毒：2003 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冠狀病毒、2012 年的中東呼吸症候群（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冠狀病毒，

以 及 COVID-19。COVID-19 與 SARS 冠 狀 病 毒

的致病原相似度達 96%，因此國際病毒協會將

引起 COVID-19 之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 SARS-

CoV-2。而在與神經系統相關症狀的統計上，

SARS 患者中出現神經系統傷害的人數比例為千

分之一、MERS 患者則至少為百分之 0.5，不過

林主任解釋說，與 COVID-19 相較之下，SARS

及 MERS 兩者爆發的總案例數不多，上述數據僅

為概估。

現今的 COVID-19 確診者可能是無症狀或症

狀輕微，常見的臨床症狀是發熱、咳嗽、喘氣

及倦怠；有些個案會出現肺炎、下呼吸道症狀，

嚴重者可能會多重器官衰竭而死亡。COVID-19

傳染力極高，根據統計，一位受感染者可能會

傳給四至七位個案。至於在新型冠狀病毒與神

經症狀的相關性，林主任表示：目前尚無完整

的統計數據，但有零星的個別醫院或統合幾家

醫院的資料發表。 假設以 SARS 及 MERS 患者出

現神經系統症狀比例介於 0.1％與 0.5％之間，

若全球 COVID-19 疫情繼續惡化下去導致全球確

診個案達兩千萬人，其中合併有神經系統症狀

者將達到二至十萬人。

新冠病毒可能產生的神經症狀

COVID-19 可能造成的神經症狀，目前有報

導的包括：嗅覺喪失（Anosmia）、味覺消失

（Ageusia）、頭痛、頭暈、注意力變差、癲癇、

肢體無力、肌肉痠痛、腦中風、意識障礙或昏

迷。因此，COVID-19 不僅造成呼吸系統失調及

肺炎等病症，也可能影響腦部與脊髓等中樞神

經以及周邊末梢神經系統。林主任強調，甚至

有些個案先出現神經系統症狀，例如頭暈、噁

心、喪失嗅覺，然後才出現咳嗽等呼吸系統症

狀。林主任提醒大家：如果患者曾有相關接觸

史或曝露風險，問診發現有頭痛、頭暈等情形，

雖尚無呼吸系統症狀，也要將感染病毒的可能

性列入鑑別診斷，進一步詳問病史及檢查。

林主任表示，世界各國的研究紛紛指出，

SARS-CoV-2 感染患者可能會有神經系統的損害，

新冠病毒對神經系統的
損傷與因應對策
——專訪北榮重症醫學部林永煬主任

首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在 2019年 12月 8日於中國武漢市確診，此傳

染性肺炎隨後在 2020年初迅速擴散到歐美乃至全世界各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在 3月

11日宣佈COVID-19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截至本會訊出刊前 2020年 8月 6日止，

全球確診個案累計至 1,870萬餘例，死亡個案累計至 70萬 5千餘例。

台灣的衛福部於 2020年 1月 15日將 COVID-19公告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並於 1月

21日確診第一例（境外移入），至 8月 6日止，共 476例確診、7例死亡。誠屬萬幸的是，

歷經半年後，台灣目前的疫情狀況相對平穩。本刊編輯小組特別專訪台北榮民總醫院重症

醫學部林永煬主任，請他談談後疫情期間，新冠病毒對神經系統的損傷與因應對策。

採訪 /江復正
吳冠儒

撰文 /吳冠儒

Photo credit: The National Guard @ 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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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包括認知障礙、行動或走路困難、甚

