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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啟彰 
（病例報告） 
病歷一： 
 陳小姐，十九歲，工廠作業員。因多處關節腫脹疼痛及兩頰紅斑來門診求治。 

 其病史可追溯自國中期間，她注意到手指在冬天有變紫或變白現象，但沒有

其它不適，所以並未刻意求醫。最近兩個月來，發覺雙手手指間關節、雙膝、雙

手肘關節有腫痛現象，交替發作，不過每次伋作一兩天內即緩解。此外合併倦怠、

輕度發燒，尤其兩頰有明顯紅斑，令她驚慌，故由母親陪伴求醫。 

 住院後，經免疫學檢查，發現抗核抗體（ANA）呈陽性反應，抗去氧核醣核

酸（Anti-DNA）抗體陽性，血中第三、第四補體（C3，C4）數值降低。綜合其臨

床症狀表現和免疫學檢查結果，符合美國風濕病學會（ARA）於 1982 年頒訂之全

身性紅斑狼瘡診斷標準，便給予類固醇（Steroid）及非類固醇抗發炎止痛劑

（NSAID）治療，症狀迅速地改善，現於門診追蹤治療中。 

 

病歷二： 

 王小妹，十五歲，因抽筋、神智不清，被送至內科急診求治。 

 王小妹考完高中聯考後，如釋重負，炎炎夏日，天天泡在泳池。最近一週來，

常向媽媽訴說全身倦怠無力，頭痛想吐。不料今天早突然全身抽筋、意識不清，

由父母立即送至本院內科急診。當時理學檢查除兩頰有鮮明紅斑、神智不清外，

並無其它異常。但是血液常規檢查顯示白血球偏低（2,200/cumm），且尿蛋白呈

陽性反應。免疫學檢查發現抗核抗體及抗去氧核醣核酸抗體呈陽性反應。進一步

電腦斷層檢查正常，腦電波檢查呈現廣泛性慢波。 

經會診神經科和風濕科醫師，以全身性紅斑狼瘡合併中樞神經系統病變之可

能性最大，立即給予靜脈注射高劑量類固醇（met-hyl prednisolone）及抗癲癇

藥物治療。患者神智於次日夜晚恢復，抽筋現象也消失，病況穩定後，於門診追

蹤治療。 

 

病歷三： 

王小姐，二十三歲未婚，因月經來潮血流不止住院求治。 

住院理學檢查顯示，患者臉色蒼白，下肢有多處紫斑。血液常規檢查發現血

色素較低、血小板只有兩萬伍仟（25,000/cumm），並無異常形態白血球，遂立即

給予濃縮血小皮輸血治療，病況稍為緩解。進一步骨髓抽液檢查顯示，血小板母

細胞數目正常，無異常分化之白血球。同時疫學檢查並無異常發現，在排其它血

液、淋巴疾病的可能後，推斷為慢性特異性血小板減少性紫斑（Ch-ronic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給予類固醇治療，血小板三天後即回

升為十萬。出院後門診追蹤二年，其間病人常因月經量多，皮膚碰撞後容易瘀青

而屢次掛急診。 

後來因昏眩心悸、解黑色大便再次住院。重覆的免疫學檢查結果發現抗核抗

體呈陽性反應，Ro 抗體陽性，而且血中抗紅血球免疫溶血反應（Combs’ test）
陽性。初步的診斷是自體性免疫疾病，尤其是全身性紅斑狼瘡的可能性最，大繼

續追蹤治療。果然，在以後的二年中，陸續出現蛋白尿和肋膜積液，確定了診斷。 

 



病歷四： 

李太太，三十歲，家庭主婦，在順利產下一男嬰後一個月內，因持續發燒不

退，經轉介住院。 

住院前，認為是感染細菌或病毒所致，但是詳細的細菌學檢查和病毒血清學

檢查均呈陰性反應。婦產科會診並無異常發現。由於白血球偏低（2,400/cumm）

C 反應蛋白值正常，使診斷的方向轉向自體免疫性疾病方面。果然免疫學檢查發

現抗核抗體、抗去氧核醣核酸抗體均呈陽性反應，進一步作特異性的 Sm 抗體，

結果是陽性反應，而確定了全身性紅斑狼瘡之診斷。經給予類固醇治療後，病情

緩解，在門診追蹤治療。 

三年後，病人發現右側鼠蹊部疼痛，行動不便。經 X光攝影及核子醫學攝影

檢查，證實為右側髖骨缺血性壞死。其原因可能和全身性紅斑狼瘡所引發的血管

炎有關，但亦可能是類固醇長期服用所致。 

 

