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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質皮質類固醇接收器(glucocorticoid receptor)改變

接收器親和力下降、GRβ上升

胃食道逆流(gastroesophageal reflux)疾病

迷走神經緊張度上升、胃酸嗆入

阻塞性睡眠窒息(obstructive sleep apnea)

由電流刺激上呼吸道而來的神經反射性支氣管收縮、胸內負壓升高

環境(environment)

床舖、床單及枕頭的過敏原(例：塵  )、呼吸道受寒

肥胖(obestity)

抗黑素激素(melat nin)

過敏性反應病人之睡眠改善策略

疾病，發炎及睡眠由此連成一組複雜的串連關係，而將這一連串因果順序拆解

開來分析，有可能成為重大發現。氣喘、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應該

減緩或停止疾病和睡眠間的交互影響作用。舉例來說：一群患有異位性皮膚炎的兒

童以pi m e c r o l i m u s軟膏治療改善他們的肌膚，同時也與改善睡眠有關。就

Sutherland與其同僚的記載：了解發炎反應及症狀的生理週期，或許可以指出特定

處置的選擇及時間。然而，這些過敏症病人的睡眠促進藥物的角色尚未明確，且應

該謹慎進行。在異位性皮膚炎患者的睡眠治療上，藉由打斷「癢-抓-癢」循環治療

的可能性，是一種需要進一步探索的策略。就氣喘的案例來說，其意指的是如何在

夜間症狀變差的期間，藉由藥物調整策略來達到最佳化的治療效果。參考

Shigemitsu及Afshr的文獻，其夜間氣喘藥物處置，建議如表2之生物時鐘療法。

表2、夜間氣喘的生物時鐘療法

吸入式固醇      3-5:30 p.m.一天一次

口服式固醇      3:00 p.m.  一天一次

Theophylline    7:00 p.m.  一天一次 (持續釋放)

長效型β拮抗劑   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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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霧機與定量噴霧器合併吸入輔助器
在慢性氣喘的使用

馬偕紀念醫院藥劑室藥物資訊中心
黃詩殷藥師

氣喘的治療方式包括口服藥與吸入劑。與口服藥相比，吸入劑較能夠直接進入

入劑較能夠直接進入人體到達肺部的最小支氣管及肺泡，因而能獲得明顯的治療效

果，並且可以避免藥物口服後經過肝首度代謝效應而影響藥效，例如類固醇。吸入

劑的劑型可分為氣霧式以及乾粉式，其中氣霧式再依投與方式分為使用氣霧機

(Nebulizers)以及定量噴霧器(Metered-dose inhalers)，兩種不同劑型以霧化方

式來投與藥物的原理是相同的。當藥物粒子直徑為1~5mm、吸入速率以10~20L/min

有最大的周邊肺部沈積率，因此藥物被霧化後的粒子大小、移動速度、路徑、被吸

入的速度決定其治療效果。

定量噴霧器(MDI)的操作需要使用者的手與呼吸動作協調，才能讓藥物粒子完全

的被吸入到肺部。但是當使用者沒有辦法操作MDI劑型時，MDI上可加裝有面罩

(mask)或口含器(mouthpiece)的輔助器(Valved holding chamber)，以緩慢而深

的方式吸入，可增加藥物吸入肺部濃度，藥物粒子不會因為快速撞擊而沈降於咽喉

部位，而減少進入肺部機會，停留於咽喉部位的藥物若被吞下，可能被吸收而造成

全身或局部副作用。兒童的臉部面積較小，使用輔助器應選擇輔助器腔室體積約150

毫升並且含軟質面罩，其無效腔較小(dead volume loss)，較能緊密貼於臉上，減

少藥物由空隙流失，並確保藥物被吸進的量是足夠的。一般成人是選用輔助器腔室

體積約650毫升的輔助器。

相對於定量噴霧器而言，使用氣霧機(Nebulizers)必須要有照護者在旁協助組

裝操作機器，每一個操作者裝設的技巧不盡相同，因此器具表現出的效果並不一致

，設定器具需要花費時間，使用完後必須充分消毒，以避免汙染。氣霧機加裝面罩

使用時，臉部和咽喉的沈積量會較多，造成全身性的吸收和產生副作用，而且無效

腔(dead volume loss)較大使得藥物的損失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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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DI加上輔助器(Valved holding chamber)和以氣霧機(Nebulizers)的治療

