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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輕忽！！兒童慢性 B 型肝炎
可能發生急性肝衰竭
淺談兒童門脈高壓

淺談妊娠同種免疫性肝病

黃疸也會遺傳嗎？
淺談吉伯特氏症候群
(Gilbert's syndrome)

微菌叢植入治療

在腸道疾患及腸道外疾病的應用

愛心碼輕鬆捐贈發票

我愛您！幫幫我！

《520885》

即日起、在萊爾富Hi-Life、7-ELEVEN、

全家便利商店、OK便利商店、燦坤3C、大

潤發、新光三越百貨等電子
發票愛心碼試辦商店消費，

結帳出示基金會愛心條碼給
店員掃描，就可以將
發票捐給兒童肝膽基
金會、幫助全國兒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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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翼天使勇敢飛
◎南區 小毅媽媽

孩子在婦產科的第二天早上，

還在病房的我們收到了通知，孩
子因為心跳快、呼吸急促、發

燒、痙攣，而送到小港醫院再轉

至高醫，高醫迅速處理孩子的狀

況，也檢查出了罕見疾病。在他

快三個月的時候轉院到了長庚，
因為孩子得做換肝移植手術，孩

子對我們來說是折翼天使，或許
我們沒辦法把他完整修復，但我
們不想放棄任何救他的可能性！
然而，一路上都有很多人的幫

助，孩子很順利的在成長當中。
謝謝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的

善款，讓我們能減輕許多負擔，

也感受到了社會的溫暖。真的非

常謝謝各位，謝謝大家。■

會刊61期

03

病 友 園 地

嬰兒大便�識卡的重要性
◎中區 芝妍媽咪

兒

童健康手冊大便卡的衛教，
對於我來說並不陌生，因為

我的工作是一名產兒科的護理師，
不論過去是在婦產科或是產後護理

之家，十年的從業生涯當中，兒童

健康手冊關於膽道閉鎖的內容，可
以說是倒背如流，但從來沒有真正
遇過膽道閉鎖的孩子，完全沒想到
遇到的第一個案例，居然會是自己
的孩子-芝妍。

芝妍排行老三；前面的兩個姐

姐，成長過程和其他孩子一樣，偶

笑說，前面兩個帶起來駕輕就熟，

痛，所以我和先生未曾料到，老三

人抱著入睡，打壞了媽媽的招牌；

而有些感冒，但不曾有過什麼大病

會是膽道閉鎖的孩子，懷芝妍時，

因為年紀的關係，容易疲累、恥骨

反倒是老三搞得人仰馬翻，常常要
沒想到三周大的時候，芝妍的大便
顏色開始變得淡黃，但也不是每一

聯合痛、孕吐吃不下，但產檢過程

次都是淺色的大便，仍然有正常顏

院當天驗的黃疸值是12mg/dl，回家

面，沒有什麼異常，職業上的習

並無異常，從剖腹產後到從醫院出

後因為餵母乳居多，所以芝妍的膚
色一直都黃黃的，但是四肢及身體

的膚色，逐漸從黃漸漸轉為紅潤，

色的出現，而且食慾及活動力方

慣，每當有淺色的大便出現時，我

都會拍照記錄，也和先生討論是否

需要立刻就醫，因為芝妍僅是大便

大便的顏色也呈現金黃色母乳便，

顏色的改變，並沒有其他合併的症

芝妍喝奶大小餐，肚子容易脹氣，

再回診。

可以感覺到和兩個姐姐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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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容易哭鬧。起初還和爸爸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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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出現，所以我和先生選擇了滿月

病 友 園 地

直到回診時，醫生認為芝妍的體

重成長的並不理想，加上腹脹明

顯，又曾有黃白便出現，建議我們

還是到大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當
下就開了轉診單，預約至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小兒腸胃科的門診，
醫師也安慰我們，興許只是腸胃不
適、脹氣而已，但是保險起見，做

進一步的檢查也好安心，到了當天

早上卻接到醫院的電話，表示約診

醫師臨時有事必須休診，最快要再

隔一周才能看診；因為膽道閉鎖是

師向我們解釋膽道閉鎖這個疾病，

時間發現診斷，越早手術預後效果

持續纖維化，孩子將來可能必須面

一個必須爭分奪秒的疾病，越早的
越好，所以當下便請先生立刻從公

司請假回家，改看上午吳淑芬醫師
的門診，吳醫師在看到轉診單以及

即便接受了葛西手術，肝臟仍可能
臨肝臟移植手術，手術後的兩年

內，孩子也會因為膽管炎，經常反

覆入院治療，在那個當下，我才真

聽我們的描述後，便立刻安排我們

得意識到這個疾病的嚴重性，在此

已看完門診，仍請護理師致電詢問

葛西手術後，便能重建膽道，進而

照超音波及X光檢查；吳醫師雖然
我們是否還在院內，也立即從診間

之前，我單純地以為，孩子在接受

痊癒，完全沒想到後續的治療，才

到超音波室關切，看到超音波結

是最大的考驗！在閱讀相關資料

於安排隔天接受肝臟切片檢查。此

誤，在等待切片報告出來之前，也

是膽道閉鎖了，但當時我們對膽道

由李建興醫師及其團隊進行，整個

手術，預後越好，沒料到後續的治

子在中重度病房，休養及觀察到出

果，吳醫師立刻建議我們住院，並
時我心裡覺得八九不離十，應該就
閉鎖的認識，僅僅以為盡快做葛西
療，以及之後必須面臨換肝的事

情。

此次肝臟切片住院，腸胃科的醫

後，我們夫妻倆，一刻也不敢耽

做好孩子要手術的準備，葛西手術

手術花了將近6個小時，手術後孩

院，住院將近半個月時間。

好不容易孩子終於回到家中，不

知道是不適應還是不舒服，孩子變
會刊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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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難安撫，回家後的第一天晚

