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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讓下半輩子更健康』
主講人：簡邦平 醫師 ( 台 灣 男 性 學 學 會 理 事 長 )

民國107年七月廿四日
上週第1238次例會，邀請彰化
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陳嘉邦醫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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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
題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天的講師陳嘉邦 醫師蒞
社演講「影像介入導引手術治療
男性攝護線肥大及台灣肝癌治療
技術發展」，這兩個題目都很大，
Model 社友也特地偕夫人美圓一
同來聆聽，歡迎美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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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東友社陳吉源社友，他
是我們今天講師的爸爸，希望陳
醫師沒受到爸爸的影響，盡量放
輕鬆，盡情發揮。
Packing 社長報告，恭喜寬
哥即將在下週宣誓入社。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星期二 例會節 目，由 Ears 社友
力邀簡邦平 醫師蒞社演講，講
題是「讓下輩子更健康」，簡醫
師是台灣男性學學會理事長、世
界性醫學學會倫理委員會，演講
內容有關性愛與泌尿方面的，歡
迎社友踴躍參加。
Poster 秘書報告，7 月 27 日
育英國中教學設備捐贈典禮，時
間原預訂早上 10:00 報到，現在
提前到 9:30 報到，請社友踴躍
參加。
Poster 秘書報告，下個月慶
生會暨歡迎新社友入社儀式，原
本地點在寶麗金餐廳，Kingnet
成公請大家吃雞酒，後因長榮同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意讓我們外送雞酒，所以我們又
移回長榮飯店舉行。
Poster 秘書報告內輪會通知：
7 月 28 日 ( 六 ) 內輪會聯誼聚餐
(Gold Class 電影欣賞：不可能
的任務 - 全面瓦解 )，地點在老
虎城華納威秀影城 7 樓，請務必
於電影開演前 20 分鐘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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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次例會

主講人：陳嘉邦 醫師
(彰化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部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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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大，壓迫尿道與膀胱，造成排
尿與儲尿問題。
陳醫師用IPSS評估表來評估
下泌尿道阻塞的嚴重程度，及確
定診斷後續治療的四種方式。

▲陳嘉邦醫師演講：影像介入導引手術治療男性攝護線肥大及台灣肝癌治療技術發展

上

週民國107年七月廿四日
第1238次例會，邀請彰化
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部主治醫師
陳嘉邦醫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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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
題演講。
Star介紹陳嘉邦醫師，陳醫
師68年次，年輕有為，畢業於國
立台灣大學醫學系，曾在台北榮
民總醫院放射線部執業過，目前
是彰化基督教醫院影像醫學部主
治醫師，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影
像介入導引手術治療男性攝護線

肥大及台灣肝癌治療技術發展』
，相信有需要的社友受用，還不
需要的社友更要認真聆聽。

陳嘉邦醫師說，他是放射科
醫師，一般常見的放射科醫師只
進行醫療影像診斷不跨足臨床治
療。後來介入治療放射科醫師，
運用影像導引，進行特殊治療。
攝護腺是什麼東西？它位於
骨盆腔內，膀胱下方，直腸前方
，分泌攝護腺液，與儲精囊分泌
物混合成精液。
什麼是良性攝護腺肥大？就
是攝護腺細胞增生，攝護腺體積

一、內科藥物治療：目前常
用的兩種藥物比較：1.抑制男性
荷爾蒙，藥效：減少攝護腺體積
，副作用：可能影響性功能。
2.抑制甲型交感神經，藥效：改
善症狀，副作用：降低血壓。
用藥治療，效果較不明顯，
需數週後才有效，而且效果會逐
漸遞減。
二、經尿道攝護腺刮除術，
缺點是傷害尿道括約肌，容易術
後尿失禁，需穿尿布或插尿管約
數週到數月之久，逆行性射精。
三、綠光雷射汽化術：由鉀
，鈦，磷晶體所激發產生，是所
有治療效果最無副作用，療效
最好的，但是費用較昂貴，約
150,000元左右。
綠色雷射光束，能量被血紅
素吸收瞬間造成攝護腺組織汽化
，安全性高，出血量少，逆行性
射精或尿失禁狀況很少見。
四、攝護腺動脈栓塞術：由
腹股溝處的股動脈放置導管，傷
口小不需麻醉，副作用極少且罕
見，不會有尿失禁或逆行性射精
的困擾，若血管較彎曲，則手術
時間會較長。
攝護腺動脈栓塞術作用原理
，將微導管從股動脈逐步放置到

攝護腺動脈內，經微導管打入栓
塞微球，將攝護腺動脈的小分支
塞住，攝護腺組織會因缺血而逐
漸萎縮，被攝護腺阻塞的尿道再
度回復通暢，約術後4至8週最有
感。
台灣肝癌治療技術發展
肝病長年來為十大死因之一
，每年約13,000人死於肝衰竭，
肝癌與肝硬化等併發症，慢性肝
病及肝硬化為全國主要死因的第
9位，肝癌則為全國主要癌症死
因的第2位。
長期肝臟損傷導致肝硬化與
肝癌，需定期檢查追蹤：抽血，
超音波，電腦斷層，磁振造影，
磁振造影對於檢測肝內病灶有極
高診斷價值，磁振造影的彈性影
像，可以非侵入性的診斷肝硬化
並分級，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肝癌治療方式
一、手術切除：唯一的根治
法，預後最佳(五年存活率>50%)
，只有不到30%病患適合接受手
術，術後可能造成肝衰竭。
嚴重肝硬化，術後預期剩餘
肝臟體積不足，或太晚發現，腫
瘤數過多或腫瘤過大、年紀太大
、體力太差則不能做此手術。

