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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不良性貧血 lA口QskAnemb｝

齾%,,型腸病毒是兒童的殺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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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症狀為發燒 、咳嗽 ‵頭痛 、肌肉酸痛 、喉嚨痛 、流

鼻涕及全身衰弱 U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學齡兒童會有

腸胃症狀如噁心 、嘔吐及腹瀉 。自十五世紀起 ,流感

病毒即被注意到會造成世界大流行 U至今 ,威 力不

減 ,在二十世紀至少曾發生三次的大流行 。流行性感

冒病毒之所以能不斷的對人類形成威脅 ,主要是由於

這種病毒會在病毒表面創造抗原的變異 。一為抗原微

變(血位gell㏑ dⅡft),另一為抗原移型(antigeni sh止 )。 因

為這種病毒的多變性 ,使得既使曾經感染過流行性感

冒的人也可能因對新變異的病毒不具免疫力而再次受

到感染 。當病毒產生的新變異 ,在大多數人身上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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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其刀時

一

就會有李國大流行發生。
免 。所以 ;如何防範流感病毒的肆虐

同努力的目標 U  ﹉ ﹉ ﹉

目前 ,政府是每年免費為∞歲以上的老年人施打

流感疫苗 U但有特定疾病或特殊狀況的兒童 ,常因流

感病毒感染而罹患嚴重併發症或會將流感傳給高危險

群 。因此美國疾病管制局疫苗施打建議委員會(ACI己

Ad1.isU呼 cUnllllitteet91liIlmuniz血 t9nPractices)一 向的建

議是 ,患有 :1心臟血管或肺部疾病者 ,包括氣喘兒 U

2需定期追蹤或住院治療的慢性代謝性疾病 (包括糖尿

病),腎功能不全 ,血紅素疾病 ,或免疫功能缺損 (包

括因藥物造成或受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 3年齡於6

個月至18歲 之間 ,需長期使用阿斯匹靈的孩童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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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照護中心的孩童或家中有以上提及的高危險群

的孩童 ;這些孩童需要每年接受流感疫苗 。

關於正常的孩童需不需要每年接受流感疫苗呢 ?

在2UUU年美國在新英格蘭雜誌上發表的多年研究結果

發現 ,在流感流行的季節 ,小於二歲的孩童因呼吸道

疾病造成的住院率 ,比大於五歲的孩童多了12倍 U死

亡個例多見於小於一歲的孩童 。所以 ,美 國疾病管制

局疫苗施打建議委員會(Aa已 Adx.isU呼 cUlllmitteet,n

immunizatiUnPractices)已 正式建議介於6個月到竻個

月的小孩每年接受流感疫苗 U而台灣疾病管制局也決

定實施這個建議 ,每年為大於六個月 、小於兩歲的小

孩免費施打流感疫苗 。此外 ,專家們也發現在流感流

行的季節 ,在各年齡層的孩童看病率及抗生素使用也

有明顯增加 。事實上 ,流感病毒是造成正常孩童呼吸

道感染的一個主因 ,每年的感染率約為百分之三十五

至百分之五十 。在這當中有百分之十會併發下呼吸

道疾病 ,小於五歲的孩童危險性更大 。同

時 ,也因下呼吸道疾病而增加了

抗生素的使用率 。又再者 ,小

孩在流感病毒的傳播中一直扮

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怎麼說呢 ?刀 \孩常因在學校 、

幼稚園與其他小朋友接觸而感染 ,回家後再傳給家

人 ,嚴重的話 ,進而造成整個社區感染 。因此 ,有愈

來愈多的專家從經濟效益分析或臨床研究發現 ,小孩

接受流感疫苗所需要的花費及人力與因流感疾病所花

的醫療照顧與費用相比 ,接受疫苗是值得的 。可以減

輕疾病的嚴重度而減少費用 ,也降低病毒的傳播 U若

以團體的方式施打 ,經濟效益會更高 。最近 ,又有新

型 、減毒性經鼻腔給予的流感疫苗問世 ,因給予方式

簡便 ,對於經濟效益的提高與否仍需更多研究肯定 。

總之 ,有特定疾病 、特殊狀況 、或二歲以下的孩

童是被建議要定期接受流感疫苗 。但

提醒各位家長流感疫苗在六個

月以上才建議施打 。至於是

否全面為孩童施打疫苗 ,

效果如何 ,值不值得 ,有

待相關單位根據本國的流

行病學 、醫療費用 、與國民

就醫方式做更進一步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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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周邊血管抽血發現有各種血液細胞數量減少的病

