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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型，目前在醫學上對遺傳型的小腦運

全面檢測分析病患所有基因序列，確

動失調症的分類已多達40多型。日劇「一

認第22型脊髓小腦運動失調症的基因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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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第22型小腦脊髓運動失調症的林

人、美國的猶太人及日本人中都有類似的

老先生，45歲起就有步履不穩的現象，逐

家族；同一時間，荷蘭的研究團隊也在

本院神經醫學中心與陽明大學腦科學

漸出現說話咬字不夠清晰、喝水容易嗆

他們的小腦運動失調症家族中發現KCND3

研究中心，研究有重大突破，成功找出第

到、走路容易摔跤等症狀，甚至造成頭部

的基因變異。此項重要的研究成果已被

22型小腦運動失調症致病基因。神經醫學

外傷、腦出血，在本院醫療團隊長期治療

神經醫學界頂尖學術期刊「Annals of

中心主任施養性日前主持記者會，興奮的

下，現在雖已82歲，體能狀況仍相當良

Neurology」接受，於今年7月首先公開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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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小腦運動失調症的治療提供一個新的

導致走路不穩、頭暈、言語發聲模糊、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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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秉文醫師說明，小腦運動失調症就

微遠基金會董事長顧芸女士(左1)、林芳郁
院長(左2)、林堉琪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林謝罕見(右3)、臺北101董事長林鴻明夫婦
(右2、1)。

(報導/公關組吳建利)

別致贈感謝牌，以表敬意。
微遠基金會董事長顧芸女士及林堉琪

先生紀念基金會日前捐贈電動車二臺給本

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長林謝罕見女士亦表

院，由林芳郁院長代表接受。

示，臺北榮總多年榮獲醫院評鑑第一名，

林院長表示，榮總的病患中，高齡長

精湛的醫術及優質的醫療服務，是民眾就

者佔五成以上，本院特別為高齡長者設立

醫首選醫院。但老年及行動不便的病患很

的高齡醫學中心，所提供的整合性醫療，

多，且院區幅員廣大，病患就診及做各項

減少長者重覆看診及用藥，深獲各界好

檢查須於院區內奔波，十分辛苦。此次特

評。惟該中心設於長青樓一樓，就醫者須

別捐贈電動車，希望能減少高齡及身障患

從院區大門走到最後面，年長或行動不便

者就醫不便，並藉此號召社會各界一同作

者頗感困擾，屢遭抱怨；另外脊髓損傷患

公益，彰顯善心社會服務價值。

/

者亦須從東院區至中正樓來進行各項檢

電動車配置於高齡醫學中心及門診

查，十分不便。此次受贈電動車二臺，可

區，採機動服務，有需求者可直接與輪椅

為提供高齡及身障患者於院區就醫的

提昇高齡及身障患者院區就醫便利。林院

隊(電話3236)或各服務臺洽詢。

便利性，財團法人微遠基金會暨林堉琪

長對於該基金會捐贈電動車嘉惠病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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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能力或無法坐立而臥床。盛行率約為

楊振昌、鄭乃誠

１

梁慕理、許喬博

榮陽團隊發現第22型小腦萎縮症致病基因

脈直徑和，小於0.4；並且較小條血管的
直徑小於0.22公分，且排除後天原因之狹

本院的血流假說可能取代教科書的病毒假說

窄，就定義為椎動脈先天發育不良（椎動
脈先天發育不對稱）。

口述：神經醫學中心神經血管科主任 陳昌明/整理：吳佩芬

▲神經血管科主任 陳昌明

陳主任也發現，隨機予以69名病人安

陳昌明主任表示，前庭神經炎是臨床

慰劑或抗皰疹病毒藥物服用，發現抗病毒

上眩暈求診病人數僅次於良性姿勢性眩暈

藥物，對病人病況之改變沒有影響。此

症的疾病。病情發作時，常會感到嚴重的

外，椎動脈發育不良合併同側前庭神經炎

天旋地轉、嘔吐、噁心，病人可說是動彈

的病人，內耳半規管失能之情況較嚴重，

不得，是非常痛苦的疾病。

復原的速度也顯著較慢。

陳主任針對69名確診為單側急性前庭

陳昌明主任推論，皰疹病毒感染與前

神經炎病患（發病3天內）以及50名健康

庭神經炎可能無關，但仍無法完全排除和

民眾，進行核磁共振影像檢查（MRI），

其他病毒感染有關。因為內耳血液循環不

其中有29名病患有單側脊椎動脈發育不良

佳，內耳局部免疫力會降低，內耳出現病

教科書上有關前庭神經炎的皰疹病毒

（右側23人），健康民眾則有6人（右側5

毒感染的機率也跟著攀升。但內耳循環功

感染致病假說，過去已被學者執疑，最近

人），顯見前庭神經炎患者椎動脈發育不

能不佳，在前庭神經炎必然扮演重要角

再度被本院神經血管內科主任陳昌明領導

良的比率比正常人高出一倍以上。而且前

色。

的研究團隊推翻。陳昌明主任發現，前庭

庭神經炎與椎動脈發育不良屬於同一側的

神經炎可能和腦血管椎動脈先天發育不對

比顯著增加。

２

１

稱，影響到內耳前庭的血液供應有關。

在國外研究也發現，單側椎動脈發育
不良患者，發生同側腦幹中風之風險遠遠

承先啟後 醫心相傳 中生代良醫訪談錄

陳主任進一步說明，人體左右各有一

高於對側，腦幹中風死亡率或致殘率較

相關的論文已刊登在去年發行

條椎動脈，會匯流成為基底動脈。在基底

高。因此單側椎動脈發育不全，有可能是

的《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學及精神

動脈近端，左右各有一條分枝動脈，稱為

腦幹中風的危險因子。

病學期刊（Journal of Neurolory，

「前下小腦動脈」。研究顯示，前下小腦

陳昌明主任提醒，眩暈可能就是一項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以及

動脈血流雖來自基底動脈，卻常源自同側

警訊，病患需進行詳細檢查。有椎動脈發

《耳科學及神經病學期刊（Otology and 椎動脈之血流。左右兩側的內耳前庭血
Neurolory）》。這些研究成果是由本院 流，則由同側前下小腦動脈供應。因此，