病歷五： 

劉太太，三十二歲，家庭主婦，因全身浮腫，來院求治。 

其病史可溯自半年前，患者首先注意到轉移性的多發性關節腫痛，侵犯兩手

指間關節、兩側膝關節、兩側踝關節。走訪開業醫師，經診斷為「關節炎」，給

予消炎止痛藥服用，症狀有改善，因而未再刻意求醫。 

二個月前，患者開始有倦怠無力、全身酸痛，同時在偶然間，注意到口腔內

潰瘍及頭髮大量掉落現象。再度訪視開業醫師，發現下肢浮腫，且尿蛋白呈陽性

反應。給予利尿劑後，效果不彰，轉介本院求治。 

理學檢查顯示兩眼眼瞼浮腫，兩側下肢有壓陷性水腫，同時有肋膜積液及腹

水跡象。住院後，收集 24 小時尿液，尿中蛋白質高達 14 公克（註：正常人每日

24 小時尿液蛋白不超過 150 毫克）。血清生化檢查發現白蛋白低至 1.9 公克每百

毫升血，三酸甘油脂及膽固醇明顯上升，經診斷為全身紅斑狼瘡合併腎病症候

群，乃建議患者作腎臟切片檢查。病理報告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分類之第四類：廣

泛性增殖型腎絲球腎炎。免疫學檢查顯示抗去氧核醣核酸（Anti-DNA）數值偏高。

且血中第三、第四補體數值偏低。 

經給予大量類固醇靜脈使用，合併免疫抑制劑（Endoxan）治療後，病況改

進，現於門診追蹤治療中。 

 

病歷六： 

連小姐，二十五歲，因高燒及右小腿劇痛腫脹，經內科急診住院。 

患者為一確定診斷之 SLE 病人。這是她第四次住院。過去住院的理由分別為

兩頰紅斑、多發性關節炎、持續性高燒及急性精神異常等。住院理學檢查發現有

右小腿腫脹及壓痛現象，經超音波血流量檢查證實，右下肢深部靜脈有阻塞現

象，診斷為右下肢深部靜脈血栓炎，遂給予肝素靜脈注射。同時鑑於第三、第四

補體偏低及抗去氧核醣核酸抗體數值偏高，便給予高劑量類固醇治療，病況迅速

改善。出院時，再三告誡定時服藥及門診追蹤治療。 

出院後，患者因家庭信仰問題，又轉而求神卜卦，服用偏方。三個月後，患

者因右側肢體偏癱、無法言語，再度送到急診室。電腦斷層攝影檢查顯示左側大

腦 梗 塞 。 因 反 覆 有 血 管 梗 塞 現 象 ， 免 瘋 學 檢 查 發 現 抗 磷 脂 抗 體

（Anti-Phospholipid Ab）陽性反應。雖然給予類固醇及抗凝血藥物積極治療，

保住患者性命，但因一念之差而致半身不遂，乃是一大憾事。 



 

