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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活動 / 歡迎新社友 吳元益 Melon宣誓入社】

上

週民國106年十一月七日
第1200次例會邀請葉守正
Brains 社友（台灣腦中風學會
理事長）做『中風新突破-台灣
IA助人助己計劃』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感
謝Brains擔任今天的演講人，很
多夫人為他而來，強棒出擊，
果然今天的出席率很好。
Catia社長報告，11月22日
的扶輪日感謝出席的社友、夫
人及小扶輪，當天完成了好多
工作，健行、反毒…等，在功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勞簿記下了好幾點，跟大家報
告一下，在RCC上面，我們還
欠一點，就是下年度的年費，
下年度的年費如果繳完，我們
就可以拿到扶輪社長獎，我們
的服務都做得差不多了，接著
是下年度的地區訓練師講習會
，中央社Music一標到工程就想
到南門社，我們負責公關與出
席相關的工作，11月2日下午二
點半要與Music開會，所以11月
2日的扶輪之子認養活動，要麻
煩社友代勞。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二例會舉行慶生會暨歡迎新社
友-吳元益Melon社友宣誓入社
，歡迎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Onsen秘書報告，11月14
日是南門第23屆授證慶典(下午
5:30註冊聯誼、晚上6:00授證
慶典、晚上7:00南門授證晚宴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B2長榮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廳)
Onsen秘書報告，感謝Rich
社友10月24日在公司舉辦家庭
懇談會；感謝Kenchiku社友10
月30日舉辦家庭懇談會。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 傳真：04-2329-4203

第1200次例會

葉守正 社友
（台灣腦中風學會理事長）

中風新突破 台灣 IA 助人助己計劃

▲葉守正 Brains社友演講：中風新突破 - 台灣 IA 助人助己計劃」

民國106年十一月七日
上週第1200次例會邀請葉守正
Brains社友（台灣腦中風學會理
事長）做『中風新突破-台灣IA助
人助己計劃』專題演講。

Casa介紹葉守正 Brains社友
，現任澄清神經內科主任醫師，
經歷很豐富，是台灣腦中風學會
理事長、台中榮民總醫院主治醫
師、台北醫學院醫學士、醫學教
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逢甲大學自
動控制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台灣
神經學會理事、台灣神經學會自
律神經學組負責人。
專業證照：醫師證書、內科
專科醫師證書、神經科專科醫師
證書、部定助理教授證書。

Brains社友說，很高興隔了
十年又在例會中與大家分享三十
年來的神經科或是腦中風的治療
心得。
腦中風常病發突然，沒有特
別明顯的徵兆，會讓人誤以為是
身體一時不適，等到癱倒在地，
重則危及生命，更多的是造成各
種後遺症，對病人及家屬造成重
大打擊。如果突然嘴歪眼斜，單
側手臂無法舉起，口齒不清等疑
似中風症狀，務必要立即就醫。
腦中風位居十大死因的第
2-3位，每年台灣有7-8萬人中風
每17分鐘就有一人中風，一旦民
眾發生缺血性腦中風，每晚1分

鐘送醫就加速腦部老化3.1周，
晚1小時送醫，大腦將老化3.6歲
。但若能在發病3小時內送醫治
療，可幫助4成患者遠離腦損傷
機率，甚至每早15分鐘使用合適
治療，更可以增加4％機率恢復
正常活動功能、降低出血與死亡
率。以往治療方式，在黃金三小
時積極使用血栓沿解劑r-tPA搶
救腦組織，增加復原機會。結合
EMT快速將病人送到急診，施
打血栓沿解劑，但是由於時間限
制、嚴格的篩選條件、醫療人員
人力、同意書簽署問題，目前各
醫院平均施打率約4-10％，即使
來得及施打，r-tPA血管打通率
約為30％。
2015年底中風治療大突破
，動脈機械取栓 Intracranial
artery thrombectomy,IA在2014
年12月及2015年中，五個重要
的缺血性腦中風腦動脈取栓治療
研究，發現他們提高病人的生存
的機率和生活功能。造就了當代
缺血性腦中風治療的新里程碑—
打通率80-90%，有近一半病人
不需靠人照顧(MRS=0-1)。
動脈取栓術(IA thrombectomy
，利用微創腦導管將阻塞特定部
位腦血管之血栓取出。這需要由
跨領域的腦中風治療團隊（神經
內外科、影像放射科、加護病房
）合力完成。與血栓溶解劑相比
，動脈取栓術可將治療黃金時間
由3小時延長至6到8小時，某些
特定部位阻塞更可延長到12小時
左右，為病患帶來更多的治療機
會。
在AHA網站上，可以看得
到自從新的IA治療準則公佈之後
，一年內已經有12,000-13,000
人接受了這樣的治療，未來預計
每年有六萬人會接受腦動脈取栓
術治療，是無法阻擋的趨勢，目
前美國有百個醫院可以執行IA治
療。
台灣每年有六萬人為腦血管
阻塞。在未來，若是十分之一的
中風病人須接受取栓治療， 則
每年將近會有6000個病例，需要

