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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醫病之間

做個穩住贏局的救援投手 
因為治療懷孕的SLE病友，讓身為婦產科醫生的我，有幸接觸到這些堅強而不屈服於命運的蝴蝶

媽媽，從她們的生命故事獲得啟發。在此，分享一位35歲的已婚蝴蝶媽媽Ｂ女士的生命故事。

趙湘台  台北榮民總醫院婦產科主任

有
「千面女郎」之稱的紅斑性狼

瘡，任何年齡的人都可能得到，

但通常好發於年輕女性，由於典型症

狀是鼻樑及兩側有對稱樣的皮疹紅

斑，狀似蝴蝶，全身性紅斑狼瘡的婦

女懷孕，於是有了「蝴蝶媽媽」稱號。

紅斑性狼瘡屬免疫失調的疾病，

常侵犯身體多個器官系統，尤其是腎

臟及血管，目前無法治癒，但使用類

固醇和免疫抑制劑可治療症狀，

病人往往需要長期服用多重

藥物，如 prednisolone等類固
醇、奎寧（Hydroxychloroquin、
plaguinil）、移護寧（Imuran）、癌
得星（Endoxan）、mexotrexate等。
全身性紅斑狼瘡的婦女懷孕會

增加母親與胎兒之諸多風險，過去醫

生都不建議懷孕。事實上，如於孕前

做好狼瘡病程的控制、適當規劃用藥

與孕程中密切監控，約八成的狼瘡孕

婦可順利生產，不會發生產婦子癇前

症，也可避免胎兒早產、流產、生長

遲緩或胎死腹中之併發症。

 在此感謝免疫風濕科的黃大夫，

要不是他成功地治療許多紅斑性狼

瘡婦女，作為婦產科醫生的我，

才能有機會接觸到這些堅強

而不屈服於命運的新手媽媽，

從她們的生命故事獲得啟發，

遇到挫折選擇重振旗鼓再出發，

遇到阻礙學會尋找方法克服困難，絕

不輕言放棄。

我們努力在拉近大家的距離
林孝義  台北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  

傳
播科技不斷進步，網路成為年

輕人交流的重要平台，臉書粉

絲團等的建立，讓每個社群自然的聚

集在一起。去年的太陽花學運、九合

一大選令人見識到年輕網路世代的

強大威力，「婉君表妹」（就是指「網

軍」）也成為這陣子流行的名詞。趨

勢使然，我們不得不重視行動通訊、

網路這一股潮流，俾能好好經營，以

增進醫病之間的溝通。

大家都知道，網路溝通很重要。

幾年前，協會決定要發展臉書，並以

粉絲團的形式經營，不委外經營，連

美編都由協會社工一肩擔起，目標為

提供一個心靈交流的空間，讓病友們

自由參與。雖然貼文按「讚」的人數

不少，但是大夥還是覺得臉書少有人

留言，粉絲增加的人數還有很大的努

力空間，或許有些人是隱瞞病情的，

怕臉書留言就露餡了。

台灣罹患紅斑性狼瘡的患者，估

計有九成以上是女性，好發年齡介於

15－ 44歲之間，這群年輕的病友同
時也是網路世代的族群，大部分人都

已成為低頭族，他們依賴手機、電腦

上網與社群互動。協會臉書粉絲團的

成立，無疑是希望藉由這新一代的溝

通平台傳遞訊息，透過經驗分享、情

感宣洩、減少孤立感和疏離感，吸引

更多年輕病友加入。

應用新科技增進醫病之間的交

流，是時勢所趨，我們也在思考：如

何才能讓大家暢所欲言？也許，我們

在絲粉團經營的部分還不是很有技

巧，我們要強化粉絲團的經營，該怎

麼找出最好的經營模式的確得花點時

間。除此之外，利用智慧型手機 App
分享 SLE醫療資訊，以及提供與醫護
人員溝通交流的平台，制訂個人化的

疾病控制計劃，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協會志工都很關懷病友，我們有

定期的聚會，互相交流 SLE的醫護
訊息，從發行季刊、建立協會專門網

站到臉書粉絲團的建立，廣設溝通管

道，無非都是想拉近與病友的距離，

提供他們及時的幫助，特別是那些新

病友們，對醫療資訊的需求更是迫

切。我們樂見未來能善用這些智慧通

訊機制，更快更有效的拉近與病友間

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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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救援任務－
蝴蝶媽媽的生命故事