變 ,包括貧血 、白血球減少 、血小板缺乏 ,我們就稱

為再生不良性貧血 。從兒童至成人都可能發生再生不

良性貧血 ,5U∼ 6U歲以後的發生率急速上升 ,而約只

有lu的病例是發生於2U歲以前 ,大部分發生於較大

的孩童 U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發生率 ,在歐美大規模的

統計約為每年每百萬個孩童中有2∼4個新病例 ,東方

人的發生率約為2∼5倍 ,據統計 ,台灣地區每年每百

萬個孩童中約有1U個的新病例 。

憂 大醫 院 小兄 告β張修 豪醫 師

蘩

我們身上的血液細胞包括紅血球 、白血球及血小

板皆由骨髓製造 ,骨髓是人體內的造血工廠 。萬一骨

髓這個造血工廠罷工了 ,其 內之造血幹細胞受傷或受

到破壞 ,無法製造出足量的血液細胞 ,造血功能低

麷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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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性貧血之病因可分遺傳性 (或稱先天性)和
後天性二種 。遺傳性再生不良性貧血 ,有几ncUni氏貧

血 、家族再生不良性貧血 (Estern＿ Dameshek型 )、

DyskeratUsisCU㎎ enita和ShwachmaIl-hamUlld症 候群

等 U後天性再生不良性貧血可分原發性及續發性 ,其

成因肇因於骨髓傷害 ,但會造成骨髓傷害的原因有很

多 ,真正的病理機轉並不十分確定 ,可能包括造血幹

細胞缺損 、細胞間的調節作用失常 、細胞間微小環境

的失調及免疫抑制作用等 。而可能引發上述病變的原

因也不易確認 ,可能是藥物 、放射線照射 、感染 、自

體免疫疾病等 。事實上 ,約有7U-SU%的病童並無明

確的病因 ,此稱為原發性再生不良性貧血 。其餘可能

與某些藥物 、化學毒性物質及物理因素等有關 ,則稱

為續發性再生不良性貧血 。

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症狀主要為血球不足的表現 :

