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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醫研部、尊榮醫療中心 翁國昌 副院長         

衛生福利部於2018年9月6日公告《特

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

理辦法（簡稱特管法）》正式上路，台灣是

僅次於日本開放細胞治療專法的國家，開放

多項自體幹細胞治療技術並列為常規醫療。

      對於傷口癒合困難、占總體表面積20%

(含)以上之大面積燒傷或皮膚創傷受損、皮

下及軟組織缺損、退化性關節炎及膝關節軟

骨缺損及其他表面性微創技術之合併或輔助

療法的自體脂肪幹細胞移植；用於皮膚缺

陷、皺紋、凹洞的自體纖維母細胞移植；用

於修補皮膚、腦中風、脊髓損傷、退化性關

節炎及膝關節軟骨缺損的自體間質幹細胞移

植；用於退化性關節炎及膝關節軟骨缺損的

自體軟骨細胞移植術，新規定大幅度鬆綁病

人接受細胞治療限制，不需走臨床試驗，符

合資格的醫院提出申請，經核准就能做，可

迅速應用到民眾端，對病人來說將是一大福

音。

全球人口持續朝高齡化邁進之際，每個

國人都有機會活到100歲。然而活得久卻不

代表活得健康，目前國人「健康平均餘命」

71歲，但不健康的存活年數達8.8年；也就

是說，更長壽的人生中，可能有大半時間在

衰老、病弱失能中渡過。現代人重視的不只

活的長，更要活的健康；如何使人邁入老年

時仍保有健康的身體，百歲感覺像六十歲，

吃的下、走的動、玩的起的人生，給愛的人

沒煩惱，被愛的人沒痛苦，早已成為各國醫

藥研發的重要課題。

從衛福部特管辦法
談自體幹細胞臨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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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體幹細胞「再生醫學」開啟了對抗老

化與治療某些疑難疾病的新視窗，帶來嶄新

的治療模式，也推動現代臨床醫學跨入前所

未有的高度。2011年幹細胞再生醫學應用

獲美國時代周刊(TIME)評選年度大發明，被

喻為是下一波醫學革命！

「二十世紀是藥物治療的世紀，二十一

世紀是細胞治療的世紀。」近年來全世界

積極投入幹細胞研發領域，因為幹細胞具

有多向分化潛能，可以用來修復因老化、受

傷、疾病或正常流失的特定細胞（如每隔幾

天更生的腸道內膜）。身體細胞在老化或受

損時會永遠中止細胞分裂功能（已不能正常

分裂、更新），留在組織裡既不死亡，也無

法正常發揮功能，甚至毒害鄰近細胞，導致

身體慢性微發炎及各種慢性病，就像喪屍一

樣，這些嚴重受損「喪屍細胞」（senescent 

cell）隨着年齡增長而大量累積，進而導致

癌症及老化。

人體約由200種不同類型的細胞組成，

每類細胞專責特定功能。目前利用自體

（autologous）幹細胞達到醫療應用已日趨成

熟，從最早的同種異體（allogeneic）骨髓幹

細胞、臍帶血幹細胞發展至自體間質幹細胞

的研究，經過體外培養或加工程序之後，再

將這些處理過具有高倍的分化能力幹細胞引

進患者體內，過去束手無策的阿茲海默症、

糖尿病、器官細胞老化問題，現在有機會獲

得解決。

胚胎幹細胞雖然好用，但取得過程涉及

「殺人」的爭議，基於道德的考量，目前運

用上仍有很大限制；近來醫界發現取自成年

人的成體間質幹細胞，在體外可以人工方法

誘導成多能性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具備自我更新、增生和分化

成不同組織細胞的功能以外，間質幹細胞也

可以自行驅動至組織受損的地方進行修補。

成體間質幹細胞可由骨髓、臍帶、胎盤、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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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等不同組織來源取得，比起其他可以取得

