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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理事長卸任感言｜

一步一釘，希望我們能釘得牢踏得實；走得穩爬得高
各位台灣神經學會的會員朋友們，大家好：
新冠肺炎的疫情，在被隔離一年之後，突如其來的社區感染正侵襲著我們多年來習以為常的生活！在這
夙聲鶴唳，臨淵履薄的險峻時刻中，我最後一次以第 22 界神經學會理事長的身份，提筆為文，註記在
我的理事長任期當中再度復刻刊行，並擴大編輯的「台灣神經學學會會訊」！從 2020 年 1 月再版的第
80 期，到 2021 年 5 月的第 83 期，我希望所有的會員朋友們能了解我們繼往開來的起心動念；能體會
我們建構溝通平台的積極企圖；能喜歡我們提綱契領的內容設計；能吸收我們平實口語化的醫學新知，
凡此種種，我再一次感謝劉濟弘秘書長殫精竭慮地規劃出不同層面的紮實內涵！
我 2019 年 6 月 4 日正式接掌台灣神經學會，於 2020 年 1 月就面臨了歷史上影響最為廣泛的國際疫情
COVID-19 pandemic；托天之幸，台灣第一階段的防疫工作極為模範，許多的工作，在困難中我們仍然
緩步前進著，第 22 屆秘書處的全部夥伴，進階完成了許多台灣神經學學會組織內化與制度化的工作：
1. 我們制定了學會處理國家行政單位往來公文的 SOP 流程，創建學會公文系統，進行不漏網
的追蹤跟進。
2. 我們將所有的國家醫療行政單位的定期會議回溯列表管理，強調在每一個年度的定期會議，
一定要有所回覆回應。
3. 我們落實每一個會員朋友如果代表學會參加醫療行政相關開會，必須能有完整的會議紀錄
報告。
4. 我們努力爭取基層醫療的資源並架構基層醫療的網絡。
這些措施，讓我能將台灣神經學學會的前進方向，從過往的學術導向轉進到醫療資源導向，也努力的爭
取投注於所有會員朋友的健保資源：

這許多的細緻，成為我二年來絕大部分的思維，主導我 24 個月中絕大部分的心神，在焦頭爛額的繁瑣
中，但令我十分感謝的是，許多好朋友的鼎力相助、全力支援！葉建宏醫師在甄審委員會的規劃與危機
時，事必躬親、焚膏繼晷的處理了許多幾乎不可能的任務；林靜嫻醫師在教育委員會擘劃了許多令人
耳目一新的訓練課程；雖然因為 COVID-19 的影響，病例的臨床 Grad round 不能實現，但是 Case-based
learning 的叫好叫座，確實令人印象深刻；黃金安醫師的執業委員會持之以恆地針對「跨表降表」、「不
支付指標」、「基層醫療專案」奮戰不懈，斧鑿之深，終於引起基層主管單位和醫療行政機關的回覆；
陳培豪醫師幫忙整合長照體系的相關議題並協調失智照護中心和長照中心的整理規劃。這許多一起努力
工作的好朋友，我衷心誠意的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沒有你們的積極付出，我們沒有任何的前進契機，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具體實務成果！
最後，我希望所有的會員朋友腦中的記憶體，能永遠保留著 2020-12-19~20 這兩天的高雄年會（2020
AMTNS）和 2021-4-1 ～ 4-4 的 AOCN 2021。高雄的年會有 900 多個人親身與會，為 40 年來最多的一
次；AOCN 2021 有 1200 多人與會，是 AOCN 40 年來最成功的一次，熱烈的參與程度，擦亮了「Taiwan」
這一個金字招牌，讓亞洲大洋洲的 21 個國家，再一次認證了台灣神經醫學的深廣，再一次了解到台灣
神經醫師的優秀！
最後，一如我往常的許多文稿，我必須再一次感謝大家花了這麼多時間，閱讀這一段文字，讓第 22 屆
台灣神經學學會秘書處的許多工作能留下些許的文字記錄，我們深刻的了解，沒有大家的支持與幫忙，
我們一定不能獲得這些成果 !
那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了，那風景卓越但滿是粗礪的路我們已經走過了！相信第 23 屆台灣神經學
學會的祕書處，在理事長胡朝榮的帶領下，一定能有更令人雀躍的精彩！

a. 我們提出了 25 項健保批價碼上調和 12 項新增健保給付項目的申請；
b. 我們積極介入罕病的申請規範；
c. 我們嚴正地強調腦血管介入治療的權限必須涵蓋神經內科；
d. 我們佈建重症專科醫師的戰略因應
而最令我難以忘記得是 2020 年 12 月間，學會面對了 40 多年來，第一次住院醫師招收爆量，而且超出
了衛福部配額的危機，面對許多爭執與不滿，我們努力溝通，積極拆彈，並嘗試系統化與制度化地將一
招與二招的方法規則明文條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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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柔賢
謹敬
第 22 屆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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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 理事長的話｜

在挑戰中尋找方向與契機
再次感謝台灣神經學學會各位先進同仁以及理事們的的支持，朝榮懷著無比榮耀及使命感的心情擔任第
二十三屆理事長，為台灣神經學學會全體會員服務。台灣神經學學會在二十二屆陳柔賢及諸位前任理事
長的帶領下，無論在學術研究、專科醫師訓練、國際活動、醫療保險給付都已有規模、成效卓著，尤其
陳理事長任內在疫情期間成功舉辦 2021 亞澳神經醫學大會（Asian and Oceanian Congress of Neurology，
AOCN），並且在學會內建立行政系統內控機制，讓學會可以更穩健的向前邁進，這些都是個人及秘書
處團隊的標竿，也盼望歷屆理事長及秘書處團隊繼續給我們指導。
未來兩年，我及鄔定宇秘書長帶領的團隊希望能做到幾件事：
一、推展神經科的服務內容：神經科學發展日新月異，舉凡神經調節治療、穿戴式裝置監測、人工智慧、
精準醫療等新科技應早日應用在臨床執業上，另外人口老化後疾病及醫療型態的改變，神經科醫師應參
與更多居家醫療、失智症及慢性病照護、高齡醫學服務等，這是世界發展的趨勢，而這些領域必然是多
專科競合，我們必須積極回應，爭取未來介入發展的機會。學會內會鼓勵次專科對話合作，共組「台灣
神經隊」，拓展神經科臨床服務內容。
二、因為國家政策改變，重症醫學是我們必須立刻面對的議題，我了解會員先進對此議題有各種不同的
主張，但保障同仁在加護病房的工作權及神經重症病人的照護品質是有共識的，也非常感謝台灣腦中風
學會李俊泰理事長的協助，整個因應的規劃已大致成型，相信不會讓大家失望，也盼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三、神經學會期刊（Acta Neurologica Taiwanica）應儘速取得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收錄資格：學
術期刊這幾年有很大的改變，出版商經過併購後更加寡占，大量公開取得（open assess）期刊發行，跟
作者收取高額文章出版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APC），其中又不乏唯利是圖的掠奪性期刊，在這
個混亂的大環境經營學術期刊本非易事，取得 SCI 收錄資格可說是永續生存之必要，而神經學會期刊在
歷屆主編及現任主編胡漢華教授的努力堅持下已有很好的基礎，上屆理監事會已經邀請彭家勛教授加
入，我們將持續加碼，讓神經學會期刊早日成為學會的重大資產。
四、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台灣在疫情控制表現亮眼加上美中對抗，我最近在腦中風及失智症領域都感
受到國際社會更願意正視台灣的地位，跟我們對話，未來幾年應該是很好也很關鍵的時機來拓展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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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因此我拜託已建立國際人脈的林永煬教授繼續幫忙，此外學會對會員參加國際會議應有適當鼓
勵，對主辦 2023 台灣國際神經醫學大會（International Taiwanese Congress of Neurology，ITCN）必會全
力以赴。
五、基層醫療是我們的基礎，我了解健保給付對基層神經科醫師非常不友善，而這些給付規定幾乎都是
各科基層醫師權力利益分配的結果，短期間較難改變，我期待理監事支持，可以讓基層醫師有機會代表
學會長期經營各方人脈，爭取未來的發言權。同時，學會也會透過共種管道，在政府機關、健保署、民
間團體為會員爭取權益，學會也將聘專人來負責這部分業務。
六、專科醫師訓練及考試是學會重要任務，神經學會對住院醫師容額的分配制度是國內獨一無二的，這
是前輩的智慧及資產，我們將繼續執行，但如何吸引更多新血加入神經科醫師行列也是必須正視的議
題，在這個任期將會規畫對醫學生神經科教學的精進討論會及增加與醫學生對話的機會。
疫情其實沒有改變趨勢，但疫情加速了改變，我看到美國神經學會已經公告了神經遠距醫療的教學及評
量方法，未來我們勢必要面對一個風起雲湧、快速轉變的環境，但趨勢及核心價值仍然是不變的，我非
常珍惜在這個時間點有為台灣神經學會這個大家庭服務的機會，相信大家也會隨時給我們團隊指教，學
會一定會更好。

胡朝榮
謹識
第二十三屆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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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神經元疾病 —

我們看到未來的曙光了嗎？

台大醫院神經部
主治醫師

主要只造成運動神經的退化目前仍不清楚。我

sclerosis，ALS）是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主要

們知道 SOD1 基因突變會產生一種有毒的蛋白

影響負責運動的神經元。ALS 也會影響與認知和

質，突變型的 SOD1 蛋白是不穩定的，並且傾

情感有關的神經元。

向於聚集成團，或者聚集在運動神經元的細胞

失會導致動作減慢、痙攣性言語、肌肉無力萎
縮，最終因呼吸衰竭而死亡。ALS 是一個神秘的
疾病，它的致病機轉目前仍不是很清楚，至今

包括線粒體，蛋白質通過內質網的加工和軸突
內的微管（microtubules）運輸。但究竟為什麼
仍然不清楚。

ALS 現有的治療
Riluzole

至 今 大 約 有 35 至 40 個 會 導 ALS 的 新 基

始對 ALS 逐漸有了一些了解，在治療方面也逐

因 被 發 現。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途 徑 可 以 觸 發 ALS

漸露出了一些曙光。ALS 並不是單一病因所造成

的發作。另外一個較近期被發現的基因叫做

的。我們可以把病因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家族

C9orf72，它可能是遺傳性 ALS 中最常見的。大

10~15%。其他找不到致病基因的稱為散發性。

ALS 運動神經元退化的病理機制
（本會訓繪製）

質中。它似乎能夠影響多種不同的細胞內過程，

也沒有很有效的治療藥物。近 20 多年來我們開

性或遺傳性的 ALS，這群病人大概佔所有 AL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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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智超