因貧血而臉色蒼白、容易疲倦 、體力變差 ,因血小板

缺乏而容易自發性的出現瘀青 、出血點 、紫斑 ,因 白
血球(尤其是中性球)不足而容易感染發燒 ,甚至發生

致命的敗血症 。這些症狀和血癌的病人很像 ,但是再
生不良性貧血病童通常不會有血癌病人常有的淋巴腺

及肝脾腫大 。

再生不良性貧血在診斷上一般都是採用 :周邊血

液血紅素值小於1Ug/dL、 白血球數小於竻UU/lllm3或其

中的中性球小於15UU/mm3、 血小板小於＿sUUUU/mmj,

加上骨髓的造血細胞減少而且沒有纖維化或不正常的

腫瘤細胞侵犯 。另外如果符合下列三項中的兩項 :中

性球小於5UU/mm3、 血小板小於2UUUU/mm3、 矯正後

的網狀紅血球小於1%,而且骨髓檢查顯示細胞密度極

度減少至正常的巧 %以下 ,或是細胞密度中等度減

少 ,但是骨髓中的造血細胞小於3U%,則屬於嚴重型

再生不良性貧血俗”e㏄ ApIas伍calle㏕的。要特別區分

出嚴重型是因為嚴重型和非嚴重型的預後差異極大 ,

嚴重性若未接受適當治療則一半左右的病人在半年內

因嚴重感染或嚴重出血而死亡 ,一年死亡率則高達
8U%,其嚴重度不下於癌症 。診斷初期病情可能較不

嚴重 ,未必出現全血球缺乏或是骨髓極度造血衰竭的

若是可找到致病因素 ,首先當然是去除其致病因

素 ,而使骨髓慢慢恢復 。在支持性療法方面 ,病人呈

現嚴重之白血球低下症時 ,必須儘量避免得到感染 。

輸血的決定必須相當謹慎 ,因為輸血仍有一些危險

性 ,包括感染到肝炎及鐵質沉積 U若是有考慮做骨髓

移植的病人 ,時常輸血則擔心被敏感化及抗體之產

生 U所以輸血只要維持病人之舒適性 ,而不一定要達

一到某個血色素值 U血小板數目小於兩萬時 ,才輸血小

板以防自發性出血 。

藥物治療方面 ,於輕度之病人使用傳統方法治

療 ,大部份可得到緩解 ,然而重度之病人其成效貝j相

當差 ,其緩解率往往小於3U%。 嚴重型再生不良性貧
血的病患 ,若兄弟姊妹間的組織抗原相合 ,則應做骨

髓移植 ,其存活率可達ω∼7U%,骨髓移植同時換掉

有間題的造血幹細胞 ,以免日後這些有間題的幹細胞

轉化成血癌細胞 ,所以為首選的治療方式 。臺大醫院

骨髓移植室二十年來一共進行了51位病患的骨髓移

植 ,其 中有“位仍然存活 。對於沒有兄弟姊妹相合的

病童 ,則使用免疫療法 ,如抗胸腺蛋白、抗淋巴球蛋

白與其他免疫抑制劑如環孢黴素 、類固醇 、雄性荷爾

蒙等合併使用 ,也有不錯的療效 。而對於合成之造血

生長因子之治療 ,目 前仍屬研究階段 。然而在治療有
效前病童需要靠支持性療法 ,如輸血來補充紅血球及
血小板的不足 ,同時感染症的處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

1〕√anualUfPediatricHematUlUgyandUncUlUgy

3rdeditiUn.

2.TcxtbUUkUfPedia㏑ cs17theditiUn,NelsUn.

3.高醫醫訊 第十七卷第六期

4.兒童醫學小百科1l懟昤

現象 ,但可能在數週或數個月內惡化為嚴重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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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是一新興傳染病 ,

自豹∞年11月 在中國大陸廣東省開始有疫情傳出後 ,

2UU3年 2月起開始陸續傳播到世界各地 ,包括香港 、
加拿大 、新加坡 、越南 、以及台灣都曾爆發流行 ,直
至j2UU3年 7月 此波疫情才告平息 。SARs的症狀有發
燒 、咳嗽 、頭痛 、肌肉酸痛 、及腹瀉 ,影像學檢查常
見肺部浸潤 ,抽血檢查常見淋巴球低下 、血小板低
下 、肝功能異常等變化 。臨床上病情可能快速進展 ,

病人會出現呼吸困難 、血氧降低 ,甚至需要插管及使
用呼吸器 USARs平

均的死亡率約9.6%,但在年長者
或本身已有慢性疾病的病人死亡率則大幅提高 U

和成人相較之下 ,兒童的SARS病情顯然比較輕
微 。有關兒童SARS的報告雖屬少數但均指出 ,兒童
染SARs後雖然也可以出現發燒 、咳嗽 、肺炎 ,但多
數病程短且會自行好轉 ,進展到呼吸衰竭的比率極
低 ,目前也沒有死亡的案例 。因此兒童SARS在 治療
上並不困難 ,只需給予良好的支持療法 ,一般均可痊
癒 。但是對兒科醫師來說 ,兒童SARS主 要的挑戰在
於快速且正確的診斷 ,由於其他病原引起的呼吸道感
染在兒童是非常常見的疾病 ,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 、
黴漿菌 、披衣菌 、肺炎雙球菌及其他呼吸道病毒等 ,