成體幹細胞的途徑，脂肪組織幾乎等於是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過程簡單，沒有排斥的

問題，一舉數得。因此脂肪幹細胞(adipose 

tissue stem cell; ADSC)被認定為是成體幹細

胞最佳的來源，在細胞治療、組織工程與再

生醫學上的應用，具有相當大的潛力。

幹細胞治療目前研究領域包括腦中風、

阿茲海默症、脊髓損傷、肝硬化、心臟衰

竭、糖尿病、老化等多個疾病領域。衛福部

目前細胞治療總共開放四項自體細胞治療項

目，皆屬國外已施行、風險性低，或已經於

國內實施人體試驗累積達一定個案數，安全

性可確定、成效可預期之「自體細胞」療法

以幫助組織再生或修復為目標，對病人來說

是多一個治療的選擇和機會。

2015年新北市八仙塵爆意外震驚全台，

甚至外媒紛紛關注，此次嚴重事件造成近

五百人的傷亡，一百多人二級至三級燒燙

傷，迄今記憶猶新。但大多數人都不知道，

背後還有日本幹細胞技術參與搶救的動人故

事，為協助傷患，緊急聯繫日本自體培養表

皮細胞醫療團隊向衛生福利部提案，請求開

放自體培養表皮細胞產品，獲得專案許可，

完成體外培養之自體表皮細胞移植手術，術

後幾乎沒有色差，甚至不用密集做復健，創

下台日再生醫學國際醫療合作首例。

放眼未來心臟衰竭只能等換心？膝關節

磨損嚴重只能換膝關節？答案:未必!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最近也在規劃幹

細胞的臨床試驗，將使用幹細胞治療急性心

肌梗塞，希望藉此改善，甚至預防併發的心

臟衰竭，造福廣大患者。不過，並非所有幹

細胞治療都已獲安全有效的確認，尤其是所

謂「抗衰老」療程，現在談論逆轉衰老還為

時太早，如果朝修復身體損傷的方向去想，

這或許仍值得大家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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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國際失智症協會資料，推估2018年

全球新增1千萬名失智症患者，平均每3秒就

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到2050年人數將高達1億

5200萬人。估計2018年花費在失智症的照護

成本為1兆美元，到了2030年將倍增為2兆。

參考台灣失智症協會進行之失智症流行

病學調查結果(以內政部107年12月底人口統

計資料估算)：台灣65歲以上老人約占全人口

的15%，65歲以上的老人約每12人即有1位失

智者，而80歲以上的老人則高達每5人即有1

位失智者。

過去幾十年，人類因醫藥進步延長壽

命，在各類急、慢性疾病的年死亡率因為治

療進步而減少。但自從1906年由德國Alois 

文/神經內科 辛裕隆 主任

  「剛剛叫他又沒有反應了！」

阿茲海默氏病患者偶發性的意識混淆是常態嗎？

Alzheimer醫師發現(因此命名，是最常見的

失智症)報導失智症至今，持續不斷的治療

研發投資仍只有2003年前上市至今的兩類藥

物「膽鹼分解抑制劑」和「腦部谷氨酸調節

傳遞劑」有機會稍微改善阿茲海默氏病的症

狀。這也反映在過去幾年年死亡率只有阿茲

海默氏病增加的獨特現象(圖一)。但是，這兩

類藥品到底對阿茲海默氏病能起什麼作用？

 

圖一、除阿茲海默氏病，2000至2008多數疾病的年死

亡率因醫療進步而減少。

乙醯膽鹼跟谷氨酸是對記憶和學習非

常重要的一種化學信使。透過使乙醯膽鹼保

持較高水準，理論上「膽鹼分解抑制劑」可

以協助緩解認知差異和所帶來的行為症狀。

「腦部谷氨酸調節傳遞劑」保持谷氨酸的活

性，理論上也帶給病人一些改善。

可是，阿茲海默氏病除了典型症狀—記

憶喪失，還有其他的精神及行為問題如攻擊

性行為、焦慮或激動的情緒、多疑等，這些

都屬於持續或至少會維持一段時間的表現。

另外就是比較短暫、偶發卻常重複出現的症

狀：短暫性的意識障礙、迷惘、失憶性漫

遊，比較不被重視的徵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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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解阿茲海默氏病，從動物模型的研

