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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原發性乾燥症(primary Sjögren's syndrome)

病友提問說：「不小心懷孕了，還好只有2-3個
禮拜，醫生叫我考慮一下，但還是很擔心，想請

問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乾燥症的人懷孕要注意

什麼嗎？我還沒準備好當媽媽.....」，乾燥症是
常見的自體免疫疾病，一般來說被認為是相當良

性的自體免疫疾病，以口乾眼乾為主要症狀，症

狀緩慢進行，包含疲倦、關節痛等多樣化表現，

主要侵犯外分泌腺。約有20-40%的病人會有腺
體外的表現。女男比為9比1，在任何年齡都會發
生，最常見到在40歲左右或以上的婦女，並不是
生育年齡常見的疾病，但是晚婚晚生育的趨勢，

使得乾燥症對懷孕的影響增大(1)。

乾燥症的診斷標準主要是以 1 .小唾液腺
(minor salivary gland)切片有淋巴球浸潤的聚集，
2. 血清有自體抗體(SS-A &/or SS-B)，3.乾眼檢查
(Schirmer's 試驗：在無麻醉下測試，5分鐘後小
於等於0.5公分)為主要依據(2,3)。合併有其他風濕

疾病者為續發性乾燥症，沒有其他風濕疾病者為

原發性。本文主要討論原發性乾燥症與懷孕的相

關健康問題。

懷孕與乾燥症

自體免疫疾病主要發生在女性，所以免疫疾

病和懷孕之間的關係值得婦產科和風濕科醫師的

關注。自體免疫疾病和懷孕之間的關係，包含幾

個方面：母體的疾病，疾病的活動性，器官受影

響的程度，各種自體抗體以及服用藥物的影響。

如果原發性乾燥症病人合併肺高壓症，在懷孕及

產後會有惡化的現象。乾燥症病人要懷孕之前應

該接受諮商，針對可能的危險和併發症，懷孕期

間的用藥。懷孕之前病情應該要處於良好狀態，

最好是懷孕前3到6月病情控制良好。
有關原發性乾燥症病人懷孕的研究並不多，

主要因為，原發性乾燥症主要到40歲左右才會顯
現出臨床症狀。不過，近年來，懷孕年齡的延

後，增加了乾燥症對懷孕的影響。乾燥症病友懷

孕時因為：年齡較大，而且有免疫異常，因而較

容易流產。搜尋相關的研究發現，不同的研究顯

示：自然流產的比率從5到29%，自然流產的比
率較高，可能是因1.這些乾燥症孕婦懷孕時年齡
比其他健康者較大，2.乾燥症最常在40歲左右或
以上發病，在育齡或比較年輕就發病的乾燥症病

人通常病情較嚴重，3.免疫的異常也會增加流產
的比率。人工流產(induced abortions )的比率從
3-36%不等，端視懷孕諮商對母嬰危險的解釋和
病人的社經地位而定。早產(preterm deliveries)的
比率通常較高可到27%。乾燥症母親的平均新生
兒體重顯著較低，可能和子宮內胎兒成長受限所

致，而不是和生產的時機有關，也因此剖腹生產

的比率也提高(4-7)。

對胎兒的影響

乾燥症對胎兒的影響，最嚴重而且眾所周

知的就是，新生兒紅斑性狼瘡(neonatal lupus 
erythematosus)和先天性心臟傳導阻滯(congenital 
heart block)。

新生兒紅斑性狼瘡 (以下簡稱新生兒狼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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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natal lupus)是少見的新生兒免疫疾病，真正
的發生率因為漏診和誤診而很難確實估計，大約

每2萬個活產嬰兒有一個，女嬰為男嬰的2倍。母
親有抗SS-A抗體，新生兒有新生兒紅斑性狼瘡的
發生率為1-2%。新生兒狼瘡是因為，懷孕第16週
之後，經由胎盤從母體來的對抗 Ro/SSA, La/SSB 
，U1-RNP的IgG所誘發(8,9)。抗La/SSB 抗體造成
新生兒狼瘡的發生，而抗Ro/SSA抗體和新生兒
狼瘡/心臟傳導阻礙有關。新生兒狼瘡常見的症
狀包含皮膚的病灶，血液和肝指數異常和先天性