（病情分析與討論） 

 由上述六個病例可知全身性紅斑狼瘡（SLE）具有以下特點： 

1.SLE 患者以 15 至 40 歲女性最多見，女性罹患比率可達男性的九倍。 

2.SLE 是侵犯全身各組織器官之慢性發炎疾病，其臨床症狀表現非常多樣化：例

如可表現為多發性關節炎，像類風濕性關節炎；可以表現成發燒、畏寒，類似

感染；可以全身浮腫、倦怠，類似腎臟病；可以呈現白血球缺乏、貧血，甚至

流血不止，類似白血病；也有的表現抽筋、意識不清，甚至妄想幻覺，類似神

經精神方面疾病，因而有人稱之為偉大的模仿者（Great Imitator），即指全

身性紅斑狼瘡在疾病病程演變中，能以不同疾病的症狀表現其多形多樣的一

面。 

3.由於 SLE 是個多樣化表現的疾病，可廣泛侵犯全身各個器官系統。雖然一百多

年前即有文獻記載，迄今仍無完善的診斷標準，但隨著對 SLE 日新月異的了

解，新的標準已日益健全。目前使用的診斷依據是 1982 年美國風濕病學會修

正後的 SLE 診斷標準。 

4.SLE 是個慢性發炎性疾病。漫長的病程、交替著急性惡化與緩解，也充滿了患

者、家屬與醫師的血淚汗水。它不像感冒或其它急性傳染病，短期可見痊癒。

患者、家屬要勇於接受、認同這不幸的事實，定期地追蹤治療，有任何的狀況，

隨時和醫師保持連繫；不迷信偏方以自己的血肉之軀作藥物實驗；不自自棄、

自停服藥，才是避免悲劇的不二法門。 

 

緣由 

全身性紅斑狼瘡，其名稱的由來，可回溯到十九世紀，有患者面部赤紅的病

灶，很像狼咬過的傷痕，而仗用拉丁文中代表狼的字眼“Lupus＂。後來有位皮

膚 科 醫 師 觀 察 患 者 的 鼻 樑 和 兩 頰 有 鮮 明 的 紅 斑 ， 所 以 再 加 上

“Erythematosus＂，即紅斑之意。嗣後，醫師更進一步發現，這種疾病不僅影

響皮膚、全身各個器官，各個組織都可能受侵犯，於是再冠上“Systemic＂，表

示全身性，從此乃正式命名為全身性紅斑狼瘡，簡稱 SLE。由於這個名駭人聽聞，

患者家屬及一般民眾聞之色變，甚至病急亂投醫，或自暴自棄，諱疾忌醫，因此

目前醫界改稱之為「蝴蝶」或取其音譯，稱為「思樂醫」。 

 

病因及致病機轉 

 全身性紅斑狼瘡真正的病因，目前仍不清楚。然而由臨床觀察及實驗據顯

示，免疫系統異常、遺傳因素、內分泌異常及環境因素等都可能是致病的因素。 

全身性紅斑狼瘡患者，由於免疫調節失衡、B淋巴球機能過分亢進，產生大

量多樣的自體抗體（Autoantibody）：包括對抗去氧核醣核酸（DNA）、核蛋白質、

組織蛋白等細胞核成分抗體，統稱為抗核抗體－ANA；以及對抗細胞質成分之抗

體、抗血球抗體、抗凝血因子抗體等。這些抗體有時會直接傷害體內的細胞，有

些則和抗原結合，形成免疫複合體，繼而活化體內補體系統（Complement 

system），造成組織的發炎與損害。如果免疫複合體沈積於皮膚的血管，則形成

皮膚血管炎；如果沈澱於補給神經的血管上，則造成神經毀損；有些可以沈澱在

內臟器官，例如腎臟很容易受到侵犯而引發腎臟炎；至於關節腔中的滑膜組織也

容易受侵犯而形成常見的關節痛或關節炎等，這種經由免疫複合體媒介之免疫發

炎反應，即是全身性紅斑狼瘡最主要的致病機轉，其影響所及，常造成全身性的



器官病變。 

 

臨床症狀 

SLE 的臨床表現非常多樣化，每個病人的病情並不一致，病程也有很大的差

異。 

患者大多數是生殖年齡的女性。最初可能只出現全身性非特異性的症狀，例

如胃口不佳、倦怠、輕微發燒、肌肉酸痛等，因此患病初期，醫師或患者自己多

半不易查覺此症。漸漸地，當 SLE 進展到某一個程度，就會出現愈來愈多愈明顯

的症狀，例如原因不明的發燒、或持久不癒的傷風感冒症狀。由於可以侵犯許多

器官，發丙症狀可能遍及全身，可能有皮膚發疹、黏膜潰瘍、關節疼痛腫脹。若

侵犯腎臟，可引起蛋白尿、血尿、下肢水腫，甚至全身浮腫；若侵犯肋膜、心包

膜、腹膜，則引起該處漿膜炎，產生積水現象；若侵犯中樞神經系統則引起抽筋、

頭痛、腦神經麻痺或精神異常等症狀。血液系統的病變可發現有貧血、白血球或

血小板減少，以及紅血球沈降速率升高等現象。由於這些全身各個器官的症狀可

以陸續地或併發一起表現，使醫師較容易藉以診斷此症。 

 