比較研究報告中，觀察患者的肺功能測試及動脈血氧飽和度，顯示其治療效果是相

當的；甚至有些研究結果顯示，MDI加上輔助器治療後，再次住院治療的機率較低。

除此之外，MDI加上輔助器的使用還有更多的優勢，例如對於相同程度的氣喘，其所

需的治療劑量較少、藥物完全投與的時間較短、可以有效進入到肺部而且副作用較

少。以MDI加上輔助器取代氣霧機使用，可以減少呼吸治療師或照護者的花費時間。

要衛教指導病人如何正確使用MDI加上輔助器，然後病人可以自行或在照護者觀察下

完成操作，不需使用組裝拆解費時、使用電力、且要經常消毒的氣霧機。

加上輔助器的定量噴霧器使用上，雖然大大增加藥物被人體吸入的可用率，但

是還是有缺陷的，如輔助器的靜電現象會吸附藥物粒子、無法確認使用者是否已經

完成足夠的吸氣次數。因此最新的輔助器(Valved holding chamber)標榜材質更為

改善，以無靜電膜polymer做為腔體材質，減少吸附程度。另外面罩部分增加可以辨

識吸氣次數的吸氣閥指示器，當使用者吸氣時，原本垂直的吸氣指示閥會向使用者

方向倒下，當使用者吐氣時，吸氣指示閥則恢復至原來垂直的位置。當吐氣時，吐

氣閥會向外推出。因此照護者可以清楚的看到使用者是否有做到吸氣、吐氣的動作

，並計算吸氣次數是否有達到足夠藥物吸入量的六次。定量噴霧器加上再經過材質

和設計改良的輔助器，由於攜帶方便，再經由衛教正確指導使用，其效果和經濟效

益與氣霧機相比，是較理想治療方式的選擇。

什麼是過敏反應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過敏氣喘衛教編輯委員會

根據台大醫院小兒科謝貴雄教授調查，大台北地區學童氣喘病罹病率已由民國

63年的1.3%，增加至83年的10.79%。到民國87與91年其比例更是快速增加到高達

16%與19%。成年人氣喘根據台大醫院胸腔內科郭壽雄教授調查罹病率約為7.7%。民

國91與92年調查大台北地區與大台中地區國小學童過敏性鼻炎罹病率已經增加到50%

。氣喘病的死亡率在民國91年以前一直都位居於台灣地區每年十大死亡原因之一，

到了91年才退出，降成第十一大死亡原因。每年約有一千二百多位氣喘病人因氣喘

發作而死亡。大多數我們所認為的過敏，就是打噴嚏、流鼻水或流眼淚。這些過敏

疾病的症狀，實際上是在您的免疫系統產生了一連串的事件所致。 

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是負責專門對抗各種不同的外來物質的防禦機轉，包括我們吸入的空

氣，我們吃的食物，和我們接觸的事物。”過敏原”的定義是任一可能誘發過敏反

應的物質。常見的過敏原包括花粉、黴菌、動物皮屑、蟑螂、家中灰塵、和塵 的

排泄物。

在血液中或大部分的體液裡存在有抗體，他們幫助捕捉外來的侵略者。有過敏

的人們有一種抗體叫免疫球蛋白E(IgE)。當過敏原首次進入對此物質過敏的身體，

會發生一系列的反應並產生過敏原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抗體。隨著過敏原特異性免疫

球蛋白E的產生，這些抗體會游行到肥胖細胞，而這些肥胖細胞大量存在於鼻子、眼

睛、肺和腸胃道。免疫球蛋白E抗體黏附在肥胖細胞的表面等待他們的特定過敏原靠

近。 

每一種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只對其特定的過敏原產生過敏反應。所以某些人只對

貓皮屑過敏，則他們的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抗體只對貓皮屑產生反應，而對其他的過

