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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社團法人台灣泡泡龍病友協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所服務之先天性表皮鬆

懈水皰症(EB)病友。此疾病罹患人數稀少，且因照護方法、照護資訊缺乏的情形

下，只能連結有相同照護經驗之病友家屬，尋求幫助並建立心理支持系統。 

從民國 87 年開始，藉由泡泡龍家庭之間的聯繫和探望，得以互相安慰。一

直到 98 年才正式向法院登記。這中間是以家庭聯誼的形式，串連全省病友心靈

上的交流和交換照護的心得，彼此取暖。 

※ 本會目前處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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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目前國內的醫療資源對水疱病患者的照顧。 
 由於醫療照護系統對類似先天性水疱病(醫療上稱 EB，國內俗稱泡泡龍，國外

稱蝴蝶兒)的罕見疾病並不熟悉，這可能因為罹患此病的人數非常少，大部分的

醫療人員基於照護的經驗不足，並不會特別花時間來研究。如果醫院碰到類似水

疱病的患者的狀況，特別是一些較為重症的患者，基於照護經驗不足的恐懼及怕

醫療糾紛的心態，基本上多是轉診到醫學中心。若遇到嚴重的泡泡龍新生兒，再

輾轉診治過程的過程中，有可能感染而使病況變得較為複雜而不樂觀；造成泡泡

龍新生兒的皮膚照護有感染或嚴重併發症的狀況。 

    所謂的表皮分解大疱症的疾病，其嚴重患者具多面向的醫療需求且需長期照

護，現行的醫療資源的照顧明顯並不足夠，由於這個病較少醫師注意，一般只有

少數醫學中心有較為熟悉病況的醫生，而即使有熟悉病況的醫生，由於現行醫療

體系，醫學中心的醫師常需負擔多重角色，其自身亦非常忙碌，加上水疱病本身

的臨床問題除了皮膚以外，嚴重患者黏膜、眼睛、四肢運動、口腔、食道、消化

系統、甚至心理層面等也會受到影響；常需跨科的協助才能兼顧整體病況的需求

及照護，現行醫療體系過度注重專科分科的思考，故照護面向常不完整，而使患

者的病情控制不如預期。 

B.社福機構的照顧 
    所謂的表皮分解大疱症的疾病，其嚴重患者具多面向的醫療需求且需長期照

護，現行的醫療資源的照顧明顯並不足夠，基本上，醫療系統不足的部分如長期

照護等應由社福單位來幫忙，但目前社福機構的資源仍非常不足，幫忙很少! 

    幸好目前已經有關心罕病的相關立委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並研擬罕病法。

不過立法院老是在空轉的狀況，若被動的社福機構的支援及照護恐緩不濟急，遙

遙無期。我們的孩子在照顧上都有經驗了，或許習慣努力過日子了。不過，看著

新生的嬰兒及新手父母又要重蹈我們走過的路，覺得很不堪。 

    在過去社福資源照顧不周的情況下，水疱病患者成長及發育的過程命運差別

極大，少數缺乏支援，獨自在暗處的水疱病患者，身罹重殘，痛苦而早逝殞落的

亦不少見；由於水疱病患者，在智能及才藝的表現上，其實常常頗具潛能，在我

們協會所服務的病友中，亦有多位極具繪畫及寫作天分並曾獲總統教育獎的病友，

若能有適當的醫療資源及社福協助，這一群小朋友其實長大後有無限的可能，他

們絕對是不可以被放棄的一群!社福單位應獲得更多的資源來幫忙水疱病患者，

使其具有最大生命發揮的可能性，因為這些過程故事，也可以成為正面激勵社會

向上的動力! 