育不良者，更要重視中風預防，不抽菸、

神經血管內科、耳科與放射線部合作，並

單側椎動脈先天發育不良，有可能會影響

養成規律與健康生活之方式，以有效降低

由行政院衛生署贊助的研究計畫。

到同側的內耳前庭血流供應。

中風之風險。

控制三高指數（血糖、血壓、血脂）；並

學成歸隊
姓

名

單位/職稱

姓

何積泓
婦產部主治醫師

單位/職稱

進修迄起日 2011/08/01-2012/07/31
美國史丹佛大學

進修內容

胚胎著床前遺傳診斷及卵巢功能
老化研究

姓

名

進修內容

姓

名

單位/職稱

神經醫學中心
一般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進修地點

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醫學院

進修內容

慢性偏頭痛的神經影像與腦磁圖
研究

黃建勝
姓

外科部胸腔外科主治醫師

名

單位/職稱

進修迄起日 2012/07/16-2012/08/15
進修地點

陳韋達

進修迄起日 2011/07/06-2012/06/27

進修地點

單位/職稱

名

日本昭和大學橫濱市北部病院國
際消化道內視鏡訓練中心
1.經口內視鏡肌肉切開術（POEM）
2.食道內視鏡黏膜下切除（ESD）

丁乾坤
麻醉部主治醫師

進修迄起日 2011/07/20-2012/07/19
進修地點

美國猶他州鹽湖城猶他大學醫學
中心麻醉部生物醫學工程實驗室

進修內容

生物醫學工程實驗、臨床藥物動力
學藥效學模型

李宜燕
神經醫學中心
兒童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姓

單位/職稱

進修迄起日 2000/07/01-2012/06/30

葉奕成
病理檢驗部主治醫師

進修迄起日 2011/08/01-2012/07/31

進修地點

美國加拿大多倫多兒童醫院

進修內容

腦及脊髓腫瘤的治療與基礎研
究，包括高劑量化療合併幹細胞
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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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地點

美國史隆．凱特林癌病中心

進修內容

胸腔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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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庭神經炎致病原因的前瞻性發現

如果兩側椎動脈直徑差除以兩側椎動

含
驗
部

體

子宮內膜癌現況

婦產部
主治醫師 溫國璋

數CA-125，針對子宮內膜癌也不是很好

細胞學的化驗、腹腔內的完整檢查、子宮

排名第七名。根據國健局2009年公布資料

的檢驗方式；使用婦產科超音波測量子宮

全切除、兩側卵巢輸卵管切除、淋巴腺取

顯示，新發生個案數約1,496人，僅次於

內膜厚度，針對停經婦女比較有用（若子

樣。有些病人是尚未生育且相當年輕的病

第六名的子宮頸癌。好發年齡在50-69歲

宮內膜厚度超過0.4至0.5公分，就要小

人，若做子宮內膜刮除手術分析是第一期

間，在歐美地區平均年齡在62-63歲間。

心），對生育期婦女較難監測與統一規定

上且分化良好，核磁共振分析無子宮肌肉

子宮內膜癌致病因子，除雌激素無制衡的

多厚才是異常。對懷疑有子宮內膜癌的婦

層侵犯，是可做子宮保留手術或考慮保

使用，造成內膜的異常增生、臺灣生育率

女有二種診斷的方法可使用：一為在門診

留卵巢。手術後，經病理期別與病理危險

節節下降、食物與環境因素外，尚有肥

直接子宮內膜取樣細胞學的檢查(office 因子作術後輔助治療（化學治療或放射線

胖、停經延後、糖尿病、使用乳癌抗荷

endometrial biopsy)，經由未過擴張的

治療）之評估。病人預後大體而言，五年

爾蒙藥物Tamoxifen、多囊性卵巢與長期

子宮頸，直接到達子宮內腔來取樣內膜細

存活率都相當好（第一期約97%、第二期

不排卵及遺傳性非息肉結直腸癌綜合症

胞做檢查，同時也可取出部分組織，做組

86%、第三期75%、第四期63%）；但還是

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織學的化驗；如取樣適當或是合併超音波

建議平日注意自身月經情形與相關危險因

cancer (HNPCC,lynch syndrome)的家族

導引下，則其正確診斷率可達90%；至於

子，以便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性遺傳患者等。若有以上危險因子，且

標準的診斷方式是用子宮內膜搔括術做病

合併陰道出血症狀（子宮內膜癌常見症

理學檢查。子宮內膜搔括術須在麻醉藥物

狀），就要小心並注意。

使用下，擴張子宮頸口，取出子宮內膜細

篩檢與診斷方面，子宮內膜癌無一理
想有效篩檢方法，利用子宮頸抹片檢查

胞送病理組織學檢查，這是到目前為止仍
是最有效診斷子宮內膜癌的方法。

來篩檢，約只有三成至五成患者會出現

治療方式，這疾病是以手術（分期手

異常抹片；在卵巢癌使用的卵巢腫瘤指

術）為主要治療。手術包含收集腹水做

現
職：1.臺北榮總婦產部主治醫師
2.國立陽明大學部定講師
學
歷：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專
長：婦科癌症、顯微手術、一般婦科、月經問題、
停經症候群、一般產科
門診時間：
星期一上午婦產科第5診（診間代碼：08205）
星期一下午婦產科第1診（診間代碼：18201）
星期四下午婦產科第5診（診間代碼：18205）

上宣稱可減少嬰兒猝死的用具，或使用家
用心率呼吸監視器，不能降低嬰兒猝死發
生率。

「嬰兒猝死症」多發生在1-4個月嬰

全性不及仰睡；2.懷孕時不可抽菸，也不

近年來醫學上不斷研究，已找出許多

兒，發生率約千分之一至三。嬰兒猝死症

應讓嬰兒吸到二手菸；3.睡眠中嬰兒旁邊

嬰兒猝死症的危險因素，加上對這些危險

的定義「1歲以下的嬰兒突然死亡，經檢

不應有枕頭、被褥、蓋被等軟的物件，嬰

因素及預防措施的宣導，讓父母及照顧者

視臨床病史、解析死亡過程並經過完整病

兒床應堅硬並蓋以被單。如要使用毛毯，

更知道如何預防嬰兒猝死症，使其發生率

理解剖等詳細調查後，仍未能找到死因

避免遮住嬰兒的臉部；4.嬰兒不可與他人

能逐漸下降。除此之外，醫療專業人員針

者」。嬰兒猝死症的定義是很嚴謹，須先

同睡，但睡床應在父母附近；5.可考慮在

對「嬰兒猝死症」的案例，應要有詳細的

排除所有明顯非自然致死因素，包括虐

睡眠時使用奶嘴，也不必在嬰兒睡著後將

病史詢問及完整的檢查，以找出其病因或

兒、致死性疾病、藥物、意外、先天性罕

掉下之奶嘴重新放入口中。奶嘴不可塗上

危險因素。當然雖發生率已有逐年下降，

見代謝疾病等。

任何甜味，須常清洗及替換。哺育母乳嬰

但嬰兒猝死症仍會發生，因此教導父母及

雖嬰兒猝死症發生原因不明，因沒有

兒建議於1個月已建立母乳哺育習慣後，

時發現危險與熟練嬰兒基本急救技術也是

確切有效預防方法。不過，經由對其危險

再使用奶嘴；6.避免環境過熱；7.持續推

重要課題。希望在寶寶生命即將失去之前

因素的認識，可建立適當的防範措施，期

行仰睡運動，讓父母、祖父母、褓姆等照

及時處理，避免寶寶因缺氧過久而死亡，

能減少不幸的發生。美國兒科醫學會的建

顧者獲知相關訊息，醫護專業人員應在嬰

或造成腦部缺氧傷害的後遺症。

議摘要如下：1.嬰兒建議仰睡，側睡的安

兒出院前告知家屬相關資訊；8.使用市面

什麼是多囊腎？

慢性腎臟病個管師
王友仁/金聖芳

蛋白尿和泌尿道感染。
目前對多囊腎並無特殊治療方式，50％
的多囊腎病患最後會造成尿毒症，須利用洗

多囊腎是一種顯性遺傳性疾病，囊腫會
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長大，當異常的水泡長滿

