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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炎是血管（包括動脈和靜脈）的

炎症，是一種自體免疫系統疾病，由

於錯誤地攻擊身體內的血管組織而導

致病變，分別會影響大型、中型、小

型或微型血管，可以分為原發性和繼

發性。繼發性血管炎可以經由一些藥

物引起，亦可能曾受一些病毒感染如

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所致。除此以

外，血管炎也會隨著風濕性疾病之後

發生，例如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濕

性關節炎和乾燥綜合症等疾病。

什麼是

血管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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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炎有什麼病徵 ?

血管炎常見的病徵是發燒、盜汗、疲勞乏力和體重下降，但有些患

者亦會因為身體器官或部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出現下列症狀：

皮膚 -  出現皮疹或斑點，甚至潰爛

眼睛 -  視力模糊、眼睛變紅或感到痛楚

鼻子 -  鼻塞、流鼻血，或會影響至鼻子變形 

神經系統 -  有針刺的感覺，手腳無力

關節 -  引起關節疼痛或腫脹

肌肉 -  肌肉酸痛，繼而變得無力 

腦部 -  當腦部血管嚴重受損時，可導致中風

肺部 -  咳嗽或出現氣促

腎臟 -  小便出現血尿或蛋白尿 

雷諾氏現象 -  當遇冷時，手腳會變得冰冷和發麻，手指和腳趾末
端皮膚顏色開始變化，依序為變白、變紫、變紅三
個階段，還有腫脹或疼痛的感覺， 嚴重時可能會出
現潰爛，組織壞死的情況。少數患者亦會影響到耳
朵、鼻尖、膝蓋、乳頭甚至內臟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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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炎的分類及其相關症狀

Takayasu arteritis (TA) 高安氏血管炎，又稱高安氏症
主要影響主動脈，包括頸動脈、腦動脈、冠狀動脈和心臟動脈，以亞洲
地區年輕女性發病率較高。病因未明，可能與遺傳有關，患者會感到頭
痛、頭暈、 頸痛、疲倦及經常發燒。

Giant cell arteritis (Temporal arteritis) 巨細胞動脈炎，又稱顳動脈炎
影響供應頭部和頸部的大動脈，特別是顳動脈，主要發生在年長女性為
多，患者會常感到疲倦，有體重下降、肌肉疼痛、局部性頭痛及視力模
糊等症狀。

Polyarteritis nodosa (PAN) 結節性多動脈炎
主要影響中型血管，屬於系統性血管炎，受影響的器官包括腎臟和消化
道，還會影響皮膚、關節、肌肉及神經系統，大多發生於成年人身上，
部分患者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

Kawasaki disease 川崎症
發病年齡常見於五歲以下小童，會出現發燒、皮疹、口唇及舌頭潮紅、
淋巴腫脹等症狀。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GPA (Wegener’s granulomatosis，WG)
肉芽腫併多發性血管炎，舊稱韋格納肉芽腫
患者會出現上呼吸道感染，持續流鼻涕，引致鼻竇炎；下呼吸道會影響
肺部，出現咳嗽、氣促、咯血等症狀。眼睛、皮膚、神經系統、關節及
腎臟也會受到影響。

 

Behcet’s disease 白塞氏病
病變以影響小動脈、小靜脈及微絲血管為主。患者的口腔及生殖器官會
出現反覆性潰瘍的症狀（男性主要出現在陰囊，女性主要在陰唇）。眼
睛病變包括虹膜炎和視網膜炎，皮膚病變包括結節性紅斑、毛囊炎或皮
下靜脈血管炎等問題。

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 EGPA (Churg-Strauss 
syndrome, CSS)  過敏性肉芽腫血管炎，舊稱查格-施特勞斯綜合症
患者通常有哮喘病歷，出現氣喘和鼻竇炎的症狀。四肢可能帶有皮疹，
部分患者更會發生腹痛、腹瀉、神經麻痺、手腳無力等症狀。

Microscopic polyangiitis 顯微性多血管炎
這是一種中小血管炎，主要出現發燒、腎小球炎、咳血、小便出血、周
邊神經麻痺等症狀。

Cryoglobulinaemic vasculitis 冷凝蛋白血管炎
通常與丙型肝炎的併發症有關，可能出現眼乾、口乾、下肢皮疹、關節
疼痛、蛋白尿等症狀。

IgA vasculitis (Henoch-Schonlein purpura) 免疫球蛋白A血管炎，又稱過敏性
紫斑
多數發生在3至15歲的兒童身上，主要症狀為腹痛、關節疼痛及下肢出
現紫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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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診斷血管炎?

