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7

醫藥視界

晚發型全身性紅斑狼瘡

在所有全身性紅斑狼瘡的病人中，

晚發型全身性紅斑狼瘡大約佔

4-25%，其差別主要來自於地域性、
種族及年齡定義的不同 ( 有些研究
定義在六十或是六十五歲以上 )，女
性及男性的比例從年輕發作型的 9:1 
降至 4:1，說明了女性賀爾蒙在年輕
發作型的可能影響。

但是因為固有觀念上認為全身

性紅斑狼瘡鮮少發生在停經後婦

女或是男性，再加上症狀若不典型，

可能被診斷為藥物引起的紅斑狼

瘡、類風濕性關節炎、  風濕性多肌痛 
（polymyalgiarheumatica）或是血管炎，

因此發生率有可能被低估。

臨床症狀及診斷

晚發型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發

病過程較為緩慢且不明顯，診斷上常

會有延遲的情形發生。從發病至確定

診斷平均需要五至十個月的時間，而

且有三成左右的病人診斷延遲超過

一年。

晚發型全身性紅斑性狼瘡的患

者在發病初期較少有發燒、落髮、關

節炎、臉部蝴蝶斑等年輕型患者較

常見的症狀，非特異性症狀包括疲

倦、體重減輕以及骨骼肌肉疼痛，

    一般而言，將五十歲之後第一次發病的 SLE 患者稱之為晚發型全身性紅斑狼瘡，其臨床表現、

免疫學檢查、病程及預後，與年輕發作型全身性紅斑狼瘡在實驗室和免疫學檢查、病程、預後

及對治療的反應，皆有很大的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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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輕型紅斑比較起來，圓盤紅斑、

口腔潰瘍、血球數目低下、肋膜炎或

心包膜炎等症狀則較為常見。也有病

人以眼乾口乾的乾燥症候群或是認知

功能異常，周邊神經病變等神經學症

狀作為初期表現特徵。華人的統計中，

內臟器官侵犯數目較年輕型少，若發

生大多是以間質性肺疾為主，可能會

以慢性咳嗽、喘或是運動能力下降做

為表現，狼瘡腎炎以及嚴重復發的次

數則較年輕型少。

晚發型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類風

濕性因子有較高的出現比率，若再加

上關節炎的症狀，可能被診斷成類風

溼性關節炎。其他的自體抗體如抗核

抗體、抗雙股螺旋 DNA 抗體等，和
在年輕型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出現的

機率並無顯著的差別。

治療

晚發型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治療

基本原則與年輕型相近， 除了對奎寧
過敏或是藥物引起的視網膜病變之

外，所有的病人都應接受奎寧的治療，

可以減少發作復發的次數。

因晚發型全身性紅斑狼瘡患者可

能併有其他全身性疾病，如高血壓、

糖尿病、腎功能不全等，所以非類固

醇消炎止痛藥在使用上必須注意腎功

能異常、血壓升高、以及胃潰瘍﹔而類

固醇雖不影響肝腎功能，但可能使血

糖及血壓較難控制，並導致早發性動

脈硬化及骨質疏鬆。另外， 晚發型全身
性紅斑狼瘡患者可能同時服用多種慢

性病藥物，必須注意藥物之間的交互

作用，避免影響藥效或是產生毒性。

預後

雖然大部分晚發型紅斑狼瘡患者

疾病活動程度不如年輕型嚴重，也較

少有內臟器官侵犯，但要注意其他慢

性疾病的影響，以及年齡增加導致感

染抵抗力的下降。台中榮總陳一銘醫

師進一步根據 2001 至 2004 年健保資
料庫統計後發現，女性晚發型紅斑狼

瘡患者若併有腎臟侵犯者，則最後進

展到末期腎病需要透析者較年輕發病

者來的少，晚發型紅斑狼瘡患者的長

期預後與同齡的族群比較則無差異。

因此，建議晚發型紅斑狼瘡患者除了

須定期追蹤疾病活動度之外，也須注

意骨質疏鬆、早發性動脈硬化等慢性

疾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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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經與更年期
停經是因為卵巢分泌的女性荷爾

