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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氣喘病人旅行的應注意事項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過敏氣喘衛教編輯委員會

    如果您有過敏或氣喘，它們將會永遠伴隨著您，即使是旅行，為了確保您的旅

行行程是輕鬆又愉快，旅行前的計劃及準備將保護您適應環境的改變可能帶來的衝

擊。

旅行應注意事項

交通工具: 汽車，公共汽車或火車

    乘坐汽車，公共汽車或火車時，可能的刺激物或過敏原包括塵  ，車內黴菌花

粉及其它物質

    常見的過敏原如塵  及黴菌可以隱藏在地毯，車內裝潢及通風系統的汽車.在開

始漫長的車程之前，嘗試打開空調或暖器並且打開窗戶至少10分鐘，然後才進入車

內.這將有助於消除塵  和/或黴菌。

    室外過敏原，如花粉和黴菌，也是潛在的危害，尤其是在車上窗戶打開的時候 

，如果您被診斷患有花粉或黴菌過敏，關閉您的窗戶，並開啟空調。

    香菸煙霧或戶外空氣污染將惡化過敏和氣喘症狀，為了避免接觸過量空氣污染

物，可以選在清晨或深夜搭乘汽車，此時空氣品質會比較好而且可避開繁忙的交通

，如果您必須使用噴霧吸入藥物作為氣喘的治療，可攜帶隨身式的氣霧機，而這種

隨身式的氣霧機可連接電源或是有電池可更換。

飛機

    飛機上的空氣品質將會深深的影響過敏或氣喘患者，而所有國內航班都是禁菸

，但是很多國際航班都沒有禁菸，如果搭乘飛機出國旅遊時，在訂位時盡可能遠離

吸煙區 。

    如果有嚴重氣喘，而且偶爾也需要補充氧氣，在正常的飛航高度約35000英呎時

，您可能覺得需要更多的氧氣，如果您認為您可能需要氧氣，在飛行前您必須與航

空公司協商並安排氧氣的事先準備及供給，沒有人可以拒絕旅行途中需要補充氧氣

的要求，不過，這必須提前安排 。

    如果食物過敏仍然不確定診斷，過敏氣喘專科醫師也許會建議"雙盲的"食物或

食品添加劑激發測試。這些測試必須在診間進行，或者在醫院裡進行以便就近觀察

。通常，把被懷疑的食物或安慰劑，裝在無色的膠囊，或不造成過敏的布丁裡餵食

患者。患者和醫生都不知道是否吃入被懷疑的食物或安慰劑。當適當地執行，雙盲

食物激發測試是非常可靠的，可以在食物和過敏症狀之間建立一個具體因果關係。 

治療 

1.避免過敏食物。

  避免誘發過敏的食物是最佳的預防方式。 

2.詢問成份。

  避免吃入"隱藏的"食物過敏原，在餐館或其他人的家中用餐時，食物過敏患者必

須先詢問食物成份，並且告知別人他們所過敏的食物。不了解的人也許認為，挑出

過敏食物不吃就可以預防食物過敏，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雖然證據顯示嗅到花生醬

不會導致過敏反應，但是食物過敏原有時是飄散在空氣中，特別是在蒸煮食物的水

汽中，也可能導致過敏反應。燉煮或油炸的海鮮特別是屬於這種情形。 

 3.閱讀食物標籤。

  對食物過敏患者仔細地閱讀食物標籤是重要的。美國和許多其它國家規定食物標

籤以常見用語標示食物過敏原，譬如"牛奶"(milk)而不是一個科學術語如"酪蛋白

"(casein)。但有時標示還是會使用食物過敏患者比較熟悉的用語，例如小麥

(wheat)有時被標示成麩質(gluten)。 

4.為緊急狀況作準備。

  食物過敏可能造成全身型過敏性反應而有生命危險。曾有全身型過敏性反應者必

須絕對避免誘發食物。他們也許需要隨身攜帶注射型腎上腺素epinephrine和抗組織

胺來處理非預期食用過敏食物引發的嚴重反應。患者周圍的人，譬如配偶、同事、

學校職員如校護、老師或托兒所的人員，也應該學會使用注射型腎上腺素。已經發

生食物過敏反應者應該配戴詳載過敏症狀的手圈。如果您在吃食物以後有全身型過

敏性反應，您必須讓某人把您帶到急診室求診，即使症狀消失了也必須如此。因為

需要適當的診斷和治療，後續轉診給過敏氣喘專科醫師追蹤。 

何時看過敏氣喘專科醫師

患者應該求診如果他們: 