上，是由我和先生兩個人輪流抱著

入睡，對我們夫妻而言相當心疼，
為人父母無不想能代替孩子受痛；
然而就在隔天，芝妍開始活力變

差、嗜睡、體溫偏高，一開始還以

為是不是前一天哭累了，但是經過

了一個上午的觀察，芝妍的體溫仍

然偏高，即使隔天就是回診日，我
們還是決定先掛急診，經過抽血檢

手術方式，更有利於醫師提供治

跟我們提到的，手術後常見的逆行

身體，我們大人應該更勇敢地陪伴

查，果不其然的，就是李醫師當初

性膽管炎，最基本的就是住院兩個

孩子成長。

殊不知這一次住院，中間經歷過抗

童肝膽防治基金會，所提供不論是

禮拜，把一個抗生素的療程打完。

這段時間，真的感謝財團法人兒

藥性改抗生素，甚至是因為胃腸脹

諮詢或是心理層面的協助，縱然身

不戴上輔助的呼吸器，身為父母的

的幫忙，才得以更全面的了解這個

她加油打氣，我為了孩子後續的營

宗文醫師，在健兒門診時發現孩子

之後能有更好的營養，幸好孩子有

幼恩診所的呂冠儀，在我們尋求治

關，出院後每次的回診，抽血數值

謝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李建興

氣壓迫到肺部，影響了呼吸，不得

我們卻無能為力，只能每天探視為
養，也努力的擠著母乳，希望孩子

著堅強的生命力，突破一個個的難
越來越進步，GOT從最高188降到

58；GPT最高216降到32；ｒ-GT從

為醫療人員的我，也是需要基金會
疾病；再來感謝台中幼康診所的林

的異樣協助我們轉診；也感謝台中

療的過程中所提供的協助；另外感
醫師及其醫療團隊，以及兒科加護
病房與病嬰室，有他們專業且完善

1343降到354，醫師也驚訝孩子恢

的照顧，芝妍才能恢復。

沒有猶豫不決，盡快地讓孩子接受

力，身為父母的我們能成為孩子堅

復的速度如此之快，真的慶幸當初
葛西手術，也不糾結於內視鏡方

式，畢竟孩子的身體不大，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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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我想孩子本身都不放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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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未來的日子，孩子能持續努

實的後盾，也希望醫療的進步，能
為這樣的孩子帶來曙光!■

最 新 醫 訊

不可輕忽！！

兒童慢性 B 型肝炎可能發生急性肝衰竭
◎花曼津／基隆長庚醫院小兒肝膽腸胃科主治醫師

母

嬰間的垂直感染，是Ｂ型肝

月），同時也替高感染風險之新生

炎傳染之重要途徑，40-50%

兒 (其母親為表面抗原[HBsAg]及e抗

較於成年人，於孩童早期得到B型

注射免疫球蛋白(HBIG)，自民國108

者。為降低垂直傳染率，自民國75

為B肝帶原(表面抗原陽性)之新生

的帶原者是經由此途徑傳染，且相
肝炎感染更容易演變成慢性帶原

年7月起，台灣除全面為幼兒接種B

肝疫苗（出生、滿1個月、6 個

原[HBeAg]雙陽性) 於出生24小時內

年7月起，更將對象進一步擴及母親
兒。

多年執行B型肝炎預防成效卓
會刊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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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根據衛生署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得高高壯壯的小明，母親為B肝帶

嬰幼兒B型肝炎帶原盛行率於民國

免疫球蛋白(HBIG)及三劑B肝疫苗

以下簡稱：疾管署)資料顯示，台灣
96年已<1%。但是，如果母親是表

注射，但後續未曾檢驗是否帶原或

面抗原及e抗原雙陽性，尤其是高

是產生B肝抗體，或肝功能檢測。

完整B肝疫苗與免疫球蛋白，仍有

得知小明有肝指數異常情況 (AST/

病毒量母親所生的孩童，即使接受

10%成為帶原者。

為此，疾管署推動高病毒量

直至國中入學時的健康檢查才意外
ALT= 69 /109 U/L)。

一段時日後，父母觀察到小明膚

(HBV DNA≧106 IU/mL)之懷孕者，

色突然變黃，加上近一個星期出現

的抗病毒藥物。然而，一般民眾多

來住院治療，實驗數據顯示小明有

加上這些帶原兒童，多數無症狀，

1037 U/L），合併明顯黃疸 (direct/

於懷孕滿27週後開始使用健保給付

以為小孩打了疫苗就有保護力；再
或者就算有肝炎發作，也因為沒有
抽血檢驗，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帶原

噁心，嘔吐，頭痛之情況，因此帶

急性肝指數上升（AST /ALT = 850 /

total bilirubin= 8.8 /12.4 mg/dL; 三天
後上升至15.2 /22.7 mg/dL)，及凝血

者或有肝炎的情形。因此，民國99

功能異常 (INR 3.4，三天後上升至

月1日以後出生，母親為雙陽性的

上升：207 ug/dL)。檢測B肝病毒表

年9月起疾管署進一步推動，97年7

7.1)，精神也一天比一天差(ammonia

寶寶在滿一歲時檢驗B肝表面抗原

面抗原及e抗原呈現陽性反應，且病

所有帶原媽媽之寶寶，目的就是要

其他肝炎可能原因後，推測小明即

與抗體檢測，且從108年7月起擴及

毒DNA量高達2.3*106 IU/mL，排除

篩檢出帶原兒童，或是為沒有帶原

使嬰兒時期完成B肝疫苗及免疫球

疫苗。可惜至106年只有33-44%符

毒，此次乃慢性B型肝炎引致之急

但是沒有產生足夠抗體的幼兒追加

合條件的幼兒接受篩檢，不到半數

應該追加疫苗的幼兒完成接種。一

般民眾對於兒童B型肝炎缺乏危機
意識，也讓看似平穩的狀況下藏有

隱憂。

舉例近年一位臨床個案: 12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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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者，小明出生後，雖接受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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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注射，但仍感染B型肝炎病
性肝衰竭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後續雖給予抗病毒藥物，
加護病房照護及肝臟移植評估，但
小明臨床病程猛烈約一星期後離

世。深感遺憾難過之餘，希望不再

發生類似情況。

最 新 醫 訊

臨床上，慢性B型肝炎病毒感染

（表面抗原陽性超過六個月者）分
成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免疫耐受期

台灣兒童Ｂ型肝炎傳染多來自母

嬰垂直感染，孩童感染後會先進入

免疫耐受期。此時期e抗原呈現陽
性反應，B肝炎病毒DNA量很高，
但肝功能正常，維持的時間因人而

異，有些人可長達數十年之久。此
期建議定期追蹤。

第二階段：免疫清除期

約八成左右的帶原者會在20歲至

40歲間進入免疫清除期。這個時
期，人體的免疫反應會開始活化，
將病毒清除，清除時肝臟會出現發

炎的反應，病毒量減少後，肝功能

會穩定下來，但清除的過程則是決
定長期預後的重要關鍵：

(1)若免疫系統很輕易地清除病

毒：患者大多可成為不活動的帶原
者，組織也不致於有太明顯的損

害，其預後與未帶原者相差無幾。

(2)若免疫系統不容易清除病毒：

則可能使得肝臟反覆發炎導致纖維
化，後續發生肝硬化或肝癌的風險

較高。台大兒童醫院研究發現，於

292位長期追蹤之孩童當中，約

3.4%個案被發現有嚴重肝臟損傷，

或進展至肝硬化。B肝病毒清除率
因人而異，且隨孩童年紀，及媽媽

帶原狀況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台
灣兒童小於3歲，每年清除率< 2%;

