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3

社長的話

治療與展望
全身性                                    的紅斑狼瘡

醫藥視界

吳政翰　台大醫院風濕免疫科醫師 

你們很堅強，大家辛苦了！
林孝義教授      台北榮總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SLE好發於青春期的女性，這

些正值青春年華，對人生

充滿希望，對愛情、婚姻充滿渴望之

際，卻必須面對隨時起伏的病情，這

一路走來，要經過種種煎熬、長期作

戰而不被打敗，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些年，在我診間陸續出現許

多 SLE小病友，目前就讀小六的王小
妹，最近才診斷出 SLE。她用心學業，
在校成績始終名列前茅，踴躍參加

校內外相關藝文競賽也屢獲肯定。王

小妹的母親是位上班族，工作雖然忙

碌，卻非常重視女兒的教育，跟女兒

的互動也很親密，王小妹雖然得了這

難纏的疾病，但母女倆始終平常心看

待，也很配合醫囑。母女倆時常與我

分享生活點滴。貼心的王小妹，每次

來看診時，總不忘提醒我，別太操勞

了，還要幫我搥搥背，馬殺雞！和這

些年輕的病友相處，彷彿能看到生命

充滿希望，即使再忙碌，仍然充滿熱

忱！

不久前，我的一位年輕的「老病

人」—依屏，雖說是舊病人，其實她

只是發病時間比較早。得知她的工作

單位有意推薦她參與今年度的「周大

觀文教基金會」熱愛生命獎章的選拔

活動。因為她患病堅強走來的過程，

不但鼓舞了其它病友，也感動了其工

作上的夥伴，我深深以她為榮。

 依屏從大二開始患病，十年前併
發腎衰竭，開始洗腎。這一路走來，

可以看到狼瘡病在她身上到處肆虐，

皮膚、臟器、心血管無一倖免，但是

她始終不放棄自己。因為病情起伏，

無法待在原先日夜操勞的銀行界，她

發憤念書，考上殘障特考，為自己找

到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她的遭遇令

人心疼，她的意志令人喝采！

SLE雖然是重大傷病，但不是每
個人都會很嚴重，早期診斷、早期治

療，生活不會受到太大影響。親愛的

蝶友們，未來人生還很長，要好好照

顧自己，保持快樂的心情和擁有健康

的身體一樣重要，你們很堅強，大家

辛苦了！

紅斑性狼瘡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
sus （SLE），是一種慢性自體免疫風

濕疾病，會侵犯全身的多處器官，引起
發炎反應。紅斑性狼瘡主要影響生育
年齡的婦女，盛行率約 1/1000，女比男
約 8∼10：1，但男性、小孩、老年人也
可能會得到此症。紅斑性狼瘡致病機
轉主要跟個人基因、外在環境與荷爾
蒙的交互作用及免疫系統的異常有關。

 紅斑性狼瘡的症狀因人而異，可說是
偉大的模仿者：
 一般症狀：主要為虛弱、疲憊、低
溫燒和體重減輕。

 皮膚／黏膜：可能有紅斑、圓盤斑、
光敏感、口腔潰瘍、掉髮、雷諾氏
現象。

 肌肉關節：會有關節痛、關節發炎，
但少關節變形。

 血液：可能會有貧血、白血球降低
易感染、或血小板減少易出血或淤
斑。

 心臟血管：可能有心包膜炎（積水）、
血管炎、肺高壓或冠狀動脈病變
等。

 肺臟：主要為肋膜炎（積水）、狼瘡
肺炎、肺出血，或因心臟血管的問
題引起的肺充血或肺水腫。

 狼瘡腎炎：主要為蛋白尿、血尿、或
更嚴重的腎病症候群。

 神經精神系統：可有抽搐、精神異
常、中風、顱內出血、頭痛、昏迷、
顱神經麻痺、末梢神經炎等狀況。

 感染：因免疫力下降或免疫抑制劑
的使用，患者容易感染各種的細
菌、黴菌或病毒；最常發生的是上
呼吸道感染及泌尿道感染；也易感
染肺結核菌、帶狀皰疹或傷寒桿
菌。

 續發性修格連氏症候群：又稱乾燥
症候群，最明顯症狀為乾眼症及
因唾液分泌減少造成的口乾症。

 紅斑性狼瘡的診斷標準演進
2012年以前，只要以下11個臨

床表現中含四個以上者，即可考慮歸
類為為紅斑性狼瘡：
(1)臉上之蝶形皮疹 （Malar rash）
(2)盤形狼瘡 （Discoid lupus）
(3)光過敏 （Photosensitivity）
(4)口腔潰瘍 （Oral ulcer）
(5)關節炎 （Arthritis）
(6)漿液膜炎 （Serositis），包括有肋膜
炎或心包膜炎。