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上運動神經元及下運動神經元的進行性喪

│醫學新知│

概有 25-40% 的遺傳性 ALS 是由這個基因變異
所造成的。在沒有明確家族史的 ALS 當中有 5

在 1993 年，第一個被証明可致病的基因被

% 是這個基因變異所引起的。這基因變異的產

報告出來，該基因產生一種蛋白質，稱為超氧

物可能致病之外，身體沒辦法產生足夠的正常

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1, SOD1）。

蛋白質也可能是致病的原因。TDP-43 是一個存

大約有 15-20％的家族性 ALS 是因 SOD1 基因變

在細胞核中的蛋白，TDP-43 基因突變所造成的

異所造成的。超氧化物歧化酶在身體廣泛的存

蛋白會從細胞核跑到細胞質中並造成不正常的

在，SOD1 蛋白質具有抗氧化的功能，大概佔人

蛋白質堆積。另外像神經纖維、神經細絲的構

體所有蛋白質的 1%，所以為什麼 SOD1 的病變

造蛋白質基因突變也可能造成 ALS。

的批准。關鍵試驗中。在 12 個月時安慰劑組
242 名 受 試 者 中 有 122 例（50.4 ％） 的 患 者 免
於氣切，而 100 毫克治療組 242 名受試者中則

Riluzole 是 FDA 批 准 用 於 ALS 的 第 一 種

有 134 名（56.8％），呈現出 6.4％的存活率優

藥 物。 藥 物 機 制 是 減 少 突 觸 前 釋 放 麩 胺 酸 鹽

勢。將存活率外推到時間軸顯示生存期延長了 2

（glutamate）。這個推定機制是基於過多的麩

至 3 個月。雖然對這個藥的接受度因人而異，

胺酸鹽可能會引起上下運動神經元興奮性中毒，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導致神經元死亡。ALS 患者脊髓液中的麩胺酸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仍將 riluzole

濃度增加的事實支持了這一點。有 2 個 riluzole

列為標準治療。

試驗，一個有 155 名受試者，另一項是關鍵性
試驗有 956 名受試者。兩者均採用無氣切生存

及 European

Edaravone

（tracheostomy- free survival） 作 為 主 要 終 點

Edaravone 經美國 FDA 在 2017 年批准了用

指標，次要終點指標包括了肺活量，等軸肌力

來治療 ALS。作用機制是減少自由基的興奮性毒

總和和整體印象分數。 兩項研究均在主要臨床

性。該藥物最初用於治療中風引起的細胞死亡。

試驗指標呈現顯著統計性差異，這導致了 FDA

對於患有 ALS 的患者，該藥物起始時接受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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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每天 60 毫克的負荷劑量，隨後每月 10 天
的維持劑量。Edaravone 與安慰劑的臨床實驗，
使用修訂阪 ALS 功能等級量表（ALSFRS-R）作

治療的曙光
針對 SOD1 的治療

為主要臨床試驗指標。ALSFRS-R 評估患者的 4

針對 SOD1 的不同策略，可以嘗試阻止有毒

個領域的功能：延髓，精細運動功能，運動功

蛋白質的合成或試圖清除有毒蛋白在細胞質中

能和呼吸。 次要終點包括 FVC 的變化，握力和

的結塊。

病 3 年內的受試者，用藥前的 12 週的觀察中，

• 反義寡核苷酸

ALSFRS-R 出現 –1 至 –4 點的變化。Edaravone 與

Tofersen (BIIBO67)：

安慰劑相比沒有作用。 事後分析顯示一小部分

第三期臨床試驗進行中

也確實會發生蛋白質異常聚集。現在對於神經

期臨床試驗不僅針對遺傳性 ALS 的患者，而且

炎症的各個方面的研究也是重點。神經炎症包

也包括了散發性的疾病。

括小膠質細胞的激活，激活某些補體反應，目

針對 C9ORF72 的治療

• 反義寡核苷酸

前也有針對這種機制的藥物。我們還知道 ALS
患者在能量代謝方面有問題，線粒體的功能異
常，導致人體無法有效利用能量，因此這方面
也成為可能的治療目標。有許多與 RNA 代謝有
關的突變會造成 ALS，因此散發性 ALS 患者在
RNA 代謝方面是否也存在缺陷，也是一個研究

C9ORF72 是目前已知可導致 ALS 的最常見

的重點。再來就是針對運動神經元的細胞骨架

ISIS 333611

基因。 它是具有所謂重複擴增的基因，這意味

• 基因療法

著 DNA 內有一段數目不等的重複核酸序列。

ABP-102(APIC biomolecule)

在藥物的臨床試驗方面，由於 ALS 是一個

限，這些患者在每個 ALSFRS-R 分頂中表現出一

這個六核苷酸重複 （GGGGCC） 位於第一內含

• 小分子療法
Arimoclomol：經由 heat shock factor 1 增

子內。正常的重複數為 2-30 個，但突變的基因

罕見疾病，所以要收集到足夠的人數是不容易

定程度的失能，FVC 需 ≥80％預期值，離症狀發

強熱激蛋白（hear shock protein）的產生，

最多可包含數百個，有時甚至數千個重複數。

的。所以如果能讓病人更容易地參加試驗，或

作要在 2 年內。

DNA 中重複次數過多會導致疾病。通常，這些

是使用一個標準的評估目標讓許多藥物同時能

C9ORF72 患者看起來比散發性的患者年輕一些，

進行，這樣可以減少安慰組所需要的人數。有

生存時間較短，並且更常出現認知功能障礙。

許多的藥物正被研究中，有一些在初期的臨床

針對 C9ORF72 的治療，儘管還不如針對 SOD1

觀察是乎可能是有潛力的，但這些都尚未被核

進展那麼快，但一樣寄望於使用反義寡核苷酸

准。

進展更快的患者受益於 Edaravone 治療。
Edaravone 的第二個試驗收的患者更為局

在用藥前為期 12 週的觀察期，ALSFRS-R 下
降 了 –1 至 –4 點。 實 驗 結 果 顯 示 Edaravone 減
慢了疾病進展的速度， ALSFRS-R 分數在 6 個月
時降低了 33％的惡化。另外在安慰劑組中 4 個
月 ALSFRS-R 的分數在 Edaravone 組服用 6 個月
後，才會相當。本臨床試驗的受試者同時也服
用了 riluzole。在延長 6 個月的觀察期中，服用
Edaravone 的受試者仍然可以維持延緩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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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在 每 個 ALS 患 者 中。Arimoclomol 的 這 一 III

• Metformin

改良的 Norris 量表。第一個試驗中，招募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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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使 SOD1 的摺疊較正常
其 中 第 一 個 是 針 對 SOD1 的 反 義 寡 核 苷
酸， 稱 為 Tofersen 或 BIIBO67。 最 近 已 經 看 到
了一些令人興奮的初步數據。 目前正在進行
III 期臨床試驗。另一種反義寡核苷酸是 ISIS 的
333611。 一 種 叫 做 ABP-102 基 因 療 法 設 計 用
來減少這種蛋白質的產生。最後就是小分子療
法，Arimoclomol 這是一種放大並延長熱激蛋白

儘管 riluzole 和 edaravone 在第 3 期臨床試

（heat shock protein）反應的藥物。熱激蛋白可

驗療效均具有統計學意義，但因為評估方式不

以對其它蛋白產生很多有趣的作用，實際上可

同，所以很難比較兩者之間孰優孰劣。一些神

以幫助它們更自然地折疊。它可以分解聚集體，

經科醫生對使用這兩種藥物並不熱心，但這兩

可以陪伴有害的蛋白質聚集到細胞中危害較小

種藥物是唯一已知可改變疾病進程且被批准用

的部分（如蛋白酶體），在那裡它們可以被分

於 ALS 的藥物，主要學會的治療指引還是建議

解。目前正在進行一項大型的 III 期臨床試驗。

醫師處方。

蛋白質異常聚集在 ALS 中很常見，它實際上發

或小段核酸來以阻止異常蛋白質的產生。抗糖
尿病藥物二甲雙胍可能對 C9ORF72 有作用，另
外也有基因治療試驗。

的策略也正在研究中。

AMX0035 是兩種藥物的組合，即苯基丁酸
鈉和 tauroursodeoxycholic acid。這兩種物質都
有消炎作用，進而減少神經發炎。最近有一個

ALS 研究的新治療目標和趨勢
治療散發性 ALS 更加困難，因為我們不知

試驗已完成，確實在 ALSFRS 功能量表上顯示了
一些效果。

道 導 致 ALS 的 真 正 原 因。 但 是 這 些 年 來， 我

Reldesemtiv 是 一 種 實 際 上 作 用 於 肌 肉

們已經知道很多可以治療的潛在目標。 我們對

的 藥 物。 這 是 肌 鈣 蛋 白 激 活 劑（troponin

ALS 在神經系統中造成什麼傷害並且在神經元中

activator）。 它有助於肌肉與鈣更緊的結合。

發生什麼事了解的越來越多。至少從我們對遺

肌肉被激活時在這種藥物的存在下會產生更多

傳性 ALS 的研究中，我們知道某些蛋白質質量

的力量。ALS 有很多原因，我們只能在某些患

控制可以造成 ALS，並且在 ALS 運動神經元中

者中找到特定的原因。目前的策略可以先尋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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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一些共同的致病機轉來發展治療的方向。每
種形式的 ALS 最終都會削弱肌肉力量，因此像
reldesemtiv 這樣的藥物可能使肌肉更好地工作
是一個巧妙的想法。 我們已經看到了一些令人
鼓舞的初步趨勢，對使用該藥的患者可能會比
服用安慰劑的患者更長久地保持呼吸肌肉的力
量。

結論
ALS 研究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近年來也有
了許多新的進展。我們還有更多明確的目標，
可以做為研究中的新藥作用的標的。目前設計
的臨床試驗對患者更友善，更有效，並且可以
在較短的時間內為我們提供答案。雖然沒有人
能預測未來，但未來五到十年很有希望看到 ALS

Edaravone 需要時常的靜脈注射，如果能發
展口服劑型的話可以減少許多注射相關的醫療
支出。
Mastinib 是一種酪氨酸激酶抑製劑 （tyrosin
kinase inhibitor） 。它可以用來抑制 ALS 中的發
炎及神經退化步驟中 tyrosine-kinase 的作用。
包括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肥大細胞（mast
cell）、許旺細胞的活性會受到抑制。
有潛力的臨床試驗藥物

• AMX0035-sodium phenobutyrate and
tauroursodeoxycholic acid
• Reldesemtiv
• 口服 edaravone
• Masitinib

上述的藥物之外， 目前還有許多種化合物
即將被測試或正在被測試中，其中許多具有與
它們相關的生物標記物，它們實際上可以證明
該藥物按預期在神經系統上起作用。 這個發展
總體上對藥物開發極為重要，但過去在 ALS 研
究中一直缺乏。期望是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我
們將擁有我們今天所沒有的治療選擇。
12

中新療法的爆炸式的成長，這將使 ALS 不再是
一種絕症，而是我們可以控制並讓它停止惡化
的疾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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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神經疾病的
診斷分類與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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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性 昏 厥（reflex syncope）、 姿 勢 性 心 搏