 

C.目前協會的運作方向。 
    所謂的表皮分解大疱症的疾病，其嚴重患者具多面向的醫療需求且需長期照

護，現行的醫療資源的照顧明顯並不足夠，協會目前的目標及運作計畫如下： 

1. 傳遞最新醫療方面突破的訊息，加強診斷、照護及治癒的可能： 

    協會在歷任理事長的努力下，已有將照護、療育及養育等經驗傳承介紹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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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照顧，但這些土法煉鋼式的經驗仍有侷限性；尋找最新的醫療方面突破，加強

診斷、照護及可能的治癒是針對水疱病患者患者的終極目標。 

    由於國內的患者相當少，我們將與歐美先進國家的協會，引進國際合作的模

式，目前協會進一步是希望把國外的最佳化的臨床指引修改，翻譯，編成國內醫

療上的臨床指引，提供給國內醫療參考，讓國內的醫師對於這個疾病將不是那麼

陌生。其次，對於診斷及治療也將透過請求國內醫學中心協助並與國外相關協會

合作交流經驗等，期待未來能建立更完善服務病友的網絡及方法。 

 

2. 促進透過修法，希望社福單位提供病友穩定的醫材和營養品的支援： 

    水疱病患者嚴重患者常需長期照護，敷料、營養品常是生命維持的必需品，

常會造成經濟上的重大負擔，壓垮家庭的經濟，因此病友們需要的醫材和營養品

等的需求，希望透過修法，獲得社福適當的支援，目前已經提出罕病法希望立院

盡速通過，避免病友家庭經濟的崩潰。 

 

3. 協調居家護理師到宅服務，包紮傷口： 

    水疱病患者的嚴重患者常需長期傷口照護，每日換藥、檢視傷口，此一過程

對於家庭主要照護者等成員而言是長期且非常重的負擔，為讓家屬有喘息的機會，

並提高傷口照護的品質，這一部分將協調居家護理師到宅服務，包紮傷口，護理

病況，減輕病家照顧的辛苦。 

 

本會 103 年度工作成果  

一、  急難補助個案 

    本會有多位病友，因多半自出生後罕病纏身，抗病過程艱鉅勞頓，理事長除

接受臨時狀況需求外亦多次協同志工親臨病家，實際走訪探視 EB 患者，瞭解真

實需要和心理支持。並針對個案需求發放急難救助金及慰問金。其中: 

   1、病友陳*德因家庭暴力因素，心理狀況有待支持與建設。 

   2、病友李*惠皮膚狀況惡化成癌性腫瘤，目前仍積極抗癌。抗癌過程極度艱  

難，病患本人及家屬皆須忍受疾病所帶來之考驗，其中多有自費用藥者，

經濟支出困窘，依照本會成立宗旨給予急難補助。 

   3、病友吳*庭皮膚狀況持續惡化，於去年十一月入住台大截肢，不久感染惡

化離世。 

   4、病友張*慈屬於極重度失養型，平日護理除母親外還有阿嬤細心照顧，壓

力仍然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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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彰化張*綺小病友，因傷口感染，在中秋節前即入住彰化基督教醫院，因

持續發燒不退，傷口面積擴大感染，醫院促其自費購買敷料，因所費不貲，

月餘費用將近三萬元，其母不堪醫藥費用負擔，請求幫助，但健保局遲遲

未能給付，尋因院方召開記者會訴諸媒體，敷料方才取得。但嗣後又因健

保申請再度遭拒，申訴期間，本會亦發放急難補助金應急。另外本會與病

友間電話聯繫關懷亦不間斷。 

    6 新的病友陸續出生，分別住在高雄楠梓*芳，苗栗竹南*叡，花蓮*凡。這些

新生兒在醫療上的處境，都需要有本會的支援。在心境上因為是新生嬰兒

的新手父母，及需要心理方面的支持。 

  7 價格不斐的營養品和敷料的應急購買。 

 

  二、本會病友助學金發放 102 學年度(上下兩學期) 

 

 

 

 

    三  舉辦家庭聯誼活動: 

會員之間因散居全省各處，彼此交流仍然疏離，缺乏互動，多數家庭疲

於護理傷口，無暇關照對方。分區舉辦家庭聯誼仍有必要性，互相同理

支持，彼此取暖，度過困境，是最真實的幫助。 

       活動性質: 

 1 新竹全省病友聯誼活動，今年選在 7/20日，之所以選在這一天團聚，主

要是泡泡龍病友若鈞學畫有成，在新竹市文化局二樓有繪畫展出，全體病友與有

榮焉，特地聯絡到場參觀並聯誼加油，彼此激勵，並在會後在新陶坊餐敘。遠道

來祝賀的病友都非常欣慰，已經有十年以上聯誼經驗的泡泡龍媽媽，相見時特別

親切，除了分享照護經驗外，彼此也都能愛屋及烏，相互疼惜對方的泡泡龍小孩，

成為彼此心靈上最堅強的支持與後盾。一起走過患病的低潮與苦痛。相互交流提

供資源與協助。這次若鈞的畫展，也呈現出泡泡龍學習彙整出自己生活中的元素，

超越疾病的演出，呈現超越的生命經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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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暨巴黎國際會議醫療訊息報告會議。今年訂於