血液檢測
1.  發炎指數（Inflammatory Marker）：
 當身體受病菌侵襲時所產生的炎症反應，血液中的血沉降Erythro-

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和 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數值會隨之增高，兩者都是用來診斷和監察體內
炎症的指標

2. 抗中性球細胞質抗體 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CA)
 簡稱 ANCA，用來鑑別和診斷不同類型的血管炎

3.  血全圖 Complete Blood Picture (CBP) 或Complete Blood Count (CBC)
 包含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等

4.  肝功能測試 Liver Function Test（LFT）

5.  腎功能測試 Renal Function Test（RFT）

其他檢查
1.  當血管炎發生在腎臟時，尿液會顯示血尿或蛋白尿的數值 
 X光（X-ray）、電腦素描 computerised tomography（CT）和磁

力共振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用以檢查和確診肺
部或鼻竇等出現的問題 

2.  心臟掃描（Echocardiogram）和心電圖 Electrocardiogram（ECG）

3.  肺功能測試（Lung Function Test）

4.  活片化驗（Biopsy）
 包括顳動脈鼻竇、肝臟、腎臟、肌肉、皮膚、神經和肺部切片，

都可以用來確診不同類型的血管炎

血管造影檢查
1.  血管造影術
 注入顯影劑，通過電腦素描造影照片，找出受損血管的位置
 

注意：醫生會根據個別患者的臨床表徵而會作出不同的診斷方法

治療方法 

1. 類固醇 Prednisolone 
 分別有注射、口服和外用三種使用方法，一般會給予口服類固醇。

醫生會根據患者的病情而調較劑量，必要時會用高劑量類固醇來
控制病情。類固醇不能突然無故停止服用，必須經由醫護人員逐
步調減劑量才能停止。

 副作用：長時間使用高劑量會出現高血壓、高血糖、水腫、體重
增加、失眠，及增加患糖尿病、白內障及骨質疏鬆症的風險 。

2. 免疫系統抑制劑 (Immunosuppressants)

 硫唑嘌呤 Azathioprine (Imuran)
 必須飽肚服用，一般在服用 6-12星期才會發揮功效，而懷孕期間

也可服用。

 副作用：會導致肝酵素上升和白血球下降，可能出現腸胃不適、
紅疹、疲倦、脫髮和增加感染風險。

 甲氨蝶呤 Methotrexate (MTX)
 分別有口服、皮下注射、靜脈注射和脊髓注射等使用方法，風濕

科病人多用口服劑。一般要服用6-12星期後才會發揮功效，必須
與葉酸一同處方服用，來減輕其副作用（但兩者不可同日服用），
受孕或懷孕婦女不適宜服用此藥。

 副作用：可能引致口腔潰瘍、腸胃不適、脫髮、肝酵素上升及白
血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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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酚酸酯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Cellcept
 可以代替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與類固醇一起使用，

建議空腹服用，懷孕婦女及哺乳期婦女不宜服用，男士也要做足
避孕措施。除此亦要注意 MMF是不可與 Azathioprine 一同服用的。

 環磷酰胺 Cyclophosphamide (CTX), Endoxan 
 有口服或靜脈注射，常與類固醇一起使用，用藥期間要確保飲用

足夠水分，幫助排出小便，和減低膀胱炎的發生。要注意血尿或
排尿困難的情況出現，男女用藥期間必須做足避孕措施。

 副作用：可能出現出血性膀胱炎、白血球和血小板下降，增加感
染風險、貧血、食慾不振、腹瀉、脫髮、停經、精子數目減少。

3. 生物製劑 Biologic therapy
 對於病情較嚴重，或對傳統免疫抑制劑效果未如理想的患者，醫

生會針對性地採用標靶治療處方，務求得到更顯著療效。

 B細胞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靜脈輸液，使用前需要用類固醇或抗敏藥來減輕輸液過敏反應。

