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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疾病（以下簡稱罕病）意指盛行

率低、少見的疾病。2000年8月，國內「罕

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以下簡稱罕病法）

正式上路，根據本國「罕見疾病及藥物審議

委會」公告，以年盛行率萬分之一以下作為

我國罕見疾病盛行率之標準，並以「罕見

性」、「遺傳性」及「診斷困難性」三項指

標綜合認定。

每個人身上都帶有5-10個異常基因，這

些基因分別存在時許對個體本身不會造成影

響，一旦男、女雙方含有同一缺陷基因孕育

下一代時，即可能出現患有罕病的孩子。因

此，罕病發生率雖低，卻是每一個新生命出

生時需承擔的風險。

罕病雖具有遺傳性，但並非全部無法治

療，部份罕病可藉由適當的治療來維持健康

狀態或減輕疾病的嚴重程度，以國內常見的

苯酮尿症為例，如能儘早確定診斷，持續食

用特殊奶粉，可降低苯丙胺酸在體內大量堆

積後對腦部造成傷害，避免造成智力障礙的

重大影響。

罕病並不可怕，但由於疾病的「罕見

性」，造成病患需要使用的治療藥物及維生

營養品取得不易。以往，罕病法未通過時，

即便患者知道有可供使用的治療藥物及維生

營養品常無法順利取得，可能是因為國內並

無此類藥品或是治療費用太高無法負擔等問

題。

罕病法除保障病人可獲得合適的照顧

與治療外，對於醫療人員職責亦有規範。罕

病法第一條：為防治罕見疾病之發生，及早

診斷罕見疾病，加強照顧罕見疾病病人，協

助病人取得罕見疾病適用藥物及維持生命所

需之特殊營養食品，並獎勵與保障該藥物及

食品之供應、製造與研究發展，特制本法。

第七條：醫事人員發現罹患罕見疾病之病人

或因而致死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告。因

此，目前於臨床只要發現罕病病人，醫療人

員需先協助患者，通報國民健康署，之後病

人才能取得疾病所需之藥物、營養食品及其

他相關醫療補助。

從立法到各項政策的施行皆為了讓罕

病患者得到充分的照護，為減輕患者的經濟

負擔，罕病患者用藥已納入健保給付範圍，

採專款專用；此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亦將罕見疾病納入單一身心障礙類別，

讓罕病患者可以申請相關補助。本文提供大

眾及臨床醫療人員參考，期望未來罕病患者

能獲得更完整的醫療服務。

文/遺傳諮詢中心 陳素珍 個管師

認識罕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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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骨不全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OI)

是種先天遺傳性骨骼系統疾病。此病是因體

內結締組織的第一型膠原纖維基因突變產

生；此纖維是形成眼睛的鞏膜、骨骼及皮膚

等主要組織。臨床上呈現，較輕微的骨質疏

鬆至頻繁骨折甚至在子宮內胎兒階段即產生

骨折，最嚴重在嬰兒出生不久即夭折，甚至

死產。

成骨不全症一般分成四型：

第一型與第四型為體染色體顯性遺傳造成，

差別在於第一型外觀上鞏膜有明顯的藍眼珠

現象、聽力障礙，第四型卻極為輕微。

第二型的成骨不全症最嚴重，在子宮內即有

多發性骨折，在出生期常造成死亡甚至死

產。

第三型乃體染色體顯性為基因新突變而成，

造成多發性骨折、生長遲緩、頭臉部典型的

三角型臉，具藍眼珠但隨年齡而顏色變淺。

第四型為體染色體顯性遺傳，症狀最輕微的

一型，患者鞏膜在出生時為藍色，但在青春

期之前即轉為正常色，骨折大都發生在嬰幼

兒期，但也有人並無骨折，只是呈現O型腿或

長骨先天性彎曲。

基因診斷與產前檢查

    不同型成骨不全症有不同的遺傳模式，包

括自體顯性、隱性遺傳，或是自發性基因突

變，主要是兩個基因COL1A1和COL1A2產生

突變導致第一型膠原蛋白量與質的缺陷。若

是此兩個基因其中之一產生突變，會造成嚴

重程度不同之成骨不全；如果患者想生育下

一代，則有一半的機會會遺傳，屬於顯性遺

傳。具有成骨不全症的患者或是另一半懷孕

時，由於絕大部份屬於顯性遺傳，可以進行

產前診斷，在懷孕10-12週時，進行絨毛膜穿

刺或16-18週時進行羊膜穿刺，取得胎兒DNA

進行基因診斷。

先天性成骨發育不全症之
產前遺傳諮詢

文/遺傳諮詢中心 張靜儀 遺傳諮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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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基本資料