11/9日在天成飯店天喜廳舉行。泡泡龍協會會友攜手走過超過十幾載，家長間彼

此已經建構出像兄弟姊妹間一家人的感情。期待的國際 eb會議帶回來的醫療訊

息，最讓病友感到振奮。當天章醫師因臨時台大醫院有急診未能與會，但仍在會

議之前(開會前一小時完成居家護理師到宅服務試辦辦法)在全體會友一致通過

下，決定同心合意試辦護理師到宅服務計畫，為新生兒 eb提供到宅服務，費用

經費由協會負責募集，願意共同扛起照顧 eb的責任。全體理監事病友皆能感同

身受，願意無私承擔來自陌生家庭的小 eb患者，本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

神和永不止息的關愛來付出。相信這樣的舉動，也是多年來病友間的盼望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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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泡泡龍北區聯誼會暨音樂募款會在 12/6日舉辦。這場活動是源於過去一

年來，本會曾與心動力生命成長團體合作的經驗。此次也有自發性的青年團體志

願與本會配合公益活動，會中安排陪伴育幼院孩童一日鐵馬行，下午有室內活動

演出，安排本會泡泡龍女孩琇甄從雲林北上鋼琴演奏，分別彈奏出月亮代表我的

心，及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樂音柔和優美從琴鍵緩緩流淌，院童們紛

紛對泡泡龍女孩琇甄發出加油鼓勵，並親送自己所做的禮物餽贈，傳達愛心。而

協會病友泡泡龍芸慈和琇甄也都受到深深的感動。本會亦安排在音樂會中有手做

麵包和餅乾義賣，全數獲得支持，銷售一空。當天亦有創世基金會提供手工香氛

皂義賣，增添溫馨氣氛。音樂會中也安排育幼院院童的街舞演出， 精彩非凡，

信心非凡，彼此激勵，互相療癒，憂愁一掃而空。絕對是一場充滿熱情積極，凝

聚愛和力量的盛會，會中歡顏的演出，帶來心靈上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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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泡泡龍飛向天空擁抱陽光___如新澳門之旅  

       籌畫將近半年的泡泡龍澳門之旅終於在 12/14-16畫下完美的句號。罕病

泡泡龍門終於一償宿願搭上大飛機飛越台灣海峽，擁抱葡國陽光。誰說 泡泡龍

只能待在家裡?誰說泡泡龍不能輕易攜手?誰說泡泡龍不能出遠門? 

就是要快樂地帶著泡泡龍走出戶外，享受陽光和微風。讓我們攜手走過，讓我們

的病痛放假，讓我們不要再聚焦在傷口上，雖然短暫，卻可以為生命留下璀璨的

扉頁。十五的泡泡龍家庭，四十位成員分別從桃園和高雄機場搭乘不同航班飛機

起飛，一起在澳門機場會合。機場上皆設有殘障者快速通關禮遇，使行前的考慮

煩惱都一掃而空。在澳門會合後，共有兩部巴士，安排有六部輪椅隨車，浩浩蕩

蕩。每到一個景點，彼此扶持，相互打氣，百聞不如一見的澳門博弈風情讓大家

驚嘆連連!瞬間，忘了痛苦，忘了疲累，忘了疾病。如新公司貼心贊助，旅行社

費心安排，使行程順暢，病友也享受了夢寐以求的海外喘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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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啟動居家護理師到宅服務計畫 

 計畫說明: 
對於確診為 EB的新生兒，因為照顧上的急迫考量及病家的心理接受程度，本會

已請病友*慈父親章醫師研擬居家護理師到宅服務試辦辦法，並協調就近病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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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社區健康護理中心的居家到宅護理師配合提供服務，到宅包紮傷口，護理病

