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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台灣神經學學會的會員朋友們，大家好，

2020年在充滿焦慮與不安中刻畫著永遠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而第 22屆台灣神經學學會也
在千頭萬緒中，努力鐫印著學會可長可久的路徑行程。

在這除舊佈新的歲末年終，感謝祕書長劉濟弘醫師的堅持，百忙之中，仍完成「台灣神經學
學會會訊」第 82期的發行！學會會訊，自 2020年 8月復刻以來，我們以每年三期的頻率，
再接續了已經中斷四年的會員溝通平台；相信在 2020年 12月的高雄年會，多達 900多位的
現場與會者，都收到了第 80期和第 81期的紙本會訊，我衷心希望會員朋友們能開卷瀏覽，
或專心致意，或隨興過目，您們的回饋意見，是會訊更能符合會員需要的關鍵，也是能受到
大家喜愛的源起！

承續第 80期起始的策畫章程，第 82期仍致力於「醫學新知」、「醫療進程」、「基層醫療
與醫療行政」、「專題報導」、「醫師與學會動態」等五個部份，這五個部份，我們都有設
定好的目標方向，如果各位會員朋友，自 80期起都能和我們一起的關心會訊，將可以更具
體的了解我們的用心，這幾個章節的內容走向與理念，請大家再一次參閱第 80期復刻版中
的「理事長的話」（http://www.neuro.org.tw/files/newsletter/080.pdf ）。    

在本期的「醫學新知」，我們深入淺出的介紹了「AI在神經學界的應用」、「細胞治療在腦
中風的角色」、「睡眠醫學與神經退化疾病的關聯」；在「醫學進程中」，我們說明了目前「脫
髓鞘疾病的治療與診斷」和「非侵入性腦次激在神經疾病治療的發展」；我更開心地推薦大
家閱讀「醫療與行政」的章節；四位醫師以親身參與的點點滴滴向大家說明許多和學會發展
有關的過往基石。

我相信神經學學會會訊的內容值得大家閒暇時刻輕鬆閱讀，深一層感受多年來神經學界前輩
的執著努力，進一步思考多年後神經學界何去何從的發展契機。

我再一次衷心向大家推薦「神經學學會會訊」，您的第一次翻閱，將會讓您展開一場愉悅開
心的旅程。

最後，我感謝所有受訪醫師的辛苦與「典藏」的盡心編輯，對我而言，自 2019年 6月 23日
正式接掌神經學會理事長以來已經 18個多月了，面對著盤根錯節的會務，或許個人資質駑
鈍，總覺得治絲益棼，許多事情，未竟全功，我衷心期盼在下一期（83期）的會訊中，能將
我努力擘劃的心中願景，完整地向大家報告。

真誠希望大家能閱讀我們努力完成的會訊，相信您打開它、閱讀它，您就會喜歡它。

最後，祝福大家 新春愉快，牛年豐盛，萬事如意，身心安康

陳柔賢
謹敬 
第 22 屆台灣神經學學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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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凱程醫師近照

去年才剛回台接任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人工智慧醫學診斷中心主任的許凱程醫師，曾

於2018-2020 年間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擔任研究員，學習人工智慧在醫學領域的應用。

許醫師本身是神經科醫師，也是電機工程碩士

和化學工程博士。本期邀請他分享 AI在醫學領

域，尤其是神經醫學的應用，以及未來 AI在臨

床應用上的發展。

目前 AI 在醫學上的應用，主要是整合各種

大數據，在診斷、治療及預後方面建立完善的

智慧解決方案。許醫師綜合目前大數據資料來

源如下：

1.醫學影像：例如腦部 MRI、腦部 CT、胸部 X 光、

超音波影像

2.電生理訊號：例如心電圖、腦波、肌電圖、

神經傳導

3. 電 子 病 歷 HER： 利 用 NLP(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自然語言處理）處理病歷後進一步運用

4.基因組：基因晶片資料、NGS（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次世代定序 ) 分析

AI在神精醫學領域的應用

「AI 在神精醫學領域中，已經有許多經過 

FDA 和 TFDA 認證的產品。」許醫師指出，2020

年 9 月，美國聯邦醫療保險首度將 Viz.ai 公司

的人工智慧醫療輔助軟體 ContaCT 納入保險給

付範圍，補助出現疑似中風症狀的患者使用該

套 AI 軟體；台灣也有一套名為 Deep01 的 AI 偵

測軟體，30 秒就能從上百張腦部電腦斷層掃

描（CT）中找到出血點，判讀腦出血準確率達 

95％，也已經獲得 TFDA 的認證。

「為了收集更多中風的資料，」許醫師

說：「台灣也於 2019 年成立了大型的中風資

料庫。」目前的台灣中風登錄（TSR，Taiwan 

Stroke Registry)，已經有六十幾家醫院加入。除

此之外，中研院領導的台灣 Bio bank 也針對中

風基因 NOTCH3 進行研究，AI 可以針對這個基

因的突變，將潛在的中風患者篩檢出來。

除此之外，許醫師也介紹一套軟體：「人

工智能癲癇症候群與病因輔助診斷系統」，也

有可以判讀腦波而提出癲癇預警。值得一提的

是，中國附醫正在開發巴金森病的 AI 診斷系統，

透過患者動態影像，利用 Openpose 的人體姿態

辨識軟體，分析患者行走的動作、手部的動作

及臉部表情，來判斷患者罹患巴金森病的可能

性。上述的動作診斷再結合 AI 的腦部核磁共振

影像判讀系統及基因診斷，看看患者是否帶有

巴金森病的相關基因，讓診斷更準確，用藥更

精準。

未來 AI在醫療應用的發展

AI 在醫學上的應用剛起步，許醫師認為未

來會朝著以下幾個方向發展，讓 AI 技術的應用

更全面且廣泛：

1.多體學（Multi-Omics）研究

所謂的多體學研究，就是將多種資料納入

其中。目前的 AI 運用主要是利用單一種類的資

採訪、撰文

姜欣慧
圖片提供

許凱程

專訪中國附醫人工智慧醫學診斷中心許凱程主任

人工智慧在神經醫學的應用

人工智慧在醫學領域的應用

從 2015 年開始，軟硬體的進步而使得人工智慧（以下簡稱 AI）蓬勃發展。

軟體的發展包括 Google 開發的運用類神經網路進行深度學習的 AlphaGo。許醫

師舉例指出，最著名的里程碑就是 AlphaGo 打敗了世界棋王，「而硬體上的進

展則是 NVDIA 以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繪圖處理器）取代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處理器）來進行 AI 的運算，讓深度學習更加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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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來源做出 AI 模型，如果要更全面性的發展 AI

系統，需要將不同的大數據合併。以中風為例，

多體學更重視整體的面向，需要結合腦部 MRI

影像，配合患者的基因、電子病歷中的用藥和

症狀描述，來推估患者之後中風的可能性及治

療方式。這樣更貼近臨床實際的問診。就像醫

師在問診時，不會只憑著一張影像或是病歷就

做出診斷和開藥。多體學也可以讓 AI 的診斷結

果更加準確。

2.數位分身讓資料更完整

許醫師認為，數位分身（Digital Twins）可

以將多體學收集到的資料儲存在雲端、隨身智

慧裝置，或是和健保卡綁定。如此可以收集到

患者所有的病歷資料，而且是有時間序列的完

整資料。患者入院時，醫師可以根據過往的資

料分析，提早做出治療規劃，像是根據患者帶

有哪些基因、對於那些藥物過敏或是腦部血流

的問題，幫助醫師選擇最理想的治療方式及評

估患者預後。

3.將數位分身的資料用於新藥研發的臨床試驗

傳統上，藥物臨床試驗通常需要耗時多年。

目前國外已經有許多研究，利用孿生資訊進行

數位臨床試驗，可以更精確地找尋符合資格的

受試者，讓研究時程縮短且減少所需的患者數，

加速新藥測試及上市的時間。

4.聯合 /聯邦學習提供去中心化的資料

聯合 / 聯邦學習（Federal Learning）是由

多家醫院組成的聯盟，能夠將去中心化的醫療

資料和數據有效串接，不僅能夠給予醫療 AI 足

夠的資料訓練，同時也保有醫院本體的資料自

主性。聯盟的醫療院所只需要分享 AI 模型或權

重，患者個資不會外流。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於 2020 年 11 月宣布，啟動「台灣聯合學習醫

療聯盟」，透過聯合學習開源框架 Harmonia，

可以突破集中式機器學習的瓶頸，用「分享模

型」取代「資料共享」，解決高機密性的資料

交換難題，並建構頂尖醫師專業的 AI 平台。

5.軟硬體的結合

目前的 AI 醫療產業也正在努力發展 AIoT

（Arti�cial Intelligence of Things， 人 工 智 慧 物

聯網），將 AI 與隨身裝置結合。像是新型的心

電圖貼片 14 天連續式心電記錄貼片（EZYPRO® 

ECG Recorder），可以讓患者在家使用，將 14

天的監測數據及時回傳至醫院的遠端治療中心，

由 AI 機械學習式訊號分析軟體進行分析，提高

患者心律不整的診斷率。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人工智慧醫學診

斷中心目前的運作

許醫師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學習的兩年，

看到美國 AI 在醫學上的應用已經是勢不可擋的

趨勢，今年加入中國附醫人工智慧醫學診斷中

心之後，將原本的人力編制擴充至四十人，並

且細分為醫學影像組、生理訊號組、電子病歷

組、基因組，以及系統組。系統處負責讓演算

法工程師開發出的軟體，能夠在院內 HIS 系統上

線。中國附醫的門診目前已經使用十二項 AI 工

具作為診斷輔助，迄今已通過專利且正在申請

FDA 及 TFDA 認證的項目包括：

1.「人工智慧輔助急診心肌梗塞臨床決策支持系

統」：這套系統利用 AI 演算法之分析心電圖訊

號變化，搭配手機即時傳送訊息機制，輔以急

診 ASAP score 判斷非典型症狀患者的危險等級。

2.「骨齡 X光 AI輔助判讀及身高預測系統」：

這是一套骨齡判斷的 AI 系統，除了年齡判讀之

外，增加了可自動產出的模板報告、最終身高

預測、結合中醫藥方推薦、身高曲線追蹤與使

用者回饋等多項功能。

3.「眼底影像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判讀」：經由眼

底鏡影像觀察血管、出血及斑點程度，讓病人

在接受眼底鏡影像檢查後，能夠由 AI 及時判讀

是否有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情形，提供給醫師

參考。

目前中國附醫已經上線供醫師研究輔助之

用的 AI 輔助模型還包括「ICH 腦出血型別輔助

判別」、「乳房超音波判讀系統」、「肝癌分

群預測與判斷」、「心房顫動預測模型」、「肝

纖維化 AI 輔助判讀系統」、「胸腔 X 光異常輔

助判讀系統」、「KUB 骨密骨鬆評估輔助診斷」、

「扁平足 X 光輔助判讀系統」、「染色體異常

輔助判讀系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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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 QR Code，瀏覽影片：人工智
慧如何幫助心肌梗塞的病人爭分奪秒 
（許凱程醫師主講）

