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會會訊  
第 84 期
2022年2月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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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基層神經科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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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先進新年快樂

台灣神經學學會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們每個學組 /委員會都推出了相當精

彩的活動，無論是實體或線上會議，參與的會員都相當踴躍，在此非常感謝各主委的辛勞。

我們也參與了世界神經聯盟發起的世界腦日活動，針對多發性硬化症辦了記者會，拍了精

彩影帶，推廣疾病識能，並在世界神經聯盟官網上與全世界神經科醫師分享我們的活動。

大家所關心的神經重症議題，我們拜訪了醫事司劉越萍司長，表達我們支持重症醫學會但

關心神經重症病人醫療品質的立場，同時成立神經重症醫學會，致力提升神經重症醫療水

準。針對基層神經科同仁在執業上的諸多不合理限制，我們也拜訪健保署李伯璋署長，希

望主管機關可以以更高的視角，協助落實轉診制度及強化基層的醫療量能。

2022年也是一個充滿機會及挑戰的一年，我們5月21-22日將在台中榮總醫院舉辦今年

的年會，照例我們邀請了國外專家針對神經調控、神經免疫、神經重症、神經科技做演講，

今年也第一次嘗試邀請醫學生、PGY學員來參與，希望能讓年輕世代早點認識我們學會。

而學會內醞釀已久的「腦中風防治網計畫」也是今年的重點工作，我們將組成游說團，與

各相關學會、政府機關展開對話，尋求支持，為眾多腦中風患者建立更堅強的腦血管健康

防線。此外，在蔡崇豪教授的領導下，加上理監事們的智慧，我們將會完成學會組織章程

的修訂，期待為學會未來的運作奠定堅實基礎。

最後，我要謝謝大家的支持，大家在每個角落，每個時間點都在為學會的成長付出，有您

們真好。祝大家新年快樂，虎年行大運。

胡朝榮
台灣神經學學會理事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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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與契機

神經專科遠距醫療
之發展與應用

文

陳柏志
雙和醫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謝瑞瑜
萬芳醫院 
神經內科醫師

整理

編輯小組

自 2019 年 年 底 新 冠 肺 炎

（COVID-19）被發現，並在 2020 年

迅速擴散至全球以來，社會面貌在

很多方面都為之改變。從 2020 年

1 月 23 日的武漢封城，到後續的

歐美及全球大流行，導致世界各地

醫療超載或崩潰現象頻傳；再到疫

苗的開發、普及；乃至於因病毒變

異迅速，突破性感染日增，人們對

疫苗效力的疑慮逐漸升高……整個

世界頓時陷入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對第一線的醫療人員而言，以原有的治療流程去面對新的、變異快速的疫情，不啻是亟待解決

的問題，更是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拜現科技之賜，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

突破了物理上的限制，溝通上也不必如從前

一定要「面對面」；這樣的科技，同樣影響

了醫療系統的運作模式。在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之前，健保署即已嘗試推動遠距醫療，但

只侷限於離島、山區，以及特定的交通不便

地區。此外，過去的遠距醫療，並未針對神

經學的部分多加著墨，加上這些偏遠地區因

交通不便，人口相對稀少、醫療問題龐雜，

就人力物力資源而言，要針對神經疾病患者

開設專科遠距門診，執行上確實力有未逮。

的問題也有待克服，整體遠距醫療環境相對

尚未成熟。這次新冠疫情爆發後，人員的跨

區移動、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不便，都讓遠

距醫療的需求明顯地被凸顯出來，而且非常

迫切。

因此在法規鬆綁的帶動下，技術迅速到

位，民眾的接受度也高，蓄勢待發的遠距醫

療因而向前推進一大步。在硬體設備、軟體

系統的建置完成後，健保署開始核准遠距視

訊門診，利用視訊的連結、健保卡的認證，

協助病人在家裡或指定地點，跟醫院裡的醫

師進行線上問診及給藥。外科部分，也嘗試

建置即時遠距手術中心，以期能在新的環境

條件下完成守護民眾健康的任務。

疫情期間神經科醫師的挑戰

對於神經科醫師的同仁而言，除了要直

接或間接處理新冠肺炎所引起的神經學症狀

之外，還包含在患者核酸檢測結果尚未確定

的情況下，對於神經學的急重症患者進行診

斷與治療。因此，對於疑似或確診新冠肺炎

的病患，其神經學檢查、會診及治療計畫的

制定，就成了疫情期間或後疫情時代的新挑

戰。這當中自然也包含了疑似或確診新冠肺

炎的個案發生急性腦中風時所必須執行的血

栓溶解等必要的介入處置；或是新冠肺炎確

診病患或被匡列隔離、狀況尚不明的病患若

有運動障礙或急性眩暈等等病症之緊急處置。

神經科遠距評估的研究與實務

遠距醫療在神經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多半

涉及滿意度、診斷精確度以及預後的討論，

目前並無任何具有共識的指引來教大家怎麼

做。尤其神經學檢查為神經科醫師評估病人

的重要利器，如何在遠距的情況下準確地進

行評估，是重要的課題。

舉例來說，有些神經學檢查是可以遠距

進行的，例如：某些腦神經的檢查、步態、

小腦功能像是 finger-to-nose、heel-to-shin

等。但是，患者力氣、感覺以及其他腦神經

功能，透過遠距醫療要準確評估，有其困難。

當然，粗略的運動功能，如：有無 pronator 

drift ？手腳力氣是否可抵抗重力？……均可

透過螢幕觀察而得；但是若沒有受過訓練的

輔助者，則幾乎無法得到準確的結果。

感覺功能則更為主觀。但是在有輔助者

的前提下，可以請他們使用棉花、牙籤來

得到結果。同樣地，也可以嘗試 Romberg 

test。Bove et al. 的研究指出，將一個內含有

14 吋 Rosenbaum 視力表、128 赫茲的音叉、

安全別針、酒精棉片的輔助包（總金額不超

過 20 美元）事先寄給病人，對於感覺系統

的評估不會有太差的結果 2。

神經學評估在國外的研究與應用

至於像是重症肌無力、帕金森氏症、

肌萎縮側索硬化症等需要定時評估神經學

功能的患者，則可考慮使用一些量表來幫

助了解病人的病情進展。研究結果指出，

利 用 Unified Parkinson's Disease Rating 

Scale 進 行 評 估， 就 算 是 interactive video 

conferencing，一樣可以獲得足堪信賴的結

新冠疫情加速遠距醫療發展

事實上，遠距醫療在神經科領域的研

究，最早是在二十年前治療帕金森氏症患

者上 1，後來也廣泛用於急性腦中風的處

置。知名的美國麻州總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MGH） 也 在 2001 年 創 立

了 TeleStroke Center。

然而，在疫情爆發前，科技的進步雖然

已促使遠距醫療的平台逐漸發展，但台灣礙

於法規限制，導致技術發展受限，保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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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1。一篇德國的研究報告顯示，在一個

127 人參與的研究中，設計一份線上問卷讓

病人自評 ALS functional rating scale-revised 

score （ALSFRS-R），並與實際的評估做比

較，結果顯示兩者之間有高度相關性 3。

（r = 0.96; p < 0.001） 

疫情爆發之後，義大利的團隊也針對重

症肌無力患者設計一個簡單的四項測試，以

利遠距評估病人是否有急性惡化及潛藏的威

脅生命的病發症。這四項包含：1. Counting 

aloud（CAT），看是否有講話不清楚、喘；2. 

Hoarseness test（HT），看病人是否有聲音

沙啞；3. Head up test（HUT），在病人趴著

的情況下請病人抬起頭；4. Swallowing test

（ST），看病人是否有嗆到、水流出來、水

吞不乾淨等問題。4

遠距神經學診療：以北醫為例

國內方面，在台灣神經學學會胡朝榮理

事長指示下，北醫醫療體系神經科嘗試了遠

距的神經學診斷示範錄影。利用即時且同步

的溝通資訊，模擬在隔離狀況下的神經學檢

查，以期能在無法在診間直接問診或觸診的

情況下，仍然可以對神經疾病進行診斷與分

析，給予病患正確且即時的診斷及治療。

如此的遠距神經學診療，不但能夠將診

療病人的範圍延伸，也能夠縮短病人接受

神經學檢查前等待其他行政流程而耗費的時

間。除此之外，上述在急診未經核酸檢測確

認但需緊急決定處置的病患，或是確診住院

病患的諮詢會診，也都是可以應用的範圍。

深化教育超前佈署

遠距醫療除了運用在現今臨床上，遠距

神經診療也預計要深化到醫學教育體系，讓

現在仍然在學的醫學生及訓練中的住院醫師

們更加熟悉在科技上的輔助應用，並深化到

神經學的教育里程碑（Milestone），以期醫

學生在畢業後進入職場時或住院醫師在將來

獨當一面時，能有更好的利器來承擔社會所

給予的責任與期待。

在此後疫情的時代，雖然本文落筆時台

灣剛從三級疫情警戒中走出來，每日新增人

數在個位數到十位數之譜，但是仍有許多的

挑戰在前面等著我們：對於將來的國界開放、

病毒的再變異、疫情之後更長時間的追蹤以

及可能的長期神經學後遺症，都是我們需要

持續關注並提早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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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醫師
在眩暈診療的角色
——週邊性眩暈診斷的四個省思

文

張滋圃
台中慈濟醫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陳致中
雙和醫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眩暈是神經科醫師在門診、急診會診、

和住院會診最常見的主訴之一。然而長久

以來，眩暈的診療在台灣神經學界並不被重

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眩暈乃是跨科

別的領域。根據流行病學研究，腦部結構性

病變所引起的眩暈，也就是一般所稱的中樞

性眩暈，僅佔所有頭暈的 5%。這樣懸殊的

比率，導致很多神經科醫師認為，眩暈主要

是耳鼻喉科的疾病，是我們神經科醫師無法

診斷和治療的！所以當眩暈病人到門診來，

我們只要問完病史做完 NE，倘若沒有發現

其他的神經學症狀，即診斷為週邊性眩暈，

並轉診至耳鼻喉科。殊不知，許多耳鼻喉科

醫師也沒有接受過很完整的眩暈訓練，看

到眩暈病人會很擔心是不是危險的中樞性眩

暈，恨不得趕快將病人轉診至神經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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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多眩暈病人就在台灣的醫療體系下被