至是腦中風等神經系統併發症，即便只是輕症

患者，也可能出現症狀，但這些發現主要來自

初步觀察與分析，關於 SARS-CoV-2 感染引發神

經系統併發症的病理機轉仍有待更全面性地探

討及確認。

造成神經系統損傷的原因

究竟 COVID-19 造成如何能引起神經系統損

傷，林主任依相關文獻歸納出下列三種可能的

致病機轉及相關病症：

一、冠狀病毒感染導致呼吸系統及全身性

發炎反應，過程會造成全身重症而引發腦病變

等系統性併發症，患者或有心智混亂甚至意識

障礙等現象。此外呼吸系統感染症引發的全

身性體液失衡、凝血功能失調或高凝血狀態

（Hypercoagulable state）， 也 會 造 成 相 關 嚴

重併發症，例如腦血管疾病（Cerebrovascular 

diseases）或其他腦部病變（Encephalopathy），

就腦中風而言，缺血性中風的比例多於出血性

中風。

二、 病 毒 直 接 侵 犯 神 經 系 統 導 致 腦 炎

（Encephalitis），類似皰疹病毒。目前已有研

究顯示脊髓液有發炎現象，某些患者脊髓液可

偵測到 SARS-CoV-2 病毒，至於此 SARS-CoV-2 病

毒如何侵犯神經系統及其相關機轉，仍待進一

步研究。

三、病毒感染後所引發免疫系統異常，

在周邊神經最典型的就是格林 - 巴利症候群

（Guillain-Barre syndrome） 或 急 性 發 炎 性 去

去髓鞘多發性神經病變（Acute in�ammatory 

demyel inat ing polyradiculoneuropathy，

AIDP）， 有 些 自 體 免 疫 系 統 失 控 引 發 中 樞

神經去髓鞘現象，會造成急性瀰漫性腦脊髓

炎（Acute disseminated encephalomyelitis，

ADEM）。

以上情形，不同個案間可能有所差異。至

於合併神經系統損傷是否影響死亡率，仍需長

期追蹤，畢竟目前 COVID-19 相關研究仍著重於

心肺相關症狀控制以及如何阻止傳染。

林主任表示，新冠病毒患者當中高年齡層族

群是神經系統併發症的好發族群，且在診斷期

間，若有許多其他共病症，恐會增加 COVID-19

引發神經系統傷害的機率，而在感染 COVID-19

發病的前中後期，都有可能造成神經病變。此

外，值得一提的，COVID-19 除了造成腦中風、

癲癇或末梢神經病變，也會造成認知功能障礙，

例如譫妄、注意力無法集中、對人事物產生幻

覺，或者產生焦慮、激動、坐立難安、恐慌，

這些與加護病房的重症病患也有相似之處，究

竟是新冠病毒引發的神經症狀、抑或只是加護

病房後症候群（Post-ICU Syndrome），有待進

一步詳加研究。

神經科醫師的因應之道

林主任強調，臨床醫師應切記，神經學症

狀可以是 SARS-CoV-2 感染後先表現出來的症

狀，有些 COVID-19 患者在還沒有發燒咳嗽或

呼吸道症狀前，先感到頭痛、注意力不集中、

或味嗅覺失調而到神經科就診，嚴重個案甚

至出現腦中風、意識障礙或精神症狀，切記

COVID-19 可以引起中樞及周邊神經系統的併發

症，因此，神經科醫師於疫情其間須加強自我

防護措施並特別謹慎，每次看診或面對收治的

病患，都要把 COVID-19 列入思考，詳細詢問旅

遊史與接觸史，必要時隨時會診感染科以盡早

進行篩檢與安排相關處置。

林主任建議，面對 COVID-19 疫情需跨領域

專家的共同努力，除了感染、胸腔與重症等相

關專科，神經及精神科醫療同仁的參與才能提

供完整的診治照護，COVID-19 如何引發神經精

神併發症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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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南北長百公里，緊急轉診需要特別關注，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於 2016年成立