AI是輔助的利器，
永遠無法取代醫師的角色

AI 的價值應該不在「跟人一樣」，而是「要

看到人看不到的東西」。過去我們很難解讀的

資料，現在透過 AI 演算，可以提供我們許多非

常重要的訊息，讓研究人員從更多面向進行研

究，避免以偏概全的缺憾。

許醫師表示，雖然目前還是有些放射科或

臨床醫師對於 AI 的應用採取觀望的態度，也擔

心 AI 有一天會取代醫師的工作，其實，醫師的

專業是永遠無法被取代的。AI 對於醫師而言，

更像是醫療輔助決策系統，當患者入院時，AI

會主動提醒醫師有哪些需要注意或立即處理的

狀況，並提供原始的資料連結，讓醫師判斷是

否有立即治療的需要，最後做出診斷及給予醫

囑還是醫師。此外，AI 也可以減輕醫師分析大

量醫療數據的負擔，讓醫師有更多時間可以實

際問診，也能服務更多患者。

細胞治療在腦中風的角色

周中興
三軍總醫院神經
科部主治醫師

台灣腦中風學會
秘書長

細胞治療腦中風的機會與挑戰

自 2018 年 9 月台灣衛生福利部公告修

正之「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

或使用管理辦法」（特管法）以來，許多神

經科醫師與腦中風病患都密切關注細胞治療

於腦中風是否有核定的施行計畫。的確，即

使腦中風自五年前由台灣十大死因的第三名

降至第四名，許多急性期的治療例如動脈移

除血栓術及新型藥物發揮成效，但是腦神經

因血管梗塞而受損，若進入了慢性期例如中

風六個月之後，神經功能往往不能恢復，腦

中風因此成為主要的失能疾病。與一些特定

神經元疾病例如巴金森氏症之主要差異，腦

梗塞後喪失了許多種類的細胞和組織，無論

以藥物、手術或復健治療，包括替代療法例

如針灸、高壓氧治療、靜脈雷射等重建腦組

織或恢復功能的方式，其療效皆難以令人滿

意。因此，近年來新興發展的細胞治療，主

要目標之一，就是改善慢性缺血性腦中風的

後遺症狀。

特管法最初明訂治療慢性缺血性腦中風

的細胞種類包括自體 CD34+ selection 周邊血

幹細胞，以及自體骨髓間質幹細胞，然而兩

年多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抱持

相對保守的原則下，最初明訂的六項細胞來

源都是自體細胞，且初期核定的癌症治療是

自體免疫細胞，而不是未充分分化且具有再

生組織器官潛能的幹細胞。在兼顧生技發展

及保障民眾醫療安全的考量下，近期經過多

方討論，並檢視現有文獻證據，以「自體骨

髓間質幹細胞移植」治療「慢性缺血性腦中

風」之項目，由於其療效尚待證實，故本項

治療可能被刪除。相對地，以「自體 CD34+ 

selection 周邊血幹細胞移植」治療「慢性缺

血性腦中風」，國內已有研究團隊進行臨床

試驗，顯示安全性無虞，且可能有療效，至

於「自體 CD34+ selection 周邊血幹細胞」

治療「慢性缺血性腦中風」之細胞治療技術

施行計畫，宜由完成第二期臨床試驗之治療

團隊申請。

若參考急性腦中風晚近的治療發展，腦

部影像技術的精進和判讀，提供了藥品使

用和取栓術進行的依據。慢性缺血性腦中風

之細胞治療技術若要成功，也必須判斷腦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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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梗塞後不同區域組織和血流的變化，例如

急性、亞急性或慢性期，以正確選擇合適接

受細胞治療的病人，而目前的規定和臨床試

驗，多半僅將慢性期訂為中風後六個月。但

細胞產品與一般藥品不同，其穩定性和品管

有其特性，雖是挑戰卻也極具能超越藥品療

效的潛力。惟有生醫研發配合能引領細胞治

療發展的相關法規，才能克服傳統上治療慢

性缺血性腦中風的困難，彌補當前各項治療

之成效不足。

臨床試驗細胞移植治療缺血性腦中風

2019 年 5 月 有 一 篇 考 科 藍 文 獻 回 顧

（Cochrane Review）採用全球多個資料庫，

以較嚴謹的條件，針對過去所有各類幹細胞

移植治療缺血性腦中風的臨床試驗中，符合

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的 7 項臨床試驗進行分析，主要結論

是幹細胞移植治療缺血性腦中風與病人神經

症狀之改善有關，卻無法達到較佳的生活功

能，也沒有嚴重的安全性顧慮（Boncoraglio 

et al., 2019）。當然，這些病患人數不多的

臨床試驗難避免可能的多種偏差，也點出未

來更佳設計之臨床試驗的必要性。

根據台灣藥物臨床試驗資訊網（https://

www1.cde.org.tw/ct_taiwan/）， 以「 腦 中

風」為關鍵字，搜尋到 7 項在台灣針對缺

血性腦中風進行的細胞治療臨床試驗（見附

表），包括已完成的周邊血液自體幹細胞

（CD34+）經顱移植腦部治療陳舊性缺血性

腦中風病人之第二期臨床試驗（Chen et al., 

2014）、已完成之經內頸動脈投予周邊血液

自體幹細胞（CD34+）於陳舊性缺血性腦中

風病患安全性與耐受性之探討的第一期臨床

試驗（Sung et al., 2018）、正進行之第二期

臨床試驗經內頸動脈投予自體周邊血液衍生

幹細胞 / 前驅細胞（CD34+）於急性缺血性

腦中風病患療效之探討、已完成之自體脂肪

幹細胞經顱移植腦部治療陳舊性缺血性腦中

風病人之第一期臨床試驗、正進行的臍帶血

單核細胞經靜脈注射治療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病人之第一期試探性人體試驗研究、正進行

的開放性且劑量遞增之第一期臨床試驗研究

評估臍帶間質幹細胞經靜脈輸注於急性缺血

性腦中風患者之安全性及耐受性、及即將進

行的骨髓間質幹細胞做為急性缺血性腦中風

治療及增進復原之研究（MASTERS-2）（Hess 

et al., 2017）。

這些臨床試驗包括靜脈注射、動脈注

射、及經顱腦內注射等不同方式，而國外也

有脊髓腔注射移植細胞的臨床試驗。儘管經

由血管注射是相對安全的方式，但是因為能

臨床試驗計畫名稱
急或慢性

腦中風
細胞來源

人類細胞

種類
移植方式 期別 進度

周邊血自體幹細胞經顱移植治

療陳舊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
慢性 自體

周邊血自體

幹細胞
經顱注射 第二期 已完成

於頸動脈施打周邊血液自體幹

細胞 (CD34+) 於陳舊性缺血性

腦中風病患安全性與耐受性之

探討

慢性 自體

周邊血液自

體 幹 細 胞

(CD34+)

內頸動脈注

射
第一期 已完成

經 內 頸 動 脈 投 予 自 體 周 邊

血液衍生幹細胞 / 前驅細胞

(CD34+) 治療於急性缺血性腦

中風病患療效之探討

急性 自體

自體周邊血

液衍生幹細

胞 / 前驅細

胞 (CD34+)

內頸動脈注

射
第二期 進行中

自 體 脂 肪 幹 細 胞 (adipose-
derived stem cells, ADSCs) 經

顱移植腦部治療陳舊性缺血性

腦中風病人

慢性 自體
自體脂肪幹

細胞
經顱注射 第一期 已完成

臍帶血單核細胞經靜脈注射治

療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病人之第

一期試探性人體試驗研究

急性 異體
臍帶血單核

細胞
靜脈輸注 第一期 進行中

開放性、劑量遞增之臨床一期

研究用於評估臍帶間質幹細胞

經靜脈輸注於急性缺血性腦中

風患者之安全性及耐受性

急性 異體
臍帶間質幹

細胞
靜脈輸注 第一期 進行中

骨髓間質幹細胞做為急性缺血

性腦中風治療及增進復原之研

究 (MASTERS-2)
急性 異體

骨髓間質幹

細胞
靜脈輸注 第三期 進行中

附表 台灣進行缺血性腦中風之細胞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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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通過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的細

胞數相當有限，故推測輸注的細胞只是間接

地影響腦部。而且如果是經由動脈注射之方

式，必須留意倘若細胞聚集成團類似小血栓

的現象所帶來的危險。又，若是經由腰椎穿

刺注入脊髓腔，則須面對細胞在腦脊髓腔內

流動的不確定性。而經顱注射腦部，雖然可

針對目標位置直接提供細胞、且需要的細胞

數目較少，卻可能發生腦出血和癲癇等併發

症，因此需要精細的手術來執行。腦血管梗

塞後失去的腦組織包含多種細胞和組織成

分，若要經由細胞移植原位重建腦組織，研

究理論和當前證據顯示其機會很低，注射移

植的細胞，絕大多數無法長期停留在腦組織

內。因此，移植細胞產生的旁分泌生長因子

（paracrine growth factors）、免疫調節作用、

以及周遭腦組織重塑過程的間接作用，是目

前較被採信的療效機制。

自體 CD34+ selection周邊血幹細胞治療
腦中風的特色

規範細胞治療之特管法，基於表現 CD34

抗原之周邊血幹細胞有潛力治療缺血性血管

疾病，其適應症除了慢性缺血性腦中風，

還有嚴重下肢缺血症。最初針對 CD34 細胞

表面抗原的抗體，可用以鑑定許多造血前驅

細胞，進而抽採周邊血液和骨髓造血細胞得

以鑑定 CD34+，這是一種方便且相對簡單

的方法。藉此法以純化人類細胞，並發展

為一種策略來治療癌症等疾病（Mackie and 

Losordo, 2011）。而 CD34+ 細胞有潛力治

療缺血性血管疾病，在於內皮前驅細胞和完

全分化的內皮細胞都表現 CD34 抗原，這些

表現 CD34 抗原的細胞可能通過促進血管新

生，進而改善缺血性疾病（Sietsema et al., 

2019）。

曾有研究報告指出：周邊血液中的幹

細胞數目很少，而發生中風時血液中表現

CD34 或 CXCR4、或同時表現 CD34/CXCR4，

這三種幹細胞數目較多的病人，中風症狀較

輕微（Gojska-Grymajlo et al., 2012）。另外，

之後表現 CD34 或同時表現 CD34/CXCR4 的

血液幹細胞數目增加較多的腦中風病人，

其 6 個月後神經功能改善程度較佳（Gojska-

Grymajlo et al., 2012）。因此 2014 年英國發

表的全球第一件臨床試驗，採用動脈內注射

CD34+ 幹細胞治療急性腦梗塞中風病人，其

方式為 5 位急性腦梗塞中風病人，於中風 7

日內接受自體骨髓 CD34+ 幹細胞經腦導管

於內頸動脈注射細胞治療，6 個月後，這 5

位患者的神經功能均明顯改善，腦梗塞體積

減少（Banerjee et al., 2014）。有趣的是，

一項 2016 年發表的美國研究，隨著年齡增

長，周邊血 CD34+ 幹細胞數目逐漸減少，

而帶有心血管危險因子的種類越多，周邊血

CD34+ 幹細胞數目減少的幅度增快，這些

心血管危險因子包括高血壓、糖尿病、高血

脂和抽煙共四項，都是腦中風危險因子（Al 

Mheid et al., 2016）。因此維持足夠數目的周

邊血 CD34+ 幹細胞，或輸注 CD34+ 幹細胞，

可能改善腦中風預後。

增 加 內 源 性 周 邊 血 CD34+ 幹 細 胞 數

目 的 藥 品（Mackie and Losordo, 2011），

例如白血球生長激素（granulocyte-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CSF）、司他汀類（statin）