來沒有得到多囊腎的基因，這就表示說他不

腎或腎臟移植治療，但早期診斷可控制其併

會再遺傳給他的下一代。

發症。其中控制血壓是預防腎臟惡化的重要

腎臟時，正常腎臟組織無法清除身體的廢

囊腫不但侵犯腎臟，同時可侵犯肝臟、

因素；另外注意飲食控制、日常生活應避免

物，而造成所謂「尿毒症」。什麼人會得多

胰臟，不會有任何症狀。10％的多囊腎病人

劇烈運動或碰撞；若有泌尿道發炎要及早治

囊腎呢？實際上多囊腎可以一代傳一代，父

會有腦內動脈瘤發生，造成腦中風現象；

療，不要隨便服用止痛藥及中草藥才是!

親或母親所遺傳的機率也是一樣的，每個小

50％的病人有高血壓、腎臟可增長到正常腎

孩得病的機率也是50%左右；如果小孩生下

臟兩倍大，會引起腹部腫大、疼痛、血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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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總慢性腎臟病衛教室關心您！

婦幼園地

嬰兒猝死症

兒童醫學部
醫師 陳威宇

溫國璋醫師檔案：

３

『廉政署檢舉專線』：一、「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24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2樓）。二、「電話舉報」方式：0800－286－586。
三、「投函舉報」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臺北郵政14－153號信箱）。四、「其他」方式：1、傳真檢舉專線：02－2562－1156。2、電子郵件舉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

子宮內膜癌在臺灣婦女常見十大癌症

手術後噁心與嘔吐

麻醉部
主治醫師 林世斌

記得有一位40歲女性在準備進行婦科

項：女性、不抽菸、以前曾經PONV經驗(或

手術前，告訴我她第一次手術後的經驗。

容易暈車)、術後使用嗎啡止痛，這四項指

在她印象中，手術後噁心、嘔吐（Post-

標，每符合一項得一分，總和分數是0到4

operativeNauseaandVomiting，PONV）

分，則術後發生噁心、嘔吐的機率分別為

的感覺記憶最為深刻，且最不能忍受，

10%、20%、40%、60%、80%。手術前，自

問我有沒有方法可避免。在醫學相關研

己算算看符合幾項來預測其發生機率。根

究中，所有開刀病患PONV的機率約為20-

據這個分級系統，醫師可採取不同改善策

30%，是手術後病患第二常見症狀(僅次於

略。

專題
企劃：

麻醉常見

全身麻醉之風險

如何改善PONV症狀是麻醉醫師努力的

症狀，或僅僅很輕微噁心的感覺。然而持

目標，目前並沒有百分之一百預防方式，

外科手術的進行，麻醉是不可或缺的

者；第

續的噁心感或嚴重到嘔吐，卻是術後病人

但有些方法是可改善相關症狀，分為預防

一部分。相較於手術，麻醉本身似乎帶給

死亡者

評比為最難以忍受的經驗，甚至比傷口疼

和治療兩種策略。如病患過去有此經驗，

一般大眾的感覺是神祕的，可能帶點危

這些不

痛還痛苦。

在術前可預防性給予止吐藥物來降低發生

險性的主觀印象，以下針對全身麻醉的風

風險及

引起PONV原因很多，大致可以分成三

的機率；術後傷口疼痛控制得當，也能改

險，做一個簡單介紹：

觀察病

大類：第一類是病人體質相關的因素，如

善部分症狀。若術後發生輕微症狀，可給

全身麻醉的流程，簡單來說進入手術

女性、不抽菸的人、有PONV病史、暈車體

予止吐藥來治療。該採何種策略，專業麻

室之後，護士會先在病人身上裝置必要的

痛、嚴

質的人都比較容易發生；第二類是與

醉醫師會為您做最好選擇，所以在麻醉、

生理監測儀器，如心電圖、血壓計和血氧

臟瓣膜

麻醉相關的因素：麻醉使用的藥物(嗎

術前，有相關病史或疑問的病患，可在術

濃度監測儀，在手術中會全程持續監測這

管疾病

啡、吸入性氣體)、時間長短、方式、

前訪視時與麻醉醫師溝通，採取相關措施

些生理數值變化。接下來就會使用靜脈給

能不適

術後止痛的藥物等；第三類是手術相關

可大幅改善PONV不舒服的感覺。

予麻醉藥物，讓病人進入深層麻醉狀態；

體能活

同時為要維持基本呼吸功能，會在口腔或

目。最

林世斌醫師檔案：

鼻腔置入氣管內管來幫助呼吸；之後輔予

度的活

現職:臺北榮總麻醉部主治醫師
學歷:1.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2.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生統組碩士畢業
3.臺大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生統組博士班肄業
專長:一般麻醉、重症照護、統計諮詢、醫療資訊

其他靜脈或氣體麻醉藥物，來維持手術過

動力

程中的麻醉。待手術結束後，等到麻醉藥

險，比

物作用消退後，病人意識就會恢復，醫師

總

就會移除氣管內管，會轉到恢復室或加護

手術麻

病房進行觀察或後續照顧。

整到最

４

３

傷口疼痛)，雖大部分病患並不會發生這個

醫療大百科

因素，某一些手術PONV機會增加，如腹
腔鏡、耳部、腸胃道或扁桃腺等手術。歸
納上述風險因子，可藉由一簡單風險評估
指標來找出這些高危險的族群，讓麻醉醫
師進行預防工作。這個評估方法很簡單，
病患也可以自己評估，如您符合下列選