一雲端照會平台，利用網路整合高雄長庚醫院團隊及屏東縣內急救責任醫院。本期會

訊專訪高雄長庚醫院團隊中負責本平台的張谷州主任，談談此一平台如何發揮「百里

搶救」的效用，協助腦中風病人順利轉診、成功血栓移除。

張主任藉此感謝接受轉診的屏東縣民，主導的屏東縣政府衛生局主管、急救責任

醫院第一線醫護同仁、緊急轉送的救護同仁，以及高雄長庚醫院急診、放射、神經科

醫護同仁，尤其是放射科許世偉，腦血管科陳仕軒，急診科洪士強等醫師的親力親為。

「雲端照會百里搶救 80 歲老翁感謝『救了

我一命』」，這是《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24

日一則新聞的標題，張谷州主任說：「2016年起，

這個平台已服務 200 位以上縣民，血栓移除個案

成長 7 倍，成功發揮緊急醫療效能！」

張主任所指的，正是「高屏區醫療網腦血管

雲端照會平台」。2016 年，當時的屏東縣衛生

局長薛瑞元（今衛福部常務次長）鑒於屏東幅員

廣闊，南北長一百多公里；屏東也是台灣第五大

高齡的縣市，全縣四分之一人口超過 60 歲，而

60 至 79 歲為腦中風發生率最高的年齡層，縣境

內急救責任醫院可以負起第一線重任：如血栓溶

解及重症加護治療；然而當需進一步經動脈血栓

移除，急需聯絡轉診，耗費時間，因此成立此一

平台，成為薛次長在屏東縣政府衛生局長任內的

施政重點。

緣起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第一個就找我們高雄長

庚腦血管治療團隊合作，」張主任指出，2016

年急性缺血中風動脈血栓移除開始在全世界推廣

（2019年確定血栓移除的時間為16至24小時），

張主任說：「當時我們便發覺轉診醫療的需求，

若三小時在地血栓溶解完成後，必須評估血栓移

除。」他強調：血栓溶解只要靜脈注射即可，然

而血栓移除需要血管攝影，在確認大血管栓塞的

情況下，經由有經驗的治療醫師使用導管及特殊

的血管內置放處理，打通血栓，「因此血栓移除

的複雜程度遠高於血栓溶解。」

Together we will win!
高屏區醫療網腦血管雲端照會平台的建立
——專訪高雄長庚腦血管科張谷州主任

採 訪、 撰 文

江復正

2016 年台灣緊急醫療能力評定，明訂中度

級醫院即具備靜脈血栓溶解能力，但重度級醫院

幾乎沒有血栓移除的能力。「高雄長庚自 2010

年引進動脈內血栓溶解治療，已累積豐富的經

驗，2016 年開始算是台灣第一批使用血栓移除

治療緊急腦中風的醫院，」張主任針對有效轉診

提出說明：「我們必須有患者的臨床資料、檢驗

資訊與影像資料，評估啟動轉診。」

2016 年 6 月起，高雄長庚團隊與屏東縣內

14 家急救責任醫院，成立 Line 群組，透過這個

即時通訊平台彙整資料。由於從屏東最南的恆春

旅遊醫院轉診到高雄長庚，再怎麼加速，路途都

需要超過一小時。在救護車護運送中，隨車的恆

旅同仁甚至即時回饋路況病況，爭取有效治療時

間，當病人還在運送途中，高雄長庚團隊已隔空

掌握病情。

2019 年屏東縣政府表揚「高屏腦中風雲端照會平台」。



46 

│本期專題│

47

│學會會訊 No.81│ Special Topics

影片 : 偏鄉醫療百
里搶救，高屏腦中
風雲端照會平台

初步篩選、即時因應與意見回饋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持續協調鄰近醫學中

心無縫支援，因此除了緊急醫療網，也建

立了轉診醫療網絡。任何案例轉診，都是縣

政主管最親愛關心的縣民。Line 具有即時

文字、影像傳輸的功能，在符合雙向轉診與

分級醫療的情況下，高雄長庚團隊跟第一線

醫護同仁通訊協調，只要初步篩選，血清肌

酸酐小於等於 2、血小板計數超過 30,000 /

µL，臨床符合後，即時因應並回饋意見。

張主任補充：「這個 Line 群組內包含高

雄長庚與屏東急救責任醫院的醫師，彼此甚

至沒見過面，但都能在維護急救病患利益的

大前提下，充分交流資訊與意見。」

結構與流程 

張主任認為「高屏區醫療網腦血管雲端照

會平台」在結構面，可分以下三點：

一 . 本平台由屏東縣政府衛生局監督、主導與建

立。原本是點對點的需求，但透過個案討

論，大家都從中得到經驗與收穫。衛生局希

望藉由即時意見回饋，隨時更新醫療新知。

二 . 原本是點對點，在保護病人資訊下充分討

論，即時回饋，卻意外得到熱烈回應的收

穫，大家在病情診斷處置上線上交換意見，

特別是彼此都未曾照面，但對醫療資訊的更

新互動有提升。

三 . 平台需要新人加入。此一平台係無償參加的

公益平台，參與者須保持熱情，因此需要不

斷新血加入，維持永續運作。

在流程方面，張主任指出，這個平台群組

的醫師都是 24 小時 ON CALL，「一開始由我本

人，接著陳仕軒醫師的加入。」依所上傳的資

料、影像與數據，初步篩選符合臨床症狀者，

群組即時回應。

成果

2016 年病人血管攝影中位數 93 分鐘，到

了 2019 年降為 75 分鐘；血栓移除從 2016 年的

148 分鐘降為 2019 年的 121 分鐘（標準為 8 小

時），受惠的轉診患者，也從 2016 年的 62 位，

增加到 2019 年的 273 位。2019 年共計轉診 340

例，血栓移除約有152例，三分之二來自屏東縣。

未來與展望

Line 通訊軟體，品質穩定，且無須花費任何成本，文字、圖

片與動態影像也均能即時傳輸，在不違反個資法與符合醫療規定

的前提下，各方充分溝通討論，算是相當理想的平台；未來張主