問題，陣發性的問題，或是藥物引起的問

黃至誠

過速症候群（postural orthostatic tachycardia

題？這樣的思考會比較有邏輯性。

鳳山醫院神經科
主治醫師

syndrome，POTS）、 二 尖 瓣 脫 垂 相 關 的 自
律神經功能紊亂（dysautonomia）等。

以下是幾例較有趣的自律神經疾病案例分
享：

文字整理

江復正

六、陣發性或間歇性肢端或全身性血管收縮或

CASE 1

制汗神經功能異常

如陣發性與原發性多汗症、雷諾氏現象
（Raynaud Phenomenon）等。

個 案 一 是 67 歲 的 男 性， 大 客 車 司 機 退
休，主訴經常昏倒；幾個月後出現無汗症口

自律神經疾病的分類
神 經 科 的 疾 病 診 斷 很 重 視 lesion
localization，這是與其他科別不同之處。自
律神經系統分布全身，其反應也常被視為全
身廣泛性，而較少選擇性（selectivity），但
自律神經疾病的分類仍與 lesion localization
有 關， 根 據 美 國 Mayo Clinic Dr. Phillip Low
的意見，自律神經疾病的臨床分類概分如
下。
一、單純影響自律神經的疾病

Pure autonomic failure，又稱為 BradburyEggleston 症 候 群、 或 Idiopathic orthostatic
hypotension， 這 是 一 種 神 經 退 化 性 疾 患
（α-synucleinopathy），與其他中樞神經系

（ 二 ） 影 響 皮 質 區（ 例 如 medial frontal
lobe、anterior cingulate area、insular area
等 處 的 lesion）， 影 響 皮 質 下 區（ 例 如
Shapiro 症候群、Wernicke-Korsakoff 症候群、
Morvan 症 候 群、limbic encephalitis 等 ） 或

β-hydroxylase deficiency）、酪氨酸羥化酶
不足（Tyrosine hydroxylase deficiency）等，
這些是比較罕見的疾病。
八、藥物影響自律神經調節

乾舌燥的症狀。安排病人進行流汗測試，結
果發現病人不會流汗；深呼吸的心跳檢查也
發現：病人心臟迷走神經功能（cardiovagal
function）不佳，正常值為 7，病人為 5.2。
傾斜床測試（如圖一），病人血壓從 150–
160 mmHg 降至 80-90 mmHg，顯見有姿勢

此類並非疾病，而是藥物本身副作用或

性低血壓，而且血壓下降時，心跳並無代償

炎等）的腦部疾病，均常合併自律神經失能。

停藥所造成的自律神經功能異常：抗精神

性加速，足見心臟迷走神經與腎上腺素功能

病 藥 物 惡 性 症 候 群（neuroleptic malignant

均受損。驗血報告：Anti-SSA 與 Anti-SSB 都

syndrome，NMS）、血清素症候群（Serotonin

出現陽性，RA Factor 1:1280。之後，將病人

syndrome）、興奮劑中毒、抗組織胺類藥物、

轉至風濕免疫科，診斷為薛格連氏症候群

抗膽鹼劑、乙型阻斷劑或刺激劑等。

（sjogren's syndrome）。

三、自律神經疾病合併脊髓病變

如脊髓腫瘤、脊髓損傷、多發性硬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MS）、 肌 萎 縮 性 脊 髓
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等，均可能影響自律神經系統，而造
成自律神經疾患。
四、周邊自律神經病變

二、自律神經疾病合併腦病變

五、遺傳性自律神經病變、後天性自律神經病

（一）神經退化疾病：

變、繼發性的自律神經病變（包括結締組織疾

system atrophy，MSA）、 帕 金 森 病

例 如 多 巴 胺 β 羥 化 酶 不 足（Dopamine-

影響腦幹或小腦（例如後顱窩腫瘤、腦幹腦

統無關之單純影響自律神經的疾病。

包 括 多 重 系 統 退 化 症（Multiple

14

DLB），臨床都常表現顯著的自律神經失能。

七、影響自律神經傳導的遺傳疾病

所以，一個自律神經功能異常的病患到你

病人後來經免疫風濕科治療，並曾在本科

面前來，你的鑑別診斷思路，可以由上而下，

住院，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之後，姿勢

想想是腦部疾病，脊髓疾病，周邊神經疾病，

性低血壓明顯改善，出院後便未再發生昏倒

神經傳導物質的問題？還是只是功能失調的

的情形。

病、代謝症候群、胃腸肝膽疾病等均常造成自
律神經病變）。姿勢不耐症候群

（Parkinson´s disease，PD）、 路 易 氏 體

這類疾患是因為自律神經統的功能紊

型 失 智 症（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

亂 或 失 調 造 成， 不 一 定 有 病 變。 如 反 射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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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2

亦即周邊自律神經無法釋放乙醯膽鹼刺激汗

性 大 型 B 細 胞 淋 巴 瘤（Diffuse large B-cell

腺 流 汗， 或（ 三 ） 汗 腺 失 能（sweat gland

lymphoma）。因此，究竟此淋巴瘤與病患

個案二有點複雜，是位 36 歲的男性，清

failure）。病人的皮膚切片病理檢查，發現

的小纖維神經病變，是兩個單獨事件，或它

潔隊隊員， 2017 年 8 月來醫院看診時主訴

有慢性皮膚發炎與汗腺組織稀少的狀況，但

就是病人的無汗症病因，也許神經學學會的

已一個月不流汗，但無其他運動或感覺功能

仍確認病人不流汗的病因。

先進們可以提供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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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4
個案四是位 45 歲的男性，主訴吞嚥時會
心悸，甚至有時嚴重到幾近昏迷。於是請病
人一邊嚼食麵包，同時進行心跳與血壓監測

的缺陷；神經科於是安排神經檢查，結果顯

此外，因病人 CEA 值升高，paraneoplastic

示 NCV、SSR、RRIV 均正常；同年 9 月轉到

syndrome 導致自律神經病變，亦應納入考

我的門診，安排定量流汗測試（QSART），

量。2018 年 5 月，轉診至胃腸內科與血液

個案三是姿勢不耐症的患者，他是正在服

果然發現病人從手到腳均無流汗反應，研判

腫瘤科，但正子攝影（PET）、大腸鏡與胃

役的 24 歲役男，主訴是經常昏倒，希望能

是小纖維神經病變，我們一方面檢查其小纖

內視鏡均未顯示有腫瘤。綜合研判病人可能

提早退役，經陸軍 802 醫院轉到我的門診，

維神經病變的原因，另一方面，先開立口服

屬於後天性特發性全身性無汗症（acquired

在傾斜床檢查時（如圖二），原本數據一切

類固醇給病人，但效果不佳。

idiopathic generalized anhidrosis，AIGA），

正常，但病人反應有些不適，直到第 18 分

2018 年 2 月，將病人轉至皮膚科，做皮

此疾病的病人 CEA 值會升高。皮膚科使用

鐘左右，病人驟然心跳停止達十餘秒，經檢

此外，食道與迷走神經很接近，若吞嚥時

膚切片檢查，以利進一步鑑別診斷。一般

了免疫抑制劑，但不流汗的症狀始終未獲改

視研判病人是反射性昏厥，根據文獻記載，

心跳變慢（deglutition bradycardia），可能

不流汗的情形可能是（一）因為排汗的神

善。

年輕男女與姿勢性不耐的反射性昏厥，屬於

是食道蠕動刺激迷走神經造成，此種狀況，

良性（benign）疾病，不致導致猝死，但仍

可能發生於食道腫瘤患者，但在少數食道正

會出現昏厥及休克，值得觀察注意。

常的人，仍偶爾可見此狀況發生。

經 失 調（Sudomotor neuropathy），（ 二 ）

直至 2020 年 2 月，病人頸部出現腫塊，

Idiopathic pure sudomotor failure（IPSF ），

經屏東基督教醫院病理切片證實是瀰漫

CASE 3

（如圖三），結果發現病人吞嚥時，心跳竟
飆高至每分鐘近 200 下，研判是吞嚥時因心
臟傳導不正常導致的心搏過速（deglutition
tachycardia）， 此 種 案 例 相 當 少 見， 林 口
長庚吳德朗教授曾有兩個案例報告（Pacing
Clin Electrophysiol. 2005 Jun;28(6):594-7）。

圖三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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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吳逸如

巴金森病治療的近期藥
物進展與未來治療契機

巴金森病傳統治療的主要藥物

文字整理

趙瑜玲

動症有效，因此也可用於治療異動症。

傳統上，巴金森病的治療仍以左旋多巴

此外，抗乙烯膽鹼藥物對治療病人的震

（L-dopa）藥物為首選，自 1960 年代開始

顫，效果不錯。可是需考量病人年紀及可能

使用以來，效果仍屹立不搖，但使用一段時

產生的副作用，諸如幻覺、口乾舌燥、甚至

間 後 會 出 現 藥 效 波 動（motor fluctuation）

排尿障礙，眼壓升高等，所以年紀大的長者

現 象， 甚 至 在 有 藥 效 時， 身 體 會 有 異 動

需特別注意上述狀況。

（dyskinesia）的症狀產生。
（1）初期巴金森病動作症狀的藥物治療

（2）中後期巴金森病動作症狀的藥物治療

DOI: 10.6863/TMDS.TPDTS00001，本治療建議經台灣動作障礙學會同意授權使用。本會訊繪製。

一般巴金森病病人治療的「蜜月期」大

台灣動作障礙學會曾出版一巴金森病症

約七年，之後會覺得藥效愈來愈短及愈差，

狀的治療建議，依照病人的年紀與症狀區

有時候會產生起效慢、完全無效或突然沒

麼高，可將服藥間隔縮短，多次少量服用，

皮下 Apomorphine：作用類似多巴胺，

別；若起始症狀仍屬輕微，可使用 MAOB-I

電。這時期的治療原則 : 先確認病人是否按

總劑量不一定增加；若無出現異動症，則劑

可在 10-20 分鐘出現效果，效果約達 60-90

（MAOB inhibitor，B 型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時服藥？是否是飯前 30 分鐘以上服用左旋

量增加無妨。但是如果是在藥物濃度低 ( 通

分鐘。如當病人有要事外出卻臨時「停電」

若症狀已影響生活功能，建議可依照年紀選

多巴？檢視病人是否有便祕及腸胃不適？如

常是服下一次的左旋多巴前 ) 產生異動症 ( 特

時，可注射一劑，有救急效果，通常由照顧

擇多巴胺促效劑或左旋多巴；並隨病情嚴重

果是，胃腸沒有排空，也會影響吸收率。這

別是下肢為主且會疼痛 )，這就是雙波段異

者協助施打，患者也可自行施打。

度可增加不同的藥物（如下圖：巴金森病動

是在治療上，不必先加藥物或換藥就可立竿

動 症 (diphasic dyskinesia) ， 此 時 反 而 必 須

作症狀治療建議）。由於左旋多巴在周邊會

見影的。

增加左旋多巴。病人另一常見的藥物波動現

透過 COMT 代謝，也可考慮加上 COMT 抑制
劑。原則上，治療仍以增加多巴胺的效能為
主。

18

林口長庚醫院神
經內科部副主任

如果已產生藥物波動，如病人反應藥效
愈來愈短，我們可以採用增加多巴胺促效
劑，或加入 COMT 抑制劑（如諾康停），或

另有金剛烷胺（Amantadine），當初本

MAOB-I，讓藥物的代謝減緩；。如果 ON 的

是為對抗病毒，但意外發現對巴金病患的異

時候出現 dyskinesia，代表該次劑量不需那

輔助裝置治療

象是半夜因為藥效漸減，而出現身體過度僵

若 以 上 方 式 均 無 效， 則 可 選 擇 DBS

硬，無法翻身或雙腳痙攣，在此情況下，睡

（Deep Brain Stimulation，深腦刺激術）。

前可多給予一劑長效型左旋多巴或多巴胺促

傳統 DBS 單側導線只有 4 個刺激點，新一代

效劑。另有多巴胺促效劑經皮貼片劑，可 24

的 指 向 性 (directional change) DBS， 單 側 導

小時釋放，也是減少患者藥效波動的選擇。

線有 8 個刺激點，可選擇方向，刺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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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精準。另外也可針對病人的特定症狀，例