硬脊膜穿刺後頭痛

麻醉部
主治醫師 王審之

據美國麻醉學會所訂定臨床指引，臨

身，都

床麻醉風險依據病人慢性疾病及身體狀

低，而

況，分為六級。根據越高等級風險越高，
第一級為健康無慢性疾病；第二級為有慢
性疾病，但未影響身體功能或生活者；第

只要有硬脊膜穿刺，無論是為檢查腦

比較，硬脊膜穿刺後頭痛發生率分別為

三級為有慢性疾病且影響身體功能或生活

脊髓液或脊椎麻醉，都有機會發生硬脊膜

9.6%與1.5%，而不同針頭切面也有不一

者；第四級為身體有嚴重疾病且危及生命

穿刺後頭痛。診斷標準如下：硬脊膜穿刺

樣結果。以同樣27-guage的Quincke針與

後5天內的病患，於站立或坐起後15分鐘內

Whitacre針(fig.1)做比較，硬脊膜穿刺後

頭痛症狀加劇，於躺下後15分鐘內緩解，

頭痛發生率分別為2.7%與0.37%。

並伴隨一項以上的下列症狀：脖子僵硬、

為：保守治療、口服藥物治療與硬脊膜外自

視為主要因素。操作技巧與器材選擇，對

硬脊膜穿刺後頭痛一般是由腦脊髓液

體血液注射。保守治療有臥床休息與靜脈輸

硬脊膜穿刺後頭痛發生率影響才是重要。

於硬脊膜穿刺處滲漏，造成顱內低壓所引

液治療。口服藥物則以腦部血管收縮為主要

已往以保守治療為原則，現今應當加重硬

起的症狀。顱內低壓伴隨姿勢改變對顱

機轉，如咖啡因、sumatriptan等。而硬脊

脊膜外自體血液注射於臨床治療的角色。

內組織器官形成牽引作用，此一牽引拉扯

膜外自體血液注射療效主要來自於其所形成

亦即當病人產生硬脊膜穿刺後頭痛且保守

刺激活化了痛覺感知神經，造成頭痛。另

之血塊可壓迫硬脊膜，使腦脊髓液不易滲漏

治療24小時後，症狀仍持續則可考慮直接

一種說法為顱內低壓造成顱內靜脈血管擴

且增加蜘蛛膜下腔之壓力。

予以硬脊膜外自體血液注射。

不論麻醉醫師執行脊椎麻醉或內科醫

硬脊膜穿刺後頭痛發生率的高低與多

師執行診斷性脊椎穿刺，都有可能面對產

項危險因子有關，其一為針的孔徑選擇；

生硬脊膜穿刺後頭痛。對其成因與治療

針的孔徑越小，越不易發生硬脊膜穿刺

應當要有一定的了解；在實證醫學的檢驗

後頭痛。以26-guage與27-guage的針做

下，逐漸釐清硬脊膜穿刺後頭痛的危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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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學歷:
專長:

與不
子與更正一些錯誤觀念。以往認為臥床休
息，可減少頭痛發生之機會，現已不再被

張，引起頭痛。

楊舜

「

目前硬脊膜穿刺後頭痛的治療可大致分

噁心、耳鳴、畏光或聽力異常。

會臨

王審之醫師檔案：
現職：1.臺北榮總麻醉部主治醫師
2.國立陽明大學講師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全靜脈麻醉與肝臟移植麻醉

風險
受手

慮。
類：

2.呼
痙攣
整、
下，
中消
早期

心血
加。
過敏
得麻

醉常見的議題

之風險

麻醉部
主治醫師 楊舜欽

長期中央靜脈導管之置放
麻醉部主治醫師 鄭宏煒
現代醫學中靜脈導管是治療中不可或

情形，皆不宜置放長期中央靜脈導管。另

缺的一環，尤其是中央靜脈導管，在臨

外，長期中央靜脈導管置放過程本身也有

床醫療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通常

一定的風險性，包含血胸、氣胸、空氣栓

是用於骨髓移植、化學藥物治療、長期

塞、肺栓塞、心律不整、血管破裂、大出

靜脈輸液、全靜脈營養使用及血液透析

血、緊急手術和急救等。因此進行手術

等。中央靜脈導管包含暫時性與半永久性

前，都必須和手術醫師和麻醉醫師詳細討

兩大類，暫時性導管如一般中央靜脈導

論手術及麻醉的風險性、替代方案和手術

管或洗腎用的股靜脈導管、內頸靜脈導

必要性。

或缺的

者；第五級為24小時內手術與否都有可能

管等。半永久性即所謂的長期中央靜脈

本部目前於置放長期中央靜脈導管

乎帶給

死亡者；第六級器官捐贈者，手術前根據

導管，通常可放置於人體內1-2年，包含

時，皆於靜脈全身麻醉之下進行，可讓病

點危

這些不同分級，麻醉醫師會告訴病人相關

喜克氏曼管 (Hickmann catheter)、人

風險及在手術中會準備不同的監測儀器來

工血管 (Totally implantable access

患於舒適環境下進行手術，增進手術品
病

觀察病人狀況。此外，依據美國心臟醫學

ports,TIAPs)、長期洗腎導管 (tunneled

展，本部已於術前常規進行超音波之血管

dialysis catheter,TDC)。長期與暫時性

檢查，可以事先發現嚴重的中央靜脈狹窄

的差別最大在於前者有一皮下隧道之建

或血管栓塞，對有助於血管通路、導管的

立，主要是為避免感染及管路固定。

選擇，以及手術計畫訂定。

臟瓣膜疾病等，全身麻醉過程中發生心血

監測這

管疾病的風險非常高，對非急診手術，可

靜脈給

能不適合接受麻醉或手術；同時手術前的

狀態；

體能活動狀態，也是評估身體狀況重要項

口腔或

目。最好手術前，身體狀況可承受一定程

後輔予

度的活動，如可由一樓走路爬上二樓的活

手術過

動力。在麻醉過程中，發生心肺疾病風

人都適合進行長期中央靜脈導管置放，若

麻醉藥

險，比無法活動的病人來得低。

病患有生命徵象不穩定、嚴重凝血功能不

慢性

和血氧

中央靜脈導管的血管通路選擇有左右

因全面利用超音波導引下，進行中

內頸靜脈、左右鎖骨下靜脈、左右股靜脈

央靜脈穿刺及導管置放，可大幅降低手

等，但因解剖位置、血管走向、管路感

術過程相關併發症，進一步利用超音波

染機率、併發症發生機率及術後照護等許

進行低位之中央靜脈穿刺，使中導管扭

多因素，目前本部是以右側內頸靜脈為長

結不順機率下降，也減少管路對病人外

期中央靜脈置放之首選。當然不是所有病

觀影響。

，醫師

總而言之，麻醉醫師會希望每一個來

良、血小板數目低下、嚴重中央靜脈狹

或加護

手術麻醉的病人，在術前身體狀況，可調

窄、心內膜炎、心臟內或大血管內血栓等

鄭宏煒醫師檔案：
現職：臺北榮總麻醉部主治醫師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一般麻醉、長期中央靜脈導管置放

