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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統疾病與護理

3.1

【免疫系統的解剖生理】
考情分析

免疫系統疾病中除了要瞭解人體各種的免疫球蛋白外，還須牢記全身紅斑性狼瘡以及
愛滋病的疾病症狀、醫療處置與護理措施，這些都是國家考試命題焦點喔！
◎人體的免疫球蛋白
人體的免疫球蛋白包含 IgM、IgG、IgA、IgE 與 IgD，每個免疫球蛋白各具有其作用與
特徵，詳見表 1。

表1
免疫球蛋白種類

人體各種免疫球蛋白的作用比較表
作

IgM

用

特

原發性反應中最先出現的抗體。

徵

存在血液當中、結構最大。
分子最小、含量最多、是唯一可以

IgG

免疫反應後期製造。

通過胎盤的免疫球蛋白，原發性與續
發性過敏反應中出現最多的抗體。

對抗呼吸道致病菌最重要的免疫 存在體液或血液、乳汁、呼吸道、泌

IgA

球蛋白。

IgE

尿道與腸胃道的黏液中。

附 著 在 巨 細 胞 上 使 巨 細 胞 分 泌 含量最少的免疫球蛋白，會呈現立即

（又名反應抗體） 組織胺而引發過敏反應。

性過敏反應。

【觀念題】
（

）1. 造成過敏休克反應之主要抗體為何？
(A) IgA

(B) IgE

(C) IgG

解答：1. (B) IgE 又名反應抗體，會呈現立即性過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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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gM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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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常見的免疫系統疾病】

1. 全身紅斑性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1)疾病原因：
①此為免疫複合體性過敏反應，常好發 10 多歲到 30 多歲的年輕女性，可能因自體免疫
系統異常導致。
②當身體的 B 淋巴球受到身體組織抗原刺激之後，過度反應所產生過量的自體抗體，
或因為抗原抗體複合物體沉積在微小管基底膜表面，因而引發慢性、全身性的發炎
現象。
(2)過敏類型：此為第三型過敏，屬於自體免疫反應。
(3)血液檢查：全身紅斑性狼瘡可於抽血及尿液檢查中發現異常，其檢驗種類詳見表 2。

表2
檢驗種類

血液檢查

血液檢查
尿液檢查

全身紅斑性狼瘡異常檢驗表

檢驗分項

數

白血球

減少

血小板

減少

血紅素

減少

紅血球沉降速率（ESR）

增加

抗核抗體（ANA）

(＋)

肌酸酐

增加

尿蛋白

(＋)

紅血球

(＋)

值

(4)症狀：臉部兩頰及鼻樑處出現如蝴蝶形狀的紅斑；對光敏感，會出現瀰漫性的紅斑；
關節疼痛或腫脹、體重減輕、嚴重的溶血性貧血，血小板減少的紫斑症。
(5)治療方法：全身紅斑性狼瘡無法治癒，為減輕疼痛與合併症的發生，可使用類固醇、
非類固醇抗炎劑（NSAIDs）、抗生素等藥物治療。
①類固醇：主要作用為減輕發炎與疼痛，輕微症狀時可口服低劑量的類固醇，嚴重時可
使用口服高劑量的類固醇，以控制疾病的活性，或是靜脈注射類固醇藥物。
② 抗生素：使用抗生素以預防感染發生。
③電波治療：在表皮使用經皮電波刺激，可以阻斷神經疼痛傳導。
(6)重要護理措施：詳見表 3。

表 3 全身紅斑性狼瘡護理措施一覽表
護理重點

服用類固醇原則

護理措施
1. 須觀察病患的情緒變化，當處在感染、壓力、生病的情況下，應告
知醫師增加劑量，但不可自行隨意更改劑量或停藥。
2. 類固醇藥物應於飯後服用避免傷胃，並且指導病患若長期服用時，
易產生高血糖的現象，因此不可採高醣飲食並限制鈉的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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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全身紅斑性狼瘡護理措施一覽表（續）

護理重點

護理措施
1. 鼓勵攝取高蛋白、低熱量、高維生素與鐵質等飲食，若腎臟受侵犯

飲食衛教原則

應限制蛋白質、限鉀食物，若出現蛋白尿，則須減少活動量。
2. 長期服用易產生骨質疏鬆症，宜採高鈣飲食。
1. 避免陽光照射，可擦防曬係數（SPF）15 的防曬乳，外出時應撐傘
或是戴帽子。