大於三歲，每年清除率約5%，媽媽
若為e抗原陽性，則清除率較低。

因此，此階段必須小心觀察肝功

能變化，若發現自身的免疫系統不

太容易抑制病毒，可藉由抗病毒藥

物的協助，以減少過多的發炎，降
低日後演變為肝硬化或肝癌的風
險。

會刊61期

09

最 新 醫 訊

第三階段：病毒殘存期

經歷免疫清除階段之後，病患肝

指數回復正常，出現e抗原之抗體
(anti-HBe Ab)，但仍帶有表面抗原
(HBsAg)，進入不活動的病毒殘存
期。在這個階段，病毒量變得很

低，也沒有肝臟發炎，若肝組織也

沒有問題，只需繼續追蹤即可。

第四階段：病毒活化期

2至3成進入不活動殘存期的患

者，會出現病毒活化的現象。可能

險，不可輕忽。

＊＊提醒高危險群孩童（母親為

因為病毒的突變或是其他不明因

表面抗原之帶原者）之照顧者，於

不正常，醫學上稱為e抗原陰性的

腸胃科或感染科醫師之門診，進行

素，導致病毒量再度增加、肝功能

慢性B型肝炎。這類患者每年發生
肝硬化的機率可達10%。

[資料來源：台大醫院高嘉宏教

您小孩年滿 12 個月大時前往兒童
B型肝炎之抗原及抗體檢查。如經
檢測：

1.您小孩已具有B肝表面抗體，

授： B型肝炎的昨日、今日與明

表示您小孩已產生保護力。

張美惠教授： H e p a t i t i s B v i r u s

陽性)者：需依醫師指示定期追蹤肝

日。刊登於好心肝48期; 台大醫院
i n f e c t i o n. 刊登於S e m i n F e t a l
Neonatal Med. 2007;12(3):160-7.]。

2.您小孩為 B 型肝炎帶原(HBsAg

功能，執行肝臟超音波檢查。

3.您小孩為未產生抗體亦未成為

藉由以上說明，希望大家了解，

B 肝帶原者，可免費追加一劑 B 型

苗含HBIG注射政策，仍有一些孩

若表面抗體仍為陰性(< 10 m I U/

即使台灣兒童受惠於完整的B肝疫
童未產生保護力，特別是母親為雙

肝炎疫苗，1 個月後再抽血檢驗，
mL)，後續可於1、6 個月提供公費

陽性且高病毒量的孩童。而兒童B

疫苗接續完成第2、3 劑。■

炎，亦可能造成急性，猛暴型肝

[資料來源：衛生署福利部疾病管制署_B肝疫苗追
加接種作業計畫]

型肝炎除了無症狀帶原與慢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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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肝衰竭，肝硬化及肝癌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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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兒童門脈高壓

◎陳米琪／林口長庚兒童肝膽腸胃科 主治醫師

五

歲的小城有膽道閉鎖的病

史，一早起床後媽媽發現小

城精神不太好，忽然在床邊嘔吐了

許多鮮血，媽媽連忙將小城送到了

醫院，抽血發現貧血與血小板低

引起門脈高壓的原因

致的食道靜脈瘤破裂，建議住院安

常見的為肝硬化，在兒童族群中較

下，醫生解釋到懷疑是門脈高壓導
排胃鏡做檢查……

門脈高壓

肝門靜脈，簡稱門脈，是供應肝

臟血流兩大系統之一，它網羅了來

自胃、脾臟、胰臟、腸道和膽囊的

造成門脈高壓病因有許多可能，

常造成肝硬化的原因有膽道閉鎖、
慢性肝炎、家族性膽汁鬱積症、代
謝性肝臟疾病、自體免疫性肝炎
等；肝外門靜脈阻塞亦是兒童非肝
硬化性門脈高壓的常見成因。

靜脈血流。

門脈高壓相關併發症

並不高，可以正常的引流上述器官

顯的症狀，在身體檢查時可能發現

養成分，其餘的血液則進一步進入

有可能造成食道靜脈曲張，進而生

在生理狀態下，門脈系統的壓力

的靜脈血流，取得來自腸道中的營
肝靜脈系統回到心臟，再進入身體

循環中，然而若因一些疾病導致門

輕微的門脈壓力上升並不會有明

脾臟腫大，但若顯著的上升時，就
成食道靜脈瘤，當食道靜脈瘤破裂

時，會造成上消化道出血，導致吐

脈系統壓力上升，令引流的血液無

血、黑便。

環時，就稱之為門脈高壓。

生成，表現為腹部脹大、體重增

法正常的進入肝臟、肝靜脈系統循

另一較為常見的併發症為腹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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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若合併感染可能會產生自發性

細菌性腹膜炎，表現為發燒、腹
痛、腹瀉等。

若門脈高壓的情形持續較久，亦

有可能會影響到心肺的功能，造成

肝肺症候群或是肺動脈高壓，表現
為喘促、呼吸困難、發紺等情形。

門脈高壓的治療

當臨床上懷疑病童有門脈高壓，

例如脾臟腫大、血小板低下持續變

平時注意事項

鏡檢查，檢視是否有食道靜脈瘤生

肝病的病童，建議都要規則的在兒

導致破裂出血。當有食道靜脈瘤的

抽血、超音波的檢查，若有食道靜

嚴重時，會建議安排上消化道內視
成、大小，評估是否有較高的風險

童胃腸肝膽科門診追蹤，定期接受

生成時，會考慮使用口服非選擇性

脈瘤病史，亦須與醫師討論接受消

風險較高，會建議病童接受食道靜

及早治療。

β阻斷劑減低門脈高壓，若出血的
脈瘤結紮術，減少日後非預期急性

化道內視鏡檢查，以提早發現問題
平日飲食需均衡攝取，避免過度

出血的風險。

調味、過鹹的烹調方式。

可從調整飲食著手，減少鹽分、增

黑、惡臭的大便合併臉色蒼白，要

多餘的水分排除，幫助控制腹水的

需即早回診評估。

腹水可由腹部超音波診斷，治療

加蛋白質的攝取，或使用利尿劑將
生成，併發感染時則需加上抗生素

注意排便的性狀與顏色，若有過

小心是否有上消化道出血的可能，
小城住院後接受了輸血以及胃鏡

的治療。而厲害的門脈高壓導致併

的檢查，發現有食道靜脈瘤的生成

需經專業的醫師評估是否適合接受

靜脈瘤結紮術，服用非選擇性β阻

發症無法得到良好的控制時，可能
肝臟移植，達到更好的疾病控制與
生活品質。

12

若有門脈高壓相關病史或是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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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疑似出血的痕跡，接受了食道
斷劑控制，小城恢復了之前的活
力，開心的回到幼兒園上學了。■

