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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細胞動脈炎 (Giant cell arteritis, GCA)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神經內科 林秋融醫師   P2 

 

各位頭痛學會的會員大家好: 

        

巨細胞動脈炎雖然不是神經科門診中常見的頭痛疾病，但因其症狀特

別且常造成病患嚴重頭痛，尤其當疾病影響眼動脈時，可能造成局部

或完全地永久性視力喪失，也可能合併主動脈剝離與動脈瘤，甚至腦

中風等嚴重後遺症，所以不容小覷。這次很高興能邀請到高雄市立民

生醫院的林秋融醫師，為大家介紹與整理巨細胞動脈炎的相關知識與

治療方法，在林醫師巨細靡遺的說明之下，相信能讓臨床醫師對這個

疾病更為熟悉且收穫滿滿。 

 

                                     電子報主編 : 施景森醫師 

 

秘書處報告： 
1. 109 年 09月 06 日南區慢性偏頭痛診斷與治療訓練課程，地點:台南

大員皇冠假日酒店_2 樓宴會 B 廳，議程表如後列。P9 

2. 109 年 09月 12 日北區夏季頭痛讀書會Webinar，議程表如後

列。P10 

3. 109 年 09月 19 日中區夏季頭痛讀書會，地點:台中福華大飯店_5

樓會議室，議程表如後列。P11 

4. 109 年 10月 25 日年度學術研討會暨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地點: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議程表擬定後在 mail 通知各位會員。 

 

網站：http://www.taiwanheadach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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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細胞動脈炎 (Giant cell arteritis, GCA)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神經內科 林秋融醫師 

 
一、 簡介 

巨細胞動脈炎(Giant cell arteritis, GCA)，又稱為 Horton disease, 

cranial arteritis, and temporal arteritis，為中大型血管炎，影響範圍包含

主動脈及其分支如鎖骨下動脈、脊動脈、顳動脈、眼動脈等。 

 

二、 流行病學 

    GCA 是未明原因之血管炎中，最常見的一種。GCA 幾乎都發生在 50歲之後，隨

著年紀漸長而增加罹病機會，最高峰為 70-79歲。男女比約 1:3。主要罹病族群為

高加索人或北歐後裔，尤其是有斯堪地那維亞半島(Scandinavian)血統者(1)，而亞

非裔較為罕見。帶有致病基因者，也容易造成 GCA，如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DRB1*04:04, HLA-DQA1*03:01, and HLA-DQB1*03:02，與 non-HLA像是 PLG 

(involved in the plasminogen system)與 P4HA2 (collagen synthesis)會促成

血管新生，與 T細胞活化有關之基因，如 transcription factor nuclear factor 

of activated T cells [NFAT] and NFAT-regulated genes (2)。其他危險因子如抽

菸、提早停經等(3)。 

 

三、 致病機轉 

    目前機轉並非很明確，主要是因為免疫反應而引起之中大型血管炎。因不明原

因啟動，在大血管外膜(tunica adventitia)裡的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 

DC)異常成熟，高度表現 major histocompatability complex (MHC) class II 與

costimulatory molecules (CD83 and CD86)
 (4)
，活化 Naïve CD4+ T細胞，使之變

成 T helper (Th) 1, Th17 與 T regulatory (Treg)細胞(5)。IL-1-beta, IL-6, 

and IL-21促使 T17細胞分化，亦造成發炎反應。在如此強烈的發炎環境之下，維

持正常免疫功能的 T regular cell 無法發揮正常功能，反而還會分泌 IL-17A，使

發炎更嚴重(6)。在急性發炎期，IL-1-beta, TNF-alpha, IL-33, and IL-6占了重

要的角色。樹突狀細胞分泌 IL-12 and IL-18，促使 Th1細胞分化與製造 INF-

gamma。INF-gamma是 GCA血管炎重要的特殊產物，並為巨噬細胞活化與肉芽腫

(granuloma)形成的重要因素
(7)
。INF-gamma會使得在外膜的巨噬細胞(macrophage)

