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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臺灣氣喘衛教學會愛心捐款活動! 
感謝您對臺灣氣喘衛教學會支持，您的貢獻將使我們能維持機構順暢運作，進

而繼續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臺灣氣喘衛教學會成立代表更大的社會責任與承

諾，讓臺灣氣喘衛教學會伴著臺灣社會迎向新的變局與挑戰。您的捐款將鼓勵

我們更精進既有的服務項目，並且有能力延伸得更遠。

郵政劃撥 
逕至郵局將款項劃撥至本會帳戶
劃撥帳號為：19832628
戶名為：「臺灣氣喘衛教學會」 

銀行匯款 
請至全國各家銀行匯款，戶名為：「臺灣氣喘衛教學會」
本會開戶分行及匯款帳號如下：

☆如ATM轉帳，請務必將匯款單影本傳真或郵寄至本會，或以

Email方式告訴我們 (1)您的姓名(2)聯絡電話/地址(3)匯款日

期(4)金融卡帳號，請這樣才能核對，寄收據給您！因ATM轉帳

，學會存摺上只呈現一連串數字，是無法分辨匯款人，所以請

各位幫幫忙！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為：「臺灣氣喘衛教學會」
* 並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現金袋 
直接寄至本會：104 台北市中山區天祥
路16巷15號6樓之9

☆捐款人在捐款後均會收到由本會開立的正式收據，於年底報稅時作抵扣稅額之用，我們由衷感謝您的支持及鼓勵！也提醒您依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捐款總額在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以內可以列舉扣除，可以節稅喔！

彰化銀行 中山北路分行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asthma.edu@msa.hinet.net 聯絡電話：(02)2521-8926

我
願
意

捐款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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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10178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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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敏性鼻炎的臨床定義為一有鼻部症狀的疾病，它是因為暴露在過敏原之

下，由免疫球蛋白IgE媒介所引發之鼻黏膜炎症反應。

□過敏性鼻炎是一個全球性健康的問題，它是屬於全球性的疾病，影響至少

10-15%的人口而且盛行率持續增加中。過敏性鼻炎雖然不是很嚴重的疾病，

但卻對病人的社交活動、學校學習和工作效率造成影響，並且造成經濟上的

沉重負擔。

□氣喘和鼻炎常合併存在，因此建議需視為"同一呼吸道、同一種疾病"

□現在對呼吸道過敏發炎反應致病機轉，已經很清楚而且有很好治療策略。新

的給藥途徑、劑量、步驟已經研究很清楚且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

認證。

□過敏性鼻炎之診斷及治療準則雖然已經出版，但是未經實證醫學驗證，同時

該準則中也未考慮到對有關併發症作任何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召開關於過敏性鼻炎的處理及預防工作會議，同時出版了 "過

敏性鼻炎的處理及其對氣喘影響"的手冊。供醫療人員參考。主要目的在於 

1.使臨床醫師能獲得關於過敏性鼻炎的最新資訊。 

2.強調過敏性鼻炎對氣喘的影響。 

3.提供具實證醫學的診斷。 

4.提供具實證醫學的治療。 

5.提供對過敏性鼻炎患者的階梯式治療方法。        

推薦要點
 

01.過敏性鼻炎被歸入於主要慢性呼吸道疾病的原因有 

高盛行率 

影響病患生活品質 

影響病患工作/學習效率和生產力 

經濟負擔 

與氣喘有關 

與鼻竇炎及其他伴隨的疾病如結膜炎有關

02.與其他已知的危險因子一樣，過敏性鼻炎也是氣喘的危險因子之一

03.新的過敏性鼻炎分類 

間歇型 

持續型

04.根據症狀的嚴重程度及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情況，過敏性鼻炎可區分為"輕度

"和"中/重度"

05.根據過敏性鼻炎的類別及嚴重程度，提出階梯式的治療方法。

06.過敏性鼻炎的治療應包括: 

避免過敏原的接觸(如果有可能) 

藥物治療 

免疫療法

07.改善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因子，使患者能正常生活。

08.對於持續型過敏性鼻炎的患者應根據病史，胸部檢查結果，確定有無併發

氣喘，如有可能，應測定吸入支氣管擴張劑前後的氣流阻塞情況。

09.有氣喘的患者也應該注意是否有過敏性鼻炎。(病史及理學檢查)

