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滋病人的免疫系統一旦受到病毒破壞後，連

一般常見的細菌、黴菌等毒力不強的病原菌都無法

消滅，常因此得到伺機性感染而危害生命。這顯示

免疫系統對於抵抗外來病原菌的侵襲，扮演極重要

的角色。

當細菌或病毒穿越了第一道防線（皮膚、黏膜

等）進入人體內部時，免疫系統的哨兵肥胖細胞便

會觸動警鈴，釋放組織胺，通知身體其他部分有外

來的侵略者，並且啟動防禦機制，讓免疫系統把鎮

暴部隊（白血球）送到戰場，與入侵的外敵展開一

場廝殺！這就是發炎反應，常見的紅腫熱痛便是這

些防禦性物質造成的局部不舒服的感覺。

急性發炎是免疫系統對於病原入侵策動猛烈攻

擊所引發的症狀，對人體有保護作用。但是這些戰

場上攻擊的武器，像是嗜中性球產生的高氧化力自

由基，不但對病原有殺傷力，對一般正常細胞的細

胞膜、蛋白質、核酸等也都有破壞性。因此在戰爭

結束後，免疫系統必須撤離這些鎮暴部隊，同時讓

扮演清道夫的巨噬細胞清除死亡的病原菌、白血

球，否則被破壞的組織無法正常修復。

白血球在對抗敵人時分泌的一些物質，像是前

列腺素、白三烯素等親發炎性二十碳酸，都是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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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智生

發炎是人體正常的防禦反應矏

是為了對抗外來病原菌而產生的保轆機制矏

現在輥多文明病的發生往往和

慢性發炎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發炎反應
－－常見文明病的始作俑者

慢性發炎就像體內

不斷燃燒的火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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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炎反應的重要媒介物。這些物質會使血管

擴張、組織液滲出，並刺激產生痛覺，這些

物質的多寡也決定了攻擊的強度。

如果這些物質的產生不受控制，白血球

不斷被徵召去大肆攻擊，前列腺素會使組織

又紅又腫，疼痛持續，抗發炎的機制根本無

法鎮壓排山倒海的發炎反應，使整個攻守平

衡倒向發炎那邊。如此一來，抗發炎所領導

的修復還原工作就不能進行，組織系統的慢

性破壞也就愈來愈大，最後會造成被攻擊的

組織或器官不能修復而喪失功能。

發炎反應的標記

以前認為與生活習慣有關的文明病，像是心肌

梗塞、糖尿病、阿茲海默氏症、癌症、過敏性及自

體免疫疾病等，現在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都跟慢

性發炎有關。最近發現很多心臟病發作的人，其實

本身的膽固醇並不高，血管壁上慢性發炎所造成的

粥狀硬化塊剝落，啟動凝血機制，阻塞冠狀動脈才

是心肌梗塞的原因。臨床研究指出，血液中Ｃ反應

蛋白量高的人更容易死於心血管疾病。

體內慢性發炎，我們可能渾然不知，或是在低

程度發炎引發輕微的疼痛時，常選擇服用鎮痛解熱

劑以舒緩疼痛。但這種處理方式，會使身體忽視了

因發炎而送出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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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發炎反應

白血球穿透血管聚集

白血球釋放自由基攻擊分泌親發炎性物質

啟動警報

外來病原菌

回復期

發炎反應

停止攻擊

清除戰場

修補損傷組織

引發慢性發炎的一些原因

親發炎性二十碳酸增加

血糖高

鑊島素分泌增加

體脂肪過高

壓力

α羍次亞麻油酸攝取不足

亞麻油酸攝取過量

慢性發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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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血液中含量高時，醫師便要同時考慮抗發炎治

療，以期減低血管栓塞的發生率。

與各種疾病的關係

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是冠狀動脈中的動脈粥樣

化小硬塊破裂，造成血栓並使末端心肌缺氧壞死，

它的發生原因跟發炎有密切關係。因為膽固醇中的

低密度脂蛋白在血管壁會被內皮細胞氧化，形成的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一旦進入血管的內膜中，會被認

為是外來的侵略者而引發免疫反應。

血液中單核球接受到訊號後會附著到血管壁

上，進而穿越血管內膜分化成巨噬細胞，這種巨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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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講，老年人比較容易產生全身性的慢性

發炎，而慢性發炎跟前面提及的動脈硬化、糖尿

病、癌症與阿茲海默氏症有關，因此老年人得到這

些疾病的機率就比年輕族群高很多。事實上，老年

人體內的發炎標記C反應蛋白與其他發炎有關的細

胞激素，像是白細胞介素-6（IL-6）、 IL-1、 IL-8，

或是腫瘤壞死因子都明顯升高。

以前認為高血壓只要服用降血壓藥物控制就可

以了，但是高血壓會對血管內的內皮細胞持續造成

傷害，使體內的慢性發炎不斷地進行著。現在，抗

血栓溶解因子或腫瘤壞死因子都可當成是動脈血管

內皮細胞被破壞的指標，如果這些因子在高血壓病

中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很多是由慢性發炎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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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由於外觀像一堆泡泡，又叫