(7)腎臟疾病
A.包括持續之尿蛋白，每天在 0.5 
公克以上，或是三個加價 (3+)
以上。

B.尿液內有細胞團塊 （Cellular Cast）
排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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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神經疾病 :包括未有明顯原因而發
作的抽筋及精神病。

(9)血液疾病：包括有
A.溶血性貧血，網狀血球增多。
      （Reticulocytosis）
B.白血球減少 （少於 4000/mm3）
C.淋巴球減少 （少於 1500/mm3）
D.血小板減少 （少於 100000/mm3）

(10)免疫抗體：包括 anti-dsDNA，anti-Sm、 
抗磷脂質抗體 lupus anticoagulant
或偽陽性的梅毒反應至少六個月
以上。

(11)抗核抗體 （Antinuclear antibody）
 2012年以後，有新的標準，改為
需在臨床表徵及實驗室檢驗項目中，
二者皆有出現症狀，且總共大於或等
於四項以上檢查結果，才能確定是紅
斑性狼瘡。但即使出現的症狀不足四
項（可能是其他器官系統的症狀尚未
出現），仍必須定期追蹤，以便早期
診斷，早期治療。

 紅斑性狼瘡的一般處理原則
 (1) 紅斑性狼瘡治療—非藥物性治療

 避免過度暴露陽光或加強防曬措
施，防曬係數至少要25或 30以上。

 適度休息、避免壓力、避免感染。
 戒煙
 可適度補充低飽和性脂肪與高魚油
飲食。

 補充鈣質及維他命D（尤其是有使
用類固醇時）。

 避免打活性減毒疫苗
–尤其是使用類固醇 prednisolone 10mg/d
以上或免疫抑制劑患者。

–小兒痲痺口服沙賓疫苗、水痘疫
苗、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
疫苗、卡介苗。

–可打不活化型的流感疫苗
 避免使用含高劑量的女性荷爾蒙
的避孕丸，應使用最低劑量或只用
含黃體素的避孕丸或其他避孕方
式。

  (2)紅斑性狼瘡藥物治療
 非類固醇抗發炎劑（消炎止痛藥）：
大都用在發燒、肌肉骨骼症狀、漿
膜炎或頭痛。

 又可分為傳統非類固醇抗發炎劑
或選擇性第二型環氧酶抑制劑。

  但使用時都需注意有無過敏、消化
性潰瘍、腎功能或肝功能的變化。

在懷孕末期會影響胎兒的腎臟
與心血管功能。

 奎寧（必賴克婁，抗瘧疾藥）：是風
濕免疫科使用已有百年歷史的第
一個免疫調節藥物（自 1894年）。
除非有禁忌症，每個紅斑性狼瘡
病人都應考慮使用奎寧，大部份病
人需使用 200mg ，一天一顆至一
天兩顆。
輕到中度的紅斑性狼瘡病人。
可改善發燒、疲倦、皮膚與肌肉
或關節症狀。
安全性與耐受性佳，懷孕可用。
可減少紫外光的傷害，改善乾燥症。
並有微弱降血糖、降血脂

 (TG/CHOL)與抗栓塞作用。
主要可減少紅班性狼瘡的進展
或復發、減少器官傷害、降低類
固醇使用劑量與減少紅班性狼
瘡病人的死亡率。

 類固醇：即所謂的美國仙丹，在病
情需要時使用。有口服、注射、點
滴滴注、局部塗抹、肌肉注射或關
節內注射等不同劑型。

月經改變、水份貯積、腳腫、高血壓、
引發糖尿病或惡化；也會增加感染、
胃出血、骨質疏鬆、骨壞死、白內障
或肌病變等機會。 
給予高劑量或脈衝類固醇可能

出現的副作用包括：
–頭痛、神經或精神症狀、臉潮
紅、視力障礙、金屬樣味覺等。

–暫時性血糖升高、暫時性高血
壓。

–心悸、心律不整或心絞痛
–大約只有四分之一病人有上述
症狀需加以處理。

–點滴速度放慢至 3-4小時，可
避免不適症狀。

類固醇使用原則：有需要時才使
用，且使用最低有效劑量與最短時間。
急性期可使用一天多次給與方式，待
病情控制後，應緩慢降低劑量或延長
投與間隔；長期使用時，一週減少總
劑量不應超過 5mg。1日或 2日一次
給予方式可避免一些類固醇的副作用。
使用期間需監測各項急慢性副作用並
考慮給予預防性藥物或治療併發症；
在急性疾病或外科手術時，應補充額
外的類固醇，尤其在長期使用類固醇
的患者，不可冒然停藥，以免引發腎
上腺功能不全。