活化，形成巨細胞(giant cell)與 granuloma，並分泌 IL-6 and IL-1 β等細胞

激素(cytokine)，造成局部發炎。這些發炎細胞浸潤到血管，使血管平滑肌細胞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減少，與內膜與中膜之間的內彈性膜

(internal elastic lamina)瓦解，造成血管破壞。而後為了修復血管，活化的巨

噬細胞與被破壞的血管平滑肌細胞分泌生長因子(growth factor)如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s (FGFs), 與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s (PDGFs)，促進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的 myofibroblast 分化，造成內膜增生(tunica intima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5052534/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505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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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plasia)，進而使血管阻塞、組織或器官壞死。另有一說是因為環境或感染

herpes simplex virus, chlamydia pneumonia, mycoplasma pneumonia, 

Epstein-Barr virus, parvovirus B19 與 varicella zoster virus (VZV)而引發

免疫反應，但結論尚未很明確(5)。 

 
四、 與 Polymyalgia rheumatic (PMR)之相關性 

PMR 的症狀有 aching and morning stiffness about the shoulder and hip 

girdles, in the neck, and in the torso。GCA患者中，約有 40-60%同時有

PMR，而 PMR患者約有 10-20%有 GCA (8)。為何 GCA與 PMR有如此高相關性，有基因

相關性與類似之致病機轉等假說。 

五、臨床症狀 

    約 2/3患者為新發生的頭痛，通常是 acute to subacute onset。頭痛的範圍

主要在雙側顳動脈，但也可能在頭的任何地方。有些人顳動脈會壓痛或呈結節狀，

有些可以摸到脈搏跳動
(3)
。病程可能為持續惡化、或起伏、或因開始治療而逐漸緩

解。 

 

圖 1. Prominent, beaded, pulseless, tender temporal artery in a patient 

with biopsy proven giant cell arteritis. 

 

    約 1/2患者進食時得須忍耐下巴疼痛(jaw claudication)，即在咬合時覺得

mandibular pain or fatigue，停止時疼痛才緩解。有些人會覺得牙關很緊或活動

受限，舌頭可能也有類似的感覺。有此症狀者，顳動脈切片有較高的比率為陽性，

約 54% (9)。 

    當影響眼動脈時，可能造成暫時性單側視力喪失(transient monocular 

visual loss, TMVL)，也就是黑矇症(amaurosis fugax)，雙側皆影響者佔少數。

久而久之，可能造成局部或完全地永久性視力喪失。無痛且非常突然的來襲，這是

最不樂見的併發症之一。約有 15-20%的 GCA患者有此症狀，若合併有高血壓、糖

尿病的患者比例更高(3)。其他眼睛的症狀如複視(diplopia)，約 5%，因為缺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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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算是 GCA比較具特異性的症狀(10)。患者也會覺得近端骨骼肌肉關節疼痛，有時

遠端也會影響。 

    相對年輕就罹病的患者比較少頭痛症狀，反而容易有大型血管病變，如主動脈

與其分枝。發炎後，血管壁變脆弱，易形成主動脈剝離與動脈瘤，主要影響升主動

脈。一旦發現主動脈炎(aortitis)，一定要想到 GCA，並檢查是否影響其他血管
(3)
。 

    非特異性的症狀有 fever, fatigue, and weight loss。15%患者可能會燒到

39度，常與感染混淆(11)。較少見的併發症如腦中風，約千分之 1.5，主要見於後循

環。其他神經系統如周邊神經病變、脊髓病變、認知障礙與腦膜炎等也列為罕見症

狀。其他還有頭頸部如臉腫、牙痛、喉嚨痛、舌頭痛、大舌頭等，還有乾咳、心肌

炎、乳房腫塊、感覺神經性聽力損失等亦屬罕見症狀。 

 

六、 診斷 

    抽血可驗 ESR(上升，可高達 100 mm/hour)、CRP(上升)、Hb(下降)、肝指數

(上升，尤其是 ALP)，但這些並非高特異性。因 ESR 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如血