泡沫細胞。聚集的泡沫細胞會形

成纖維斑，也會分泌親發炎性的

細胞激素，吸引血管中膜的平滑

肌細胞形成纖維帽的結構，最後

纖維帽也因為發炎反應的持續進

行而變脆弱。如果發生破裂，血

中的凝固因子就會在破裂處凝血

產生血栓。血栓會阻斷心肌的血

流，造成心肌梗塞，如果這種栓

塞發生在腦部，就會導致中風。

因此，血管壁上的慢性發炎反應

竟是加速動脈硬化的催化劑！

糖尿病 肥胖是因為體脂肪過多，而由肥胖引

起的第二型糖尿病與發炎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尤

以蘋果形身材的危險性較高。因為這樣身材的人脂

肪易囤積在肝、腎等腹部的地方，這些內臟細胞的

脂肪因為代謝旺盛，會把儲存在細胞內的花生四烯

酸釋放到全身，成為製造親發炎性物質的原料，因

而造成慢性發炎。

脂肪細胞也會釋放其他的發

炎物質，像是白細胞介素-6或腫

瘤壞死因子，加速全身性的發

炎。白細胞介素-6會妨礙細胞攝

取葡萄糖，也就是會降低胰島素

的功能，讓細胞無法有效利用血

中的胰島素，因此胰臟會分泌更

多胰島素，但還是無法讓肝臟細

胞吸收葡萄糖，這就是胰島素抵

抗性。然而過多的胰島素也會增

加親發炎性物質的產生，並使葡

萄糖進入脂肪組織，增加體脂

肪，造成更多的全身性發炎反

應，因此發炎反應與糖尿病的發

生是息息相關的。

癌症 曾有研究指出，約有

百分之三十的癌症與慢性發炎或

慢性感染有關。前面提過白血球

在對抗外來病原菌時，會使用高

氧化力的自由基，這種必殺技倆

不但會殺死外來入侵者，周遭的

正常組織或細胞也常被波及。細

胞內的遺傳物質DNA一旦受損，

基因發生突變，細胞的生長與分

化就會受到影響。如果在一些重

要的基因中產生突變，染色體的

穩定度也會受到影響，形成惡性

腫瘤的機會就大增！

由於慢性發炎是經年累月地刺激正常細胞，染

色體的變異也一直在累積，最後就導致癌症。例如

肝的慢性發炎變成肝癌，就是免疫系統的攻擊所造

成的；子宮頸癌也是體內為了對抗人類乳突病毒的

發炎反應所引起的；胃液逆流造成食道發炎也容易

產生食道癌。前面講的親發炎性二十碳酸，本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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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23日的《時代》雜誌報導過慢性發

炎與心臟病、腫瘤、阿茲海默氏症間的關係。

纖維斑的形成與破裂導致血栓而阻塞血管

血栓阻斷血流

動脈發生阻塞鍭

影響的心肌

纖維斑

在血管壁

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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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發炎，自然可以免

除罹患很多常見的文

明病。但用抗發炎藥

物來預防上列疾病其

實不太可行，因為服

用阿斯匹靈等非類固

醇消炎藥對於腸胃系

統有不良的影響，而

使用第二環氧化酵素

抑制劑會增高心臟病

的發作率。

還有其他可以減少產生親發炎性物質的方法

嗎？除了充足的睡眠與適當的運動外，就要靠正確

的飲食觀念，因為不正確的飲食方法所產生的肥

胖，是引起慢性發炎的幫兇。必需脂肪酸中的α－

次亞麻油酸和亞麻油酸，對於親發炎性物質的產生

有截然不同的影響。例如人造奶油、速食油炸食品

及大部分植物油都富含亞麻油酸，會使親發炎性的

二十碳酸大量產生，在魚肝油中富含的DHA、EPA

等α－次亞麻油酸，則會抑制親發炎性的二十碳酸

產生。

為了遠離這些文明病，必須建立正確的飲食觀

念，不要貪圖美味與方便，而導致免疫系統的天平

偏向於發炎反應。另外，控制體重是避免糖尿病的

良方，多吃一些水果、青菜與魚類，更可以有效預

防慢性發炎帶來的各種疾病，如此才能過得長壽又

健康！ □

黃智生
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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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促進癌細胞的生長，也會幫助癌細胞的轉移。

因此，理論上如果能夠阻斷製造親發炎性二十碳酸

的第二環氧化酵素，就可以明顯地抑制癌細胞。

阿茲海默氏症 這種引起失智的症狀也是腦部

的發炎反應引起的。人類老化後澱粉樣蛋白前驅蛋

白被酵素切割後產生的新片段，叫做貝他－澱粉樣

蛋白。過量的蛋白質很容易聚集形成沉積物，在組

織切片上可以看到斑塊的存在，這些沉積物會促使

神經膠質細胞號召更多免疫細胞來攻擊，使得腦細

胞死亡，特別是會影響到前腦基底及海馬迴區域。

臨床研究也發現，常服用抗發炎藥物的人比沒有服

用的人較不易得到阿茲海默氏症，也間接證實發炎

反應在阿茲海默氏症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飲食的控制

由前面的介紹可知，如果能夠避免體內產生慢

心臟大動脈的粥樣硬化

魚肝油富含omega-3必需脂肪酸

圖
片

來
源

：
http

://en.w
ikip

ed
ia

.org
/w

iki/Im
a

g
e:A

therosclerosis%
2C

_a
orta

%
2C

_g
ross_p

a
tholog

y_PH
IL_846_lores.jp

g

9702-01-6-11廣告.qxd  01/23/2008  10:49 AM  頁面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