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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1、影像介入導引手術治療男性攝護線肥大
2、台灣肝癌治療技術發展
主 講 人：陳嘉邦 醫師 ( 彰化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部 主治醫師 )

上

週民國107年七月十七日第
1237次例會，邀請中國附
醫兒童急救訓練科主任 楊文傑
醫師，做「台灣兒少保護現況」
的專題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歡迎
今天的講師楊文傑醫師及與會的
社友夫人。
感謝楊醫師蒞會專題演講，
歡迎張長寬 ( 寬哥 ) 準社友，通
過入社申請，再出席三次例會，
就正式成為南門社社友。
寬哥不僅高爾夫球打得好、
品酒更是厲害，更棒的是來例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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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習從不缺席，我們歡迎寬哥的
加入。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例會邀請陳嘉邦醫師專題演講
(1) 影像介入導引手術治療男性
攝護線肥大、(2) 台灣肝癌治療
技術發展，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Poster 秘書報告，會後召開
STAR 會議，邀請 CP Concept
演講：怎樣才是優質的扶輪社。
Poster 秘書報告，下週五將
到台中育英國中做服務計劃捐贈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典禮，我們捐款金額不少，但是
參加的人數不多，希望大家能能
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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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次例會

主講人：楊文傑 醫師
(中國附醫兒童急救訓練科 主任)

台灣兒少保護現況

▲楊文傑醫師演講：台灣兒少保護現況

上

週民國107年七月十七日第
1237次例會，邀請中國附
醫兒童急救訓練科主任 楊文傑
醫師，做「台灣兒少保護現況」
的專題演講。

Surgeon介紹講師楊文傑 醫
師，楊醫師是中國附醫兒童急救
訓練科主任，在急診服務的同時
，也肩負兒童急救訓練的教育使
命。
好的醫師能把病人的疾病治
療好，如果能注意到病人的心理
疾病甚至處理得好，當然是一個
更好的醫師，如果能再把範圍擴

大，能照顧到的不只是病人的身
心，更能照顧到病人的家庭、教
育甚至是他的未來，當然，這樣
的醫師應該是很笨的醫師，因為
這樣做，並無法增加他的收入，
但是卻能獲得很多人的讚賞跟鼓
勵，楊醫師就是這樣的人。
專題演講時間，中國附醫兒
童急救訓練科主任 楊文傑醫生對
大家說今天主要演講重點是讓我
們了解1.台灣兒少保護現況、台
灣兒少保護流程與處理情形、找
到酌力點。
他首先講述一個六個月男嬰
受虐的案例，到院時雙眼無神，
唇色微青，陸陸續
續的癲癇發作，前
囟門膨出，男嬰的
媽媽表示，今天下
午病童在遊戲之後
上車，在後座突然
在一陣哭鬧之後失
去意識，維持大約1
分鐘，沒有撞傷或

跌落、沒有發燒或是感冒症狀、
沒有類似症狀，經過電腦斷層及
核磁共振，答案呼之籲出，一方
有出血過的痕跡，骨頭也有骨折
的狀況，頭部疑似被打，立即照
Ｘ光片，發現全身都有骨折的痕
跡，我們放射科醫師立即懷疑是
兒虐…這些受虐的小孩常有神經
症狀，例如無緣無故癲癇、昏迷
，腦部有不可逆的傷害，甚至可
能有腦部不尋常的新舊出血，這
些從斷層掃描或X光片都可看出，
但有些傷並非急性期，就可研判
一定是不只一次的碰撞與毆打。
問題一：1.一般通報：任何
人在發現有疑似兒童受虐待時，
都應通報當地主管機關或警察機
關。2.責任通報：醫事人員、社
會工作 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
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在
知悉兒童及少年遭受虐待事情時
，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主管機
構，否則將受罰。
問題二：病人是？誰是施虐
者？施虐者的身份中有7%是孩
子的照顧者，5%是親戚，0.1%
是來自與孩子相關的機構，3%
是父母同居者的虐待，77%是
施虐者的父母親，大部分的兒
童少年的施虐者是他們自己的