任希望能導入誘因，除了吸引更多醫療人員參與，也可增加本平

台人員的穩定性，並擴大服務範圍，發揮本平台更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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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務

政府重要給付相關會議 / 議案暨給付爭取

1. 參與台灣醫院協會 DRG 會議 (1090703 及 1090724)
2. 參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09 年第 2 次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

審查注意事項修訂

3. 參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基層開放列表會議

4.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全民健康保險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指標

5.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109 年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醫療服務成本指數改變率一案

6. 回覆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健保署公告新增 8 類民眾自付差額特材之核

定費用

7. 參與國民健康署 -109 年罕見疾病個案認定及醫療補助審查專家諮詢會議

8. 參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第 12 屆第 2 次專科醫學委員會

9.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提供藥品給付規定 1.6.2.1.Botox 及 1.6.2.2.Dysport 條文中「再

次申請時需提出使用效果評估結果」之方法及量化指標一案

10.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規劃於醫療費用申報暫付子系統 (RAP) 建置復健案件相關

檢核一案

11.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有關研議復健職能治療及語言治療支付規範案

回覆政府來文表達專業意見

1.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高單位免疫球蛋白用於慢性脫髓鞘多發神經炎 ( 下稱 CIDP) 健保

給付規定案

2.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有關含 alemtuzumab 成分藥品之臨床效益及安全性再評估案

3.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檢視 22017C 平衡檢查中文名稱修訂為前庭功能檢查是否合宜一

案

4.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罕見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SMA) 治療用於藥事事前審查案，並

推薦相關理領域之醫藥專家建議名單

5.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有關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建議將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NSAIDs)
藥品含 celecoxib 成分藥品 ( 如 Celebrex) 擴增使用於年齡大於等於十八歲之骨關節炎病

患一案

6. 回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並推薦審核農保農職保特約審查醫師

7.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研議特材賽玻尼斯刺激迷神經治療系統納入健保給付一案

8. 回覆台灣消化系醫學會 - 建議修訂消化性潰瘍用藥給付規定案

9. 回覆衛生福利部 - 有關「帶狀疱疹感染後神經痛」之治療藥物用於治療帶狀疱疹感染

之「急性疱疹神經痛」之用藥適當性一案

學會主動發文立案追蹤

1. 發文中央健康保險署 - 爭取肉毒桿菌素注射費治療慢性偏頭痛

2. 聯同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發文中央健康保險署 - 爭取腦部類澱粉蛋白正子斷層造

影之健保給付申請

3. 發文中央健康保險署 - 爭取提高肉毒桿菌素注射費治療肌張力不全

教育訓練

1. 修訂網路學分認證辦法

2. 修訂 109 年神經科專科醫師訓練計畫認定基準

3. 舉辦 2020 台灣神經學學會繼續教育課程 (20200718)
4. 舉辦考生不可不知的遺傳性神經疾病 (20200829)

AMTNS 2020
(2020/12/19-20)