二、換肝（活體捐肝或大體
捐肝）：將不好的肝拿掉換一個
（或半個）好肝，術後須長期服
用抗排斥藥物，活體捐肝在亞洲
較盛行（因大體捐肝難尋)。
彰基在活體換肝方面 個案
數與存活率皆為全台前三。
三、射頻燒灼術：局部破壞
腫瘤，為不可手術病患之首選。
超音波導引下，將燒灼針放至腫
瘤，特別的腫瘤位置可能較難完
整治療，若藉由電腦斷層導引可
幫忙完成治療，病患限制較少。
極少機率(<4%)可能造成腫瘤擴
散至肝臟血管或腹腔內。
四、腫瘤血管栓塞術：肝癌
患者的第三線治療方式，肝癌是
高血管性的腫瘤，由肝動脈供應
，正常肝細胞的血流由肝門脈系
統供應，將肝動脈栓塞保留肝門
脈，可治療肝癌且減少傷害正常
肝細胞，在栓塞物質內再加上化
療藥物更能增加治療的成功率。
傳統的栓塞物質以lipiodol
(碘化油滴)為主，價格較低且普
及，但術後病患常有腹痛與肝功
能下降的併發症，可能有化療相
關的全身性併發症，病患可能因
害怕併發症，而拒絕治療。

五、載藥微球：新發明，但
要自費(5~6萬左右)，延長且緩
慢的局部釋放化療藥物，大幅減
少術後各項副作用，術後滿意度
超高！
六、肝內放射栓塞治療：為
後線輔助治療，自費且單價高（
70萬左右），利用肝癌高血管性
的特性，從血管內打入的放射性
栓塞物質有較高的機會流到高血
管性腫瘤內，正常肝細胞也會受
損，但相對不嚴重，術後放射線
療效可維持3~6個月，病患不必
再頻繁跑醫院，生活品質較好。
七、標靶藥物治療
八、化學治療
九、免疫療法
最後一線治療，治療反應率
約10~20%不等。
慢性肝病變長期為國人健康
殺手，最後易演變成肝癌，遠離
肝病因子，定期檢查追蹤，特別
是影像學檢查，肝癌治療，依不
同期別有不同的適合治療方式。
手術是預後最佳的方式，雖
然有諸多限制，射頻燒灼、血管
栓塞、或放射栓塞也有一定的療
效。化學療法，標靶治療與免疫
療法屬於最後一線療法。

點滴

林耀清報告高爾夫球國外賽
國外賽主委Rich報告今年度
高爾夫球外地賽舉辦日期：12月
19-23日，地點：越南胡志明市
，目前已有三十多位社友報名，
第一天與最後一天都有安排旅遊
行程，歡迎社友及夫人盡速報名
，以免向隅。

台中南門扶輪社 18-19 年度社 區 服 務 活 動

台中南門社暨社友母親 邱陳阿美女士
補助育英國中購置科技教室教學設備捐贈儀式
台中南門社於107年7月27日舉行社區服務
活動~「創客愛動手 ˙ 行動ｅ學習育英國小圓夢
計畫」與邱啟成Faith社友母親邱陳阿美女士聯
合捐贈育英國中教學設備儀式。
會特別選擇育英國中，除了關懷弱勢學生之
外，也是因為本年度計畫服務主委 邱啟成是育英
國中校友，因校內學生有將近四分之一是中低收
入戶和弱勢家庭，家中因經濟無法添購電腦等給
孩子使用，而校內也缺乏資訊科技相關器材，為
此本社特別捐贈iPAD、智高機器人等套組，總計
捐贈金額將近50萬元，提供給學生使用，希望他
們能妥善利用這些設備，好好學習。

社 長 的 話
人之衰老，不是因為年齡變大，而是因為心態不再年輕。
痛苦的人宅在家裡不斷抱怨，快樂的人雲遊四海不斷逐夢。
追求身心健康，多到外面走走看看吧！

邱啟成報告服務計劃
Faith主委報告7月27日育英
國中捐贈典禮提前9:30報到，
9:40正式開始，歡迎社友踴躍參
加。

下週 例會

上週出席率67%

糾察時間

代 理 出 席 主 委 是Sugar報
告上週出席率達67%，可抽出
席 獎 二 名 ， 恭 喜 Alumi社 友 、
Kaepa社友抽中玉溪米一包。

Innovation代理主持糾察時
間，感謝東友社陳吉源社友、
Poster秘書、Star、Lawyer、陳
醫生紅箱一筆。

107 年 8 月 7 日 ( 二 )

八月份慶生會暨歡迎新社友張長寬宣誓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