藥物、促紅血球生成素、血管內皮生長因子

（VEGF）、血管生成素 1（angiopoietin-1），

而 AMD3100（De Clercq, 2019）及淡水束絲

藻（Aphanizomenon �os-aquae, AFA）成分促

使骨髓內 CD34+ 幹細胞釋出進入血液循環，

則是透過 L- 選擇素配體（L-selectin ligand）

作用，減少骨髓對於幹細胞的束縛（Jensen 

et al., 2007）。

幹細胞相關產物治療腦中風的前景

台灣與南韓有關細胞治療的法規，可說

是參考了 2014 年日本公布的法條，日本的

再 生 醫 學 安 全 法（The Act on the Safety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ASRM）， 針 對 幹 細

胞治療和再生醫學的規範，基於安全和風

險考量分為：第三級（低風險），是同源

（homologous）細胞例如免疫細胞治療癌

症、第二級（中度風險），是非同源（non-

homologous）細胞例如脂肪幹細胞治療缺

血性疾病、和第一級（高風險），包括胚胎

幹細胞和基因改造或異體細胞等（Cyranoski 

2019）。因此，根據神經胚胎發育研究，

成人腦神經組織可說是神經幹細胞分化發育

而成，因此，採用神經幹細胞進行腦梗塞中

風後的修復有其依據，也是英國臨床試驗

（PISCES）人類胎腦神經幹細胞株（CTX-DP）

經顱注射異體移植慢性缺血性腦中風的原理

（Kalladka et al., 2016; Muir et al., 2020）。

而美國 SanBio 臨床試驗（phase I/IIa）則是

採用異體骨髓間質幹細胞（modi�ed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BMSCs, SB623）（Steinberg et al., 2016）。

這些特管法附表三以外的細胞治療方式，可

能依醫療法規定申請施行人體試驗進行臨床

試驗，或依特管法擬訂施行計畫，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為之。

如同一般合成藥物，外泌體（exosome）

或生長因子等細胞製造的相關產物和治療

（cell-free therapy）可避免細胞移植治療的

風險和困難，但是，細胞實驗已驗證，不同

種類細胞之間相互影響之動態和時序上的變

化，是細胞治療之細胞活性的特色（Chou 

and Modo, 2016）。這些細胞治療的特性，

好比傳統的輸血或植皮治療，有其不易被取

代的因素。在組織重建的領域，具生物活性

的細胞可能與植入後周遭環境發生交互作

用，進而展現植入細胞的功能，以期改善臨

床症狀。因此，在合理的法規和制度規範下，

發展細胞治療以醫治腦中風病人，有機會提

昇當前慢性缺血性腦中風的治療成效。在台

灣，醫療資訊適度公開的方便性，有機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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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民眾，並提供建議的管道，可在衛福部「細

胞治療技術資訊專區」網站查詢。https://

celltherapy.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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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與神經退化性疾病
的關聯

鄔定宇
雙和醫院神經科
主任

睡眠品質的指標與關鍵

對睡眠醫學稍有涉略的人都知道，我們

從躺下到進入睡眠平均約略需要 10-20 分

鐘，睡眠由淺入深從非快速動眼期第一期

（NREM sleep stage I，簡稱 N1），然後進入

非快速動眼期第二期（NREM sleep stage II，

簡稱 N2），接著再進入慢波睡眠期（slow 

wave sleep，簡稱 SWS），之後再進入快速

動 眼 期（rapid eye movement sleep， 簡 稱

REM），此即一個睡眠週期，我們成年人每

天的睡眠約略有 4-6 個這樣的週期會出現，

通常前半夜的慢波睡眠比例較多，後半夜的

快速動眼期睡眠較多，這樣是較為正常的睡

眠結構。

通常一個正常的睡眠如果沒有其他的干

擾下（如尿急、噪音…等等內在外在因素）

是可以一覺到天亮的，而且醒來後應該可以

感覺神清氣爽，讓我們得到足以應付一天工

作生活所需的精神狀態。反之，有失眠或其

他睡眠疾病的人通常會有不正常的入睡時

間，可能是過長（如失眠）或過短（如猝睡

症、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結構的改變（如

淺眠、多夢）、睡眠維持的困難（易醒、再

入睡困難、早醒）…等等問題。不過筆者認

為，睡眠的品質好不好是非常主觀的，當我

們覺得睡眠品質不好時，都應該找專業的醫

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不需要科學的驗證，大家都知道睡眠可以使我們的身心都得到

休息，就如同電池再充電一般，讓我們在每天早上起床後充滿活力與精神。本期會訊特邀身兼台灣

睡眠醫學學會理事的鄔定宇醫師，分享睡眠與神經退化性疾病的關聯。

每日 7-8小時的睡眠是廣泛被認定對於認知功能與日常生活功能有益的，長期的睡眠剝奪會使人

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反應力下降、認知功能衰退，也會造成情緒的改變。長期的睡眠剝奪也常會因

為人體的耐受性而使人們不自知，但是睡眠剝奪已經被證實會增加數種疾病的風險，例如肥胖、代

謝症候群、高血壓、心臟病、腦中風、精神疾病、壽命減少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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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討論，找出潛在的睡眠疾病。另外，過度

的嗜睡、過快的入睡速度、過多的睡眠也常

常代表一些睡眠疾病的病徵，不可不慎。

睡眠與神經退化性疾病的關聯

自從人們對神經解剖與神經生理更加了

解之後，睡眠這一個重要的週期性生理現象

已經很明確的被知道是由腦部所掌控的一個

生理過程，所以，神經退化性疾病會影響到

睡眠是不難理解的，我們可以由神經科最常

見的兩種神經退化性疾病來探討一下。

首先，巴金森氏症會有夜尿增加、入睡

困難、醒覺後再入睡困難、夜間躁動、日

間嗜睡…等等的睡眠表現，其中有許多的問

題與巴金森氏症的動作障礙有關，例如肌張

力不全、肢體的僵硬疼痛、翻身困難等等。

也有其他與巴金森氏症的非動作症狀有關，

例如焦慮、憂鬱、衝動控制異常（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ICD）等等。與巴金森氏症