本文要分享的生命故事，是一位

35歲已婚的蝴蝶媽媽Ｂ女士。今年八
月初，她因為懷孕 29週時，合併全身
性紅斑狼瘡急性爆發，腎功能惡化，

持續嚴重的蛋白尿，以及失控而高達

189/101mmHg的血壓，住進了免疫風
濕科病房，準備接受高劑量脈衝類固

醇methylprednisolone治療。住院前數
天，她因為多發性的皮下溢血，懷疑

為抗磷脂癥候群，接受了抗凝血的肝

素治療。

初次患病到接受治療　

2005年，26歲的Ｂ女士因手腳關
節僵硬疼痛，高燒不退，第一次來榮

總就診，就確診為全身性紅斑狼瘡，

開始接受類固醇及奎寧、癌得星、移

護寧等免疫抑制劑的治療，不但燒退

了，所有的症狀也都減輕了。此後九

年，她沒停過服用類固醇，併用的比

較久的是一天二次的奎寧，經醫生建

議，癌得星只在月經來潮服用一顆，

唯一的困擾是關節僵硬疼痛，情況時

好時壞，期間曾因肺部感染加上氣胸

住院治療。

Ｂ女士婚後從未避孕，接受莫須

瘤針劑治療二劑後，病情大為好轉，

只需服用一顆五毫克的類固醇，黃大

夫建議她可以懷孕。今年初，她順利

懷孕，每天持續一顆類固醇，並接受

婦產科的胎兒頸部透明帶的檢查。懷

孕五個月後，因血壓及尿蛋白逐漸惡

化，類固醇增加為一天二次、每次二

顆，而且加吃二顆移護寧，直到這次

住院。

全身性紅斑狼瘡的婦女不宜懷

孕的危險因子包括：患有肺高壓（平

均肺動脈壓大於 50mmHg）、間質性
肺病（FVC小於一公升）、心臟衰竭、
慢性腎功能不足、曾有妊娠毒血症或

HELLP症候群病史者、孕前半年內
中風及狼瘡病程活躍者。還有：尿蛋

白（大於 500mg/天）、抗磷脂抗體症
候群的出現、血小板缺乏及高血壓。

其他危險因子包括：高齡產婦（大於

40歲）、具有妊娠毒血症之家族史、
孕婦本身有高血壓、糖尿病、肥胖

（BMI大於 35Kg/m2）及持續使用大
劑量類固醇（prednisoIone大於 20mg/
天）；懷孕前尿蛋白大於 500mg/天，
與肌酸酐大於1.2mg/dl也可作為孕程
中腎炎復發之預測因子。如果懷孕中

併有活躍之狼瘡腎炎或妊娠毒血症和

孕期狼瘡復發，則不宜繼續懷孕。所

幸Ｂ女士並沒有上述的危險因子。

但是，妊娠子癇症合併無法控制

的高血壓、重度蛋白尿、水腫、腹水，

甚至癲癇發作等，常是蝴蝶媽媽不可

避免的宿命。懷孕的預後也走來辛苦，

往往會因抗磷脂症候群而流產，或因

為母親血管硬化，血液灌注不足而胎

兒生長較為遲緩，甚至胎兒在子宮內

就發生意外。

懷孕 29週爆發妊娠毒血症合併 SLE

雖然孕前仔細評估，及孕前半年

內做好狼瘡病程的控制，可降低懷孕

對狼瘡婦女的風險，但永遠有難以預

料的風險。就像Ｂ女士，懷孕前五個

月，狀況良好，只吃一顆五毫克的類

固醇，但懷孕 29週後，情況急轉直
下，妊娠毒血症合併全身性紅斑狼瘡

急性爆發，及活躍之狼瘡腎炎，這時

極為需要一個果斷決策的救援投手—

婦產科醫生。

現代女性晚婚，加上工作忙碌，

懷孕往往跟時間賽跑，婦產科醫生的

我就像個救援投手，唯一的任務就是

避免意外，穩住贏局及結束比賽。但

Ｂ女士主打的這場球賽好比走鋼索，

一邊是妊娠子癇症合併高血壓，隨

時會失控的孕婦；另一邊則是生長遲

緩、肺部還未成熟的極度未足月胎兒，

稍有閃失就會折翼收場。簡單地說，

我的職責就是讓胎兒在窒息前搶救出

來。如此一來，可解救媽媽因失控的

高血壓造成中風，瀕臨衰竭的腎功能

之急。

早產兒剖腹生產手術，輕忽不得

Ｂ女士住院後，我立即安排了

「子宮臍帶動脈都卜勒超音波掃描」及

「胎心搏加速測定」兩項檢查，目的

是要確定胎兒的健康狀況，觀察胎盤

是否功能正常，才能決定懷孕是否能

繼續。並且安排每週一次的「子宮臍

帶動脈都卜勒超音波掃描」，外加每天

一次「胎心搏加速測定」，持續追蹤

胎兒的情況。

Ｂ女士的檢查結果出爐，「胎兒胎

盤功能檢查」為「不反應型」，「子宮

臍帶動脈都卜勒超音波掃描」顯示胎

兒中腦動脈的脈動指數（PI）為 1.03，
臍動脈的脈動指數（PI）為 1.10，亦
即胎兒中腦動脈的血流阻力小於臍動

脈的阻力，但並無血管舒張末期速度

大大降低之情況，更沒有出現反向血

流，意謂著「胎兒貧血缺氧，有胎兒

窘迫，有窒息的風險，但還未到立即

瀕臨窒息之情況」。

精準的沙盤推演，經由剖腹保全孕婦及胎兒

當下，我當機立斷，坦率告知Ｂ

女士要剖腹開刀，將胎兒娩出。理由

一是，胎兒雖未到立即瀕臨窒息的地

步，但確定胎兒窘迫；理由二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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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Ｂ女士的紅斑狼瘡急性爆發，包括