整到最理想狀態。因無論是手術或麻醉本

引，臨
體狀

身，都具有一定風險，不同的是風險的高
低，而不是有無風險。

越高，

為有慢

者；第

或生活

楊舜欽醫師檔案：
現職:臺北榮總麻醉部主治醫師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一般麻醉

及生命

臥床休

不再被

擇，對

重要。

加重硬

角色。

且保守

慮直接

淺談麻醉手術期間
藥物過敏與不良反應

麻醉部醫師
郭怡敏

計。根據澳洲統計結果，麻醉手術期間藥

現，肌肉切片的caffeine和halothane體外

物過敏發生率約為1/5000-1/25000，死亡

測試是目前診斷惡性高熱最準確的方法。

「醫師!我有麻醉藥過敏!」藥物過敏

率約3.4%。綜合過去研究與病歷報告，麻

麻醉手術期間，藥物過敏與不良反應

與不良反應是大部分民眾相當關切的麻醉

醉手術期間最常引發過敏原因，依序為肌

症狀易受病患的主觀認定而混淆，如嗎啡

風險，因麻醉藥物而致死是許多將要接

肉鬆弛劑、乳膠(手套)、抗生素、麻醉誘

類止痛藥引起的噁心、嘔吐等副作用可能

受手術的病人在術前訪視時最常提起的憂

導藥物。

被誤認為藥物過敏。因此欲評估麻醉手術

慮。麻醉手術期間的過敏症狀包含三大

惡性高熱是全身麻醉期間的罕見特

期間藥物過敏與不良反應，得仰賴過去麻

類：1.皮膚症狀：皮膚發紅、風疹塊等；

殊藥物不良反應，其發生率約為1/5000-

醉紀錄及病史詢問(過去藥物過敏史與麻醉

2.呼吸道症狀：呼吸道阻力上升、支氣管

1/50000，若沒有早期發現，早期投與

經驗有否發生藥物過敏或不良反應、與麻

痙攣等；3.心血管症狀：低血壓、心律不

治療藥物dantrolene，死亡率約70%。病

醉相關嚴重問題或死亡家族史)。如曾有

整、休克等。然而由於病人在麻醉狀態之

理成因，骨骼肌中肌漿網內鈣離子通道

相關經驗，請紀錄完整藥物資訊，包含藥

下，經常無法主觀表達自己的不適，手術

RyR1的變異導致鈣離子平衡的缺陷。在誘

物名稱、使用原因及過敏或不良反應症狀

中消毒布單的層層包覆，以致過敏反應的

發物質刺激下，鈣離子濃度異常增加，

表現，俾利麻醉醫師做為手術前評估的依

早期皮膚症狀難以被發現，常以呼吸道及

導致酸中毒、產熱及肌肉僵硬。誘發物

據，針對病患不同狀況做麻醉計畫調整，

心血管症狀表現才察覺，使其危險性增

質，包含吸入性麻醉氣體與肌肉鬆弛劑

以提供安全的麻醉手術期間照護。

加。加上麻醉期間使用多種類藥物，許多

succinylcholine。RyR1的基因變異常具有

過敏反應與藥物的因果關係認定困難，使

遺傳性，病人通常有與麻醉相關死亡或嚴

得麻醉手術期間的藥物過敏發生率難以估

重問題的家族史，且以顯性遺傳基因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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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敏醫師檔案：
現職：臺北榮總麻醉部醫師
學歷：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
專長︰一般麻醉

護師齊把關 全民保健康

痛、嚴重心衰竭、嚴重心律不整及嚴重心

醫療大百科

必要的

５

會臨床指引，在手術前有不穩定性心絞

指南

入手術

腎

護

醉的風

照

臟
質。近年來，因為超音波導引技術的進

打造績優「骨」-談如何預防骨質疏鬆症

護理部護理師
許秀珠

吸收儀（DEXA），可精確的診斷出骨質情

體有充分休息時間、正常作息，如此骨骼

始慢慢減少，正常的骨質減少稱為「骨質

況，每次檢查約15分鐘；而健保給付該項

才有足夠時間吸收鈣質。

缺失」。當骨頭裡的鈣質逐漸流失，使得

檢查之對象，包含內分泌失調可能加速骨

二、建立正確的飲食習慣：牛奶富含

內部骨質變為單薄、中空多孔隙，即出現

質流失者、非創傷性之骨折者、50歲以上

鈣質對骨骼保健非常重要，不喝牛奶的人，

骨質疏鬆症。骨質疏鬆常見的部位為脊

婦女或停經後婦女接受骨質疏鬆症追蹤治

可以在餐後喝一些富含維生素Ｃ的果汁，增

椎、手腕及髖骨，出現症狀有疼痛、腰酸

療者，檢查間隔應至少1年以上並以3次為

加鈣質的吸收。含鈣量高的食物，如牛乳

背痛、無法行動、長期脊椎骨折壓迫後形

限。檢查結果係將受測者的骨密度和正常

製品、起司、小魚（連骨進食）、魚乾、蝦

成駝背現象。

青少年的骨密度（基準）相比，當骨密度

類、蛤及牡蠣等。平日勿攝取過多含磷酸的

低於基準2.5個標準差時，即診斷為骨質

加工食品，如速食麵、可樂等。

臨床上骨質疏鬆症通常是無聲無息且
毫無預警，女性為男性之6至8倍，尤其停

三、戒除不良的嗜好：吸菸會干擾造

疏鬆。

經後骨質大量流失。骨質疏鬆的高危險因

30歲前存好「骨本」，以防老來無本

骨細胞的活力；酗酒者飲食不均衡；過量

子為：體型瘦小者、長期鈣攝取不足、營

可花，預防骨質疏鬆不嫌晚，一起打造優

咖啡會使尿液中的鈣質的排出量增加。上

養不良、抽菸、酗酒、過量喝茶或咖啡、

質績優骨，提供您以下的建議︰

述嗜好容易罹患骨質疏鬆症，因此，飲酒

運動量不足、長期坐辦公室及久病臥床缺

一、養成規律生活及運動的習慣：

和咖啡都要適量。

每週2-3次固定運動及適度的戶外運動

總之，隨著社會人口的老化，骨質疏

人體全身以腰部、脊椎骨及兩側髖關

（如行走、慢跑、騎單車、游泳、太極拳

鬆症的問題日漸增加，年輕時多接觸陽光

節內的骨質含量檢查最具代表性，目前

等）；同時每天曬太陽10到15分鐘活化維

多運動才有足夠骨本顧老本，多了解自身

最普遍的骨密度測量儀器為雙能量X光

他命D；另外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讓身

骨質量，一起打造績優「骨」吧！

乏日曬等。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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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篩檢-及早診斷挽救生命
55歲李小姐到耳鼻喉科門診就診，看
診結束，診間張護理師拿者一張子宮頸抹
片檢查的提示單告訴李小姐：「本院在
推動免費的癌症篩檢，您符合做子宮頸
抹片檢查，請您至一門診四樓婦產科門診
作檢查」。李小姐回覆：「太麻煩了，我
身體沒有任何不舒服，不需要作吧！」張
護理師非常耐心的解釋：「癌症篩檢的目
的，是在預防保健，就當作是身體健康檢
查。」李小姐在張護理師耐心勸導下，

