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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部關節炎是病人到醫院就診的

主要原因之一。紅斑性狼瘡（

S L E）病人經常會因為對病情不了

解，誤解他們的關節炎會像類風濕性

關節炎一樣容易變形導致殘障。紅斑

性狼瘡引起的手部關節炎不常見，如

果能夠間接地多認識一些其他的關節

炎，將有助於了解自己的病情減少恐

懼。退化性關節炎，痛風性關節炎，

乾癬性關節炎和類風濕性關節炎是手

部常見的四種關節病變。這些關節

炎的臨床表徵、致病機轉與治療方法

不盡相同。退化性關節炎的病變在關

節上的軟骨；痛風性關節炎是尿酸代

謝異常引發血尿酸值過高，最後導致

關節炎的疾病；乾癬性關節炎與類風

濕性關節炎是一種慢性發炎性疾病，

主要病變是關節的滑膜囊聚集著許多

會分泌發炎介質與細胞激素的發炎細

胞。

痛風性關節炎

痛風性關節炎有其獨特的臨床

症狀，血中尿酸值過高不等於痛風。

常見的手部痛風性關節炎有兩種類

型：（1）急性痛風性關節炎，（�）

慢性痛風石關節炎。

急性痛風性關節炎經常以非對

稱性的型態侵犯手部關節，其中以手

指的小關節和腕關節被侵犯的機率最

高。急性發作時，關節會出現紅、

腫、熱、痛，劇烈的關節疼痛是該疾

台北榮民總醫院　　　　 

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黃德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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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紅斑狼瘡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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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特有的症狀之一，經常讓一向不怕

疼痛折磨的男人無法忍受，於是在清

晨時主動要求親人帶他到急診就醫。

慢性痛風石關節炎主要是以結

節狀的痛風石和不對稱的方式侵犯

雙手，造成關節疼痛變形；最常侵

犯的部位包括腕關節、手指關節和

手背的軟組織。痛風石在偏光顯微

鏡下是一種負向雙折光（n e g a t i v e 

birefringence）、針狀的結晶體。

退化性關節炎

退化性關節炎依發病的原因可

以區分為原發性和續發性兩種。原發

性的關節炎好發於 �0 歲以上的家庭

主婦。遺傳因子在此扮演一份重要角

色，隨著年紀的增長，家人紛紛罹患

此種關節炎是該疾病的特色之一。續

發性關節炎通常是病人先有關節受傷

或其他關節週邊疾病，加上因為長期

不當的受力逐漸形成。

此疾病主要侵犯的關節在手指遠

端指節間關節（DIP joints）和近端指

節間關節（PIP joints）。初期主要症

是輕度的關節疼痛和僵硬，清晨起床

時尤其明顯，經過輕微的手部運動十

至二十分鐘左右後就改善了。晚期，

手指關節上出現小結節，嚴重時關節

認識紅斑狼瘡引起

     手部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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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彎曲變型。

乾癬性關節炎

乾癬性關節炎是一種慢性發炎

性關節炎，乾癬加上關節疼痛並不

等於乾癬性關節炎。除了典型的乾

癬皮膚病變外，乾癬性關節有其獨

特的臨床症狀：（1）病人血液中的

類風濕性因子呈陰性反應；（�）

X-光檢查發現關節處有骨質糜爛的

現象；（�）手部的指甲可以出現變

色（discolorization）、斷裂、發育

不全（dystrophy）或表面凹陷點 （

pitting）等現象。乾癬性關節炎的臨

床表徵共有 � 種類型，出現在手部只

有三種，分別是（1）遠端指節間關

節炎（DIP），（�）對稱性多發性關

節炎，（�）變型性關節炎（arthritis 

mutilans）。

遠端指節間關節炎主要侵犯手

指最遠端的指節關節，被侵犯的關節

在外觀上與退化性關節炎類似，但是

變形比較嚴重。X-光檢查在關節處

會出現蠻嚴重的骨質糜爛現象（bony 

erosion），鄰近的指甲經常出現斷

裂、發育不全或凹陷等病變。對稱性

多發性關節炎：臨床症狀與 X-光變化

與類風濕性關節炎相似，容易被誤診

為類風濕性關節炎。變形性關節炎：

罹患此類型的關節炎時，關節處的骨

頭會發生嚴重糜爛，雙手的關節呈現

嚴重脫臼與變型，手部功能可以達到

重度殘障的地步。

類風濕性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經常以對稱式

的型態侵犯雙手近端的指節間關節（

PIP joints），手掌與手指間的關節（

MCP joints）和腕關節。發病初期，

關節侵犯的分佈可以是非對稱性的，

隨著疾病轉趨嚴重，對稱性愈來愈明

顯。相對於退化性關節炎，類風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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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炎的發炎比較嚴重，手部晨間僵

硬與疼痛通常超過一個小時。手部 X-

光照相是診斷類風濕性關節炎不可缺

或缺的檢查，主要的變化包括：（

1）關節腔呈現對稱性狹窄，（�）關

節周邊骨質疏鬆，（�）邊緣型的骨

質縻爛（marginal bone erosion）。類

風濕性因子陽性反應並不等於類風濕

性關節炎。

紅斑性狼瘡關節炎

SLE引起的手部關節炎與類風濕

性關節炎相似，同屬於發炎性關節

炎，主要侵犯手指的近端的指節間關

節。急性發炎時，關節處呈紡綞型腫

脹，類固醇的治療效果良好，不易變

形。SLE手部關節會發生凹臼、變形

的非常少見；〝Jaccoud〞關節病變

是其中的一種。它的特點是手關節變

形、脫臼；如果用手部扶持脫臼的地

方可以回復到正常的排列；X-光的檢

查可以發現在第 � 個 MCP 關節處有掛

鉤（hook）型的骨質糜爛的變化。

結論

除了退化性關節炎外，其他關節

炎皆必須非常積極地治療以防止關節

變型。如有罹患慢性關節疼痛還是儘

早請教專科醫師為宜。

表1： 手部關節炎臨床症狀的比較

退化性      

關節炎

類風濕性

關節炎

乾癬性           

關節炎

痛風性           

關節炎

紅斑性狼瘡

關節炎

關節疼痛度 輕度
輕度到重

度皆可

輕度到重

度皆可
劇烈 輕度到中度

手部晨間僵硬 < 1 小時 > 1小時 > 1小時 因病情而異 因病情而異

主要侵犯的關節

遠端指節間關節

近端指節間關節

手掌與手指之間的關節

腕關節

被侵犯關節的對稱性 中度 高度 因病情而異 低度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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