SLE 的診斷與實驗室檢查 

SLE 在一世紀前已詳細的文獻記載，由於受侵犯的器官可能遍及全身，而且

沒有確定的先後次序，至今仍無堪稱完美的診斷標準。 

目前臨床醫師都採用美國風濕學會（American Rheumatism Association，

簡稱為 ARA）於 1982 年所修訂公佈的十一項要點做為診斷依據： 

1.臉頰紅斑。 

2.圓盤狀紅斑狼瘡。 

3.日光敏感性。 

4.口腔潰瘍。 

5.關節炎。 

6.漿膜炎：包括心包膜炎或肋膜炎。 

7.腎病變：每日尿蛋白量超過 0.5 公克，或尿液檢查出現細胞性圓柱體。 

8.神經精神病變：抽痙或精神異常。 

9.血液病變：如溛血性貧血、白血球少於四千、淋巴球少於一千五百、或血

小板少於十萬等。 

10. 免疫病變：如抗去氧核醣核酸抗體陽性（Anti-ds DNA）、抗史密斯抗體

陽性（Anti-Sm Ab）、或狼瘡細胞陽性反應（LE cell）。 

11. 抗核抗體陽性反應。 

上述十一點標準，如果同時或先後出現四項或四項以上，即可確定 SLE 之診

斷。有時即使出現的症狀不足四項，可能是時候未到，必須定期追蹤，以便早期

診斷，早期治療。 

有關 SLE 實驗室檢查項目很多，比較常用的有下列幾項： 

（一） 一般血液常規檢查：SLE 患者在疾病活動期，血液常會出現正血球正

色素性貧血（Normocytic Normochromic Anemia），此外溶血性貧血

也是常見的現象。在沒有腸胃道等狀況下，血紅素的高低可大略反應

病情的活動性。白血球數目偏低，尤其是淋巴球細胞減少，也是 SLE

病情高活動的一個重要現象。白血球減少，血液中常伴有高濃度之抗

白血球抗體，另外約四分之一患者有血小板減少現象，即低於每立方



公厘十萬以下，甚至更低。白血球或血小板的減少，皆可作為診斷的

要點，亦可作為病情的指標之一。 

（二） 尿液常規檢查：SLE 患者腎病變的早期可見微量紅血球，蛋白尿、或

尿細胞性圓柱體。蛋白尿、紅血球或紅血球圓柱體若在尿中出現，常

表示腎絲球炎；腎小管壞死則尿液中可見細胞圓柱體或眾多的表皮細

胞。尿中白血球數目增加，顯示有泌尿道感染或狼瘡性膀胱炎。 

（三） 急性期反應蛋白質（C-Reactive Protein. CRP）：一般常用的紅血球

沈澱速率 ESR，在 SLE 患者，不論病情嚴重與否，常都會昇高，所以

無法作為疾病活動性指標。但是 C反應蛋白則無此變化，除非患者受

微生物感染，CRP 值才會明顥上升，因此可作為是否感染微生物的重

要指標，此時必須儘可能找出感染源並清除之。 

（四） 血清補體濃度：因為補體濃度降低可以正確反映病情活動性之變化，

故一般多測定補體成分，C3，C4 之濃度。若同時測量 Anti-ds DNA

之價數，更可幫助醫師對疾病的活動性作正確的判斷，也可作為治療

是否有效的參考。 

（五） 抗核抗體（ANA）：其陽性率在台灣 SLE 患者可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血清中高效價的抗核抗體及其表現的螢光排列型態，對於診斷有很大