可能有關的睡眠疾患有兩個，一個是不寧腿

症 候 群（restless legs syndrome, RLS）， 另

一個是快速動眼期行為障礙（REM behavior 

disorder, RBD）。依照 IRLSSG（international 

RLS study group）的診斷標準，病人排除掉

其他疾病且符合下列四項標準即可診斷是

RLS：（1）肢體感覺異常，會有強烈想要

移動肢體的衝動；（2）在休息或靜止時，

感覺異常的症狀和想要移動肢體的衝動會加

劇；（3）活動後可以讓這種不適症狀部份

減緩或消失；（4）感覺異常的症狀在傍晚

或夜晚時會加劇，白天時較少受到困擾。

不寧腿症候群之所以被認為跟巴金森氏

症有關是因為使用多巴胺類的藥物治療對這

兩個疾病都有效用，可是研究上在不寧腿症

候群的病人上看不到大腦黑質的退化，弔詭

的是，我們使用多巴胺類的藥物治療不寧腿

症候群的患者一段時間後，有可能會出現症

狀反而增強的狀況（augmentation），有人

認為雖然都是多巴胺的系統，但是可能影響

的是大腦其他部位的多巴胺系統。目前，並

無證據支持巴金森氏症的患者有較多的不寧

腿症候群之發生率，反而是開始使用多巴胺

類藥物治療巴金森氏症後比較會出現不寧腿

的症狀。至於有不寧腿症候群的患者是否會

增加日後發生巴金森氏症呢？目前的研究似

乎沒有結論，有的研究認為會增加兩倍左右

的風險，但是有的研究顯示沒有增加風險，

所以這點還有待更多的研究來證實。

另一個與巴金森相關的睡眠障礙是快

速動眼期行為障礙（REM behavior disorder, 

RBD），在 ICSD-3 中被歸類為快速動眼期相

關 的 類 睡 症（REM-related parasomnia）。

正常的睡眠中，在快速動眼期的睡眠時

人體會出現肌肉張力消失的情況（muscle 

atonia），這樣的睡眠生理被認為可以保護

個體不至於在快速動眼期時將夢境的內容表

現出來，以免產生個體的危害，正常的睡眠

生理是因為產生動作的神經傳導在以橋腦為

主的神經迴路中被阻斷，所以不會把這些神

經傳導繼續傳往脊髓產生動作，但是有 RBD

的 病 人 會 出 現 RSWA（REM sleep without 

atonia，如圖一），因此在 REM 睡眠時患者

會將夢中的動作給表現出來，症狀輕則像講

夢話、咆嘯、罵人或一些肢體的小動作，動

作大時可以是複雜如跑步、打架甚或開車等

複雜的行為，因此有時會有自傷或傷人的

狀況產生。目前認為 RBD 的出現與藍斑下

核（subceruleus complex）的退化有關，目

前已知很多疾病都會導致這樣的退化，其

中包含了突觸蛋白相關的神經退化性疾病

（synucleinopathy）如 PD、DLB、MSA…等

等，猝睡症（narcolepsy）以及其他橋腦的

結構性病灶如腦血管疾病、腦瘤也可以引起

RBD 的症狀。由於病人出現 RBD 的症狀可以

在出現明顯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數月至數十年

前就發生，因此，在排除掉其他結構性異常

及可能的藥物影響後，應該強烈懷疑病人有

潛在的 synucleinopathy 正在進行中，應好

好地做長期的追蹤。

另一個常見的神經退化性疾病是阿茲海

默氏症，這是全世界最常見的神經退化性

疾病，也是最常見的失智症，目前認為是

類澱粉蛋白與 tau 蛋白的堆積導致神經元的

凋亡所造成一種漸進式認知功能衰退的疾

病，研究中發現類澱粉蛋白的堆積會導致

NREM 睡眠的減少與不正常的中斷，而目前

認為 NREM 睡眠的減少會對依賴海馬迴的記

憶 固 化（hippocampus-dependent memory 

consolidation） 會 有 不 好 的 影 響； 另 外，

類澱粉蛋白的堆積也會導致 REM 睡眠的減

少，而 REM 睡眠對於情緒的調控與情感的

反應有很大的影響。相反的，睡眠障礙也可

能會影響的神經退化性疾病的病程，最近幾

年較為熱門的議題就是所謂的膠淋巴系統

（glymphatic system，如圖二），甚麼是膠

淋巴系統呢？我們知道淋巴系統對於組織液

的循環、脂肪的吸收與後天免疫至關重要，

但是中樞神經系統是相對封閉的系統，在免

疫上有其特殊性，所以不會讓 T 細胞隨意地

進入中樞神經系統中。在中樞神經系統有兩

套淋巴系統，一個是分布在腦室與蜘蛛膜下

腔的腦脊髓液，另外一個是分布在腦細胞間

的細胞間液，後者就是所謂的膠淋巴系統，

最近的研究顯示這個系統與大腦有毒廢棄物

例如類澱粉蛋白的排除有關，而這樣的膠淋

巴系統在睡眠時空間較為增加，可以加速有

毒物質的排除，因此睡眠可能經由膠淋巴系

統影響到神經退化性疾病的進展。

神經退化性疾病患者：睡眠品質的提升

與治療

其實不論是否有神經退化性疾病，所有

的人都需要追求好的睡眠品質，不二法門就

是維持正確的睡眠信念、養成規律的作息、

多運動、勿過量飲用含咖啡因的飲料、保持

良好的睡眠衛生…等等。當然，由於有神經

退化性疾病的病人多數為中老年人，醫師應

要知道年紀對睡眠正常的影響，通常睡眠時

間會縮短、慢波睡眠與快速動眼期睡眠會減

少，睡眠的連續性較差，再入睡較困難，但

是如果病人並沒有主觀的睡眠問題，也沒有

夜間及日間的睡眠異常相關症狀，可以跟病

人好好的討論後作觀察即可。重點是，我們

看神經退化性疾病病人的時候，記得多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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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lectrodiagnostic criteria of CIDP, Journal of the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2010 , 15(1), 1-9圖二（圖片來源：Je�rey J. Ili�.）

圖一（圖片來源：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leep Medicine 6Th Edition）

慢性脫髓鞘神經病變的
診斷、治療與未來展望

宋家瑩
萬芳醫院神經
內科主任

慢性脫髓鞘神經病變的診斷

慢性脫髓鞘神經病變（CIDP）為自體

免疫誘發的周邊神經炎，是目前可以治療

的周邊神經病變。臨床診斷主要以 2009 年

EGNS/PNS 發表的 Guidelines 為主要依據 1。

CIDP 的診斷以臨床病徵，電生理表現及其他

實驗室結果為診斷依據。神經傳導（Nerve 

Conduction Study）是重要的診斷依據，神

經傳導的檢查結果，會有 prolonged distal 

motor/sensory latencies, slowing conduction 

velocities, temporal dispersion, conduction 

下睡眠的狀況，如有問到其他睡眠疾病的狀況如睡眠呼吸中止症或上數

提到的其他睡眠障礙，則應審慎評估後給予相對應的治療，必要時可以

安排多項睡眠生理檢查（polysomnography, PSG）來幫助診斷與安排後

續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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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ypes of CIDP,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 Psychiatry, 2019, 90(9), 981–987

block 或 是 prolonged F latencies 等 約 12 項

變化，為減少因診斷醫師主觀意識，而有

一明訂的神經傳導變化百分比 （參考 Table 

1）。也依照 NCS 變化的結果分成 de�nite, 

probable 及 possible CIDP。EGNS/PNS 診 斷

的 criteria 具 有 81% 敏 感 度（sensitivity）

及 96% 特異度（speci�city）。我們也必須

小心排除其他類似 CIDP 的疾病，例如 Lyme 

disease, 藥物 / 毒素中毒導致的神經病變，

IgM monoclonal gammopathy, amyloidosis, 

myeloma related paraproteinemia, 以及糖尿病

神經病變等等，所以診斷 CIDP 是需要一段時

間來追蹤神經傳導的變化較能夠正確診斷。

CIDP 臨床上是以主要是慢性（超過 8

週），肢體對稱性，遠端為主的麻木與無力，

患者常常會有「時好時壞」的臨床神經學症

狀。 有一部分患者會以急性神經炎 Guillian-

Barre Syndrome (GBS) 表現，經過兩個月後

GBS 症狀有加劇或是對於治療反應不穩定，

才診斷出為 CIDP2。所以建議 GBS 患者需要

1-2 年的追蹤，才能完全排除 Acute-onset 

CIDP 的可能。

典型的 CIDP 臨床表現 triad 包括 : 對稱性

遠端無力 / 感覺低下及肌腱反射下降。非典

型 CIDP 可以分類為 DADS　(Distal acquired 

demyelinating symmetric) MADSAM (multiple 

acquired demyelinating sensory and motor) 

pure motor CIDP，pure sensory (Chronic 

id iopathic  sensor y  polyneuropathy)，

CANOMAD (chronic ataxia opthamoplegia IgM 

paraprotein, cold agglutinins and disialosyl 

antibodies)3（見 Figure 1），以上提到的多

半是依臨床表現來分類，所以在臨床上患者

有非典型症狀也必須小心追蹤才能給予正確

診斷。

自體免疫抗體（autoantibody）自 1980

年開始陸續被報告，這些特殊抗體仍是

CIDP 的支持性證據而非診斷必要條件。近

年來除了 anti-MAG 及 anti-GM1 antibody 是

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MGUS) 及 multifocal motor 

neuropathy (MMN) 之重要診斷支持證據之

外，CIDP 與抗體之間的關聯性仍未明。至

今大部分的 CIDP 患者中並無法驗出特殊的

抗體，只有 4-8% 可以驗出以下抗體：anti-

NF155, anti-NF186, anti-Contactin-1 及 anti-

CASPR1 抗體等。這些抗體所對抗的抗原存

在神經的蘭氏結或結旁，造成不同的致病

機 轉 4。 例 如 NF155 是 位 於 paranodal 的

醣 蛋 白，anti-NF155(+) 的 CIDP 患 者 的 神

經切片電子顯微鏡下的特別病理發現就是

paranodal 的 axial-glial detachment5， 與

antibody negative 的 CIDP 患者的神經上病

理變化：nodal area macrophage destruction

大為不同。但因為抗體偵測並未普及，所以

抗體和臨床症狀之間的關聯性仍有待進一步

研究。Table 2 將抗原和軸索上病變位置作一

簡單整理 6。

CIDP的治療

目前現行 CIDP 治療方式被證實有效有

三種，皮質類固醇、血漿置換術（plasma 

exchange, PE）以及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

（IVIg）/ 皮下注射免疫球蛋白（SCIg）。研

究證實，皮質類固醇能誘導 CIDP 緩解，試

驗中給予患者不論是口服或是靜脈注射高劑

量皮質類固醇，60% 的患者有顯著改善，其

中又有 61% 的患者於停藥後 55 個月仍處於

緩解狀態 , 5 年的緩解率（remission rate）

估算有 55%7。因此，皮質類固醇為目前臨

床醫師第一線用藥。類固醇會以 60mg/day

為主，然後緩慢地逐漸減量。

血漿置換術以及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多

半使用在類固醇失敗或是不適合使用類固

醇患者，並且根據過去文獻，二者療效反應

相差不大，但因血漿置換術需要住院及靜脈

置入血液透析管，造成患者在治療過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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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utoantigenic targets in 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neuropathy (CIDP) and relevance of corresponding 
autoantibodies. Johannes J et al. Ann Transl Med 2018;6(17):337

2

能較為不舒服，而且容易有出血及靜脈栓塞

風險，加上目前因健保已經開始事審給付

IVIg，所以已逐漸減少使用。

免疫球蛋白（IVIg）在許多研究中顯示

具有良好的起始反應率（response rate），

並且效果迅速，適用於疾病進展迅速且較為

侵略性的患者。一般而言，起始劑量為 2g/

kg/course， 每隔 3 星期治療一次，治療半

年。半年後臨床症狀若無惡化，則考慮減少

20% 劑量（例如 1.8g/kg）作為維持治療。

致於何時應該停止治療，目前尚無定論。

Kuwabara et al 報告在 28 週的治療有 77%

的患者有明顯進步，10% 患者 以 0.3g/kg/

week 維持治療 52 週中仍有復發。然而在

13 週的 IVIg 治療後，轉換成皮下免疫球蛋

白是一相對安全的治療方式 8。

未來展望

因為免疫球蛋白是一昂貴治療，何時該

停止治療，尚需要做一全面登錄並檢討。

國家保險自 2019 年起給付免疫球蛋白治療

CIDP，因給付劑量為半年兩次，遠低於文

獻上常用治療計量（2g/kg/3weeks 維持六

個月），根據個人經驗，多半患者在該劑量

之下，一年後仍會再發，目前個人較常使用

治療劑量為 1g/Kg/4weeks 的維持劑量，半

年停藥並追蹤，會有較理想的治療效果，當

然是請患者自費。希望日後藉由全國性的登

錄，制定出較為理想的治療劑量，以達到健

保財政與國民健康之雙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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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八世紀，伽伐尼（Luigi Galvani）

用電流刺激青蛙的肌肉使肢體跳動開始，人

們便期待用外在刺激來誘發生物反應、治

療疾病、甚至復活生命。其間最著名的想像

便是於 1818 年的創作小說「科學怪人」。

在小說中，由各個屍塊縫合的個體，在通過

電流刺激而得以產生生命。現實世界中，到

目前為止雖然無法達成生命死而復生的想

像；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與對生物個體的

認識，刺激人類的大腦以研究或改變大腦的

功能已經變得可行。此外，還可以經由非侵

入性的方式來達這樣的目的。所謂非侵入性

的腦刺激術，是指在維持頭皮及頭蓋骨完整

性，並且不破壞腦組織的情況下，刺激腦部

的神經迴路來達成特定目的的技術。

非侵入性的腦刺激術主要包含經顱磁刺

激術（TMS: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及 經 顱 電 刺 激 術（tES: 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TMS 是以瞬間流動的電流來產