況，減輕病家照顧辛苦，提供心理支持及衛教。此項試辦計畫已於 103.11月啟

動。對泡泡龍病友提供應時的療癒幫助，帶給手足無措的父母心理上的支持，也

帶給新生嬰兒在傷口護理上最佳的照護，有效延緩病情，疼痛管理，對醫療上的

照顧有預防的效果，對家屬的心靈也有莫大的安慰。本會將會持續連結更多的地

區醫院社區護理師到宅提供泡泡龍病友傷口照顧的服務。 

  
 
 
 
 
 
 
 
 
 

 
E—附件 

 

社團法人泡泡龍病友協會(蝴蝶泡泡兒)合約醫院 

病友居家護理師到宅服務補助試辦計劃 

                                                 1031126 制訂  1031128 修訂 

前言：為了彙整先天性表皮鬆懈大皰症(國內俗稱泡泡龍 國外稱蝴蝶泡泡兒)病友居家照護相

關資料，建立泡泡龍病友居家照護模式與標準，在全民健保未正式開放病友居家護理給

付費用之前，為讓台灣泡泡龍病友居家照護能順利全面實施，亦將持續進行北區合約醫

院之相關單位泡泡龍病友居家護理個案管理服務，並進一步拓展南區、中區及東區合約

醫院之泡泡龍病友居家護理收案模式宣導與服務。 

 

一、目的： 

（一）針對新生之高危險群泡泡龍病友，延續支持出院後的高危險群泡泡龍父母，提供需

特殊傷口照護、營養評估及護理指導之泡泡龍父母持續性之出院後照護。 

（二）針對疾病嚴重之高危險群泡泡龍住院病友(如發生皮膚癌需切除，敗血症或其他疾

病嚴重狀態)，提供出院後之延續支持照護，促其可儘早出院恢復正常生活，以協

助維持並提升高危險群泡泡龍之生活品質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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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殘障等級達中重度之泡泡龍病友，為減少因照護品質不足造成繼發性合併症而

造成醫療作業上的額外支出，並減輕病患居家照護的負擔，以協助維持並提升中重

度之泡泡龍之生活品質照顧。 

 

二、補助對象： 

自本會合約醫院出院符合泡泡龍病友居家護理服務收案標準之個案。 

三、評估方式： 

  凡符合以下 A、B、C 任一項條件，經由合約醫院兒科、皮膚科、基因醫學等醫師轉介及泡

泡龍居家護理師評估符合家訪標準之個案。  

A. 新生之高危險群泡泡龍嬰兒 

B. 因疾病嚴重之高危險群泡泡龍達需住院病友 + 配合條件任一項 

C. 原殘障等級達中重度之泡泡龍病友+ 配合條件任一項 

A 新生病友 新生之高危險群泡泡龍 

B.因疾病嚴

重之高危險

群泡泡龍達

需住院病友 

配

合

條

件

及

照

護

部

分 

1.敗血症復原後 協助皮膚傷口照護換藥，避免進一步感染與

疾病復發 

2.皮膚癌切除術後 協助皮膚傷口照護換藥及切除後之功能復健

狀況衛教 

3. 皮膚傷口面積超

過 25%合併局部蜂窩

性組織炎或壞死性筋

膜炎等復原後 

協助皮膚傷口照護換藥，避免進一步感染與

疾病復發 

4.進食問題 吞嚥困難、半餵半灌、灌食、Feeding Pump、

胃造廔管供餵食氣切造廔口、胃管等 

5.其他特殊情況 請詳列 以供審查                      

C 針對殘障 配 1.皮膚傷口面積超過

25% 

協助指導皮膚傷口照護換藥，協助監測傷口

之狀況，避免進一步感染與疾病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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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達中重

度之泡泡龍

(蝴蝶泡泡

兒)病友 

合

條

件

及

照

護

部

分 

2.進食問題 吞嚥困難、半餵半灌、灌食、Feeding Pump、

胃造廔管供餵食氣切造廔口、胃管等 

3.其他特殊情況 請詳列 以供審查                      

 

 

 

四、補助流程：  

1.合約醫院填寫泡泡龍病友居家護理服務補助計劃申請表，經本會審查通過得以執行。 

2.由合約醫院兒科、皮膚科、基因醫學醫師轉介，泡泡龍居家護理師評估符合家訪補助標準之個案：

並填寫居家護理服務補助費申請表、泡泡龍居家護理服務醫囑單、泡泡龍訪視記錄單及泡泡龍家庭

問卷向病友協會申請補助。 

3.請於家訪後兩星期內（郵戳為憑）以郵寄方式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後即撥款至合約醫院或   護理