最 新 醫 訊

淺談妊娠同種免疫性肝病
◎葉栢睿／林口長庚兒童肝膽腸胃科 主治醫師

新

生兒肝衰竭是一類相當罕見

有肝臟功能的異常，所幸程度較輕

程可能來勢洶洶。除了病毒感染、

蹤中，兩姊妹成長穩定，小芯的檢

的兒童肝膽疾病，然而其病

微且臨床恢復良好。後續的規律追

代謝異常、缺血損傷等外，本文期

驗數值及超音波也逐漸進步。為預

的病因–妊娠同種免疫性肝病。

媽媽說明了後續孕產可考慮的預防

待能帶大家簡單認識另一種較特別

生病的雙胞胎

小童與小芯是一對足月出生的雙

防下一胎再發生類似狀況，醫生與
性治療，並轉介她接受免疫科醫師
的完整評估。

胞胎姊妹。不幸的是，誕生才數

天，小芯就因為愈發嚴重的腹脹與
呼吸窘迫轉至大醫院就醫。抽血檢
驗發現她的肝臟功能已多重受損、
血液鐵蛋白與甲型胎兒蛋白升高；

影像檢查看到了肝硬化、腹水、以
及肝臟與胰臟中異常的鐵質沉積；

這些跡象導向「妊娠同種免疫性肝
病」的診斷。除了積極的支持療

法，小芯接受了靜脈注射免疫球蛋
白及全身血液置換療法。她的生命

徵象與檢驗數值終於逐漸穩定；後

續的肝臟切片報告也發現了相符的
免疫學證據。姊姊小童出生後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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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機轉

的胎兒肝臟抗原尚未被證實，但這

（Gestational alloimmune liver

一步活化補體蛋白系列攻擊肝臟，

由於妊娠同種免疫性肝病

disease）常表現出嚴重的新生兒肝

衰竭合併肝臟及肝外其他臟器的鐵

質沉積，過去常與新生兒血鐵沉積

症（Neonatal hemochromatosis）互

造成肝衰竭及肝臟鐵質沉積等表

現。廣義來說，「新生兒血鐵沉積

症」是一種臨床表現型，其中絕大

部分肇因於「妊娠同種免疫性肝

稱。自從2010年研究出「同種免疫

病」；少數因其他遺傳疾病造成。

稱已被進一步地區分，而臨床診斷

病」大部分可引起肝臟鐵質沉積的

性機轉」的角色後，這兩個疾病名
與治療也有了新的進展。

目前認為，妊娠同種免疫性肝病

可能導因於懷孕過程中母親與胎兒

反過來說，「妊娠同種免疫性肝

典型表現，但也有未引起鐵沉積的
個案報導。

由於肝臟的損傷，胎兒體內鐵調

間的免疫互動。早至孕期12周左

節相關的機轉也接連失調；包含重

肝臟細胞產生免疫反應。雖然明確

足，影響運鐵素（Ferroportin）的

右，某些母親的免疫系統對胎兒的

14

些母親產生的抗體通過了胎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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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饋功能。不正常的鐵質平衡，導

著不能排除此疾病）；肝外鐵沉積

官沉積，包含胰臟、心臟、甲狀

唾液腺或其他可取得的受損組織）

發育也因肝臟受損減少血管收縮素

切片，可以運用病理組織免疫化學

致胎兒體內鐵含量增加並在其他器
腺、唾液腺等。此外，胎兒腎臟的

的部分，可以利用切片（口腔黏膜

或核磁共振來證實。若能取得肝臟

原（Angiotensinogen）的合成而受

染色法，確認特定補體系列膜攻擊

肝臟，損失許多正常肝細胞，殘存

證明肝內的免疫攻擊。血液檢驗

沉積、及纖維化等影響；接近五成

胎兒蛋白也會異常升高；此外，轉

到影響。自子宮內即被攻擊的胎兒

的肝組織也多被鐵質沉積、膽色素
的罹病嬰兒在診斷時已經肝硬化。

臨床表現

複合物（C5b-9）的存在，來輔助

中，比較特別的是鐵蛋白以及甲型

胺酶相對來說與其他指標相比反而
不高。

除了妊娠同種免疫性肝病外，新

此病的臨床症狀自孕期十數週到

生兒肝鐵沉積還有其他相對少見但必

死胎外，病嬰可能有早產、羊水過

染、唐氏症、膽酸合成異常、粒線體

出生幾個月內皆有可能出現。除了
少、宮內生長受限的情形。出生後

數小時至數日間，肝衰竭的特徵將

逐漸出現，包含：低血糖、凝血功

能異常、黃疸、白蛋白低下併水

腫、腹水及其他肝硬化相關變化。

須謹慎鑑別的成因，包含周產期感
疾病及一些罕見的遺傳症候群。

除了上述診斷工具的搭配外，及時

研判這個診斷是相當重要的。因此，

對於原因不明的死胎、流產、以及新

嚴重程度不一，甚至在同卵雙胞胎

也有可能表現不一致，就如我們這

對雙胞胎姊妹。

診斷

這個疾病的診斷，基本上需具備

肝臟損傷及肝外鐵質沉積的兩大特

色。肝臟方面，主要指肝硬化及肝

鐵沉積的出現（但是肝鐵沉積不顯

會刊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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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肝衰竭，詳細家族病史及母親歷

次孕產史都是重要的資訊。

治療與預後

在尚未發現免疫機轉的相關性

肝病者，媽媽應與婦產科及兒童專
科醫師討論，在下一胎早期孕程即
接受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的預防性
治療，目前文獻證實此舉可顯著避

前，病嬰接受綜合抗氧化劑及鐵螯

免下一胎的罹病率。

「妊娠同種免疫」的概念提出後，

許多細節尚待釐清，包含確切的胎

射免疫球蛋白及全身血液置換療法

類診斷工具的效度、多樣化臨床表

合劑的治療，然而成效不彰。自
目前認為最有效益的治療為靜脈注

（Exchange transfusion），用以清
除致病的免疫複合體並遏止進一步

關於妊娠同種免疫性肝病，還有

兒肝抗原、母胎間的免疫互動、各
現其背後的調控、以及現今免疫治

療下病嬰的長期預後等。臨床醫師

肝臟損傷。這樣的免疫治療，提升

若遇新生兒肝衰竭，也應將此病列

例。

換肝或死亡的發生。■

了整體存活率也降低了換肝的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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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疸也會遺傳嗎？

淺談吉伯特氏症候群 (Gilbert's syndrome)
◎黃瑞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小兒肝膽腸胃科主治醫師

