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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我是坐著輪椅，抱著最

後一絲希望跨海來看陳政宏主任的診，如

今已經能好好站在這裡，完全超乎我的想

像！」罹患「結節狀多動脈炎」的何女

士，含著淚水，道出受盡病苦、看盡世態

炎涼後，卻在臺北慈濟醫院遇到風濕免疫

科陳政宏主任、倪藝嘉專科護理師及照護

團隊，讓自己的罕見疾病症狀獲得控制，

重新有了新生命希望的歡喜。

免疫系統自我攻擊

生活轉瞬變調 

四十多歲，家住江蘇省南京市的何女

士，先生長年在大陸經商，育有一子，

家庭經濟寬裕，生活美滿。沉浸在美好

人生的當頭，罕見免疫性疾病卻悄悄降

臨。憶及發病過程，何女士眉頭深鎖，

仿若再次經歷，「當初的我是一個非常

健康的狀態，某天一覺起來後，渾身無

法動彈，身上長滿疹子。那時是冬天，

卻因疹子完全無法蓋被子，因為一蓋上

就如針扎般痛。」何女士娓娓述說，「意

識到可能不是小病，趕緊到南京最好的

大醫院，確診過程耗費不少時間，身體

非常痛苦。自此我從一個還能常常到健

身館健身的人，變成坐輪椅的人，無法

自行行走，連從輪椅起身到洗手間，腳

著地就如抽筋般疼痛，苦不堪言，宛若

人間地獄。」

自此開展了數個年頭的求醫之路。

為病所苦的何女士，奔走在南京和北京

的各大醫院間，甚至來到臺灣，遍尋名

醫，只為緩解身體的苦痛。怎奈各種藥

物治療，始終未能有效對抗頑強疾病，

走樓梯、坐公車上臺階，甚至用餐拿碗

都困難，幾乎沒有生活品質。在何女士

何女士罹病前的

家庭生活一景。

圖／何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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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失望、萬念俱灰的狀況下，一位朋

友建議到臺北慈濟醫院找陳政宏主任。

何女士心裡想，「反正回去也是死，不

妨一試。」於是抱著最後一線生機，二

○一七年八月底，到臺北慈院就診，沒

想到一試成功。

「那時一進診間就眼淚直流，陳政

宏主任很有耐心等我擦乾眼淚，慢慢問

診並聽我說明病程。」何女士說著遇到

救命恩人的過程，「因為之前的標靶治

療，或是類固醇服用都過量，讓我的眼

睛腫脹、視力模糊，嗅覺、聽覺、視覺

都出現問題。自覺意識混亂，無法清楚

表達。主任一見到我，立刻意識到我的

精神和身體狀態出現很大問題，他非常

關切與著急，跟我說，類固醇不能再這

樣服用，繼續下去，將來可能許多事都

無法自理了，陳主任及時幫我調整治療

方案，一切症狀逐漸獲得改善。」

二○一九年一月底，何女士治療結

束，出院前，為表達對醫療團隊的感

謝，洋洋灑灑寫了一千多字的感謝信給

趙有誠院長，字字句句真切動人，讓趙

院長極為感動，不但在志工早會向上人

報告，更盼著何女士再回院治療時，要

親自探望。

多努力一點

小心求證大膽治療  

陳政宏主任初次見到四處求醫無門

的何女士，心中滿是不忍，「我們多努

力一點，病人就有很大進步的可能。」

陳主任表示，何女士的病症是「結節狀

多動脈炎」，也就是血管炎，主要是長

期慢性免疫攻擊中小型血管動脈導致發

炎，全身到處都會痛，也可能到處都長

動脈瘤，陳主任說：「傳統的一線治

療，都是使用類固醇等的免疫製劑，但

是有些病人臨床反應不佳，就會導致像

何女士一樣的病程反覆，包括慢性皮膚

潰爛、下肢神經病變，甚至會有器官的

問題發生，造成生活嚴重困擾。」因為

潰瘍的雙腳（左圖／倪藝嘉攝）在住院治療期間獲得控制（右圖／范宇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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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女士之前在其他醫院已歷經過一些治