「互踢皮球」，來回的轉診，卻一直無法治癒。

就在台灣眩暈診療停滯不前的今日，我

們的鄰近國家——韓國，在首爾大學神經學

教授 Ji Soo Kim 的帶領下，眩暈診療和相關

學術研究突飛猛進，已經逐步邁入世界頂尖

水準。中國大陸的神經科醫師從前也不重視

眩暈，但近兩三年來，他們意識到眩暈診療

的重要性，相關的學術研討會在近期蓬勃

發展。

有感於眩暈診療在台灣醫療體系下的困

境，筆者在此拋磚引玉，提出幾點問題和個

人淺見，供各位神經科先進前輩參考。

一、當神經理學檢查沒有發現其他神經

學症狀，是否適宜直接診斷為週邊性眩

暈並轉診耳鼻喉科？

這個問題背後，存在著二個可能的盲

點。第一是在沒看到其他神經學症狀的情形

下即冒然排除中樞性眩暈。我們知道，相較

於其他專科醫師，嫻熟的神經理學檢查技

巧，是神經科醫師在診斷中樞性眩暈上所具

有的明顯優勢。但我們也要小心，根據近幾

年的研究，中樞性眩暈患者，僅有不到 50%

會表現出其他神經學症狀，如果因沒有其他

神經症狀就認定不是中樞性眩暈，反而可能

造成誤診甚至潛在醫糾！所以評估中風危險

因子，觀察步態並詳細檢查眼振和眼球運

動，並在必要時安排磁振造影，是神經科醫

師診斷眩暈不可忽略的重點。

第二個盲點，是在排除腦病變後，立即

將週邊性眩暈當作眩暈診斷的「垃圾桶」，

並將病人推向耳鼻喉科。我們要知道，週邊

性眩暈包含多項疾病（如耳石症、前庭神經

炎等），每項疾病有各自嚴謹的診斷標準，

並非眩暈診斷的垃圾桶。根據統計，週邊性

眩暈僅佔頭暈症狀的 40%，另有 40% 被一

些常見的「廣義型中樞性眩暈」，如前庭偏

頭痛（vestibular migraine）、持續性姿勢 -

知覺性頭暈（PPPD）、和自律神經疾患所

涵蓋，另外 20% 則包含了老年性平衡感退

化，以及內科、藥物問題引起的頭暈。由上

述可知，有超過一半的眩暈，是適合由神經

科醫師診斷治療的。扎實的神經科專科訓練

背景，讓我們有能力在眩暈的診療上做更多

的事，如果我們將自己定位在只治療 MRI 有

病灶的眩暈，這是畫地自限，殊為可惜，也

非病人之福！

二、眩暈診斷的多項前庭功能檢查（如

眼振圖、重心動搖儀等），是否是耳鼻

喉科領域的內耳檢查，不宜由神經科醫

師開立或判讀？

目前健保給付的眩暈相關檢查，有聽性

腦幹反應（ABR 或 BAEP）、眼振圖（VNG）、

內 耳 溫 差 試 驗（caloric test）、 重 心 動 搖

儀（posturography）、和前庭誘發肌電位

（VEMP）。目前大部分的檢查被歸屬在耳

鼻喉科的檢查項目中。神經科醫師在做眩暈

診斷時，除了 ABR 以外，很少開立上述的其

他檢查。筆者剛踏入眩暈的領域時，也曾擔

憂自己沒有受過正式的耳科學訓練，無法瞭

解和判讀這些前庭功能檢查。但之後越是鑽

研越是發現，這些前庭檢查本質上都是神經

生理檢查！如眼振圖裡頭的細項：跳視、平

滑追視、視動眼振等，都是為了測試眼球運

動在中樞路徑上的功能；至於重心動搖儀，

可視作為進階版的 Romberg test，是用來評

估前庭覺、視覺、和體感覺的感覺統合；前

庭誘發肌電位則更微妙了，可說是融合了表

面肌電圖和誘發電位的檢查。這些檢查中，

只有內耳溫差試驗較具侵入性，但目前在國

際上，溫差試驗有逐漸被更簡易、非侵入性

的半規管功能檢查—視頻頭推測試（vHIT）

取代的趨勢。因此，接受過電生理檢查室訓

練的神經科醫師，對這些前庭功能檢查並不

會陌生，也比其他科醫師更容易了解檢查的

原理和細節；只要透過短期的學習，相信很

快就能上手，正確判讀這些檢查！

三、神經科醫師是否不宜診療週邊性眩

暈？

不少神經科醫師以為，既然週邊性眩暈

是內耳疾病，必然跟中耳炎等中耳疾病，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沒有受過耳科學訓練的神

經科醫師，無法做出精確的診斷和治療……

實際上正好相反！由中耳疾患擴散至內耳的

眩暈症，少之又少；反而大部分的週邊性

眩暈症，其原理與治療方法，和常見的神

經科疾病很類似。舉例來說，前庭神經炎

是 Bell's palsy 的「姊妹病」；梅尼爾氏症不

但常和偏頭痛共病，其誘發因子和預防方法

亦相類似；vestibular paroxysmia 和三叉神

經痛ㄧ樣源自於顱神經被血管壓迫，治療藥

物也相同。一般的神經科醫師只要補上一些

前庭系統生理、病理和疾病的知識，處理起

來應可以得心應手。至於最常見的週邊性眩

暈—耳石症，只要搞清楚三半規管的立體位

置，及其相對應的前庭眼反射，耳石復位術

本身的手法並不困難。

當然，還是有些週邊性眩暈單靠神經科

醫師並無法處理，如難治型梅尼爾氏症需耳

內類固醇或 gentamicin 注射，聽神經瘤、外

淋巴瘻管、上半規管裂隙症可能需要手術處

理。但上述情形實屬罕見，甚至遠低於中樞

性眩暈的發生率！因此，一位接受過良好訓

練的神經科醫師，只要再補上一些神經耳科

學的知識，應可獨立處理 90% 以上的暈症，

並精確地診療大部分的週邊性眩暈，而不是

只扮演著排除中樞性眩暈或轉介者的角色。

四、即使有能力診斷不同的中樞性或週

邊性眩暈，眩暈的治療藥物還是千篇一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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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筆者在與許多神經科同業討論時，

常常聽到的想法。我們發現，會有這樣的誤

解，很可能是將前庭抑制劑（止暈藥）當作

是眩暈疾病治療的重點。其實，各種不同眩

暈疾病的病理機轉不同，處置和預防方法也

都不同。以大家較熟悉的中樞性眩暈來說，

血管性眩暈、直立不耐症、前庭偏頭痛和持

續性姿勢 - 知覺性頭暈等，都有各自對應、

治療效果良好的藥物，我們也應給予病人不

同的生活建議以避免復發。即便是較少見的

中樞性動眼異常或眼振，也有獨特的藥物

治療。拿週邊性眩暈來說，前庭神經炎、

vestibular paroxysmia 和梅尼爾氏症就不會

使用一樣的藥物。甚至還有些疾病是不建議

讓病患吃藥的，例如耳石症和雙側前庭病

變。前庭復健在許多前庭疾病的療效，都大

於長期服用藥物。因此，我們希望在這邊提

醒，仔細鑑別眩暈疾病，給予正確處置，病

患的正面回饋，會讓您覺得多一點付出是很

值得的。

多一份承擔，提升台灣整體眩暈診療品質

最後，有人會擔憂，當神經科發展眩暈

診療的同時，會不會侵蝕到耳鼻喉科的既有

業務，造成同業的惡性競爭？試問：當兩位

神經科醫師看著相同領域的疾病，可以算惡

性競爭嗎？其實，不少耳鼻喉科的同業正為

眩暈診療困擾，想增進自己眩暈方面的能力

卻苦無管道。筆者甚至聽聞醫學中心耳鼻喉

科教授當面道：「你們神經科怎麼都不關心

眩暈！」我相信，當神經科醫師提升自己在

眩暈診療的角色，並累積更多的知識與經驗

後，可以透過跨科別的眩暈交流平台，分享、

回饋給耳鼻喉科醫師，特別是前庭偏頭痛、

持續性姿勢 - 知覺性頭暈等偏神經科疾病的

治療，以及如何更早期診斷出中樞性眩暈並

即時轉診等等。畢竟眩暈在基層診所的診

療，絕大部分由耳鼻喉科醫師負責，協助基

層醫師精進眩暈診療的能力，正是神經科醫

師可以擔負的角色！相信這種良性競爭又相

互合作的關係，才能真正提升台灣整體眩暈

診療的品質，造福廣大的眩暈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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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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約每十萬人有 164.6 人，在西歐約每十萬

人有 127 人，而在大洋洲則是每十萬人有 2

人為病患。每年因多發性硬化症而死亡的個

案數大約是 18932 人 1。根據世界神經聯盟

的主席觀察，全球大約每五分鐘，就會有人

被診斷為多發性硬化症，因此非常值得大家

關注。

疫情下的多發性硬化症

今年世界腦健康日正逢 SARS-CoV2 肆虐

全球一年，且正值台灣施打疫苗之時。由於

多發性硬化症是免疫系統疾病，治療策略也

以免疫治療為主，因此這樣一個與免疫系統

息息相關的感染與疫苗事件，更是引發病患

的焦慮。

多發性硬化症病患的疫苗接種指引

關於多發性硬化症病患的感染與疫苗接

種問題，在 SARS-CoV2 爆發之前，2019 年

美國神經學會（AAN）便已針對以下幾個方

向提出問題，進行證據搜尋以形成共識 2： 

一、各種可以藉由疫苗而預防的感染，

在多發性硬化症病患的盛行率是否高於一般

族群？目前並無足夠證據顯示多發性硬化症

病患的盛行率高於一般族群。

二、這些原本可以藉由疫苗而預防的感

染，若是真的感染了，是否會增加多發性硬

化症惡化的機會？在流感的部分，並無足夠

證據顯示其關聯性。而在水痘、帶狀皰疹，

有研究顯示，多發性硬化症正發作時，血球

中病毒 DNA 的量，比沒在發作時還高。然

而這個研究只能說明相關性，無法回答因果

關係。

三、接種疫苗是否會增加多發性硬化症

的發生或惡化？就多發性硬化症的發生而

言，從大家兒時接種的疫苗（含結核菌疫苗）

年度 主題 關心的疾病

2014 our brain, our future

2015 Epilepsy is more than seizures Epilepsy

2016 Brain Health and the Ageing Population
Stroke, dementia, Parkinson's disease, 
emotional health

2017 Stroke is a brain attack 
– prevent it and treat it

Stroke

2018 Clean air for healthy brain
The influence of air pollution on 
neurological diseases

2019 The painful truth Migraine

2020 Move together to end Parkinson's disease Parkinson's disease

2021 Stop multiple sclerosis Multiple sclerosis

表一  世界腦健康日歷年來的主題

從World Brain Day的參與
看疫情對台灣MS照護
造成的影響

文

孫苑庭
成大醫院 
神經部醫師

羅榮昇
林口長庚醫院 
神經內科部部主任

World Brain Day 世界腦健康日

世界腦健康日是世界神經聯盟（The 

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y） 所 發 起 的

活動，主要目的是希望增加大眾對於腦健康

的覺察、認知與重視。世界神經聯盟創立

於 1957 年 7 月 22 日，始終致力於提升神經

疾病的照護。2013 年，公眾意識與倡議委

員 會（The Public Awareness and Advocacy 

Committee）建議將聯盟創始的 7 月 22 日

訂為世界腦健康日。此提案於 2013 年 9 月

22 日的理監事會議獲得大力支持，於是從

2014 年 7 月 22 日，便開始了第一屆世界腦

健康日，至今已是第八年。八年來的主題，

涵蓋了多數神經疾病範疇（表一），循序漸

進的讓大眾認識疾病，並懂得照顧好自己的

腦部健康。

今年（2021）世界腦健康日的主題是「阻

止多發性硬化症」。多發性硬化症一直是神

經領域的重要疾病。儘管在台灣的盛行率低

（大約是每十萬人有 6.69 人），但在國外，

尤其緯度較高的地方，盛行率可達每十萬人

有 150 人罹病。截至 2016 年的統計，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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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且演變成重症的多發性硬化症病患中，比