液中其他蛋白質異常)，故認為 CRP會較 ESR準確。 

    標準診斷需依賴顳動脈切片(temporal artery biopsy, TAB)。顳動脈切片可

看到非壞死性、整層的動脈發炎，尤其是中膜(media)，多為 CD4
+
淋巴球

(lymphocyte)與巨噬細胞(macrophage)浸潤，與內膜增生(tunica intima 

hyperplasia)(12)。而一旦發現纖維素樣壞死(fibrinoid necrosis)，一定要想其他

鑑別診斷(如 systemic necrotizing vasculitis) (13)。切記！類固醇的治療不要因

為要切片而延後。一旦高度懷疑 GCA，就給予類固醇治療。因為類固醇緩解發炎的

速度緩慢，約需數個月，有研究顯示，即使類固醇治療 4周後才切片，也不影響切

片陽性率(14)。 

    顳動脈切片並非百分之百，因為"skip areas"會造成偽陰性，所以會建議採樣

長一點(經福馬林固定後為 1.2公分)
 (15)

。整體來說，有 25-30%為陽性，而有 30-

44%切片為陰性。 

 
圖 2. Key hist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GCA. a H&E ×100, superficial 

temporal artery with marked intimal thickening. b Thick arrow head 

denotes inflammatory cells in the media and adventitia. 

     都卜勒超音波需由經驗豐富的人來執行，否則還是會建議用切片做為診斷工

具。都卜勒超音波會看到 halo sign，是因為發炎造成血管壁水腫，形成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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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ble hypoechoic ring。若雙側顳動脈皆顯示 halo sign，雖然敏感度很

低，但有很高的特異性，將近 100% (5)。如合併 compression sign，即用超音波探

頭輕壓血管，halo sign 仍維持不變，亦有很高的特異性來診斷 GCA (16)。雖然血管

狹窄或阻塞很常見，但無鑑別力。核磁共振的敏感度與特異性分別可達 93%與

81%，若類固醇治療超過 5天，敏感度就會下降。核磁共振須打顯影劑，而成本也

是其一考量，故並非所有案例都合適。 

    
圖 3. These are Temporal artery ultrasound images showing (a) 

longitudinal and (b) cross sectional images of a normal artery; (c) 

longitudinal and (d) cross section image of the non-compressible, 

hypoechoic “ halo sign ” (white asterisks) 

 

    若單側顳動脈切片與超音波都陰性，但臨床上仍高度懷疑 GCA，可再做對側顳

動脈切片或超音波，甚至看主動脈或其分支(如鎖骨下動脈)的影像，如

CTA/MRA/DSA/PET等。一旦確診 GCA，並無建議常規檢查大血管，因為缺乏檢查到

底檢查是否能改善預後之相關研究。另影像有成本考量，可視情形而定。 

 

七、 鑑別診斷 

1. Takayasu arteritis (TA)：影像與切片無法分辨，重點是 TA發生年紀<40

歲，而 GCA幾乎>50 歲。TA少見因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造成

的視線缺損，而 GCA 不會有 renal artery stenosis。 

2. 中小型血管炎：通常和 GCA以影響之血管/器官分佈、病理切片皆有不同。 

3. 中樞神經系統之原發性血管炎：病理切片與 GCA不易區分，但 GCA 引發之腦血

管炎與腦缺血較為少見。 

4. 感染：尤其是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常有發燒、頭

痛、倦怠等症狀，且 ESR與 CRP亦會升高。如懷疑 IE，建議進行血液細菌培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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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治療 