生磁場（安培電流磁效應），而利用磁場不

受頭皮及頭骨阻 的特性，在大腦皮質上以

此變動磁場誘發的環場電流（法拉第電磁感

非侵入性腦刺激術在神經
疾病治療上的未來展望

黃英儒
林口長庚神經內
科動作障礙科主
治醫師

應）來刺激神經迴路甚至產生動作電位。而

特定模式的重覆經顱磁刺激（repetitive TMS, 

rTMS）可以使神經迴路的興奮度提升或是下

降，且此效應可以在停止刺激後維持數分到

數小時之久。而 tES 則將微弱的電流（通常

是 1-2 毫安培）經由貼於頭皮的電極，以直

流電（tDCS: 經顱直流電刺激 )、交流電（tACS: 

經顱交流電刺激）或是亂數產生之雜訊電流

（tRNS: 經顱散噪電刺激）刺激腦部，以達成

和 rTMS 類似的神經調控作用。

雖然無取得直接的證據，但是有許多的

間接證據從生理上、藥理上、行為學上及

動物實驗中，顯示非侵入性腦刺激產生的神

經迴路增益或抑制與神經可塑性中的長效增

益（LTP）或長效抑制（LTD）相關，雖然重

覆經顱磁刺激與經顱電刺激的作機轉還是有

些基本上的差異。由於神經可塑性已知和學

習、記憶、神經系統自我修復相關，因此，

非侵入性腦刺激術不只可以用來探查人類大

腦的正常或是異常功能與狀態，近年來更被

用來治療神經及精神疾病。

2008 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首次通過應用重覆經顱磁刺激術來治療藥物

治療無效的重度憂鬱病患，其後又陸續增加

了各種不同的適應症。而台灣也在 2018 年

通過以重度憂鬱症為適應症的重覆經顱磁刺

激治療。隨著時間的展開，相信可以用非侵

入性腦刺激術來治療的疾病會越來越多。以

現階段來看，曾經有研究顯示能受益於非侵

入性腦刺激術的神經疾病就包括：腦中風、

帕金森病、肌張力不全、顫抖症、慢性疼痛、

耳鳴… 等。然而，在目前通過的治療適應症

中，除了偏頭痛之外，卻都集中在精神疾病

的治療上。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況，大致可

以歸究於兩大原因：（1）不同於精神疾病，

神經疾病多是已知有結構或是迴路上的障

礙，較不容易被修正；（2）不像一開始的憂

鬱症治療研究，目前大多數的神經疾病治療

缺乏廠商或是資金帶動大規模的臨床試驗。

因此，未來非侵入性腦刺激術在神經疾

病治療上，需要投入人力和金錢進行足夠

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以實際驗證目

前在小規模前期研究所發現的療效。除此之

外，還需要在非侵入性腦刺激的技術上，有

更新的突破。

就調控策略來看：非侵入性腦刺激術的

治療基礎建立在針對某個或數個腦區進行刺

激，以調控其功能向上或向下，進而達成重

建腦部功能的目的。然而大腦是一個複雜的

網絡，對某個腦區的刺激所造成的大腦變化，

可能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單純，隨便一個代

償變化，都可能抹煞將一切的努力。更何況

是在有結構或是迴路問題的神經疾病下的大

腦，其複雜度可能更勝於正常運作中的大腦。

因此，未來應該對刺激所造成的變化，進行

更系統性的研究，以找出最佳的刺激位點，

甚至調整大腦的網絡強化其對刺激的反應。

就刺激效應來看：目前所有的非侵入性

腦刺激術所產生的效應都顯得脆弱而易變。

目前的對策是利用多次的分段刺激，在多日

的累積之下，達到固化效果的目的。然而這

種方式往往需要數週到數月才能產生預期的

效應，曠日費時。因此如何提高每日其至每

次的刺激劑量，以提升治療效率與成效也是

未來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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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刺激技術來看：目前所有的非侵入性

腦刺激術都僅止於大腦表面的刺激，無法超

越大腦皮質的深度。然而很多神經疾病的病

因，是來自大腦的深層。舉例來說：帕金森

等動作障礙，都與大腦深層的基底核相關，

而目前要調控深層的腦區，只能仰賴開刀的

侵入性方法。如果能開發出調控深層腦區功

能的非侵入性腦刺激技術，將可擴大非侵入

性腦刺激術的治療面向於成果，成為病人的

一大福音。其中一個可行選項是低能量非產

熱式的聚焦式超音波。學理上，聚焦式超音

波可以把能量集中在遠離超音波探頭的大腦

任何部位。而不同於目前市面上用高熱來燒

灼組織的高能聚焦式超音波，低能量非產熱

式的聚焦式超音波可以在不破壞神經組織的

狀況下，產生可逆性的變化，如：打開血腦

屏障以給予特定腦區所需藥物或基因治療，

或是如同前述非侵入性腦刺激術一樣，達到

神經調控的效應。

總結來說，非侵入性腦刺激術目前已經

在神經及精神疾病的治療上，取得不錯的成

效。然而我們需要更多的努力，從調控策略、

刺激效應及刺激技術等方面，多管齊下，使

其未來在神經疾病治療上有更多更好的突破

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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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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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元旦晚上，當時還是住院醫師的黃

虹瑜醫師，正好在中國附醫急診室值班，一位

發生急性中風昏迷的華僑被送到急診室，經過

「一站式救治」及時發現患者大血管阻塞。然

而，患者接受靜脈血栓溶解劑治療後效果不彰，

神經科醫師當機立斷，再請神經放射科醫師進

行經腦動脈血栓去除術，成功地讓患者恢復右

側手腳的力氣，最後甚至能獨立行走。這一晚，

開啟了黃醫師的血栓移除之路。

隨著新的取栓器材問世及技術進步，提高

了血管打通率，醫學界開始嘗試使用經腦動脈

血栓去除術（Intra-arterial thrombectomy，以下

簡稱 IAT）治療大血管阻塞的缺血性腦中風。IAT

施作時，於鼠蹊部放置大管徑動脈導管，經主

動脈到顱內阻塞的血管；導管順著導絲在梗塞

的地方，以導管抽吸或支架取栓的方式，清除

血栓來打通血管。儘管當時已經具備這樣的技

術，卻還沒有醫學報告證實 IAT 的療效顯著。

臨床試驗結果證明，

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

巧合的是，在這位急性中風患者進行

IAT 後隔天，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 刊出了全球第一個證實 IAT 可有效治

療缺血性腦中風之臨床試驗結果。之後更陸

續發表了四篇以 IAT 治療大血管阻塞的缺血

性腦中風，獲得顯著療效的臨床報告。12345

一連串的醫學實證和院內成功的案例，

讓當初大膽進行 IAT 治療的醫療團隊吃了定

心丸。同年 7 月，美國心臟腦中風學會也發

布了急性缺血性腦中風新的臨床治療指引，

明確制定前循環的大血管中風治療有效時間

是 6 小時。若患者到院時間在發病 3 小時內，

可先注射靜脈血栓溶解劑，之後緊接著施行

經腦動脈血栓去除術，兩種治療中間不需等

待或觀察靜脈血栓溶解劑的臨床反應。經過

醫界和學會的爭取，健保也終於在 2016 年 2

月開始給付 IAT 所使用的取栓支架，讓病人

家屬節省 15-20 萬元的費用。而中國附醫也

在 2016 年年初，在短短的一個月內修訂了

巾幗不讓鬚眉——
我的血栓移除治療之路
專訪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科
主治醫師黃虹瑜

採訪、撰文

姜欣慧

新的「6 小時內急性腦中風流程」，將血栓

去除術納入這套系統中。

「2015 年元旦的中風患者治療，就像是

我在血栓移除治療之路上的里程碑，更堅定

我走上這條路的信念。」黃醫師說。

橫跨中西醫雙領域的神經科醫師

黃虹瑜醫師畢業於中國醫藥學大學，雙

主修中醫學系和西醫。當她還是住院醫師

時，便已經開始接觸急性腦中風患者的治

療，從入院到接受檢查和治療及復健，均全

程參與。從那時候開始，她便決心致力於中

風患者的治療。

正因為擁有中醫和西醫的背景，黃醫師

對於不同的治療方式，總是採取著開放的態

度。她表示，急性中風的患者能接受的治療

方式不多，再加上急性腦中風的救治需要和

時間賽跑，只要有一絲可能，所有新的治療

方式都值得嘗試。

然而，即使已經有成功的案例和醫學實

證，保守的醫生還是抱持著觀望的態度，不

願意嘗試新的準則。當時許多醫師仍抱持觀

望的態度，各科部對於新的治療方式仍存有

很多疑問。黃醫師笑著說，醫院在短短一個

月內將血栓去除術納入綠色通道之中，其實

是經過無數次討論磨合出來的結果。

突破現有體制的框架

中國附醫早在 2007 年 2 月，便成立腦

中風中心，並推行「中風 6 小時內急性腦中

靜脈血栓溶解劑對於大血管栓塞的效果有限

當時，急性缺血性腦中風的治療準則是靜脈血栓溶解劑治療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又稱 IV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以

下簡稱 IV-tPA）。經過多年的使用經驗，神經科醫師發現，如果阻塞

部位發生在大血管，IV-tPA 的打通率只有兩成，再加上 IV -tPA 的治療

有黃金 3 小時的限制，若使用於發病超過 3 小時的患者，病人發生腦

出血的機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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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經過取栓治療後血流重建。