怎樣才是
STAR 會 議
優質扶輪社？

父母親。
問題三：如何治療？1.治療
身體傷害，2.保孩子，3.下一步
評估是回到原生家庭好，還是被
安置較好？
楊文傑醫師圖表分析現今青
少年受虐及疏忽情況，他語重心
長的表示台灣兒少保護的現況，
似有惡化趨勢。近五年，中央重
大兒虐案件中，每三件就有一件
是兒童保護或家庭暴力系統已知
個案，也就是進入到保護網中的
小孩，未必都能來得及長大，為
確保兒童人權，我們得做些什麼
，台灣得加把勁。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表明兒
童與生俱來享有生存、受保護、
發展、參與四大基本權利。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在全球致力推動兒
童權利的發展與實踐，實現兒童
「零」受苦。
今周刊指出目前兒少保護出
現缺失，癥結一：全員通報浮濫
；癥結二：公權力未落實家長凌
駕孩子生存權，救援受阻；癥結
三：社工人力不足，公部門兒少
案量無上限，甚至50案；癥結四
：資淺社工判斷失準，缺乏經驗
錯過救童最佳時機。癥結五：安
置資源不夠多元，三歲以下、身
障童，最容易無處去。
所以我們要如何來預防：
1.當心身邊未就學、未打疫苗、
嚴重疏忽、小爸媽的幼兒。
2.關心家中有家庭暴力的孩童。
3.鼓勵合格保姆及認證。
4.關心身邊幼兒身上異常徵兆。
5.注意高風險家庭內的幼兒。
6.輔助弱勢家庭育兒服務。
7.教育責任通報人（醫事人員、

上週 STAR 會議，STAR 委員會主委 Polylon 邀請 CP Concept
分享【怎樣才是優質扶輪社？】
1. 為何要參加社團？
※ 人生六大目標
身體健康 / 家庭美滿 / 事業成功 / 知識成長 / 社交文化 / 宗教信仰
※ 馬斯洛人類需求五層次
生理、安全、社會、尊重和自我實現
2. 社團種類與宗旨差異
服務性 / 職業性 / 宗親性 / 學術性…，都要入境隨俗
3. 為何加入扶輪社？
肯定扶輪精神—寬容、友誼、服務
4. 如何在扶輪社內完成夢想及享受？
瞭解扶輪 / 奉行精神 / 積極參與 / 與時俱進
( 扶輪知識：包含扶輪歷史、宗旨、章程、營運 四大項 )
5. 怎樣才是優質的扶輪社？
a. 社內氣氛融洽 - 內規引導（支持社長、理事會決行、無尊卑之分）
b. 對外服務夠量 - 願意奉獻
（服務愈多、獲益愈大）
c. 社友氣質提升 - 互相勉勵
（四大考驗）( 扶輪社友是青少年的典範 )

11:30舉行台中育英國中「創客
愛動手，行動e學習」服務計劃
捐贈典禮，因為有大家的愛心
並鼓勵育英國中的小朋友，希
望社友與夫人撥冗參加。

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
育人員、警察、司法人員）。
雞婆多一點，社會問題就少
一點。

點滴

上週出席率72%
李祐助報告STAR會議
STAR委員會主委Polylon
報告，今晚是24屆第一次的
STAR會議，邀請名師CP
Concept擔任第一場的主講人
，講題：怎樣才是優質扶輪社
？希望大家例會結束後，繼續
聆聽CP的演講。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
高爾夫球隊副總幹事King
報告，七月份月例賽暨社長盃
聯誼賽，日期：7月19日10:15
在國際場球舉行，大隊長加碼
一桿進洞獎品是價值十萬五千
元的手錶，這次比賽也關乎排
名，請大家要慎重比賽，上屆
大隊長響應環保，打球也請自
備水壺與水。

邱啟成報告社區捐贈活動
服務計畫主委Faith報告
，下週五7月27日上午10:00-

出席主委Kingnet報告上
週出席率達72%，可抽出席獎
四名，恭喜Chemical、Art、
Lapping、Living以上社友抽
中玉溪米一包。

糾察時間
Tony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Poster秘書、Surgeon、Bond
紅箱一筆。

台 中 南 門高爾夫球隊 第 24 屆

七月份月例賽暨社長盃聯誼賽
日期：107 年 7 月 19 日

下週 例會

地點：國際球場

107 年 7 月 31 日 ( 二 )

簡邦平 醫師

專題演講：『讓下半輩子更健康』

( 台灣男性學學會理事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