社友提問如何觀察家裡長者是否為腦中風？Brains說台灣版腦中風徵兆「臨
『微』不亂」口訣：「臨」時手腳軟、「微」笑也困難、講話「不」清楚、
別「亂」快送醫，如有以上症狀要即早送醫治療。

接受這樣的治療，但是我們根本
就沒有足夠人力、人才，也沒有
健保財務的規劃，可以來進行這
樣的全國性前瞻醫療的跨院整合
性計劃。2016年，台灣僅完成目
標的3.3%。
Brains社友說到台灣動脈機
械取栓(IA)的困境有幾下幾點：
1.健保給付過低：目前台灣
給付7500點=7500X0.9=6750元
，在美國治療約1-3百萬元，大
陸50萬元，台灣AMI心臟血管打
通給付約7萬元。
2.人員不足，需24/7工作，
目前僅10-15位有qualified，區
域聯防不完整。
人材缺口有多大？神經内、
外，神經放射專科醫師年增60位
，每年僅個位數投入中風介入治
療。
若以百萬人一個中風介入中
心，中心需5位醫師24/7值班，

台中南門社

全台約需5X25=125位。
目前台灣IA 1.0計劃目標，
增加治療人才庫、建立醫療網、
新技術及醫療質的提升、教育訓
練評鑑、民眾衛教。
積極人才培育計劃，急性缺
血性腦中風機械取栓醫師獎勵辦
法：
1. 申請人需具台灣腦中風學會會
員。
2. 申請人需具專科醫師資格。
3. 通過台灣腦中風學會審核委員
會許可。
4. 訓練地點、訓練師資需為台灣
腦中風學會認證許可。
5. 獎助金額為每月二萬及獎勵期
間為九個月。
6. 訓練期間需完成台灣腦中風學
會動脈取栓認證辦法規定之訓
練項目，並取得急性缺血性中
風之動脈取栓證書。
7. 若訓練期滿，無特殊原因未完

家庭懇談會

▲2017.10.30(五)林丙申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
李祐助社友、陳向榮伉儷、唐瑋勗伉儷

成上列訓練項目，台灣腦中風
學會保留追回吲份或全部獎助
金的權力。
推行台灣IA 1.0計劃勸募活
動初衷～古有名訓：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下醫醫病。請大家一
起醫國，做公益助台灣，成為真
正寶島台灣。
結合社會各界的力量，自助

大明國小扶輪之子探訪活動

日期：2017年11月2日

助人，God bless Everyone！
向上提升整體腦中風治療品
貭，使急性中風病人，可以丢掉
拐杖，不要外勞，進而減少長照
負擔，許台湾每個人有純淨、朗
晴的腦海及有用的腦袋，推行台
灣 IA 1.0計劃需要您的幫助與
參與。

點滴

Brains、Bob。請參加人員記得
在11月11日早上六點在苗栗縣體
育場集合。

報告出席率
朱福民報告扶輪之子活動
扶輪之子主委Fumin報告大
明國小扶輪之子相見歡日期11月
2日(四)，認養人是Tony、Art、
Concord。台中家商扶輪之子相
見歡日期11月15日(三)下午二點
，認養人是Gray、Archi、Kaepa
、Chemical、Bistro、Packing。

何志修糾察時間

扶輪基金主委洪富金報告
King主委報告本社今年爭取
的地區獎助金，延續去年茄荖國
小弱勢偏鄉國小美語教學，今年
還是由台中家商外語科的同學負
責這項活動，訂於11月9日星期
四下午二點到茄荖國小安排第一
階段的相見歡，家商同學與老師
都會到，誠摯邀請社友當天一同
到茄荖國小參加課後輔導相見歡
活動。

出席主委Faith報告上週出
席率，社友人數66人，出席人數
48人，出席率72%。達到Faith
主委獎勵出席摸彩標準，恭喜四
位幸運中獎人～Ears、Skyline、
Rudy、Kingnet獲贈蝦子一盒。

張廖萬煌報告馬拉松
Home報告扶輪愛跑組別及
組員，南門第一組競賽組(5.6
公里)組員有Gary、Tony、Poster
、Rich、King、Kenchiku、Polo、
Surgeon。南門A組(3公里)組員
有C.P.A.夫人(張斯芳)、Catia
社長、Home、Packing、Star、

Brains精彩演講獲得社友
熱烈迴響，感謝Ears、Rudy、
Skyline、Concord、Kneader社
友分享聽講心得。

台中家商南門扶少團第六、七屆交接典禮
106年9月27日(三)台中家商南門扶少團舉行第六、七屆交接典
禮，社長率領社友、社友夫人前往參加。

下週 例會

106年11月14日(星期二)

【 台中南門第23屆授證慶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