注意防曬

2. 不可隨意使用保養品、痱子粉於病灶上，必要時可用低過敏性的化
妝品。
尤其注意口腔護理，刷牙時應使用軟毛牙刷；為緩解搔癢感，可使用

觀察皮膚黏膜狀況

溫涼水沐浴，但避免用過熱的水洗澡。

監測體液電解質狀況
關節活動

若有尿量減少、胃潰瘍、解黑便等情形應告知醫師；若有關節疼痛、
發燒、紅疹等症狀須立即返診就醫。
鼓勵未受侵犯的關節多執行全關節活動，建議執行漸進式的活動，如
散步或游泳。

2. 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Acquired Immune Deﬁciency Syndrome; AIDS）又名愛滋病
(1)疾病原因：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而感染，可藉
由性行為、血液或母子垂直傳染。
(2)愛滋病的高危險群：男同性戀者、雙性戀的男性、靜脈注射毒品成癮者、血友病患與
性交複雜者。
(3)感染途徑：可藉由愛滋病患的分泌物感染，如血液、唾液、胎盤、腦脊髓液等直接接觸
而感染，也會經由性行為（精液）而傳染，其中血液與精液是最危險的感染來源。
(4)診斷檢查：詳見表 4。

表4
檢驗種類
HIV 抗體 (＋)
腦脊髓液

愛滋病的血液檢驗異常表

檢驗變化
診斷愛滋病最重要的根據，當病患從感染 HIV 到檢驗出抗體呈陽性的時
間，會有約 3～6 個月的空窗期。
腦脊髓液中可發現高濃度的病毒。
輔助性 T4 細胞數目減少。

T 淋巴球

抑制性 T8 細胞數目不被影響或降低。
T4 / T8 ＜1（正常值為 1.8）。

血小板

數目減少。

白血球

數目減少。

單核球

功能缺乏。

IgG

數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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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症狀：
①伺機性感染：由於輔助性 T 4 淋巴球數目減少，因此易感染肺囊蟲性肺炎與單純性
皰疹病毒感染，皮膚出現卡波西氏肉瘤，此為最常見的腫瘤，好發於腋下。
②口腔黏膜潰瘍：容易受到念珠菌感染與單純性皰疹病毒第一型的感染，可能有鵝口瘡
的情形發生，生殖器官潰爛與肛門周圍皮膚黏膜潰瘍。
(6)治療方法：治療後天免疫不全症候群的方法有藥物 AZT（Zidovudine）治療與雞尾酒
療法，其藥物作用、副作用與注意事項，詳見表 5。

表5
治療方法
特

徵

AZT（Zidovudine）與雞尾酒療法的比較表
AZT (Zidovudine)

1. 可抑制病毒繁殖中所需的反轉
錄病毒。

藥物作用

2. 增加 CD4 淋巴細胞與血小板的
數量，並且可抑制病毒繁殖。

副作用與注意事項

雞尾酒療法
1. 使用反轉錄

抑制劑與蛋白質分解

抑制劑，可減少病毒突變、降低
抗藥性。
2. 增加抑制病毒的能力，使病患的免
疫力增加、減少伺機性感染率。

貧血、骨髓抑制、頭痛、肌肉疼 由於此療法是合併藥物治療，因此所
痛、腹痛、噁心等症狀。

產生的副作用較單一藥物來的大。

(7)愛滋病相關複合症（AIDS-related comples）：
① 口腔絨毛樣白斑症、口腔念珠菌感染。
② 全身淋巴腺腫、肝脾腫大。
③ 白血球數量小於或等於 1500/mm3；淋巴球、血小板減少。
④ 疲倦、全身無力、夜間盜汗活動量減少。
(8)重要護理措施：詳見表 6。

表6
護理重點
專用衛生用品

愛滋病護理措施一覽表

護理措施
1. 病患勿與他人共用牙刷、刮鬍刀等，若有性行為時須全程使用保險套，
也不可捐血。
2. 若口腔感染念珠菌時可用 nystatin 漱口，並且促進病患舒適感。

飲食指導

鼓勵病患採高熱量與高蛋白飲食，為預防腹瀉發生，避免生食食物、牛奶
製品、高纖或高脂肪等食物。

避免傷口直接接 1. 在接觸病患前須先戴口罩以及手套，以防不慎感染。
觸病患的血液或 2. 若工作人員有傷口時，應先以不透水的敷料包裹，若直接觸及病患的
精液
避免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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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液時，應以大量清水沖洗污染部位。
病患使用過後的針頭不可回套，若不慎被病患的針頭扎傷，應以大量清水
沖洗並通知相關單位，並且口服 400mg 的 A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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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愛滋病護理措施一覽表（續）