療，經過陳主任的評估，確定何女士願

意接受其他更進一步的治療方式，陳主

任使用類固醇及生物製劑合併治療，

經過半年，傷口慢慢癒合，神經學上

的表現也有進展，一年後，癒合情況非

常好，抽血檢測發現動脈炎控制穩定。

看到何女士的病情穩定且明顯的進步，

陳主任非常欣慰，「目前還需要靠這樣

的藥物持續性治療，才能穩定控制病

程。」

未使用生物製劑治療前，何女士的

類固醇服用太多，因此許多副作用都出

現，陳政宏主任語重心長地說，「短時

間不降量的話，可能會有青光眼、白內

障、變胖及動脈瘤等的併發症，特別是

血壓難控制，若動脈瘤破裂就很危險。

所以務必掌握關鍵，及早治療，才能保

有神經方面的健康。」能夠讓何女士病

症獲得有效控制的關鍵，陳主任認為無

他，「就是要多一點勇氣！」陳主任提

陳政宏主任（左）和倪藝嘉專科護理師 ( 右 ) 巡房觀察何女士的復原情形。攝影／范宇宏

生物製劑

生物製劑 (Biologic Therapy)，

簡單地說，就是透過生物科技

技術研發的抗體藥物，用以抑

制身體免疫系統與減輕發炎作

用的一類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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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們不可能憑空決定給病人什麼

藥，就是要勇敢的一個一個試，可以穩

定病情的原因在於，一是詳細反覆研讀

國外文獻，二是有實際的經驗，第三個

是治療不能過於保守，在小心求證後就

大膽的治療。何女士已在大陸和臺灣許

多醫院治療過，來到我們醫院若再採取

一樣保守的治療，也只會得到相同結

果。因為需自費，在取得病人及家屬的

同意後，就放手治療，很感謝何女士願

意相信我們。」陳主任補充說明，因為

這種疾病很少見，除了按照治療準則建

議，還會整合相關臨床經驗，加上目前

一些新藥文獻報導，才會擬定出治療方

案。基於許多政策考量，有些醫院醫師

選擇採取保守治療，但在臺北慈濟醫

院，有像倪藝嘉這樣認真、把病人當家

人的專科護理師及團隊一起幫忙，醫師

才更有勇氣嘗試不一樣的治療，也才能

給予病人完整的照護。

心境情緒也要平和

病情才能有效控制 

二月二十六日，何女士再度來到臺

北慈院治療，醫療團隊如見老朋友般迎

接，何女士見到同仁更是忍不住流下歡

喜的眼淚。這次回來住院治療前，因兒

子和奶奶有些意見衝突，讓何女士憂

心，而造成雙腳有些發病狀況，腰部出

現紅疹，藝嘉到病房關懷，拍下發病狀

況。何女士感動表示，「我們家的事讓

你們操心，給你們帶來這麼多麻煩，真

何女士於出院前特地向臺北慈院醫療團隊道感恩。左起：倪藝嘉專師、風濕免疫科陳政宏主任、何女士、

趙有誠院長。攝影／范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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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過意不去。很感恩主任和藝嘉、醫