與 2/3 長效型的左旋多巴，此藥可以讓患者

therapies for PD），反義寡核苷酸（antisense

子。 GBA 基因和溶小體功能有關，如果我

如開始出現步態凍結時，病人腦部會釋出訊

服用次數減少，但仍達到穩定的血漿左旋多

oligonucleotide，ASO）也能達到此種效果。

們可以增加溶小體的功能，加速異常堆積的

號，電池便產生刺激電流，不須全天候釋放，

巴濃度。2015 年的 1 月，已經美國食品藥物

即智慧型（adaptive）DBS 先進的治療。

管理局核准通過為巴金病治療用藥，實際上

此外，還有經皮注射的十二指腸多巴胺
灌輸術（DuoDopa），已有廠商引進，但費
用過於昂貴，極少使用。
磁振造影導航聚焦超音波（MR-guided
Focused Ultrasound，MRgFUS）: 目前除了已
核准用於治療自發性顫抖症，對於巴金森病
患者不自主顫抖的症狀，國際上今年有多篇
研究報告指出，它改善巴金森症病患者顫抖

台灣有許多醫師已讓病人自費使用，健保也
即將核准。
Zonisamide 和 Safinamide： 皆 是 可 逆 性 的

MAOB-I，其功用可增加多巴胺的效果，並可
調控神經傳導物質麩胺酸（glutamate）的傳

腺素在回收的抑制劑，除可治療注意力不足

時持續性皮下注射的方式達到長時間控制波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對 異 動 症 有

動現象與異動症。對於因為年紀太長或出現

幫助，但目前仍在動物實驗階段。

Rivastigmine： 可治療帕金森病患者認知功

能，除對失智有幫助，對跌倒的次數也會改
善，已使用多年。

近年來造成高雪氏症（Gaucher disease）
的 GBA 基 因 突 變， 是 巴 金 森 病 的 危 險 因

除此之外，另有所謂的「老藥新用」，
如治療咳嗽或糖尿病的藥物，也發現具改善
巴金森病人動作症狀。

前仍在臨床實驗階段。
選 擇 性 血 清 素 再 吸 收 抑 制 劑（Selective

近期的巴金森病藥物進展

另有免疫治療，阻斷此蛋白傳至其他細胞。

物，但有些臨床試驗已失敗。

過動症，對病人走路的平衡感有幫助，但目

Infusion，CSAI）： 將 apomorphine 以 24 小

是相對可接受的治療方式。國內還未上市。

除系統，強化此兩大系統的功能是主要方向；

果。科學家試圖找出讓 GBA 酵素增加的藥

市。

音。

輕微失智問題不適合深腦刺激術的患者可能

蛋白聚集？體內有溶小體、粒線體等兩大清

α-Synuclein 被清除掉，則可期許其治療效

藥效波動或異動症的患者，目前尚未在台上

Methylpenidate 及 Atomoxetine 等此類正腎上

（Continuous Subcutaneous Apomorphine

若已產生 α- 突觸核蛋白，如何避免此

導，在國外普遍用於服用左旋多巴但有明顯

症狀的效果也相當顯著，將可為病人帶來福

Apomorphine 皮 下 持 續 性 注 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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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契機
改善病程進展的治療
由於巴金森病無法逆轉，目前治療仍以

Disease-Modifying Therapies for PD 示意圖，本會訊繪製。

症狀治療為主。如何讓病情不再惡化，此
即改善病程進展的治療（Disease-Modifying

神經滋養物質

再生治療

Therapy）， 因 為 巴 金 森 病 的「 元 兇 」 是

神經滋養物質（neurotrophic factor），

再生（regenerative）治療，包括細胞治

IPX 066：近期的藥物發展，還是以促進左旋

α-Synuclein（α- 突觸核蛋白），所以要抑

包括膠質神經滋養素（GDNF），直接注射

療或基因治療。在細胞治療方面，自 1980

多巴效能為主軸，但劑型有所改變。IPX 066

制該蛋白的產生或不要讓它跑到不該去的

到基底核，促進神經細胞的生長；另有類似

年代開始，即有使用胚胎幹細胞，此治療已

是一種長效持續型的左旋多巴及卡比多巴

地方，包括 RNAi 的介入治療，讓它不要生

GDNF 的類似物（Neurturin），但因效果並

行之有年，一開始效果不錯，但漸漸也發現

（carbidopa）：內含 1/3 短效型的左旋多巴

成太多（如下圖 : Putative disease-modifying

未確認，尚未廣泛用於臨床治療。

細胞間可能傳染 α-Synuclein，因使用胚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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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也有倫理的爭議，後續發展出人工

註 1：

多功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hristine CW, Bankiewicz KS, van Laar AD, et
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guided phase
1 trial of putaminal AADC gene therapy for
Parkinson´s disease. Ann Neurol. 2019; 85(5):
704–14.

IPS）療法，將取自人體的臍帶血，血液或皮
膚，經特別改造後能產生製造多巴胺的神經
元。日本京都大學團隊在兩年前即開始從事
臨床試驗，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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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因治療方面，將想要或缺少的酵素
或基因帶入病毒，再讓病毒感染細胞，例如
腺相關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
基因治療，將基因透過載體（vector，通常
是病毒），激化載體後傳送至腦部的目標位
置（註 1）。
運動是相當好的治療，可增加腦部多巴
胺，增進病人認知和動作功能，平常多做一
些有氧運動、跳舞、瑜珈、打太極等，養成
規律運動習慣對於巴金森病非常有助益。

案例分享
患者現年 48 歲，32 歲時即發病，近幾
年來有嚴重的藥效波動與異動症、沒電時併
有疼痛的肌張力不全，上班時常須請同事注
射 apomorphine，經調整抗巴金森的藥物及
apomorphine 注射後仍不理想，於是申請健
保進行 DBS 手術，手術之後，所需藥量只剩
原來的 1/3，患者發病後近十年都未曾與家
人出遊，開刀後已可和家人出國，也一起參
加在杭州舉辦的亞太區病友會，生活品質改
善相當多。因此，對於末期患者的改善，符
合適應症規範的病患，DBS 仍是首要建議治
療方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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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靜脈回流異常
與腦部疾病

趙雅琴
高醫附設醫院神
經內科主治醫師

相關研究發現
低腦壓性頭痛（low pressure headache）

首先我要謝謝我的老師胡漢華教授一路

主要匯集至左邊的橫竇，再流到左邊的內頸

以來的指導。胡教授是聞名於海峽兩岸腦血

靜脈。推論如果因靜脈壓力高而造成顱內動

管界的大師，也是國際許多知名學者的合作

脈硬化的話，那應該是左邊的頸靜脈壓力

對象。這個題目最適宜講述的人是胡教授，

高。如果能證明東方人左邊的靜脈回流不

還有他的許多優秀學生們。今天我謹代表教

良，那便可以解釋為什麼東方人有比較多的

授團隊中的一分子，為大家簡述這個比較冷

顱內血管動脈硬化或者腦小血管病。之後我

門但有趣的題目，在教授帶領下，不但解答

們也從文獻上得到佐證，確實東方人左邊的

了許多長期的疑問，也產生了許多優質的文

頸靜脈回流是比右邊小了很多，這不只在核

章。

磁共振影像上可以顯示，在考古學也可以發
現：如果橫竇的切跡，左邊特小的話就代表

腦靜脈的研究背景
從歷史來講，這二百年來，都注重在動
脈的研究，靜脈的研究非常少。同時很早
以前，我們就知道東方人的小血管疾病比較
多，顱內動脈硬化比較多，腦出血比較多，
但不知道原因。既然從動脈上無法解釋為何
東方人有較多的小動脈疾病，或者顱內血管
的疾病，那麼就試著從靜脈的角度來看。由
於小動脈流向靜脈，如果遠端的靜脈壓力
高，造成近端的小動脈阻力增加，進一步就
會引起動脈硬化。而顱內深部靜脈的血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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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人的古代社區，如果左右對稱則代表是
西方人的。吉林大學做過一項研究：解剖
學發現右邊的橫竇大於左邊三倍以上的就
有 26%，而左邊大於右邊的只有 4%，所以
在他們的研究裡面，左邊阻塞的人至少有
26%，相信這在西方是沒有的。也就是因為
這樣，我們開始做了一些研究，希望利用非
侵入性的彩色超音波來證明左邊的靜脈有回
流障礙。這一系列的疾病包括有頭痛、暫時
性黑矇症、暫時性失憶症、恐慌症，以及與
年齡相關的腦白質病變等。

所以我們就推測這種不知道原因的暫時性黑
矇症是因為靜脈逆流而引起的。後續果然發
現在正常對照組，頸靜脈只有 23% 的人有

低腦壓性頭痛的患者，其上眼靜脈與正常組

逆流，而在暫時性黑矇症的病人則有 75%；

相比，有最大流速增加及管徑變粗的現象，

兩組在上眼靜脈逆流的比例也是如此，統計

推測可能的機轉為低腦壓的患者，因腦脊髓

學上皆為顯著差異。且這些病人也發 其眼

液（CSF）量不足，故需較多的腦血流來維

睛小動脈的阻力是上升的，以上相關文章發

持恆定的顱內總容積，因此顱外的靜脈血液

表在 Stroke 及 AnnalsofNeurology。進一步，

經由上眼靜脈匯入顱內，故而造成上述現象 ,

我們用核磁共振來看這些頸靜脈的結構，發

這是早期發表在 Lancet 上的研究。

現黑矇病人其高位（C1-C3）或中位（C3-C5）

暫時性黑矇症（transient monocular blindness）

的頸靜脈常有顯著的狹窄（或壓迫），故因
此種結構異常，可能進一步導致靜脈回流異

傳統上，教科書都說暫時性黑矇症是頸動脈

常。所以從超音波的血流動力改變到核磁共

狹窄，但在我們華人的臨床實際經驗中，暫

振的結構異常，一步步證實了靜脈回流障礙

時性黑矇症可以查到頸動脈狹窄的比例非常

是原因不明的黑矇症的重要致病機轉之一。

少。我們的登錄研究也發現只有 15% 的病人
有頸動脈狹窄，其他病人發作的原因歸在未

暫時性失憶（Transient global amnesia）

知。後來有一個 15 歲的外傷病人，住院期

由於許多暫時性失憶症患者之發作與一些動

間發生了暫時性黑矇症，在做超音波時，意

作有關（valsalva-like movement），這些動

外發現他的上眼靜脈和頸靜脈，顏色和波形

作可產生胸部靜脈壓上升。正常內頸靜脈有

是隨著呼吸而交換，吸氣時呈藍色向下波，

瓣膜可以阻擋靜脈壓上傳，但如果這些瓣

藍色表示眼靜脈順流回到顱內。他的頸靜脈

膜 閉 鎖 不 全（Internal Jugular venousvalves

也是，在吸氣的時候，呈藍色回到胸腔，可

incompetence，IJVVI） 將 造 成 靜 脈 逆 流

是在吐氣的時候，它是紅色且波形反轉逆流

（venous reflux），靜脈壓力於是上傳至頭

向上。也就是說，頸靜脈與顱內靜脈都在吐

顱，造成顱內靜脈壓上升，影響血流灌注。

氣時是倒流的，但病人並沒有 C-C fistula；

研究指出，在 TGA 之患者約 75% 有 JVVI，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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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高於正常對照組之 30%。在我們的研究