例最高的是沒有使用免疫治療的病患，其次

是使用 B 細胞治療的病患；染疫且死亡的多

發性硬化症病患中，比例最高的同樣是沒有

使用免疫治療的病患，其次也是使用 B 細胞

治療的病患。這裡面所謂沒有使用免疫治療

的病患，多半是年紀大、EDSS 分數高，已

不符合使用免疫治療條件的病患。因此可想

而知，這群人會是變成重症的高危險群。臨

床醫師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B 細胞治療的病

患，有可能在染疫之後，有較高風險演變成

重症或死亡。

二、免疫治療之病患感染 SARS-CoV-2 造成

的復發或急性惡化：

如同其他病毒感染，感染 SARS-CoV-2

的確容易造成復發或急性惡化。分析這群感

染 SARS-CoV-2 的多發性硬化症病患，將之

分為有復發與沒復發兩組，發現其中最重要

的因素是「是否有持續使用免疫治療」。也

就是說，病患在 SARS-CoV-2 流行期間，仍

應繼續使用免疫治療，不要因此而停藥。否

則一旦不幸染疫，疾病本身會更容易復發或

惡化 4。

三、免疫治療之病患施打 SARS-CoV-2 疫苗

的安全性與保護力：

目前各學會的指引，都認為多發性硬化

症病患應該接受疫苗接種。我們可以從兩

方面來思考這個議題，一是從疫苗種類來

看，一是從免疫治療的種類來看。從疫苗種

類來看，不管是 RNA、DNA、蛋白或死病

毒疫苗對於多發性硬化症病患都是安全的。

最重要的是，減毒活性疫苗必須避免。這點

和前述 2019 年美國神經學會發表關於疫苗

接種的共識與指引相同。從免疫治療種類

來看：台灣目前健保核准的第一線治療藥

物，包括 interferon-b、glatiramer acetate、

teriflunomide、dimethyl fumarates， 以 及

第二線的 natalizumab，都不會影響疫苗效

力。而較後線的藥物，例如 ocrelizumab、

rituximab、ofatumumab、alemtuzumab 以

及 sphingosine-1-phosphate modulators 則

可能會減弱疫苗的保護力 5。然而即使會減

弱保護力，也還是有保護力，在 SARS-CoV-2

盛行期間，對於使用免疫治療，而本身免疫

保護力較弱的病患，施打疫苗絕對有其好

處。

四、免疫治療之病患的疫苗選擇考量：

多發性硬化症免疫治療病患準備施打疫

苗時，醫師需要考慮的，主要是施打時間的

選擇。疫苗種類方面，目前國際認可的疫苗

都有足夠保護力。至於副作用的部分，以目

前全球仍在施打中的狀態，僅能靠上市前臨

床試驗以及現階段少數幾個完成施打區域的

報告來參考，未必充分代表真實狀況。儘管

腺病毒載體疫苗的臨床試驗中，有極少數個

案發生中樞神經去髓鞘病變，但並不代表此

類併發症的發生率真的高於其他疫苗，畢竟

真實世界裡，現階段全球各種疫苗的覆蓋率

並不相同。事實上，施打疫苗的好處遠高於

這些擔憂，醫師與病患真正需要考量的，是

疫苗施打的時間要如何搭配免疫治療時程，

來看，並無足夠證據顯示其關聯性。青少年

以後會接種的疫苗（例如人類乳突狀病毒、

百日咳、破傷風等），接種者反而後續發生

多發性硬化症的機會較低。

四、多發性硬化症的治療，是否會減

弱 疫 苗 的 效 力？ fingolimod、glatiramer 

acetate 以及 mitoxantrone 有可能會減弱流

感疫苗的效力。rituximab 對疫苗效力的影

響，雖未針對多發性硬化症這個族群進行研

究，但在對其他免疫疾病族群所進行的研究

中，發現 rituximab 會減弱疫苗的效力。

綜合以上證據，美國神經學會提出以下

結論與建議：

一、沒有證據顯示，疫苗接種會增加發生多

發性硬化症的風險 

二、疫苗施打的決定，取決於當地那些可以

藉由疫苗而預防感染的疾病所帶來的風險 

三、建議多發性硬化症病患每年都要施打流

感疫苗 

四、對於特定的免疫治療，需考慮： 

1.  感染的風險 

2.  該藥物的特定疫苗接種指引，且須於治療

開始之前四到六周完成疫苗接種 

3.  治療開始前，若病患具有潛伏性感染，必

須先治療其感染 

五、在某些特定感染的高風險區域（例如

肝炎）： 

1.  即使預防策略不在該藥物的使用指引裡，

仍必須先行篩檢該感染 

2.  若病患的篩檢呈陽性，則必須照會專家先

行治療該感染 

六、建議多發性硬化症病患不要施打減毒活

性疫苗 

七、對於剛復發的病患，應延後施打疫苗

SARS-CoV2疫情下，多發性硬化症病
患的疫苗接種指引

在 SARS-CoV2 疫情下，醫師與病患會遇

到的問題，與前述美國神經學會 2019 年提

出的考量非常類似，以下四點都是備受關心

的議題：

一、免疫治療之多發性硬化症病患，感染

SARS-CoV-2 的盛行率：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疾病

本身，一是用藥種類。就疾病本身而言，

多發性硬化症病患與一般族群相較，其感

染、住院率、死亡率都沒有比較高。多發

性硬化症病患感染 SARS-CoV-2 的住院率約

是 20%，而在一般族群，小於二十歲的病患

住院率是 1%，大於七十歲的病患住院率是

20%。多發性硬化症病患感染 SARS-CoV-2

的死亡率約是 3%，而在一般族群，不同地

區的死亡率受當地醫療狀況影響，死亡率約

在 2.2%-5% 之間。解讀此數據時，須注意

多發性硬化症病患平均年齡比一般族群還年

輕。畢竟使得感染 SARS-CoV-2 演變成重症

的危險因子，就是年齡較大、共病較多 3。

就用藥種類來看：染疫的多發性硬化症

病患中，比例最高的是使用 B 細胞治療的病

患，其次是沒有在使用免疫治療的病患；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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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愛自己，頭痛不要來

從「偏頭痛繪畫比賽」
看台灣的偏頭痛認知

陳韋達
台灣頭痛學會理事長
暨繪畫比賽評審小組 *

* 王署君醫師、王嚴鋒醫師、劉虹余醫師、陳素美老師、徐欣如老師、王佳琪老師

偏頭痛影響全球百分之十的人口。據估計，台灣有將近 200 萬偏頭痛患者，但多數未獲正確診

斷與有效治療。偏頭痛發作時除了擾人的頭痛外，還會伴隨噁心、嘔吐、畏光、怕吵等症狀，許多

人因此無法上班上課，甚至請假臥床。患者不但生活品質下降，社會勞動力也因此損失。然而，許

多研究顯示，偏頭痛患者深具藝術天份；歷史上許多知名畫家如莫內、梵谷、畢卡索等都有偏頭痛。

台灣頭痛學會為提昇國人對偏頭痛的認識與關懷，同時理解國人對偏頭痛的認知，做為以後衛教活

動的參考，特舉辦「第一屆台灣頭痛學會全國繪畫比賽」，以「偏頭痛」主題，透過平面與電子媒

體宣傳，邀請所有國人共襄盛舉，無論是否為偏頭痛患者，都歡迎拾起畫筆為偏頭痛病友打氣，傳

遞無限關懷。

由偏頭痛發想與創作

「第一屆台灣頭痛學會全國繪畫比賽」

收件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20 日，

共分國小、國中、高中、大專 / 社會四組。

參賽者根據自身或他人的偏頭痛經驗進行創

作，並在報名表中說明創作理念。無論是偏

頭痛發作時的身體不適或心情轉變、偏頭痛

對身心、生活、工作學習等造成的影響、頭

痛時你會怎麼做…等皆為創作的可能方向。

作品規格限八開圖畫紙或 5 號畫布。其他徵

件類別、媒材等細節皆於學會官網同步公告 

（https://taiwanheadache.org.tw/）。 活 動

期間感謝各界踴躍投稿，學會共收到 685 件

作品，包括國小組 272 件、國中組 82 件、

高中組 166 件、大專社會組 165 件。由於

競爭激烈，許多優秀的作品不得不割捨。經

過三位學會醫師與三位繪畫專家的兩階段評

審，每組錄取前三名與佳作十名，並於 2021

年 9 月 3 日在台北喜來登飯店舉行的「偏愛

自己，頭痛不要來」台灣頭痛學會年度公關

記者會中舉行頒獎典禮。

當學會官網於 2021 年 8 月 13 日正式公

布得獎名單並展出前三名畫作及其評審賞析

後，學會陸續收到許多民眾的讚許與好評。

學會並將所有參賽畫作以「蒙太奇拼貼畫」

（montage）的方式呈現於官網。之後，學

以使疫苗發揮最大保護力。在神經免疫學會

的網站，有清楚說明個別免疫治療藥物，在

病患接種疫苗方面的時程考量，可以供各

位 醫 師 參 考。（https://www.tnms.com.tw/

msandcovid-19/）。

結語

響應世界腦健康日，台灣神經學會的記

者會，在胡理事長與鄔秘書長的策劃下，已

於 2021 年 7 月 22 日圓滿完成，有興趣的醫

師可以至以下網址瀏覽學會於 YouTube 官方

頻道的直播影片（http://www.youtube.com/

watch?v=xB3ZxgwW3Fs）。藉由這樣的活

動，希望我們能如世界腦健康日的倡議宗

旨，提高民眾對此疾病的認知，協助病友遠

台灣神經學會於 2021 年 World Brain Day 的線上記者會

離疾病惡化的風險，並減少對於染疫或疫苗

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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噁心 / 嘔吐的占 23.2%；畫出對光線 / 聲音 /

