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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新知

青少年施打 mRNA COVID-19 疫苗與
心肌心包膜炎
【馬偕兒童醫院 林稜/龔妍心 摘評】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根據
第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發佈 ≥ 16 歲青少年的
Pfizer-BioNTech BNT162b2 mRNA
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此緊急使用
授權於 2021 年 5 月 10 日擴大使用
年齡至 12~15 歲。截至目前 (2021
年 11 月)，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
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授權可使用的三種
COVID-19 疫苗之中，只有此疫苗可
於 12~17 歲青少年施打。台灣亦於
2021 年 8 月通過 Pfizer-BioNTech 疫
苗的緊急使用授權，而 9 月開始校園
集中施打 12 歲至 17 歲之青少年。美
國於 2021 年 06 月開始，施打 PﬁzerBioNTech 疫苗後發生心肌炎及心包
炎的個案陸續被報導，特別是施打第
二劑過後的男性青少年。美國疾病控
制與預防中心的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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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ACIP) 在 2021 年 06 月 23
日審查當時可取得的數據，並總結了
施打 COVID-19 疫苗的利益大於發生
心肌炎的風險，並建議 ≥ 12 歲的青
少年及成人持續 COVID-19 疫苗的施
打。
一篇在 2021 年 7 月發表在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的研究探討了
12~18 歲青少年施打 Pfizer-BioNTech
BNT162b2 疫苗之後，發生 (可能)
心肌心包膜炎之臨床病程與疾病預
後。此研究設計是橫斷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收錄了 2021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20 日之間在 8 個美國醫
學中心，25 位年齡介於 12~18 歲之
間的青少年，在施打 Pﬁzer-BioNTech
疫苗後被診斷可能發生心肌心包膜炎
的情形，而診斷是根據美國疾病管制
與預防中心的診斷標準。在這份研究
中回溯收集了以下的資料：人口統
計資料，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
狀病毒 2 型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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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偵測與血清試驗、實驗室檢查結
果、影像檢查結果、治療以及症狀緩
解的時間。
大部分的個案 (88%) 發生在接
種第二劑之後，而胸痛 (100%) 是最
常見的症狀。患者平均就醫時間是
在施打疫苗後的兩天 (值域，< 1~20
天)。全部的青少年抽血檢查都有心
肌旋轉蛋白 (Troponin) 增加的情形。
心電圖的異常發現並不常見，而大
約 92% 的青少年在症狀發現時心臟
功能檢查結果是正常的。有 16 位患
者 (64%) 接受了心臟核磁共振檢查，
其中有 15 位 (94%) 延遲顯影 (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的情形，這
與心肌心包膜炎的診斷是一致的，而
檢查結果顯示了儘管心電圖並沒有異
常發現，還是可在核磁共振檢查中發
現心肌發炎的證據。大部分的患者使
用 Ibuprofen 或同等效果的非類固醇
抗發炎藥物做為症狀緩解治療。而有
一位病人在使用 Ibuprofen 或非類固
醇抗發炎藥物之後，接受了口服類固
醇治療；有兩位病人接受了靜脈注射
免疫球蛋白治療，全部的病人皆在七
天之內症狀得到緩解。此研究中的數
據指出了接種完 mRNA COVID-19 疫
苗所產生與心肌心包膜炎相關的症狀
是相對輕微且暫時性的。
另外一篇 2021 年 8 月發布在
Circulation 期刊的研究則表示，根據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資料估
計，年齡介於 12 到 39 歲之間且施打
第二劑 mRNA 疫苗發生心肌炎/心包

膜炎的比率是約百萬分之 12.6。而
12~17 歲青少年接種第一劑後男性的
比例約百萬分之 9.8，女性為百萬分
之 1.1；接種第二劑後男性的比例上
升至百萬分之 66.7，女性為百萬分之
9.1。在個案當中，心肌炎患者常以
胸痛表現，通常是在施打第二劑疫苗
後的 2~3 天發生，心肌旋轉蛋白也有
升高的情形。最常見的心電圖異常是
ST 段上升，而心臟核磁共振檢查結
果則與心肌炎的診斷一致。但這些個
案並沒有證據證明這些表現是由急性
COVID-19 感染或是其他病毒感染所
造成。
其中一位個案的心肌病變精準
檢測套組是陰性的，但自體免疫抗體
對抗特定的自體抗原和自然殺手細胞
是增加的。目前關於接種疫苗之後發
生心肌炎的機轉尚不清楚，推測可
能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
2 型 (SARS-CoV-2) 之棘蛋白 (spike
protein) 與自體抗原的分子相似，在
某些特定的個體中觸發了免疫路徑失
調，對於 mRNA 的免疫反應以及免
疫路徑活化，細胞激素表現失調等可
能的原因。男性族群較常發生心肌炎
的原因目前還是未知，但一些可能的
解釋包括了性荷爾蒙的不同對於心肌
炎的免疫反應的不同，以及或許對於
女性的心臟疾病未能做出全面性的診
斷。大多數心肌心包膜炎的病人無論
有無接受治療，症狀皆會得到緩解
以及診斷因子與影像學上的改善。
COVID-19 疫苗施打的利益及風險評

感染控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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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需衡量當時疫情狀況、各個年齡和
性別族群染病、因疾病住院、入住加
護病房或死亡的機會，而做政策的決
定。

率顯著的上升，依然會帶來民眾擔心
與焦慮。施打前仍需謹慎評估疫苗所
帶來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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