� 被診斷有食物過敏。 

� 因為之前對食物或添加劑有過敏反應而限制了他們的飲食。 

� 有過敏的家族史並且準備懷孕生產想防止嬰兒發生食物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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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食物過敏，應格外小心航空公司所提供的食物，飛機上可能沒有人可

以告訴您食品的具體成分，切記攜帶自我注射式腎上腺素，如果您在飛行時有嚴重

的反應可以隨時使用。

    如果您有鼻竇炎或中耳炎，航空旅行可能造成很大的痛苦，您可以延後您的旅

行，直到您的症狀改善。如果您時常在飛行時有嚴重的耳朵或鼻竇疼痛在起飛前一

小時可服用短效口服藥物或使用鼻噴劑，在飛行中，飲用飲料，時常吞嚥口水和嚼

口香糖可能有助於減少疼痛。

    飛機裡的空氣很乾燥，使用食鹽水噴鼻劑每隔1小時把您鼻膜濕潤，這將有助於

您在飛行過程中更為舒適。

船舶

    當預訂遊輪時，如果您有嚴重氣喘或過敏，務必詢問船上是否有相關醫護背景

的醫務人員並且能提供適當的醫療照顧，同樣的，如果您有食物過敏，切記攜帶注

射式腎上腺素以備任何可能產生嚴重的過敏反應的可能。

    如果您的皮膚有濕疹的現象，接觸到水和陽光可能會加劇濕疹的症狀，因此您

可能必須準備藥膏或是潤膚霜以保護肌膚。

    請記住，您的旅行目的地可能因氣候及季節而有特殊過敏原或誘發氣喘因子存

在，例如在熱帶潮濕的氣候下，您可能會大量接觸過敏原如塵 ，空氣中黴菌和特殊

的花粉，在陰冷潮濕的氣候，您可能會接觸到更多的家塵 ，室內黴菌，在寒冷乾燥

的環境中的冷空氣也可能是一個誘發氣喘因子。

過敏原的來源

    許多旅客會住宿在旅館，但是旅館房間的地毯、床墊和家具往往含有大量的塵

 和黴菌，可以惡化您的皮膚過敏和氣喘症狀，刺激性油煙或清潔產品，也可能會

產生問題。 

    在預訂旅館房間，可詢問是否有防過敏的房間，如果您對黴菌過敏，就要求日

照充足，乾燥的房間，遠離附近室內泳池，另外，如果您有對任何動物過敏，打聽

飯店的寵物政策並要求該房間是不許寵物入住的，對塵 過敏的人可能要自己攜帶防

   套。

    如果住在森林或海灘附近的平房或船艙，必須確保住處完全清洗乾淨並在您到

達前做過空氣濾淨的處置，這樣做可以減少塵  和黴菌的濃度。

拜訪家人和朋友

    室內環境，特別是在假日，可能是過敏症狀產生的高危險時節，聖誕裝飾品上

的塵 ;聖誕樹潮濕的葉子以及用來燃燒的原木都可能佈滿黴菌，帶有強烈氣味的蠟

燭、芬香氣味、和空氣芳香劑都可能引發過敏或氣喘症狀，空調也可能吹起積累已

久的塵  和黴菌等。

    動物過敏原可以是寵物的皮屑，唾液或尿液，即使寵物已飼養在戶外或是移出

室內，仍需要幾個月才可能不再引起症狀，所以最好避免留在有養寵物的家人或朋

友的家中以免引發您的過敏症狀 。

    對食物過敏的人，遇到假日豐盛的餐點必須要小心吃，任何可能含有食物過敏

原的食物如花生，堅果，雞蛋，牛奶，小麥或蚌殼海鮮都要小心避免。 

    如果您的家人或朋友的生活環境正好有會讓您過敏的季節性花粉存在，盡量避

免前往，在前往拜訪前須詳細詢問清楚再決定是否前往或留宿。

旅程中的新經驗

    露營是非常好玩的活動，但也可能增加您接觸戶外的花粉的機會也有可能遇到

會螫人的昆蟲像蜜蜂，黃蜂，因此應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例如:患有花粉過敏症的

人應避免在高花粉季節露營，備妥適當的藥物，並攜帶注射式腎上腺素治療昆蟲螫

傷可能引起的反應。(要是有嚴重昆蟲過敏反應必須立刻緊急藥物治療) 

