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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在預防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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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急性冠心症與流行性感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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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發現 ，其中的五個主要死因包括癌症，糖

急性冠心症是冠狀動脈疾病的急症，臨

尿病，肺炎及流感，缺血性心臟病，以及腦血

床上包括不穩定心絞痛，非 ST 節段上升心肌

管疾病共佔去總死亡數的 60%，在這些死亡

梗塞，以及 ST 節段上升心肌梗塞三個狀況，

個案中，因缺血性心臟病，肺炎及流感，以

病生理學上成因是由於冠狀動脈斑塊 (coronary

及腦血管疾病所導致的死亡其發生月份相關

plaque) 發生破裂 (rupture) 或損傷 (erosion)，進

性最強。在另一個研究中，Mohammad Madjid

而誘發血小板事件，活化凝血系統，造成冠狀

et al. 分析自 1993 到 2000 年居住於俄羅斯 St

動脈血流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導致心肌細胞缺

Petersburg 的居民以急性缺血性心臟病為死因

血乃至於壞死的情況。即便冠心症治療近年來

的病患資料。結果發現每年因急性心肌梗塞以

已經有許多進展，包含抗血小板藥物，血脂治

及缺血性心臟病造成死亡的高峰時間都與呼吸

療，血壓控制，冠狀動脈血管成型術等，急性

道感染及流感盛行 (influenza epidemic) 的時間

冠心症依然位居主要死因之一。因此，如何預

一致。在流感盛行的週別，居民因急性心肌梗

防急性心血管疾病的發生成為預防醫學上的重

塞及缺血性心臟病死亡危險較高(急性心肌梗

要課題。

塞的 risk ratio 為 1.30，95% confidenc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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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觀察性研究發現急性冠心症有好發

(CI): 1.08–1.56；缺血性心臟病的 risk ratio 為

的時間。以一天 24 小時的週期來看，好發時

1.10，95% CI: 0.97–1.26)。從時序上的相關性

間在清晨到中午之間 (即零時到十二時)。以一

來推測，罹患流行性感冒可能是急性冠心症的

週七天的週期來看，好發日期為週一；以一

誘發因子。

年十二個月的週期來看，好發季節則為冬
1,2

罹患流感可以透過許多機制影響心血

季 。關於急性冠心症好發於冬季的推測原因

管系統，主要機制如下：1.誘發體內免疫

相當多，其中之一即是年度流行性感冒。有

反應，增加 prothrombotic，proinflammatory

學者分析 1959 年到 1999 年美國國家健康統

cytokines，使心跳加速，內皮細胞功能下降，

計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的死資

並增加交感神經活性 ；2.感染可造成全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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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炎反應，造成人體發燒及脫水，並增加血

大型次級資料庫資料，並採取 case-series 的研

液黏稠度 (viscosity)；3.增加身體對血循及氧

究方法發現，在病人被診斷全身性呼吸道感染

氣需求，加重心臟負擔並誘發心肌缺氧；4.流

(systemic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以及泌尿道

感病毒表面的抗原與體內造成粥狀動脈硬化

感染後90天之內，發生心肌梗塞以及中風的風

的細胞以及脂蛋白之間存在 cross-reactivity，

險是增加的，而且這風險在感染後的首三日最

一旦感染則造成自體免疫反應，加重動脈斑

高 (Incidence risk in respiratory infection: 4.95，

塊發炎。關於第四點，有研究指出，在病人

95% CI: 4.43-5.53 and 3.19，95% CI: 2.81-

體內的A型流感病毒抗體與 oxidized LDL 抗

3.62; Incidence risk i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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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效價之間有正相關性 。此外，流感病毒表

3.19，95% CI: 2.81-3.62 and 2.72，95% CI:

面的 hemagglutinin 及體內 apolipoprotein B 也

2.32-3.20)，而在後續數週之間逐漸下降。至

存在 autoimmune cross-reaction。也有學者認

於病人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後 90 天內，罹患急

為，1960 年代冠狀動脈疾病的高盛行率及死

性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並沒有增加 (首兩週 Inci-

亡率，其遠因可能為 1918 年 H1N1 流行感冒

dence risk: 0.73，95% CI: 0.63-0.85 and 0.84，

的大流行。在該次大流行之後，流感存活者體

95% CI: 0.73-0.96)。因此，目前沒有明確證據

內開始形成動脈粥狀斑塊，抗病毒抗體在後續

顯示，流感疫苗注射後短期間會增加心血管急

流感感染中引發自體免疫反應，造成斑塊發炎

症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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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生以及之後的冠狀動脈疾病 。

三、流感疫苗對心血管疾病預防效果的臨
二、流行性感冒疫苗注射對心血管系統的
影響

關於流感疫苗對急性冠心症的預防效

注射流感疫苗之後，短期內會造成血管
內皮細胞功能下降，增加動脈的阻力。健康的
7

果，已有許多研究發表。以下將簡介其中三篇
隨機分派試驗。
9

受試者接受流感疫苗注射之後 ，體內 C-reac-

在 FLUVACS study 中，Gurfinkel et al.

tive protein，fibrinogen，oxidized LDL antibody

收集 200 名患有急性心肌梗塞並在 72 小時內

明顯上升，上臂動脈的 flow-mediated dilatation

住院的病人，以及 101 名接受經皮冠狀動脈

(FMD) 則會下降，且這些反應在兩週之後完

成型術的病人。研究中隨機分派兩組病人進

全緩解。這些短期的血管反應，理論上可能會

入受試組及對照組；受試組接受當季流感疫

增加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不過，臨床實

苗注射，而對照組則沒有接受安慰劑注射。

務中疫苗注射與短期內心血管急症的發生並

其主要終點 (primary endpoint) 為心血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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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發現到明顯的相關性。Smeeth et al.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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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ovascular death)，而次要終點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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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oint) 則綜合了心血管死亡，心肌梗塞，

而 coronary ischemic event 的 hazard ratio 則為

以及嚴重心肌缺血事件 (定義為因心肌缺血必

0.54 (95% CI: 0.29-0.99)。總結來說，FLUCAD

需接受冠狀動脈再通術) 三個事件。追蹤一年

study 在次要終點中的 coronary ischemic event

之後發現，受試組病人發生主要終點及次要

發現流感疫苗注射具有顯著的保護效果，而且

終點的危險顯著低於對照組 (在心因性死亡：

這效果同樣可以持續近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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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ratio: 0.34；95% CI: 0.17-0.71；在綜合性

Phrommintikul A 等人在 2011 年發表了

的次要終點：0.59；95% CI: 0.4-0.86)。此外，

另一個前瞻性隨機分派試驗。收集了429 位在

受試組所顯示的危險下降並不只侷限於流感盛

八週之內曾因急性冠心症住院的病人。受試組

行季節，從存活曲線可發現此情況持續達一年

接受流感疫苗注射，而對照組則沒有接受任何

之久，由於流行性感冒的發生多在流感盛行季

注射。研究的主要終點為綜合性指標，包括死

節，這個結果暗示流感疫苗對於心血管疾病的

亡，冠心症住院，心臟衰竭住院，以及急性腦

保護，除了透過預防流行性感冒及其相應的併

中風住院。其次要終點則為心因性死亡。結果

發症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的機制。

發現在追蹤十二個月之後，受試組在主要終
10

點的發生率明顯低於對照組 [9.5% vs. 19.3%,

發表了隨機分派雙盲試驗，研究族群為年齡

Hazard ratio: 0.70 (95% CI: 0.57-0.86)]。而在次

介於 30-80 歲，經由心導管檢查確定患有冠

要終點中，疫苗注射組與對照組則沒有達到統

心症的患者 (定義為在冠狀動脈攝影中確定有

計上顯著差異 [2.3 vs. 5.5%, Hazard ratio: 0.39

>50% 冠狀動脈狹窄者)。該研究共納入 658

(0.14-1.12)]。

在 FLUCAD study 中，Ciszewski et al.