風流程」的綠色通道。這樣的一條龍診治，

需要急診部、神經放射科、神經外科、麻醉

部、護理部及神經部合作，爭取治療患者的

黃金時間。

黃醫師的血栓移除之路所面臨最大的挑

戰，就是跨科室之間的技術學習和合作。隸

屬於神經科的她，為了學習 IAT，需要跨足

神經放射科，向不同的醫師學習這項技術。

即使技術已經到位，說服醫院各科室採用新

的治療準則也是一大挑戰。等到大家有了共

識，接下來就是如何順暢地執行綠色通道。

治療缺血型中風最需要的是和時間賽

跑，一旦發生缺血型中風，每拖延 1 分鐘，

就會增加 190 萬個腦細胞死亡，因此治療缺

血型中風是分秒必爭的。納入新的治療準則

之後，還需要培養新的默契和相互磨合，才

能節省珍貴的每分每秒。

家庭和救人救命的拉鋸戰

身為女醫生，黃醫師背負的不只是來自

醫院工作的壓力，還需要面臨家庭及育兒的

辛苦。尤其是進行取栓術時，使用斷層掃描

的輻射線劑量比其他部位高出許多，因此，

對於生育年齡的女醫師而言，更須做好防護

措施。黃醫師從開始學習取栓術開始，就多

花了許多心思保護自己，備孕與懷孕期間也

須暫停血管治療的任務，相對於男醫師，的

確有較多考量。

因腦中風而急診的患者，往往需要在半

夜開刀，即使已為人母，有時候也必須犧牲

家庭時間，以救助患者為優先。儘管如此，

對於黃醫師而言，見到原本因為中風而昏迷

的患者重新站起來，就是莫大的鼓勵，也是

讓她堅持下去的原動力。

黃醫師印象最深刻的病例，是一位 49

歲的建築工人。患者入院後，接受第一次取

栓手術的結果順利，病情卻在 24 小時內急

轉直下，昏迷指數也不樂觀。當時，不願意

放棄任何希望的黃醫師和家屬討論後，再次

進行第二次取栓手術，成功地將患者從鬼門

關救了回來。奇蹟的是，患者術後復原情況

良好，甚至重新回到工作崗位。這個病例讓

她對於取栓術救治患者更有信心。

用時間換來的生命

根據衛福部公布最新「2019 年國人十

大死因排行榜」，腦血管疾病排名第 4（前

3 名分別為癌症、心臟疾病與肺炎），也是

所有疾病中，造成臥床及失能時間最久的疾

病。根據統計，臺灣平均每 10 分鐘就有 1

人發生腦中風，每 47 分鐘就有 1 人中風死

亡。其中，缺血性腦中風佔所有中風種類約

70-80%，腦中風即使存活後，通常會遺留

下不同程度的神經功能障礙，失能之後遺症

也是我國成人殘障的主因之一，不僅造成病

患與照顧者沈重的負擔，也嚴重影響生活品

質。這也是黃醫師致力於中風患者救治的主

要原因。

直到 2021 年 1 月為止，中國附醫已採

用經腦動脈血栓去除術治療 685 位急性缺血

性腦中風的患者，血管打通率達 87%，患者

到院後進行鼠蹊部穿刺血管的平均時間，也

從原本的 227 分鐘縮短為 90 分鐘。

「這些數據的進步，是中國附醫同仁們

跨科別合作的成果，我們的目標是繼續努力

縮短時程，引進更新的技術，讓更多中風患

者恢復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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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的環境醫學剛好正在萌芽，」

鄭天浚副院長回憶當初因緣際會，從神經醫學

跨足職業醫學領域，至今已超過廿年。鄭副院

長原在奇美醫院擔任神經專科醫師，1999 年，

同樣位於台南的國立成功大學甫成立環境醫學

所成立碩士班不久，他便因地緣關係就近選讀，

而接觸職業醫學；研究所畢業後，再加一年碩

士後研究，於 2002 年拿到職業醫學專科執照，

並於 2012 年取得環境醫學博士學位。

與一般醫學專科的差異

「相較於大部分醫學專科都是器官或身體生

病，職業醫學科比較著重於鑑定、研究與探討致

病因子，例如職業暴露。」鄭副院長首先點出職

業醫學與其他一般醫學專科最大的不同點，簡言

之，職業醫學即研究、分析各種身體的症狀或疾

病與工作中的危險因子之間因果關係的醫學。

「其實在一般神經醫學專科的常見疾病，也

可能與職業環境有關。」例如周邊神經相關的腕

隧道症候群可能與手部重複動作的職業相關；腰

椎神經受損導致的下背痛可能與提重物、彎腰或

長期姿勢不正常的工作有關；中樞神經受損則與

重金屬、有機溶劑暴露相關；現階段比較常見的

則是職業環境促發的心血管疾病。

其實這些過去神經專科的訓練也有涉及，

例如負重的工作極可能壓迫脊椎神經，鄭副院長

說：「然而，一般職業醫學門診都以勞工傷病

為主，醫師診斷時，著重於詢問有害物質暴露的

時間，以及過去的工作史，諸如工作場所、內容

與環境，這些就遠比一般神經專科醫師的問診複

雜。例如職業環境的噪音暴露是否足以導致聽力

受損，便是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所需鑑別的。」

尤其是還要排除其他可能致病因子，鄭副院

長再舉例說明：當勞工罹患肺癌時，可能由工作

環境的致癌物質暴露所引起，但也可能是勞工本

身有吸菸的習慣所導致。

著重預防醫學

為促進勞工健康保護，目前政府訂有四大預

防計畫：人因危害預防、母性保護、異常工作負

荷預防、不法侵害預防。

「預防醫學（Preventive Medicine），也是

職業醫學與傳統專科不同之處！」鄭副院長解釋

說：例如腦心血管疾病，傳統的危險因子是高血

壓（非職業相關），但職業醫學除了鑑定職業所

促發的腦血管或心臟疾病之外，也要研究早期採

取防治對策。例如預防危害的呼吸防護計畫，針

對同屬勞工的醫護人員，必須確保他們都能穿戴

合格的防護器具，減少感染，例如我們目前因應

新冠肺炎（COVID-19），提供故種醫療級口罩，

以避免院內感染；又例如人因危害的預防，當

我們發現膝關節損傷確實與職業相關的負重所至

時，還要建議是否有輔具能分擔骨骼肌肉承受的

負荷。

「如果要說神經醫學與職業醫學兩個專科

最大的差別，神經醫學重治療，職業醫學則重預

防，而在病因診斷上，兩者皆然。」鄭副院長補

充說。

神經科醫師在職業醫學的
跨界角色
專訪奇美醫學中心行政副院長鄭天浚

1984年《勞動基準法》立法院三讀通過，台灣的勞工意識與權益逐漸抬

頭；2001年《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公布後，更將保障職業災害勞工之權益，

加強職業災害之預防予以法制化；2002年，職業醫學科成為台灣第廿二個部

定專科，更強化職業病防治與勞工健康的促進。鄭副院長為何從神經醫學跨足

職業醫學？這兩門醫學又有何異同？且聽他娓娓道來。

採訪

江復正

鄭天浚副院長近照

職業醫學鑑別有害物質暴露與疾病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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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趨勢，然而職業醫學的未來發展則是要走入

事業體，並學習相關領域，例如有機溶劑、重

金屬以及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等危害，

鄭副院長指出，醫師必須親臨現場辨識危害程

度，如此才能「超前部署」，防範未然。

鄭副院長認為台灣的職業病或職業傷害的

嚴重性可能被低估，許多勞工疾病都可能與職

業相關，但未被確認，值得未來探討，此有賴

調查機制的建立、診斷指引的確立等。「事實

上，勞工健康的促進，可提升生產競爭力，雇

主也算受惠者！」

走出診間、走入事業體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既然要進行職業病或職

業傷害的診斷、鑑別乃至工作場所改善、輔具

建議，如此一來，他們都必須到工作現場勘查

嗎？「是的！」鄭副院長斬釘截鐵地回答，並

強調法規的變革：過去只有勞工巡迴體檢，雇

主才會聘僱特約醫師，但後來法律規定事業百

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到了 2019

年修訂的《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廿二條，則已

要求「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

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

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雇主安

全措施…。」因此，職業醫學專科醫師「勢必

走出診間、走入事業體」。

職業醫學的展望

隨著各種行業職業傷害病例的增加，未來

職業醫學專科醫師的需求也愈大，目前職業醫

學專科取得的方式：一、職業醫學專科住院醫

師三年；二、衛福部認可的培訓醫師課程，約 2

至 3 年，經考試及格；另有醫師繼續教育，與

一般專科醫師換照相同。

神經醫學目前有朝向更精細發展的次專科

某工廠有化學物質暴露之虞，環境監測

到四氯化碳超過法定濃度標準，職業醫

學專科醫師除鑑別此種有機溶劑會產生

的危害以及可能造成的疾病之外，提出

的對策如下：

1. 工作環境之改善，減少暴露；

2. 個人防護器具保護，例如防範有機溶

劑的口罩；

3. 必要時，穿戴高等級防護具。

個案分享

推動神經科檢查的能力認證，
取經ASEPA的推動
專訪北榮癲癇科主治醫師關尚勇

腦血管超音波、肌電圖、腦電圖，可為神經科檢查的三項利器，也是所有住院醫師

必經之路；而腦電圖更是癲癇科醫師的最重要部分。ASEPA（Asian Epilepsy Academy，

亞洲癲癇學院）自 2005年開始在亞洲及大洋洲地區舉辦「腦電圖認證考試」，每年至

少一次。考試分筆試和口試兩部份， 必須通過筆試才能參加口試，兩試都通過者，可

獲 ASEPA頒授證書，成為國際認證合格之腦電圖專家（EEGer）。關尚勇醫師是 ASEPA

現任主席（自 2019迄今），本期會訊特別邀請關醫師，談談此項認證的內容與意義。

採訪

趙瑜玲、江復正

關尚勇醫師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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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A於 2011年在台舉辦研討會，同時其「腦電圖認證考試」也首次在台舉行（圖片取自台灣癲癇醫學會）。