性別：女     年齡：32    

教育程度：大專   母親生產史：G1P0

個案主訴妊娠20週於婦產科診所例行

產檢，超音波顯示胎兒四肢短小、胸腔狹

小等畸形情形，診所醫師建議轉診至醫學

中心診療。

家族譜：

諮詢過程

個案由案夫陪同前來，諮詢師與其

會談過程中，個案顯得焦慮不安。經由本

院醫師超音波檢查後發現胎兒發育四肢短

小且疑似多發性骨折及胸腔狹小等異常情

形，疑似先天性成骨發育不全症，經由遺

傳諮詢後個案及家人決定終止妊娠，並將

胎兒臍帶血及父母血液檢體轉檢至台大醫院

進行基因分析；基因報告確定胎兒為突變型

先天成骨發育不全症。

諮詢困境/挑戰

臨床上，產前遺傳諮詢的個案在進行

診斷及相關醫療處置時間上較為緊迫，尤其

輾轉經過基層醫療院所轉介，通常到院時已

是第二孕期週數。此疾病對於個案及案夫來

說或許未曾聽聞，面對疾病仍處於情緒否認

期，卻需要進行相關侵入性產前診斷等醫療

處置，雙層壓力下，心理衝擊相對大。此時

遺傳諮詢者運用同理心諮商技巧協助個案的

情緒與反應。當就診完後，必要時再次解釋

疾病的內容、遺傳模式等，以協助個案面對

接下來的相關事宜，使其能夠深切感受到遺

傳諮詢團隊的協助與支持，減少面對醫療過

程時所帶來的焦慮與衝擊。

參考資料：

Cole WG., Dalgleish, R.,  (1995). Perinatal lethal 
osteogenesis imperfecta.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32(4), 284-289.
Kenneth Lyons Jones.(2006).SMITH，Recognizable 
P a t t e r n s  o f  H u m a n  M a l f o r m a t i o n - 6 t h  e d . 
Philadelphia:Elsevier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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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曼匹克症(Niemann-Pick Disease)，是

一種體染色體隱性遺傳溶小體(lysosome)脂

質代謝異常，導致過量脂質累積於肝臟、腎

臟、脾臟、骨髓等，甚至腦部，而造成這些

器官的病變。臨床上主要可分為 A、B、C

三型。A、B型屬於酸性神經鞘磷脂酶(Acid 

Sphingomyelinase, ASM)缺乏或活性不足，C

型屬於細胞內膽固醇代謝、運輸障礙，而酸

性神經鞘磷脂酶則是正常或輕微缺乏。嚴重

的神經系統影響主要發生在A、C型，B型則

無神經系統的問題。

目前台灣多為C型。估計C型尼曼匹克氏

症(NP-C)的發生率約為15萬分之一。現今已

知NP-C1或NP-C2基因的突變是導致NP-C的

主因，NP-C1基因涉及的蛋白與移除細胞中

的膽固醇和脂質有關，NP-C2則與能和膽固

醇結合的運輸蛋白有關。95%的NP-C病人主

要是第18對染色體上的NP-C1基因突變，其

兒童時期神經退化－尼曼匹克氏症
(Niemann-Pick Disease)

餘約5%的病人是第14對染色體上NP-C2基因

突變。

臨床症狀

NP-C典型的發病時間約是在童年的中

至後期(2-6歲左右)，常見的症狀如：

‧笨拙(Clumsiness)和步態不穩(Ataxia)。

‧進行性核上凝視麻痺(Vertical supranuclear 

gaze palsy, VSGP)：這是NP-C發病早期可能

出現且最常見的疾病表徵之一。一開始患

者會有向上垂直掃視的行為，之後眼球縱

向掃視的速度會逐漸減慢、終至喪失，疾

病晚期橫向掃視能力也可能受損1,2。(圖1)

