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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病患吸入性類固醇的反應轉機
新店耕莘醫院

小兒科主任   翁麗緻 醫師

簡介-治療氣喘的藥物分成二類：抗發炎藥物及支氣管擴張藥物，抗發炎藥物作

用較大的是glucocorticoids(糖性類皮質酮)，吸入glucocorticoids(ie, 

glucocorticosteroids, corticosteroids, steroids) 活化抗炎症的基因、阻斷

炎症的基因表現及抑制炎症細胞，達到壓制呼吸道炎症反應，除此之外增加腎上腺

素的動機，增加β2接受器的表現及功能，這種整體反應是控制氣喘病患的徵象及症

狀。

一、抗發炎基因的活化-有二種glucocorticoid的接受器(GR)，GRα和GRβ. 

glucocorticoid的活化是由 GRα，但被GRβ所抑制。

相互作用正向 G R E s 刺激基因轉錄，這基因通常譯成抗炎症蛋白。例如，  

glucocorticoid刺激活化分泌的白血球蛋白酵素抑制劑和分裂活化蛋白激活 磷酸

鹽酵素-1(MKP-1)，哪一些抑制分裂活化蛋白激活 的路徑，相互作用正向GREs是造

成glucocorticoid大部分的副作用，例如：GR鍵結活化位置在osteocalcin gene妨

礙他的轉錄，結果在減少骨質的合成。

GR β-GR β是GR的交替結合形式。鍵結DNA，但不是glucocorticoid.GR β扮演抑

制glucocorticoid的作用，拮抗GRα二聚物鍵結到DNA。

GR α (助長glucocorticoid活性) 及GR β (抑制glucocorticoid活性)的比率能

夠改變 GR α, GR β,或兩者的表現。

在glucocorticoid敏感細胞比率趨向於偏高，反之在glucocorticoid抗藥性，細胞

比率偏低.然而，有小部份的証實減小 GR α及 GR β比率降低類固醇易反應性因為

GR beta數目對太少影響GR活性。

二、阻斷炎症基因在所有的炎症反應疾病，包含氣喘，許多炎症反應基因被活。

這些基因包編碼含細胞漿移動，化學激動物，粘連分子，發炎酵素和接受器。基因

是被開啟的當共活化劑分子(eg,CREB-鍵結蛋白)鍵結蛋白質發炎前轉錄因子(eg,細

飽核factor-kappa B [NF-kB]，活化劑蛋白-1[AP-1])。共活化劑分子核心組蛋白

乙醯化，開啟染色質結構和容許轉錄過程。

glucocorticoid相互作用共活化劑分子和抑制鍵結到炎症前轉錄因子。

活性GR吸引組蛋白去二乙醯  -2(HDAC2)，去二乙醯  核心組蛋。HDAC2廣大裝

填，抑制細胞核中所有炎症基因的活性。 

不管哪一種機轉，這個最後的反應包括減少組織蛋白乙醯化，染色體的結構衰

竭開始，減少炎症基因的轉錄。吸入型glucocorticoid優先填炎症基因並執行主要

作用在局部的層面，如此，這些作用能控制氣喘發生但也與其副作用有關。

glucocorticoid可能還有轉錄後機轉來關閉炎症反應，例如：一些炎症基因，

(顆粒白血球巨噬細胞刺激因子)正常來說有一個不穩定的信使核核酸(mRNA)被

RNAses快速的退化。炎症的介質穩定mRNA在發炎期間glucocorticoid反轉這個反應

，準許快速的降低mRNA和減少炎症蛋白的分泌。 

三、抑制炎症細胞 -經由活化抗炎症基因和關閉炎症基因的表現，吸入型

glucocorticoids抑制炎症細胞的殘留及壓制產生的趨化性介質和附著分子。這種

反應降低黏膜發炎，以少數發炎細胞為特性，包含T淋巴細胞，嗜伊紅性血球，肥大

細胞，及枝狀細胞。開始在的幾個小時之內吸入glucocorticoid，降低呼吸道發炎

和降低呼吸道易反應的是有相關性。

四、β2接受器反應-抑制呼吸道的炎症反應不是僅有吸入型glucocorticoids降低

氣喘的徵象及症狀。增加β2腎上腺素的表現及功能來加強信號。

  吸入型β2-促效劑和glucocorticoids在治療氣喘是頻繁的一起使用。一個新的

認知有重要的分子的活性在兩類藥物之間。特別地，glucocorticoids增加基因轉

錄密碼β2，促進增加細胞表面β2接受器表現也增加聯結β2接受器到G-蛋白。總而

言之，如以下說明:

增加beta2-促效劑的反應(eg=穩定肥大細胞)。

保護與beta2-接受器的失調:和長期β2-促效劑使用有關。

逆轉或預防beta2-接受器自G 蛋白脫離，這些作用和一些發炎的介質有關 

(eg,interleukin-1 β).交互作用方式，β2-致效劑活化GR作用影響。特別地

β2-致效劑增加由細胞質移位至細胞核，增加glucocorticoids的抗炎症反應。

References ;

Mak, JC, Nishikawa, M, Barnes, PJ. Glucocorticosteroids increase beta 

2-adrenergic receptor transcription in human lung. Am J Physiol 1995; 

268:L41.

Rhen, T, Cidlowski, JA. Antiinflammatory action of glucocorticoids-new 

mechanisms for old drugs. N Engl J Med 2005; 353: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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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膽鹼激導性劑－兩歲以下嬰幼兒喘鳴
治療的角色

馬偕紀念醫院藥劑室藥物資訊中心
廖玉琪藥師

嬰幼兒的喘鳴（wheeze）是常見的，且日漸增加；多數嬰幼兒喘鳴的發生與病

毒性呼吸道感染有關，如呼吸道融合體病毒（RSV）的感染。支氣管擴張劑如乙二型

交感神經興奮劑（β2-agonists）與抗膽鹼激導性劑(anticholinergic drugs)常

被用來緩解病毒感染而誘發的嬰幼兒喘鳴，有部分研究認為抗膽鹼激導性劑在治療

這個年齡層喘鳴的效果優於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但是抗膽鹼激導性劑在嬰幼兒

喘鳴治療這方面的實證研究有限，故在臨床使用上仍有所爭議。

吸入式抗膽鹼激導性劑的主要藥理學作用為競爭性的抑阻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與位於支氣管平滑肌的毒蕈鹼性接受器（muscarinic receptor）

作用，因而降低迷走神經強度以達成支氣管擴張的目的；抗膽鹼激導性劑的支氣管

擴張作用與短效型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相較，抗膽鹼激導性的最大支氣管擴張能

力較低，開始作用時間較慢，和作用時間稍長。目前常用的Ipratropium bromide 

(Atrovent)吸入劑為阿托平（atropine）的四級胺衍生物，因其脂溶性低不易穿透

血管腦障壁，故中樞神經的副作用較少，且其有較佳的支氣管選擇性作用。

在2005年的Cochrane review中，有針對小於二歲嬰幼兒喘鳴使用Ipratropium

的統合分析（meta-analysis）回顧評論。此評析報告整合六個RCT研究，包括321

個嬰幼兒，依試驗背景分為居家照護、急性發作時與住院病患等三組。結果發現，

在居家照護（one study；23 patients）上，病童父母主觀認為使用Ipratropium

吸入劑在整體的療效或立即的效果上皆優於安慰劑（OR＝0 . 1 5；9 5﹪C I＝

0.04~0.64 & OR＝0.11；95﹪CI＝0.02~0.58），但是在客觀症狀的改善上並無明

顯的差異性（OR＝0.60；95﹪CI＝0.19~1.88），在急性發作時（two studys；130 

patients），Ipratropium和β2-agonists組與β2-agonists單獨使用組在45分鐘

後是否須接受再一次的吸入劑治療的比較，Ipratropium＋β2-agonists這一組優

於單獨使用β2-agonists（OR＝0.22；95﹪CI＝0.08~0.61），但是在氧氣的飽和

度、呼吸速率與最佳療效反應上並無明顯的不同；在住院病患（three studys；

168 patients）方面，無論在Ipratropium與安慰劑的比較或ipratropium＋β2-

agonists與β2-agonists alone的比較，這兩組在降低住院天數方面皆無顯著的差

異性（Weighted Mean Difference-0.4days；95﹪CI＝-1.41~0.61days & WMD-

0.4days；95﹪CI＝-1.41~0.61days），然而併用Ipratropium＋β2-agonists在

24小時內改善臨床症狀方面優於安慰劑（OR＝0.06；95﹪CI＝0.01~0.23）。

2005年British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sthma在小於兩歲急性

氣喘發作病童的治療指引中提及：併用Ipratropium與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可以改

