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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川崎症之文獻回顧及臨床照護
劉又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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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川崎症是一個病因未知的全身性血管炎疾病 ，且
主要侵犯五歲以下的兒童 ，也是造成兒童後天性
心臟病的主因。川崎症的致病因 、基因和免疫致
病機轉到目前都尚未釐清。尤其是非典型川崎症
的診斷與護理照護對於臨床醫護人員更是一大挑
戰；本篇報告是非典型川崎症之文獻回顧及臨床
照護簡介 ，內容包含川崎症之致病原因 、臨床表
徵與非典型川崎症的臨床表現 、鑑別診斷 、治療
及疾病與居家護理。希望能對川崎症及非典型川
崎症患童的診斷與醫療照護過程有所幫助。

關鍵詞： 川崎症 、非典型川崎症 、冠狀動脈病變 、
護理照護。

前

言

川崎症（Kawasaki disease, KD）是一種全身多系
統血管發炎症候群 ，造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主要
發生在嬰兒以及小於五歲的幼童 ，於 1967 年由川崎
富作（Tomisaku Kawasaki）醫師首先報告（Kuo et al.,
2009）。在許多國家 ，川崎症已成為後天性心臟病的
主要原因且其好發率正逐年上升中 ，在台灣每 10 萬
個五歲以下兒童約有 69 個川崎症病童 ，於世界上是
第三高好發率國家 ，僅次於日本和韓國（Huang et al.,
2009）。這一方面的診斷與照護對於臨床醫師及護理
人員仍是一個挑戰 ，尤其是沒有照護過川崎症病童經
驗的醫師 、非小兒科專科醫師或是護理人員；若是非
典型川崎症的診斷就更加複雜 ，因為其症候出現的時
間點非常分散 ，較不會同時出現多個症狀（Anderson,
Todd, & Glode, 2005），因此除了臨床醫師需要知道此
疾病的鑑別診斷 ，臨床護理人員也應該具備此疾病的
照護護理及衛教。希望能對川崎症及非典型川崎症患
童的照護過程有所幫助。

梁啟迪3

通常是急性 、有自限性且對於免疫球蛋白治療反應
迅速 、如未經治療發燒通常也會在 1~2 星期後症狀緩
解。但是也有一些偏向反對（Wang, Wu, Liu, Kuo, &
Yang, 2005）川崎症為一種感染性或是傳染性疾病 ，
如目前為止仍找不到一種共同的感染源 ，而且很少
見到同一病房的病童因住院而被傳染川崎症或同一學
校 、幼稚園及家人間的相互傳染的病例（Wang et al.,
2005）。有許多細菌或是病毒曾被報告過與川崎症有
關連 ，但都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最近美國報導（Esper et al., 2005）人類冠狀病毒（human coronavirus）與
川崎症有著極大的關連性。但同樣其他國家（Lehmann
et al., 2009）包括台灣（Chang et al., 2006）的研究卻找
不到川崎症與人類冠狀病毒之間的關連性。但若是由
免疫球蛋白治療川崎症的良好反應結果來看 ，川崎症
對於單一次高劑量免疫球蛋白的治療反應迅速亦可說
明宿主的免疫反應比感染原所扮演的角色來的重要。
所以 ，就目前已知的證據來推論 ，川崎症可能是由
某種非特殊的病原體感染後 ，引起具有特定體質的宿
主產生過度或失調之免疫反應 ，進而造成全身性的血
管發炎現象（Kuo et al., 2009; Liang, Kuo, Yang, Wang,
& Ko, 2009）。