氣味敏感的占 19.5%）。另外，參賽者表現

偏頭痛搏動性（throbbing）的手法相當多樣

化，除了最常見的鎚子 / 鐵釘外，還有冰錐、

拳擊手套、蜜蜂、啄木鳥、果汁機、鑽地機…

等等。很多參賽者也發揮創意表現偏頭痛導

致的失能與束縛感，包括章魚或荊棘纏身、

像木偶般被操控、像漸凍人般臥床無法活

動…等。也有很多作品表現出嚴重偏頭痛的

副交感活化症狀，如結膜充血、流淚、額頭

紅腫等，尤以國中、高中組居多，占比高達

10%。此外，有 16 幅（2.3%，n=685）作品

描繪偏頭痛預兆，全數都是視覺預兆，且半

數來自社會組。還有七位描繪偏頭痛帶來的

身體疼憊，一位提及耳鳴。儘管上述強調的

都是偏頭痛的負面症狀或影響，然而，有九

位參賽者認為偏頭痛發作時反而是他們靈感

爆發的時候，以作品呈現他們在頭痛時繪畫

創作的樣貌。

三、WHERE （位置）

所有畫作呈現的頭痛位置都在頭頂、兩

側太陽穴、前額或後腦，沒有三叉神經 V2/

V3 的顏面區域。雖然門診許多病患都以為

單側頭痛才是偏頭痛，但出乎意料的，只有

7.2% 的作品呈現單側頭痛，多數作品都是

兩側或中線位置的頭痛。有趣的是，有四位

參賽者畫出偏頭痛發作時也會脖子痛、胸口

痛甚至全身痛，或許反映出急性偏頭痛的中

樞敏感化現象或 cutaneous allodynia。

四、WHEN （時間）

在 685 張作品中，並無任何作品強調頭

痛容易在什麼時段發作，倒是有五張作品描

繪月經時容易偏頭痛。

五、WHY （病生理機制）

雖然偏頭痛的病生理機制涉及先天體質

與後天各種環境因素與誘因，但受限繪畫表

現的容易度，大部分畫作都是強調偏頭痛的

各種後天誘因。其中，壓力是所有畫作最常

描繪的誘發因子，無論是國小、國中、高中

三組，幾乎都有三成以上提到壓力，尤其是

課業壓力。反倒成人組只有 8.5% 以此為繪

畫主題。至於其他誘發因子，以不良生活

習慣（熬夜、作息或飲食不正常、3C 產品

使用成癮）、特定食物（3C 食物：cheese, 

chocolate, citrus）、飲酒、咖啡、環境刺激

（強光 / 噪音 / 臭味或煙味）最常被描繪，

但國小、國中、高中各組比例多在 5-10% 之

間，差異不大，倒是成人組描繪這些誘因的

比例同樣偏低（1.2-4.8 %）。天氣或溫度變

化雖然是臨床常見的誘發因子，但只有 24

張作品（3%）提及天氣的影響。至於臨床上

導致偏頭痛慢性化的重要因子：藥物過度使

用，只有六幅作品（<1 %）描繪亂吃止痛藥

會導致偏頭痛惡化。至於偏頭痛的病生理機

制，雖然有許多作品直接畫出大腦的結構，

但特別畫出三叉神經的只有 4 位，強調腦血

管的有 2 位。有趣的是，有七位小學生和兩

位高中生的畫作呈現偏頭痛與病毒感染及免

會還利用 5W1H 架構分析所有畫作及其創

作理念，費時兩個月，並由學會理事長於

2021 年 10 月 24 日在 W Hotel 舉辦的年度

會員大會中報告畫作分析結果，現場與線上

共計 250 位與會者迴響熱烈。本文將畫作分

析結果做一精彩總結，並藉此一窺國人的偏

頭痛認知 （migraine awareness）。

一、WHO（主角）

大多數的畫作都以自己為主角，但國小

組有 21 位畫媽媽的頭痛、4 位畫奶奶的頭

痛；畫爸爸或爺爺頭痛的有 6 位。整體而

言，以女性為畫作主角的約為男性的四倍。

此外，有 15 幅以西方名人（梵谷、莫內、

畢卡索、耶穌、蒙娜麗莎等）為頭痛的主角，

6 幅以中國歷史人物為主角（2 位畫曹操，

4 位畫孫悟空）。有趣的是，有兩位國小參

賽者分別畫出他和爸爸以及她和媽媽同時頭

「第一屆台灣頭痛學會全國繪畫比賽」所有參賽作品共計 685 幅畫作的「蒙太奇拼貼畫」。

痛，呈現偏頭痛的家族遺傳傾向（familial 

aggregation）。

二、WHAT （症狀、情緒、失能）

若將偏頭痛以疼痛的 bio-psycho-social 

model 拆解為「症狀、情緒、失能」三大

面向來分析各組繪畫的主題，可以看到一個

明顯的趨勢，亦即國小組大多只畫出偏頭痛

的嚴重疼痛還有畏光、怕吵、噁心、嘔吐等

相關症狀，情緒與失能面向較少人著墨；但

随著年紀成熟，就有越來越高的比例描繪偏

頭痛導致的情緒困擾 （國小 12.5%、國中

14.6%、高中 19.9%、大專社會 28.4%）與

生活失能（國小 6.3% 國中 7.3%、高中 8.4%、

大專社會 12.7%），成人組甚至有些畫只有

畫出偏頭痛導致的憂鬱、孤獨、失能而未強

調頭痛的疼痛症狀。整體而言，國中組的繪

畫有最高比例強調偏頭痛的相關症狀（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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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從痛苦中看見希望！》江翊廷

作者創作理念    

畫中有一位偏頭痛的患者，頭部及臉部有著如大腦抽動般的皺褶線條，隱喻的是當偏

頭痛患者們頭痛發作時的痛感及雜亂的情緒。背後有著一顆巨大且睜大的眼睛，而眼

球中的瞳孔看見的是一座七彩奇妙的森林。據說偏頭痛的患者頭痛發作時，眼前的景

物會產生扭曲或是點狀的組合，色彩則會變得繽紛且奇幻，國外某一位偏頭痛患者就

曾經把這奇特的景象透過繪畫的方式轉換為一種新穎的藝術創作，結果意外地成為他

人生命中另一條希望的道路，使他從偏頭痛的深淵看見一道希望的曙光！所以我就把

這個故事融入到我的畫面裡，一方面希望更多人能夠看見並且重視偏頭痛這個議題，

另一方面則是想替偏頭痛的患者加油打氣，用繪畫的方式給予他們正面的能量，鼓舞

並且發掘他們內心那份熱情且奔放的靈魂！

評審講評（摘錄）

 ． 簡潔有力的構圖、直白的情緒鋪陳，令觀者明顯感受「痛苦」的煎熬！

 ． 「恐懼」是對這件作品的第一眼感受。而看第二眼，感受作者「深刻且深層」的偏 
       頭痛，沒有太多的說明式圖案，繪畫成熟度極高。

 ． 畫面感強烈，感受到患者猙獰的痛苦狀態，短線條的腦皺褶表現手法很棒。

第一名 《偏頭痛的奇思異想》江翊凡
作者創作理念

根據研究顯示，偏頭痛患者深具藝術天份。就連世紀天才畢卡索也不例外。因此，畫

作上我描繪了畢卡索因偏頭痛而單手輕扶頭部。

評審講評（摘錄）

 ． 作者利用名畫改編，既通俗又有識別性。技法上用心，讓整體的色調沈穩對比而不

通俗。

 ． 不論構圖、繪畫技法、幽默內涵，都是社會組代表作。巧妙引用立體派大師畢卡索

頭像及搭配各種代表作品的隱喻偏頭痛，準確的詼諧幽默展現高度創意。

 ． 技法高超，引用藝術家畢卡索為例，並且背景設計了彎曲的放射性線條表現偏頭痛

會有的虛幻感受，畢卡索頭上的紅色也為點睛之筆，整體非常優秀！

第三名 《創世紀解方》蕭嘉銘
作者創作理念    如米開朗基羅的 < 創世紀 > 般，「台灣頭痛學會」

的誕生，為廣大偏頭痛患者，創造繼往開來的新氣象。左方象徵形成

偏頭痛的諸多原因，導致患者頭痛欲裂，為此所苦。右方象徵專業醫

師團隊，建立正確觀念並給予緩解方法，為偏頭痛患者帶來希望。

評審講評（摘錄）

 ． 解救、拔除痛苦的深淵，其意圖帶領患者走向美好的康莊大道，醫

生的仁心仁術，如同名畫「創世紀」中的造物者般神聖！

 ． 非常陽光且正向的，引用經典的創世紀亞當誕生局部，另類角度解

讀偏頭痛的繪畫手法，讓如此擾人的偏頭痛在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

獨樹一格！

 ． 有別其他的參賽者，表現了正向的內容，構圖想法引用了創世紀亞當誕生，隱喻在醫生的幫助下和生活習慣的改變，

逐步改善偏頭痛的症狀，揮別痛苦迎向新生。

台灣頭痛學會第一屆全國繪畫比賽——得獎作品賞析

大
專
／
社
會
組

疫系統有關，不知是否受到 COVID-19 疫情

的影響？

六、HOW （治療、預防）

如何面對偏頭痛？有 11.3% 的畫作認為

應該服藥或看醫生，但有更高的比例強調良

好的生活習慣（運動、健康飲食與規律作

息）的重要性（16.2%）。其他較常被描繪

的非藥物偏頭痛治療或預防方式包括：紓解

壓力（6.9%）、補充維他命 B1/ 鎂等營養素

（3.9%）、冰敷（3.0%）與針灸（2.9%）。

上述治療方式的選擇各組比例都差不多，唯

有紓解壓力有差別：高中組（9.6%）及大專

社會組（9.0%）描繪紓壓有益偏頭痛的比例

明顯較國小（2.9%）與國中組（3.7%）高。

至於針灸，大部分畫作都是描繪「風池穴」

的位置。另外值得討論的是咖啡。有 5.5%

的畫作認為咖啡有助緩解偏頭痛，但在上一

段的誘因分析中，有 6.8% 的畫作描繪咖啡

因反倒會誘發偏頭痛。這種衝突的狀況，其

實反映出咖啡對偏頭痛的雙面刃影響。此

外，有 11 幅畫作提到可以參考台灣頭痛學

會的網站資訊，尋求偏頭痛的正確治療，讓

身為主辦單位的我們備感欣慰與責任感。

結語

這次繪畫比賽的畫作分析有許多發現與

偏頭痛的流行病學相符，例如女性患者較

多、壓力與月經是重要誘因等等，且許多參

賽者都畫出偏頭痛的嚴重疼痛與擾人症狀、

對情緒與生活品質的衝擊和正確的預防方

法。雖然分析結果的比例數字高低可能受到

繪畫表現難易度的影響，但從主題的選擇與

相同主題中各種選項的相對占比，還是具

備參考價值，反映出民眾的認知強度或重視

程度。此外，民眾對咖啡與藥物使用對偏頭

痛正反影響的不同認知，以及鮮少畫作描繪

藥物過度使用的不良影響，未來台灣頭痛學

會將以「藥物過度使用頭痛」做為民眾衛教

的重點，鼓勵民眾不要長期依賴止痛藥或含

咖啡因的複方止痛藥，適時就醫，避免頭痛

惡化。

後記 

台灣頭痛學會 2021 年 9 月 3 日在台北

喜來登大飯店舉辦「偏愛自己，頭痛不要來」

的年度公關記者會中，除了舉行繪畫比賽頒

獎典禮，也根據畫作分析的結果提出活動口

號「偏頭痛超前部署 123 懶人包」：

1. 每週頭痛超過 1 次要看神經內科 

2. 每週服用止痛藥超過 2 天頭痛容易惡化 

3. 預防偏頭痛 3 招：運動、紓壓、預防性藥物

 