的幫助。在台灣對 SLE 患者所作的研究，以高效價的 ANA，呈現斑點

型螢光排列（speckled pattern）居多，瀰散型螢光排列（diffuse 

pattern）也很常見。一般而言，ANA 只幫助診斷，其效價之高低，

並不會反映病情活動性或隨治療成效而波動。 

（六） 抗雙縷去氧核醣核酸抗體（Anti-ds DNA Ab）：尤其是高效價 Anti-ds 

DNA Ab，幾乎只出現於 SLE 患者，而其效價也大致反映著病情活動性。

有不少學者認為和 SLE 腎病變之嚴重程度有直接關係。 

（七） 可被抽取之核抗原（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ENA）：包括有

U1-RNP，sm，Ro，（SSA），La（SSB）等。值得一提的是，Sm抗體只出

現在SLE，雖然陽性率只有百分之三十，但是對鑑別診斷很有助益。

Ro（SSA）抗體多出現於典型SLE患者，此抗體可能誘發皮膚病變和光

過敏性症狀。咦外在少數的病例發現孕婦之Ro（SSA）抗體可對胎兒

之心臟傳導系統造成損害，造成先天性心臟傳導阻斷，所幸這類病例

很少見。 

 

由於思樂醫是慢性發炎性疾病，多次的緩解與惡化是該病的特點，因此思樂

醫之治療可分為急性病期和慢性病期二種治療方式。急性病期，以控制病情為

先，挽救性命第一，儘可能搶救受損器官的功能。慢性病期之治療原則，包括病

患教育、定期病情評估和治療藥物之調整。因此成功的治療應包括控制病情、減

少病情惡化所造成的功能不良及降低藥物治療的併發症。 

思樂醫依其侵犯器官的不同，有不一樣的選藥原則及用藥劑量，一般常用的

藥物有下列幾種： 

（一）非類固醇抗發炎止痛劑，簡稱 NSAID： 

   常使用於較輕的症狀，如關節炎、肋膜炎等。NSAID 常和胃上腺類固醇 

   合用，以減少類固醇的使用量。 

NSAID 可能的副作用包括消化性潰瘍、上腸胃道出血、腎功能降低、鹽滯

流，以及少見的造血系統影響。臨床上使用必須注意定期的追蹤觀察。 



（二）腎上腺皮質素（Corticosteroid）： 

即一般俗稱的「美國仙丹」類固醇。類固醇乃是治療思樂醫最重要的藥物。

在皮膚病灶可局部使用，減少副作用。如果是全身性內臟器官受侵犯，可

依病情輕重酌加劑量，例如急性狼瘡性腎炎、神經系統狼瘡及溛血、血小

板性紫斑等病例，須考慮使用大量類固。某頑強的病例或病況危急時，還

可使用超大量的類固醇脈衝療法（pulsetherapy）以搶救病人急速的器官

功能惡化，病況控制後，逐漸減少劑量至最低。若需要長期服用，則儘可

能把一日總劑量在早晨一次用完畢，更安全的作法是「間日給予法」，即

服藥一日停藥一日，因為研指出這樣可以減少對腦下垂體－腎上腺軸之抑

制作用。但是如此使用無法有效控制病情時，則必須分每日二次或三次以

上給予類固醇，通常可控制大部分之症狀。 

類固醇的副作用固然很多，但鑑於尚無任何一種藥可完全取代它在治療思

樂醫上卓越的藥效，在這種「非它不可」的情勢下，如何用得適當，「蒙

其利，不受其害」，是一種治療的藝術。副作用包括有滿月臉、水牛肩、

軀幹肥胖、骨質疏鬆、缺血性骨壞死等之發生，但切忌因類固醇之副作用，

私自減藥或停藥，使病情失控，造成日後無法可彌補的憾事。 

（三）抗瘧疾藥物（Anti-malarials）： 

臨床經驗顯示抗瘧疾藥物對思樂醫之皮膚、骨骼肌肉病變、或輕度之全身

症狀有相當療效，至於詳細的作用機轉並不明，但可能和它具有消炎、免

疫抑制及防止光過敏反應之作用有關。 

目前最常使用的抗瘧疾藥物是（hydroxychloroquine Plaquenil）。治皮

膚病灶之成效通常一週內可見，但停藥後常復發，因此必須使用維持劑量

以防止病灶復發。此類藥物的副作用包括皮疹、白髮、皮膚灰斑、白血球

降低、血小板減少及神經症狀等。不過在一般的劑量使用時，上述副作用