十

一歲的小明被媽媽帶來門

診。媽媽說：『醫生啊，家

裡的長輩說小明的眼睛和皮膚有時

候看起來都黃黃的，說他是不是肝

檢查，證實造成小明黃疸的原因，

正是『吉伯特氏症候群』(Gilbert's
syndrome)。

『吉伯特氏症候群』，也稱為體

有問題啊？叫我一定要帶來檢查看

質性肝功能障礙或家族性非溶血性

經過初步抽血檢查，發現小明幾

隱性遺傳疾病，而導致體內膽紅素

看』。

黃疸，是一種肝臟相關的體染色體

乎所有的檢驗都是正常的，包含肝

累積過多。雖然一些患有吉伯特氏

胺酸轉胺酶(GPT)，和血色素(

黃，但大多數人根本沒有任何症

指數-天門冬胺酸轉胺酶(GOT)和丙
Hgb)。血液抹片發現紅血球的型態

症候群的人會出現皮膚或眼睛發

狀。也因著它的遺傳特性，會發現

也是正常的。唯一的異常就是總膽

家族中，常有其他親友有類似的黃

高( 3.8 m g/d l)，但結合型膽紅素

為什麼膽紅素會累積過多呢？

紅素(Total Bilirubin) 的部分明顯偏

(Conjugated Bilirubin)卻是正常的。

疸問題。

膽紅素通常少量存在於血液中，

醫師進一步詢問，小明家中並沒有

它是一種陳舊紅血球破壞後，血紅

前好像也會有輕微黃疸的問題，但

由肝臟轉化，成為可通過糞便排出

跟媽媽討論之後，為小明送了基因

常，會導致血液中的膽紅素高於正

蠶豆症的家族史，但小明的爸爸以
也查不出什麼原因。於是，醫師在

素被分解代謝後的產物。它通常經

體外的形式。而這個過程中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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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水平。而吉伯特氏症候群的患

者，帶有遺傳性的基因異常，導致

參與膽紅素在肝臟轉化過程的酵素-

膽紅素葡萄糖醛酸基轉移酵素
(UGT1A1)生產減少，而造成膽紅
素的累積。

每個受影響的人都有一對導致吉

伯特氏症候群的異常基因。因為一
般人中，超過一半的人帶有至少一

個相關基因的異常。因此，遺傳到

一對基因異常（一個來自母親，一

個來自父親）的人，並不少見。有

趣的是，只有一個基因異常的人，

紅素數值或更持久的新生兒黃疸。

可能具有略高的未結合型膽紅素(

吉伯特氏症候群的診斷

伯特氏症候群。然而，並非所有具

患者若有持續輕微升高的非結合型

吉伯特氏症候群的臨床表現，其原

的診斷。臨床醫生可能會要求進行

Unconjugated Bilirubin) ，但沒有吉
有一對相關異常基因的人，都會有
因目前暫不清楚。

吉伯特氏症候群的臨床症狀

大多數吉伯特氏症候群患者都沒

有症狀。經常是在為了其他原因進

在排除其他可能病因的情況下，

膽紅素，應該懷疑吉伯特氏症候群
多次血液檢查，並可能進行肝臟超

音波檢查，以確保沒有其他原因導

致黃疸。在懷疑的案例，可以考慮

接受基因檢測來確診。

行的抽血檢查時，才偶然發現異常

吉伯特氏症候群的治療

的膽紅素數值會呈現波動的現象，

療。需注意的是，這類患者若使用

高的未結合型膽紅素。患者血液中

吉伯特氏症候群患者不需接受治

一般可能在感染（如流感）、禁

某些經由肝臟代謝的藥物（如普拿

最高，也可能受某些藥物的影響。

副作用的風險。因此，在服用任何

食、激烈運動或女性的月經期達到
此外，患有吉伯特氏症候群的新生

18

兒可能比其他嬰兒，會有更高的膽

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疼或某些化療藥物），可能會增加
藥物之前，請先諮詢您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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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菌叢植入治療在腸道疾患及
腸道外疾病的應用
◎陳建彰／林口長庚兒童肝膽腸胃科主治醫師

微

FMT），已可應用於幫助恢復腸道

是困難梭狀桿菌感染（Clostridium

大腸鏡、鼻胃管或鼻空腸管以及口

加以及腸道菌叢失調與多種人類疾

菌叢植入治療（Fecal

M i c r o b i o t a Tr a n s p l a n t,

微生物菌群的多樣性。透過灌腸、
服膠囊等方式，將微菌叢內容物注

入腸道，從而達到微生物菌群的平
衡。

近年來，微菌叢植入治療越來越

有發展性和治療的潛力，部分原因

Difficile Infection, CDI）的流行率增
病的關聯性增加。

在許多成人的研究發現，微菌叢

植入治療是復發性及難治型困難梭

會刊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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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桿菌感染(recurrent or refractory
CDI, rCDI)的有效治療方法，也可
能適用於其他疾病，如發炎性腸道

兒童困難梭狀桿菌感染的患病率

疾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正在增加，困難梭狀桿菌感染復發

人體腸道微生物包含至少10 的

患者。兒童復發性困難梭狀桿菌感

IBD）。

14

可以在初始感染後發生在20-30％的

細菌，這個複雜的腸道菌叢對宿主

染的危險因素包括抗生素的使用、

成，膳食碳水化合物的發酵，膽汁

裝置以及潛在的慢性疾病，如先天

性排斥，以及免疫系統的發育和成

發炎性腸道疾病(IBD)、惡性腫瘤、

具有重要作用，包括維生素的合

和宿主激素的代謝，病原體的競爭
熟。兒科患者，尤其是非常年輕的

患者，腸道菌群發展迅速，與生理

功能和免疫系統的發育有關，在兒

童最初幾年達到穩定狀態，這與老
年人腸道微生物群有所不同。

20

微菌叢植入治療於
兒童困難梭狀桿菌感染之應用

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制酸劑的使用、腸胃道的餵食管路

性巨結腸症(Hirschsprung disease)、
免疫缺損疾病(immunodeficiency)等
情況。

從醫學文獻上已發表的兒科病例

報告，在小兒科病例系列多達10多

名患者中，微菌叢植入治療的有效

最 新 醫 訊

性高，約可90-100％成功治療復發

入後引發吸入性肺炎和 FMT 後，

報導成功的通過大腸鏡檢查遞送微

科患者在 FMT 後沒有死亡報告。

性困難梭狀桿菌感染。小兒患者已

菌叢植入治療或使用鼻胃管或鼻腸

需要住院治療的 IBD 症狀惡化。兒
在兒科病例中於微菌叢植入治療

管或到胃腸道下部的腸道。最年輕

後已經描述了輕微的短暫症狀，包

狀桿菌感染的兒童是一名13個月大

些患者已追蹤了2 年，在兒童並沒

的報告接受微菌叢植入治療困難梭

的嬰兒。病例不多，但大部份是成
功的。

一般而言，微菌叢植入治療

(FMT)是安全的且耐受性良好。只
有 5.7% 報告了輕微的不良事件

(AE)，例如腹脹、腹瀉和疼痛，甚
至更少 (< 5%) 報告了嚴重的 AE。
最嚴重的併發症包括從上消化道植

括腹痛，嘔吐和糞便稀疏。但有一

有長期併發症的報告。

微菌叢植入治療於
兒童慢性腸道發炎性疾病之應用

慢性腸道發炎性疾病已知和腸道

生態失調有關聯性，在克隆氏症

(Crohn’s disease)和潰瘍性結腸炎

（Ulcerative Colitis, UC）均有降低

會刊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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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道菌叢多樣性的現象。