川崎症之臨床表徵與
非典型川崎症的臨床表現
川崎症的診斷標準如下（Kuo et al., 2009）：發燒
至少持續五天以上並且至少符合以下其它五項診斷
標準中的四項包括：㈠雙側結膜炎（非化膿性且無痛
性 ，較常侵犯眼球之結膜部位）、㈡擴散性的黏膜發
炎（口腔黏膜紅腫 、草莓舌及嘴唇紅腫乾裂）
、㈢多
形性皮膚紅疹（四肢和軀幹部位會出現如蕁麻疹 、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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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症之病因
目前病因仍是一個謎 ，有些現象支持說明川崎
症為一種感染性疾病（Burns & Glode, 2004），如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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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 、丘疹 、多形性紅斑及較少見的微小膿疱疹）、㈣
四肢末端充血浮腫 、㈤單側頸部淋巴結腫大病變（通
常大於 1.5 公分）。至於川崎症其它常見的合併臨床症
狀分系統描述如下：心血管方面（冠狀動脈病變：血
管擴張 、動脈瘻管 、冠狀動脈瘤 、心肌梗塞及心肌
炎）；骨骼肌肉方面（關節炎 、關節痛）；腸胃道方
面（腹痛 、嘔吐 、腹瀉 、肝功能異常 、膽囊水腫及
假性腸阻塞）；中樞神經系統方面〔（躁動 、無菌性腦
膜炎 、感覺性神經聽覺喪失及暫時性腦血管缺血（俗
稱：腦中風 ，好發率相當低且預後良好）〕；泌尿系統
方面（膿尿或尿道炎）；其它方面（卡介苗接種部位紅
腫或潰瘍 、輕微前葡萄膜炎及肛門部位脫皮）
（Kuo
et al., 2009）。急性期川崎症實驗室發現如下：白血球
中嗜中性白血球增多和不成熟細胞的形成 、紅血球沉
降速率升高 、C反應蛋白升高 、貧血 、血脂異常 、低
白蛋白血症 、低鈉血症 、一週後血小板增加但有些
嬰兒會表現血小板減少和瀰漫性血管內凝血 、無菌膿
尿 、血清氨基轉移酵素（SGPT、SGOT）升高 、血清
丙型麩胺醯轉移酶（GGT）升高 、腦脊髓液內細胞增
多 、關節液中白血球增多（Newburger et al., 2004）。
表一

然而近年來亦發現許多類似川崎症症狀 ，但又無
法完全符合診斷要件者 ，我們將之稱為非典型或不完
全性川崎症（atypical or incomplete KD），非典型川崎
症診斷依據為超過 5 天的持續高燒 ，並且符合上述少
於 3 項的診斷條件 ，加上冠狀動脈病變；常發生於一
歲以下的小孩 ，或年紀大於 5 歲的病童 ，大約佔全部
川崎症的 15%（Wang et al., 2005）。依照美國心臟協會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建議評估疑似非
典型或不完全性川崎症流程如圖一（Newburger et al.,
2004）。診斷川崎症也必須和一些其他的感染性疾病
或非感染性疾病作鑑別診斷如毒性休克症候群 、猩紅
熱 、史蒂芬強生症候群及幼年型風濕性關節炎 、腺
病毒感染…等 ，如表一（Wang et al., 2005）。

川崎症之治療
川崎症的治療目前仍是在發燒黃金五到十天內給
予靜脈注射單次高劑量免疫球蛋白（2 gm/Kg/dose）及
合併使用阿斯匹靈為標準的治療方式。

川崎症鑑別診斷
川崎症
（Kawasaki
disease）

毒性休克症候群
（Toxic shock
syndrome）

猩紅熱
（Streptococcal
scarlet fever）

史蒂芬強生症候群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系統性幼年型風濕性關節炎
（Systemic type- Juvenile
Rheumatoid Arthritis）

通常 2 到 8

所有年齡

2到5

多變性 ，通常
< 10 天

長期

長期

項

目

年

齡（歲）

通常 < 5

發

燒

持續

通常 < 10 天

眼

睛

非化膿性結膜
炎 ，前葡萄膜炎

結膜炎

正常

化膿性結膜炎 ，
角膜炎

正常

口腔黏膜

廣泛性發紅 ，
草莓舌

發紅

咽炎 ，草莓舌

發紅 ，潰瘍 ，
假膜形成

正常

四肢末稍

手掌及足底發
紅 ，硬化性水
腫 ，指甲周圍脫
皮

手及腳腫脹

鱗片狀脫皮

正常

關節炎

皮

多型性紅疹 ，
20% 會有箭靶型
或是紫斑狀

紅皮症

丘疹 ，皮膚皺折
處線形的點狀出
血 ，口周圍蒼白

箭靶型

暫時 ，呈鮭魚般皮膚 ，
橙紅色 ，淺橙色

頸部淋巴結

非化膿性腫脹

正常

疼痛性腫脹

正常

廣泛性淋巴腺腫大

其

關節炎

精神狀態改變 ，
凝血功能異常 ，
休克

A 族鏈球菌喉嚨
培養陽性

關節痛 ，合併疱
疹 病 毒 感 染（30
－ 75%）

心包膜炎

系統性發炎性反
應 ，貧血 ，肝功
能異常

血小板低下

陽性的喉嚨培養

合併疱疹病毒感染
（30 － 50%）

疹

它

檢驗報告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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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發炎性反應 ，
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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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疑似非典型川崎症臨床評估流程

