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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傷病卡≠醫療ＶＩＰ卡
林孝義 台北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主任

大傷 病卡」乃重 症 患者的福

重

因為 SLE 多半發 生在 20-40 歲

利。這項措施是 針對 需 要長

的女性身上，這年紀的朋友刻正面臨

期治療的嚴重病症，給予患者就醫

工作、婚姻的重要人生階段。雖然，

時減免部分負擔，避免他們因經濟

此病在目前已非絕症，適當的藥物治

因素不敢持續就醫而設計。需終身

療已可有效控制病情，可是身上有這

治療之全身性自體免疫症候群如：

麼一張卡（標籤）
，卻也可能造成她

SLE，早已被列為重大傷病，可以申

們進退兩難的窘境，她們擔心伴侶

請永久重大傷病卡。根據統計，全

不接受，擔心工作單位不接受，擔心

台免疫風濕症患者領有重大傷病卡

保險受限制，重大傷病卡對她們，不

者約為 7%（詳見：衛福部健保署網

料成為一刀兩刃！

站）
。 實 際 上， 仍 有 許 多 SLE 的 病

在我看診的免疫風濕科中，也曾

友，縱使看病多年，卻沒有請領這張

遇過轉診過來的病人，經我發現雖是

「重大傷病卡」
。
「主任，我可不可以取消重大傷
病卡？」
「很擔憂突如其來的卡，讓我感
覺我是一個殘廢的人！」
「有這張卡之後，投保會不會有
限制？」
這張卡確實有助於看診時的經
濟負擔，為什麼還是有人對申請那張

硬皮症為一全身性自體免疫系統失調的疾病，腎及肺的功能往往最快遭受破壞，換句話說，自
體免疫功能失調的患者，大部份是肺動脈高壓之高危險群，一旦發生往往預後不佳，對策主要
放在早期偵測並提早治療。
宋思賢 台北榮總心臟內科主治醫師&國立陽明大學內科學系助理教授

自體免疫疾病，但並非罹患 SLE，卻
因此被發給了重大傷病卡，造成這位
女孩子無比的困擾。在此呼籲醫療

肺動脈高壓是什麼？

1.1 不明原因性肺動脈高壓（IPAH）
1.2 家族性肺動脈高壓（FPAH）

同仁們，在幫病友們申領重大傷病卡

肺高壓的定義是休息時，經由右

前，請先檢視病人的需求，聽聽他們

心導管測得的平均肺動脈壓力，大於

1.3 與下列疾病相關之肺高壓：

的想法，與之做好溝通，為她們多一

或是等於 25 毫米汞柱，或者活動時大

◎ 膠原性血管疾病（collagen vas-

於 30 毫米汞柱。

cular disease）如硬皮症、狼瘡等

份著想，不要當作「舉手之勞，順手
做好事」；另一方面，病友們也要懂得
維護自身權益，醫病之間做好協調。

看病優惠卡有所顧忌，大家都不想省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世界上沒

錢嗎？面對這個問題，身為醫療專業

有一個完美無缺的制度，健保的立

的一方，能夠感受到另一方年輕病友

意良善，但是幫助終究仍有極限，醫

的焦慮及擔心。

療還是得靠自己妥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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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皮症與肺動脈高壓

◎ 先天性系統－肺血管分流（sys肺高壓分類

temic to pulmonary shunts）

1. 肺動脈高壓（PAH）
平均肺動脈壓力

正常肺壓
14±3 毫米汞柱

◎ 門脈高壓
異常肺壓
21-24 毫米汞柱

肺高壓
≧ 25 毫米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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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 感染