微菌叢植入治療患兒的慢性腸道

發炎性疾病治療數據較為有限。有

菌叢植入的證據和臨床反應，並改
善兒科克隆氏症活動指數評分。

雖然慢性腸道發炎性疾病的微菌

一已發表之文獻顯示，通過連續灌

叢植入治療試驗，特別是兒童的微

輕成人提供微菌叢植入治療，並報

段，但從表面上看，該程序似乎是

腸給患有潰瘍性結腸炎的兒童和年

告9名患者中有6名在1個月時保持

菌叢植入治療試驗仍處於早期階

安全和可耐受的，這種治療可能對

良好的臨床反應，雖然經歷了短暫

某些潛在的腸道微生物生態失調有

療是安全和可耐受的。Suskind 等

者提供一些益處。在兒童和成人中

接受微菌叢植入治療治療克隆氏症

的微菌叢植入治療的最佳頻率和施

的輕度～中度副作用，但發現該治
人另外一份報告顯示，通過鼻胃管

的9名患者中有7名顯示捐贈者糞便

調節作用，改善相關的症狀，對患

存在許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所需

行治療的間隔(可能需要多次植入)
以及是否需要基於疾病位置的不
同，考慮治療方案或給藥途徑。

微菌叢植入治療於
兒童其他疾病之應用

微菌叢植入治療正被考慮用於與

腸道菌叢生態平衡失調相關的許多
疾病，目前全世界有些在進行中的

試驗，例如腸躁症、代謝綜合症候

群、抗藥性微生物(resistant

bacteria)、肥胖症(obesity)，慢性肝

病、神經精神異常(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如自閉症(Autism Spectrum
Disease, ASD)。

微菌叢植入
治療於兒童自閉症之應用

自閉症譜系障礙 (ASD) 是一種神

22

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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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精神疾病，會影響日常行為並損

害社交互動的溝通。自閉症兒童，
很多表現出腹瀉、腹痛、便秘等胃

腸道症狀，這可能與腸道菌群失衡

有關。針對腸道微生物的干預措

施，包括益生元、益生菌和糞便微

菌叢植入治療，可以改變腸道微生

物群和代謝指標，並改善 ASD 個
體的行為症狀和胃腸道症狀。

在之前關於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

項試驗中，在 FMT 治療兩年後的
18 個人進行了追踪。Kang 等人報

從腸道靜脈匯流而成回到肝臟，當

ASD 症狀緩慢但穩定地改善。在另

時，肝臟會暴露於來自腸道的多種

告胃腸道症狀減少了 80%，核心

腸道屏障受損並導致通透性增加

一項研究中，與對照組相比，FMT

腸道衍生物。倘若腸道生態失調將

顯著下降。他們還發現，FMT 療法

這些衍生物會激活肝臟的免疫系

組的兒童自閉症評定量表（CARS）

持續將自閉症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群
轉移�較健康的狀態。

腸－肝軸 (Gut-Liver axis)

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腸道微生

物菌群與腸外器官之間最重要的聯

繫之一是腸-肝軸。它代表了腸道和
肝臟之間密切的功能性和雙向通
信。

進一步放大這些過程。

統，誘導促發炎途徑，也可能影響

肝細胞的抗病毒和抗凋亡途徑。這
些影響可能是有害的（激活免疫反
應、釋放促炎細胞因子）和有益的

（細胞保護和肝細胞再生）。在許

多慢性肝病（例如，非酒精性脂肪

肝病、酒精性肝病、免疫相關的肝

病、肝硬化和肝癌發生）中觀察到

腸道生態失調。越來越多的證據顯

肝臟不僅不斷暴露於消化和吸收

示腸道菌群失調與這些疾病的發病

子，包括細菌和脂多醣等成分。腸

菌、益生元和微菌叢植入治療來改

的產物，而且還暴露於腸道衍生因

-肝軸的主角是門靜脈系統，它是

機制和進展相關。透過使用益生
善腸道菌群失調，改善腸道屏障功
會刊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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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能是治療慢性肝病的一種有
潛力的新方法。

目前國內關於微菌叢植入治療的
發展及規範

目前衛福部將微菌叢植入治療

(FMT)列入特管辦法(醫療法62條)

，有條件開放為常規醫療項目，其
適應症為反覆性或常規治療無效之

困難梭菌感染(Recurrent or
Refractory CDI)。 FMT適應症時機

定義如下：反覆性(Recurrent)：上
述感染症經治療後八週內復發。常
規治療無效(Refractory):上述感染症
經 第 一 線 抗 生 素 ( 如

Vancomycin、Metronidazole等 )治療
後無效。

免疫和代謝後果的研究，了解微菌

兒童微菌叢植入治療
的注意事項和未來發展

叢植入治療對正在發育的兒童可能

其與免疫系統和其他生理功能的發

道和非胃腸道部位產生深遠的影

兒童具有快速發展的腸道菌叢，

展相關，在兒童的最初幾年達到穩
定階段。如果將成人菌叢轉移到兒
童，是否可能導致免疫老化加速或

產生的深遠影響。可預期的是：腸
道菌叢的調節或植入有可能對胃腸
響。

在接受微菌叢植入治療治療的兒

童中，我們建議延長追蹤時間，亦

免疫相關併發症還不完全了解。在

有必要對 FMT 兒科患者的腸道微

配的捐贈者似乎可以解決兒童的這

有助於進一步揭示其療效和安全

類似的菌叢發展階段，使用年齡匹

種擔憂。

此外，目前缺乏兒童接受微菌叢

24

植入治療後的長期觀察追蹤，包括

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生物群變化進行定期和長期分析，

性，並且了解 FMT 對成長中兒童
的潛在影響。■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親愛的朋友：您好！

肝膽疾病是國內兒童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罹患肝膽病的兒童宛如一場長期抗戰、

成長的過程相當艱辛、「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是一個非營利性單位、
由肝膽兒童家屬們及醫療工作者發起、結合各界善心人士捐助成立的支持團體、我們
的使命是護衛全國兒童健康及幫助肝膽兒童家庭點燃信心與希望。

期盼凝聚你我的關懷、幫助這群罹患肝膽疾病的兒童、誠摯邀請您的參與、使我們

在耕耘的路上、能更加努力而不孤獨！

郵政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19495776
戶名：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信 用 卡 捐 款 ： 請填妥信用卡捐款授權書、郵寄或傳真至基金會、我們會儘速為
您處理、感謝您！
傳 真 ： （02）2388-1798 郵 寄 ： 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57號6F之7

財團法人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O）___________________（H）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卡別：□聯合信用卡□VISA□MASTER□JCB

發卡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效期限：_______年________月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末三碼：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捐款方式：□月捐□季捐□半年捐款□一年捐款□單次

捐款金額：新台幣（請用國字大寫）___________元（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
捐款期間：自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開立收據名稱：□本人□公司行號（名稱）
收據開立方式：□逐次開立□年度彙整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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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心 捐 助