‧認知能力退化(Presenile cognitive decline 

   or dementia)。

‧肌肉張力低下(Hypotonia)。

‧發音困難(Dysarthria)。

‧大約1/3的NP-C患者會有局部或全身性的

   癲癇發作情形。 

文/小兒科 蔡政道 主治醫師

「以欣國小一年級時，曾是班上說故事比賽冠軍；卻在國小二年級時，媽媽發現她

眼球無法垂直向下移動、字越寫越大、課業漸漸跟不上。眼科、腦科、連精神科都看

了，檢驗都正常。跑遍各家醫院，歷時18個月的煎熬，才診斷出是罕見的遺傳基因疾

病，C型尼曼匹克氏症」。

圖1.

‧輕度垂直掃視受損，患者仍能夠查找，但不能往下看。

‧重度垂直掃視障礙，患者不能再向上或者向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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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時期神經退化－尼曼匹克氏症
(Niemann-Pick Disease)

青少年或成人時期才發病的患者，病程

進展相對緩慢，但仍可能表現前述與神經系

統相關的症狀，並出現明顯的心理疾患如憂

鬱症或精神分裂症(圖2)。

診斷

‧血液檢體可測定chitotriosidase 活性。

  嚴重儲積的患者有上升的情形。但部分患

者因為chitotriosidase 基因異常，無法製造

chitotriosidase。

‧血液檢體可測定plasma oxysterols。嚴重儲

   積的患者會有較多的oxysterols，但在症狀

較輕的患者oxysterol數值可能正常。

確認診斷方式包含：

‧生化檢測(Filipin test)：餵食細胞吞嗜

filipin (一種cholesterol)，以顯微鏡觀察細

胞是否能代謝cholesterol，是否出現脂質分

子囤積現象。此檢測需要使用患者的皮膚

纖維芽細胞(以皮膚切片取得皮膚細胞後加

以培養數周後可得)進行測定。

‧分子遺傳學檢測(Genetic test)：利用DNA

檢測NPC1基因突變。

治療原則

由於NP-C是一種漸進性疾病，因此及

早診斷、及早接受NP-C疾病特定療法，以確

保患者達到穩定或延緩疾病惡化，並維持身

體功能及生活品質的關鍵，這是目前NP-C特

定治療所能達到的最佳治療目標。其他治療

策略同時包含非特異性之症狀療法。

‧NP-C疾病特定療法：可減緩疾病的惡化

速度；這種藥物為鞘糖脂合成抑制劑，於

2009年1月在歐盟取得上市許可，可減緩脂

肪分子堆積現象。研究顯示，此藥物可改善

或穩定NP-C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患者漸進性

神經系統疾病的重要病徵。

‧症狀療法：症狀療法無法影響疾病的惡

化，但可改善生活品質。

參考資料: 

1.罕見遺傳疾病一點通(http://www.genes-at-taiwan. 

   com.tw/genehelp/database)

2.Vanier MT. Niemann-Pick disease type C. Orphanet J 

  Rare Dis 2010;5:16.

3.NPC Info (http://www.niemann-pick-c.com/)

圖2:不同年齡出現不同的NP-C神經及內臟症狀

 (資料來源:翻譯自Vanier MT. Orphanet J Rare Dis. 2010 Jun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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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節硬化症是種多重器官的疾病，需至