護團隊的幫忙，本來覺得自己是沒用的

人……」藝嘉趕緊貼心向何女士說明，

「妳很重要，對兒子尤其重要。兒子的

事，我們會幫忙開導，也會請社區志工

關懷。因為妳的情緒會影響病情，所以

得先幫妳解決情緒問題。心情要放輕

鬆，才能控制好病症。」藝嘉誠懇的回

應讓何女士頻頻點頭。

負責照護何女士的十 B病房護理長
陳淑娟，也帶領著護理師，希望給予最

溫暖的服務，即使注射也一樣，不願再

給病人任何多一分的不適。淑娟護理長

說，「因為何女士長期服用類固醇，血

管很沉，注射時不容易找到血管，所以

每次我們要幫何女士注射時，都特別戰

戰兢兢，還好大家技術很純熟，幾乎一

針就打進去。」何女士也表示，「你們

的護理師非常厲害，我以前的經驗，打

個四、五針才打進去的事常常發生，可

是你們的護理師一針就成功，真是非常

專業。」

平日的專業訓練，以及視病猶親的使

命感，讓照顧團隊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

一一展現，更讓病人溫暖接收、點滴感

動。

分享罹痛過程  播下行善種子

三月一日，何女士療程結束，陳政宏

主任和倪藝嘉專科護理師給予出院回家

前的叮嚀，要何女士注意飲食與用藥，

務必保持好心情。離院前，何女士特別

到趙有誠院長的診間道別，一見到院

長，何女士再度忍不住紅了眼眶，「虧

得有陳主任和藝嘉，對我這麼用心的關

懷與照顧，大大超乎我對醫護人員的想

像，這是發自內心的關愛，包括院長

您，特地到病房關懷，讓我這麼多年來

求醫無門、歷經這麼多世態炎涼後，感

受到了真正的關愛。」趙院長感謝何女

士給醫院的感恩信，「看了信的內容，

得知在你最困難的時候，陳主任和藝嘉

給了你一線生機，如今看到你能治療穩

定，真的很高興。收到感恩信時，你已

經出院，當時很遺憾未能當面致意，這

次聽藝嘉說你要回院治療，萬分欣喜，

第一個高興看到潰爛的傷口都癒合了，

第二個謝謝您願意分享。」

一個罕見疾病，讓何女士嘗盡苦痛，

卻牽起一段跨海醫病情，更播下善種

子。現在何女士的病症改善許多，神經

疼痛也減輕，生活品質變好，能做家

事，過年還可以為家人做年夜飯，何女

士感動的說，「今年好像是我一歲生

日，多虧有臺北慈濟醫院，陳主任給予

發自內心的關切與用心治療，藝嘉提供

我身體和心理很大的幫助，趙院長對我

噓寒問暖、關懷備至，讓我能全然的將

自己交給醫院，真的感恩你們能讓我

有這種勇氣、這分堅持，讓我活下來。

感恩上人，感恩給我們這些求醫無門的

人一線希望。這分愛，會謹記，等身體

狀況更好，我也要去做志工。」愛是人

間最好的藥，臺北慈濟醫院團隊滿滿的

愛，讓身心受挫的何女士重新找回人生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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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院領導：

您好！我是貴院 10B 區 06 床的何○，來自江蘇省南京

市，寫此感謝信，代表我個人以及我的全家，對陳政宏主

任和專科護理師藝嘉！表示真誠的感謝，感恩！

我患有嚴重的結節狀多動脈炎，因為發病突然，病情急

遽惡化導致腳神經病變，北京的協和醫院、南京的鼓樓醫

院、省人民醫院都治療無效，一直發燒，無法行走，是坐

著輪椅來到了臺灣求醫。臺大醫院、榮總醫院、長庚醫院，

都住院治療過，近兩年的時間，病情一直未能控制只有四

處奔波求醫。雙腿肌肉萎縮，頭腦也不清醒，每日痛到以

淚洗面，雙腳也潰爛了……我自己感覺到生命力不行了，

時日不多……

在我絕望的時候，朋友推薦說慈濟醫院的陳政宏主任醫

術高明不妨一試，只是掛號比較難，我就抱著最後的希望

慕名而來找主任看病，當時想若掛不上號，我就回南京等

死算了。沒想到真有緣分我掛上號見到了主任。主任耐心

細緻的詢問病情後，根據我的身體情況給了我治療方案，

處處都站在病人的立場上去考慮，讓我十分感動，於是住

進了慈濟醫院。

我每個月都在南京和慈濟醫院來回飛，住院期間我的情

緒非常不穩定導致病情不斷嚴重，反覆發作，家庭的各種

原因讓我覺得活著沒意思，由於精神壓力大，病情剛進步

一點就又發作，腦袋一團漿糊，每次回診看到他們就流眼

淚，也說不出所以然，還左問右問，真沒少給陳主任和專

科護理師藝嘉出難題，添麻煩，可他們從來不慍不惱，陳

主任耐心鼓勵我，精心設計每次的醫療方案，以豐富的經

驗，成功的案例，非常肯定地告訴我，一切會好的，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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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生命，不要放棄治療，不要被壓力打倒，讓我覺得活

著是有希望的！專科護理師藝嘉耐心地與我溝通，每次到

病房都像親人般與我談心，減輕我的心理壓力，由於不斷

的腳部潰爛，她還耐心的教我換藥，避免回到南京反覆感

染，叮囑我注意事項教我合理飲食，配合治療，真沒讓她

少操心……

現在的我病情在大家的精心治療下，完全控制住了，回

到南京朋友見到我，當初輪椅中面無血色，肌肉萎縮的我，

蕩然無存，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我精神矍鑠，步履輕盈，個

個都非常的吃驚，嘖嘖驚歎臺灣的醫療水平真高！連當初

南京鼓樓醫院的主任都在詢問我在那個醫院看的，找的什

麼專家，我也從他口中得知，曾經的病友，比我發病輕，

一年前已經走了兩個了 .......

在此我萬分感謝陳政宏主任和專科護理師藝嘉，是你們

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術，不辭勞苦，任勞任怨的優秀品

質，把我從死神邊救了回來，在醫患關係緊張的今天，他

們的精神詮釋了醫患關係的真諦。同時也感謝貴院的各級

領導，感謝你們，讓我們能有這樣的好醫生，為我們的生

命保駕護航！

最後請院領導接受我的真誠的敬意，把他們救死扶傷，

待病人如親人一樣的精神永遠發揚光大，最後，我向陳政

宏主任，專科護理師藝嘉，以及 10B 區的全體護理人員深

深的鞠上一躬，同時也向貴醫院深深地鞠上一躬，道聲：

感謝。

此致 敬禮！ 

飄洋過海來看病的患者

2019.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