就去做子宮頸抹片檢查。過了一個月李小
姐到耳鼻喉科門診找張護理師，心存感激
的說：「謝謝您堅持要我去做抹片，抹
片檢查發現是0期的子宮頸癌，醫師說好
在我來的早，治療的效果很好，真是謝謝
您。」本院辦理子宮頸癌、大腸直腸癌、
乳癌、口腔癌四癌免費篩檢，101年自1月
1日起至今(國健局8/24公佈)，四癌共篩
檢15,438人，檢查結果發現是陽性人數為
1,574人，確定診斷的人數為105人，這些

醫療生力軍-新進主治醫師

確診病人由個案由腫瘤個案管理師收案管
理，不但提供醫療照護訊息，並持續追蹤
治療效果。
癌症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效果好，
凡符合癌症篩檢條件者，歡迎民眾多加利
用，癌症篩檢暨資源整合中心位於一門診
一樓，服務電話2875-7817。
篩檢人數

陽性人數

確診癌病

4002

108

57

癌

4578

694

34

直腸癌

5178

566

10

口腔癌

1680

206

4

子宮頸癌
乳

(國民健康局101年8月24日公佈)

財團法人惠眾醫療救濟基金會101年4月份捐款徵信錄
協昌食品有限公司、松昌食品有限公司各400,000元；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

溫國璋醫師檔案：

業基金會300,000元；向陽文教基金會、林嬋娟各200,000元；建宏蛋品有限公

現

職：1.臺北榮總婦產部主治醫師
2.國立陽明大學部定講師
學
歷：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專
長：婦癌與腹腔鏡手術、婦女泌尿、一
般產科、一般婦科
門診時間：
星期一上午婦產科第5診（診間代碼：08205）
星期一下午婦產科第1診（診間代碼：18201）
星期四下午婦產科第5診（診間代碼：18205）

司30,000元；曾俊傑25,000元；邱潔芳、金淼、陳進發、慈行慈善會侯益藤各
20,000元；合作金庫16,338元；王秀雀、臺北內湖碧霞宮、李泓彥、周宜臻、周
庚丘、周胤呈、馬惜珍潘秀敏等、陳浩業、陳靜、陳晟立、順合實業社、詹進
益、廖永富、羅劍毓各10,000元；方俊雄7,000元；丁若貞6,000元；陳明德全家
5,000元；王薇薇4,400元；韋靜宜、鄒怡各4,000元；李周復、林美豐、陳清水、
裘雅君各3,000元；文澤豪、吳賴裕、張宜盛、陳文章、曾德勇、黃吳菜闔家、
黃張秀盆、劉珍雄各2,000元；吳易凡吳易薇時素秋等、李國明各1,500元；林芯
鈺1,200元；尤勝子、王月霞、王張雀玲、王雪子、吳金、吳樹泳、李欣 、李若
華、李惠齡高啟哲高筠絜等、李錫凱、林秀美、林育永、林通榮、邱慶宗、袁少
軒、袁育銓、張台平、張明超、陳秀枝、陳佳平、陳鑾娥、曾秀英、無名氏、楊
子秀、楊進鎰、葉芳圓、劉怡伶、鄭百村、鍾瑞玉各1,000元；唐忠業、鄭聰明各

林邑璁醫師檔案：

800元；古蕙珠、吳不、董麗守各600元；伏黃日妹、吳珠美、李文彬、李水蓉、

現

職：1.臺北榮總內科部感染科主治醫師
2.國立陽明大學部定講師
學
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
長：感染症疾病、一般內科、微生物學
門診時間：
星期一上午感染科第11診（診間代碼：00211）

李金嬌、李彥廣、洪秀蓁、洪筱萍、莊玉珠莊許春惠等、連宏昌、連李嬌妹、
陳德仙、無名氏、楊貞燕謝秉學合家、楊淑珍、楊淑敏、簡序和、羅文菁、羅國
政、羅菁菁、蘇惠娟500元；黃建華黃李魚黃曼娟黃曼苓等400元；朱孝篤、李安
正、康興邦、郭永彬、陳昆義、陳美對、黃建銘、蔡良宗各300元；王天海、吳秀
美、吳陳水雲、周馥蘭、林瓊櫻、唐先見、唐先媛、唐亞岐、唐啟國、張庭禎、
張靜莉、張婕、許娟娟、陳子諺、陳秋明、陳許冬菜、陳塗、陳福清、陳麗慧、
劉炫隆、蔡佳蓉各200元；江長興、江敬銘、曹美麗、無名氏各100元；蔣敬吾50
元；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工愛心百元捐款73,600元，捐款總計1,977,8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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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檢舉專線』：一、「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24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2樓）。二、「電話舉報」方式：0800－286－586。
三、「投函舉報」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臺北郵政14－153號信箱）。四、「其他」方式：1、傳真檢舉專線：02－2562－1156。2、電子郵件舉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

不論男女大約從35歲起，骨質量會開

-減緩失智者功能退化
失智症是一種持續腦部功能退化的疾
病，大多數病患記憶力會減退，忘記很多
事情，包含現在、過去的事，甚至最親愛
的家人都可能會不認識。除記憶力不好，
失智病患大多是老年人，還會合併判斷力
喪失、空間感缺損、語言溝通能力受損
等。因多種功能喪失，日常生活中常面臨
許多事情無法獨力完成，需要他人協助才
得以順利進行。
一般而言，家中如有需協助的失智長
者，有些家屬會幫家中長者事先規劃各種
生活瑣事，甚至幫病患請位專任照顧者，
提供全天24小時協助。此外，也有家屬因
不知該如何照顧，擔心失智者在家中會出
事，所以限制病患生活空間，簡化日常活
動，除吃飯、洗澡、看電視外，就沒有額
外活動。這兩種照護模式是最常見的，那
種照護模式是適當的呢?
很可惜，以上兩種方式都不適當。照顧
一位失智患者，最好的模式是要能夠「減緩

失智病患功能退化」。在醫療方面，針對部
分失智病患，有藥物能減緩疾病惡化，但並
非每位病患都有療效，也不一定能持續有
效。對藥物治療沒反應的病患，是不是就只
能夠看著她/他快速惡化呢?
並不是這樣的！失智者除藥物外，提
供適當照顧方式，可有效減緩病患退化。
怎樣的照顧是「適當」呢？先評估病患現
存能力，儘量讓他做到他目前所能做到的
最佳程度，這就是「適當」。要讓病患能
發揮他最大能力，醫師就要提供他最少的
協助。如果病患可完成七成的工作，醫師
就只要給予三成的協助；如果病患只能完
成兩成的工作，醫師還是只提供八成的協
助，讓他們自己完成剩下兩成。這樣的觀
念就是「階段性協助」概念，可分成以下
六個等級與對應的例子：
1.完全不需要協助：完全獨立穿衣與自
我照顧；2.需口頭提醒（如爸爸，記得要穿
衣服喔）；3.需用肢體動作稍微提醒，但不

疾病
Q&A

問 ： 大腸癌篩檢有異
常，建議再做大腸
鏡檢查，是否可能
得大腸癌?

