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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部 

社區健康營造課程 

活動名稱：校護講座 

活動時間：106 年 09 月 26 日 下午 2:00 至 3:30 

活動地點：台中世界貿易中心 302 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兒童部  

活動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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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特異性關節炎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 JIA)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兒童部部主任 孫海倫

校護講座 2017.09.26 台中

根據國外調查，只
有三成的人聽過
『兒童期類風濕性
關節炎』這個名
辭。
有81%的加拿大人
對於『兒童期類風
濕性關節炎』一無
所知

Ipsos‐Reid,  2010

什麼是兒童特異性關節炎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是一種自體免疫性疾病，可能是基
因影響 (體質), 環境因素或感染誘異

病童的關節會因異生不明原因的滑液膜發炎，造成關
節軟骨及軟骨下的硬骨傷害而形成。

滑液膜

軟骨

關節液

滑液膜發炎

硬骨蝕失

關節外囊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正常

兒科最常見風濕病之一，嬰兒到青少年都可能發生，若延誤
治療很有可能造成關節永久損害。
常發生於16歲以下的少年兒童，嬰兒期發病極少見。
病童會有關節發炎、疼痛、腫脹、發熱等現象。早晨關節僵
硬跛行，中午以後改善。
若發炎時間超過六個星期以上，就要高度懷疑是兒童特異性
關節炎。

什麼是兒童特異性關節炎

什麼是兒童特異性關節炎

每年每十萬人平均11.1人
男女比例為7:5
好異年齡平均約為9歲，

各年齡幼童都可能異生並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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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特異性關節炎盛行率

Chan PC

每年發生率每10萬個兒童 16歲以下兒童，每年新增

合併有虹膜炎從疾病發生到醫師確診平均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還是生長痛？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容易與其他疾病混淆，應如何分辨？
疾病 分辨方式

生長痛 •肌肉疼痛, 多在小腿肚, 大腿前側, (無關節腫
大)
•夜晚自發性疼痛

運動創傷 可能伴隨血腫、瘀青等外傷
感染性關節炎 發燒, 單1個關節 (細菌培養確認)
病毒感染後反應性關節炎 持續疼痛小於6週
其他自體免疫疾病 例如：紅斑性狼瘡
惡性腫瘤 例如：白血病, 淋巴瘤, 骨腫瘤 (抽血、骨髓

檢查、 X光檢查確認)
非疾病 分辨方式

心理因素 裝病不想上學 (無關節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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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特異性關節炎非類風性關節炎

•成因複雜且異質性

•都可用非類固醇抗發
炎藥物，疾病修飾藥
物及生物製劑治療

•與基因遺傳有關

•環境因子可能是誘異
因子

•關節可能被壞

•大部分兒童特異性關
節炎會漸痊癒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比
成人類風性觀局言較
少見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可
能影響骨頭成長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較
少見有類風濕性因子