究是找出致病機轉及治療方法的必要手段。

10年前，發明阿茲海默氏病小鼠模型的學者

Lennart Mucke陸續發現所有阿茲海默氏病動物

模型都有癲癇發作，因此回顧在臨床上癲癇與

阿茲海默氏病的關係，並進行前瞻性研究後，

得到幾項結論：

一、自發且早發性阿茲海默氏病病人有高癲癇

發生率；

二、有家族遺傳史的阿茲海默氏病病人，癲癇

發作屬於常見病兆；

三、攜帶缺脂脂蛋白E4(apolipoprotein E4)的阿

茲海默氏病病患腦波會出現癲癇波；

四、阿茲海默氏病如果曾出現失憶性漫遊或迷

失方向，以抗癲癇藥可有效避免。

因為這個新的方向，也開啟治療阿茲海

默氏病的契機：北美幾家醫學中心開始進行以

癲癇治療改善學習、記憶能力的研究。

本院在診療癲癇這方面也有口皆碑，不

論診斷工具到新進的癲癇手術技術都領頭中南

台灣的醫院。自從最新的診斷阿茲海默氏病造

影劑於2018年中取得衛福部藥證許可，中山

附醫目前已經做過台灣最多的案例，以「類澱

粉蛋白正子攝影」確認病人是否罹患阿茲海默

氏病。有趣的是，其中有病人以反覆意識障礙

經由神經科腦波監測確診是「非抽搐型」癲癇

發作，開始接受癲癇治療。之後以正子攝影確

認病人罹患阿茲海默氏病，病人的癲癇是阿茲

海默氏病的共病(圖二)。正在本院追蹤的失智

症患者，後來也確定有「非抽搐型」癲癇發作

所引起的短暫性意識障礙。

所以當家屬發現「他又沒有反應了」、

「飯吃一半又停住」、「突然恍神聽不懂

話」，其實不應該認為不會怎樣而忽略。因為

研究已經證明，同時有癲癇發作或甚至只有腦

波出現癲癇波的病人，他們的認知功能的退化

速度遠比沒有的快很多，適當的接受抗癲癇藥

物的控制能改善記憶能力。

診斷失智症，腦波多不被認為是必要的檢

查。因為區分鑑別阿茲海默氏病要先詳實的問

診，排除可治療的原因如甲狀腺低下，然後需

要標準的腦部攝影、神經心理認知功能評估經

追蹤後才確認診斷。現在雖然有客觀的正子攝

影工具，但是檢查費用高昂，確診後並不會改

變治療的現況。

如果可以進一步知道患者是否合併有癲癇

發作，對於偶發的意識與知能障礙以及與病程

的發展給予抗癲癇藥確有實質的效果。雖然還

沒有治好阿茲海默氏病的藥物，但仔細觀察病

人，詳實的向醫師報告病情，仍可找到合適的

控制方法。

圖二、圖左為患者正子攝影，出現異常的類澱粉蛋白堆

積，確定為阿茲海默氏病。圖右為另一名罹患額葉顳葉

失智症患者的類澱粉蛋白正子攝影，沒有異常蛋白在腦

皮質的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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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神經外科 楊道杰 主治醫師