善臨床症狀及降低進一步治療的需要性，但是在縮短住院日數方面，無論單獨使用

或是併用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與安慰劑組相比並無明顯差異性；所以在階梯式治

療法中（stepped management schedule），Ipratropium並不被包含在內，但是

可做為替代療法。而GINA 2006年的診治指引並不建議吸入性抗膽鹼激導性劑用在孩

童氣喘的長期使用上。2006年AAP臨床用藥指引中亦指出，Ipratropium無法改變病

毒性支氣管炎的病程，雖然少數病童顯示對抗膽鹼激導性劑呈現正面的臨床反應，

但整體而言並無顯著的改善，以這樣的觀點上來看，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在病毒性

支氣管炎的治療上，可以僅單獨使用抗膽鹼激導性劑或併用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

。

綜觀上述實證評論與臨床指引：抗膽鹼激導性劑在兩歲以下嬰幼兒喘鳴治療的

地位並不十分顯著；但是對於需要到醫院治療的急性呼吸窘迫病童，則建議合併使

用吸入式抗膽鹼激導性劑與短效型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以加速緩解其喘鳴的症

狀；另外，吸入式抗膽鹼激導性劑在多數喘鳴病童的居家照護上也得到肯定。

氣喘病患者、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及過敏
性鼻炎患者的睡眠障礙

臺灣大學護理學系所
高碧霞助理教授

“一夜好眠”，是絕望與希望之間的最佳橋樑。

                                    －E. Joseph Cossman

“想睡卻睡不著”，是世間最痛苦的事。

                                    －F. Scott Fitzgerald

前言

長久以來，阻塞性睡眠窒息(obstructive sleep apnea)患者是公認的睡眠疾

病受害者，但氣喘、異位性皮膚炎及過敏性鼻炎患者也飽受睡眠不足之苦。多達75%

的氣喘患者每週因氣喘症狀而睡眠中斷，其中又有半數在夜間被驚醒。鼻炎患者也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醫藥新知

06 07

醫藥新知

有睡眠不足的傾向，通常是因為鼻腔阻塞而引起的睡眠異常呼吸，由此導致生活品

質下降、日間嗜睡的後果。患有異位性皮膚炎的成人及兒童更無法好好休息、更常

被驚醒，真正入睡的時間更短，因而比較容易主訴日間疲憊。

Bender及Leung引用幾位研究者的論點，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睡眠、免疫功能