註：a 病人特徵及可能疾病除了川崎症以外還包含：化膿性結膜炎 、化膿性咽炎 、口腔內疾病 、水疱疹 、全身性淋巴病變。此時則須考慮其

他疾病而非川崎症。

b 輔助檢驗診斷標準包含：Albumin ≤ 3.0 g/dL, anemia for age, elevation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platelets after 7 days ≥ 450,000/mm3, white

blood cell count ≥ 15,000/mm3, and urine ≥ 10 white blood cells/high-power field；譯自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of
Kawasaki disease: A statement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from the committee on rheumatic fever, endocarditis, and Kawasaki disease, council 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the young,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作者Newburger等人（2004）
，已獲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同意刊載。

一 、免疫球蛋白
必須發燒大於或等於五天才可確定診斷為川崎
症 並 給 予 免 疫 球 蛋 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治療 ，而免疫球蛋白的作用機轉目前仍不清

楚 ，可能與免疫調控或是中和發炎的激素有關 ，若
是發燒未滿五天但其他的臨床症狀已經符合川崎症
的表現時 ，應該於發燒五天後才給予治療 ，對其預
後及免疫球蛋白治療的成功率較有幫助（Ku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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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u, & Yang, 2008; Kuo, Yang, et al., 2007; Yu et
al., 2009）。根據 Kuo 的研究發現 ，週邊血嗜伊紅性
白血球是免疫球蛋白治療成敗的重要指標 ，若免疫
球蛋白治療後週邊血嗜伊紅性白血球上升（≥ 3% 以
上）則治療的成功率較高（Kuo, Yang, et al., 2007）。
且與使用的免疫球蛋白品牌無關（Kuo et al., 2008）。
至於對第一次免疫球蛋白治療效果不好的處理 ，目前
尚無可以依循的治療準則 ，其發生率依地區不同約
7.8%~38%（Tremoulet et al., 2008），而本院的個案約
有 10.8%，這些病童會持續發燒且發炎現象並未完全
減退 ，更使冠狀動脈產生病變的機率大增 ，目前傾
向使用第二次的免疫球蛋白（1~2g/kg/dose），但還是
有 3~4% 的病童會對第二次的高劑量免疫球蛋白反應
仍然不佳 ，這時就必須輔助以其他的治療方法如類固
醇脈衝 、免疫抑制劑…等（Kuo et al., 2009）。

二 、確立診斷後的護理

二 、阿斯匹靈
於急性期發燒時給予高劑量阿斯匹靈（Aspirin;
80~100mg/kg/day），用以退燒及減輕發炎反應；而退
燒後改以低劑量阿斯匹靈（3~5mg/kg/day）長期使用 ，
用以抑制血小板凝集作用 ，持續服用至血小板及紅血
球沉降速率回復正常 ，在 6~8 週內確定冠狀動脈及所
有發炎相關指數正常 ，則可依醫囑停藥。因為考量到
高劑量阿斯匹靈對肝臟的毒性及腸胃的影響 ，急性期
高劑量阿斯匹靈的使用與否及適當的使用劑量 ，目前
尚未有確切一致的答案 ，但大部分傾向急性期發燒過
後使用低劑量（3~5mg/kg/day）的阿斯匹靈來預防血
栓的形成 ，這是比較有根據及共識的作法（Hsieh et
al., 2004; Kuo et al., 2009）。