硬腦膜動靜脈瘻管之治療

惱人的脈搏性耳鳴

耳鳴困擾許多現代人，甚至到了夜晚，還

會因為耳鳴聲過大而無法好好入睡，大部分的

人會因此困擾而到處求診，其中最須注意的是

『脈搏性耳鳴』。

所謂脈搏性耳鳴，就是韻律與心跳是同

步的，其造成的機轉主要是血管壁及血液流速

的變化所引起。這些病人要經過腦及頸部血管

檢查之後，才會發現可能原因，包括硬腦膜動

靜脈瘻管、頸動脈嚴重狹窄、或是頸部腫瘤…

等，這些疾病的初期多半沒有明顯症狀，若持

續放任不治療，有可能導致中風、腦出血，甚

至喪命，千萬不可輕忽。

臨床案例分享：一位61歲的吳女士，近

年來常感覺左耳轟轟作響，尤其在夜深人靜

時，更因為吵鬧不停的耳鳴聲音而無法入眠，

伴隨有慢性頭痛、視力膜糊的問題，本來不以

為意，但有天突然嚴重眩暈，持續嘔吐，送至

本院急診就醫，腦電腦斷層呈現大片的小腦出

血（圖一），腦血管攝影顯示腦枕部硬腦膜動

靜脈瘻管，經神經外科緊急開刀移除腦出血

後，再由神經放射科施行血管內治療於動靜脈

瘻管處（圖二）打入Onyx 血管栓塞劑把不正

常血流阻斷，讓腦靜脈壓下降，終於保住性

命，恢復意識，目前仍在努力復健中。

根據文獻指出，硬腦膜動靜脈瘻管是一

種硬腦膜上的血管病變，主要是因硬腦膜動脈

和大腦靜脈竇或大腦皮質靜脈的異常連接（圖

三）。發生原因不明可能和基因、體內賀爾

蒙、外傷、感染等因素有關。發生率十萬人

約0.15人到0.6人，佔顱內動靜脈血管畸型的

10%~15%，好發年齡約為40至60歲，女性比例

較高。

因為硬腦膜動靜脈瘻管會產生異常的腦

靜脈高壓，進而產生臨床的病理變化。其常見

的臨床症狀，取決於瘻管的位置，最常見的如

位於耳後岩骨靜脈竇的瘻管會產生脈搏性耳

鳴、位於眼靜脈的瘻管會導致眼紅眼突、位於

海綿竇的瘻管會讓動眼神經麻痺產生複視，且

因整體腦靜脈系統高壓也常導致頭痛、失智、

視力障礙、癲癇發作，嚴重者因腦內靜脈反流

甚至可以發生腦出血，其發生率約10%。

6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硬腦膜動靜脈瘻管的影像診斷，一般

先由腦部電腦斷層或核磁共振來進行篩檢，

最終需要腦部的血管攝影檢查才能確診，

1995年Cognard醫師以引流方向分為五型（圖

三）。治療上，如果是屬於非危險腦內靜脈

返流者可選擇保守症狀治療，對於存在危險

腦內靜脈返流者，則需考慮採用血管內栓塞

治療、外科手術切除、或者加馬刀放射治

療。

本院神經醫學團隊今年上半年已成功診

斷且治療五例腦部硬腦膜動靜脈瘻管，讓病

人免除腦出血、癲癇、失智惡化的危險，並

成功擺脫惱人的搏動性耳鳴。

在此呼籲，如民眾懷疑自己罹患『耳

鳴』的時候，可以先觀察自己有無下列症

狀：

1.耳鳴發生於哪一側或者為雙側？

2.耳鳴發作的時間，頻率及音頻高低？

3.耳鳴時按壓某處，或者某種姿勢時，咻咻聲

音會減弱嗎？

4.發生耳鳴時是否會伴隨頭暈、頭痛，聽力或

是視力減弱？

5.曾有意識改變或半側肢體麻痺的現象出現？

若有搏動性耳鳴時，請儘快就醫，並告

訴醫師上列症狀好讓醫師做出正確的診斷及

治療。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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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庭醫學科 陳宜慶 主治醫師

    緩和醫學科 周希諴 主     任

中風病人的安寧介入

隨著社會風氣的改變，安寧緩和的概念愈

發普及，民眾漸漸能夠接受生與死是人生的常

態，並以較為開放的態度來面對這個議題。但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多認為安寧療護服務對象

