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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1239次例會，邀請高雄

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基礎醫學研
究科主任 簡邦平醫師，做「健
康下半輩」的專題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講師簡邦平醫師及 8
月 7 日即將正式宣誓的張長寬
Vino 社友。

歡迎龐大的粉絲團～夢幻球
隊：曾梓展醫師、莊瞬旭教授，
總監提名人Eyes、台美社夫婿：
賴建宏先生、蔣志隆先生、張世
杰先生，光田醫院：蕭君毅醫師
及 Ears 女婿 吳俊彥。

Packing社長報告，上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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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在育英國中做了一個
圓夢計畫的社區服務，感謝我
們多位社友的熱情參與，CP 
Concept副市長、Poster伉儷、
Rich、Catia、Lawyer、Art、
Innovation、Home、King、
Health伉儷、Fumin、Onsen、
Ryder，非常感謝Faith服務計劃
主委，不但出錢、出力還出"阿
母"，全家福全程參與。

第 24 屆第一次內輪會，我
全程參與，感想是這些夫人到電
影院非常開心，很多人傳簡訊給
小玲，說好像回到少女時代與姐
妹淘去看電影，喜悅都寫在臉
上，看電影有回春的功能，在電
影院每個夫人都是辣妹，所以鼓
勵社友能常帶夫人看電影。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二例會節目舉行八月份慶生會
暨歡迎新社友張長寬 Vino 宣誓
入社，新社友 Vino 是新慶化學
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推薦人：
Bond 社友，歡迎社友偕夫人踴
躍參加。

八月份慶生會暨歡迎新社友 張長寬 Vino 宣誓入社

RYE 派遣學生歸國與出國行前報告

成為勵志領導者

Poster 秘書預告地區活動，
8月27日(星期一)晚上7:30分，
由總監辦事處主辦，台中中央社
承辦的一場音樂響宴，地點：台
中國家歌劇院，門票有1500元、
1000 元、500 元，自由認購，
有興趣的社友，歡迎社友踴躍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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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9次例會

上週民國107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1239次例會，邀請高雄

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基礎醫學研
究科主任 簡邦平醫師，做「健
康下半輩」的專題演講。

簡邦平醫師是我的同學，非
常優秀，很早就開始研究性醫學
，男性要活得久，就需要健康的
下半輩，他曾任臺灣男性學學會 
理事長，目前是高雄榮民總醫院
醫學研究基礎醫學研究科主任，
也是亞太地區性醫學會主席，今
天從男性攝護腺疾病解尿困擾、
小鳥功能性福秘方、到男性更年
期中廣身材甩肉大作戰，40分鐘
為您守護男性健康的下半輩。

