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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291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七 月 三十 日 【 第二十五卷．第 五 期 】

專題演講：【傳承與創新】從傳統布袋戲邁向東方迪士尼
主講人：郭宗霖 財務長 ( 霹靂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 )
例會後召開總監公訪行前會議 ( 邀請 Hospi 助理總監蒞臨指導 ) 暨 8 月份理事會

國 108 年 七 月 廿 三
上週日 第民 1190
次 例 會， 邀 請
Brains 社 友 葉 守 正 醫 師（ 台 中
澄清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做
「自律神經失調，得了怪病，還
是文明病？」專題演講。
Rich林耀清社長報告，熱烈
歡迎我們今日的講師--腦神經外
科超級大醫師，也是前屆中風協
會理事長的Brains。我們社臥虎
藏龍的社友很多，Brains說為了
今天的演講準備了三、四個禮拜
，相信今天的演講會很精彩。
Rich社長報告，上週六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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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今年度的首次服務計畫，在
Kingnet全權策畫下，還出動公
司執行長及我們社區主委Onsen
辦得很好，達到宣揚扶輪的效果
，讓大家知道南門扶輪社做些什
麼，當天有三十多位的社友及夫
人參加，在此謝謝大家。
Rich社長報告，我們安排堅
強的講師陣容，例會時間都會提
早一點，為了讓講師演講時間寬
裕一些，長榮五點四十五分即備
餐完畢，還得有力人士Vino強
力安排擔仔麵，非常謝謝Vino
。慶生會也是五點四十五分敬備
香檳聯誼，讓大家能提早聯誼。
8月13日舉行總監公式訪問
，也是展現南門社是優質扶輪社
的最好機會，請大家踴躍出席。
最後感謝，我們今天有
四位免計出席社友Pharma、
Chemice、Kneader、Spindle
，雖然免計出席，仍出席例會，
令人感動，我們掌聲耎鼓勵。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Doctor劉銖淇秘書報告，
因8月份第一週舉行慶生會，故
7月30日提早召開八月份理事會
，1-3分區助理總監Hospi將會
列席參加。
Doctor秘書8月6日慶生會當
天4:30分舉行國際旅遊-河輪行
前說明會，請報名國際旅遊的
社友及夫人參加，慶生會席間
Vino慶祝孫子滿月，將請大家
品嚐紅酒，並告訴大家一些紅酒
的常識。
8月13日舉行總監公式訪問
，總監公訪是年度大事之一，請
各位社友及社友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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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次例會

演講人：葉守正 醫師
（台中澄清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

自律神經失調：文明病？還是怪病？

▲ Brains 社友演講：自律神經失調：文明病？還是怪病？

國 108 年 七 月 廿 三
上週日 第民 1190
次 例 會， 邀 請
Brains 社 友 葉 守 正 醫 師（ 台 中
澄清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做
「自律神經失調，得了怪病，還
是文明病？」專題演講。
Vino介紹葉守正醫師
(Brains社友)，Brains曾經擔任
台灣腦中風學會第12屆理事長、
台灣神經學會自律神經學組負責
人、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現任台中澄清醫院 神經內科主
任醫師。

Brains社友演講前先作兩年
前在例會演講中說到的台灣顱內
取栓IA 1.0計劃成果分享，他說
到～樂於付出才能得到最純粹的
喜悅，看似不起眼的行為，也會
產生長久的影響，這也是他對台
灣顱內取栓IA 1.0計劃的理念。