是癌症末期的病患或即將面臨死亡的病人，然

而對於非癌症的病患來說，因其病情的不確定

性，在診斷初期甚至不容易跟末期兩字聯想在

一起，不僅病患與家屬難以適從，醫療團隊也

難以討論安寧療護的介入時機。

雖然健保署早在2009年就將八大非癌症

末期疾病納入安寧療護給付範圍，但根據統計

資料顯示，2011年接受安寧療護的非癌症病

人僅412人，只佔0.4%，顯示推廣非癌症的末

期患者要接受安寧療護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

走。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腦血管病變是

2017年國人的第四大死因。統計指出除基底

動脈中風的病人外，住院中風病人的死亡率約

為55%，30天內死亡率為58%，1-2年之死亡率

為68%。即使有如此高的死亡率，中風病患接

受安寧療護的比例卻是不成比例的低。因中風

不僅發病快速，中風的嚴重程度又因出血或梗

塞的面積及位置而有所不同，往往讓人猝不及

防，更遑論提前做好準備。

再者，中風的病患即使度過了急性期，

接下來可能就要面臨長期照護的問題，根據研

究顯示，推估國人一生中長照需求時間約7.3

年。但在照護的過程中，往往會歷經許多病情

起伏，不僅讓照顧者疲於奔命，也讓病人不斷

的接受無效的醫療而徒增痛苦，實為雙輸的局

面。因此，適時的安寧介入不但能夠提供病患

及家屬更為人性化的照護，也能夠避免病患接

受無效的醫療處置。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健康新知



至於該在何時介入呢？健保對於末期大

腦變質的安寧緩和收案規定如下：

1.末期大腦變質病患，不需使用呼吸器維生

者，病情急劇轉變造成病人極大不舒適

時，如：電解值不平衡，急性疼痛、嚴重

呼吸困難、惡性腸阻塞、嚴重嘔吐、疑似

感染、癲癇發作、急性瞻妄或瀕死狀態。

2.末期大腦變質患者，雖使用呼吸器，但已呈

現瀕臨死亡徵象者。

但對於病患來說，若是真的等到疾病已

然造成難以忍受的痛苦才開始考慮安寧照護的

介入，顯然是不足夠的。因此若是能夠在開始

出現不適的症狀時，讓安寧介入，對於病患及

家屬就有比較充足的時間來面對及調適。舉例

來說，若是中風使用導尿管的病患即使做了良

好的清潔但還是因反覆泌尿道感染而住院；或

是消化功能及吞嚥功能下降，無法攝取維持生

命所需的營養時；或是疾病已經影響呼吸功

能，無法有效咳痰造成反覆感染或是呼吸道的

阻塞等，都是可以考慮安寧介入的時機。

安寧療護除了提供症狀的控制之外，更

重要的是提供五全的服務，包括身心靈照護的

全人服務，全家的身心靈照護，從疾病照護

直至最後悲傷輔導的全程服務、包括醫師、護

理師、社工師、心理師、宗教師以及志工等等

的全團隊服務，以及包含居家安寧的全社區服

務。

藉由安寧療護的介入，病患能夠得到更好

的症狀控制以及各種專業的服務，並協助病患

及家屬了解有效及無效醫療之意義，針對病患

之狀況討論適合的治療方針，盡力避免受苦。

對於嚴重中風又伴隨有許多併發症的病患來

說，不啻是一個增進生活品質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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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傳統社會觀念裡，總認為有罹患

腎臟疾病的病友，就應該要避免吃中藥，其

來源已難以考據，但這種觀念卻使得中醫難

以介入幫助腎臟疾病的照護。

2015年，當時的台灣腎臟病醫學會主

委、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醫)