22 23

│醫療進程│Curr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practice│學會會訊 No.84│

第一名  《頭爆啦！？》張簡函  林園高中國中部三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頭痛很難受，如感冒的，被東西砸到頭，但主要還是課業帶來的頭痛最煩心。

評審講評（摘錄）

 ． 錯視與切割的表現手法，將頭痛面臨的精神分裂狀況掌握的極佳，色彩的冷暖

對比恰到好處，主題強烈但不顯俗套。

 ． 切割畫面及成熟的水彩技法，帶出國中階段孩子面臨課業壓力所觸發的偏頭

痛，被撕裂爆炸般的痛感，甚至痛到多重影像，深刻且明確。

 ． 分割的臉從視覺上感受到因頭痛而可能會有的幻覺分裂感，表現手法特別，繪

畫技術也成熟，對比色的使用加強了畫面感。

第二名  《哎唷喂呀！頭好痛！》楊采柔  
自強國中三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頭痛一直出現猶如遭到天打雷劈，腦海中更是如波濤洶湧般的激動，其痛苦實在

不足以為外人道，此次想藉此作品喚起大眾對頭痛族群之同理心。

評審講評（摘錄）

 ． 鮮明的對比色彩與構圖的對角安排，既活潑又生動，穿插浮式繪與傳說的雷

神圖像，民俗與現代動漫風，展現有意味的年輕風潮。

 ． 以普普藝術風格呈現，詼諧用色及漫畫式構圖，很青少年的黑色幽默的偏頭

痛表現，有趣！

 ． 整體畫面很有視覺美感，結合了普普藝術和浮世繪風格，畫面中的雷公也表

現出了頭痛如被雷劈的感受。

第三名  《藍色憂鬱》莊舒涵 林園國中三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我是一位常在睡夢中會被各種噪音吵雜聲干擾導致無法入眠的女子，頭

痛得彷彿就像是被尖銳的物品攻擊腦門一樣極度痛苦，那種魔音徹底的

貫穿著全身，憂鬱又恐懼，真實令人身心憔悴，這也是許多長期因噪音

而被頭痛折磨患者的困擾。

評審講評（摘錄）

 ． 造型與色彩極富誇張性，單純的線性表達憔悴消瘦的身影，將 blue

人生作了最好的詮釋！

 ． 精準用色、超現實構圖及吵雜噪音元素，表現偏頭痛者敏銳的聽覺：

尖銳噪音、魔音貫穿的苦。

 ． 人物的色彩運用和畫面的分裂感都傳達了因偏頭痛非常不適的感受。

國
中
組

第一名 《受夠了。》莊炳嶧  臺南二中三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藉由這幅作品呈現出「自己」與「他人」偏頭痛發作

時發生的情況，而大部分廣為人知的症狀，以頭痛、嘔吐、畏光較為常

見，而我痛時會聽這些讓人心情較舒服的音樂，但如果要趕作業，還得

喝杯咖啡提神才行，而我將這些例子轉換成剪影呈現在主角頭上，以表

示他日常遇到的情況與解決辦法。就像畫中的時鐘，就算早上三點還是

無法輕鬆入眠，而筆筒、垃圾桶也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吃止痛藥。而上

方的月曆是他頭痛時用來記錄的，上方有著許多小筆記，在此也希望有

「偏頭痛」症狀的人能早日康復！

評審講評（摘錄）

 ． 有別其他的參賽者，應用現實情境與溫和色調，不誇張的構圖中隱約的痛楚意涵，反而將其情緒張力擴顯。

 ． 高中階段展現著升學壓力外，細膩地表現出頭痛、嘔吐、畏光前兆，在書桌上累癱狀，強而有力地說明偏頭痛發作的無力

虛脫感，水彩技巧面也展現高成熟度，實屬佳作！

 ． 作品內容生活化，寫實的將偏頭痛患者的日常表現了出來，繪畫表現手法成熟細膩，水彩用色也很淡雅清新。

第二名 《偏頭痛》陳思語  振聲高中二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引起偏頭痛的成因很多種，不管是在職場上或者課業上，大家很容易

疏忽生活該有的好習慣，又或者明知，卻又視而不見的種種壞習慣。所以，我利用眼睛

呈現在瞳孔包覆之下引起偏頭痛的成因，也希望藉此讓大家都能明白引起偏頭痛的原因，

並且用對的方式、健康的方式改善症狀。

評審講評（摘錄）

 ． 「淚水」與多個眼睛的重複性，卻不顯呆板，讓我們必須正視其強調的議題—規律與

適度運動的生活才能迎向美麗的人生！

 ． 以超現實的繪畫手法，寫出每個瞳孔裡的小故事，多面向畫出偏頭痛因素，正向呼籲

應正視此問題。

 ． 超現實的表現方法非常特別，繪畫技法細膩，色彩安排得很好，主題強烈背景清淡。

第三名 《壓力山大使人痛》彭楷棋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中一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在這亞洲態的教育環境，學生壓力極大，常產生偏頭痛，要有醫生來治療。

評審講評（摘錄）

 ． 金字塔式的構圖形式，層層堆疊痛苦的根源，灰階的色彩就如同患者的「黑白」

人生，讓人有錐「腦」之痛。

 ． 以高中組來說，「顯性痛感」表現最好的作品。構圖張力佳、黑灰色調也適切

的連結偏頭痛。

 ． 單色和彩色的對比安排得很好，構圖想法很強烈的表現了頭痛的不適感。

高
中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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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療與善終

中風病人之安寧療護

文

葉旭霖
新光醫院神經加
護病房主治醫師

現代醫療在 1950 年代之後隨著加護病

房的發展擁有愈來愈強拯救生命的能力，那

時的醫學倫理由行善義務（beneficence）

主導，醫院要求必須為每位臨死的病人作

CPR（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心 肺

復甦術），而呼吸器通常是使用到病人死亡

才會停止 1。逐漸的，醫護人員了解到 CPR

只能救回少部份的病人，也遇到許多不願接

受 CPR、不願使用機器直到死亡的病人 / 家

屬，重視病人意願甚於行善義務的想法慢慢

取得社會認同，1976 年後開始有了 DNR（do 

not resuscitate）guidelines 的出現 2,3，限

於末期的情況下，醫護人員能夠在心臟驟停

時不作 CPR 4-8，除此之外，DNR 不應影響

其他治療 9,10。

美國病人自主權利法

醫 師 下 是 否 DNR 的 決 定 時， 會 同 時

考慮病人的意願 11、病人的最佳利益（能

否獲得有尊嚴的自然死、減少受苦）12、

及 CPR 是否會枉然、無效 13,14。在 1991

年 12 月病人自主權利法（The Patient Self-

determination Act）施行之後 15，美國的法

律環境改變，拒絕醫療的權利不再被限縮於

末期病人 16，在自主意願的前提下，美國人

可以拒絕 CPR、拒絕氣管內插管、也可以撤

除維生醫療 16-18。有研究顯示，在美國病

人自主權利法施行之後，中風病人的 30 天

死亡率是增加的 19，簽署了 DNR 的中風病

人的死亡率也是增加的 15,19。

DNR的決定條件

由於中風病人常肢體癲瘓但不常直接危

及生命、難以判斷預後的特性，中風病人

何時及如何執行安寧緩和措施的議題常常浮

上檯面 20，但一直沒有針對中風病人而寫

的 DNR 臨床指引 21,22。一直到 1996 年，

26 位加拿大及美國紐約州的神經內科跟神

經 外 科 醫 師 以 modified Delphi process 決

定 了 一 些 disease-specific criteria for DNR 

orders 22。他們達成共識：當一位中風兩

週內的病人有以下三項條件中的兩者的時

候，DNR 的 決 定 是 適 宜 的：1. 嚴 重 的 中

風 2. 危及生命的腦組織受損 3. 顯著的共

病 （comorbidities）。當達到這些條件之

後，最後必須由醫師、病人（如果可能）、

第一名  《偏頭痛》簡楚維 仁愛國小三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生活作息不正常，睡眠不足，偏食…都會造成偏頭痛喔！

評審講評（摘錄）

 ． 豐富多樣性地傳達偏頭痛的症狀與改善的方法，意涵清楚卻不煩雜，色彩將主

賓關係作很好的分配是引人入勝的主因。

 ． 構圖與造型成熟度高，精緻媒材與繪畫技法，鋪陳觸發偏頭痛等各種症狀反

應，小學生難得有此高細膩的觀察力及繪畫表現力

 ． 繪畫內容與主題相關性高，有表現出患者因偏頭痛所可能引發的症狀，並且利

用藝術手法將不適的感受畫出，內容與形式都表現得很好。

第二名  《惱人的偏頭痛》張惟甯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六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我的媽媽常常因為工作壓力而偏頭痛，當偏頭痛發生時，

媽媽都沒辦法做任何事，脾氣也會很暴躁，我有時候功課壓力太大時，也會

偏頭痛，那時真是頭痛欲裂，想睡都睡不著。

評審講評（摘錄）

 ． 誇張的表情與各式各樣的人物姿態，將偏頭痛的成因，擠壓成疾，顯得

詼諧有趣！

 ． 以浮誇及視覺張力強的漫畫手法表現母親偏頭痛狀態，畫面動態感且栩

栩如生，深刻感受到親子關係親密一起應對頭痛問題。

 ． 誇張的人物表情、對比強烈的表現讓觀者看了深刻感受到偏頭痛的痛苦，

繪畫表現細膩。

第三名  《症狀的不適感》蔡昀廷 

宜蘭國小四年級

作者創作理念    

我的理念是，以免疫系統為主題，再延伸出了症狀（病菌、病毒），最後再著

色就完成了。

評審講評（摘錄）

 ． 各式各樣的小惡魔出動了！背景滿是小圓球的騷動，加上滿臉的漲紅，似乎

再也忍不住這不舒服感，表現孩童最單純的思維！

 ． 畫好畫滿的的滿版構圖、繽紛多彩的用色，將彩色筆發揮得淋漓盡致，將偏

頭痛感受以直率大方線條畫出，展現最純真、天馬行空的兒童繪畫特質。

 ． 表現手法很可愛童趣，將偏頭痛的不適感受想像成有小怪獸在腦袋裡打架，

色彩的使用也加強了不適的強烈感受。

國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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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住院的品質指標，並在 2012 年左右把