究者的重視，主要影響穿通動脈、毛細血管

報告亦指出，50% TGA 患者，MRA 都可以發

和小靜脈。CSVD 的影像學表現包括腔隙性

現顱內靜脈逆流現象。靜脈逆流由頸靜脈而

梗死、腦白質疏鬆和微出血。臨床表現從步

上，直達橫竇、或經下岩竇到達海棉竇。後

態不穩、到輕度認知障礙、到嚴重認知障礙。

經靜脈血管攝影更進一步發現，造成頸靜脈

這個疾病如前所述，亞洲人更為好發。之前

逆流之原因，與左邊頭臂靜脈於胸部進入上

我們已經證實了頸靜脈逆流與腦白質病變有

腔靜脈前被壓迫有關。後續由 MRA 我們也

關，該研究發表於 Annals of Neurology。目

發現，除了左邊頭臂靜脈壓迫外，TGA 病人

前也發現失智症最早的臨床表現可反映在腦

也有較高比例的高位頸靜脈顯著的狹窄（或

血管血流動力學的改變上，這個我們可以從

壓迫），以及左側橫竇發育不全，這些證據

神經血管單元的訊號分析上得到。未來我們

都顯示暫時性失憶與靜脈回流異常有關。以

希望利用非侵入性、簡易快速的方法來評估

上研究分別發表於 Neurology 及 Plos One 等。

神經血管單元，測定大腦的生理年齡（brain

腦小血管病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腦 小 血 管 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醫療進程│

age），進而能夠早期診斷顱內動脈疾病（包
括腦小血管病），以及失智症（包括阿茲海
默症）及巴金森氏症等。

disease，CSVD）越來越受到廣大神經科學研

Background，本會訊繪製。

26

Cerebral venous outflow disturbance（圖片提供：趙雅琴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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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尤香玉
台北榮民總醫院
癲癇科主任

迷走神經刺激
在癲癇治療的運用

文字整理

江復正

迷走神經（Vagus Nerve）由腦部一直向下遊走，往下掌管腸胃自律功能，包括腸胃蠕動、消化

VNS 的作用機轉（本會訊繪製）

系的消化液分泌等，範圍相當大。約 1995 年，有一所大學的博士生，以狗作實驗，研究如何從迷走

ACC: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myg: amygdala;
hyp: hypothalamus; ins: insula; PB: parabrachial nucleus;
LC: locus coeruleus; PFC: prefrontal cortex;
S1: prim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thal : thalamus;
DRN: dorsal raphe nucleus; NTS: nucleus of tract solitary

神經介入，讓懷孕婦不要嘔吐。但從試驗中，並未發現對不要產生嘔吐有何助益，反而發現以迷走
神經刺激狗有達到抑制癲癇的效果。後來的試驗以成人為研究對象，三年之後，30%-40% 的受試者
癲癇減少 50%，其實跟癲癇新開發的藥物功效差不多。
當初試驗對象有阿茲海默症（失智症）、憂鬱症與癲癇的病人，不過解盲之後，阿茲海默症受試
者的反應並未達到統計的效果，但對改善憂鬱症與癲癇，尤其是癲癇最為有效。由於試驗進展快速，
迷走神經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很快就在 1997 年獲得美國 FDA 核准。

適應症與作用機轉
迷走神經刺激術的適應症包括吃藥無效
的頑固型癲癇患者，或者癲癇病兆多點或位
在腦部重要區域而無法開刀者，藉由神經調

參數調整與副作用

控的方式改善。

VNS 參數包括輸出電流強度、訊號頻率、

VNS 的確切作用機轉仍有待釐清。電極

刺激時間長度（含每次刺激單位時間內的脈

線圈一般裝在病人左側脖子，刺激迷走神

波數與脈波長度）與刺激間隔。

經，電池與調節器埋在鎖骨下方胸口皮下

外，迷走神經會繞經吞嚥、聲帶控制等，因
此 VNS 啟動時病人可能出現短暫聲音沙啞或
咳嗽，若不習慣，可調低電量或減短刺激時
間改善，因此調整參數非常重要。

（與巴金森病的 DBS 同），其刺激的訊號回

參 數 利 用 紅 外 線 調 整 控 制， 目 前 的 基

一般輸出電流從 0.25 毫安培開始往上

到腦幹、孤獨核及其他核區，會刺激釋放正

本 設 定 是 每 5 分 鐘 刺 激 30 秒（Signal on

調，若調升至 1.5 毫安培仍無顯著效果（最

腎上腺素、血清張力素、乙烯膽鹼素等，這

time）；病人會有一塊磁石，當患者覺得癲

多 可 調 到 2.5 毫 安 培 ）， 可 能 要 調 整 其 他

些是在抗癲癇藥物的藥理機轉中較少使用的

癇即將發作或連續發作時，可利用磁石刷過

參 數。 迷 走 神 經 有 A、B、C fiber， 主 要 讓

神經化學物質，對額葉、顳葉會有回饋，增

胸前的刺激產生器啟動刺激。60% 的病人

A fiber 啟動，即可產生有效的電位，刺激腦

在刷過磁石之後，癲癇症狀獲得改善。迷走

幹釋放有用的化學物質。

強認知功能、癲癇發作變少、情緒變穩定。
28

神經刺激植入時的仍有傷口感染的問題；另

VNS 示意圖（本會訊繪製）

29

Curr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practice

│學會會訊 No.83 │

VNS 的效果通常要三、四個月才會顯現，
其標準並不一定以癲癇發作次數計算，有時
是發作時間變短，發作強度減弱或發作後恢
復時間縮短，也算是有效。

費用與申請條件
102 型的電池與導線費用約台幣 60 萬，
103 型的電池與導線費用約台幣 89 萬。健保

注意事項
植入 VNS 後，除了參數調整，電池的維
護也必須小心，例如不能進行核磁共振，否
則電池會燒壞，需要先關機；治療用超音波、
電療或（女性）乳房攝影也會破壞裝置；導
線也不能拉扯，因此接受 VNS 的患者不適宜
進行過度激烈的運動。進行電腦斷層或照 X
光檢查則不會影響。

局於去年（2020）參酌日、韓的狀況而核准
全額給付，但須事先申請。申請條件為：

剩 10% 會在早上出現些微抽蓄。症狀改善
之後，因原服用之帝拔癲藥物有嗜睡與反應
遲鈍的副作用，故將其劑量減少。因 VNS 之
後，病人的癲癇獲得大幅改善，認知功能也
變好，家屬都不用再陪同病人上學，病人住
學校宿舍也能自我照顧，原計畫休學或延畢
都而不再成問題了。
另一個案是名小女生，十二歲時因腦部
有局部皮質發育異常而造成癲癇，每天甚至
發作 20-30 次；生理期開始時，次數更加劇，

VNS 問世廿多年來，經過實際使用，逐

導致無法上學。在他院治療時，因評估病兆

漸改良，從 1997 年最初三個關鍵試驗有 30-

鄰近運動區，無法進行癲癇手術，建議進行

40% 的病人癲癇病發次數減少一半，到目前

VNS。只是裝置 VNS 以後，病情反而惡化，

電池的壽命是根據開啟的電量而定，約

已增加到超過 60% 的患者，經三、四、五年

研判此時 VNS 的治療效果尚未顯現，但病人

五至十年不等。若電池即將沒電，申請醫師

追蹤後發現癲癇病發次數減少一半，可知使

正好處於疾病加速期所致。轉介到台北榮總

可以提供過去兩年病歷，證實 VNS 有效者，

用者逐漸熟悉調整，效果愈來愈好。甚至有

後，從核磁共振檢查結果觀察，病兆雖接近

健保仍會給付新電池的費用。北榮曾有一名

10% 的患者使用後，癲癇發作次數為 0。

運動區，但並未與之相聯，應直接切除即可，

1. 頑固型癲癇，藥物控制一年以上；
2. 無法進行手術或曾做過手術但效果不佳。

病人，很早就自費裝置 VNS，去年 11 月電
池即將更換，家屬本來準備購買，但因 12

果然手術後，病人立即不再發作，認知功能

案例分享

也在兩、三個月後恢復正常，完全不需再服

個案是大學二年級生，約 15 歲發病，

藥；至於體內的 VNS 因無肝腎代謝或嗜睡的

屬多型態癲癇，有張力型發作及非典型失神

副作用，劑量也逐漸遞減，並不妨礙生活，

發作。上大學前，病情尚未加劇，運動表現

只是患者家屬因裝置初期症狀反而更嚴重的

台灣自 1999 年起即有 VNS 的案例，但

不錯，因此選擇體育系就讀，不幸大一暑假

負面印象，而堅持要手術取出，有點可惜。

因進口廠商的售後服務無法維持穩定而停

出了場車禍造成腦出血，癲癇變得難以控

滯，直至 2010 年，有廠商重新提出適應症

制，經常跌倒（一天約 5-6 次）；到台北榮

獲得通過，從那時開始，自費安裝者將近

總進行術前評估，胼胝體切開術無法切除癲

400 例，自去年 12 月健保核准給付後，至今

癇病兆，而且可能對這年紀病人的認知功能

年 4 月為止，約有 20 幾例（據估計，一年

造成損傷，於是選擇迷走神經刺激術。最初

可能有 70 至 100 例）。

我們依照外國教授的建議調整劑量，效果很

月開始健保核准給付，我們便為該患者提出
申請，也獲得健保給付。

醫師每個月可跟健保局申報一次調整參
數的費用，約兩千餘元，與日、韓相當。
30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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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前兩個月，病人張力型癲癇減少 75%；
到了第四個月，90% 張力型癲癇症狀消失，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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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文素養訓練內化於
神經專科醫師的培育

賴其萬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
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兼神經內科主治

自從 1998 年由美返台以來，我大部
分時間都投身於台灣醫學教育，而未能專

對台灣醫學教育的回顧與檢討
台灣的醫學教育在日治時代由台灣總督
府醫學校開始，歷經醫專、帝大醫學院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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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疾病」（disease）帶給病人與家屬的「病