發生的機會很低。另外較為人注意的是眼睛的毒性，如視網膜毒性和角膜

藥物沈積，造成視力障礙，雖在一般劑量下極少發生，但建議在此類藥物

使用前以及使用後，每年需作定期視網膜檢查，以期早日發現眼睛毒性。 

（四）免疫抑制藥物（Immuno-suppressive drugs）： 

此類藥物大多具有細胞毒性及代謝拮抗之特性。因具有免疫功能抑制之作

用，臨床上之使用多在高劑量的口服類固醇失效，或單純類固醇使用時造

成明顯的副作用，使病人服藥意願減低狀況下，便是加上免疫抑制劑的時

機。免疫抑制藥物主要分為二類，即烴基藥物和嘌呤之衍生物，目前較常

使用的藥是 Cyclophosphamide（Endoxan）和 Azathioprine（Imuran）二

種。烴基類藥物（Endoxan）主要的毒性是抑制骨髓機能，長期使用有產

生骨髓性或淋巴細胞增生性惡性腫瘤之顧慮，也可能增加膀胱之併發症如

血尿或膀胱癌。後者嘌呤類之衍生物（Imuran）副作用較少，不過仍會增

加感染的機會，如帶狀疹之發生。近年來，美國各大醫學中心在美國衛生

總署（NIH）的整體計畫下所作的研究明確指出，合併使用免疫抑制劑和

類固醇的思樂醫患者，其五年腎臟保存率或存活率較諸單純使用類固醇之

患者有明顯的增加。事實上，我們在榮總的臨床經驗也得到了相同的結果。 

思樂醫預後 

目前由於醫學的進步，類固醇及免疫抑制劑等藥物的問世，加上對思樂醫深

入的認識，此症已不再是令人聞之色變的絕症，只要能接受適當的治療，十年存

活率已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如果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療，使體內器官受



到破壞的程度減輕，更能大幅提高患的存活率。雖然類固醇可造成患者之滿月

臉、水牛肩、軀幹肥胖。骨質疏鬆、或缺血性骨壞死等副作用，但只要病人遵照

醫囑、配合治療計畫，俟病況一穩定，醫師自然會酌情減少劑量，而這些副作用

也會逐漸減輕甚至自然消失。病人切忌自行減藥或停藥，以免病情失控導致惡

化，對生命及健康造成嚴重威脅與傷害。 

由於思樂醫病人多為生育年齡期婦女，能否懷孕常困擾著患者及其家屬。根

據醫學統計資料顯示，病人的生育能力在病情穩定時和正常人一樣，仍可正常的

結婚生子，但是胎兒發生早產、死胎及周產期死亡率（perinatal mortality）

的機率卻比一般人高些。通常，只要病人病情控制良好，懷孕造成病情惡化的機

會不大。一般病情加劇常出現在產後二個月內。如果病人有狼瘡性腎炎，在懷孕

後期因心臟血管系統及腎臟的負擔加重，也可能加重病情之變化。然而若有適當

之醫療照顧病人仍可足月順利生產，除非迫不得已，應盡量避免人工流產，以免

增加患者心理負擔。至於類固醇的副作用是否會波及胎兒，雖仍無有力的證據可

以證實，但數十年的臨床經驗顯示尚未發現有異常者。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已知口服避孕藥會使思樂醫病情加劇，因此患者宜採用

其它方法避孕，不可使用避孕藥。 

近年來，由於免疫學及風濕病學的研究發展，對思樂醫的早期診斷、治療與

追蹤，都有很好的成效，預後也大為改善，只要病人能與醫護人員合作，耐心接

受治療，仍可享有正常的生活。我們更呼籲患者能主動加入「中華民國思樂醫之

友協會」，在這個團體中認識更多的朋友，彼此交換心得，相互慰藉與提攜；在

這個團體中和醫護人員有進一步的溝通與討論，增對疾病的了解，而得到更好的

醫療照顧，更進而掃除心中陰霾，坦然地面對疾病，快樂地享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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