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敏指數預報對過敏氣喘病人的重要性

＊過敏性鼻炎治療準則

＊蟑螂過敏

＊氣喘衛教經驗分享

【
醫
療
新
知
】





出版者：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天祥路16巷15號6樓之9
電話：(02)2521-8926      傳真：(02)2531-3625
劃撥帳號：19832628
發行人：徐世達
理事長：徐世達
總編輯：溫港生
執行編輯：徐世達、王瑩玉、高碧霞、蘇有村、溫港生
編輯諮詢委員：李碧珠、黃立心、柯逸郎、蔡肇基、王世叡、 
                                  吳維峰、陳五常、林應然、翁麗緻、黃文琇、 
                                  蘇秦明、黃初雪、闕貴玲、龍厚玲、羅永邦、 
                                  蘇有村、王弘傑、廖婉智、高羽璇、林孝義、 
                                  潘仁佑、譚美珠、陳宇照
E-mail : asthma.edu@msa.hinet.net
Http : //www.asthma-edu.org.tw

歡迎來信索取，來函請付五十元(工本費及回郵)

台 北 誌 字 第 889 號

目錄
頁次

醫療新知
04   過敏指數預報對過敏氣喘病人的重要性.......................................徐世達

13   過敏性鼻炎治療準則....................................................................徐世達

18   蟑螂過敏......................................................................................蘇秦明

衛教分享
21   氣喘衛教經驗分享........................................................................王婷瑩

會務報導
24   會務報導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季刊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94.12.31

台 北 誌 字 第 889 號



4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第14期會刊

醫療新知

過敏指數預報對過敏氣喘病人的重要性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徐世達  理事長

【簡介過敏氣喘病及其防治】

近年來醫學界已經瞭解了遺傳性過敏病基本上乃是一種與多重基因遺

傳有關的慢性過敏性發炎反應。 此炎症反應會因受到各種誘發因素的激發

造成臨床上的過敏發作，而其發作的部位則與其所遺傳到的各別器官異常有

密切的關係。當此炎症反應發生於支氣管時我們稱之為氣喘病， 發生於鼻

腔、眼結膜時稱之為過敏性鼻結膜炎，發生於胃腸時稱之為過敏性胃腸炎，

而當其發生於皮膚時我們稱之為異位性皮膚炎。

 在所有遺傳性過敏病當中，以曾造成多位知名人士死亡及其發作時有

駭人臨床嚴重度的氣喘病，最受人重視。氣喘病長久以來即為各國所重視的

國民健康問題，為人們無法工作或就學兒童缺課的常見原因。其罹病率與死

亡率在全球大多數的地區亦有逐年增加的傾向，台大醫院小兒科故謝貴雄教

授曾在他所主導調查的大台北地區學童氣喘病罹病率報告中發現，氣喘罹病

率已由民國63年的百分之一點三，增加至民國73年的百分之十點七九，顯

示有明顯增加的現象。近年來另外兩次的大台北地區學童氣喘病罹病率的

問卷調查〈民國87與91年〉其比例更是快速增加到高達百分之十六與百分

十九。民國96年台北市衛生局相關委託調查統計也顯示氣喘在台北市國小

一年級學童約有20.34%的盛行率。民國91與96年調查研究中同時也顯示國小

學童過敏性鼻炎罹病率更是已經增加到約50%。而氣喘病的死亡率，在民國

91年以前一直都是台灣地區每年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到了民國91年才退出

十大死亡原因。目前每年仍約有一千兩百多位氣喘病人因氣喘發作而死亡。

通常我們可將誘發過敏性體質發作的因素大分為兩大類，其中呼吸道

病毒感染、過敏原〈尤其是居家環境中的塵璊與貓狗等有毛寵物〉、和化學

刺激物〈尤其是香煙所含的尼古丁〉可直接誘發其發作; 而持續劇烈運動、

食用冰冷食品、天氣濕度溫度的激烈變化〈如季節進入乾冷的秋天或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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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雷陣雨〉、進出冷氣房其室內外溫差大於攝氏7 o C、和精神情緒的不穩