您的愛心我們已經收到囉！

愛心捐款 2021 年 11 月～ 2022 年 2 月
110 年 11 月
一萬元以上

120,000 元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100,000 元 ：北海康成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陳詩樺
10,000 元 ：李訓慶、陳英俊、蔡榕育、池宗信

一千元以上

8,000 元 ：孫燕花
6,000 元 ：戴卉苡
5,000 元 ：【陳冠群、陳健安、鄭佳芬、陳建穎】、黃慶玉、林櫻壬、
陳春慧
3,600 元 ：胡端傑
3,500 元 ：台中巿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3,000 元 ：鍾濡先、謝喻雯
2,800 元 ：【徐怡晴、徐振家、徐方儀】
2,617 元：【陳文輝、陳蔚、羅佳純】
2,000 元 ：邱 生田、楊釗凱、楊至宏、沈謝玉蘭、沈仲芳、王守輯、
王守輯、沈謝玉蘭、翁麗雲
2,000 元 ：沈 成章、沈慧芳、沈怡青、沈成章、沈仲芳、沈慧芳、沈
怡青
1,120 元 ：陳武夫
1,000 元 ：林 立燊、葉靜屏、廖明秀、【邱珈萱、邱珈郁】、許慧
珍、林怡婷、【羅孝箴、沈家漢】、湯子瑩、湯齊、王琳
股份有限公司、【黃嘉珍、何邦愷】、許皓琳、林琇筠、
蔡文正、李淑婉、蔡佳玲、蔡佳靜、鄭德薰、黃煜皓、沈
毓庭、呂亞靜、王立宸、盧安琪、沈毓珊、沈毓庭、陳明
美、鍾蕎疄、張淑惠、劉庭閎、廖珮君

玖百玖拾玖元以下

600 元 ：潘宣瑄、范庭軒、辛慧君、黄晟翔、劉嘉裕、【游品諭、游
振宏】、Candy
500 元 ：鄭淵明、【趙巧玲、趙子儀】、李美鳳、劉諺承、李俊美、
王睿群、吳宜倫、梁沐嶸、鄭植清、王年正、林宗賢、張佳雯、
蘇子婷、田怡吟、張仲毅、王瑜、沈毓珊、李泓澤、林依緹、
李秋嫻、韓榮財
400 元 ：【陳品丞、陳亭輔】、張詠勛
300 元 ：戴浚洺、陳昱蓉、黃雅慧、郭子發、郭姵君、李先居、陳品杉、
林品瑢、潘秋蓉、陳靖傑、張妤佳、陳靖傑、【韓和家、韓
洪翠花、陳薇如】、楊承晏、陳靖傑
250 元 ：楊孟璇
200 元 ：林幸潓、【林冠佑、林嘉宥】、曾嘉塏、曾詠裔、張莛禾、
王哲煜、黃文怡、梁瑞玲、簡桂彬、許睿芳、簡維榮、陳靖傑、

26

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林沛柔、范瀞文
150 元 ：黃璿宇
100 元 ：李雅玲、林秀玟、甯鼎鈞、賴芝穎

110 年 12 月
愛心捐贈

清心福全股份有限公司 : 親子天下書本 250 本、紅蓮、哥吉拉、摩斯
拉刺繡提袋【恰好瓶及耶誕小卡】共 250 個

一萬元以上

100,000 元 ：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楊嘉楨
50,000 元 ：琦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陳鴻智、徐玉山
30,000 元 ：侯春山、李秀珍
12,000 元 ：邱立綸
10,000 元 ：陳英俊、孫燕花、李訓慶、蔡承佑、蔡承佑、一豆實業有
限公司、蔡富義

一千元以上

8,000 元 ：蔡語家、蔡信宏
7,000 元 ：陳金山
6,000 元 ：蕭正輝
5,500 元 ：陳國揚
5,000 元 ：【陳冠群、陳健安、鄭佳芬、陳建穎】、黃慶玉、瑪奇朵、
沈謝芳蘭、陳維廷、黃蕙敏、施金杉
3,600 元 ：胡端傑、發票獎金
3,000 元 ：鍾濡先、謝喻雯、方毓芬、乾隆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善心人士、沈慧芳、鄭炎坤
2,617 元：【陳文輝、陳蔚、羅佳純】
2,000 元 ：高子甯、邱生田、楊釗凱、楊至宏、高宜孝、沈仲芳、沈
成章、沈怡青、沈毓庭、沈毓珊、陳余阿蘭、【劉琳蓉、
廖英儒】、吳芮忻、【葉麗珠、蔡澤義】
1,500 元 ：陳耀坤
1,200 元 ：劉嘉裕
1,120 元 ：陳武夫
1,000 元 ：葉靜屏、【邱珈萱、邱珈郁】、許慧珍、林怡婷、【羅孝箴、
沈家漢】、【湯子瑩、湯齊】、沈豊男、沈綉彗、沈建成、
黃玉琳、沈宸妘、沈維仁、吳秀蓮、沈鈺珮、沈稘涌、張
翡娟、沈桔希、沈義祥、葉書涵、沈宸里、沈維祝、呂亞靜、
盧安琪、林秋梅、王立宸、莊增富、王琳股份有限公司、【黃
嘉珍、何邦愷】、許皓琳、林琇筠、蔡文正、李淑婉、蔡
佳玲、蔡佳靜、鄭德薰、黃煜皓、陳昱蓁、陳明美、【劉
志遠、劉盛喆、劉宇峻、梁雅芬】、張以澄、劉庭閎

*[]：代表共同捐助

愛 心 捐 助
玖百玖拾玖元以下

600 元 ：呂芳欣、黃 翔、范庭軒、辛慧君、王世明、Candy
500 元 ：鄭淵明、【趙巧玲、趙子儀】、李美鳳、劉諺承、李俊美、
王睿群、吳宜倫、梁沐嶸、林立燊、黃忠瑀、黃淯暄、黃阿寶、
謝金燕、于貴鳳、盧炯中、郭庭維、李玉枝、林呂芳、林秝緯、
王年正、林宗賢、張佳雯、蘇子婷、田怡吟、張仲毅、王瑜、
吳宛儒、陳靖傑、徐靖昀、陳玉萍、盧承妤、洪菁鄉、鐘芳品、
韓榮財、張榮壽、林翊琳
400 元 ：張詠勛、【陳品丞、陳亭輔】、陳思樺、蔡冬献
300 元 ：黃雅慧、郭子發、郭姵君、戴浚洺、陳昱蓉、陳靖傑、李先居、
陳品杉、林品瑢、潘秋蓉、李如玉、朱葦蓁、張妤佳、陳靖傑、
陳靖傑、【韓和家、韓洪翠花、陳薇如】
250 元 ：楊孟璇
200 元 ：林幸潓、【林冠佑、林嘉宥】、梁瑞玲、許睿芳、陳靖傑、
林沛柔、曾嘉塏、曾詠裔、張莛禾、王哲煜、黃文怡、簡維榮、
善心人士、陳靖傑、葉卉湘、葉清海、郭玉真
100 元 ：李雅玲、王立誠、林秀玟、甯鼎鈞、陳亮語、賴芝穎
50 元 ：洪陳玉英、洪陳玉英、洪陳玉英