 免疫抑制劑：使用在病況嚴重或重
要器官受影響時

 (a)癌得星 Cyclophosphamides （Endoxan）：
俗稱化學針或化療針，主要用在嚴
重狼瘡腎炎、中樞神經性狼瘡、血
管炎、心、肺（如肺出血）或血液
系統受侵犯（血小板過低）等重
症。一般使用劑量為每次 0.5-1g/
m2 或 10-15mg/kg高劑量脈衝注
射法，或 1-4mg/kg/d低劑量口服
療法。腎不好或老年人需減量，且
在治療 10-14天後或定期追蹤白血
球數，並在每次投藥前抽血檢查。

臨床條件 免疫條件

1.急性皮膚狼瘡 
2.慢性皮膚狼瘡 
3. 口腔或鼻腔潰瘍 
4.不成疤的脫髮 
5.關節炎 
6.漿膜炎 
7.  腎炎 
8.神經病變 
9.溶血性貧血 
10.白血球過低 
11. 血小板過低 
      (<100,000/mm3)

1.抗核抗體 (ANA) 
2.抗 DNA抗體 (anti-DNA) 
3.抗史密斯抗體 (anti-Sm) 
4.抗磷脂抗體 (antiphospholipid) 
5.低補體 (C3, C4, CH50) 
6.直接庫氏測驗陽性
     (當有溶血性貧血時，此項不計分)

確診最低要件： 
至少四項（含）以上（其中臨床條件及免疫條件皆至少要包含一項） 
或腎臟切片證實為狼瘡腎炎加上至少 ANA或 DNA抗體一項陽性

低或中劑量

使用在經消炎止痛藥與奎寧 
無法控制的關節、肌肉、皮膚或
發燒症狀

 病情稍嚴重或重要器官受影響時
 病情控制後的維持劑量

高劑量或脈衝治療

病況嚴重或重要器官受影響
如狼瘡腎炎、神經系統狼瘡、
狼瘡肺炎、心包膜炎、溶血性
貧血或血小板低下、血管炎等
狀況

類固醇常見副作用：包括抑制腦
下垂體腎上腺功能、體重增加、圓
臉、青春痘、易瘀青、神經質、失眠、

醫藥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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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為噁心、嘔吐、骨髓抑制、感
染、出血性膀胱炎、惡性腫瘤、畸胎
或不孕等。嚴重噁心嘔吐者可事前給
予注射型止吐劑；可調整藥物劑量，
使治療後白血球數至少維持在 3000-
4000/ul 以上；應多補充水份，勿憋
尿、戒煙；儘速將類固醇劑量減低至
每天 20-25mg以下。一般來說，每日
口服低劑量長久較有效，但副作用也

較大。
(b)移護寧 Azathioprine （Imuran）：常
用劑量為 1-2.5 mg/kg/d，一般認為
較癌得星療效小，但毒性也較低，
可做為減少類固醇或癌得星使用的
代用品。副作用主要為噁心、嘔吐、
骨髓抑制、感染、惡性腫瘤、畸胎、
皮疹、肝毒性、胰臟炎或過敏反應，
需定期追蹤檢查血球數及肝功能。

(c)環孢靈或新體睦 Cyclosporine：抑制 
T 細胞活化，一般是當抗排斥藥物
使用，但在紅斑性狼瘡中則主要用在
（膜性）狼瘡腎炎，常用劑量是 2.5-5 
mg/kg/d。

(d)山喜多或睦體康 Mycophenolate：抑
制淋巴球增殖與遷移，主要使用在
狼瘡腎炎、間質性肺炎與血管炎，
常用劑量為 500-1500 mg bid。

(e) 滅殺除癌錠 Methotrexate、雅努麻或
艾炎寧 Le�unomide：主要使用在關
節或皮膚症狀。

(f) 免疫球蛋白：主要用在治療嚴重的
紅斑性狼瘡血小板減少症，以控制
急性出血或需急速升高血小板的場
合（如手術），也常使用在紅斑性狼
瘡侵犯腎臟、肺臟或中樞神經系統，
用法 300-400mg/kg/d for 5 days；其
他經傳統治療無效的嚴重紅斑性狼
瘡病人，也可考慮使用。