的黃尚志主任，在國際知名腎臟醫學期刊

《Kidney International》發表了一篇針對健

保資料庫進行分析的結果，其內容指出，經

過提煉濃縮的科學中藥對腎臟疾病是有幫助

的，甚至某些科學中藥對腎臟具有保護作用
[1]

。

由於現代醫學科技的支持，民眾逐漸瞭解原

來腎臟疾病是可以透過中醫藥照護而獲得改

善。

依據《2015台灣慢性腎臟病臨床診療指

引》的定義，慢性腎臟病是指腎臟結構或功

能異常超過三個月，並且對健康造成影響。

有位銀髮族老先生在2016年突然出現水腫、

文/中西整合醫療科 許世源 主治醫師

心悸、暈眩等症狀，住院檢查發現為急性腎

炎，經由西醫的醫療方式治療後雖然症狀緩

解，但腎功能異常的情況一直持續，故診斷

為慢性腎臟病。之後的日常生活中仍常感到

全身無力、噁心、食慾不佳、頭暈、心悸等

症狀，時好時壞，於2018年透過友人介紹到

本院中西整合醫療科求助於筆者。

老先生自發病後與腎功能相關的血液

檢驗項目，如：肌酸酐(Creatinine)、尿素氮

(BUN)等，數值均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還

常伴隨著全身疲倦無力、頭暈、食慾不佳、

喘促、腰膝酸軟無力、小便泡沫多與水腫等

症狀。此外，在長期服用高血壓藥物的情況

下，老先生平時血壓的收縮壓仍常常出現在

180至200mmHg的情況，容易導致慢性腎臟

病的病情惡化，所以在規劃中醫治療計畫

時，也要把高血壓一併列入考慮。

經過六週的西醫與中醫輔助治療，不

但肌酸酐、尿素氮等血液檢驗數值下降，有

別於過去2年緩慢上升的趨勢，日常生活中

常見的症狀獲得改善，在此同時，血壓偏

高的情況也獲得緩解，平時收縮壓降到140-

160mmHg。

在台灣中醫介入腎病照護早有先例，台

北榮民總醫院的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楊振

昌主任，分析健保資料庫發現服用中醫師開

立的處方中藥的腎臟病患者能減少四成死亡

率，此結果在2014年發表於世界權威醫學期

刊BMJ
[2]

，顯示西醫與中醫聯手治療慢性腎臟

疾病的確能有效改善病友的相關症狀，甚至

降低死亡率。

慢性腎臟病的中醫照護

10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中醫天地



現代醫學對腎臟病理機轉與疾病發展過程有相當詳細的資料，病友面臨該洗腎時而不洗腎，

可能發生尿毒症、貧血、腎性骨病變等問題，應遵循腎臟科專科醫師的指示；中醫則是透過辨症

論治、辨病用藥、內外合治等綜合治療方式，逐步緩解病友的不適，改善生活品質。

中醫用來治療腎臟病常用的處方主要是依據中醫四大經典之一《傷寒論》裡所記載的真武

湯、五苓散、麻黃附子細辛湯、炙甘草湯等處方，以五臟並治的概念對腎臟病影響所及的各種症

狀進行治療，往往能有良好效果。

  

筆者於2018年前往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進行為期半

年的進修深造，期間跟隨諾貝爾獎得主-屠幼幼教授的得

意門生廖福龍教授進行中藥研究，對於中藥臨床應用有

許多創新與深入的心得。其間也注意到，用來治療腎臟

病的中藥「附子」有其獨特的炮製方式，目前在台灣市

面上有多達5、6種稱為附子的中藥商品，其中不乏誤用

的情況，往往使治療效果與預期相差甚遠，本院中藥局

以獨特的中藥專業技術炮製附子，以配合腎臟病病友的用

藥需求，期望能獲得最佳的臨床效果。

 最後建議病友能選擇到合格的醫療院所診治，尤其不要輕易相信偏方或自行購買來路不明的

中藥服用，透過中西醫聯合照護模式希望能對腎臟病病友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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