3. 與缺氧血症相關之肺高壓

◎ 藥物與毒素

3.1 慢性阻塞性肺疾

◎其他（肝糖屯積症 glycogen stor-

3.2 間質性肺病

age disease， 高雪氏 症 Gaucher disease，

3.3 睡眠呼吸障礙

遺傳性出血性微血管擴張症 hereditary

3.4 肺泡換氣不足疾病

hemorrhagic telangiectasia，血紅素疾病

3.5 長期高海拔地區居住

hemoglobinopathies，骨髓增生性疾病

3.6 生長發育障礙

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脾臟切除）

4. 慢性血管栓塞造成之肺動脈高壓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的定義
肺動脈高壓，尤其是原發性肺動
脈高壓，是一種排除性的疾病。患者

皮肌炎、以及休格蘭氏症的病人身上
亦可見肺動脈高壓。
系統性的硬皮症，尤其是限制型

，是最常發生肺動脈
的平均肺動脈壓力高於 25 毫米汞柱， （CREST 症候群）

1.4 與特定靜脈和微血相關之肺高壓：

4.1 近端肺動脈栓塞

肺微血管楔壓低於 15 毫米汞柱，合併

高壓的結締組織疾病。系統性硬皮症

◎ 肺 靜 脈 閉 合 性 疾 病（pulmo-

4.2 遠端肺動脈栓塞

正常或低下的心輸出量。肺動脈高壓

的病患其血型動力學被證實患有肺動

4.3 肺栓塞（腫瘤、寄生蟲、異物）

可能經由遺傳、藥物、毒素、免疫疾

脈高壓約占 8~13%。

nary venoocclusive disease；簡稱 PVO）
◎ 肺微血管瘤（PCH）

1.5 持續性肺高壓

5. 其他
類肉瘤、X 型組織球增生症（his-

2. 與左心疾病相關之肺靜脈高壓

tiocytosis X）、 淋 巴 管 瘤（lymphangi-

2.1 左心房或左心室疾病

omatosis）、肺血管受到壓迫（腺體病

2.2 左側心臟瓣膜疾病

變、腫瘤、纖維化縱膈腔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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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疾毒感染、或其他疾病造成。若
查無上述原因仍確診為肺高壓的病患，
即為原發性肺動高壓。
硬皮症、紅斑性狼瘡、混合性結

肺動脈高壓的症狀
肺動脈高壓會因為肺血管結構的
改變，而使得通往肺部的血流受到高

締組織疾病，偶而在類風濕性關節炎、 度的阻 力，引起 肺內循環 壓力升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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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治療（針對第一型肺高壓）
因此造成心臟負擔增加，導致心臟無
力，而產生各種症。

第二 級：平常休息無明顯 症 狀，
但從事較費體力的活動會有呼吸困

初 期 的 症 狀：呼 吸困難、 虛弱、 難、胸痛、疲倦感或暈眩等症狀。
胸痛、運動時昏厥。
其他症狀：水腫、乾咳、雷諾氏
徵候群。
中晚期症狀：肝腫大、腹水、暈

第三級：一般性活動會引起呼吸
困難、胸痛、心悸、疲勞或昏厥等症狀。
第四級：休息時就會有疲倦、胸
痛、呼吸困難、心悸 或昏厥等症 狀，

倒、右心衰竭。

無法從事一般性活動。

肺高血壓功能分級

影響

第一 級：一 般 性 活動 無 明顯 症

當任何變數增加，可引起肺動脈

藥物治療（針對第一型肺高壓）
◎ 使用氧氣、利尿劑。
◎ 鈣離子通道阻斷劑。
◎ 抗凝血劑。
◎ 吸入型一氧化氮、前列腺素、
內皮素接受器拮抗劑及磷二酯酶
抑制劑等藥物。
◎ 免疫抑制劑。

換言之，心因性、肺臟器質性及
與肺動脈及肺靜脈有相關之疾患均

肺高血壓人現今困境
合併性肺高血壓非罕見疾病，藥

狀，心臟功能正常，但肺動脈壓力超

壓力上升，進而導致右心室過度負荷，

可能導致肺動脈高血壓，是需積極

物昂貴，健保申請不易。死亡率占高，

過標準。

最後導致右心衰竭，甚至死亡。

接受治療。

肺臟移植成效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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