自律神經失調：文明病？還
是怪病？Brains社友先簡單介紹
何謂自律神經失調？自律神經失
調是體內自我控制的神經系統，
一般不受意識控管。當打仗逃跑
時，血壓上升心跳加快，瞳孔放
大，這是它在作用。正常時你不
會感覺它的存在，無色無香，觀
自在。當系統失調時，或退化時
，你才會感受到它的重要。
自律神經包括交感、副交感
系統外，另外應將腸道神經系統
分出來，自律神經不僅是傳出神
經，也有傳入神經自律神經與感
覺及運動神經是緊緊的連繫在一
起。
自律神經是不需要經過大腦
的控制，人體裡會自行運作的神
經系統。這樣的神經系統遍佈我
們全身上下，所以當我們的自律
神經失調的時候，就會有各式各
樣的症狀出現。
自律神經有兩大分支：交感
神經/副交感神經，交感神經就好
像一台車子的油門系統，副交感
神經就好像一台車子的煞車系統
，當我們面對壓力、考試、工作
等需要專注力時，交感神經就會
開始運作；當我們需要休息、修
復時，譬如睡眠的時候，就換副
交感神經開始工作了。
但是現代人常常因為自律神
經失調而出現各種症狀：胃食道
逆流、過敏、記憶力減退、高血
壓、高血脂、心悸、焦慮、胸悶
、失眠等。
去醫院檢查卻檢查不出什麼
問題，這些都要透過專業的自律
神經檢測儀器，才能找出是何種
自律神經失調的狀況。
自律神經有分作系統及生理
檢查，做個簡單分類：中樞性及
末稍性，還有自律神經失調症。
中樞性常見的病有帕金森氏
症及多發性神經萎縮，末稍神經
系統最常見的就是糖尿病的神經
病變，還有一些急性的神經病變
，還有一個是自律神經失調。
在國外看病的思考邏輯是先
看這些自律神經失調的病，是結

構性的病變，還是功能性的病變
，這些病變有哪些呢？
常見的有：
1.帕金森氏症的自律神經病變：
頭暈、行動緩慢、或有心悸、
站不穩的情形。
2.糖尿病的自律神經病變：常見
的口乾、舌燥、起立暈眩或者
無故拉肚子、便秘的時候，這
就可能是自律神經病變。
出現以下症狀，需做自律神
經檢查：
1.不明原因暈倒。
2.自律神經的功能失調、神經病
變。
3.糖尿病自律神經病變。
4.交感反射神經疼痛。
5.反覆暫時性腦中風。
6.暈眩症。
結構性的問題再分是週邊，
還是心理的。
自律神經檢查常見的自律神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經失調檢查分為兩種：
1. 自律神經心血管功能測試
。(傾斜床動態血壓、血流評估)
2. 自律神經流汗測試。（電
生理檢查、恆溫室檢查）

預防，或延緩病況。
Brains社友最後總結說道，
自律神經失調，不是文明病，自
古即有。因為無知，經過這百年
的科學研究，終於柳暗花明不只
一村，是百花齊放。
自律神經失調，不是怪病，
藉由專業的檢查及判斷，是可以
分出是結構性的、生理性的、或
心理性的病因，可以分出是某些
特定的疾病。
藉由近代醫學的進步，及影
像的發展，某些伴隨自律神經的
腦退化疾病，例如巴金氏症是有
可能即早診斷，提早預防，提升
病人的生活品質。
現在台灣的現況是，在台灣
現況是醫人員缺乏專業訓練，素

演講中，Brains社友分享了
幾個自律神經各種病變治療的病
歷及治療成果，他說，2019年關
於帕金森症大腦早期預警，科學
家找到關鍵線索，這意味該研究
為能夠早期治療帕金森症提供了
一線希望。因為帕金森症無藥可
救，早期治療則是最佳機會，相
信只要早期診斷發現，都能提早

家 庭 懇 談 會

▲108.07.14(日)黃吉隆家庭懇談會參加人 ▲108.7.15 (一)林啟聖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108.07.17(三)劉柯成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陳榮鍠伉儷、王叔榮伉儷、
員：社長伉儷、廖光亮社友、陳慶榮伉
：社長伉儷、張東霖伉儷、陳國輝伉儷、
吳瑞隆伉儷、吳元益社友
儷、廖進聰伉儷、蘇朝坤伉儷
唐瑋勗伉儷、葉守正社友、江輝雄社友