2

提升腦波閱讀能力的認證

關尚勇教授從事腦波學教育至今以廿六年，

為提升醫師及腦波技術人員腦波判讀的專業能

力，他一直致力推廣 ASEPA 的認證。不過，剛

在台灣推廣這項認證時卻面臨強大的反對聲浪，

畢竟神經專科醫師通過國家考試，本身的專業能

力已獲認可；此外，醫師的作息緊湊而忙碌，很

難找出額外的時間準備。

直到約在十年前，關醫師在擔任 ASEPA 幾

年口試官之後，終於在 2011 年 7 月促成在台首

次舉辦。「當時有 17 位參加 Part 1 的筆試，16

位通過；同年 12 月舉行 Part 2 口試，有 12 位參

加，8 位通過。此後陸續也辦理了多次筆試及口

試，直至 2019 年為止。2020 年則因新冠肺炎疫

情關係未能舉辦。」關醫師說：「多數曾在首戰

失利之考生，後來都經過補考，順利取得認證。

目前全台約有四十餘位左右通過認證之醫師，部

分已經開始擔任新一代的腦電圖研習營講師，替

台灣癲癇教育灌注了新生命力！」

中國官方已改為國家考試

中國大陸方面對本認證十分重視。舉辦過兩

次 ASEPA 認證考試後，中國官方已將此改為國

家考試，辦理非常嚴格，依題庫難度，分為初中

高三級，國際的 ASEPA 認證約只相當於他們的

初級。2010 年 5 月，關尚勇醫師即曾與蔡景仁、

姚俊興兩位醫師接受 ASEPA 及中國抗癲癇協會

（China Association Against Epilepsy, CAAE）之邀，

前往江西省南昌市，擔任「腦電圖認證考試」

（EEG Certi�cation Examination）的口試考官。

「中國大陸從過去的萌芽階段，到現在有如

此嚴格的認證考試，加上許多留學西方的優秀醫

師回到大陸服務，目前他們的癲癇學有超越台灣

的趨勢。」關醫師感慨地說。

ASEPA之腦電圖專家認證考試

ASEPA 腦電圖專家認證考試之目的，乃是為

了建立並改善亞洲大洋洲腦波檢查及判讀之標準

及程度，通常藉亞洲地區癲癇國際會議（例如

AOEC）時順便舉行，省卻考生舟車勞頓。當任

何國家或城市有足夠考生時，亦可就地舉行。本

認證考試，包括第一階段的筆試（Part 1）及第

二階段口試（Part 2），筆試通過者才能參加口

試，全程均以英文進行。報名費各約 150 至 200

美金。 

一、筆試（Part 1）：三小時內需完成 150 

題五選一之單選題，答錯不倒扣。範圍分三部分：

EEG recording techniques and instrumentation、

Normal EEG 及 Abnormal EEGs，每部分 50 題。

筆試成績計算方法如下兩項：1. 必須通過至少上

述三部分中之兩部分。2. 此三部分平均分數必須

大於及格分數，例如每部分及格分數為 50%，則

平均分數必須大於 50%。 

二、口試（Part 2）：包括兩部分，Station 1

及 Station 2，各 30 分鐘。每 Station 均有兩位口

試官，各自獨立給分。Station 1 為考生自備兩份

完整腦波記錄於自己的筆電，並備妥書面報告。

腦波自己做的最好，否則亦需親自在旁指導技術

員完成，且不得帶正常的腦波應試。一位口試

官直接就其腦波記錄隨機提問，如 calibration、

filter、sensitivity、montage、artifact、abnormal 

�ndings 及 activation procedures 之 變 化 等。

另一口試官直接就腦波報告之品質評分，評

分 標 準 比 照 American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Society's Guideline 7 on “Guidelines for Writing 

EEG Reports＂。例如，有無記錄病人姓名、年齡、

性別、病歷號、服用之藥物、檢查場所、有無空

腹、有無使用特殊電極、有無使用特殊誘發方

法、腦波之背景波、睡眠、過度換氣及照光之發

現、腦波之診斷、腦波與臨床之相關性等。腦波

紀錄之品質亦為評分內容之一，artifacts 太多者



38 

│繼往開來│

39

Carry on the past heritage and open up the future│學會會訊 No.82│

ASEPA「腦電圖認證考試」通過證書。

2

根據台灣失智症協會的資料，目前失智者

人口已逾 29萬人，隨著年紀愈大，失智症的盛

行率愈高。學者推算 2030年台灣將有 32萬人

罹患失智症，此數據可能每 20年成長一倍，將

造成家庭、社會巨大衝擊。然而，失智症患者

的照護和可利用的資源，卻存在著城鄉差異。

建構東台灣失智守護網
專訪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內科羅彥宇主治醫師

花蓮慈濟醫院於 2013年成立失智症照護團隊—「認知暨老年神經科」。

採訪

姜欣慧
圖片提供

慈濟醫院 /
認知暨老年神經科

在醫療資源和人口密度高的台灣西半部及大城

市，失智症患者和家屬可以利用的資源遠多於

東半部。本期會訊特邀長期在花東地區服務的

羅彥宇醫師，分享該地區目前的失智症照護資

源和瓶頸。

ASEPA 隸 屬 於 國 際 抗 癲 癇 組 織

（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
ILAE）的亞洲大洋洲分會（ILAE-Asian 
and Ocean，ILAE-AO）轄下的一個教育

部門。ASEPA 主席由 ILAE-AO 直接 命後，

ASEPA 主席再 命六位委員，報請 ILAE-
AO 同意。現任主席是台灣的關尚勇教授

（自 2019 迄今），六位委員分別來自印

度、印尼、新加坡、澳洲、巴基斯坦及

中國。ASEPA 成立的目的就是從事亞洲

國家之癲癇教育，尤其是較貧窮或醫療

資源較缺乏的地區及國家。工作內容包

括教學、提供獎助較貧窮之亞洲國家醫

師赴國外進修及腦電圖專家認證考試三

大部分。

有關 ASEPA（亞洲癲癇學院）

不會通過。 Station 2 為 20 份 A4 大小之單頁腦

波圖，考生須直接指出該腦波是否正常，或異常

處之位置、極性及臨床意義。每份十秒鐘作答。

兩位口試官輪流主持。 

口試官則由 ASEPA 邀請各國之專家擔任，

關醫師說：「台灣方面，除本人外，尚有姚俊興

醫師、蔡景仁醫師、陳倩醫師及蘇明 醫師。」

考官均為無給職，國外考官之交通及住宿由 ILAE

負責，國內考官則自己負責，考試場地由地主國

負責，關醫師補充道：「台灣都是選擇五星級飯

店的會議廳舉行，也代表這項認證的嚴謹。」

自我肯定的國際認證勳章

ASEPA 雖然只是一項榮譽，關醫師希望未來

能在台灣普及。「我很欣慰地看到愈來愈多人勇

於挑戰自我，自動自發、自掏腰包參加這項認

證。」關醫師強調，ASEPA 是一項神經檢查能力

的國際認證，他鼓勵有志學習腦波的年輕醫師參

加，不僅有機會得到 ILAE 的腦波專家資格之國

際認證，也可對腦波判讀的精確度更深具信心，

造福更多癲癇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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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的照護需要跨科的專業團隊

羅醫師首先指出，花蓮慈濟醫院很早就發

現，東台灣的失智症患者缺乏專業的服務團隊，

因此於 2013 年成立了專業的失智症照護團隊—

「認知暨老年神經科」，針對神經退化疾病與

認知障礙等失智症患者，設立記憶聯合門診醫

療服務。這個團隊包含臨床心理師協助執行相

關認知功能檢查，並結合神經科、老年醫學科、

中醫部與護理衛教等，也納入具有護理背景的

個案管理師，利用跨專業醫療團隊，評估病患

症狀表現、用藥情形，認知功能、腦部影像報

告與照護問題，提供全方位的整合型診療服務，

迄今已累計了七百多名患者的資料。

在這七百多位經由門診而發現的失智症患

者中，三分之一的患者不是真正的退化性失智

症，而其餘三分之二的退化性失智症患者中，

又有三分之一的患者還伴隨出現腦部血管病變、

巴金森氏症等其他因素，屬於複雜型的失智症。

因此羅醫師強調，失智症的診斷和治療照顧需

要仰賴團隊合作，不是只有神經科醫師就足夠。

花東地區的失智症醫療照護現況

依照衛福部的規劃，失智症患者需由神經科

或精神科醫師診斷確立後開具證明，再依照嚴重

程度，由個案管理師申請所需要的長照服務。

花蓮地區可以進行診斷且提出證明的醫療

院所包含花蓮慈濟、國軍花蓮醫院、門諾醫院、

玉里榮民醫院及鳳林榮民醫院等等。但是目前

只有慈濟和門諾兩家醫院具有專業設備，可以

依照檢查結果進行準確的分類。台東能診斷失

智症的醫療資源又更少了，擁有 MRI 的醫院只

有台東馬偕醫院和衛福部台東醫院。

目前負責統籌長照資源的，是花蓮縣及台東

縣的縣立長照中心，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失能和失

智的患者。縣立長照中心除了服務失智症患者之

外，也收納失能的患者，因此也發生了所謂的排

擠效應，能收容的失智者數量因此不足。

因應快速增加的失智人口，衛生福利部於

全國 20 個縣市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花

蓮縣也於 2017 年成立了首座失智共同照護中

心，由個案管理師收集有需求的個案，再向衛

服部申請所需的照護資源。

雖然這是政府照顧失智症患者的美意，但

因為有消化預算的時間壓力，再加上不同醫療

院對於失智症的判定標準不同，有時候為了爭

取名額，往往將不是失智症的患者納入其中，

佔用了其他更需要專業照顧服務的失智症患者

所需要的資源。

花東地區失智症照護網的困境

台灣花東地區在失智症照護上，羅醫師認

為受到以下的條件限制：

1.地理和交通不便

東部地區的人口少，再加上腹地廣大，所

以患者的分布不如西半部或大城市集中。而交

通上的不便，也使得個案訪查和收集患者資訊

更為困難，即使有了共照中心，一天往往只能

收集或訪視一到兩位患者。再加上患者本身就

醫不便，所以很多失智症患者並未受到妥善的

醫療及社會資源照顧。

2.經濟狀況較差

根據主計處統計，台東是全台灣人均所得

最低的縣市，而花蓮排名倒數第四，由於花東

地區的收入普遍偏低，因此許多在花東地區的

失智症患者家屬沒有多餘的資源和人力可以照

顧患者，比起西半部的失智症家庭，更仰賴社

會資源的扶助。

3.教育程度較低

此外，花東地區普遍的教育程度較低，許

多原住民的老年失智症患者甚至不太會說中文

或台語，因此對於醫療照顧的知識也沒那麼豐

富，所以失智症患者通常被家屬誤認為老化的

問題。陪診家屬也常常因為語言溝通上的困難，

無法完整表達患者的症狀，影響了醫師的診斷

和治療。這些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往往也不

知道如何取得醫療或社會服務的資源，是失智

症患者中更弱勢的族群。

4.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花東地區的大型醫院比台灣西半部少，患

者就醫較不方便。而擁有專門診斷設備及失智

症專業醫療團隊的醫院也少很多，許多醫院之

間需要透過合作才能進行檢查，因此患者的確

診更為困難。

失智症患者家屬也是極需關心的一群

目前花東地區的失智症民間團體組織，只

有台東的失智症協會和花蓮地區由患者家屬成

立的失智症關懷協會，相關的患者和家屬團體

明顯不足。失智症患者在臨床診斷時，往往無

法自述病情，所以醫師在失智症的診斷上，大

多仰賴家屬敘述，再加上患者通常需要家屬陪

同才能到醫療院所或共照中心，藥物的服用和

日常生活也需要家屬，所以他們扮演著非常重

要的角色，但也是最常被忽略的一群。

羅醫師也盼望可以多成立一些相關的團體，

讓患者家屬之間可以交流，互相吐吐苦水、分

享心得，或是彼此協助照顧患者，也能讓醫療

及社福資源得以善用。

2017年羅彥宇醫師帶領團隊與慈濟大學 /分子生物暨人類遺
傳學系 /靖永皓老師參訪台東聖母老人日間照護中心。

2020年認知暨老年神經科協助失智症家屬成立「花蓮縣失智
症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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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照顧需要外界投入更多心力，才能讓失智