    如果您正在參加一個較為劇烈的運動時，您必須確保當您在活動時是否感到舒

適，並能監測自己的呼吸，舉例來說，當登山時，患有氣喘的人，應特別小心考慮

在超過1500公尺高時現有的氧氣會減少。氣喘患者也應小心，當滑雪或從事其他在

天氣寒冷下活動的運動時，可能因為冷空氣誘發氣喘發作。

    潛水是一項相當危險的活動，特別是對氣喘病患，患有氣喘病人潛水時不可太

深，在沙灘上，患有濕疹的人或身上擦有對日光敏感的藥膏的病人應避免日曬 。

預防

如果您是一個有過敏或氣喘疾病的人想要去旅行，要遵循這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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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一、第二屆第一次衛教師甄試合格名單

 

證書號 會員姓名 證書號 會員姓名 證書號 會員姓名 證書號 會員姓名 

358 吳欣霏 381 張光恩 404 胡珍綺 427 許珮芸 

359 楊雅君 382 徐于雁 405 徐珮珍 428 何宜倫 

360 賴曉伶 383 梁煌銘 406 劉慧文 429 康月香 

361 戴文姬 384 鄭雪泥 407 陳慧芳 430 張純婉 

362 何允秀 385 楊素雲 408 劉雅玲 431 王婷瑩 

363 蕭詩如 386 張瑗靜 409 李如玲 432 陳怡蘋 

364 楊婷伊 387 張淑貞 410 邱志龍 433 湯松陵 

365 江竺祐  388 方麗梅 411 馬素真 434 陳怡如 

366 簡孟芬 389 鄧乃燕 412 鄭芳琪 435 卓訓德 

367 陳容蒂 390 陳汶均 413 陳雅姿 436 吳崇敏 

368 陳嘉惠 391 林美君 414 陳怡君 437 李宜樺 

369 蘇素英 392 張景蓮 415 鄭嫣俐 438 顏秋蘭 

370 陳冠妤 393 李淑芳 416 藍玉如 439 章揚怡 

371 謝宜君 394 邱勺珍 417 王文君 440 黃美惠 

372 楊啟平 395 林錦儷 418 邱鈴惠 441 黃雅娟 

373 林志昇 396 劉詠恩 419 黃鈴婷 442 張嫈嫆 

374 董秀慧 397 陳若帆 420 楊雅雯 443 陳琪珍 

375 黃雅羚 398 許淑貞 421 鄭芸芳 444 黃閔榆 

376 王玲珠 399 趙金碧 422 劉美蓮 445 王怡昌 

377 林琇誼 400 錢玉治 423 陳淑梅 446 任巧華 

378 李慧瓊 401 黃雅 424 林小卿 447 何儀真 

379 林聖茹 402 蔡佳蓉 425 李杰儒 448 陳彥蓉 

380 陳玉梅 403 陳俐伶 426 曾碧華 449 尹國芳 

 

    患有氣喘和過敏症的人必須隨時提防潛在危險，並採取適當的防範措施可確保

一個愉快的旅行，一路平安! 

