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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39 次例會 2020 民國 一○九 年 六 月 三十 日 【第二十五卷．第 三十五期】

上週民國 109 年六月廿四日第

1338 次例會，邀請社友葉

守正 主任做「失智萬花筒 - 從性

本善到老番顛」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今日的壓軸講師 Brains 社友及見

習社友陳維國先生。

Star 聽了前幾週我們例會邀

請張詩聖醫師的建議，趕快做身

體檢查，剛好檢查到血管有血塊，

昨天裝了支架，今天就來例會，

我們歡迎 Star 健康歸來。

Rich 社 長 報 告，6 月 30 日

例會舉辦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

晚會，當天也舉辦社長卸任盃高

爾夫球邀請賽，目前報名社友有

四十多位還有一些朋友總共約 70

人，地點在霧峰球場，十八洞同

時開球，在霧峰球場二樓準備三

桌麻將供娛樂，晚上在与玥樓用

餐。社友及夫人是社員大會，其

他來賓用餐是由社長來處理。同

時當天感謝 Kaepa 贊助香檳、

Biotek贊助白酒、社長贊助紅酒，

下星期打球歡迎大家共乘，邊打

球邊由 Biotek 公子精釀的啤酒。

另外提醒，表揚晚會準時結

束後，社長會贈送每對伉儷小小

伴手禮，離場時親手送給大家，

感謝大家這一年來的支持與配合。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

接近尾聲，只剩一件事跟大家做

報告，6 月 30 日舉行社員表揚暨

內輪會表揚晚會，地點在与玥樓，

請大家準時參加。

2020-21 年度節目主委 Bistro

預告 7 月 7 日就職典禮，將舉辦

「我們都是新鮮人」服裝創意比

賽，分成十組，這次服裝比賽希望

社友及夫人能發揮創意，像是回復

到年輕少女、少男時代的服裝，或

是自己的創意，主要有別自己平日

的裝扮，當天比賽邀請重量級評審

團，從社友及夫人組各取前五名，

提供優厚獎金，十四組分組裡，有

三組團體獎，團體獎會以用心跟認

真的程度為標準，希望所有的社友

及夫人一起來參加我們是新鮮人的

服裝創意大賽。

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晚會



第1338次例會

上週民國 109 年六月廿四日第

1338 次例會，邀請社友葉

守正 主任做「失智萬花筒 - 從性

本善到老番顛」專題演講。

Doctor 秘書介紹講師葉守正

Brains，Brains 是台灣神經學會

第 12 屆理事長，目前擔任 澄清

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兼主任。

今天講題談到關於失智，這邊我

提一下我母親九十歲，在兩年中

記憶力大幅衰退，有時會認得人，

有時會不認得，病況時好時壞，

想來有點悲傷，因為失智的問題

沒有藥物可以治療，而且會拖得

蠻長的，對家屬會有些影響，可

能哪一天我們也會碰到這樣的問

題，怎樣預防或治療或是好的方

法可以減緩病情的，今天很高興

請到葉主任與我們分享這個話題。

▲葉守正主任專題演講：失智萬花筒 - 從性本善到老番顛

失智萬花筒- 從性本善到老番顛

主講人：葉守正 主任
( 澄清醫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兼主任 / 台灣腦中風學會理事長 )