10.對於同時患有上下呼吸道疾病的病人，應根據療效及安全性，採用綜合的

治療方式。

11.在開發中國家，應根據自己國內已有的藥物及其價格高低來制定每個國家

的不同治療方式。

過敏性鼻炎的分類

過敏性鼻炎的臨床定義為: 

鼻黏膜接觸過敏原後，由IgE媒介產生的發炎反應所引起的一系列鼻部症狀

過敏性鼻炎的症狀包括: 

流鼻涕

 鼻塞

 鼻子癢

 打噴嚏

這些症狀可自行或經治療後消失

以前是根據接觸過敏原的時間，將過敏性鼻炎區分為

季節性，經年性和職業性，但這種分法並不令人十分滿意

新的過敏性鼻炎分類法 
結合過敏性鼻炎的症狀及對生活品質的影響 

根據病程，分為"間歇型"和"持續型"兩類 

根據病情嚴重度，即症狀及對生活品質的影響，進一步分為"輕度"和"中

/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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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性鼻炎的誘發因素
 

過敏原 

過敏性鼻炎常與吸入性過敏原有關

 室內過敏原的增加是導致過敏性鼻炎，氣喘和過敏疾病增加的原因之一

 室內過敏原主要是塵  ，寵物、昆蟲或是植物

 常見的室外過敏原包括花粉和黴菌

 職業性鼻炎和職業性氣喘相比，研究較少，但同一病患常同時有鼻炎及下

呼吸道的症狀

 乳膠過敏已引起病人及醫護人員的注意,醫護人員應明瞭此問題的重要並制

定有效的治療和預防措施

 污染物

 流行病學的資料顯示，污染物可以誘發或加重鼻炎的症狀

 對於污染物可以誘發或加重鼻炎症狀的機制目前已經比較明瞭

 室內空氣污染對鼻炎的發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在室內

度過的時間超過80%以上，室內污染物包括室內過敏原及室內氣體污染物，

其中香煙是主要的污染源

 在很多國家，城市型污染主要來自於汽車，主要的氣體污染物包括臭氧、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這些物質可能和過敏性鼻炎與非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惡化有關

 阿斯匹靈 

阿斯匹靈和其他的非類固醇止痛藥常誘發鼻炎與氣喘

過敏性鼻炎的發病機轉
 

傳統上認為過敏反應是一種由IgE媒介的鼻黏膜炎症反應 

過敏性鼻炎的特徵為在鼻黏膜組織中，由不同細胞產生的炎症浸潤.這些細

胞反應包括

1. 細胞的趨化，選擇性聚集和穿透內皮細胞層移行。

2. 細胞因子及趨化因子的釋放。

3. 不同類型細胞如嗜酸性細胞、T 細胞、肥大細胞和上皮細胞的激活及分

化。

4. 延長以上細胞的存活。

5. 以上細胞激活後會釋放介質，其中主要有組織胺、半胱氨白三烯。

6. 與免疫系統及骨髓相互關聯。 

非特異性鼻黏膜過敏反應，是過敏性鼻炎的重要特徵，即鼻黏膜對正常刺

激反應增加，引起噴嚏、鼻黏膜充血合併、或分泌增加。 

間歇型鼻炎與花粉過敏原鼻激發試驗所產生的現象很相似，其產生鼻黏膜

炎症反應多在反應後期。 

在持續型過敏型鼻炎患者中，過敏原與已經發生炎症反應的鼻黏膜相互作

用，而產生症狀。 

"極輕度但持續存在的過敏性炎症反應(minimum persistent inflammation)"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新概念，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指持續型過敏性鼻炎患者，在一

年中所接觸過敏原濃度可能在不同範圍內忽高忽低，但是即使在此時沒有

臨床過敏症狀發生，其鼻黏膜炎症反應仍然持續存在。 

隨著對過敏性疾病發病機轉的了

解，我們對過敏性鼻炎的治療原則

是對其根本的原因加以治療。也就

是說對過敏性鼻炎的治療，針對其

鼻黏膜炎症反應的抗發炎療法會比

針對臨床症狀治療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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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症 

過敏性鼻炎的發炎反應並不是只侷限在鼻腔，多種合併症與過敏性鼻炎有關

氣喘
 

鼻腔和下呼吸道黏膜在結構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許多流行病學研究資料顯示，氣喘和鼻炎常發生於同一患者