何時需要過敏氣喘專科醫師

若出現以下情形就必須尋求過敏氣喘專科醫師

� 氣喘急性發作並需要緊急醫療照護

� 吃了水果和蔬菜出現嘴唇發癢的現象 

� 吃到其他可能引起副作用的食物 

� 在運動中出現呼吸道或全身過敏症狀 

� 想潛水，但有氣喘病史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能提供您更多關於過敏氣喘病人旅行的應注意事項的資訊。

如果您有正在發作的過敏症狀或不穩定的氣喘，在出遊前須進行身體檢查 。

打包好所有必備藥物，並且收在您的皮包或隨身攜帶行李，決不能失去您的皮包或

隨身攜帶行李，以免發生大型行李延誤拿不到藥物的情形，並儲存藥物在他們原來

的容器，列出如何取得藥物和如何開藥，另外，如果坐飛機到了國外，也必須讓海

關人員看到藥物的原包裝容器以幫助他們易於辨識藥物。

隨身攜帶尖峰呼氣流速計，氣喘控制計劃和一份平常控制您的過敏或氣喘疾病的醫

師的電話號碼，同時手邊有您的緊急藥品，包括抗組織胺，支氣管擴張劑，注射式

腎上腺素，備用的類固醇。

如果出國，記得必要時攜帶手提式氣霧機，檢查當地的電流和整流器的插頭。

如果您要跨越若干時區，會出現時差，要確保藥物劑量的時間表仍將不變。

如果您是旅行了很長時間並且正在作減敏療法，您仍然要繼續您的減敏療法..但重

要的是要繼續這一治療之前，應遵守下列準則:必須在醫師的監督下進行注射並且

至少要有醫師在身邊超過至少30分鐘，要備有注射式腎上腺素用於治療萬一出現的

全身型過敏反應副作用，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在所有行程之前能夠達到減敏療法

藥物劑量的維持劑量，如果您隨身攜帶過敏原萃取物必須詳加標示在您的護照姓名

旁並且確保它們一直有被冷凍著。

國外旅行前，可經由台灣氣喘衛教學會的醫師轉介系統及專線，或經由網站，可搜

尋目的地當地的過敏科醫師姓名及聯絡方式。

保旅行醫療保險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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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7年度氣喘衛教實務課程

時間 主題 講師

I 
97年
6/15

AM
10:00-10:50 
11:00-11:50 

氣喘的致病機轉

衛教原理與方法

徐世達 主任 

李碧珠 老師

AM
10:00-10:50 
11:00-11:50

常見過敏原與預防
塵蹣與蟑螂
寵物、花粉與食物

羅永邦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II 

97年

9/14

PM 
13:00-13:50 
14:00-14:50 
14:50-15:10 
15:10-16:00 
16:10-17:00 

呼吸治療原理與肺部復原

過敏疾病口服藥物治療

Coffee break 

過敏疾病局部藥物治療(吸入藥、噴鼻藥)

吸入藥與噴鼻藥之實務操作

譚美珠 理事
朱斯鴻 醫師

朱斯鴻 醫師

闕貴玲 常務監事

III

97年

12/14

Coffee break 

氣喘發作時的處理方法
氣喘病的居家與學校自我照顧/
氣喘兒旅遊須知

特殊情況的氣喘治療(呼吸道感染、藥物
誘發型氣喘、吸煙、運動誘發型氣喘)
尖峰呼氣流速計實務操作

龍厚玲醫師/徐世達主任

羅永邦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羅永邦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闕貴玲常務監事

PM 
13:00-13:50 

14:00-14:50 

14:50-15:10 

15:10-16:00 

16:10-17:00 

IV
97年
3/9

AM
10:00-10:50 
11:00-11:50 

氣喘病的早期防治(產前防治/出生後的
預防)
懷孕與氣喘病

龍厚玲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PM
13:00-13:50 
14:00-14:50 
14:50-15:10 
15:10-16:00 
16:10-17:00 

氣喘病的流行病學與盛行率

過敏性鼻炎和氣喘的關係

Coffee break
過敏原檢查

過敏原檢查實務操作

李佳璇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黃立心 醫師

AM
10:00-10:50 
11:00-11:50

氣喘病的臨床監測/尖峰呼氣流速計的使
用與判讀
2006年氣喘診療指引介紹

高羽璇 醫師

黃立心 醫師

PM
13:00-13:50 
14:00-14:50 

14:50-15:10 

15:10-16:00 

16:10-17:00 

氣喘病之長期照護

與氣喘相關的過敏疾病：異位性皮膚炎

Coffee break 

衛生署慢性照護計畫簡介

課程總結

曾詩涵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柳篣邁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黃立心 醫師

黃立心 醫師

徐世達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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