敏原不產生反應。 

當一個過敏個體再次與他所敏感的過敏原接觸，過敏原會與肥胖細胞上的免疫

球蛋白E結合。首先會釋放一種化學媒介物質，如肥胖細胞會釋放組織胺和其它化學

物質。這些媒介物會導致過敏反應的症狀，譬如組織腫脹、打噴嚏、喘鳴、咳嗽和

其他反應。

典型的過敏反應持續進行時：這些新釋放的媒介物質會誘導其它發炎細胞移向

這些過敏區，造成過敏反應的加重。慢性過敏疾病的許多症狀-譬如腫脹、過多的黏

液和對不當的刺激過度反應，乃由於持續暴露在過敏原造成組織發炎而產生。

現今已經瞭解為什麼一些物質會誘發過敏而其他則不會，也瞭解為什麼暴露於

過敏原的人，不是每個都會引起過敏反應，都是由遺傳基因所決定。過敏的家族史

是預期過敏疾病發生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一對父母中一人有過敏疾病，其孩

子引發過敏的風險估計約是48%，而父母兩人都有過敏，其孩子引發過敏的風險估計

約是70%。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醫藥新知

12 13

醫藥新知

過敏疾病的種類

所有的過敏疾病都會出現免疫球蛋白E抗體。但依據媒介物質及其反應的位置的

不同，而其臨床症狀有所不同。當一個人開始表現過敏症狀，關鍵的問題是，我會

被什麼過敏原誘發反應?我何時暴露，或暴露於多少這些物質時會引起反應?

主要過敏疾病有:

過敏性鼻炎或"花粉症" 

過敏性結膜炎(眼睛過敏反應) 

氣喘 

異位性皮膚炎或皮膚過敏反應 

蕁麻疹

對物質的嚴重過敏反應譬如食物、乳膠、藥物和昆蟲螫刺

過敏性鼻炎的相關併發症-鼻竇炎和中耳炎 (耳朵感染)