到些甚麼？」大部分學生的回應都是有關知

痛」(illness)，使學員重溫過去醫學生早期學

識與技術方面，如神經學檢查、鑑別診斷、

過的醫學人文，而達到「加強注射」的效果。

治療、預後。有一次我們看了一個小腦疾病

個人建議在神經科住院醫師訓練時期，可以

很嚴重的病人，我請病人：「用你的食指摸

利用床邊教學以及其他機會，將人文素養訓

你的下巴，然後再摸我的手指頭、再摸你的

練內化於神經專科醫師的培育，在態度與行

下巴。」學生在討論時，就問我：「我們普

為上加強人文關懷的實踐。

通 都 是 finger to nose， 老 師 為 什 麼 要 他 摸
下巴呢？」我說：「這個病人有很明顯的小

畢業後習醫與教學心得

腦症狀，要他摸鼻子，萬一戳到眼睛，怎麼

注於臨床神經學的本業，尤其對台灣神經

我在 1969 年醫學院畢業後，進入台大

辦？」學生透過發問的機會，終於了解我們

學學會更沒有盡到會員的一些基本任務。

醫院「神經精神科」完成四年的住院醫師訓

要好好檢查病人，但也要考量病人的情況，

前幾天應邀到林口長庚醫院以「落實醫學

練，做了一年主治醫師之後，到美國明尼蘇

不能讓他們因為檢查而受傷。

人文教育於醫院實習」為題演講，因為這

達大學醫院進修。因為美國對國外的畢業後

份機緣，認識了學會秘書長劉濟弘醫師，

通常再討論下去，有些學生會提到老師

訓練並不承認，所以我又重新由第一年住院

很高興發覺彼此對「將人文素養訓練內化

所呈現的床邊禮儀和溝通技巧，甚至會注意

醫師做起，完成三年住院醫師、一年腦波與

於神經專科醫師的培育」都具有同樣的熱

到病人與家屬的行為與情緒上的問題、主動

癲癇的專研醫師（fellowship），之後轉到堪

忱，就答應了撰寫這篇文章。

提出我們能為病人與家屬的「病痛」做什麼，

薩斯大學醫院由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而這正是我們進行人文關懷的「加強注射」

也有一段時間主持住院醫師訓練計畫。

的機會。在這種場合我過去有幾次覺得非常

境的改變，再加上醫學教育年限的縮短，也

1998 年回國以後，在慈濟醫學院服務三

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過去「淨空」的努力並不

年，而後轉到和信醫院醫學教育基金會，從

見得能夠真正改善這問題。

事醫學教育的工作，包括教育部醫教會以及

欣慰的是，有些學生主動提及過去所學過的
醫學人文而感到興奮，事後我也常會找到相
關的文獻與同學們共享。

轉型，在基礎與臨床醫學教育都有長足的進

回顧醫學院的課程規劃，我們發覺醫學

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並到台大醫院、成

同時，我常會因為看到一個病人，聯想

步。許多日本老師深厚的人文教養，也影響

人文課程在醫學系ㄧ、二年級結束後，到了

大醫院定期對神經科實習的醫學生進行床邊

到自己以前所犯的錯，而適時地主動與學生

了日後教導我們的老師。

基礎、臨床都沒有機會讓醫學生重溫過去所

教學，以及參與陽明與成大五年級醫學生在

談自己當年的錯誤以及遺憾。我發現這不僅

學到的醫學人文，這就像是我們只有最初的

和信醫院選修 clerkship，包括醫學人文的臨

可以加深學生的學習效果，更可以讓學生注

台灣在 2000 年成立台灣醫學院評鑑委

疫 苗 接 種（primary vaccination）， 卻 沒 有

床訓練。

意到醫師隨著年資經驗，不知不覺可能流失

員 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加強注射」（booster shots）的機會。我

TMAC）時，我有幸從一開始就參與這組織

認為臨床教學工作不只需要重視「知識」與

的工作。TMAC 也曾以「淨空」醫學院前兩

「技術」的傳承，「床邊教學」更需要注重

我在與醫學生一起到病房看病人、探問

年的「醫預科」，試圖加強通識教育與醫學

「態度」與「行為」的示範。除了病史探問

病史以及示範神經學檢查之後，都會回到討

我在美國 23 年，曾經積極介入美國神

人文的師資、課程，但事與願違。整個大環

與神經學檢查以外，我們應該用心讓學生領

論室繼續討論。我常問學生：「你們今天學

經專科醫師訓練計畫，也當過多次的美國神

將人文素養貫注於床邊教學的心得

的「謙虛」。

對神經內科專科醫師培育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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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經專科醫師口試考官，而回來台灣又已經第

霎那間給我的震撼是為什麼過去我都沒有養

學。在這如沐春風地觀察這位影響不少哈佛

我學生時代並不是用功讀書的好學生，

23 年，但這期間我卻大部分時間都沈浸於

成這種習慣，當學員圍繞在病人時，檢查者

畢業生的大師身上，我學到許多他對臨床醫

我對宋教授的回診總是「敬而遠之」。想不

醫學院畢業前的醫學教育工作，而沒有直接

舉起病人單側的大腿，可想而知，圍繞在病

學教學的經驗。他告訴我他曾經被一位病人

到 2001 年參加和信醫院以後，在這位和信

介入台灣神經內科專科醫師的訓練。我想在

人周圍的學員有些人從某一個角度可能會看

「訓」了一頓而改變了他的「床邊禮儀」

醫院的創院院長過世之前享受了好幾年的學

此誠懇提出，如果神經學學會能更積極地推

到病人的私處，而他老人家當時已經 68 歲，

（bedside manner）。他帶學員查房時的口

習機會，才知道與前輩老師的「閒談」可以

動將人文素養訓練內化於神經專科醫師的培

看病教學多年，仍不忘體貼病人的感受。

頭禪是要離開病人之前，總會說：「你還有

有非常豐富的收穫。以下是我寫在宋教授過

什麼話想問我嗎？」想不到有ㄧ位「白目」

世後的追思的一段話：

育，相信以上所提的對醫學生在臨床階段進
行醫學人文的「加強注射」的原則更容易落
實於住院醫師階段，同時住院醫師因為擁有
更多的臨床知識、技術與責任，在這階段加
重多元的思考，應該更能直接提高病人的照
顧品質。

追念惠我良多的老師與他們的身教
明尼蘇達大學醫院神經科主任
Dr. A. B. Baker 1908 -1988

我 當 時 非 常 地 激 動， 但 卻 發 現 住 院 醫

的病人居然當著所有師生面前說：「我知道

師、醫學生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反應，但沒幾

你需要教這麼多醫師、學生，我也知道你還

個星期我就發覺他們在這位老師的指導下，

有許多人等著看你，但你人長得那麼高，我

「耳濡目染」已經將這些「基本的」對病人

又躺在床上，如果你真的有誠意要與我說

的尊重融入他們的日常診查活動，當他們要

話，可否請你抓把椅子坐下來，這樣子我們

檢查病人的下肢時，他們都習慣地把棉被

也才能談話！」 我到現在我還記得他告訴我

拉上蓋住病人兩隻大腿之間，而不會冒然

這故事時真摯的表情，他說：「自從那次的

掀開病人的棉被。這種「對別人痛苦（或

教訓，我在床邊教學時，總拉把椅子坐在病

感 受 ） 的 敏 感 度 」（sensitivity to other´s

人床側與他們對談，而發覺這種拉近距離的

suffering）是我認為好醫師不可或缺的修養。

轉變，病人很快就能談到他們的核心問題，
而更使我驚奇的是這樣的改變，事實上並沒

哈佛大學醫學院醫學教育院長
Daniel Federman 1928-2017

有使我早上的床邊教學更費時間，因為縮短
與病人的距離，我很快就能看到聽到他們的
問題與感受。」

我記得有一次我與他談及 Daniel Sokol
的一篇文章「實情不見得永遠是最好的藥」，
而與他聊起對病人告知病情的困難。宋教授
告訴了我兩則發人深省的故事：一個是他的
老師告誡他不可隨便告訴病人實情的故事。
他的老師說，他們曾經照顧過一位年長的得
道高僧，大家都以為這位老人早就參透人生
道理，應當可以據實以告其絕症的實情，想
不到這晴天霹靂使老人家頓時變得不吃、不
喝、消瘦、失眠，而沒幾天就過世；但宋教
授接著告訴我，他自己的切身經驗。他在台
大醫院照顧過一位罹患癌症而住院的企業
家，家人希望宋教授能告訴病人實情，使他
能夠在生前做一些他想做的事。宋教授告

台大內科宋瑞樓教授
1917- 2013

訴我當病人獲悉這壞消息時，滿臉憂憤，使
宋教授後悔不已，但隔天一早，宋教授再去
看這病人時，發現他與昨晚判若兩人，滿臉
笑容地向宋教授稱謝，因為他竟夜沉思之
後，想通了自己應該利用剩下不多的餘生對

Dr. Baker（賴其萬教授提供）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Dr. Baker 為 一 位 坐 骨 神
經痛的年輕女病人做 straight leg raising test

家庭、事業做些安排，於是病人在醫院裡一
邊養病，一邊把重要的事情都做了妥善的交
賴其萬教授與 Federman 院長（賴其萬教授提供）

代，而家人因此對宋教授非常感激。

時，他要求護理人員給他一條大毛巾，先蓋

十幾年前我們有幸邀請過 Dr. Federman

宋教授以這反應截然不同的兩則故事，

在病人的兩腿之間，才舉起病人的大腿。那

到和信醫院演講，並作為期一週的臨床教

說明了告知病人實情之前，最重要是要用心
宋瑞樓教授（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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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病人，而不能只由病人的年齡、宗

當時就只有這一場空床，病人也沒得選！」

教、學歷、社會地位或財富就遽做判斷。到

結果引來一場前所未見的大風暴。原來洪教

現在我還記得宋教授告訴我這故事時的誠懇

授的「暴怒」就是要她了解，對一個「左側

眼神，以及他那句充滿睿智的金玉良言：「每

忽略症候群」的病人，他居然被分派到牆角

一個病人都不一樣」。

的床位，這位可憐的病人，唯一可以正常感

│繼往開來│

受到外界刺激的右側卻是一片牆，換句話
台大神經科洪祖培教授
1926- 2019

說，這病人住院以後的環境大為限縮，以至
情緒低沈，家屬也正為「住院後反而更糟」
為苦。事隔半世紀，我到現在仍然還記得洪
P 的義正辭嚴，給大家上了一堂非常生動的
「同理心」，這是我們醫護人員不能輕忽的
一堂課。

後記
寫完這篇當初沒想到會寫得這麼長的文
章，心中有無限的感慨。在這夜深人靜之際，
洪祖培教授（翻攝自台大神經部洪教授追思短片）

不覺自問，早就應該解甲歸田的老醫師，為

洪教授的脾氣眾所皆知，病房迴診常是

什麼還這般「不甘寂寞」……謝謝學會容許

我們學到最多，但也是最緊張痛苦的時候，

我野人獻曝。我衷心希望，台灣的醫療品質、

但有一次他使我們領悟到對病人的「同理

醫病關係會因為我們的共同努力，而有更美

心」發揮到極致時，我們就不會做出傷害到

好的明天。

病人而不自知。
那是在舊台大醫院神經科四樓的病房，
我們在討論室詳細地討論了一位右側中腦
動脈阻塞的病人呈現非常罕見的「忽略症候
群」（neglect syndrome)。想不到我們一進
入病人的三等病房的大房間時，洪教授就叫
人去找護理長來，當場發飆努吼：「是誰決
定這位病人的床位？」我們都霧煞煞地摸不
著頭腦。這位護理長是出名的快人快語的直
性子，當場就回他：「這怎麼來問我，我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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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應用
以彰基為總院的系統，在彰化、雲林與