 1 大部份的過敏性和非過敏性氣喘患者同時患有鼻炎

 2 很多鼻炎患者同時患有氣喘

 3 過敏性鼻炎不但與氣喘有關，也是氣喘的一個危險因素

 4 很多過敏性鼻炎患者有非特異性支氣管反應性增高的現象 

病理生理學研究顯示鼻炎和哮喘關係密切，雖然鼻炎與哮喘不同，一般認

為上、下呼吸道很可能同時受到共同炎症過程的影響。通過相互聯繫的機

制，這種炎症反應可持續存在或發展。 

過敏性疾病可能是系統性的疾病，下呼吸道激發試驗（支氣管激發試驗）

可引起鼻黏膜炎症，鼻激發試驗同樣引起下呼吸道炎症 

在考慮鼻炎或氣喘診斷時，對上、下呼吸道均應進行檢查評估

其他合併症
 

包括鼻竇炎和結膜炎 

過敏性鼻炎、鼻息肉和中耳炎之間的相互關係尚不十分明瞭

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詳細的病史對鼻炎的正確診斷、嚴重程度的確定及治療預期效果的評估非

常重要 

對輕度間歇型過敏性鼻炎，可以考慮進行鼻部檢查。但對持續型過敏性鼻

炎患者，鼻部檢查是不可少的。使用前鼻鏡檢查，對診斷價值有限。經由

專科醫師所做的鼻腔內視鏡檢查的價值較大。

過敏性鼻炎的診斷

過敏性鼻炎的診斷是依據： 

•一個典型的過敏症狀病史

• 過敏症狀的主要表現可分為「噴嚏型」和「鼻塞型」，但這些症狀並不一

定就是過敏

• 診斷性檢查

－過敏性疾病的體外和體內檢查方法主是檢測游離的及與細胞結合的IgE抗

體。由於過敏原的標準化，為多數吸入性過敏原提供了令人滿意的診斷性

試劑，使診斷過敏效果大為提高

－立即型過敏反應的皮膚試驗被廣泛用於檢測IgE介質的過敏反應，這些代表

過敏領域中的一種主要診斷工具。若操作適當，它對診斷特定過敏的價值

很高。但由於操作方法和結果的評估較複雜，故應由經過專門訓練的醫療

專業人員來施行

－血清過敏原特異性IgE測定也很重要，而診斷價值與皮膚檢驗很相似

Lund, V. J. , et al. ,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Report o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Rhinitis. International Rhinitis Management Working 

Group. Allergy, 1994; 49 (Suppl 19):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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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原鼻腔激發試驗常用於臨床研究，較少用於臨床診斷，它可能對職業性

鼻炎的診斷有一定的價值

－影像學檢查通常不必要

氣喘的診斷

• 由於該病發作的短暫性和及氣流阻塞的

可逆性(自發性或經治療後)，確定診斷

是否同時患有氣喘可能比較困難

• 如何鑑別和診斷氣喘的指南已由全球氣

喘創議組織(GINA)出版，ARIA也推薦使

用此指南

• 診斷是否併發氣喘時，必須檢測肺功能

並確定氣流阻塞的可逆性

治療

鼻腔黏膜和支氣管黏膜在結構上有很多相似之處

 

過敏性鼻炎的治療包括：
• 避免接觸過敏原

－在臨床報告中，關於避免接觸過敏原的效果的研究大多數都與氣喘症狀有

關，它對鼻炎症狀的影響研究很少。然而採用單獨一項避免措施可能還不

足以控制鼻炎或氣喘的症狀

－然而，避免接觸過敏原，包括室內塵蟎，應該是治療策略的必要部分

－對避免接觸過敏原的評估還需要更多研究

• 藥物治療

• 特異性免疫治療

• 教育

• 外科手術對極少數依病情嚴重度須要所選擇的患者可作為輔助治療

這些建議提供了一種高度安全，並綜合上、下呼吸道疾病的策略對持續型鼻炎

和重度間歇型鼻炎患者必須進行追蹤訪視

以證據作為基礎的推薦

依據隨機對照臨床試驗(RCT)，這些研究結果是在以往鼻炎的分類基礎上完成

的，包括：

•季節性過敏性鼻炎(SAR)

•常年性過敏性鼻炎(PAR)

推薦的效力是依照：
•A：RCT或Meta分析

•D：專家的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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