蒙漸漸減少，月經會變得不規則到完

全停止，一般而言，一年內不再有月

經就稱為停經，平均停經的年齡為五

十歲。

更年期指的是女性停經前後的一

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卵巢的功能

會逐漸退化。一般女性的更年期平均

是五十歲，但許多紅斑狼瘡的患者因

為藥物或是疾病的因素，更年期會提

早到來。婦女在四十多歲到五十歲之

前，雖然還有月經，但是因為賀爾蒙

不穩定，開始出現一些更年期的症狀，

此時稱為停經前期。

更年期初期症狀

更年期初期的症狀有陰道萎縮、

陰道發炎、性交疼痛、尿道發炎、尿

失禁、腰酸背痛、骨骼疼痛等、另外

聽到的熱潮紅、盜汗、頭痛、疲倦則

屬於血管舒張的症狀。情緒上的變化

可能有易怒、失眠、沮喪、憂鬱，以上

這些症狀可能很明顯，也可能非常輕

微。

通常較肥胖的女性因皮下脂肪較

多，可經轉換成另一種型態的女性賀

爾蒙，所以比較不容易有更年期症狀。

要知道自己是否進入更年期，除

了觀察症狀之外，最科學的方式是抽

血，當女性荷爾蒙 E2 降低小於 30pg/
dl 及促濾泡激素（FSH）升高大於
40IU，就表示進入更年期。

更年期晚期問題

因停經及雌激素缺乏，對於女性

的許多器官，如皮膚、生殖道、血管、

眼睛、心臟及骨骼都有可能造成問題。

女性的骨質在 35 歲達到高峰，
進入更年期後更因雌激素的缺乏導致

骨質以每年百分之一至二的速率下降，

因此容易患有骨質疏鬆症，導致脊椎

骨、髖骨或是腕骨的骨折。紅斑性狼

瘡的患者則因不能日曬導致維生素D 
缺乏，以及長期使用類固醇，骨質疏

鬆的風險較同齡者高。十大死因中，

心血管疾病是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中又以冠狀動脈疾病為多。婦

女在停經後因缺乏雌激素會導致低密

度脂蛋白膽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減少，因而發生心絞痛、心肌

梗塞的機會大增。

紅斑性狼瘡病患本身就是心血管

疾病及骨質疏鬆的高危險群。過去的

文獻報告都指出紅斑狼瘡的症狀會因

進入更年期而減緩，但是心血管疾病

及骨質疏鬆的危險性增加，尤其是有

使用類固醇的病人。

賀爾蒙療法

賀爾蒙療法可以減輕或是消除熱

潮紅、盜汗及失眠等症狀，也可以減

輕黃斑部退化的發生率，改善眼睛乾

澀，預防骨質疏鬆，避免性交疼痛。

但是對於預防心血管疾病及老人痴呆，

則沒有受到證實。若有疑似罹患乳癌、

不正常的生殖道出血、血管栓塞的人，

則不宜接受賀爾蒙療法。

因紅斑性狼瘡好發在生育年齡的

女性，且在動物實驗中，女性荷爾蒙

會使紅斑性狼瘡的發病率增加，因此

臨床上使用賀爾蒙療法對紅斑狼瘡的

病程有何影響，目前尚有爭論。美國

的護士健康研究使用回朔性問卷及病

歷調查，指出正在使用女性荷爾蒙的

患者會增加病情惡化的危險性 2.5 倍
( 與沒有使用的患者相比 )，長期使用
超過十年的患者，危險性增加 3.5 倍。
不過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則報導低

劑量雌激素合併黃體素的療法對病程

沒有影響，但是若患者合併有血管栓

塞，抗磷脂抗體則會增加血栓的風險，

就應避免使用。

根據以上研究，病情穩定患者若

要使用荷爾蒙療法，補充前需要整體

評估治療的好處與壞處，使用期間應

要密切追蹤，注意疾病是否活動，並

且使用低劑量的賀爾蒙。至於植物性

賀爾蒙 ( 如大豆異黃酮 ) 的效果，目
前尚無足夠的研究結果。

全身性紅斑狼瘡與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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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除了賀爾蒙之外，良好的營養、