遠距急性中風診療先行者

採訪、撰文

專訪彰化基督教醫院神經部孫穆乾醫師

趙瑜玲

南投三縣境內有七家分院，涵蓋人口數約
150 萬，然而在員林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
「員基」），只有三位神經科醫師，甚至二
林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二基」）僅有一

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影音通訊軟硬體，日新月異，醫療照護也應善用科技發展，與時俱進。
2016 年，彰化基督教醫院的「中風遠距醫療計畫」獲衛福部核可，成為台灣遠距醫療的先驅，本期
會訊專訪幕後的推手孫穆乾醫師，說明本計畫的原委與發展。

中心執行長的孫醫師為解決中風急診時神經
科醫師不足的問題，便提出一個構想：利用
視訊裝置與傳輸技術，進行遠距醫療，分攤
分院的醫師負荷，於是與分院的院長、神經

計畫背景

療器材管理辦法》第二條，將醫療器材劃分
三等級，遠距醫療即屬於第二等級（中風
險性），「我們所使用的器材均獲得美國
FDA 或台灣食品藥物管理署核准通過，也必
須符合美國訂定之 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聯邦健康
保險法案），是醫療資安最高等級的防護規
範，考慮合法無虞，讓醫師免於有此方面困
擾與風險。」

正式核准與實施

科醫師、急診科醫師，以及總院的法務、

台灣直至 2018 年才有《通訊診察治療

「中風的急救治療，近十餘年來演變非

是捉襟見肘！」雖然身在醫學中心級的彰化

IT 人員開會討論，擬定遠距急性中風診療計

辦法》，孫醫師說：「在此辦法之前，我們

常快速，」孫醫師首先回顧台灣最近的中風

基督教醫院（以下簡稱「彰基」），孫醫師

畫，院方也全力支持。

於 2016 年提出，計劃書詳列使用器材、通

急救標準治療的變化：2004 年，開始核准

對基層醫院神經科醫師的壓力，可說感同身

使用靜脈溶解血栓，若中風發生後 3 小時內

受。

信網路及備援、資料傳輸的安全與加密、人

法源依據

員輪班，以及標準操作流程 SOP，於 2016

接受溶栓可有效治療；到了 2008 年，有證

「絕不能讓我們的醫師置於法律風險之

年函文衛福部，獲得當時衛福部次長林奏延

據顯示 4.5 小時內仍可使用溶栓；2015 年，

中，」孫醫師特別強調法律層面的規範：《醫

與醫事司司長王宗羲的支持。」同年四月，

證據顯示，6 小時內動脈取栓術有效；到了

師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明定：「醫師非親自

醫事司召開委員會審查，除了神經科專家

2018-19 年，若影像檢查發現腦部受損區域

診察，不得施行治療…」不過有但書：「山

外，還包括台灣 FDA、法律、倫理專家，經

內仍可治療，則 9 小時內還是能使用血酸溶

地、離島、偏僻地區或有特殊、急迫情形，

彰基院方充分說明並於會後補件，於該年七

解劑、24 小時內還是可以進行取栓。

為應醫療需要…」，得以通訊方式詢問病情，

月正式獲准，成為台灣第一家遠距中風治療

為之診察，開給方劑，並囑由衛生醫療機構

醫院，在此之前，台灣所謂的遠距醫療均僅

護理人員、助產人員執行治療。

止於遠距諮詢（TeleConsultation）或遠距照

除了中風標準治療的改變，神經科醫師
仍須面對諸多挑戰，孫醫師舉例說明：急診

護（TeleCare），使用的可能是非醫療器材

尚需整合其他部門；院方要面臨評鑑的問題

此外，孫醫師強調，考量《藥事法》第

（例如「緊急醫療分級評鑑」），故也涉及

十三條的規範：「用於診斷、治療、減輕、

行政層面；此外，處理中風患者須與時間賽

直接預防人類疾病、調節生育，或足以影響

跑，該進行的標準治療程序不得疏漏，加上

人類身體結構及機能，且非以藥理、免疫或

需全年無休 24 小時 On Call，「有些地區醫

代謝方法作用於人體，以達成其主要功能之

孫醫師說明本計畫第一階段先以員基為

院僅有一、兩位神經科醫師，除了要一般門

儀器、器械、用具、物質、軟體、體外試劑

首座受支援醫院：「因員林地區人口密集，

及其相關物品。」均稱醫療器材。另有《醫

神經科病人也相對眾多，卻只有三位神經科

診，還要處理假日或深夜的急診病患，簡直
孫穆乾醫師近照（彰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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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2015 年 12 月，擔任彰基醫療體系中風

│繼往開來│

級的一般通訊器材或通訊軟體，而這項縝密
的遠距診療（TeleMedicine）計畫算是台灣
空前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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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所以選擇員基。」第二階段重點則在

與線上看診的治療品質差異不大，因此證實

於建立 SOP，「例如被支援醫院的急診醫師

本計畫是可行的。另一篇論文則在準備中，

與護理師的責任分工、器材的維護與架設、

對象是實施遠距醫療的三家彰基分院，研究

啟動通知總院醫師的時機、總院醫師必須對

也顯示本計畫確實產生效益。

患者的說明與評估，以及備援機制，鉅細靡

│繼往開來│

與時間和資源賽跑的
離島醫師日常

撰文

專訪衛服部金門醫院神經內科游順帆主治醫師

姜欣慧

遺。」
SOP 訂定後，彰基至少進行兩次模擬，
線上實際操作。再來就是器材的採購與架

曾經在衛福部雙和醫院服務的游順帆醫師，考取了神經科專科醫師執照後，希望能了解偏鄉離島

設，孫醫師強調此有特殊規範：網路線必須

的神經科現況，因此離開了大城市的醫院，毅然決然地前往金門服務，成為金門少數幾位神經專科醫

專屬，還要有加密與解密系統等軟硬體，避

師之一。在服務了半年後，游醫師發現除了缺乏醫療資源之外，還有許多問題尚待改善。

免危害醫療品質，此時院方的 IT 人員都必須
參與其中。

成功的第一步
準備一年多之後，本計畫於 2018 年一
月正式上線開通，醫師人力不足的情況立即
獲得改善，當月份就減少分院值班壓力超過
四成，隔月遇到農曆春節，更減少分院達六
成的壓力，直接明顯的是，員基中風急診患

彰基體系醫院中風治療高度運用資訊科技，外交部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安排法國議會友台小組參訪。（彰基提供）

未來的挑戰與發展
今年是彰基體系醫院實施本計畫的第四
年，實施的分院神經科或急診科同仁均已熟
悉遠距醫療的運作方式，顯示本計畫已臻成
熟，縮小了醫療品質的城鄉差距。

者受到的醫療照護就幾乎等同於醫學中心。
孫醫師提及在美國，已有諸多民間公司
員基的成功經驗後，當年年底第二家就
在雲基，2019 年中又開第三條線二基。二基
只有一位神經科醫師，2020 年，總院分攤二
基的總值班時數達 57%。

40

提供類似 TeleStroke 的遠距中風診療服務，
但國內可能尚無法由私人部門帶頭形成風
氣，然而，他認為未來應多利用新科技的發

游順帆醫師向病患家屬說明轉院後送的流程。

明，協助醫師也等於造福患者，亦可將遠距

孫醫師提到最近有一篇論文即將發表於

醫療擴大應用至神經科以外的其他科別。至

《臺灣醫誌》雜誌，研究主題是以 2018-19

於，這項計畫是否可推廣到全台各醫院，孫

兩年間員基若干病人於急診接受遠距醫療，

醫師保守的認為阻力仍多：「這牽涉到醫療

身為離島醫師，如果家人都在本島，必須要忍受和親人分隔兩地

以及出血改善的百分比。調查對象是兩年間

管理、醫院文化與人員訓練，也許我們神經

的寂寞，除了就任前需要與家人充分溝通，就任後也需要時間調適。

以遠距醫療使用溶栓於 25 名患者，現場看

學學會可以介入主導，畢竟神經專科有太多

此外，離島醫師參加醫學會議也比本島的醫師更不方便，雖然現在已

診使用溶栓者約 153 位，分析後發現，現場

領域是急診科無法處理的。」

經有許多線上會議，但仍然可能會有些會議無法參加而有遺珠之憾。

離島醫師甘苦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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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運用的醫療資源不如本島之外，

有上述的檢查需求時，只能轉診至台灣本島

言，還需要更全面的計劃，幫助居民獲得完

的患者所接收到的醫療衛教，也有很明顯的

再來就是次專科醫師不足，所以專科醫師往

的醫院受檢，或是等待由本島定期派駐資深

善的醫療照顧。游醫師提出了以下幾項建議：

差異。本島的患者大多會做足功課，對於身

往需要身兼多職，只要與神經科相關的疾病

技術員執行的特殊檢查，例如兩個月一次的

都需要診治。除此之外，因為輪班的醫師不

腦電波檢查。因此，很多原本可以獲得良好

多，為了全天候提供緊急醫療會診，離島醫

治療的患者，錯過了診治的黃金時期。

師平均值班的時間也會比本島醫師還長。

金門特產高粱酒，所以居民主要的神經

游醫師表示，另外一個造成離島醫師困

科疾病多和長期飲酒有關，像是酒精戒斷後

擾的問題是患者就診紀錄不完整。由於許多

的癲癇發作或是長期飲酒造成的中風，除此

病歷資料尚未完全雲端化，離島醫師往往無

之外，根據 109 年的統計資料，金門縣含 65

法取得患者早年在台灣的就診紀錄，這對於

歲以上人口已佔 14.5%，達到高齡社會 14%

患者病況的診治追蹤是很大的不便。

的門檻，所以也有不少退化性疾病患者，如

當然，在離島行醫也有不一樣的收穫。
金門的民風純樸，相較於本島的患者而言，
更相信醫師的判斷，對於醫囑的依從性也比
較高，後續追蹤也比較容易，因此進行群體

失智症或巴金森氏症，這些疾病都需要神經
科次專科醫師提供專門的診斷和治療。

救急救命的 IDS 計畫

1.

整合本島和離島的醫療紀錄

島就醫的紀錄往往無法完整地提供給金門醫

此，加強離島偏鄉的衛教，讓患者養成及時

院的醫師，這對於後續治療照顧會造成不少

就醫的觀念，也是急需補強的部分。

的困難，同時也可能把時間浪費在往來的行
政作業時間。游醫師希望可以盡快整合本島
和離島的患者就醫資料，無論是在哪裡的醫
師，都可以充分了解患者曾經就診及服藥的
狀況，讓在地服務更完整。
2.