中 風 後 30 天 死 亡 率（30-day risk-adjusted 

stroke mortality）納入醫院要公開報告的指

標，之後「缺血性中風的住院死亡率」能否

代表醫院的醫療品質就變成美國中風醫學界

的一個議題 17,36。因為缺血性中風病人大

部份的住院時死亡都來自於病人 / 家屬要求

下維生醫療的不予或撤除 17,37，住院時的

死亡率反映的是病人 / 家屬的意願，而不是

醫院的醫療能力、治療品質。在一篇 2012

年發表的研究中，全美 131 間榮民醫院在 

2007 年所收的缺血性中風病人，有 13.5% 

簽署了 DNR，其中有 71% 是在入院的 24 小

時內簽署的。所有的病人中有 4.9% 在院內

死亡或是轉出至安寧機構（hospice）。另

一個研究中，2005~ 2011 年在加州住院、

50 歲以上的缺血性中風病人中，有 13.3% 

在入院的 24 小時內簽署了 DNR；早期簽署 

DNR 比例愈高的醫院，有愈高的在院死亡率

38。之後還有更多研究，都表明了用死亡率

來當作中風治療的品質指標是不可靠的，因

為死亡率明顯地受到病人 / 家屬接受安寧緩

DNR的簽立不應直接影響內外科的治療

在臨終照護（end-of-life care）愈來愈被

重視的同時 26，各領域的專家們開始有了一

些反思 4,27。2004 年時 J. Claude Hemphill 

III 使用加州一個包括了 234 間醫院的資料

庫，發現腦出血之後的院內死亡率跟病人所

在醫院使用 early DNR（在該研究中的定義

是在住院的 24 小時內簽立）的比率有顯著

的相關。病人所在醫院使用 early DNR 的比

率每升高 10%，病人在住院期間死亡的機會

就升高 13% 28。之後的研究也發現不予或撤

除維生醫療與腦出血病人較高的早期死亡率

相關 29,30。美國 AHA/ASA 在 2007 年的腦

出血中風指引中第一次建議應考慮給予腦出

血 24 小時內的病人積極的全力治療，將第

一次簽立的 DNR 延遲到中風 24 小時後，並

建議 DNR 的簽立不應直接影響內外科的各

種治療。這項建議並在之後版本的治療指引

中繼續出現 31-33。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9 

年發表的研究顯示，2007 年至 2016 年間，

腦出血病人簽署 DNR 的比例（不論是中風

24 小時內或是 24 小時後）是穩定的，並沒

有在治療指引公佈之後變少 34。

相對於 DNR 簽署相當頻繁的出血性腦中

風來說，缺血性腦中風的治療指引則沒有對

DNR 的簽署時機有特定的建議 35。美國的

Center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CMS) 在 2004 年前後開始鼓勵配合的醫院

家屬討論之後作成是否不作 CPR、不使用

mechanical ventilation（MV）的決定。

WHO重新界定安寧緩和照護

上 述 發 表 於 1996 年 Stroke 的 disease-

specific criteria for DNR orders，是比較早期

談論中風病人安寧照護的文章 22，但參與

其中的成員是較為局部、集中於美國東岸

的，這些 criteria 後來並未常被引用。2002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重新界定安寧

緩和照護的名稱及內涵，不再認為安寧緩

和照護只適用於癌症治療判定無效之後，

而是應該適用於任何威脅生命的疾病初診

斷之時 23。英國在 2004 年的 The National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Stroke 中建議所有中

風病人都應該在需要時能得到安寧緩和專科

的照護，更在 2005 年建立了 The NHS End 

of Life Care Programme，以改善全體病人的

臨終照護（improve the end of life care for all 

patients irrespective of diagnosis）24，著名

的 Liverpool Care Path-way 就是來自這個計

畫所推行的三大行動之一。在中風病人進入

安寧照顧的視野之後，各類型中風之間的不

同（一個月死亡率、一年死亡率、DNR 簽署

率……等）也被很多專家注意到，在許多關

連性研究中，出血性中風病人簽署 DNR 的比

率顯著地比缺血性中風病人高 25，所以出血

性中風、缺血性中風的安寧照顧開始被分開

來討論。 中風常導致肢體癲瘓但不危及生命，且預後較難判斷，因此中風病人是否能執行安寧緩和措施，常困擾病人、家屬。



28 29

│醫療進程│Curr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practice│學會會訊 No.84│

和醫療的意願影響 39。相關議題很多是美國

的研究，但近年也有一篇來自於歐洲：在一

家荷蘭的大學醫院中，缺血性腦中風的病人

有 32% 簽署了 DNR，這個研究也顯示 DNR

（或加上其他治療上的限制）是跟中風後 90

天死亡率呈正相關的 40。

安寧緩和醫療與病人自主權利

上述中風病人的安寧療護，在台灣的脈

絡裡有一點很重要的不同 : 台灣的安寧緩和

醫療條例中末期病人的定義是「指罹患嚴

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

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

避免者」，如果要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

醫療，除了病人的意願書或家屬的同意書之

外，還必須要有兩位相關專科醫師作出末期

台灣應發展適合的安寧緩和照護，減輕末期病人身心承受的
痛苦。 

病人的判定。2009 年台灣健保署將八大類

非癌症的末期病患納入安寧照護的給付對

象，簡稱為「八大非癌」，但要正式取得中

風病人的安寧照護給付，還是需要兩位相關

專科醫師作出末期病人的判定。日本、南韓

的醫療指引或法律中也有類似的末期判定的

要求，這點跟我們在文獻中能看到的歐美作

法很不一樣 41。

那麼非末期病人真的無權要求 DNR 嗎？

有學者主張，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限定了只有

末期病人才能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16,42，但

也有學者主張，非末期的一般人應該也可以

經由告知後同意的法則導引出有拒絕醫療的

權利 43。在病人自主 / 告知後同意的概念引

入台灣之後，現在執行侵入性治療或檢查之

前簽署同意書已經是普遍的標準程序 43。許

多醫院有「氣管插管說明同意書」，病人可

以選擇同意、也可以選擇不同意，表示病人

在開刀前或肺炎時有自主拒絕氣管內插管的

機會。在病人昏迷或者無法表達意願時，病

人家屬也可以根據病人的推斷意願或是最大

利益作出接受或不接受插管的決定 43。這些

學者認為，拒絕醫療權包括了拒絕插管的權

利，不應受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限制 43。

發展適合台灣社會的安寧緩和照護

綜上所述，雖然存在爭議的空間 16,43，

目前台灣的病人不管是否被判定為末期病

人，臨床實務上常被給予拒絕手術、拒絕

氣管內插管的機會（此處只指「不予」，

withhold）。簽署 DNR，常常是醫病雙方用

來確定「不願意接受侵入性醫療行為、且有

會降低生存機率的覺悟」的作法 7,44,45。

心跳停止時不予 CPR，是臨終照護的終點，

而簽署 DNR，常常是臨床情境中緩和照護的

起點 6,46。中風病人，尤其是缺血性中風病

人，能判定為末期病人的情境不是那麼多，

這或許也是日本、南韓的中風後死亡率是

OECD 國家中數一數二低的原因。（2018 年

的缺血性中風後 30 天死亡率，日本是 3.1% 

，南韓是 4.1% 47,48 跟之前台灣報告過的

4.2% 相當接近 49）。西方，尤其是美國所

發佈的臨床治療指引 50,51 常常是我們很

好的參考，但安寧緩和照護是內含了生命價

值、社會 / 種族文化在內的實務操作，台灣

或許能在參照了西方作法之後，決定出我們

社會能夠接受且運作順暢的規則，讓病人在

臨終前能有尊嚴地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

參考文獻

1. Kouwenhoven WB, Jude JR, Knickerbocker GG. Closed-chest 
cardiac massage. JAMA :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60;173:1064-1067.
2. Clinical Care Committee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 
Optimum care for hopelessly ill patient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76;295(7):362-364.
3. Rabkin MT, Gillerman G, Rice NR. Orders not to resuscitat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76;295(7):364-366.
4. Hemphill JC, 3rd.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the ripple effect. Critical care. 2007;11(2):121.
5. Luce JM. A history of resolving conflicts over end-of-life care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0;38(8):1623-1629.
6. Bradford MA. The meaning of do-not-resuscit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orality and outcomes research. Annals of 
Palliative Medicine. 2016;5(4):308-310.

7. Burns JP, Truog RD. The DNR Order after 40 Year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6;375(6):504-506.
8. Walkey AJ, Weinberg J, Wiener RS, Cooke CR, Lindenauer PK. 
Hospital Variation in Utilization of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s 
among Patients with Do Not Resuscitate Orders. Health Serv Res. 
2018;53(3):1644-1661.
9. Fritz Z, Fuld J. Ethical issues surrounding do not attempt 
resuscitation orders: decisions, discussions and deleterious 
effect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0;36(10):593-597.
10. Walsh EC, Brovman EY, Bader AM, Urman RD. Do-Not-
Resuscitate Status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Mortality But Not 
Morbidity. Anesthesia and analgesia. 2017;125(5):1484-1493.
11. Ruark JE, Raffin TA. Initiating and withdrawing life suppor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adult medicin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88;318(1):25-30.
12. Position statement: certain aspects of the care and 
management of profoundly and irreversibly paralyzed patients 
with retained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Report of the Ethics 
and Humanities Sub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y. Neurology. 1993;43(1):222-223.
13. Guidelines for the appropriate use of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Council on Ethical and Judicial Affairs,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1;265(14):1868-1871.
14. Lo B.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DNR orders. JAMA :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1;265(14):1874-
1875.
15. Baker DW, Einstadter D, Husak S, Cebul RD. Changes in the 
use of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03;18(5):343-349.
16. 孫效智 .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中的末期病患與病人自主權 . 政
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 2012;41:45-91.
17. Kelly AG, Hoskins KD, Holloway RG. Early stroke mortality, 
patient preferences, and the withdrawal of care bias. Neurology. 
2012;79(9):941-944.
18. Singh T, Peters SR, Tirschwell DL, Creutzfeldt CJ. Palliative 
Care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Stroke Results From the 2010 
to 2012 National Inpatient Sample.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7;48(9):2534-2540.
19. Baker DW, Einstadter D, Thomas CL, Husak SS, Gordon NH, 
Cebul RD. Mortality trends during a program that publicly 
reported hospital performance. Med Care. 2002;40(10):879-890.
20. Asplund K, Britton M. Ethics of life suppor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stroke.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1989;20(8):1107-1112.
21. Alexandrov AV, Bladin CF, Meslin EM, Norris JW. Do-not-
resuscitate orders in acute stroke. Neurology. 1995;45(4):634-640.
22. Alexandrov AV, Pullicino PM, Meslin EM, Norris JW. Agreement 
on disease-specific criteria for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in 
acute stroke. Members of the Canadian and Western New York 
Stroke Consortiums.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1996;27(2):232-237.
23. 賴允亮 . 安寧緩和醫療的發展與時代意義 . In: 黃信彰 , ed. 
安寧緩和醫學概論 . 1 ed. 新北市 : 合記圖書出版社 ; 2017:2-14.