111 年 1 月
一萬元以上

70,000 元 ：善心人士
20,000 元 ：黃玉虹

一千元以上

6,000 元 ：鄒欣妍、【鍾濡先、謝喻雯】
5,000 元 ：【陳冠群、陳健安、鄭佳芬、陳建穎】、黃慶玉
3,600 元 ：【陳峙誠、陳芝妍】、胡端傑
3,000 元 ：沈謝玉蘭、蕭瑞琴、張雅佩
2,800 元 ：【徐振家、徐方儀、徐怡晴】
2,617 元 ：【陳文輝、陳蔚、羅佳純】
2,000 元 ：陳耀堂、翁麗雲、韓洪翠花、邱森銘、【葉麗珠、蔡澤義】、
邱生田、楊釗凱、楊至宏、善心人士
1,500 元 ：沈成章、沈仲芳、沈慧芳、沈怡青
1,200 元 ：范美英
1,120 元 ：陳武夫
1,000 元 ：呂亞靜、江支健建築師事務所、王立宸、陳明美、鍾碧儀、
秦若恩、陳思彤、盧安琪、陳昱蓁、楊姍儒、張宣苹、鄔
峻庭、楊小姐、沈毓庭、【劉琳蓉、廖英儒】、善心人士、
邱柏洋、葉靜屏、廖明秀、【邱珈萱、邱珈郁】、許慧珍、
林怡婷、【羅孝箴、沈家漢】、【湯子瑩、湯齊】、王琳
股份有限公司、【黃嘉珍、何邦愷】、許皓琳、林琇筠、
蔡文正、李淑婉、蔡佳玲、蔡佳靜、鄭德薰、黃澤安

玖百玖拾玖元以下

600 元 ：黃晟翔、余宛瑜、Candy、潘宣瑄、范庭軒、辛慧君
500 元 ：謝金燕、黃淯暄、黃忠瑀、林鴻琪、李秋嫻、張李素卿、張
祺祥、曾立帆、曾紀綸、鐘芳品、杜冠誼、羅芷瀅、郭庭維、
【韓榮財、韓洪翠花】、林立燊、鄭淵明、【趙巧玲、趙子儀】、
李美鳳、劉諺承、李俊美、王睿群、吳宜倫、梁沐嶸、鄭植清、
王年正、林宗賢、張佳雯、蘇子婷、田怡吟、張仲毅
400 元 ：張詠勛
350 元 ：鄭上航、蔡美煌、鄭雅方、宋政毅
320 元 ：黃聖芳
300 元 ：戴浚洺、陳昱蓉、張妤佳、陳靖傑、【韓和家、陳薇如】、

鄭媛心、鄭宥澄、黃雅慧、王世明、李先居、陳品杉、林品瑢、
潘秋蓉

250 元 ：楊孟璇
200 元 ：黃阿寶、許睿芳、蔡怡琪、簡維榮、梁瑞玲、陳靖傑、陳靖
傑、洪炳樟、雷依荷、陳靖傑、梁瑞玲、陳思樺、蔡冬献、
【林冠佑、林嘉宥】、曾嘉塏、曾詠裔、張莛禾、王哲煜、
黃文怡
150 元 ：黃璿宇
100 元 ：陳碧蓮、陳品杉、賴芝穎、葉卉湘、葉清海、郭玉真、倪翊格、
李雅玲、林秀玟、甯鼎鈞

111 年 2 月
一萬元以上

333,334 元 ：薩泰爾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元 ：瑞奧股份有限公司、賽特知識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元 ：陳姸邑
11,111 元 ：陳裕豪
10,000 元 ：楊玉樹、孫燕花、李訓慶

一千元以上

6,000 元 ：朱志軒、善心人士、【鍾濡先、謝喻雯】
5,000 元 ：林玉霞、萬金屏、【陳冠群、陳健安、鄭佳芬、陳建穎】、
黃慶玉
3,600 元 ：胡端傑
3,000 元 ：善心人士、陳雯懃
2,617 元 ：【陳文輝、陳蔚、羅佳純】
2,000 元 ：善心人士、鄧兆智、【葉麗珠、蔡澤義】、邱生田、楊釗凱、
楊至宏
1,120 元 ：陳武夫
1,000 元 ：善心人士、【廖英儒、劉琳蓉】、善心人士、邱黃怨、王
立宸、呂亞靜、盧安琪、陳昱蓁、陳明美、【林女士、林
雅若、林雅薇】、曾國峰、曾信凱、曾浩銘、葉靜屏、廖
明秀、【邱珈萱、邱珈郁】、許慧珍、林怡婷、【羅孝箴、
沈家漢】、湯齊、王琳股份有限公司、【黃嘉珍、何邦愷】、
許皓琳、林琇筠、蔡文正、李淑婉、蔡佳玲、蔡佳靜、鄭
德薰、黃澤安、郭志慧

玖百玖拾玖元以下

600 元 ：Candy、王硯品、黃晟翔、范庭軒、辛慧君
500 元 ：善心人士、林翊琳、詹承諭、張致閎、鐘智穎、黃忠瑀、黃
淯暄、謝金燕、林秝緯、林依緹、鐘芳品、郭庭維、徐靖昀、
鄭淵明【趙巧玲、趙子儀】、李美鳳、【林芝妤、劉諺承】、
李俊美、王睿群、吳宜倫、梁沐嶸、鄭植清、王年正、林宗賢、
張佳雯、蘇子婷、田怡吟、張仲毅、張陳春妹、張菊芳
400 元 ：張詠勛、張詠勛
300 元：戴浚洺、陳昱安、張妤佳、陳昱蓉、游采寧、陳靖傑、黃雅慧、
王世明、李先居、陳品杉、林品瑢、潘秋蓉
250 元 ：楊孟璇
200 元 ：林康軒、蔡怡琪、簡維榮、黃阿寶、許睿芳、林沛柔、劉晁均、
陳思樺、蔡冬献、【林冠佑、林嘉宥】、曾嘉塏、曾詠裔、
張莛禾、王哲煜、黃文怡
150 元 ：黃璿宇
100 元：王立誠、陳靖傑、賴芝穎、葉卉湘、葉清海、郭玉真、倪翊格、
李雅玲、林秀玟、甯鼎鈞

*[]：代表共同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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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肝保肝從小做起
基金會的努力

能幫助一個又一個的家庭
看到他們再度重展笑容
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挽救更多的小生命，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照顧。
期盼凝聚你我的關懷，

準備他還來不及準備的那一部份，
化愛為力量

一起來關懷並重視兒童肝膽疾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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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肝膽疾病防治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重慶南路 1 段 57 號 6 樓之 7
聯絡電話：02-2382-0886
傳真電話：02-2388-1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