師本人。 

五、泡泡龍病友居家護理服務內容及相關表格：如附件 

 

六、泡泡龍居家護理師條件：需具備以下資格--- 

A. 照護新生之高危險群泡泡龍之護理師 

    1.NICU 或 NBC 經驗 3 年以上，需評定為甲等以上之正式立案合格居家護理所實習 5 天，

並取得實習證明（含實際工作經驗者）。 

    2.現任職居家護理師 3 年以上，需於 NICU 或 NBC 實習一個月以上，取得實習證明。 

B. 照護因疾病嚴重之高危險群泡泡龍達需住院病友之護理師 

    1.現任職居家護理師 3 年以上，具有外科病房傷口照護經驗之護理師。 

C. 經以上 A, B 資格審查通過後，可為本病友協會泡泡龍居家護理服務補助方案計劃之泡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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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護理師。 

 

七、經費補助： 

（一）補助金額：每次家訪補助 1200 元，不得對個案家屬再收取任何費用（包括交通費、

掛號費、醫材費等）。 

（二）補助家訪時間與次數： 

A. 新生之高危險群泡泡龍 

原則上每周補助兩次，俟照顧者熟悉傷口照護及換藥，嬰兒之情況較為穩定為止，為

考量資源有限，最多補助到第十二周，二十四次。 (或初生嬰兒以六個月為限，前三

個月每周兩次(二位護理師)，後三個月每週一次(一位護理師)提供衛教及教導包紮技巧。

費用由申請服務的病友每次固定支付交通費用 300 元，護理師鐘點費及不足的交通費

由本會負擔。) 

B. 因疾病嚴重之高危險群泡泡龍達需住院病友，原則上，單次住院其於出院後最多以三

次居家護理照護為原則： 

      1. 初次家訪：出院 7 個工作天內完成。  

2. 第二次家訪：初次家訪後 7-14 個工作天內完成。 

3. 若有特殊需求個案經居家護理師評估需第三次家訪時，則可由居家護理師訪視

後檢附相關資料並說明理由，向病友協會申請補助，經病友協會審查通過，則

另追加補助一次。 

C. 針對殘障等級達中重度之泡泡龍病友，以提供長期居家護理照護為原則(一年為一期，

每年藉其三個月前得提出申請)，提供傷口照護的指導並參與協助換藥，補助頻率原則

上，每兩周補助一次，若有特殊情形，如病患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或其他狀況，補助頻

率得視病患狀況調整，於審查通過後，依審查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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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宣導疾病與國際交流 

       由於醫療照護系統對類似先天性水疱病(醫療上稱 EB，國內俗稱泡泡龍，

國外稱蝴蝶兒)的罕見疾病並不熟悉，這可能因為罹患此病的人數非常少的緣故。

本會成立之初，即因對罹患這樣的罕見疾病患者的無力感和無奈感同身受。因此

極力邀請專業背景的醫護團體為泡泡龍患者提供諮詢之道，舉辦相關的醫療講座

不遺餘力。 

       一部分的原因也為的是讓病友能提升對自己照護的能力，讓自己了解、

接受、面對自己的課題。在泡泡龍成長的階段中，有諸多的狀況皆須要提醒。營

養攝取不足，眼睛受傷，吞嚥困難、或因喉嚨長水泡痊癒後長繭，以致聲音沙啞，

諸多病況。但因這樣的疾病需要全方位的醫療體系，(而台灣目前的分科診治嚴

明，並無法提供這樣的醫療)，本會鑑於如此，在今年九月的巴黎國際 eb 醫療會

議，本會覺得有必要走出台灣與國際接軌，了解其他國家相關福利政策以及實際

運作的方式，讓抗病之路不孤單。本會理事長鄭色孟偕同兩位病友家屬台大醫師

章浩宏清大士林巧敏於 9 月 19 日起至 9 月 21 日，出席參加在法國巴黎市 CAP15 

會議中心舉行三天會議。進一步了解目前先天性水皰症在國際醫療合作的研究，

獲益匪淺。目前本會已正式加入國際 eb 組織(DEBRA  TAIWAN),新的基因科技

醫療日新月異，翻陳出新，基因的研究議題如在大海撈針般艱難，但有全球的頂

尖科學家的努力，相信鐘就能解開這個疾病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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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參加 2014 年 Debra International 會議計畫》 