名病人，其中受試組 (N=325) 在 2004 年十

總結來說，這三篇隨機對照試驗顯示，

月到 2005 年二月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對照

在次級預防上，對於穩定型心絞痛，急性心肌

組 (N=333) 則接受安慰劑注射。研究追蹤時

梗塞後，以及接受經皮冠狀動脈成型術的病

間為12 個月。預後追蹤分為：1.主要終點：

人，接受流感疫苗注射可以減少後續心肌缺氧

心血管死亡；2.次要終點：分為 major adverse

事件的發生率 (如圖一所示) 。此外，疫苗的

coronary event (MACE)，即合併心血管死亡，

保護時間並不只限於流感盛行季節，從注射疫

心肌梗塞，以及冠狀動脈再通術，與 coronary

苗之後的一整年內都可以觀察到保護效果。

ischemic event，即合併 MACE 與心肌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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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預防急性心血管疾病有以下兩

住院。結果發現在主要終點的 hazard ratio 為

個可能的機制：

1.06 (95% CI: 0.15-7.56)，兩組之間並沒有顯

1 藉由預防流行性感冒的發生，進一步減少急

著差異，而在 secondary endpoint 中，MACE

性冠心症的發作：由於感染是急性冠心症的

的 hazard ratio 為 0.54 (95% CI: 0.24-1.21)，

誘發因子，若將急性冠心症視為流行性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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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在隨機分派試驗中 , 流感疫苗對冠心症患者後續發生主要心血
12
管事件的保護效果 。

的併發症之一，注射流感疫苗經由降低流感

高峰，流行期可能延長至隔年 2、3 月。對於

的發生，可能會減少心血管急症的發作。

65 歲以上的老年族群，流感疫苗的涵蓋率大

2 藉由疫苗本身引發的免疫反應，穩定血管斑

約在五成左右。

塊而降低心血管急症發作的機會：注射疫苗

在美國心臟學會針對冠狀動脈疾病的治

之後會活化體內的 B 細胞，對於體內血管

療準則中，建議患有冠狀動脈疾病或在其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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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塊可能有穩定的效果 。目前僅有動物實

官有粥狀動脈硬化的病人，每年應該接受流感

驗觀察到這個現象。

疫苗注射 (Class I, Level B) 。雖然治療準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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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明確建議，流感疫苗注射的普及率仍然偏

四、結論
目前許多已開發國家建議 65 歲以上老人



低。以美國為例，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族群其疫
苗涵蓋率約在 30-50%

15-17

。而在歐洲的現況，

在流感盛行季節之前接受流感疫苗。世界衛生

老年族群的涵蓋率約可達 60%，然而對於年齡

組織 (WHO) 也認可這樣的政策。我國也開放

小於 65 歲且符合流感疫苗適應症者，疫苗涵

65 歲以上老人公費接種流感疫苗，實施的期

蓋率則未達 40% 。在台灣疾管局的報告中，

間為每年 10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在台灣，

民眾的整體疫苗涵蓋率約為 50%，要提升流感

流行性感冒一年四季均可發生，但仍以冬季較

疫苗注射率顯然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除了家

容易發生流行。歷年來流感病例數多自 11 月

庭醫學科醫師之外，其他次專科醫師，包括心

下旬開始逐漸上升，12 月至隔年 1 月份進入

血管專科醫師，也應該積極推動年度流感疫苗

10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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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射。美國心臟學會的治療準則建議對於已
經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門診病人，心臟科醫師應
該建議他們接受年度流感疫苗注射。在流感盛
行季前，心臟科門診應該例行性提供疫苗注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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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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