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麼是磷脂質？

脂肪 + 磷酸 (Lipid+Phosphate = 

Phospholipid)，簡稱PL。磷脂

是所有細胞膜的成份，存在於細胞

內，全身上下都有磷脂，磷脂是身體

很重要的一種成分。磷脂的重要在於

它是神經的外鞘膜。神經在傳導的時

候，像是電線一樣，神經外鞘膜就像

是電線外面包著的絕緣體，絕緣體如

果壞掉的話，神經的傳導就不會這麼

順。大家常見的卵磷脂也是一種磷

脂，其它像深海魚油也是磷脂或含有

磷脂。

甚麼是抗磷脂質抗體？

就是來對抗磷脂質的抗體－

Anti -Phospho l ip id  Ant ibodies 

(APL)，Cardiolipin (CL)為心脂，是

心臟肌肉上所抽出來的磷脂質。

CL常被用來測定抗磷脂質抗體，因

此抗心脂抗體 (anti -cardio l ipin 

antibodes, aCL)與抗磷脂質抗體兩個

名稱是通用的。

甚麼是抗磷脂質抗體症候
群（Anti-phospholipid Antibody 
Syndrome = APS）

抗磷脂質抗體對身體組織造成

破壞而形成的種種症狀統稱為抗磷

脂質抗體症候群，因為PL在身體的

分佈廣泛，因此其表現也極為多樣

化。APS的各式各樣表徵。可以是紅

斑性狼瘡的一部份，也可以獨立存

在。單獨統計與狼瘡病無關的這一

部分病人，可以發現其男女發生的

比率較平均，年齡分佈也較紅斑性

狼瘡為老。

APS抗磷脂質
       抗體症候群

台北榮民總醫院                  
蔡長祐

過敏免疫風濕科主治醫師 

甚甚麼是抗磷脂質抗抗體？

甚甚麼是抗磷脂質抗體症候
群群（Annti-phospholipid Antibody 
Syndromme = 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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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斷要件與分類

臨床症狀

  血栓：

經儀器檢查或病理分析証明

於任何組織或器官中的動脈、靜

脈、微血管有發生過一次以上的

血栓，並且不包含表淺的動脈血

栓，或是發炎引起的血栓。

懷孕合併症：

   發生過1次以上不明原因的流

產，且孕期已超過10週以上。

   發生過1次以上不明原因的胎兒

（無外型異常的新生兒）早產、

懷孕34週前發生嚴重的痙攣（子

癇前症），或胎盤功能不全。

   發生過3次以上不明原因的自發

性流產，且孕期在10週以內（不

包括身體結構異常、母體荷爾蒙

改變、雙親之一染色體異常。）

實驗室標準

   以免疫酵素法（E L I S A）檢

查，血清中IgG或IgM的抗心脂抗

體或對抗其輔助抗原β2GP-1的

抗體，曾經有兩次以上力價呈現

陽性即符合條件但每次檢驗需間

隔6週以上。

   曾經有兩次以上，驗出狼瘡抗凝

（lupus anticoagulant）反應，而

兩次檢驗需間隔6週以上。

臨床表徵

依據過去數年來在台北榮總有

限的資料中統計，可以發現粗略的

一些特徵如下：

  女 : 男 = 21 : 3

  年齡: 9 ~ 76歲， 平均 32歲

  臨床表徵

·皮疹 (50.0%)

·腦部病變 (58.3%)

·腎炎 (66.7%)

·心血管病變 (25.9%)

·肺部病變 (12.5%) 

·造血系統病變 (79.16%)

·懷孕合併症 (8.3%) 

·內分泌系統異常 (0%)

·骨骼關節病變 (16.1%)

  其中包括梅毒一例 (4.2%)

  以及SLE 十九例 (79.2%)

依據國際抗磷脂質抗體症候群

共識會議所提出的臨床表徵，則有

以下多樣化的特點：

腦部表徵

   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偏頭痛（Migraine）

   癲癇（Seizure）

   中風（Stroke）

   假性大腦腫瘤（Pseudotumor 

Cerebri）

   錐體外徑症候群 (巴金森氏

病、舞蹈症)（Extrapyramidal 

syndrome）

診診斷要件與分類 臨臨床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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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症狀