答：糞便潛血檢查是偵測糞便裡是否
含有肉眼觀察不到的血液成分。若糞便內
驗出有血液成分，就表示消化道可能有某
部分出問題。
目前檢驗方法是用免疫法，以抗原抗
體檢測人類紅血球存在與否，來看糞便中

內科部感染科
主治醫師 鄭乃誠

物排泄物污染之水源或屠體組織工作者，
如農民、礦工、獸醫、畜牧業者、漁民及
軍隊等；於人群中爆發流行原因，為接觸
到受感染動物污染之水源（如河流、湖水
等）；尤其是在污染區從事野外活動－游
泳、露營、運動等；洪水氾濫後常見爆發
性流行。
臺灣於2006、2007及2008年確定病例
分別為41、42及47例（共130例）。2009
年因莫拉克颱風襲臺，造成屏東縣萬丹鄉
大淹水，造成鉤端螺旋體病群聚，該年確
定病例為203例。
人與人間直接傳染極為罕見，螺旋體
可經由尿液排除達1個月或更長，可經由食
入或接觸受感染動物之尿液或組織污染的
水、土壤、食物而感染。當人們工作、游
泳、戲水或野營時，經皮膚傷口、口咽黏
膜、眼結膜、鼻腔或生殖道傷口感染。主要

是否有血液，此法不會因飲食裡血液成分
而影響結果，目前被認為是較好的檢查。
糞便潛血檢查呈陽性絕不是大腸癌診斷唯
一指標，如有出現潛血反應，一定要做進
一步檢查，來排除是否為腸胃道問題，這
點是不容忽視的。
近期國健局大力推廣糞便潛血篩檢，
針對50歲以上民眾每兩年補助1次，目前
已有不少民眾參與。收到陽性反應報告的
民眾雖不用太緊張，但千萬不可輕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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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良醫師檔案：
現職：臺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學歷：慈濟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老年醫學、神經科
門診時間：
星期四上午高齡醫學整合門診第2診
（診間代碼：05702）
星期五上午高齡醫學整合門診第1診
（診間代碼：15701）

潛伏期通常為10天，範圍包含2至30天。
積極支持性治療，包括呼吸治療、體
液的控制和電解液平衡及處理出血等，若
出現腎衰竭情況，應給予血液透析或腹膜
透析治療。
預防重點：1.教導民眾避免在遭受污染
的水中游泳或涉水；當工作必須暴露於病源
環境時，採用適當的防護措施；2.保護高危
險工作者，提供長靴、手套和圍裙；3.避免
接觸可能遭受污染的水或土壤；4.滅鼠，尤
其是農村，保持居家環境清潔；5.隔離被感
染的動物，避免其尿液污染環境；6.對畜養
之動物施打預防性疫苗。
鄭乃誠醫師檔案：
現職：1.臺北榮總內科部感染科主治醫師
2.國立陽明大學內科臨床講師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
專長：內科學、感染症醫學、微生物學
門診時間：
星期二上午感染科第14診（診間代碼：00214）
星期四上午一般內科第5診（診間代碼：00105）

儘快至醫院進行專業評估跟檢查。因一旦
潛血反應呈陽性約有五成有息肉，約4%可
能是大腸癌。
根據歐美國家經驗，每1至2年糞便潛
血篩檢約可降低18至33％大腸癌死亡率。
為降低腸癌對國人健康威脅，大家除應積
極接受國健局推廣的免費糞便潛血篩檢
外，如有排便習慣改變或解血便等情形，
應儘早至醫院診治。

外科部大腸直腸外科主治醫師 林春吉答覆

生活最健康

鉤端螺旋體病
鉤端螺旋體病是由鉤端螺旋體感染產
生的病症，是熱帶、亞熱帶地區常見的人
畜共通感染病，在臺灣其被歸類於第四
類法定傳染病。鉤端螺旋體為細桿狀螺旋
型，兩端呈現鉤狀具內鞭毛的螺旋體，可
經由傷口感染幾乎所有哺乳類動物。動物
感染鉤端螺旋體後，造成腎臟慢性感染，
並由尿液大量排菌，再經由尿液污染水及
土壤，進而感染人類。當人們工作或野外
活動時，可經由皮膚及黏膜傷口因接觸到
動物尿液污染的土壤或水而得病，少部分
因直接接觸動物及其組織而感染。目前
為止發現至少有25個血清群約277個血清
型，感染過某血清型鉤端螺旋體後，仍有
可能受其他不同血清型的感染。
世界各地，不論城鄉，已開發或開
發中國家，除極地外，皆有鉤端螺旋體
病發生。此病易發生於野外經常接觸動

高齡醫學中心
主治醫師 劉建良

直接幫他做（如拿起一件衣服，爸爸，這
件衣服是內衣，要先穿，其他的照順序穿
喔）；4.一步一步帶領怎麼做，但仍不幫他
做：爸爸，這件是內衣，要先穿，再來是襯
衫等；5.協助部分活動的進行：協助部分穿
衣服的過程與動作，如協助穿襯衫；6.完全
協助：完全依賴他人協助。
依照階段性協助原則，同時可評估失
智者能力，找出每個人最適當的被協助程
度，讓病患發揮他現有能力，減緩退化。
照顧者在提供協助時，需觀察病患確實無
法達到或有施行困難的部分，立即提出協
助，讓病患能順利做好每一件事； 用鼓
勵代替責罵跟輕視，能設計一個讓失智者
自己動手做的環境，不只維持能力，還加
自信與愉悅感。在適當的協助下，他們還
是很靈活的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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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適當」的協助