定〈如玩的太興奮或是挨罵心情很鬱悶〉等，則只會對早已存在過敏性發

炎且已高過敏度的標地器官如支氣管等，造成支氣管平滑肌的暫時性收縮

反應。所以對於有慢性過敏性發炎反應持續存在尤其是病情不穩定的過敏

氣喘病人，日常生活中相對於人體內正常狀況下維持衡定的核心38.3 o C體

溫與正常的黏膜濕度與水份，室內外天氣濕度溫度的激烈變化與空氣污染

物〈包括懸浮微粒與化學刺激物〉的大幅增加，都會造成病人過敏氣喘臨

床症狀的急性惡化。嚴重時甚至會造成病人呼吸衰竭與生命威脅。因此如

何預知周遭環境溫度濕度與空氣污染的較大幅度變化，事先提醒病人作好

自我防護措施，即可保護過敏氣喘病人，不再造成病人過敏氣喘臨床症狀

的反覆急性惡化，造成身體器官組織的不可逆的傷害，如此過敏氣喘病人

〈尤其是孩童〉的臨床症狀才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控制，甚至長期不會再誘

發過敏氣喘發作。

【環境中有那些物質容易造成空氣污染誘發過敏氣喘發作？】

環境中會造成空氣污染的物質，包括室內與室外的吸入型過敏原與空

氣污染物。環境中會造成空氣污染的室內外的吸入型過敏原與空氣污染物

的過度增加，不但會造成免疫力正常的健康民眾容易產生呼吸系統疾病，

對於免疫力偏差的呼吸道過敏病人所造成的傷害，會遠大於正常人。

台灣空氣品質除了受到台灣地區本身的污染源影響外，每年從台灣境

外地區移入的污染亦嚴重影響台灣空氣品質，包括人為及自然環境的影響

〈如印尼森林火災所造成的霾害或大陸的沙塵暴〉。

近年來在台灣由於空氣污染劇增，及室內環境西化，大家要求柔軟舒

適、節省能源，居家房屋通氣不良，使得空氣污染物與過敏原〈尤其是塵

蟎〉的濃度逐漸累積，居高不下，造成全球性過敏氣喘病的嚴重度及人數

逐年增高，使得有機會產生過敏氣喘病死亡

率的危險病人群數目大增。

有很多文獻皆已經證實空氣中極微量之

過敏原即可使這些過敏患者產生過敏病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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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室內吸入性過敏原包括家塵、塵蟎、羽毛、狗皮屑、貓皮屑、黴菌、和

蟑螂等。室外吸入性過敏原主要是由植物類〈藻類、青草、雜草、樹木〉和

黴菌〈各種黴菌的孢子〉產生，尤其是風媒花的花粉和黴菌孢子最容易引起

過敏症狀。

空氣污染的定義是當空氣中蓄積的刺激物達到一定程度，足以對人

類、動物、或植物造成傷害，稱之。無論室內或室外的刺激物都可以造成空

氣污染。

現代化的建築技術與室內空氣污染之增加有關，例如，現代化的節省

能源的隔熱建築和房子會在門及窗上使用節約能源用的隔絕物，其室內空氣

更換率通常只有一般結構建築的一半。室內污染的產生與房屋的設計和裝璜

也有關，特別與是否使用彈簧床墊、地毯以及傢俱的舖墊有關。每戶人家的

室內環境皆不同，空氣品質在每戶每室之間皆有所差異。目前我們已知的主

要的室內空氣污染物成份包括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甲醛〈formaldehyde〉、和生物性內毒素，這些污染物的產生來

源可歸納如下列方式：

用天然氣或液化丙烷煮飯，可產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二氧化氮、以及一氧化氮。

用木柴、煤油或煤煮飯可產生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和二氧化硫，

和可吸入的顆粒。

用瓦斯、木柴、煤和煤油以及壁爐取暖者可產生一氧化碳、二氧化

碳、一氧化氮、氮氧化合物、可吸入的顆粒、以及顆粒性油煙。

使用含有揮發性有機物甲醛的泡沫充填物、粘膠、防火板、壓縮板、

合板、地毯隔板以及編織物的裝璜材料，以及使用油漆或其他可釋放異氰的

材質。

其他刺激氣體如家用噴霧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如芳香劑、清潔

劑、烹調油等〉和其他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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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煙與二手煙可產生大量而複雜的混合氣體、蒸氣、和顆粒物質，是