     2014 國際表皮鬆懈大泡症會議參加紀實 

台灣泡泡龍病友協會 

理事長鄭色孟 

台大醫師章浩宏 

清大博士林巧敏 

 

    今(2014)年表皮鬆懈大皰症(俗稱泡泡龍)國際醫療大會，於 9 月 19 日起至 9 月 21 日，選在

法國巴黎市 CAP15 會議中心舉行三天會議，此次在罕見疾病基金會的贊助下，協助本會的鄭

理事長與同為 EB 病患家屬的台大醫院章浩宏醫師及清華大學林巧敏博士得以前往盛會，與來

自世界各地的罕病 EB 專家學者交流最新的醫療研究。 

 

    此會議首先由大會主席同時也是 Genethon 團隊研究的主要指導者 Fulvio Mavilio 致開場白，

歡迎會員的參與，其後由三位大會的副會長 Guy verdot，Dr Rainer Riedl 及 John Dart 等，說明

在 EB 照顧上或研究上的重要及貢獻，從中我們體會到歐系國家對社福規劃的尊重及不遺餘力

的資源投入，在政府經費的挹注下，成立了第一個用於聯繫有關治療或照護罕見皮膚疾病的組

織網絡，其重點工作包括，確認病友及照護者，評估病患的需求，並在嚴格的評選後，做出對

罕見皮膚病方面照護的共識及最佳方式並提供給病人，此外也對醫療人員進行訓練，目的在提

供改善病人生活品質。 

 

    緊接著由 Dr. Alain Hovnanian 講解有關 EB 基因治療的研究及最新進展，因考慮到每個患

者的基因缺陷部位不同，治療模式會有差異，為患者本人設計的個人化醫療是必須的，其利用

患者本身的皮膚細胞，加以基因修復後，培養成皮膚組織，再移植回病患，以取代並修復病患

患病處的皮膚組織。這個研究目前初步成果尚佳，正在嚴謹評估其中長期的療效。 

     

    而奧地利的 Dr. Bauer 介紹治療 EB 的 Diacerein 藥膏的試驗性研究，發現此藥膏 1％的外用

製劑可顯著減少水泡的發生，目前歐洲相關社福及醫療保險單位正在研究及給付藥膏的情況，

期待未來藥膏上市後，可嘉惠更多 EB 患者。 

 

   有關 EB 患者的牙科照護，則由 Dr. Kverneland 進行演講，依不同的 EB 患者分類，提及可

能的治療方式及原則，強調預防性措施為牙科照護的最重要原則，EB 患者可在持續的追蹤下，

預防齲齒發生，降低不必要的口腔問題，並把握牙科照護最重要的四個原則：(1)飲食方面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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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及建議、(2)良好口腔衛生習慣、(3)氟化物治療和(4)經常預防性牙科檢視及清洗。針對居住

在非含氟社區的兒童(如台灣地區)，凸顯每日氟化物補充劑的重要性。 

 

    會議中也討論 EBS 及 DEB 在分子診斷及基因諮詢的經驗，歐系國家花了很大的資源來整

合，其對患者的診斷，不僅能夠非常及時確認，而且可以明確告知患者，不僅在研究方面有所

成就，對病人的衛教及諮詢有相當的成果。大會另也安排一連串國際 Debra 協會大會、臨床照

護計畫、臨床照護指引的建立、EB 患者協會管道的經營及規劃、專業醫療人員照護訓練等單

元，足以見到歐系國家對相關疾病的重視及努力，目前已在國際 EB 大會的協助下建立傷口照

護，牙科照護及分子診斷的臨床指引，未來則向疼痛處理，肢端融合等手術或復健治療等，列

出四項最需發展的臨床指引，這些臨床指引之撰寫符合實證醫學的標準，對於醫師及相關照護

人員，值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資源。 

 