養不足，及缺乏靈敏好及精準度
高的醫療檢測儀器。
醫療健保給付低，不注重專
業及時間成本。造成低價簡便檢
查氾濫，亂象橫生。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報告上週出席率，社
友69人，請假14人，免計出席3
人，實際出席人數55人，上週出
席率83%，抽出兩位出席獎得主
，恭喜Lapping、Model得獎。

糾察時間
Innovation主持糾察時間，
Rudy除了感謝Brains社友以外，
還說到當天是Rudy夫人麗楿的
生日，非常高興來聽大師的演講
，也祝麗楿的好朋友憶嫺早日康
復。Star、Onsen、Gray夫人、
Skyline等投入歡喜箱，紛紛感
謝Brains社友對家人及朋友看診
時細心診療、治療效果顯著。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8 年七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7月9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林耀清
出席：劉銖淇、陳慶璋、賴仁淙、林啟聖、劉柯成、蔡育偉、周鴻仁
列席：吳元益、馮賀欽、陳慶榮、柯富揚、莊賜濱、邱啟成、張建國
陳向榮、黃吉隆、陳重光、邱啟成、賴文瑞、湯富淳、朱福民
江輝雄、劉正忠
議題：
一、18-19年度財務結算報告。(附件1)
說明：請 前財務Peter報告。
決議：通過18-19年度財務結算報告，年度盈餘為11,321。
其他基金及暫收款金額移交如附件所示。
二、服務計劃事宜。
1.7月20日(六)早上9：30慈愛智能發展中心愛心專車捐贈計劃，地點：慈愛
智能發展中心/北屯區大德國中。
2.9月20日(五)四德國小智慧教室暨英語輔導教學計劃(地點：霧峰四德國小)
3.10月27日(日)3461地區扶輪日公益園遊會攤位事宜。
說明：請 服務計劃主委Kingnet、社區服務主委 Onsen報告。
決議：
(1)7月20日(六)慈愛智能發票中心愛心專車捐贈計劃，社內經費共15萬元
，不足服務計劃的款項感謝Rich社長與Kingnet主委捐款，詳細捐贈流
程另行通知，並邀請社友與夫人參加！
(2)9月20日(五) 四德國小智慧教室暨英語輔導教學計劃(地點：霧峰四德
國小)，編列經費74萬，社內經費19萬元，申請地區獎助金10萬元，不
足服務計劃的款項感謝Rich社長與Kingnet主委捐款，詳細捐贈流程另
行通知，並邀請社友與夫人參加！
(3)10月27日(日)3461地區扶輪日公益園遊會攤位事宜，本社同意贊助1個
攤位，並委由主辦單位安排公益團體設攤位義賣。
三、扶輪之子19-20年度捐款名單(附件2)
說明：請 扶輪之子主委 Melon報告。
決議：延續18-19年度20位社友持續認養三年(第二年)，另14位非社友（由
Lawyer PP安排)持續認養。19-20年度待台中家商與台中二中學校通
知學生名單後，再另行安排社友認捐。
四、成立台中南門茄荖社區服務團。
說明：請 扶輪基金主委Archi報告
決議：由17位愛心爸爸與愛心媽媽成立台中南門扶輪茄荖社區服務團，連
結社區，並了解社區的需求，以利好服務計劃。提升扶輪社的公共
形象與認知。預計於8/13(二)總監公訪時正式授旗成立。
五、8/13(二) 總監公式訪問事宜。(8/6(二)會邀請助理總監Hospi與會指導
總監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敬請全體理事務必出席參加)(附件3)
說明：請 社長Rich報告。
決議：
(1)8/6(二)總監公訪行前會議於下午5點召開，敬請全體理事務必出席參加。
(2)8/13(二)總監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餐)，並請秘書處將
年度計劃完成及未完成事項，於總監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件。敬
請各位理事伉儷於8/13(二) 下午4：30前到達，並且迎接總監團隊。
六、臨時動議。

108 年 8 月 6 日（二） 八月份慶生會

下週 例會

1.Vino 伉儷喜獲金孫，特準備「雞酒」與「紅酒」與各位分享。
2.RYE派遣學生-出國行前報告與歸國報告

108 年 8 月 13 日（二）總監公式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