及呼吸疾病間的關係。Madje和Krueger整合諸多文獻來評價正常與異常睡眠者間免

疫功能的差別。Bergeron等人引用最近的證據顯示：免疫系統及氣管發炎可能導致

阻塞性睡眠窒息(obstructive sleep apnea)，進而引起白天的嗜睡。使用抗發炎

療法可以立即改善睡眠。Sutherland提出實質證據說明夜間的氣管變化及β2-

receptor agonist及glucocorticoids的鑑別性變化。Craig等人綜合三個長期鼻

炎的研究指出，使用鼻內corticosteroids療法可降低鼻塞、睡眠干擾及日間嗜睡

症狀。Bender及Leung綜合上述論點提醒讀者：睡眠和免疫學皆是由複雜的生理週期

模式所掌管，對呼吸系統、過敏和免疫功能失調的患者施行治療，必須將他們的睡

眠品質一併納入考量。

睡眠障礙的影響

睡眠中斷會對日間生活產生顯著影響。睡眠不足已被證實對情緒、認知及自主

反應都有嚴重影響。更有甚者，缺乏充足睡眠的個人發生行車意外的風險明顯升高

。車禍或幾乎事故的發生機率在卡車司機、飛行員、夜間工作者及住院醫生上急遽

升高，這些人的共通點是均處於不規則或不足的睡眠狀態下。睡眠科學研究早已證

實：連續多夜的完全睡眠剝奪，會造成人類行為的劇烈改變。近來更多的研究，則

幫助我們洞悉部份睡眠剝奪造成的影響，注意到睡眠品質不佳常是伴隨過敏或呼吸

疾病，以及因日常生活的壓力或要求而產生的結果。有研究指出，即使僅有四晚的

部份睡眠障礙，導致睡眠時數低於七小時，也會造成明顯的白天精神不濟及認知能

力變差。根據一個睡眠缺乏的大型研究結果發現，2個禮拜僅睡四小時的受試者在注

意力及記憶的不足狀況，等同於2個晚上完全睡眠剝奪的受試者。文獻也指出，當一

個孩童有間歇性組織缺氧，即便是最輕微的血氧飽合度，有睡眠呼吸障礙的孩童在

注意力及口語智能測驗，會較正常孩子的表現來得差。若讀者有興趣得知更多有關

睡眠缺乏的神經認知結果，請直接參閱Bender及Leung內文所引用Durmer和Dinges

的精彩文獻查證。

過敏性反應與睡眠障礙之關係

Bender及Leung指出過敏病人欠缺睡眠的原因，可能並非如一開始呈現的那麼

簡單。但是氣喘、過敏性鼻炎及異位性皮膚炎病人的不適經驗很明確，而且其對睡

眠的牽連影響很明顯。當過敏性鼻炎的患者躺下時，伴隨其鼻腔呼吸道阻力會增加

近三倍；而許多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則主訴，夜間有無法忍受的搔癢感；至於氣喘病

患，因全天候呼吸道的生理週期變化，在午夜至早上八點間睡眠呼吸障礙的出現明

顯地增加。在這些患者身上的睡眠障礙源頭，終究要追溯到發炎反應改變之原因。

Bender及Leung綜合學者針對全身性炎性反應患者及睡眠缺乏健康者的研究，顯示有

不同種類的細胞素(cytokines)在睡眠調節中產生作用，Majde和Krueger指出其部

份的細胞素(cytokines)包括IL-4、IL-6、IL-1β及TNF-α。舉例來說，IL-4和IL-

1β兩者在過敏的病人身上皆有提高，而這兩者會增加睡眠快速動眼期的潛伏期，並

降低整體睡眠品質。解釋其因果變化的可能原因是：這些過敏疾病導致細胞素

(cytokines)改變，藉由影響這些物質在睡眠調節的腦神經化學中所扮演的角色，而

造成睡眠的改變。同樣看似合理的是：過敏性鼻炎或異位性皮膚炎的不舒服，加速

細胞素(cytokines)、荷爾蒙(hormones)或其他神經胜  (neuropeptids)進一步的

改變，因此而造成睡眠中斷，進而影響疾病的發展。Madje和Krueger所審閱的研究

中顯示睡眠減少改變了IL-6及生長荷爾蒙製造，而增加感染的易感性

(susceptibility)。近來蓬勃發展的電流生理學、生物化學及基因體醫學皆指出：

IL-1及TNF-α皆有助於睡眠。當IL-1及TNF-α由週邊血管被注射進動物肌膚，或直

接微注射入腦中, 會提高非快速動眼期的睡眠，同時抑制了快速動眼期的睡眠行為

。當給予靜脈內注射TNF-α接收器拮抗劑，患有睡眠窒息病人的日間疲憊降低；而

健康的志願者接受注射IL-1或TNF-α後，則改變快速動眼期的睡眠。

夜間氣喘之發生機轉

據Shigemitsu及Afshr的文獻整理指出，曾有大型之橫段式調查研究顯示夜間氣

喘之盛行率高達60%，夜間氣喘患者會因炎性細胞、細胞素、荷爾蒙的改變，而加劇

呼吸道生理及免疫功能變化。其可能的發生原因如下：

表1、夜間氣喘之原因

肺部生理學的改變

呼吸道阻力增加，源自airway-parenchymal uncoupling mechanism

呼吸道發炎

嗜伊紅血球、巨噬細胞、CD4+淋巴淋

β2腎上腺素激導性接收器改變

接收器密度及功能減低、Gly16對偶基因突變

白三烯素(leukotrienes)、組織胺(histamine)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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