│繼往開來│

31

Carry on the past heritage and open up the future

30 

│醫療進程│Current advances in clinical practice│學會會訊 No.84│

24. Stevens T, Payne SA, Burton C, Addington-Hall J, Jones A. 
Palliative care in stroke: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alliative 
medicine. 2007;21(4):323-331.
25. Shepardson LB, Youngner SJ, Speroff T, O'Brien RG, Smyth KA, 
Rosenthal GE.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 Arch Intern Med. 1997;157(16):1841-1847.
26. Levy MM, McBride DL. End-of-life car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state of the art in 2006.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06;34(11 
Suppl):S306-308.
27. Becker KJ, Baxter AB, Cohen WA, et al. Withdrawal of support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ay lead to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Neurology. 2001;56(6):766-772.
28. Hemphill JC, 3rd, Newman J, Zhao S, Johnston SC. Hospital 
usage of early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and outcome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04;35(5):1130-1134.
29. Zurasky JA, Aiyagari V, Zazulia AR, Shackelford A, Diringer MN. 
Early mortality following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Neurology. 2005;64(4):725-727.
30. Zahuranec DB, Brown DL, Lisabeth LD, et al. Early care 
limitations independently predict mortality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Neurology. 2007;68(20):1651-1657.
31. Broderick J, Connolly S, Feldmann E,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n adults: 2007 update: a guideline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Stroke Council, High 
Blood Pressure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Outcomes i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Working Group.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07;38(6):2001-2023.
32. Morgenstern LB, Hemphill JC, 3rd, Anderson C,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0;41(9):2108-2129.
33. Hemphill JC, 3rd, Greenberg SM, Anderson CS,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pontaneou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5;46(7):2032-2060.
34. Bailoor K, Shafie-Khorassani F, Lank RJ, et al. Time Trends 
in Race-Ethnic Differences in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After 
Stroke.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9;50(7):1641-
1647.
35. Powers WJ, Rabinstein AA, Ackerson T,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Early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Ischemic Stroke: 
2019 Update to the 2018 Guidelines for the Early Management 
of Acute Ischemic Stroke: A Guideline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9;50(12):e344-e418.
36. Kelly A, Thompson JP, Tuttle D, Benesch C, Holloway RG. 
Public reporting of quality data for stroke: is it measuring quality?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08;39(12):3367-3371.
37. Jaren O, Selwa L. Causes of mortality on a university hospital 
neurology service. The neurologist. 2006;12(5):245-248.

38. Kelly AG, Zahuranec DB, Holloway RG, Morgenstern LB, 
Burke JF. Variation in do-not-resuscitate orders for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hospital comparisons.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4;45(3):822-827.
39. Singh T, Peters SR, Tirschwell DL, Creutzfeldt CJ. Palliative 
Care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Stroke: Results From the 2010 
to 2012 National Inpatient Sample.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7;48(9):2534-2540.
40. Reinink H, Konya B, Geurts M, Kappelle LJ, van der Worp HB. 
Treatment Restrictions and the Risk of Death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o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20;51(9):2683-2689.
41. Tanaka M, Kodama S, Lee I, Huxtable R, Chung Y. Forgoing 
life-sustaining treatment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ulations 
in Japan, Korea, Taiwan, and England. BMC medical ethics. 
2020;21(1):99.
42. 蔡宏志 , 周宇光 , 黃崇濱 . 病人拒絕急救不插氣管內管之倫
理法律觀 . 弘光學報 . 2016(78):25-32.
43. 43. 楊秀儀 . 論病人之拒絕維生醫療權 : 法律理論與臨床
實踐 . 生命教育研究 . 2013;5(1):1-23.
44. Sanderson A, Zurakowski D, Wolfe J. Clinician perspectives 
regarding the do-not-resuscitate order. JAMA Pediatr. 
2013;167(10):954-958.
45. 楊鳳凰 , 李素貞 , 王瑞瑤 , 楊淑寬 , 林淑瑜 , 陳嘉惠 . 影響重
症病人家屬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相關因素探討 . 澄清醫護管
理雜誌 . 2016;12(1):30-39.
46. Parry-Jones AR, Paley L, Bray BD, et al. Care-limiting decisions 
in acute stroke and association with survival: Analyses of UK 
national quality register data. Int J Stroke. 2016;11(3):321-331.
47. Kim JS. Stroke in Asia: a global disas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oke :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oke Society. 
2014;9(7):856-857.
48. Hong KS, Bang OY, Kang DW, et al. Stroke statistics in Korea: 
part I. Epidemiology and risk factors: a report from the korean 
stroke society and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stroke. J Stroke. 
2013;15(1):2-20.
49. Hsieh CY, Lin HJ, Chen CH, Li CY, Chiu MJ, Sung SF. "Weekend 
effect" on stroke mortality revisited: Application of a claims-
based stroke severity index in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Medicine (Baltimore). 2016;95(25):e4046.
50. Holloway RG, Arnold RM, Creutzfeldt CJ, et al. Palliative 
and end-of-life care in stroke: a statement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Stroke; a journal of cerebral circulation. 
2014;45(6):1887-1916.
51. Braun LT, Grady KL, Kutner JS, et al. Palliative Car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Stroke: A Policy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6;134(11):e198-225.

年輕神經科醫師錯過的 
神經放射學課程
神經診斷定位工具的發展

神經放射學在 20 世紀的末期，發展極快，從最簡單的 x-ray 片子、腦血管攝影到電腦斷層及核

磁共振，短短數十年中，從事醫學影像的專家們有三次得到諾貝爾醫學獎的記錄，神經放射學的演

進剛好伴隨我從住院醫師到主治醫師，以前所學習在臨床應用的要點也因技術持續進步而不再使用，

但若到醫療資源仍不發達的地區行醫或義診時仍會有些幫助，在此將這一段 學習的心路歷程與大家

分享。

早期的神經診斷定位工具

我於 1975 年醫學院畢業，1977 年進入台

大醫院神經科當住院醫師，在那個醫學影像

未發達、沒有 CT 或 MRI 的年代，可用來作

為神經診斷定位的神經放射學，就只有頭顱

x 光及血管攝影及 Pneumoencephalography

等工具。在住院醫師的學習方面，要安排

頭顱的 x 光，首要告知放射線技師，照頭顱

有 AP、PA 及側面三個方向，且每個方向還

有不同的角度，例如 AP 有 35°、30°、25°，

PA 也是如此有 Straight 10°。住院醫師學習

神經放射學頭顱的解剖學，必須了解非常的

透徹，在頭顱上不同部位的孔洞方向也要記

得很清楚，如此才能讓 x-ray 發揮最大的功

能，看到我們在臨床神經學檢查確定部位的

病變。舉個例子，在頭顱的 x-ray 什麼角度

可顯現出內耳道？若懷疑鼻咽癌影響顱神經

時，又要照什麼角度呢？

現代的神經科醫師，簡單地安排 CT 或

MRI 檢查，便可以立即看到相關病變位置的

變化，然而在這些實用工具尚未問世的 1980

年以前，不同角度頭顱 x-ray 的片子，確實

提供了神經科醫師很多的資訊。當時的住院

醫師所要學習的解剖學構造，在頭顱上有許

多不同的孔，這個孔的方向是如何，在檢查

時什麼角度最容易看到這個孔洞的大小有無

病變，配合神經學檢查後定位在相關位置，

然後用最好的角度觀察有無變化。而學習看

懂 CT 與 MRI 的斷層掃描照片，從解剖學的

觀點則是另一種方向與概念，因為呈現的與

傳統解剖的概念方向不同，不過經過這麼多

年已習慣的新解剖概念，也就很容易適應

了。

黃雲鵬教授的血管攝影教學

另一重點學習是腦血管攝影的檢查。腦血

管攝影的檢查是早在 1927 年葡萄牙 António 

邱浩彰
雙和醫院神經科
顧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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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as Moniz（1949 年諾貝爾醫學生理獎得

主）即已發展出來的技術，在沒有 CT、MRI

的年代，要看到顱內的變化，唯有靠血管攝

影的血管偏移來定位病變的位置，血管的位

置在顱內相對的穩定，在顱內有病變時，病

變位置的病理變化常常會將血管位置偏移，

因此利用血管位置的偏移可確實定位到細小

位置的病變。當時神經放射科醫師是神經外

科醫師開刀時的最佳幫助者，在開刀房中，

神經放射科醫師經常必須待在手術室，以便

協助神外醫師找到正確開刀位置，達到移除

病變的目的。台大神經科在 1978 年邀請了

黃雲鵬教授來科內進行一個月的神經放射學

血管攝影教學。黃教授是資深的神經放射學

教授，他有神外訓練的經驗，當時在醫院，

他就是神外醫師的眼睛與神外教授，一起在

手術房一起動刀，神外醫師常常在手術中諮

詢他的意見，從血管攝影的變化，了解病變

位置的大小，這可說是空前絕後的課程。

CT與MRI相繼問世

不過，隨著 CT 的發展在臨床的應用，病

變的位置很容易從影像中定位，血管攝影也

從主要的定位角色變成輔助的角色。腦血

管攝影檢查發明的 50 年後（1979），Allan 

M Gormack 及 Godfrey N Hounsfield 的諾貝

爾獎醫學生理獎就是 CT 的發展與應用，再

隔 24 年（2003），Paul C. Lauterbur 及 Sir 

Peter Mansfield 因致力研究 MRI 的發展也獲

得諾貝爾醫學生理獎。

此 外，Pneumoencephalography 也 是 一

項失傳的檢查技術。早期我們將空氣打入腦

內以便察看腦室的變化，利用腦室的空氣

與脊髓液，不同角度的部份影像可用來判定

顱內病變位置的大小，其作法是將病人固定

檢查之後，抽出部份腦脊髓液再打入空氣或

CO2，然後利用各種不同角度來檢視腦室的

邊緣是否有變形，以了解病變位置的大小。

然而，現在 CT、MRI 已能精確看到不同層

次腦室的變化，所以這項檢查技術已不再使

用。CT、MRI 這兩個工具的發展成功，成

為臨床醫師診療時不可缺少的利器，特別是

MRI 的發展，不限於解剖學上的構造，在組

織的變化區別以及功能上的評估，都能提供

臨床醫師正確的資訊。

共同見證台灣神經醫學的發展史

隨著時代的進步、科技的發展，不同的診

斷工具不斷地被開發，資深的神經科醫師應

該更能體會，在他執業的期間，新的醫療診

斷工具與藥物不斷地研發與更新，本文只是

個人的小小心得，藉此拋磚引玉，希望資深

的神經科醫師，能將過去的臨床小故事與年

輕醫師分享，大家一起見證台灣神經醫學的

發展史。

黃雲鵬教來台大神經科為住院醫師上課，課程結束後與教授
合影（1977）。

頭顱 x 光是常用的工具，不同的角
度可將要看的構造呈現更清楚，例
如 PA 有 15° 與 50° 。

左圖 PA 0° ，可將內耳道映在眼眶內，讓內耳道的病變看得更清楚，右圖 PA 15° 就看不到內耳道

黃教授對腦部解剖位置與血管的位
置研究相當深入，他的圖很深入詳
細，且都有親筆簽名，這是 PICA 與
小腦的相關位置圖。

對於靜脈系統，黃教授也是很詳盡畫出與大腦結構的相關 由腦血管攝影了解頂葉臚內腫瘤的位置與血管偏移的相關。

由腦血管攝影，了解額葉腫瘤位置大
小與血管偏移的角度，在沒有 CT、
MRI 是很重要的定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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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基層神經科的因應
——專訪安怡診所施曉雅院長