心臟傳導阻礙，皮膚的病變通常在出生第一週開

始出現，到第4-6月好轉，皮膚疾患通常是自限
性的，在出生6-9個月的時候消失。生下新生兒
狼瘡的母親，帶有自體抗體，但是這些媽媽們有

約一半當時沒有症狀，也就是當時並沒有自體免

疫疾病的診斷，將來可能會演變成紅斑性狼瘡，

乾燥症，或混合型結締組織疾病。有些病人在懷

孕之前已經診斷為原發性乾燥症，如果懷孕就要

注意胎兒可能會有的問題。如果發現胎兒心跳過

慢或出生後發現心房傳導阻滯，就需要馬上檢查

母體是否有自體抗體。先天性心臟傳導阻滯是最

嚴重的胎兒併發症，是抗SS-A 或/及抗SS-B抗體
損害房室節。第一個前瞻性研究於2001年發表，
收集100個抗SS-A/Ro抗體陽性的母親，其中53位
媽媽是紅斑性狼瘡，19位是未分化結締組織疾病
(undifferentiate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25位
是原發性乾燥症，1位是硬皮症，1位是混合性結
締組織疾病 (mixed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1
位是原發性抗凝脂症候群，平均年齡31.2歲。追
蹤結果發現新生兒之中有2位(2%)出現先天性心
臟阻滯，其中一位母親是原發性乾燥症，另一位

是未分化結締組織疾病。母親有抗SS-A抗體，
新生兒就有可能會有先天性心臟傳導阻滯，盛行

率是 1-2%，曾有過新生兒先天性心臟傳導阻滯
的媽媽，再一次產下新生兒心臟傳導阻滯的機會

是其他人的10倍(10)。 2015年發表的研究顯示(11)，

從856個生下心臟傳導阻滯胎兒的母親來檢視，
有一半以上的母親們(455位)被歸類於帶有抗Ro/
La抗體而沒有明顯免疫疾病症狀者，其他約14% 
(121位)是未分化結締組織疾病，13%(113位)是
原發性乾燥症13%(113)紅斑性狼瘡。因為抗Ro/

La抗體可以在原發性乾燥症或紅斑性狼瘡被診
斷前好幾年就可檢測出來，所以，新生兒的先天

性心臟傳導阻滯常常是育齡婦女原發性乾燥症最

早的間接表現。這篇研究也合併分析幾個前瞻性

研究顯示，25位無症狀而有抗Ro/La抗體的母親
產下2位先天性心臟傳導阻滯新生兒，發生率最
高(2/25) (8%)，原發性乾燥症母親(104位)生下3
位病嬰，發生率(3/104)(2.9%)；再其次，未分化
結締組織疾病(2/87)(2.3%) ，紅斑性狼瘡(3/303) 
(1%);不過，由於不同狀態母親的數目不一，有
抗體而無症狀的母親僅有25名，且研究方法不盡
一致，引用此研究結果須小心。

只要母親有抗SS-A抗體，在懷孕第16-20週
時，以胎兒心臟超音波和產科超音波檢查，可偵

測到胎兒心跳過慢，以期早期診斷及治療。治療

的目標是減少母體的自體抗體以減少抗體經由胎

盤傳輸，減少發炎以避免永久纖維化和無法回復

的心臟傳導阻滯。治療是使用氟化糖皮質激素，

例如dexamethasone or betamethasone，可以減少
自體抗體對房室節的發炎性損害，因為這些藥物

不會被胎盤的羥化酶分解。氟化糖皮質激素對母

親的不良影響包含，可能造成容易感染、骨鬆、

骨頭壞死、血糖升高。對胎兒可能的危險包含子

宮內胎兒成長受限、羊水過少、腎上腺功能受抑

制(12,13)。但是，氟化糖皮質激素是否確實可以降

低抗SS-A抗體，抗SS-B抗體的效價或扭轉先天性
心臟傳導阻礙的病程，尚無定論(13,14)。不過，糖

皮質激素確實可扭轉心炎(carditis) 和不完全先天
性心臟傳導阻礙(incomplete CHB)的病程。其他
的治療方式，曾有案例報告有效的方法包含血漿

分離術(plasmapheresis)，免疫球蛋白靜脈注射等
(14,15)。

必賴克廔(學名hydroxychloroquine，商品名
Plaquenil) 是一種常用來治療乾燥症的抗風濕藥
物，雖然懷孕婦女服用必賴克廔之後，會經過胎

盤，但是研究都顯示孕婦每天服用必賴克僂200-
400毫克，並沒有增加先天畸形的機會，長期追
蹤也沒有發現新生兒有聽力視力和發展的異常。

哺乳的婦女服用必類克廔在乳汁中只有少量出

現，因此被視為安全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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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乾燥症是常見的自體免疫疾病，卻常被忽

視，沒有得到醫界和社會的重視。由於生育年齡

逐漸延後，原發性乾燥症病人懷孕的健康需求增

加。新生兒紅斑性狼瘡和先天性心臟傳導阻滯是

乾燥症病人懷孕可能造成的不良後果，而且有相

當大比例的孕婦當時尚未有明顯症狀，也就是還

未被診斷。對於乾燥症病友懷孕的健康需求，需

要風濕科、小兒科和婦產科等多科別整合一起來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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