AOCN 2021
(2021/04/01-04)

2020/09/19前投稿 AMTNS Poster 2020/09/19-12/31投稿 AOCN Poster

接受者優惠 USD$250早鳥報名費

所有投稿者製作規定尺寸及格式的 PDF檔案

Reject

Accept 1. 視同 AOCN投稿，於 AOCN張貼壁報
2. AOCN舉辦時，退 USD$350

所有投稿壁報參與 AMTNS論文摘要評選

選出 30篇，印刷於大會手冊，
並上傳至學會網站「神經學新知」三個月

論文摘要獎｜依論文摘要選出前 3名及 10名佳作 ！
口頭報告獎｜選出 18篇論文於 AMTNS口頭報告，

選出 6位特優

TNS台灣神經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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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台灣神經學學會承辦政府來文眾多，並涉及各不同領域，為求回覆官方文件

皆能詳切表達神經科醫師之立場與專業，需集眾人之智盡力回文。理事長與

秘書處深切感謝每一位協助會議參與、意見提供、回文撰寫的理監事與各位

會員。 尚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能促成神經科醫師更合理的執業環境。

以下節錄過往一年協助學會公務的熱心會員，秘書處更感謝各子學會（腦中

風學會、動作障礙學會、癲癇學會、頭痛學會、失智症學會等）、各學組（肌

病學組、基因學組等 ) 以及各委員會（甄審、教育、倫理、執業、重症等）於

會務上的全力協助，讓學會工作得以順利推動。

• 周碩彬醫師：

2019-06-28 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駕

駛人醫學諮詢會第十二次委員會議

• 傅中玲醫師：

2019-07-18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 108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劃認定

會 - 內科 2 分組第一次會議

• 曾元孚醫師：

2019-07-31 交通部公路總局研商修正

身心障礙者報考汽車及機車駕駛執照

處理要點及鑑定作業程序會議

• 彭家勛醫師：

2019-09-17 立法委員邱泰源國會辦公

室物理治療師法暨職能治療師修法研

議公聽會

• 黃宇農醫師：

2019-10-04  台灣家庭醫學醫學學會

108-109 年戒菸治療醫師訓練計畫第

1 次焦點團體座談會

• 黃威詔醫師：

2019-10-0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 Nitrosamine 不純物管控管理策略

第二次專家會議

• 陳培豪醫師：

2019-10-07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十二屆第一次專科醫學委員會

• 甄瑞興醫師：

2019-10-28 衛生福利部研商「次專科

醫師審認制度規劃事宜」會議

• 葉建宏醫師：

2019-11-12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 108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劃認定

會 - 內科 2 分組第二次會議

• 傅中玲醫師：

2019-11-12 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

會 108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計劃認定

會 - 內科 2 分組第二次會議

• 邱銘章醫師：

2019-12-1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庫

賈氏病防治政策專家諮詢會議

• 曾元孚醫師：

2019-12-18 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駕

駛人醫學諮詢會第十三次委員會議

• 張谷州醫師：

2019-12-28 台灣神經血管外科與介入

治療醫學會台灣神經介入治療訓練

聯合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 葉建宏醫師：

2020-01-14 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訓練

計畫認定會

• 葉建宏醫師：

2020-03-23 衛生福利部專科醫師訓練

制度檢討會議

• 關尚勇醫師：

2020-03-30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開放醫療用大麻議題專家討論會議

及管制藥品使用執照精進管理會議

• 陳炳錕醫師：

2020-05-19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二次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

執行會

• 葉建宏醫師：

2020-05-12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第十二屆第二次專科醫學委員會

• 蘇真真醫師：

2020-06-03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第 76 次藥品安全評估諮議小組會議

• 黃金安醫師、尤香玉醫師、楊富吉

醫師： 
2020-7-3 台灣醫院協會 Tw-DRGs 研

修小組 -MDC1 討論會

• 吳逸如醫師： 
2020-7-20 國民健康署 109 年罕見疾

病個案認定及醫療補助審查專家諮

詢會議

• 黃金安醫師、尤香玉醫師、李俊泰

醫師：

2020-7-24 台灣醫院協會 109 年編碼

審查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