採訪、撰文

趙瑜玲
神經會訊編輯小組

不過，某些病患則非得接受進階的影像

診斷不可，例如CT或MRI，遇到這樣的情況，

該如何解決？施院長說：「我們就會開立轉

診單轉介檢查，再透過雲端病歷取得報告跟

病人說明，省去病人往返醫院的次數，並且

減少感染的機會。」安怡診所就位於彰基（醫

學中心）與秀傳（區域醫院）兩大醫院之間，

正好扮演了這個角色，成為疫情期間民眾神

經疾患的初診首選。

遠距視訊問診 造福病患

神經科的病人大多是年長者，腦中風、

失智等症狀造成手腳行動不便，看診都需要

受疫情影響，基層診所病人數銳減，形成苦撐的局面；但過去只肯去大醫院就診的病患，因而

有機會體驗基層診所的功能與角色。期望同島一命抗疫過後，民眾的就醫習慣能有所改變。

在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之下，人

們原本的生活型態受到大幅改變，尤其是去

年（2021）五月中旬至七月底確診個案激增、

死亡人數攀升，為避免群聚感染，大部分民

眾不願到醫學中心、區域醫院等大型醫療院

所就醫，舉凡跟神經系統有關的疾病，例

如頭暈、頭痛、手腳發麻，基層神經科診所

變成了民眾的另一選擇。其實這樣的就醫型

態，反而比較符合健保署近年來所倡導的，

希望民眾不要無論大小病都往大醫院跑。

診所就醫減少感染風險

民眾就醫一昧往大醫院擠，可能是對基

層診所了解不多所致。彰化安怡診所施曉雅

院長認為，以神經疾病來說，神經科醫師有

個最佳武器，就是神經學檢查：「經過確實

的神經學檢查，大概就知道病人是否要進一

步處置。」目前基層神經科診所大部分都能

提供 X 光、頸動脈超音波、神經傳導等常用

的神經學檢查，「所以疫情警戒升級時，大

部分病人都不需要跑醫院一趟，就能診斷常

見的神經疾病。」

年輕的家屬協助。「疫情下，這類病人回診

拿藥更不方便！」施院長鬆了口氣說：「所

幸這次指揮中心開放的視訊看診，的確解決

了這一大問題！」身為一家基層診所的決策

者，施院長回憶開放視訊看診的第一天，他

們的團隊很快就備妥看診用的平板、手機，

還有 SOP 也制定清楚。「透過鏡頭跟病人

對話評估意識，察看他們手腳動作評估靈活

度，再加上家屬記錄的血壓、血糖，也就順

利完成回診的動作。」施院長補充說：「但

如果病人主訴胸悶或氣喘，因為遠距看診無

法現場聽病人的心跳或呼吸聲，這種情形還

是要回醫療院所診治為宜。」

疫情升溫時，當然也有民眾連到基層診

所就醫都視為畏途，首當其衝的就是復健部

門，施院長說：「民眾平常若覺得痠痛，本

來只要復健就能改善，但因為不願意就診，

便服用市售的止痛消炎藥。」施院長並不認

為這是正確的因應之道：「此時若神經受到

壓迫，待兩、三個月後疫情趨緩再回診，肌

肉無力或神經受損變得更嚴重，可能要花更

多時間處理或手術治療。」

民眾分不清神經科、精神科

很多病患其實分不太清楚神經科跟精神

科的差異，例如失眠、緊張，或家裡有失智

長輩，也不知道該到神經科或精神科就醫；

同樣的，社會大眾似乎也不清楚為什麼神經

科診所有在做復健。施院長認為第一個因應

之道就是要經營社群媒體，例如：臉書粉絲

專頁、LINE 通訊軟體等，透過用戶按讚分

享，讓診所附近的民眾知道這裡有神經內科

醫師執業，可以協助處理他們各種神經上的

疾患。如果民眾確實無法區別疾病屬於神經

科或精神科的範疇，施院長建議可先尋求神

經科的協助，除了有初步的神經學檢查，用

藥也比較溫和。如果醫師覺得疾病屬於精神

科範疇，也可由神經科醫師轉診。

疫情警戒期間，施院長特別提醒基層診

所也要對病患確實分類，有發燒的患者在踏

進診所門前就得協助轉到發燒篩檢站。此外，

掛號櫃台的同事也須預先了解病人要就醫的

症狀，才能及時做出最適當的處置。例如曾

經有病人因突發的單邊無力而前來就診，還

好櫃台人員通知她先評估病人，結果發現是

急性腦中風需立即到醫院治療，極力勸說才

將不敢去醫院的病人送到大醫院急診。

同島一命 共渡難關

由於開業成本高，國內神經科診所並不

多，據統計，約僅有一成多的神經專科醫師

到基層開設診所，遠不如小兒科或耳鼻喉科

等專科。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很多

基層診所都深受影響：病人數下滑、收入減

少；神經科診所受影響更是明顯。施院長以

一基層神經科診所為例說明：「神經內科診

所的病患有極高比例是酸痛復健，這類病人

數量減少約 5-6 成，造成物理治療師薪水縮

水與診所虧損。」然而，同島一命，大家仍

應以共同抗疫為目標，施院長惜福地認為自

己還不是疫情影響最多最慘的人，收入總會

隨著疫情緩和而改善，「自己還能平安且有

能力照顧好員工和病人，也是一種福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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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要給付相關會議 / 議案暨給付爭取

1. 衛生福利部 -110 年神經科訓練醫院評鑑公告

2. 健保署 - 有關台灣神經外科醫學會建議修訂診療項目迷走神經刺激術 

VNS- 參數調整執行頻率一案

3. 健保署 - 有關台大附設醫院建議修訂 20043B 巴金森氏症 UPDRS 量表評估 

中文名稱與支付規範案

4. 健保署 - 有關台大附設醫院建議修訂 56037B 深部腦核電生理定位增列適應症案

5. 北市衛生局 - 視神經脊髓炎抗體篩檢自費項目建議

6. 醫師公會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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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建議修訂條文

7. 健保署 - 有關學會建議修新增慢性偏頭痛及修正 39023B 兩項診療項目案

8. 健保署 - 清醒腦波檢查及癲癇清醒及睡眠腦波檢查診療項目相關說明及更新

9. 健保署 - 新增「數位影像腦波檢查（清醒）」及「數位影像腦波檢查（清醒 + 睡

眠）」兩項診療項目案，補充說明及更新相關申請表。

重要會務

10. 健保署 -「數位影像腦波癲癇波分析定位」診療項目案，補充說明及更新申請表。

11. 健保署 - 新增「侵入性腦波術中腦波監控」及「腦皮質 / 皮質下功能定位」診療

項目案，補充說明及更新相關申請表。

12. 健保署 - 加護病房連續性腦波監測補充說明及更新申請表

13. 健保署 -「診療項目編號 19007B「超音波導引（為組織切片，抽菸、注射等）」 

支付規範修訂案意見提供

14. 食藥署 - 美定隆糖衣錠 60 公絲（溴化 / 啶斯狄明）藥品更換及回收乙案

15. 醫院協會 - 醫院醫療服務線上審查案例實作評量作業

16. 全聯會 - 西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醫藥專家遴聘事宜

17. 全聯會 - 指示藥品專家推薦（推薦：鄔定宇醫師、鄭建興醫師）

18. 食藥署 - 醫療使用管制藥品諮議小組專家（尤香玉醫師）

19. 臺灣橋頭地院 - 植物人平均餘命及存活率（黃立楷醫師）

20. 台灣醫學會 -111 年台灣醫學週學術演講題目建議：頭痛、中風、失智、 暈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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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及動態│

39

News & Events│學會會訊 No.84│

照片集錦

2021/9/30  中風防治共照網專家會議

2021

2021/10/6  劉越萍司長視訊會議

2021/12/11  自律神經暨眩暈學組研討會 2021/12/25  台灣神經重症會員大會暨籌備會議 2022/1/10  學會拜訪健保署署長 2022/1/29  睡眠學組研討會

2022/1/8  台灣神經重症學會會員成立大會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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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 趙啟超醫師：2021-06-11  

罕見疾病專家會議

• 尤香玉醫師 : 2021-08-11  

110 年第 6 次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專家諮詢會議

• 鄔定宇醫師：2021-11-09  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 - 第 6 次專科醫學會委員會

• 劉建良醫師：2021-11-09  

衛生福利部 - 身心障礙鑑定專家小組 

工作身心障礙第一類別會議

• 陳兆煒醫師：2021-11-26  

衛生福利部 - 身心障礙鑑定專家小組 

工作第一類及第二類皮質盲會議

• 黃金安醫師：2021-11-26 健保署 - 

新增修診療項目初審第三次會議

• 黃金安醫師：2021-12-23  

台灣醫院協會醫院 -110 年度 

全國審查共識說明會 - 神經內科

• 陳龍醫師：2021-12-23  

台灣醫院協會醫院 -110 年度 

全國審查共識說明會 - 神經內科

• 黃金安醫師：2022-01-07  

健保署 -110 年審查注意事項 

專家諮詢會議 - 內科系

• 胡朝榮醫師：2022-01-10 健保署 - 

台灣神經學學會至健保署報告

• 黃金安醫師：2022-01-10 健保署 - 

台灣神經學學會至健保署報告

• 陳炳錕醫師：2022-01-10 健保署 - 

台灣神經學學會至健保署報告

• 江錫輝醫師：2022-01-10 健保署 - 

台灣神經學學會至健保署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