在資源不足的離島身披白袍，游順帆醫
師在醫療前線作戰之餘，還能細心觀察，提
出這些精闢的建議，希望可以為金門爭取更
多醫療資源，讓離島醫師全力救治患者時，
沒有後顧之憂。

補足慢性及退化性疾病的藥物及檢查資源

雖然金門醫院備有的藥物及檢查儀器和
其他偏鄉離島相較之下還算充足，但是許
多慢性或退化性神經疾病的檢查儀器仍然不

家族性或特定族群神經疾病有興趣的醫師，

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IDS）」

足，所以像是周邊神經病變的患者需要接受

在金門也能進行完整的追蹤研究。

的導入就相形重要。金門的 IDS 計畫是由金

的神經傳導檢查等等，就無法在金門醫院進

門醫院、金門縣政府和台北榮總三方合作

行，患者需要千里迢迢回到本島進行追蹤檢

進行的，游醫師今年也加入了這項計畫。神

查，這對於許多退化性神經疾病而行動不良

根據根據金門縣 109 年 12 月的資料統

經內科的 IDS 目標是全天候提供緊急醫療會

的患者，不啻是多了一道治療門檻。而其他

計，總人口數已達 140,597 人，其中只有 88

診，評估患者狀況和風險後，第一時間進行

退化性神經疾病，像是巴金森氏症的藥物，

位西醫師，每萬人口執業醫師只有 6.2 位左

靜脈血栓溶解治療，或是立即以緊急醫療班

金門醫院能選擇的種類不多，因此神經科醫

右，是全台灣比例最低的縣市。除了醫師比

機送至本島，再轉至台北榮總進行治療，搶

師在幫患者調整藥物時，常常遇到瓶頸，只

例偏低，醫療資源和本島相較之下，也明顯

在八小時內的黃金時間救治患者。近三年來

能請藥局從台灣訂藥，或是患者回本島的醫

不足。游醫師表示，雖然和其他偏鄉醫院比

已經有 13 位病患透過此管道而在黃金治療

院接受治療，這對於患者而言相當不便，甚

起來，金門醫院的醫療資源算是比較豐富

期內接受動脈取栓的治療。

至會影響接受治療的意願。

讓金門居民獲得更完整的醫療照顧

3.

都有資源可以運用。但是其他像是肌電圖、

時就醫。但是離島的居民往往等到了病情嚴
重時才就醫，而錯過了治療的黃金時間。因

由於醫療資源有限，「全民健康保險山

的，如斷層掃描、核磁共振等儀器等，院內

體狀況也比較警覺，身體不舒服時，也會及

如同之前提到的，金門的居民在台灣本

研究也能取得更完整的資料，所以對於研究

金門的醫療現況及常見的神經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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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患者衛教，幫助患者注意自身健康

多巴胺掃描、大腦腦電圖檢查等等的神經專

雖然目前的 IDS 計劃讓急性重症患者獲

游醫師之前曾經在新北市衛福部雙和醫

科檢查儀器還是不足。因此，金門的患者如

得即時的醫療照顧，但是對於離島金門而

院服務過，他也發現台灣本島的患者及離島

金門醫院游順帆醫師（右）與北榮 IDS 計畫施彥丞醫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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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經 傳 導 檢 查 的 SNCV、MNCV、F-wave、
H reflex（20015B~20024B）， 目 前 就 只 有

神經科在基層健保申報上
的現況與沉疴

醫院可以申報，而可供診所申報的 C 碼檢

藍聖星
聖星診所院長

查，則僅有腦波（20001C、20002C）頸動脈
超音波（20013C）與較少人申報的 20003C
面神經刺激測試（因為無法同時申報 Blink
reflex），這些給付項目看似很多，其實有
其不便之處，例如頸動脈超音波僅能申報 B
mode 的費用，M mode 的費用卻是醫院才

│健保專區│

使用跨表增加項目與其規定
鑒於檢查項目過少，也有神經科診所向
健保局提出跨表的要求。所謂跨表，就是申
請施作只有醫院可以執行的 B 碼檢查，例如
NCV，其審查規定會比較嚴格，有一個月不
能超過九例個案的限制。

改變的契機
以上談到的限制，限縮了基層神經科的

能申報，所以給付也形同打折的現象。

收入。可能不一定跟醫院有關，但同仁可以

與其他科合用的申報項目

想想，改善基層神經科的給付，由於市場的
供需原則，也會增加醫院內神經科醫師的地

反而在基層中，比較常用到的項目是與

位與薪資，因為醫院必須付出相當於基層神

其他科並用的，例如平衡檢查（22017C）或

經科的收入以便在市場上爭奪人才，基層越

是耳石復位術（54044C）就是耳鼻喉科常用

好，醫院必須給的薪資越高。

的處置。另外我們也可以申報精神科使用的
45052C，每年一次於失智症的病人。

基 層 的 診 療 費 用 計 算， 是 由 一 個 基 礎
的費用加上各種名目不一的加成。目前凡
有專科醫師都可以加成 9%，不過內外科的
專科醫師則有更高的加成 13%。神經科另
外有比較能拿到的是：75 歲以上患者的高
齡 加 成 7.5%， 這 可 與 前 面 提 到 的 9% 相 加
變成 16.5%，再乘上門診級距內的診金，這
個診金從慢簽最高 550 點累退到醫診超過
一百五十人的 50 點，差異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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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會主導，我們在全聯會中尚屬弱勢，而過

復健的部分則與診所的設置空間相關，

去學會並不了解基層困境。但是近年來每年

不一定每個神經科診所都會作，復健治療的

有上億的強化基層預算，可以給診所進行原

申報跟骨科或神經外科一樣，只能申請簡單 -

先 B 碼的檢查，且在政府推動長照下，神經

中度（42009C，190 點）與少量的中度 - 複

科在基層越來越重要。如何藉這個時勢，增

神經科的病人年歲較高，看病所花的時

雜（42012C，290 點）。然而，讓人覺得不

加我們在全聯會與衛福部健保署的聲量，進

間也長，診金申報加成卻不如內外科，這狀

太公平的是：在相同治療下，復健科專科醫

而爭取神經科該有的給付，以便增加本科的

況存在由來已久，非常令人遺憾。

師可以申報的點數硬是比較高（中度 265 點，

出路，以提升神經科醫師在基層與醫院的地

複雜 400 點），而中度治療在醫院也是比較

位，將會是未來每一屆理監事會的最重要任

高（320 點）。

務。

本文作者藍聖星醫師也是神經學學會第廿三屆副秘書長。

診療費申報

基層給付議題長期以來都是醫師公會全

神經科的檢查項目申報
在醫院中，神經科檢查與住院診療費是
神經科的重要收入來源。基層神經科診所沒
有住院診療費用，檢查的部分也有較多的限
制。原因在於神經科本身專屬的檢查在健保
給付上多屬於醫院才能申報的 B 碼，例如

暈眩、失智與復健相關醫令，都是有科
別限定的。在基層中，所有醫令都是神經科
審神經科案件，但是復健部分就被要求復健
科審，這點就是復健科的要求，不盡合理之
處，未來應該積極尋求改善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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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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醫療給付費用目標成長率及其內
涵建議
2. 食品藥物管理署－庫賈氏病勾稽查詢系統之批次勾稽及查詢結果
3. 中央健康保險署－診療項目 83102K 迷走神經刺激術（VNS）植入支付規範定案
4. 台灣疼痛學會－建議將疼痛專科醫師納入診斷及注射於慢性偏頭痛之給付規定修正案

神經科執業普查狀況報告
目前回收問卷數 545 份，佔神專總人數 39.1%，期盼未填寫的會員
能盡量協助完成，呈現較全面的數據。
依目前數據呈現，腦中風、頭痛、失智、癲癇、動作障礙疾病是最
主要病患族群。此外，神經重症、長照與居家訪視與復健也是會員非常

7. 台灣兒科醫學會－建議健保給付及支付標準復健治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之執行醫專科專
任醫師增列小兒神經專科醫師案
8. 中央健康保險署－台灣小兒神經醫學會建議修訂高單位免疫球蛋白治療慢性脫髓鞘多發
性神經炎給付規定案
9. 中央健康保險署－友華生技建議擴增治療癲癇含 topiramate 成分藥品使用於預防性偏頭

未填寫的會員，請
掃描 QR Code 填寫
「神經科執業狀態
調查」，感謝大家。

重要的工作內容。神經介入治療與老人醫學訓練也開始有較多會員參與。
未來學會在會員執業權益與執業環境、教育訓練及給付爭取上，也應有
所因應。

5. 回覆中央健康保險署－ 109 年醫院醫療給付費用總額醫療新增項目申請案
6. 國民健康署－推薦罕見疾病專家名單

│會務及動態│

主要疾病類別
38 (71.7%)

腦中風
22 (41.5%)

癲癇

26 (49.1%)

失智症

23 (43.4%)

動作障礙疾病

30 (56.6%)

頭痛
神經肌肉疾病

16 (30.2%)

睡眠醫學

15 (28.3%)

其他

11 (20.8%)

痛一案
10. 國防部軍醫局－檢送體位區分標準修正草案民眾建議事項彙整
11. 衛生福利部署－醫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草案
12. 交通部公路總局－推薦第七屆諮詢委員

具其他治療專長 / 執行申報業務
14 (26.4%)

重症醫學專科（聯甄證書）
急診專科

2 (3.8%)

職業醫學專科

2 (3.8%)
7 (13.2%)

老人醫學專科

學會主動發文立案追蹤

神經介入性治療

6 (11.3%)
17 (32.1%)

長照與居家訪視

發文台灣醫院協會 - 反映診療項目 39023B「肉毒桿菌素注射費」相關給付疑義

輕中度復健
睡眠醫學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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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2.6%)
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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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CN 2021

第 17 屆亞洲大洋洲神經醫學聯合國際學術會議

17th ASIAN OCEANIA CONGRESS OF NEUROLOGY

日期：2021 年 4 月 1 日至 4 日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會務及動態│

活動照片 Photo Gallery
2021AOCN 活動花絮請掃描 QR Code 瀏覽

主席致詞

講座實況

SIAN
CEANIAN

CONGRESS OF
NEUR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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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及動態│

意見交流

遠距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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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巡禮

歡聚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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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 鄔定宇醫師：2021-01-19 討論醫院總

• 葉旭霖醫師：2021-03-09 立法院「回

額暨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檔案分析審查

首來時路，迎向和諧善終的新旅途」

異常不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會議

公聽會

• 李俊泰醫師：2021-01-19 討論醫院總

• 胡朝榮醫師：2021-04-07 修訂「職能

額暨西醫基層總額部門檔案分析審查

治 療 - 複 雜 (43030B-43032C) 及 語 言

異常不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會議

治療 - 複雜 (44008B-44009C、4401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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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廖翊筑醫師：2021-02-22 多發性硬化
症治療藥品適應症核定原則討論
• 宋家瑩醫師：2021-02-22 多發性硬化
症治療藥品適應症核定原則討論
• 張國軒醫師：2021-02-22 多發性硬化
症治療藥品適應症核定原則討論
• 李俊泰醫師：2021-03-03 建議新增「成
功移除長期留置鼻胃管」診療項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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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支付規範」案
• 李俊泰醫師：2021-04-07 修訂「職能
治 療 - 複 雜 (43030B-43032C) 及 語 言
治療 - 複雜 (44008B-44009C、44012C)
之支付規範」
• 蔡 佳 霖 醫 師：2021-04-15 110 年 第 5
次「醫療器材諮議會」
• 陳 致 中 醫 師：2021-05-05 研 議 修 訂
22017C「平衡檢查」中文名稱案
• 胡朝榮醫師：2021-05-11 醫師公會第
12 屆第五次專科醫學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