各種不同科別就診。一般而言，每個門診皆

須經過門診診察開單、檢查及回診聽取報告

等三個流程，若病友同時有兩種器官問題就

需到診六次，三種問題以上就可能需要九次

的流程，路程及往來奔波時間十分耗費精力

與體力。

整合門診－「瓢蟲健檢夏令營」

為幫助病友們就診及檢查流程時間，

民國98年3月由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及本院

醫療團隊共同努力下，成立「瓢蟲健檢夏令

營」。整合門診包含皮膚科、眼科、小兒神

經科、小兒心臟科、小兒腎臟科、放射科、

遺傳諮詢師以及社工師，共同來進行結節硬

化症的聯合照護。

罕病瓢蟲家族－結節硬化症  

三大外顯特徵癲癇、白斑、血管纖維瘤

根據健保署統計，台灣目前約400多

位結節硬化症患者。此病症是一種罕見的顯

性遺傳疾病，患者因體內抑制腫瘤的機制突

變，導致體內器官持續生長非惡性的結節腫

瘤，進而讓各器官機能受損，影響患者精

神及行為表現。其中約10%的患者會伴隨發

生腦室管膜下巨細胞星狀瘤(Subependymal 

giant cell astrocytomas, SEGA)，引起嘔吐、

頭痛等症狀或行為、情緒上的改變，嚴重者

可能因急性水腦症而造成猝死；另有90%患

者有不定時的癲癇發作。孩童時期常見三大

徵狀為癲癇、白斑及血管纖維瘤，是父母初

期觀察指標，經深入診斷可確定是否為結節

硬化症。

社團法人台灣結節硬化症協會說明，

因三分之二的結節硬化症患者與異色瓢蟲同

為自體基因突變，所以每位患者身上結節的

形狀、位置、數量、大小皆不同，我們把結

節硬化症的家庭結合起來，稱為「瓢蟲家

族」，藉由凝聚彼此的力量，相互支持、鼓

勵，分享各式資源。

結節硬化症聯合門診
－集結力量助全台瓢蟲家族

癲癇
腦部腫瘤導致腦部
異常放電造成癲癇

白斑
皮膚出現不規則大小、
數量的白色斑塊

臉部血管纖維瘤
臉上出現像痘痘般的血
管纖維瘤

瓢
蟲
家
族
3
大
徵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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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兒科 蔡政道 主治醫師