 副作用：可能出現過敏性休克包括：呼吸困難、舌頭或喉嚨腫脹，
皮疹、嘔吐、頭暈、頭痛、血壓上升或下降、肚瀉、增加感染風
險等。

 因為每個病人的情況有異，副作用不會必然出現，所以必須與主
診醫生商量及了解所用的治療藥物。

血管炎的自我管理

充足休息 

由於血管炎會令患者感到異常疲倦，部分患者更會出現發燒、頭痛或肌

肉疼痛，所以充分休息非常重要（尤其在病情活躍期間），避免日間作

勞累活動，平日也要保持作息定時的良好習慣。

保暖及禦寒

日常要注意全身保暖，平日要穿上襪子，出入冷氣地方應加上外套，衣

服要寬鬆，避免過緊衣物阻礙血液循環。冬天應戴上保暖手套、帽子和

頸巾，避免觸及冷水，外出時可以攜帶暖手包和暖貼，確保雙手及身體

保持溫暖。出外旅遊避免選擇嚴寒地區，以免增加雷諾士現象的發生或

令病情惡化的風險。

皮膚護理

習慣每天使用潤膚產品（天然或羊脂），避免皮膚乾燥造成龜裂，因為

皮膚受損會容易引致細菌感染，將會造成嚴重後果，平日剪指甲也要格

外留神。保持個人衛生，清潔皮膚時應該使用中性溫和的潔膚產品，切

勿使用鹼性肥皂。

日常起居

避免直接用雙手拿取冰凍物件，家庭主婦可以考慮用溫水作清洗，家居

清潔時必須戴上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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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須知 
血管炎病發時會令患者食慾減低，建議選擇少食多餐的方法，保持均衡營養，
不可有偏食習慣。長期服用類固醇的副作用令患者體重增加、高血糖、高血壓
及患上骨質疏鬆等風險，所以要避免暴飲暴食，日常飲食應該以三低，即低
糖、低油、低鹽為主，注意卡路里攝取量，避免喝酒，以及確保攝取足夠鈣質
和維他命D，預防骨質疏鬆，建議飲食中包含更多蔬果及穀麥類的元素。

避免吸煙 
吸煙會令血管收縮而影響血液循環，使雷諾氏現象更為嚴重，增加血管炎病發
風險，長期吸煙的血管炎患者應該立即戒煙。

適當運動 
當病情穩定下來時，患者應該逐步增加運動量，從而鍛鍊及強化肌肉和關節， 可
以由輕量運動開始，如伸展運動，繼而做一些負重運動（如步行和慢跑等），游
泳也是建議運動之一，可以請教物理治療師或醫護人員選擇合適自己的運動。

情緒支援 
由於血管炎並不常見，患者可能對病症一無所知，記緊要保持樂觀心態，除了
醫護人員講解外，也建議積極參與風濕科病人互助組織（例如系統性血管炎互
助小組），從而認識病友互相扶持及鼓勵，增加對治療的信心和了解。如有需
要，亦可透過醫護人員轉介至心理治療等服務。

預防疫苗 
患者需要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藥物，必須注意個人衛生，保持身心健康。在流
感高峰期，應該避免進出人多擠逼的地方，出入醫院要戴上口罩。建議接種肺
炎預防疫苗，還有每年一次的流感預防疫苗 ，詳情可以請教醫護人員。

定期覆診
患者要依從醫護人員指示，依時服用藥物，定期抽血和覆診，如發現病情有惡
化跡象，應立即請教醫護人員作適當安排 。

b)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康山中心 電話：2549 7744

 李鄭屋中心 電話：2361 2838

 大興中心 電話：2775 4414

 太平中心 電話：2639 9969

 禾輋中心 電話：2636 0666

 橫頭磡中心 電話：2794 3010

 網址：http://www.rehabsociety.org.hk/crn.html

c) 風濕科病人自助組織 

毅希會

（類風濕性關節炎病患者自助組織） 

電話：2713 6444

網頁：http://www.hkraasso.org/

樂晞會

（系統性紅斑狼瘡症患者自助組織）

電話：8103 7018

網頁：http://www.hklupus.org.hk/

香港強脊會

（強直性脊椎炎病患者自助組織） 

電話：2794 4803

網頁：http://www.hkasa.hk/

B27協進會

（強直性脊椎炎病患者自助組織） 

電話：3188 9847

網頁：http://www.b27association.org/

銀屑護關會

（銀屑病關節炎病患者自助組織） 

電話：2253 0006

網頁：http://hkpsaa.org.hk/ 

少青風協會

（兒童風濕病患者及家屬互助組織）

電話：2346 3223

網頁：http://www.hkpra.org/

系統性血管炎互助小組

電話︰2794 3010

皮肌炎多肌炎小組

電話︰2794 3010

除了醫護人員外，社區上有很多不同的機構及組織，提供服務及援助予風濕病患者，以下是這些

機構的聯絡方法：

社區資源

 「風知己」電話支援熱線：234 62 999

 地址：九龍深水埗南山邨南偉樓地下103-106室

 網頁：http://www.hkarf.org/

 電郵：mail@hkar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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