ILAR (國際風濕病醫學會聯盟)分類

臨床根據患兒異病後六個月內全身表現和
關節侵犯程度，分為：

少關節型: 持續型 / 延伸型

多關節型: 類風濕性因子陽或陰性

接骨點發炎相關型

乾癬型

全身型

無法分類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分佈

全身型19%

少關節‐持續型
16.4%

少關節‐延伸型
6.7%多關節‐類風濕

性因子陰性
11.8%

多關節‐類風濕

性因子陽性
4.6%

乾癬型
1.5%

接骨點發炎相

關型
37.4%

無法分類 2.6%

Shen CC. J Micro Immunol Infection 2013;46:288-94

1995-2010年間，共292 位林口長庚醫院追蹤之特異性關節炎病童於追蹤至少1年半以上 ，以其中
195位病童分析

兒童特異性關節炎(JIA)好發部位

手指關節
27.7%

膝關節
59.5%

手腕
34.4%

腳踝
42.1%

少關節型

佔25%, 異病半年內關節發炎數目為4個以下，且多侵犯大
關節：膝、 踝、肘

其中抗核抗體 (ANA) 陽性者，常併異眼睛葡萄膜炎，必
須會診眼科追蹤檢查 ，否則有視力喪失的危險性

多為小女生(10歲以下)，預後佳

15

案例

14歲林姓國中生右腳踝莫名出現紅
腫，以為是運動造成的扭傷或挫傷，
歷經骨科、復健科、中醫等，症狀仍
未緩解，腳踝仍然腫脹疼痛，且手指
關節變得紅紅胖胖的，如同「甜不
辣」某天半夜起床驚覺左側膝蓋關節
出現卡卡的聲響，膝蓋不僅劇烈腫痛
且腫脹如饅頭般大。

患者心聲：
「我每天必須比其他同學更早起床，爬幾
個階梯對我很困難；因手指腫脹疼痛，連
拿起筆寫字也很困難；體育課我只能坐在
輪椅看著同學開心跑跳」
「從下捷運走到捷運出口短短5分鐘距
離，要花上半小時。」

併發症-葡萄膜炎

眼球有三層不同的組織包覆一個充滿膠狀物(玻
璃體)的空腔，最外層是鞏膜(眼白)，最內層是
視網膜，介於視網膜與鞏膜中間的就是葡萄膜
症狀包括

怕光
酸痛
眼睛紅
飛蚊症
視力模糊

多關節型

全身性的症狀不明顯，以關節腫痛為主

超過4個關節，呈對稱性，多見於膝、踝、腕、
手、足關節，常反復異作
其中類風濕因子 (RF) 陽性者，接近成人型類風
濕性關節炎，較易關節破壞，預後較差

數年後可出現關節攣縮變形

多為大女生 (10歲以上)

接骨點發炎相關型

佔30%，可發展為兒童特異性關節炎

HLA-B27基因陽性 (二等親內家族史)

肌腱或筋膜疼痛： 膝蓋痛點、後腳跟、 腳底

早期影響下肢大關節 (不對稱)

逐漸影響髖關節，脊椎發炎引起下背痛僵硬

急性葡萄膜炎：眼睛紅、痛、怕光

多為男生 (8歲以上)



3

接骨點發炎相關型

Textbook: Pediatric Rheumat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   Woo P; Springer

18歲女生

國小三年級起出現髖關節發炎疼痛

習慣性脫臼與長短腳，不能上體育
課，生活無法自理，穿鞋襪需要幫
忙、上廁所要攙扶、睡覺無法翻身

16歲高一接受林口長庚醫院檢查確
診是罹患「兒童特異性關節炎」

經過治療後，現在的姵瑩展現笑顏分享
治療後行動終獲自由，完成了騎腳踏車的夢
想！

案例

全身型

佔20%，病童常會持續性高燒或間歇性高燒持續數週且
伴隨紅色斑狀皮疹

• 多出現在軀幹和近端肢體，顏面及遠端肢體較為少見，紅疹持續
時間短暫，會和異燒、皮膚搔抓同時出現，但不癢

也可能會產生肝脾腫大及淋巴腺病變。其他包括貧血、
肋膜炎及心包炎，預後較差

22

全身型

High Spiking Fever

Typical Rheumatoid Rash

Hepatosplenomegaly

Lymphadenopathy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暨
風濕病醫學會參照已在歐
美等國普遍實施的「兒童
步態量表」 建議

「兒童狀態調查」與「外
觀與活動度檢查」提醒家
長及醫護人員提高警覺

兒童肌肉骨骼關節問題轉介篩檢表

兒童檢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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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16歲以下兒童高度懷疑JIA症
狀(紅腫熱痛)，應尋求兒童過敏
免疫風濕科醫師進行診斷。

看對科別

• JIA治療主要目標是控制關節的
發炎，防止長短腳及身殘，還
有葡萄膜炎等併異症，目前已
有多種治療方式可選擇。

積極治療

•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暨風濕
病醫學會異布「兒童肌肉骨骼
關節問題轉介篩檢表」與帶動
衛教影片，期望更多病童獲得
確診。

選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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