結節硬化症聯合門診
－集結力量助全台瓢蟲家族

瓢蟲爸組團搖滾全台 首支紀錄片登大螢幕 

帶領瓢蟲兒見證奇蹟

李爸的女兒瑄瑄是位瓢蟲兒，還未出生

即被發現有心臟橫紋肌瘤，出生6個月，因身

上大面積脫色斑點及癲癇症狀而確診為結節

硬化症。嬰兒時期，瑄瑄一天癲癇發作至少

20次，讓李爸一家心懸不已；臉上的血管纖

維瘤也讓青春期的瑄瑄感到自卑。李爸為鼓

勵瑄瑄勇敢面對疾病，拼了命與其他五個罕

見疾病患者的老爸，組成「睏熊霸」樂團，

希望用自身樂觀積極的精神，鼓勵瑄瑄開朗

面對人生、走出疾病陰影，努力迎接美好未

來。此熱血勵志的搖滾奮鬥過程，也讓黃嘉

俊導演花費6年時間拍攝成紀錄片躍上大螢

幕，於全台各大戲院上映。

癲癇三十年 女氣胸急診確診瓢蟲家族

同為瓢蟲家族的鄧小姐，於兩年前因

氣胸急診，發現竟是肺臟腫瘤所致，加上臉

上血管纖維瘤特徵，進一步確診為結節硬化

症。鄧小姐從幼兒時期就出現癲癇、白斑、

血管纖維瘤症狀，成年後也曾因腎臟腫瘤造

成腹痛急診等情形，但都因對疾病的不了解

導致誤診近三十年，直到腫瘤嚴重影響到器

官機能，才發現自己原來是瓢蟲家族的一

員。鄧小姐在腦部、肺臟、腎臟、子宮都有

發現結節腫瘤，除了子宮腫瘤造成生理期劇

痛及大量出血，已手術摘除腫瘤之外，目前

使用口服標靶藥物mTOR抑制劑，其他部位

腫瘤控制情況穩定。目前北中南皆設有整合

型門診，邀集各專科醫師集中看診，患者若

有相關症狀，可在第一時間獲得所需醫療資

源，加速初診確診流程以及提升確診後長期

追蹤治療的便利性與完整性。

口服標靶藥物mTOR抑制劑助縮小腫瘤 可望

改善癲癇

不同於其他疾病單一且明顯的特徵，

結節硬化症患者體內各器官可能形成許多非

惡性腫瘤，包括腦、視網膜、皮膚、心血

管、腎臟及呼吸系統，由於受影響的器官甚

多，表現出的徵狀相當複雜且多變。過去治

療結節硬化症的方式是針對病患不同症狀給

予治療，僅能治標不治本；新式口服標靶藥

物mTOR抑制劑，經臨床試驗指出可抑制腫

瘤細胞生長，有助縮小腦部、腎臟、肺臟之

腫瘤，從根本改善生活品質，為瓢蟲家族帶

來一絲曙光。目前本院使用口服標靶藥物

mTOR抑制劑對於結節硬化症腎血管平滑肌

脂肪瘤具有改善效果，此觀點無疑對於醫界

及瓢蟲家族又是一道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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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在以前是一個常見的呼吸道感染疾病，一般人感染流感後在門診拿藥，

多喝開水、多休息，一週之內就會痊癒。但這個以前不是很嚴重的疾病，最近因新型

『禽流感變異株』的出現，變成人人聞之色變的疾病。禽流感什麼時候爆發？會造成多

嚴重的傷害？仍眾說紛紜。但是對於氣喘病人而言，不管禽流感，或是一般的流感，都

需要小心看待。因為氣喘病人被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之後，不管是症狀或是後遺症都較

為嚴重。

文/小兒科 顧明修 主治醫師

誘發氣喘症狀的急性發作。

2.症狀較嚴重。氣喘病人遭遇流行性感冒的

感染時，除了呼吸道的感染症狀會加重

外，氣喘的症狀如呼吸喘鳴音，呼吸困難

等也會較嚴重。至急診室就醫、住院機

率、住院天數都比較高。

3.較易導致嚴重併發症。特別是年紀較小的

氣喘兒或年紀較大的老人，更容易導致死

亡等併發症，需要更謹慎小心。

4.咳嗽呼吸喘鳴會持續較久。經過治療，即

使流感病毒感染已經被人體所排除，但咳

嗽、呼吸喘鳴音等症狀仍可能持續數天至

數星期之久。 

氣喘病人
小心流行性感冒的感染

流行性感冒病毒主要由飛沫傳染，在

鼻咽部潛伏1~3天後侵入人體，引起症狀包

括高燒、咳嗽、肌肉酸痛、倦怠不適等。

其產生的嚴重併發症包括肺炎、腦炎、心

肌炎、續發性細菌感染。高危險群，如老

人、幼兒、氣喘及其他慢性病患者較容易

有嚴重的併發症。一般人因對新型的禽

流感無抗體，因此更容易出現嚴重的併發

症，死亡率也較高。

相較於一般健康的人，氣喘病人感染

流行性感冒病毒時，有下列的特徵：

1.會誘發氣喘急性發作。氣喘病人若有上

呼吸道感染，如感染流行性感冒，常會

8 宗旨：醫人、醫病、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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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流行性感冒感染對氣喘患

童而言，絕對是個不可輕忽的疾病，必須

謹慎以對。該如何預防呢？如何減少不幸

之併發症呢？以下提供幾個方法：

1. 接種流感疫苗。接種流感疫苗，可降低

感染流感之機率，即使感染流感症狀及

併發症也較輕微。若氣喘患者本身因雞

蛋過敏或其他因素無法施打疫苗時，應

由患者的家屬接種疫苗，此方法為藉由

在相對健康的人身上接種疫苗，來保護

相對風險的族群，以減少患者得到流感

的機率。

2. 避免感染。流感流行期間，減少前往人

口稠密區，勿接觸感冒病人。勤洗手，

戴口罩，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避免感

染。

3. 控制好氣喘。鍛鍊身體，避免接觸過敏

原及各種氣喘誘發因素，定期門診追蹤

氣喘病情，適當治療氣喘病，使氣管處

於最健康的狀態，以應付流感病毒的侵

犯。

4. 注意症狀。父母平時即應了解患童的氣喘

狀況，注意是否有氣喘惡化。此外，流感

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的症狀應多加留意；需

注意的症狀有：高燒、肌肉酸痛、頭痛、

耳朵痛、喉嚨痛、咳嗽、咳痰等。若有這

些症狀，就有可能得到流感或其他呼吸道

感染。

5. 感染時及早治療。若不幸得到流感，請及

早就醫，以免小病變大病，以及併發嚴重

的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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