李鳳利醫師榮升眼科部主任

恭賀

宋文舉醫師榮升兒童醫學部主任

恭賀

李鳳利醫師榮升眼科部主任

學經歷

學經歷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美國洛杉磯南加州大學新生兒醫學

‧臺北榮總眼科部主治醫師、視網膜科主任

甲醛的毒性
中心研究員

朱任公

一執行編輯一
許淑霞、陳美碧

研究員

加護醫學及毒物中心研究員

一編輯委員一

‧美國芝加哥大學眼科視網膜研究員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新生

王盈文、王馨慧

‧國立陽明大學眼科臨床副教授

兒科研究員

板橋郵局許可證
板橋字第1279號

一副總編輯一

‧美國伊利諾大學眼科病理及視網膜

‧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兒童醫院急診

國內郵資已付

王國揚、王富仙

‧國防醫學院臨床教授

朱建榮、朱國華
李政源、吳東明

‧臺北榮總一般兒科醫務科主任

‧光動力雷射治療研究主持人

‧教育部部定副教授、兼任國防醫學院教授

‧中華民國視網膜醫學會理事

林炯熙、林釀呈

‧陽明大學急重症研究所副教授、小兒科醫學系副教授

‧臺灣防盲教育研究醫學會常務理事

林玟玲、林協進

專長

專長

洪志成、范玉華

新生兒科、兒童急診醫學、重症加護醫學、胸腔醫學、呼吸

視網膜玻璃體手術、視網膜雷射治療、眼科病理診斷、光動

照護醫學、兒童軟式支氣管鏡檢查與治療。

力雷射治療、白內障手術、一般眼科疾病診治

何瑾瑜、吳思賢

況守信、侯重光

宋主任畢業於國防醫學院，民國71年起任職於本院，期

李主任民國73年起任職本院眼科部，其間曾赴美國進修2

間赴美國各大學醫學中心進修2年，相關研究多篇發表於SCI

年，致力研究視網膜病變，成效卓越，已成為眼科視網膜診

及國際期刊；多次應邀赴國際醫學大會做專題演講，發表

８

７

創新技術及成果，在國際醫療領域獲高度肯定；兼任各
大學醫學院教職，指導實習醫師訓練紮實，學生遍及國內
外，為醫學界作育英才無數，貢獻良多。

要聞風向球

生活最健康

宋主任除鑽研高深醫學研究外，對於編撰一般民眾居
家必備的健康照顧手冊也不遺餘力，如《絕對安心 寶寶
急症處理》、《優質寶寶養育手冊》、《育兒生活100問》、
《健兒門診100問》、《圖解嬰幼兒現場急救DIY》等，都是

斷與治療的權威，常受邀國內外教學與演講，在國際醫療領
域普獲肯定。為國內首位雷射光動力治療黃斑部新生血管臨
床試驗主持人；同時為國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抑制劑注射玻
璃體治療老年性黃斑部新生血管、高度近視引起之新生血管
及糖尿病黃斑部水腫之臨床試驗主持人；發展新技術，使用
「光動力雷射」治療黃斑部疾病，嘉惠病友。
李主任臨床教學認真嚴謹，學生都稱讚他是一位好老

胡育文、翁文松
黃東富、黃建勝
黃啟原、黃加璋
陳克華、陳志堯
陳燕溫、陳鈺棟
陳婉珍、張世霖
張誌剛、張豫立
梁慕理、許喬博
許敬暉、彭彥文
賀皓宜、溫信學
楊振昌、鄭乃誠
鄭宏煒、劉瑞瑤
劉建良、蔡昕霖
蔡佳芬、顏厥全
霍德義、賴至柔
盧重品、關尚勇
黎思源、羅元豪

師，提攜後輩不遺餘力。不辭辛苦指導住院醫師，從無怨

提供婦女育兒的最佳知識來源。(報導/公關組吳建利)

言，二度榮獲「臨床教學績優醫師獎」。李主任更運用資訊

顧鳳儀

一攝

影一

朱幼喬、張文瀚

科技，開創國內眼科影像數位化及網路化之先風，縮短就醫

人事動態
姓

名

流程，提昇醫療教學品質，深獲民眾稱讚。

徐佩佩

(報導/公關組吳建利)

黃銘超

一行政助理一

現職稱

神經醫學中心兒童神經外科主任
（自101/08/23起生效）

原職稱

神經醫學中心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學

歷

1.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2.日本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博士

教

職

國立陽明大學助理教授

一、接種對象：
(一)流感疫苗：65歲以上長者(36年12月31日前)、罕見疾病

長

脊椎手術、脊髓損傷修復手術、
腦瘤手術、臂神經叢手術、周邊
神經病變手術、頸動脈阻塞手術

王治雁

及重大傷病患者。
(二)肺炎疫苗：75歲以上長者(26年12月31日前)，未接種過
肺炎鏈球菌疫苗者。
二、接 種 日 期 ： 1 0 月 1 日 至 1 0 月 1 2 日 ， 星 期 一 ~ 五 ，

快 訊

08:30~12:00，13:30~16:30，中午休息。星期六上午
08:30~12:00。＊10月10日國慶日不施打。
三、接種地點：本院中正一樓大廳
上午07:00~11:30，下午13:00~16:00。

國稅簡訊

林漢 蚦

機動調整。

臺北市國稅局表示，10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五、費用：依接種項目及身分別區分，從免費－366元不等。

自101年9月1日起至10月1日止。請多利用網路報繳稅。詳

六、請 攜帶健保卡、身分證、罕見疾病病友卡(無則免)、重

情請見臺北市國稅局網站：http：//www.ntat.gov.tw。

大傷病卡(無則免)
七、洽詢電話2875-7460家醫部

：

：

日內 ，額
27
 滿為止 午
/間無休 ，週末及假日暫停服務

601號之後建議下午13:30再至接種站施打，現場視狀況

： ： ：

日內 ，額
27
 滿為止 。
日內 ，額
27
 滿為止 。

10月1日至6日，每日限號1000~1200號，發完為止。

： ： ：

限預約
00-24 00/
限預約
00-24 00/

四、發放號碼牌時間：

：

限預約 27
日內 ，額
00-24 00/
 滿為止 。
，停
 止預約掛號權壹個月 。

10月10日國慶日（星期三），本院
門診、夜診及大我門診均停診；急
診24小時服務。

：

人
服務時間 ： 08 00-17 00/
限預約
※工電話 （專人接聽） ： 02-2871-2151/
當日 複診掛號 ，限
以後 。

08 30

臺北榮總101年
成人流感暨肺炎疫苗接種開跑了！

口
【 12
線】 服
※語電話 （聲控式） ： 02-2872-2151
/務時間 ： 00
語音電話 （按鍵式）
【 線】 服務時間
：
：
※
/
02-2873-2151 32
00
電
服務時間 ： 00
※腦網路 ： http //www6.vghtpe.gov.tw/

已
※預約掛號者 ，看
 診當日無法到診 。請事先取消 ；如連續違約兩次

專

一編輯助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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