腎功能惡化，持續嚴重的蛋白尿，以

及失控而高達 189/101mmHg的血
壓，情況危急，無法處置；理由三是，

孕婦情況危急，胎兒在子宮內再成長

機會有限。但考慮胎兒肺成熟，立即

使用可穿過胎盤之類固醇 dexameth-
asone，12小時一劑，6MG四劑，以促
進胎兒肺部成熟，並安排 48小時內
剖腹開刀。此外，考慮保護胎兒神經

系統及預防Ｂ女士子癇前症發作，採

用硫酸鎂（MagnesiumSulfate）。
人命關天，絲毫疏忽不得，我不

停檢視數據及結果，再三思考後，決

定停用硫酸鎂，避免可能造成腎臟及

心臟的毒。剖腹開刀前，我向Ｂ女士

解說剖腹過程，因為早產胎兒的剖腹

生產容易產生早產兒併發症。經驗老

道的醫生都知道，早產兒的剖腹生產

手術，子宮傷口一定要大。但在檢查

過程中，發現她有羊水過多的疑慮，

如果大刀闊斧地破水，羊水必定像水

沖龍王廟般地一湧而出，臍帶隨後

脫垂，羊水瞬間一湧而出排空，子宮

將瞬間縮小而收縮，胎兒很可能因此

卡住，無法娩出，如果醫生驚慌用力

拉扯，早產兒便容易受傷淤血。因此，

一定要溫柔小孔破水，讓羊水慢慢流

心肺復甦術急救的新觀念
李啟偉  高醫急診部主治醫師

2010年美國心臟醫學會以

實證醫學為基礎，制

定了一套全球統一的 CPR急救準則，
並在此 2010年版的心肺復甦術教材
中，針對急救技術的準則做出了重大

的改變：過去強調一旦發現神志喪

失對刺激無反應的病人應先打電話

求救再施行A→B→ C的急救程序，
目前已改為 C→A→B。

觀察有無「自發性呼吸」取代「檢查頸

動脈脈搏」

目前強調 CPR壓胸與吹氣比率
改為 30：2。過去一向強調以檢查頸
動脈來判斷患者心臟有否輸出，但此

舉對於一般不曾接受過醫學訓練的

民眾來說未免要求過高，反而容易

使施救者產生誤判，耽擱了急救的時

機，因此目前心肺復甦術教材主張教

導民眾進行 CPR時不再檢查頸動脈
脈搏，改以觀察有無「自發性呼吸」

或「正常呼吸」等循環現象來決定是

否有需要做進一步的心外按摩及人

工呼吸。當施救者忌諱傳染病而不願

意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時，折衷方法

甚至於可只做胸部按壓。

既然這是在生死一瞬間，隨時隨

地可以徒手救人一命的技術，身為現

代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認真學

習心肺復甦術，並主動推薦給身邊所

有人，讓其得以發揚光大，使社會上

每一個人都能活在一個更有保障的生

出，使胎頭順勢下降而固定，再順勢

在子宮上輕壓，以頭位娩出，減少早

產兒受傷的機會。

孫子兵法：「知彼知己，百戰不

殆」，要料敵於運籌帷幄之間，料敵

不嫌多、不嫌煩，才能勝敵。剖腹的

過程一如沙盤演練精準，順利剖腹

娩出一女嬰，重 1230公克，高 39公
分，阿普伽新生兒評分，出生後一分

鐘及五分鐘分別為八分及九分，身上

無淤血，肺部成熟呼吸正常，狀況極

佳。術後，Ｂ女士的病情大大改善，

第二天即可進食，再停針劑，每天口

服 prednisolone類固醇和移護寧，七
天後歡喜出院。

提供救援過程點滴，供病友參考

作為一個醫生，盡力完成每日賦

予的使命是我們的職責，能掌握的

事，絕不輕言放棄。藉此本文娓娓道

來擔綱救援投手的「眉眉角角」，提

供蝴蝶媽媽們向醫生提問時的參考。

為了讓她們彼此打氣，我利用網際網

路通訊軟體「Line及臉書」，成立了
「趙主任的蝴蝶媽媽粉絲團」，希望

這群勇敢的生命鬥士用自己的生命故

事，進行預防治療宣導的工作。加油，

蝴蝶媽媽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