這些感染症在兒童的症狀都是發燒及咳嗽 ,臨床上和
SARS十分相似 ,在診斷上常造成困擾 。特別是流行
性感冒病毒還常會引起頭痛 、肌肉酸痛及淋巴球低
下 ,與SARS的症狀更是難以區分 。有論文嘗試統計
分析了兒童SARs與流感的差異 ,結果發現在流感病
童絕大多數有流鼻水的症狀 ,約一半咳嗽會有痰 ,而
SARS病童甚少流鼻水 ,且以乾咳為主 。這些臨床症
狀的差異可幫助醫師做初步的判斷 ,但對於初始症狀
並不明顯的病童 ,有操作快速 、簡便 ,敏感性及特異
性高的診斷檢查工具仍是迫切的需求 。

在病毒學上 ,SARS是
由SARS冠狀病毒所引起

的 ,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主要靠飛沫 、接觸 、以及媒
介物傳染 ,因此針對染SARs的病人及早隔離照護是
一有效阻絕疫情擴散的方法 。SARs病毒的基因序列
和目前已知的冠狀病毒都不相同 ,因此分類上自成一
類 ,為第四型冠狀病毒 。有關SARS病毒的起源目前
仍不完全清楚 ,現在一般認為是由動物病毒經過突變
後跨物種傳到人類身上 。SARs最 早流行地廣東省的
調查報告發現 ,在果子狸及獾等野生動物上可分離出
SARS病毒 ,顯示這些野生動物可能是SARS病毒跨物
種的橋樑 。但是這些從動物身上分離出的SARS病毒
株 ,其基因序列和後來在世界各地造成大規模流行的
病毒株有少許的不同。針對不同時期採得的病毒株做
基因序列分析的研究指出 ,SARs病毒初從動物傳到
人類時 ,並不能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傳染 ,但它經過基
因突變脫去”個核苦酸後 ,即突破了不能人傳人的限
制而開始在2UU2年底廣東省產生疫情 ,隨後SARS病
毒繼續在外表棘蛋白累積核苦酸的點突變 ,終於變的
超級適應人體而在2UU3年造成全球的流行 。這一部
SARS病毒的基因突變史 ,其實也可以說是病毒努力
演化適應新宿主一人類的奮鬥史 。

在SARs疫情消聲匿跡將近一年以後的今天 ,大
家最關心的無非就是這種已經適應人類宿主的SARS
病毒株也消失了嗎 ?還是它只是潛伏在某處伺機而
動 ,隨時有可能掀起另一波流行 ?目 前仍沒有辦法下
百分之百的結論 ,我們只能靜靜的觀察等待 ,並做好
最佳的準備。籈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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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71型感染並不是一少見疾病 ,遠在19η年

於美國NewYUrk已 經發現11名病例 ,19η年12名病

例 ,1987年又發現45病例 ,1993年於Sweden也曾報

告195名病例 ,均以手足口病(Hand-fUUt-mUuth山 s-

ease,HFMD),無菌性腦膜炎(AsepticMeningitis,

台
=L榮

繌兄 直醫 學告β孟春 昌教 授

AM),腦炎°ncephalitis,E9等 症狀表現 ,所幸並無死

亡病例 。 (表 1,2)然而1998年 於台灣地區卻發生前

所未有的腸病毒疫情 ,不僅4U5位幼兒罹患重症 ,其

中更有78位不幸死亡 。 (如表3)此現象令人費解 ,

值得深思 。

表 王 EV71Utx莓 br幗kS侮 )

NewYU伙

Sweden

Bulg血 a

Hung卿

Japan

Japan

NewYUrk

Austral血

Francc

﹉ Il

195

9U5

155U

3296

3ε 3U1

12

114

5

U

U

44

47

SUme

U

U

U

1972

1973

1975

1978

1973

1978

1977

1979

HFMD/AM/E

HFMD/AM
AM/AFP
AM9E/AFP

HFMD/BSE/AFP

HFMD/AⅣV腳
IIFMD/AMZE

CNScUmp上磁血Uns

表2EV7tUu曲 re&ks偉勁

Philadelp㏑a

USA

Malay血 a

T缸wan

E9BSErAΓP

5

45

5999

1291U6

1987

1987

1997

1998

U

U

31

78

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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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腸