葉守正 Brains 社友表示，最

近失智的病患愈來愈多，什麼是

失智呢？如果說失智是阿茲海默

症嗎？對嗎？嚴格來說並不十分

正確，因為失智症除了常見的阿

茲海默症，其實還有發病位置及

症狀不同的失智症類型。

失智症包括了阿茲海默症、

血管型失智症、路易氏體失智症、

額顳葉型失智症、巴金森氏症失

智症等。因為病因不同，病變部

位也不相同，所以不同的失智症，

不見得是用同一種療法。

阿茲海默症占了失智症中六

到七成的成因，是一種發病進程

緩慢、卻隨時間不斷惡化的持續

性神經功能障礙。在早期的病徵

中，患者的記憶力會出現衰退，

並對時間、地點和人物的辨認出

現障礙，因為阿茲海默症初期，

便是以掌管記憶的海馬迴，以及

掌管人格特質的大腦皮層的神經

細胞發生病變退化。

阿茲海默症的症狀會有迷路、

健忘、認知功能衰退、情緒不穩、

行為改變等。

血管性失智症；「血管性失

智症」顧名思義，是由於腦血管

疾病後所導致的失智症，血管性

失智症的症狀較為複雜，受其受

損的腦部位和受損程度而定。症

狀與其他失智症的症狀可能略有

不同。

血管性失智症的退化速度，

取決於中風次數與中風發生的位

置，有其三大合併症，分別是：



感染、跌倒和再度中風。根據研

究，血管性失智症病人的死亡率，

較其他老年失智症患者來得高。

症狀會有，日夜時序混亂、

出現精神症狀、情緒憂鬱、小步

行走、記憶衰退等。

路易氏體失智症；路易氏體

失智症是退化性失智症中僅次於

阿茲海默症，第二常見的失智症。

該失智症除了有認知功能障礙外，

在病程早期就可能出現身體僵硬、

手抖、走路不穩，以及重複無法

解釋的跌倒現象。

路易氏體失智症狀顯現會有

認知功能減退、反覆出現幻覺、

顫抖、步履不穩等。

額顳葉型失智症；額顳葉型

失智症，則是腦部額葉、顳葉漸

漸萎縮的一種腦部退化性疾病。

額顳葉型失智症是形成早發

性失智症最常見的原因，影響人

的語言能力、判斷力、溝通能力

以及日常生活能力。

主要症狀包括早期人格變化、

不合常理的行為（例如該安靜時

卻一直講話）、語言表達不流暢，

或者一直重複某些動作，例如來

回走到某個地點、重複讀同一本

抖、四肢僵硬、動作遲緩、注意

力變差等。

綜合以上，失智的類型有十

多種，所以才會有失智萬花筒這

個題目，席間葉主任並分享幾段

他為患者治療診斷的影片，並分

別講述失智症患者的症狀及病歷，

葉主任說，常有人問他如果

說最近常常忘掉東西，頭腦越來

越不好，會不會得老人痴呆？以

他的一次診療做為答覆，成因很

多，需更詳實的檢查才能判斷。

2005 年，老婆發現先生腦袋

怪怪的，記性不好，常常忘掉事

倩，所以帶來醫院給我們檢查，

當時的心智測試，確實低下不及

格，但是血液檢查發現有貧血及

葉酸不足的情況。經過輸血及補

充葉酸後，恢復良好。

好幾年後，反而太太因為得

愛滋海默失智症，每況越下，完

全不認得人。

2016 年，教授兒子再度帶來

醫院給我們檢查，因為老爸頭腦

又開始變壞了，檢測後發現再度

貧血，但原因不一樣，主要為慢

性胃潰瘍，造成缺血性貧血。經

治療後，又恢復得很好。

目前在診斷阿茲海默症的工

具：

1. 患者病史及臨床症狀。

2. 血液檢查。

3. 認知功能測驗。

4. 結構性神經影響學。

但疾病的病理變化是在發生

腦部結栟性改變及認知功能礙障

前就已出現，且傳統結構性神經

影響學對於鑑別診斷混合型失智

症的角色受限。為早期及精確診

斷，目前發展較新的檢測工具：

－葡萄糖正子影響及類澱粉蛋白

正子攝影。

－分析腦脊髓液的乙型類澱粉蛋

白和 Tau 蛋白。

國際上目前還沒有一種能夠

有效治癒的方法或者特效藥。但

是在世界各地，人們正在進行大

書、不停開關抽屜等，平均好發

年齡在五十歲以後，比阿茲海默

症早，且早期較難被周遭的人發

現。

症狀會有：語言退化、判斷

力出問題、人格改變、出現違反

社會規範的行為等。

巴金森氏症失智症；巴金森

氏症是神經退化性疾病，因腦部

黑質細胞凋亡，造成多巴胺系統

逐漸失調。巴金森氏症不是失智

症，但有 3 到 4 成的巴金森氏症

患者，會出現失智症的症狀。

通常失智的現象是帕金森氏

症診斷兩年以後才漸漸產生的，

當巴金森氏症的病人罹患失智症

後，他會對於解決問題、計畫和

回憶事情發生困難。

他們有常有注意力、視覺空

間技巧、睡眠的問題，但是帕金

森氏症失智症有幻覺和妄想的比

例比阿茲海默氏症多。

帕金森氏症失智症病人的幻

覺常是視幻覺，唯有早期確診，

及早用藥，才可延緩神經退化，

對改善患者生活品質絕對有幫助，

因此千萬不可以輕忽。

阿茲海默氏症症狀：手腳顫



下週 例會 109年7月7日 (二） 第 26 屆社長暨團隊就任例會暨七月份慶生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9.6.6(六)吳為楨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

    、柯富揚伉儷、唐憲中伉儷、林丙申伉儷

家 庭 懇 談 會

▲109.6.12(五)張長寬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

儷、陳向榮伉儷、陳來發伉儷、黃吉隆伉儷

▲109.6.7(日)陳國輝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

陳重光伉儷、湯富淳伉儷、陳慶榮伉儷

▲109.6.13(六)張家強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

洪富金伉儷、劉正忠伉儷、尤瑞柏伉儷

▲109.6.9(二)唐憲中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

黃吉隆伉儷、林洽鑫伉儷、曾文和伉儷

▲109.6.19(五)廖進聰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

林啓啟聖伉儷、廖俊榮伉儷、馮賀欽伉儷

▲109.6.5(五)張國洋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

、洪富金伉儷、劉叔綱伉儷、廖進聰伉儷、劉偉傑伉儷

量有關治療痴呆症和減緩症狀的

研究。

三分之一的機會，改變你的

生活型態，讓我們能慢一點失智，

這些包括，教育、運動、參加社

團活動，避免三高四高，如不要

抽菸、高血壓要治療，尤其高血

壓與失智非常有關係。年輕時候

要多讀一點書，到了成年之後要

多喝一點好酒，多喝一點咖啡，

愈老的時候，就吃點保養品，多

參加社團活動，這樣就能減緩失

智，這給大家當做參考。

出席率報告
Sugar 報 告 出 席 率， 社 友

71 人，請假 12 人，免計出席 4

人，實際出席人數 56 人，出席

率 84%，社長抽出席獎，恭喜

Model、Polylon 得獎。

糾察時間

Innovation 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 Star、Ears、Doctor 分享並

投入紅箱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