川崎症之疾病護理
一 、確立診斷前（發燒少於 5 天）的護理
㈠ 發燒處理
需發燒滿五天才能確立診斷讓家屬在等候確立診
斷及治療的過程中充滿著焦慮和不安 ，所以鼓勵家屬
說出心中感受及壓力 ，傾聽家屬的情緒給予支持 ，
不作任何指責及批判（張 、蔡 ，2007）。給予家屬小
兒發燒的處理 ，當發燒寒顫時 ，請給予保暖及溫開
水攝入；四肢溫熱時給予冰枕或溫水擦澡 ，並按照醫
師的指示給予退燒藥物服用（翁 、盧 、梁 ，2008）。
㈡ 眼睛及口腔照護
給予川崎症衛教單張讓家屬了解疾病過程及照
護。在眼結膜的照顧：結膜發紅時 ，請保持清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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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眼睛應防強光照射刺激 ，必要時或是有一些分泌
物時可以使用眼藥水以減少病童的不適。口腔黏膜的
照顧：維持口腔黏膜的清潔 ，應使用軟毛海綿牙刷維
持清潔。急性期建議以軟質 、流質及避免過熱或刺激
性食物。唇部乾裂出血時在清潔乾燥後 ，擦油性護唇
膏潤滑 ，並避免抓破 ，防止更厲害的出血。
㈢ 皮膚照護
維持身體的清潔及皮膚的完整性 ，須檢查指甲的
長度 ，避免因搔癢抓破皮膚引起感染。手指 、腳趾 、
關節紅腫：厲害時 ，可使用熱敷以減輕疼痛 ，移動
肢體時要有支托；關節炎（特別是負重的大關節）有
時會持續數週之久 ，在清晨 、冷時或午睡後可能有
僵直 ，可於浴缸內做被動運動 ，以增加彈性（吳 、
許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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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免疫球蛋白
發燒滿五天確立診斷後會給予高劑量免疫球蛋白
（高劑量為 2gm/kg/day, 免疫缺陷補充使用免疫球蛋白
劑量為較低劑量400－600mg/kg/day）使用 ，開始注射
前會先以少量的免疫球蛋白（一般為 5ml）注射 30 分
鐘並觀察有無過敏的反應出現 ，醫護人員須監測有無
全身性過敏情形 ，如發冷 、噁心 、嘔吐 、紅疹 、皮
膚癢及呼吸困難等。若無過敏的現象 ，或其他的不適
情形 ，會於 12 小時內注射完成單一次高劑量的免疫
球蛋白 ，如此的治療效果最佳 ，而非分成 24 小時或
甚是 48 小時來完成注射（Kuo, Wang, et al., 2007; Kuo,
Yang, et al., 2007）。
㈡ 抗凝血藥物
依醫師指示服用阿斯匹靈（aspirin）
，服用時儘
量 避 免 碰 撞 或 外 傷。 若 有 G6PD 缺 乏 症（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cy, 蠶豆症）應事先告知
醫師。另外接種水痘疫苗後六週內應避免使用含阿斯
匹靈類的藥物（Pickering, 2009）
。川崎症病童使用阿斯
匹靈發生雷氏症候群的個案相當罕見 ，於日本的報告
約 20 萬川崎症病童使用阿斯匹靈只有一個出現雷氏症
候群（Reye’s syndrome）
，所以發生率相當低（Wei et al.,
2005）
。服用時如感染流感病毒 、水痘病毒時 ，為了避
免引發雷氏症候群的疑慮 ，應詢問醫師是否要暫停服
用阿斯匹靈。依據美國兒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主張 ，若需長期服用抗凝血藥物或
是阿斯匹靈的川崎症病童 ，建議施打流感疫苗（Pickering, 2009）
。對阿斯匹靈過敏 、血小板數值過高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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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明顯的冠狀動脈瘤有時需使用 warfarin，但必須
密切追蹤病童之凝血功能 ，有些會有出血情形發生 ，
如：血便 、血尿 、流鼻血 、牙齦出血 、皮下瘀血等。
若需外科手術 、看牙醫或有任何侵襲性檢查 ，應主動
告知醫師服用此藥 ，以便決定是否停藥之後再接受治
療 ，並應避免碰撞及便秘。服用 warfarin 時不可與蔓越
苺（cranberry）合併服用因為會增加出血的機會（Paeng,
Sprague, & Jackevicius, 2007）
。
㈢ 其他護理
急性期一般病童會有食慾不佳的現象 ，所以建議
給予軟質 、低脂肪 、低膽固醇 、高蛋白 ，高熱量的
食物。並且少量多餐 ，及避免過熱或刺激性食物。手
腳脫皮一般不會疼痛 ，切勿用手剝去脫皮的部分；剪
短指甲或戴手套可避免抓傷皮膚或引起續發性細菌感
染 ，暫時不要使用刺激性肥皂清潔皮膚；也無須特
別的藥物或藥膏治療 ，穿涼快柔軟且寬鬆的衣服 ，
建議使用不含香精的乳液。一般約一至二週會恢復
（吳 、許 ，2007）。
三 、出院後之居家護理
出院後依醫囑指示定期回診及接受心臟超音波的
追蹤檢查 ，以利早期發現其他心臟合併症。依醫囑指
示按時服藥 ，勿私自停藥及更改藥量。阿斯匹靈或
其他抗凝血藥物的使用 ，需持續到血小板及紅血球
沉降速率回復正常 ，在 6~8 週內確定冠狀動脈及所有
發炎相關指數均正常 ，則可依醫囑停藥。若所有心
臟檢查均正常約三至五年追蹤一次 ，若有出現過冠
狀動脈病變則應增加追蹤次數直至正常（Newburger
et al., 2004）。注射高劑量免疫球蛋白後 ，活性疫苗
（小兒麻痺口服疫苗 ，麻疹—德國麻疹—腮腺炎及水
痘疫苗）須延至給完免疫球蛋白治療的 11 個月後始可
施打 ，非活性疫苗則須延至給完免疫球蛋白治療的
4 個月後方可開始施打。過早施打疫苗會因免疫球蛋
白而影響疫苗的功效。川崎症常見且嚴重的併發症包
括心肌炎 、心肌梗塞 、冠狀動脈瘻管和冠狀動脈血
管瘤的產生（Liang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05）。觀
察有無出現心臟合併症的症狀 ，如：臉色蒼白 、冒
冷汗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胸悶 、胸痛 、食慾變
差 、噁心 、嘔吐 、睡眠障礙等現象 ，若遇不適現象
應立即就醫。觀察有無出現血管栓塞引發腦血管疾病
之症狀 ，如果出現抽搐 、活動力不佳 、嗜睡 、異常
哭鬧 、持續性劇烈嘔吐 、肢體無力 、偏癱 、呼吸急
促等現象 ，應立即就醫。