    一旦高度懷疑 GCA，即使沒有確診，即切片與超音波皆為陰性，仍應立即給予

高劑量類固醇治療，以減少不可逆之視力受損(17)。當治療視力受損的患者，會建議

使用脈衝式治療 pulse therapy (Methylprednisolone 500mg to 1000mg QD for 

3-5 days，然後改為口服類固醇 1 mg/kg/day (最多 60 mg/day)。雖無足夠證據指

出 pulse therapy優於口服類固醇，但可以減少類固醇累積劑量，避免副作用

(5)。如果治療一開始沒有缺血的症狀(如視力受損)，建議 prednisone 1 

mg/kg/day (最高 60 mg/day)。約 10%患者的視力在治療的第一周可能繼續惡化。

其他症狀在治療後 24-48小時會有很明顯的改善，ESR 與 CRP在數天後亦顯著下

降。若類固醇治療數日後，症狀仍未改善，必須考慮其他鑑別診斷。 

    高劑量類固醇治療維持 2-4周後，即須下調劑量。若症狀、ESR 與 CRP都逐漸

恢復正常，通常是第 3周起下調為 50 mg/day，第 5 周起下調為 40 mg/day。如果

太快下調(<2周內)，症狀容易加劇(flare up)。之後每兩週下調 5 mg/day。至 20 

mg/day 時，每兩週下調 2.5 mg/day。直到 10 mg/day 時，下調速度要更慢，約 1 

mg/month，為時約需 6-12個月。因為在低劑量類固醇治療下(< 20 mg/day)，症狀

容易復發，所以下調速度要更慢
(5)
。 

    在每一次下調類固醇前，可使用症狀(最常見為頭痛與 PMR)、ESR、CRP來評估

是否復發。如果只是 ESR或 CRP上升，卻沒有伴隨症狀的惡化，不建議延緩類固醇

下調的速度，避免徒增類固醇造成之副作用。一般容易有副作用者如年長者、高類

固醇累積劑量等，與起始劑量並無關係。 

    復發機率大約 34-75%。當患者又再次苦於相似症狀，需高度懷疑 GCA復發。

而 ESR 與 CRP上升並不代表復發，需與臨床症狀搭配。此時類固醇需上調至 30-60 

mg/day，甚至打 pulse therapy，且日後下調速度須放得更慢，約 5-7.5 mg/day。

一般認為同時罹患 PMR 是 GCA復發的危險因子。有研究顯示，類固醇治療期間一般

約長達 1-2年，甚至長達 4-5年(5)。 

    為了減少類固醇副作用，與預防視力受損，醫界開始嘗試其他治療方式，以下

情況可考慮使用 glucocorticoid-sparing agent：患者有不適用類固醇之狀況(如

糖尿病、骨質疏鬆等)、無法耐受、或因症狀復發而預期延長類固醇使用等。

Glucocorticoid-sparing agents 目前常見有以下兩種藥物：tocilizumab (TCZ)

與 methotrexate (MTX)。如果沒有禁忌症，比較建議使用 TCZ。TCZ 是 IL-6 

antagonist，能阻斷 IL-6引發的一連串免疫反應。TCZ 用法為每周皮下注射 162 

mg，與類固醇調降同步進行。目前 TCZ 應該要用多久與長期的副作用尚未明確，不

過要注意伺機性感染是明確的。雖然 MTX沒有發現嚴重副作用，但治療效果只有中

等。其他藥物如 abatacept (a blocker of T-cell costimulation)、

azathioprine、ustekinumab (阻止 Th1 與 Th17)、cyclophosphamide 等，則證據

不足。 

    至於 aspirin，理論上是有抑制發炎與血小板凝集的效果，有小規模研究顯示

可以減少血管栓塞，但整體來說證據不足(5)。另外，可依照 atherosclerosis 嚴重

程度，參考 guideline 給予低劑量 aspirin (18)。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prednisone-drug-information?topicRef=8240&source=see_link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tocilizumab-drug-information?topicRef=8240&source=see_link
https://www.uptodate.com/contents/methotrexate-drug-information?topicRef=8240&source=se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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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追蹤與預後 

    建議持續追蹤是否有結核菌感染，以及定期施打流感與肺炎鏈球菌疫苗。可每

個月於門診追蹤時，詢問 GCA症狀、藥物副作用與抽血。 

    有些患者會 1-2年後緩解，有些則變成慢性疼痛。大部分患者到最後可不需類

固醇，但有些仍需要低劑量類固醇治療持續數年。基本上 GCA不會增加死亡率，除

非有主動脈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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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電子報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內容包括台灣頭痛學會的會員通知事項,及頭痛相關文章。本

園地公開，竭誠歡迎所有頭痛相關醫學著述、病例討論、文獻推介、研討會講座等投稿，

稿酬從優。敬請不吝指教, 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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