   假性腦膜炎（pseudomeningitis）

脊髓表徵

   橫斷性脊髓炎（transverse myelitis）

   類多發性硬化症的症狀

   Brown-Sequard 氏症候群

   Gillain Barre氏症候群

皮膚表徵

   網狀青斑（livedo reticularis）

   表淺性栓塞靜脈炎

   腿部潰瘍

   肢端壞疽

   皮層壞死

   藍趾症候群（blue-toe syndrome）

   點狀出血

   瓷白色疤痕

   肢端發紺

Sneddon 氏症候群

   網狀青斑及中風

   廣泛持續性斑塊 (不因皮膚溫度

變高而消失)

   抗內皮細胞抗體 (35%)

   病理變化：血管內皮炎，阻塞性

末端動脈炎併壞死性血管炎

   其他症狀：心臟及腎臟表現，高

血壓，婦產科症狀

耳鼻喉科症狀

   暈眩

   休斯氏耳（Hughes' ear）

   輕微中耳疾病

生殖器官症狀

   陽痿或冷感

   陰莖梗塞

   陰囊皮膚潰瘍

   睪丸或副睪梗塞

肝臟表徵

   肝功能異常

   慢性非特異性肝炎

   Budd-Chiari 氏症候群

   大面積肝臟栓塞

腎臟表徵

   血栓性小血管病變（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

   腎絲球微血管栓塞

   腎動脈栓塞或阻塞

   膜性腎絲球炎

   腎靜脈栓塞

   栓塞性血小板低下紫斑症/溶血尿

毒症候群

   腎臟皮質壞死

   災 難 性 抗 磷 脂 質 症 候 群

（Catastrophic APS）

骨骼/關節症狀－缺血性壞死

   多處自發性缺血性壞死 (並非因

類固醇使用、飲酒、吸煙或患有

減壓症候群等⋯)

   常發生處 : 髖骨關節、膝關節

心臟表徵

   瓣膜性心臟病

   其心房纖維顫動之發生率較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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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濕性心臟病

   如乒乓球大小的房室栓塊，嚴重

者因栓塊隨著血液流出心臟而容

易造成中風。

   加速性粥狀動脈病變併冠心病

內分泌系統表徵

   腎上腺梗塞所引起之愛迪生氏症 

(自身的類固荷爾蒙及腎上腺素不

再分泌)

   腦下垂體梗塞，造成泛腦下垂體

機能不全症候群

致病機制

抗體的直接傷害或形成免疫複

合體進而吸引白血球，為引起上述

症狀的主要原因。其他引起抗磷脂

質症候群的原因還有：

結締組織病（狼瘡病之外的）

全身性血管炎

癌症

克隆氏症（Crohn's disease）

感染

   梅毒/萊姆氏病（Syphilis/ Lyme 

disease）

   愛滋病

   C型肝炎

   細胞巨大性病毒

   漿胞菌（Mycoplasma）

   藥物

   莫煩（Chlorpromazine）

   奎寧/奎寧汀Quinine/quinidine

   血得平Hydralazine

   Procainamide

   苯乙內醯 (Dilantin) Phenytoin

   羅飛龍、派樂能、珮格西施

(Interferon-α)----抗肝炎病毒藥。

這些原因引起的APS大部分也是

因為其伴隨的疾病本身可以引起身

體抗原—抗體反應，或是其本身 (如

藥物) 誘發了自體抗體的產生。

哪種狀況應做抗磷脂質
抗體的篩檢？

因為APS並不是很常見的疾

病，所以一般的狀況下，醫師並不

會特別去檢查這個項目。但是如果

病友們有以下的狀況發生，可以要

求醫師做抗磷脂質抗體的檢測：

   不尋常年齡、不尋常性別及不尋

常時間出現神經系統症狀（例

如：很年輕沒有高血壓病史而發

生腦中風）

   不明原因的腎臟衰竭

   詭異的皮膚症狀 (可能起因於循

環不良)

   產科合併症

   骨骼肌肉系統缺血性壞死

   即將接受器官移植者

   冠心病、動脈硬化性心臟病、 心

肌病變及瓣膜性心臟病。

   血栓形成有關的膽道肝臟病變

致致病機制

哪哪種狀況應做抗磷磷脂質
抗抗體的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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