病毒71型 的

病童絕大部

分徵狀輕微 ,

無論是以泡疹性咽

峽炎 、手足口病 、腦

炎 、無菌性腦炎 (歐美國

家無死亡病例如表1,2),大多數病童均能自然痊癒 ,

但是為何少數病童卻罹患重症型腸病毒合併神經系統

病變 ,高血壓 、肺水腫(pulmUIlaryedemω 、心衰竭快

速死亡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與每個病童的免疫力有

關 ,健康兒童免疫力強者可以自然痊癒 ,免疫力低者

可能罹患重症腸病毒 。免疫力低的原因可能是先天性

只限於極少數病童 ,也可能是後天性的 ,如服用類固

醇或其他成藥 ,中草藥含有降低免疫力的藥物 。多年

來多數國人認為藥物可以治病強身 ,多 服用有益無

害 ,病童服用成藥 ,類固醇 、抗生素 、退燒藥使病童

症狀可以迅速改善 ,食慾增進 ,但付出最嚴重的代價

是降低免疫力 ,雖然是短暫的 ,但是如果不幸恰好碰

上腸病毒流行期 ,就可能感染重症腸病毒 ,甚致生命

危險 。

根據台灣學者專家的研究顯示 ,重症腸病毒

71型 ,尤其是嬰幼兒併發腦病變死﹂率高達

η%,死亡者均合併高血壓PlasmanUrepineph

Πne及 epinepllrineleve1顯著昇高 ,肺水腫(pu1一

mUlⅢyedema)左心衰竭 ,但病理檢查證實並無

心肌炎(m卿cardi曲 )U

腸病毒71型合併腦炎 、無菌性腦膜炎於歐

美國家無死亡率 (如表1,2),而 國人嬰兒快

速死亡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肺水腫心衰竭所

致 。腸病毒71重症型的病理變化進行到腦神

經系統時 ,plasmanUrepiIlepllrille及 epillepll吋

Ille顯著昇高 ,隨之使血壓增高 ,高血壓容

易造成左心衰竭 ,嚴重傷害降低左心室功

能 ,高血壓可使左′●室舒張期壓力(end

由astUlicⅣ essure)昇 高 ,隨之左心房壓力也必須急速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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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為的是左心房在舒張期時血液才能順利流入左心

室 (如果左心房壓力突然快速昇高 ,很容易導致肺水

腫 )。 如果於此危機之時再給予大量靜脈點滴注射會

使左心房內血量迅速增加 。左心房內壓力及左′●房內

血液量同時增加 ,雙重影響之下導致急性肺水腫

racutepulmUn缸 yedema),左 心衰竭 ,迅速死亡 。因此

治療重症腸病毒71型必需以β blUc㏑r藥物降低高血壓

維護左心功能 ,不致衰竭 ,嚴格限制靜脈點滴注射 ,

給予適量的利尿劑 ,使左心房內壓力及血流量不致迅

速增加 ,加強預防急性肺水腫(acutepulmUnaryedema)

的發生 ,免於死亡。

多年來國人有一種錯誤觀念 ,不管那一種疾病都

要靜脈點滴注射才是有效的治病方法 ,但是我們必須

要了解 ,有心臟疾病者如果快速給予過量靜脈點滴注

射很可能是加速心臟衰竭 ,導致生命危險的原因 ,不

可不慎 。

今日兒科醫生或許有責任來提醒教導父母 ,如何

培養兒童良好均衡健康的飲食習慣 ,少油 、鹽 ,少垃

圾食物 ,多蔬果 ,增強免疫力 ,避免給兒童服用類固

醇 、中草藥及成藥 ,可能降低免疫力的藥物 ,希望我

們的孩子們都健康快樂 。菸

綒 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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