主講人：簡邦平  醫師

簡邦平醫師說，很高興今天
來南門社演講，我們今天先來搶
救男性健康，因為平均壽命女性

比男性多6年，但女性獨處哪幾
年生活品質並不好，健康問題男
性比女性多而且嚴重。

45～64歲就醫率：女性比男
性高30%。

健康策略要照顧全身，非針
對某器官或某疾病，從小開始注
意健康，任何年齡開始都不嫌遲
，慢性病及癌症通常都沒有症狀
，察覺依靠檢查。 

攝護腺是最易生病變的人體
器官，良性攝護腺增生隨年齡增
加，成年人幾乎每個人都有，
體積大小不重要，症狀的嚴重度 
才是重點。

攝護腺癌發生隨年齡上昇， 

≥70歲高危險除族群，1/3罹患跟
種族、遺傳、高能量飲食有關。

簡醫師解釋男人的宿命，為
什麼解尿後褲子會濕一片，因為
尿道無收縮功能，老年人更嚴重(
尿道內的餘尿量增多)。

猛搖頭無效，好戲在後頭，
要如何處置呢？1.耐心等，本來
就該解二次，2.坐著上小號，3.手
指壓會陰，把後尿道尿液趕到前
段。

我為什麼經常要上廁所？每 
<2小時需一次，膀胱餘尿過多（

▲簡邦平醫師演講：健康下半輩

（高雄榮民總醫院醫學研究基礎醫學研究科主任）

健 康 下 半 輩



點滴

因未無法排空膀胱）、膀胱敏感 
(敏感)、喝過多的水，個人的排
尿習慣、啤酒與咖啡增加尿量、
冬天比夏天嚴重。

如果白天很頻尿，但晚上不
需起床，這是心因性，所以不需
要治療。適當憋尿是正常的，因
為這是膀胱的生理功能。 

睡覺後必須起床上廁所的次
數，一次可算正常，失眠的夜尿
不能算。

常起床上廁所的原因：1.荷
爾蒙分泌失調、2.攝護腺肥大與
膀胱功能問題、3.生活型態：晚
上喝入大量液體、4.缺乏運動、
5.心臟衰竭、腹水(肝)、腎衰竭。

改善的方法可以午休(抬腿
比心臟高)、穿彈性襪、運動及
按摩小腿、改善心肺功能。

攝護腺癌 : 最輕鬆簡單的癌
症篩檢，西方國家男第1名、死
因第2名；台灣男性癌症發生率
第7名，50歲2–3年檢查一次至
65歲，無症狀，靠指診及抽血篩
檢。

肛門指檢攝護腺硬塊與質地
，攝護腺特異抗原(PSA) : 正常 
< 4 ng/ml。

步驟：1.切片檢查 (指檢或
PSA不正常)、2.分期檢查，決
定治療方式。

兩性性福 蹺蹺板
勃起硬度是男性健康的指標

，無法勃起的原因有：1.心血管
疾病、2.勃起功能障礙。

勃起功能障礙治療方法有：
服藥 (PDE5抑制劑)、海綿體注
射、人工陰莖植入手術。

PDE5抑制劑臨床使用要點
，必要時(性行為前1至2小時)服
用或每日服用，性刺激興奮必要
條件，多嘗試，看看是否增加劑
量效果更佳。

不用擔心藥物副作用或成癮
，吃藥有正常表現，可視為“正
常人”，尋求解決目前問題，以
後要怎麼用自己決定--就像學開車
。每次都需要跟“藥物成癮性”
不同，失去作用原因有可能老化
、疾病進展、缺乏性刺激…等。

至於大家一定會問到：我能
回春嗎？

60歲的體力、60歲的皺紋、
60歲的心臟，為何陰莖要像20
歲，勃起硬度就像體力只有衰退
的份。

期待回春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每個男人的宿命：性趣及性反

應減退，中年以後身體狀況開始
出現差異，所以規律運動、良好
控制慢性病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簡醫師建議大家，可
以長期注射男性荷爾蒙，男性荷
爾蒙的效果與安全性獲得肯定，
補充荷爾蒙的好處有：
1.情慾與勃起功能恢復 
2.體力增加 
3.情緒改善 
4.身體成份改善 (肌肉增加、肥
肉減少)

5.骨密度穩定/增加…… 

上週出席率77%
出席主委 Kingnet 報告上

週出席率，社友人數 67 人，請
假 15 人，免計出席 1 人，出席
人數 51 人，出席率 77%。可抽
出 席 獎 五 名， 恭 喜 Alumi、
Kenchiku、Bistro、Power、
Living 社友抽中玉溪米一包。

糾察時間
Bis t ro代理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Ears、Bond、CPA、
Health、Denture分享一筆。

▲社友提問荷爾蒙塗藥與打針效果的差異性



下週 例會 　107年8月14日(二)

 內輪會主委的話              / 社長夫人 任小玲

四個多月前，無意間經過老虎城 Gold Class，進去了解一下，

經理介紹有一部 7 月要上映，很棒的片子「不可能的任務６ - 全面

瓦解」，聽了之後，覺得好像註定為我們而演一般。

想想內輪會如果能包埸，姊妹們一起欣賞也是不錯的選擇，

大家平時忙碌，藉著看電影，重溫舊夢，享受難得獨享的時光，

也為大家留下永恆的回憶

時間一天天過了，7 月初還沒通知我們正確的時段，真怕開天窗，一直到 7 月中旬，時間、埸次、

餐點才正式公佈，心中的大石，總算落定。

這天終於來臨了，看到大家開心的臉頰，享受

片刻屬於自己的時光，真的很感動，希望大家能滿

意這種內輪會呈現的方式。

今年度第一次內輪會，感謝各位姊妹淘的參

與，兩場次皆順利圓滿達成，感謝團隊 - 秘書夫人

淑惠、幹事小姐茹茵還有小組長才能完成這不可能

的任務，謝謝！感恩！

七月份內輪會活動

內輪會聯誼聚餐（Gold Class 電影欣賞 + 簡餐）

" 衝動 " 只是短短一秒鐘的事！

這一秒很短，短到自己都無法理解為何會發生！？

這一秒很長，長到自己用一輩子的生命都無法彌補！

冷靜！冷靜！

只要忍過了那 " 關健的一秒 " ！

社長
     的話

　　　　　　專題演講：『如何玩出意義把扶輪社搞瘋』   
主講人： 陳文明 Justin 助理總監 (B-2 分區助理總監、3461 地區 RYE 主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