過敏性鼻炎症狀，通常是指"花粉症"，當過敏原接觸到對此過敏原敏感的人的

鼻腔內襯—稱為鼻黏膜時即可發生。過敏性鼻炎之特殊症狀為充血、鼻內發癢、鼻

涕倒流和流鼻涕、流眼淚。如果一個人持續暴露在可能引起過敏的過敏原，則症狀

將持續。過敏性結膜炎則如同過敏性鼻炎,當眼睛發生過敏反應時，其症狀包括紅、

癢和水腫。 

異位性皮膚炎症狀，通常稱為濕疹，經常是因皮膚暴露於過敏原所致。皮膚炎

症狀包括瘙癢、變紅和剝落或脫皮。80%的異位性皮膚炎症狀起始於童年。異位性皮

膚炎經常引起其它過敏異常，約50%會伴隨有氣喘。

蕁麻疹是另一種皮膚過敏反應，其特性為一群或大或小，瘙癢的紅色突起。蕁

麻疹通常是由感染或某些食物所引起。可能併發蕁麻疹的食物包括堅果、蕃茄、貝

類和莓果。藥物包括青黴素、磺胺類抗生素 、抗癲癇藥物、巴比妥鹽和阿斯匹林。

氣喘是一種慢性肺疾病，正影響著一千七百萬美國人。其特性是咳嗽、胸悶、

呼吸急促和喘鳴。過敏性鼻炎被認為是氣喘的危險因子:氣喘的病人中超過78%的人

，也會有過敏性鼻炎。

當個體開始有氣喘症狀，已發炎的氣管開始收縮導致氣道變窄而使呼吸困難。

當一個有過敏的人，吸入過敏原導致氣管內膜發炎增加而促使氣道變窄。氣喘也可

能因其它刺激所致，譬如呼吸道感染或暴露於某些刺激物質。

對特定食物有過敏的個體，若吃到這些過敏食物，可能發生很嚴重或可能威脅

生命的反應。最常見的食物過敏誘發因子有牛奶蛋白、蛋、花生、小麥、大豆、魚

、貝類和堅果。兒童比成人更常發生食物過敏。大部分的孩子隨著年齡增長，對特

殊食物的敏感性會逐漸消失。

食物和其它過敏原，包括盤尼西林、昆蟲螫刺和乳膠，可能誘發嚴重的全身型

過敏反應。全身型過敏反應是經由全身各個器官腫脹而造成。全身型過敏反應的症

狀包括溫熱的感覺、漲紅、口腔刺痛、或紅色瘙癢的皮疹。其它症狀包括頭昏、呼

吸困難、嚴重的打噴嚏、焦慮、胃或子宮痙攣，或者有嘔吐和腹瀉。在嚴重的個案

，患者也許會血壓下降，失去知覺而導致休克。倘若沒有儘速給予腎上腺素的注射

治療，可能會致命。   

鼻竇炎和中耳炎是另一種常見的過敏疾病，常由過敏性鼻炎誘發而來。鼻竇炎

是位於眼睛和鼻子附近面頰骨內的鼻竇發生急性或慢性炎症反應。這個情況正影響

著15%的美國人口。中耳炎或耳朵感染是童年時期最常就醫的疾病。如果沒有適當地

治療，它可能影響兒童的講話和語言發展。

過敏反應的診斷和治療

過敏氣喘專科醫師是治療過敏疾病最合適的人。為了確定您有過敏，您的過敏

氣喘專科醫師將採取詳盡的病史詢問及一些例行檢查。若有需要，他將執行過敏皮

膚測試，或有時血液測試，精確地確定您的過敏原因。一旦確認您所遺傳到會讓您

產生過敏症狀的過敏原，您的醫師能幫助您建立治療計劃。第一步就是要教您如何

將會讓您產生過敏症狀的過敏原的暴露減到最小程度。您的醫師也會適當的使用藥

物來減少您的過敏症狀或炎症。

減敏療法，亦稱注射過敏針，可能被建議來調整您的免疫反應。在部分患者，

減敏療法可能可以幫助他們減少對過敏原的反應。

總之，過敏反應是一種牽涉到身體內許多細胞、化學物質和組織之間的複雜反

應。雖然無法治癒過敏疾病，但有許多治療方法可以減輕症狀。拜訪您的過敏氣喘

專科醫師確定最佳的治療過程。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能提供您更多關於過敏反應的資訊。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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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治療藥物和骨質疏鬆症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過敏氣喘衛教編輯委員會

骨質疏鬆症是一種骨頭變得易碎的疾病。當強度減低，骨頭就比較容易碎裂或

折斷。最常發生因骨質疏鬆而造成的骨折的部位是背部的小骨頭 (脊椎骨)，手腕，

上臂，骨盆及髖部。一旦骨折發生，就有可能再發生更多骨折，造成疼痛，無法移

動，並可能需要進行手術。

誰會得骨質疏鬆症?

中華民國老年醫學會曾調查台灣地區骨質疏鬆症盛行率，結果發現台灣地區65

歲以上人口中，每9人即有一人罹患骨質疏鬆症，其中女性比男性多;65歲以上女性

每4名即有一人發生骨質疏鬆症。除了性別之外，其他讓骨質疏鬆症危險性增加的原

因還有：

家族史

種族。白人和黃種人較黑人有更高的危險性

鈣質和維生素D攝取不足

缺乏運動

抽菸或喝酒過量

體重過輕

某些和黃體激素缺乏有關的經期失調

某些藥物，包括口服類固醇或抗癲癇藥物

骨質疏鬆症和氣喘有什麼關係? 

氣喘是一種肺部發炎的疾病，而持續使用抗發炎藥物對大多數的氣喘患者來說

是重要的。類固醇是治療氣喘最有效的抗發炎藥物。類固醇可以口服、靜脈注射或

肌肉注射的方式作用到全身，也可以吸入、鼻噴劑、眼滴劑和皮膚乳膏等形式作用

在局部。長期過量使用口服類固醇，例如prednisolone錠劑，已知會產生副作用，

包括骨質疏鬆症。相反的，吸入型或局部型類固醇對治療氣喘是有效的，而其副作

用相當少。您的過敏氣喘專科醫師已被訓練能夠考量使用特別形式的類固醇的風險

和好處。如果有需要，他將會處方最低有效劑量的prednisolone或其他口服類固醇

，而只要有可能，就儘量以吸入型類固醇為主。

如何預防骨質疏鬆症?    

獲得適量的鈣質。鈣質以每天小量隨餐的形式最容易被吸收。最濃縮的鈣質來

源是奶類製品，它們有時也含有維生素D。例如，一杯的脫脂牛奶含有302毫克的鈣

質和85卡的熱量。4盎司的低脂原味優格含有415毫克鈣質和145卡的熱量。

建議鈣質的每日攝取量如下：

1~10歲的兒童每天800毫克 

11~24歲每天1,200 毫克

懷孕和哺乳時每天1,200 毫克 

24歲以上的成人每天1,200 毫克 

停經之後的婦女每天1,500 毫克 

有骨質疏鬆症危險性的成人每天1,500 毫克

一些人缺乏一種叫乳糖 的酵素，而這種酵素在人體消化牛奶之中的乳糖時是必

須的。對乳糖耐受不良的人也許完全不能喝牛奶。但是，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也許可