   此次遠赴巴黎參加會議，有許多的收穫，除了會議所得到的新知，最重要的是與國際相關

人士的交流，也刺激我們思考政府對於泡泡龍疾病的基因缺損診斷、治療技術及研究等，未來

是否可以有更多的投入，抑或向國外團體交流學習。能夠一窺國際罕病 EB 堂奧是有幸的，我

們三個是具有相同人生經驗板塊的家庭，同有一位患有罕病 EB 的小孩，身為 EB 患者的家長，

曾經在生命面前蜷伏和不忍，如今卻激發出往前攜手的動能和決心，我們只能說：是痛，叫人

清醒。 

 

詳細會議內容紀實，請參見台灣泡泡龍病友協會網站 http://www.eb.org.tw 

 
 

 
 
 
 
 
 
 
 
 

http://www.eb.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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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泡泡龍病友團體是病友的避風港，最重要的功能是分享照顧經驗及情感支

持，在爭取權益時也必須齊心協力。如何影響病友的參與和認同，需要彼此

間的溝通和關懷，增進彼此間的互動，才是促進協會永續經營的力量。 

先天性表皮鬆懈症是一項罕見疾病，不僅罹患原因複雜而且無法治癒，更讓

人擔憂的是有遺傳上的焦慮，重度患者和家屬生活在有如人間煉獄般的艱處

境。如何在目前的醫療取得解答是目前急需努力的課題。 

另外，在資訊上搭乘電子資訊媒體的無遠弗界廣為宣傳，應是趨勢之一。可

以幫助更多的病友。協會亦可記錄病友的家庭故事互為勉勵或可提供初生 eb

患者家屬的心理支持力量，彼此相互取暖，希望同行的泡泡龍病友都能擁有

幸福感。 

※  對於未來的服務發展走向 

A. 提供相關心理諮商相關課程: 

本會目前與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合作~心園丁服務計劃，幫助病友走出

蜷藏的悲觀心理，在面臨重大疾病時，提供心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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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區舉辦家庭聯誼: 

每一年都會不斷增加的新病友，因病友散居全省各處，彼此交流仍然疏

離，缺乏互動，多數家庭疲於護理傷口，無暇關照對方。由協為舉辦家

庭分區聯誼仍有必要性，讓鄰近的一個家帶領一個家，互相同理支持，

彼此取暖，度過困境，是最真實的幫助。 

C. 爭取支持罕病法的實施。 

    目前國內針對基因缺陷的疾病仍屬孤兒病狀態，皮膚科醫生的研究投入

幾乎沒有。因泡泡龍罕病罹患人數過於稀少，缺乏醫療基礎，且每個患

者病況程度和類型皆有不同的差異、體質不同也會有不同成效，用藥和

護理也有不同，每個病友狀況懸殊性大，肢體攣縮、無法進食、皮膚潰

爛。在日常生活中，苦於醫療資源欠缺，社政單位不了解，健保的給付

過於嚴苛，像是維持生命之特殊營養品，必要舒緩症狀及預防惡化之藥

物皆無預算，居家醫療照顧器材(敷料的取得)也常被無故刪減，病家苦

於醫療財力負擔，被疾病挾持，被痛苦綑綁，失去心靈自由，處於罪與

罰的責難當中，沒有任何的生活品質。 本會希望在國內立法上爭取支持

罕病法的實施。 

D 號召組成醫療研究團隊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已經聯合組成"國際 EB 醫療組織"，醫療水準較為進步

國家皆已傾全力研究基因上的缺陷，對於 eb 不同類型病患之基因檢測有較為精

準且有效率的進展。目前協會傾向號召國內皮膚科醫師組成醫療研究團隊投入研

究，尋找醫療的答案是最終的指標。目前協會希望把國外的臨床指引修改，翻譯，

編成國內醫療上的臨床指引，提供給國內醫療人員參考，也有助於泡泡龍患者對

自己的病情了解，希望台灣的病患也能早日確定基因缺陷的類型，提供將來國際

接軌與研究合作的可行性。面臨下一代的健康，不再有泡泡龍罕病的出生，也是

當務之急。本會在巴黎之行後，即積極尋求醫師組成研究團隊，目前確認南北顧

問醫師分別由台大章牙科副教授及成大皮膚主治醫師許醫師擔任，目前這兩位醫

師已經開會確實討論將來工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