(g) 血漿置換術：侷限於極少數急性且
死亡率高的情況，如血小板減少性
紫斑炎、肺出血、快速進行性腎絲
球體腎炎、紅斑性狼瘡侵犯中樞神
經系統等急重症，合併癌得星使用，
效果最好，可減少免疫抗體重新產
生，也可考慮用在抗磷脂抗體症候
群的病人或其他對癌得星治療無效
的嚴重紅斑性狼瘡病人。

 治療建議
 早期發現並早期治療（尤其是腎臟
遭侵犯的患者）。

 狼瘡腎炎控制後，免疫抑制劑可考

慮至少維持三年。
 使用最低有效劑量的類固醇；病情
許可時，可考慮停止使用類固醇。

 不論使用任何其他藥物，皆應認真
考慮使用奎寧。

 使用其他藥物來治療紅斑性狼瘡
病人的共病症（如糖尿病、高血壓、
高血脂等）。

 治療目標—至少達到疾病臨床緩解
即用藥後，病人沒有紅斑性狼瘡

的主要症狀；待病人達到臨床緩解
後，可嘗試慢慢降低類固醇或免疫抑
制劑的劑量。若患者沒有臨床症狀，
但抽血仍有免疫活性 (如抗體偏高，
補體下降 )時，患者是可以考慮只吃
奎寧。若免疫活性持續穩定，也可以
考慮不用增加藥物種類或劑量，但需
密切追踪，以便在病情變化時儘速調
藥。

 總結
 除非有禁忌症，每個紅斑性狼瘡病

人都應考慮使用奎寧。
 病情需要時，醫師會考慮使用類固

醇及免疫抑制劑。
 目前可使用的注射型生物製劑為莫

須瘤與奔麗生。
 紅斑性狼瘡的治療目標為疾病緩解

或降低疾病活動度。

莫須瘤（MabTheRa） 奔麗生（Benlysta）

四大原則 治療目標

醫師跟病人一起決定，多團隊合作
長期存活、減少器官損傷、改善生活品質
控制病情、減少共病症、減少藥物副作用
監測病情、據以調藥

疾病緩解
低疾病活動度
預防 (嚴重 )復發
減少器官損傷

紅斑性狼瘡的治療目標與治療建議

生物製劑：目前主要為莫須瘤 Rituximab與奔麗生 Belimumab二種 

抗 CD20單株抗體，跟免疫
細胞 B細胞上的 CD20抗
原結合後引起免疫反應，
導致 B細胞的溶解死亡。

以往用來治療淋巴瘤，後來
發現是對類風溼性關節炎
也有效的標靶治療。

在風濕免疫科中，台灣健保
只有條件給付於類風濕性
關節炎及某些血管炎，紅
斑狼瘡病人則需自費，每支
（500mg）約四萬元。

使用方法為靜脈輸注，劑量
為每次 500-1000mg，間隔
14天再次輸注，共二次。半
年後可考慮再給予同樣療
程。

通常治療效果於靜脈注射
後二至三個月出現。

療效一般可以持續六到九
個月以上。

年需費用約 16-32萬元。

在輸注前，應預先給予類
固醇，並考慮併用或不併用
抗組織胺劑或解熱劑，以
減少輸注反應。

50年來第一個專為紅斑性狼瘡治療並獲得
核准的新藥，是可降低高疾病活動度紅斑
性狼瘡患者的標靶治療。

臨床特性：
與標準治療併用，適用於標準治療下仍存
有高疾病活性的自體免疫抗體陽性的全身
性紅斑性狼瘡成年患者。
高疾病活性定義 (下列三點皆需符合 )：
(1)anti-dsDNA陽性
(2)低補體
(3)SELENA SLEDAI≧ 10

說明：
目前尚未有臨床試驗顯示此藥對嚴重狼瘡
性腎炎及嚴重中樞神經系統狼瘡之療效或
安全性。

劑量：
建議劑量為 10mg/Kg。在第 0、14、28天
給藥一次，之後每四週一次。必須持續評
估患者的情況。若經六個月的治療後，疾
病控制未見改善，則應考慮停用。在輸注
前，可考慮預先投藥 (含抗組織胺劑，併
用或不併用解熱劑 )。

具有下情形的成人患者可考慮使用：
(1)高疾病活動度

a.根據臨床病徵與症狀，顯示有臨床活
動性的紅斑性狼瘡患者。

b.有免疫學活性 (例如陽性 anti-dsDNA
和補體濃度偏低 )的紅斑性狼瘡患者。

(2)目前治療仍無法控制疾病活動度
a.需要調增目前治療的劑量或考慮使用
其他新的治療方式的患者。

b.不適合增加類固醇或免疫抑制劑的劑
量患者。

醫藥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