症防護網更完備。

花東地區的失智症照護需求

1.地區化的政策

長期在花東地區服務的羅醫師再三強調，

因為東西部存在著許多差異，政府相關部門時

在訂定失智症的療護政策時，應該將上述的因

素納入考量。最好可以針對花東成立失智症照

護的專案，訂定合理的醫療評鑑制度和時程，

讓醫護人員有更多的資源可以探訪患者並將其

納入照護網中，而不是為了搶資源而排擠了真

正有需求的患者。

2.由專責的統籌人員串起醫療社福資源

目前失智症隸屬於國健署的管轄範圍，由

中央統一分配資源，其缺點是缺乏地區性的統

籌規畫人員，無法針對地區的需求來調整申請

程序，也容易出現各區醫院和衛生局各自為政

的情況，無法將醫療資源串聯起來。因此羅醫

師也建議，失智症的控管可以由中央授權給各

地區專門的統籌部門，依照各區的狀況來調整

計畫的執行，也可以將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

效果。

3.垂直整合以善用資源

正因為花東地區的醫療資源有限，所以更

需要從初步診斷、認知功能評估、腦部影像檢

查，直到藥物治療、後續追蹤、患者照護及社

工人員介入，垂直整合成一條龍的程序，除了

能夠有效率的找出失智症患者，並提供所需要

的協助，也可以達到共享資源的效果。

最後，羅醫師呼籲：台灣東半部的失智症

失智症病友會暨照顧者經驗分享與失智症相關教育訓練研
討會。

訪視神經退化疾病個案，觀察並瞭解日常起居與活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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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神經罕病申請項目如下：

1. 神經罕病之通報

2. 神經罕病基因檢驗之補助

3. 神經罕病維持生命所需之居家醫療照護器材租賃費

4. 其他

神經罕病通報與審查

神經科醫師們於繁忙的醫療工作中，協助病人及家屬通報罕病時，絕大

部分是利用個人的時間進行通報及申請補助項目，因此於審查時，各審查委

員皆以「將心比心」及「以病人為中心」的概念予以協助審查，政府也藉助

逐漸設立「罕病審查基準表」及「送審資料表」之機制，協助通報醫師有所

依循，也讓罕病審查逐漸有一致性標準，目前常見申請的神經科罕病皆有這

些表格予以協助醫師們通報應注意的內容。

通報神經罕病的小叮嚀

「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於 2000年 1月 14月制定，於同年 2月 9日

公布，及 8月開始施行，至目前為止已公告之罕病共 226種，已通報之罕病病

人約 17,901人，過去的罕病多以各種先天性 /遺傳性代謝異常疾病為主，隨

著通報的個案增加，神經學相關的罕病逐漸增加，包括多發性硬化症、脊髓小

腦退化性動作協調障礙、結節硬化症、威爾森式症、肌萎縮側索硬化症、脊髓

性肌肉萎縮等，神經科同仁們協助病人申請罕病通報、基因檢測補助、居家醫

療器材補助等，也較之前增加很多，台灣神經學學會秘書長劉濟弘醫師特邀遲

副院長提供一些建議協助神經醫學會會員們予以參考。

口述

遲景上
童綜合醫療社團
法人童綜合醫院

副院長

紀錄

江復正

通報之神經罕病案件首先由兩位審查委員審

查，包括神經醫學會推薦之委員，若兩位委員具

不同意見時，再由第三位委員審查。同時罕病審

查委員須每年參加共識營，相互分享經驗。

至於通報「新增」政府尚未公告的「新罕病」

的通報時，醫師們可依新增罕病的表單填寫，並

附上佐證的國內外文獻的客觀資料外，也需建立

新增「罕病審查基準表」、「送審資料表」及疾

病國際編碼等，在經過五位「罕見疾病及藥物審

議會的醫療小組」委員審查及討論審議後，最後

再經審議會確認依法規預告，公告程序成為新增

罕病。

常見神經罕病通報案件

審查不通過的理由

1. 通報所提供的資料內容與「罕病審查基準表」

內的規範不一致。

2. 所提供的資料中，臨床表現（包括病史、發病

過程等）的記載內容太少或不足，或神經學身體

診察所記載的內容不符合徵兆的表現，或客觀的

神經學身體診察之佐證記載內容缺少等。

3. 所提供之資料中，中樞神經影像學檢查正式報

告內容不符合「罕病審查基準表」的規範內容。

4. 所提供的資料內容中，實驗室檢查包括基因檢

測、電氣生理學檢測等不符合「罕病審查基準

表」的規範。

5. 其他：通報案件的臨床診斷與送審罕病疾病的

名稱不符合等。

結語

會員們通報神經罕病時，建議先依「罕病審

查基準表」及「送審資料表」的規範，提供資料

內容，予以佐證，這個過程雖然增加了醫師們的

負擔，也因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下，不但協助了病

人及家屬，同時也讓罕病通報等作業能更正確地

登錄於國家檔案資料庫中，藉此特別感激神經學

醫學會的同仁們熱心幫助，也感謝江復正先生的

採訪，讓我提供各位會員們一些疑問之解答及小

叮嚀，最後祝各位新春愉快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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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NS
第 22屆台灣神經學學會年會

第 22 屆台灣神經學學會年會（AMTNS）已於 2020 年 12 月 19 日盛大登場，並於 20 日圓滿落幕。
雖然正值疫情期間，感謝各位會員支持，共有 934 位會員到場，親自報到率達 75% ！

本次活動選在氣候宜人的高雄舉辦，南臺灣和煦的陽
光、熱情的會員、豐富的知識饗宴，再加上許久見的學界好
友寒暄敘舊，是十分難得的聚會。

本次年會內容豐富，包含六場醫學講座及研討：(1) 
Plenary Session：Keynote Speech、(2) Symposium：Update in 
Neurology、(3) Symposium：Advanced in patient care and clinical 
practice、(4) Oral Presentation、(5) Case learning、(6) Pharmacy 
Lunch Seminar；現場也發送本年度兩期《台灣神經學會訊》。

2021 AOCN將於 2021年 4月 1日至 4日
（週四∼六）舉行，學會已準備豐富的知

識饗宴，期待您的蒞臨參與，敬請預留時

間喔！

敬
邀

Pharmacy Lunch Seminar

Plenary Session - Keynote Speech

Day 1

Symposium - Update in Neu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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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base learning

Oral Presentation

Symposium - Advanced in patient care and clinical practice

Pharmacy Lunch Seminar 倫理課程

Day 2
重要會務

政府重要給付相關會議 / 議案暨給付爭取 / 回覆政府來文表達專業意見

1. 五項跨表：1/15 函復醫師公會，111 年神經科擴大基層照護能力之開放項目運動神經

傳導測定 - 上肢 (20015B) 等七項開放表別項目

2. 新增類澱粉蛋白正子斷層造影診療項目案，台灣神經學學會、台灣臨床失智症學會等

五個學會共同函文

3.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神經元蠟樣脂褐質儲積症第二型 (CLN2)」之新成分新藥 Brineura
納入健保給付案

4.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及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建議新增「日

間多次入睡檢查 (MSLT)」診療項目一案

5.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將臨床心理師列入急

性後期整合照護計畫居家模式之專業團隊一案

6.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有關修訂失智症治療藥品之給付規定一案

7.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編號 42017C「物理

治療 / 中度治療 - 中度」治療內容代碼「PTM7 運動治療」一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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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研議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

第四節第三項職能治療及第四項語言治療訂定合理申報量之可行性一案

10. 衛生福利部 - 公告 Ayme-Gripp syndrome 等 2 項罕見疾病一案

11. 回覆台中市衛生局 - 副腫瘤神經症候群抗體新增自費項目審查 
12.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各專科學會辦理長照相關課程

13.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脊髓電刺激器永久植入手術診療項目案

14. 回覆台北市衛生局 - 醫療機構申請新增「磁能深度疼痛治療」1 項自費醫療收費項目

15.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衛采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建議修訂治療雷葛氏症候群相關癲癇發

作含 ru�namide 成分藥品之給付規定案

16.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 議執行關節內注射劑或復健治療時申報診療部位之可行性

17. 回覆臺灣醫學會 -110 年台灣醫學週學術演講會

18.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 類重要檢查 ( 驗 ) 管理方案項目之合理性



50 

│會務及動態│

51

News & Events│學會會訊 No.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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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啟超醫師：

2020-08-21 大麻素製劑的臨床用藥適

當性專家討論會會議

• 傅中玲醫師：

2020-08-24 110 年度專科醫師訓練容

額討論會議

• 尤香玉醫師：

2020-08-24 賽玻尼斯刺激迷走神經治

療系統

• 葉建宏醫師：

2020-09-09 第十二屆第三次專科醫學

委員會

• 張國軒醫師：

2020-09-14 次專科醫師審認制度規劃

事宜

• 尤香玉醫師：

2020-09-17 討論賽玻尼斯刺激迷走神

經治療系統納入健保給付案

• 尤香玉醫師：

2020-09-23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醫療儀

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研

商會議

• 李俊賢醫師：

2020-10-15 化學性危害引起職業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專家審查會議

• 鄔定宇醫師：

2 0 2 0 - 1 1 - 0 5   含 e s zo p i c l o n e、

zaleplon、zolpidem 及 zopiclone 成

分藥品專案小組會議

• 葉建宏醫師：

20120-11-10 第十二屆第四次專科醫

學委員會

• 尤香玉醫師：

2020-11-11 日間多次入睡檢查 (MSLT)

• 賴資賢醫師：

2020-11-19  指示藥品及成藥諮議小

組第 C76 次會議

• 葉建宏醫師：

2020-12-01 初審 110 年度專科醫師訓

練容額分配結果

• 周中興醫師：

2020-12-19 召開體位區分表準修正草

案第 2 次研討會

• 周中興醫師：

2020-12-29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

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修正條

文討論會議

• 李俊泰醫師、鄔定宇醫師、陳炳錕

醫師：

2021-01-19 討論醫院總額暨西醫基層

總額部門檔案分析審查異常不予支付

指標及處理方式會議

• 各中心主任、黃金安醫師：

110 年審查醫師推薦名單

• 台灣腦中風學會：

「白金纖維環」符合資格之神經科醫

師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