結論及討論
川崎症雖然經過專家學者努力的探討研究了四十
幾年 ，仍還是一個病因與治療機轉充滿未知的疾病。
致病原因的不明確 ，加上必須發燒滿五天才能確立診
斷及給予免疫球蛋白治療；診斷上的不容易及可能會
有嚴重的心臟冠狀動脈發炎的併發症 ，讓許多家屬
在等候確立診斷及給予治療的過程中充滿著焦慮和不
安。因此 ，本篇可幫助臨床醫師及臨床護理人員 ，
更了解此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的資訊及疾病的鑑別診
斷。我們利用文獻回顧的方式 ，整理川崎症的文獻報
告 ，非典型川崎症的鑑別診斷及臨床照護。提供病人
入院時一個完整的衛教 ，從確立診斷前的護理 ，確
立診斷後的護理到居家照護的衛教 ，以減輕家屬的焦
慮不安 ，及讓家屬對未來的治療與追蹤方針有更進一
步的瞭解。我們也建議任何不明原因持續發燒大於五
天的病童 ，都應該安排非典型川崎症輔助性指標的檢
查包含：週邊血總白血球個數 、血紅素 、血小板個
數 、白蛋白指數 、肝功能指數及尿液常規檢查或甚
是心臟超音波檢查 ，以期早期診斷川崎症尤其是非典
型川崎症並予以適當的治療 ，以免病童錯失治療的黃
金時期而造成不可抹滅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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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ypical Kawasaki Diseas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linical Nursing
Yu-Chen Liu1 • Chiu-Ping Hou1 • Chiu-Ming Kuo2 • Chi-Di Liang3 • Ho-Chang Kuo4*
Abstract: Kawasaki disease (KD) is an acute febrile multi-systemic vasculitis of unknown etiology that primarily affects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 KD has been singled out as a main cause of acquired
childhood heart disease. Its etiology, genetic background, and immunopathogenesis remain unclear.
Diagnosing and providing nursing care to KD patients, especially those suffering from atypical KD,
present a challenge for clinicians and nurses. This report is a literature review covering pathogenesis,
clinical presentation, atypical symptom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nursing of KD and
atypical KD. This review provides updated information for clinicians and nurses with care responsibilities for patients with KD and atypical KD.
Key Words: Kawasaki disease, atypical Kawasaki disease, coronary artery les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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