護理重點

護理措施
1. 須先用 3% 漂白水浸泡一小時後再沖入馬桶。

病患分泌物或排 2. 若有用品沾染到病患的分泌物或血液時，應以 0.5～1% 的次氯酸鈉
泄物之處理原則

清洗，或使用 0.6% 的漂白水溶液消毒、再用水清洗。
3. 所有病患的分泌物、血液或是排泄物都須貼上「血清危險」的標誌。

檢體處理原則
避免社交隔離

抽血前須先檢查裝血清檢體的容器有無裂痕，送檢時須用雙層包裝以防
外滲。
家屬應與病患溝通關於 HIV 的想法以減少誤解並減輕患者的隔離感。

3. 移植排斥反應
(1)疾病原因：身體接受外來器官的植入時，會引起體內免疫系統細胞辨識新移植器官為
異物，因此引發 B 細胞產生抗體，而由 T 細胞啟動免疫的反應。
(2)排斥的類型與症狀：移植排斥可依照排斥發生的速度分為超級性排斥、急性排斥與慢性
排斥反應等三類，其發生時間與症狀，詳見表 7。

表7

排斥的類型與症狀比較表

超級性排斥
發生時間 移植後數分鐘至數小時內
1. 發燒、全身不適。
症

狀

急性排斥
慢性排斥
移植後數天到數週內
移植後數月到數年
會出現發燒、水腫、尿 貧血、高血壓最早出現的

2. 移植的心臟會呈現嚴重 量減少。

症狀，也會出現尿量減

缺氧的情形，此時須移

少、體重增加、移植處疼

除移植的器官。

痛等症狀。

(3)移植前的注意事項：
①移植前須先測知受贈者的抗體是否會破壞捐贈者的白血球；醫護人員須正確判斷捐贈
者的腦死症狀，以迅速通知移植小組。
②捐贈者的條件：若是配偶捐贈器官，必須已育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才可執行，若為
活體捐贈，只限移植於五等親內的血親或是配偶，才可進行移植。
③保存：捐贈者器官被摘下後，須保存在 4°C 的電解質溶液中；腎臟從捐贈者身上摘下
後可以保存 48 小時。
④排斥的治療方法：一般發生移植排斥時會使用免疫抑制劑，減輕排斥的反應，但須
注意服用免疫抑制劑時會使病患容易發生感染的現象。
⑤移植的合併症：感染為移植病患引發死亡與發病的因素之一；由於移植後免疫功能
低下而容易引起惡性腫瘤病變。
⑥移植後的重要護理措施：移植後首重感染的控制，避免病患遭受外來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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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題】
（

）1. 懷疑愛滋病患體液污染桌椅、地板時，可用多少濃度的漂白水擦洗污染
區域？
(A) 6%

（

(B) 0.6%

(C) 0.06%

(D) 0.006%

）2. 以下有關愛滋病患者之護理措施何者不當？
(A) 採保護性隔離措施

(B) 指導患者須以漱口水漱口

(C) 鼓勵多吃生菜沙拉以利排便

(D) 鼓勵採高熱量及高蛋白飲食

解答：1. (B) 0.6% 的漂白水可消毒愛滋病患體液污染處。
2. (C) 為預防腹瀉發生，避免生食食物。

【牛刀小試】
（

）1. 以下對紅斑性狼瘡個案使用類固醇之衛教何者錯誤？
(A) 口服低劑量之目的在於增強病患的免疫力
(B) 以高劑量的靜脈注射控制嚴重的疾病活性
(C) 應留意體重的控制
(D) 教導藥物可能造成的副作用

（

）2. 以下有關抗愛滋病毒藥物治療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抗愛滋病毒藥物可減少愛滋患者伺機性感染的頻率
(B) 一定須持續服藥至血清 HIV 病毒量測不到即可停藥
(C) 抗愛滋病毒藥物可大幅降低愛滋患者的死亡率
(D) 臺灣目前健保給付大多數的抗愛滋病毒藥物

（

（

）3. 關於 AIDS 診斷檢查的敘述，何者為非？
(A) T 淋巴球數目減少

(B) HIV 抗體呈陽性反應

(C) 免疫球蛋白 IgG 值上升

(D) 自然殺手細胞活性增加

）4. 全 身 性 紅 斑 性 狼 瘡 （ S L E ） 的 實 驗 室 檢 查 ， 不 會 出 現 下 列 何 種 異 常
現象？
(A) 蛋白尿
(B) 抗核性抗體（antinuclear antibody; ANA）呈陽性反應
(C) ESR 上升
(D) 白血球及血小板值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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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免疫系統疾病中，首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以及愛滋病，而這兩種疾病各有許多血液檢查或是
尿液檢查報告作為診斷依據，同學要區別這兩種檢驗項目的差別，不要混淆囉！

【3.2牛刀小試解答】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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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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