適當的休息及運動也能使女性在停經

之後維持健康狀態。

● 營養 :均衡的飲食是基本要
件，另外需要攝取足夠的鈣質。

● 休息 :保持輕鬆的心情，避免
睡前飲用咖啡及濃茶，才能擁有優質

的睡眠。

●運動 :適當的有氧運動及肌力
訓練，再加上均衡的飲食，是保持肌

肉彈性最有效的方法，更年期後避免

體重過度上升，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

和身材，也能感覺精神充足。 （轉載自
台灣免疫風濕疾病關懷協會會刊第六
期）。

類固醇自從 1948 年發明時就是用
在類風性關節炎患者，由於類固

醇具有抗發炎及調節免疫等功能，所

以被廣泛用於其他治療，如全身性紅

斑性狼瘡、乾癬性關節炎、氣喘等自

體免疫及過敏性疾病。初步估計，全

台約有超過一萬人因長期使用類固醇

而成為骨鬆的高危險群。類似張爺爺

的病例，其實並非特例，像類風濕性

關節炎的病人就有一半得長期吃類固

醇控制，而慢性阻塞性肺病、氣喘患

者須用高劑量類固醇的，也不在少數。

但由於類固醇會抑制骨骼生長，

影響小腸中對鈣的吸收，及減少性腺

荷爾蒙的分泌，多方面的影響骨骼生

長，因此讓使用類固醇藥物，成為次

發性骨質疏鬆症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根據研究報告顯示，持續使用類

固醇藥物五毫克超過三至六個月以上

者，就會增加骨質疏鬆症危險。骨質

流失率第一年約 5%，並會逐年增加
流失 0.3 ∼ 3%，而類固醇患者的骨
折風險，如腰椎骨折機率為一般人的

2.8 倍，髖關節骨折機率也為一般人
的 2 倍，因此長期使用類固醇的患者，
必須有積極預防並治療骨質疏鬆症的

類固醇引起之骨鬆骨折
獨居的張爺爺三十多年前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由於長期用類固醇治療，三年內腰椎因骨鬆

骨折開刀了兩次 ,行動力大不如前，生活上必須依靠鄰居和社工的幫忙，總是有一餐沒一餐，

讓倚靠老人年金度日的張爺爺非常擔心行動不便會有再次跌倒的風險。張爺爺這類因長期

使用類固醇導致骨質疏鬆的狀況，經由社工人員轉介至社福機構，也接受骨質疏鬆的治療。

張爺爺期盼透過治療，能恢復昔日骨力強健的身體。

黃文男  台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觀念。

不過，擔心使用類固醇會引發骨

質疏鬆的患者，也不可因為有疑慮就

擅自停藥，反而因噎廢食，影響病情

的控制；患者應該與醫師討論降低骨

鬆骨折風險的用藥策略，如根據病情

狀況減少口服類固醇藥物的劑量，以

減少藥物造成全身性的影響；除此之

外，生活作息也要規律正常，如禁止

抽煙、節制飲酒、常做肌力運動、增

加鈣質與維生素D 的攝取，及定期監
測骨質密度等，都有助於預防骨鬆骨

折的發生以及保持骨骼強健。

而針對已有骨鬆骨折現象的類固

醇使用者，建議可考慮接受正規的骨

質疏鬆藥物治療，目前有衛生署藥證

的包括每天施打一針的副甲狀腺素類

藥物，或每年施打一針的雙磷酸鹽類

藥物，可提升骨質密度，減少骨折發

生風險。但是，目前給付條件並未因

患者的高風險而做調整。

因此，使用類固醇導致骨質疏鬆

的病患要了解其風險因子，及早診斷

並治療，以減少骨折的風險及失能的

巨大社會成本。 （轉載自台灣免疫風濕
疾病關懷協會會刊第六期）。

生活保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