以吃優格或起司，發酵乳，或其他有添加乳糖 的奶類製品。其它較佳的非奶類鈣質

來源還包括：豆腐(每4盎司含150毫克)，球花甘藍(broccoli)(新鮮烹調後，每杯

含有136毫克)，羽衣甘藍(collards)(每杯含有150毫克)，蕪菁甘藍(turnip 

greens)(每杯含有150毫克)，帶骨沙丁魚(每3盎司含375毫克)。

對於日常飲食中沒有攝取足夠鈣質的人而言，建議可以使用鈣質補充品。但是

一定要注意其中鈣質的含量。一次攝取超過500~600毫克的鈣質，或者鈣質和高纖食

品同時攝取，都應該避免，因為反而會降低鈣質的吸收。含有骨粉的補充品應該避

免，因其含有過量的磷酸鹽。最好和您的醫師討論鈣質補充。

確定維生素D的攝取適量但不超過。維生素D的建議攝取量是每日800國際單位 

(IU)。大多數的維生素補充品都含有這個劑量。達1000IU的劑量可促進鈣質的吸收

和骨骼代謝，但除非是醫師處方，否則不該攝取更高的劑量。維生素D可見於蛋黃、

鹹水魚、牛肝，並且經由皮膚曬太陽來活化。維生素D2(ergocalciferol)較維生素

D3(cholecalciferol)更有效。

運動。建議可以進行負重運動，例如走路，健行，爬樓梯，或慢跑。目標是每

兩天運動一次，或一星期運動4次。至於運動的時間長短取決於運動的強度。以走路

來說，一次建議行走45~60分鐘。如果您以前的運動量很少，在開始一項運動計畫之

前，請諮詢您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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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菸並避免飲酒過量。抽菸和飲酒過量除了其他健康問題之外還會增加骨質疏

鬆症的風險。

補充女性荷爾蒙。如果您是已經到了更年期的女性，黃體激素補充可以減少骨

質疏鬆症的風險。然而，最近的資料顯示，其他疾病的風險可能比這項好處更重要

。請和您的過敏氣喘專科醫師討論。

和您的過敏氣喘專科醫師討論骨質疏鬆症和任何您在意擔心的事。如果您有數

項骨質疏鬆症的危險因子，或您正因為氣喘控制而必須每日口服會增加尿液中鈣質

流失的類固醇，您的醫師可能需要藉由一個簡單的骨質密度儀來測量您的骨質密度

。您的醫師可以提供更進一步的幫助，例如處方一些促進您骨質健康的藥物。

病人何時需要過敏氣喘專科醫師的專業照護

病人在下列情況應尋求過敏氣喘專科醫師的協助：

需確定氣喘的診斷。

已有氣喘，並發現家裡養了新的寵物後氣喘症狀變得更加嚴重。

有季節性或持續型氣喘，需評估對吸入型過敏原的敏感度，並提供防治過敏原的

方法。

需要氣喘衛教及指導自我處置的技巧。

需要每天使用氣喘緩解藥物。

目前並沒有使用藥物，而這使得氣喘控制受到限制。

想儘量減少氣喘藥物的需要。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可以提供您更多關於氣喘藥物和骨質疏鬆症的資訊。

兒童胸腔物理治療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

呼吸治療師 譚美珠

一、為什麼要拍背 

由於小小孩還無法控制自己把痰咳出所以需要父母以拍背的方法幫助他將痰排

出。

二、什麼是拍背 

拍背就是利用手在拍背部時所造成的震動使黏在氣管上的痰掉落而較容易排出

，進而改善呼吸情況。 

三、拍背的方法 

治療者弓起手掌呈杯狀，如下圖           或使用拍痰器，如下圖

在胸部所需部位做規則，有力的拍擊，每一部位約拍5－10分鐘。 

四、拍背的部位 

1.仰躺頭高，由肩部往下拍前胸左右側。 2.臉朝下頭高，由肩部往下拍後背的左右

側。

              肺上葉                       肺上葉

3.臉朝上頭低，由肋骨往肩部拍前胸。   4.側躺手臂提起，由腰往腋下拍擊。

               肺中葉                        肺中葉

5.臉朝下頭低，由腰往肩部拍後背左右側。

                

                肺下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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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1. 拍背時避免戴手錶、手鏈或留指甲，

以免造成傷害。 

2. 避免在吃飽後做， 最好在飯前或吃飽

後一小時做以免嘔吐。 

3. 在重要器官或骨頭明顯突出的地方，

如:脊椎、前胸中央及肚子應避免拍擊。

無法用手拍擊的小地方應改用手指拍擊。 

4. 拍擊時應考慮小孩的安全舒服並給予

適當的衣物來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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