最常見的室內刺激物的來源，菸草的煙霧中已鑑定出4，500種以上的化合

物和污染物，其中包括可吸入性顆粒、多環氫碳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

化碳、一氧化氮、尼古丁和丙烯醛〈acrolein〉等。

【室外空氣污染物質】

目前台灣最重要的室外空氣污染物質主要包括懸浮微粒（PM 2 .5和

PM10）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臭氧（O3）及化學

次激物質。我們將分別簡述如下：

【懸浮微粒（PM2.5和PM10）】

係指粒徑在2.5微米或10微米以下之粒子，又稱浮游塵。主要來源包括

道路揚塵、車輛排放廢氣、露天燃燒、營建施工及農地耕作等，或由原生

性空氣污染物轉化成之二次污染物，由於粒徑小於10微米以下，能深入人

體肺部深處，如該粒子附著其他污染物〈尤其是化學污染物〉，則將加深

對呼吸系統之危害。近年來研究顯示碳成分為懸浮細微粒主要成分之一。

粒狀物之碳成分依揮發性，可分為揮發及半揮發之有機碳〈OC〉與非揮發

性之元素碳〈EC〉，其中EC主要來自原生性排放，例如交通污染源，而OC

則來自於原生性或經由氣態有機物衍生性產生。

【二氧化硫（SO2）】

除自然界產生外，一般為燃料中硫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者，為一

具刺激臭味之無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硫酸；於空氣中可氧化

成硫酸鹽，為引起酸雨的主要物質。

【氮氧化物（NOx）】

氮氧化物主要包括一氧化氮（NO）及二

氧化氮（NO2），其生成原因係來自燃燒過

程中，空氣中氮或燃料中氮化物氧化而成，

一氧化氮為無色無味氣體，稍溶於水，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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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生成之氮氧化物以一氧化氮為主要成份，光化學反應中可反應成二氧化

氮。

二氧化氮為具刺激味道之赤褐色氣體，易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硝酸

及硝酸；參與光化學反應，吸收陽光後分解成一氧化氮及氧，在空氣中可氧

化成硝酸鹽，亦是造成雨水酸化原因之一。

【一氧化碳（CO）】

除森林火災、甲烷氧化及生物活動等自然現象產生外，主要來自石化

等燃料之不完全燃燒產生，無色無味，比空氣輕，由於一氧化碳對血紅素的

親和力比氧氣大得多，因此，可能造成人體及動物血液和組織中氧氣過低，

而產生中毒現象。

【臭氧（O3）】

係一種由氮氧化物、反應性碳氫化合物及日光照射後產生之二次汙染

物。具強氧化力，對呼吸系統具刺激性，能引起咳嗽、氣喘、頭痛、疲倦及

肺部之傷害，特別是對小孩、老人、病人或戶外運動者有較大影響。

臭氧並非直接排放，是由氮氧化物（NOx）與揮發性有機物（VOCs）經

一連串光化反應而形成。

室外空氣污染的型式主要可分為兩種：工業煙霧〈二氧化硫顆粒複合

物〉和光化煙霧〈臭氧和氮氧化合物〉，在某些地區可混合存在。空氣污染

物的程度多寡乃受天候條件和當地的地理特徵影響。

【室外空氣污染指數〈環保署預報〉】

空氣污染指標為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懸浮微粒〈PM10〉〈粒徑

10微米以下之細微粒〉、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

〈CO〉及臭氧〈O3〉濃度等數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算出

不同污染物之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污

染指標值〈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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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外的空氣污染物質對人體的影響】

室內外的空氣污染物質〈包括抽煙與二手煙〉會對人體〈尤其是有

遺傳性過敏體質的過敏病人〉呼吸系統造成相當程度的傷害。抽煙與吸二

手煙對有異位性體質的個體〈包含懷孕母體子宮內的胎兒〉的異位性疾病

的發作及其過敏性炎症反應的持續存在，皆有很強的促進性免疫調節〈佐

劑〉作用。抽煙與吸二手煙皆會增加異位性個體氣喘病發作的發生率，尤

其是當病童接觸香煙的時間越長，且其性別為男性時，其受香煙的危害率

會更加嚴重。兩歲以下的兒童，父母吸菸可使兒童的呼吸道疾病罹病率明

顯增加。

在許多國家肉眼可見的污染已經下降，但是肉眼看不見的污染〈主要

來自排放的廢氣〉則升高了。氮氧化合物的濃度在近十年來已經上升，此

污染可損傷呼吸道上皮，而此損傷可使其他抗原更容易進入肺部，造成肺

部進一步的傷害。其他的空氣污染物，如臭氧、氮氧化合物、酸霧、以及

顆粒物質皆與氣喘的症狀和惡化有關。當二氧化硫、臭氧、以及氮氧化合

物的濃度達到高污染程度時，可誘發支氣管收縮，暫時增加氣道反應性和

加重過敏反應。

【室外過敏指數預報對過敏氣喘病人的重要性】

降低室內室外過敏原和空氣污染物即可使居家環境的空氣清新。我們

知道反覆呼吸道疾病與過敏氣喘病症狀的發生和環境中空氣污染物與過敏

原的量息息相關，因此，縱使無法達到完全的控制，仍須控制室內外環境

以減少空氣污染物與過敏原。根據我們的經驗，誘發小兒氣喘體質發作的

最重要的過敏原仍以家塵中的塵蟎為最多，約占90%以上。環保署曾委託

台灣大學昆蟲系徐爾烈教授進行蟎相調查，結果發現台灣地區百分之

七十五的住家中充斥著塵蟎，室內每公克灰塵中隱藏著平均兩千隻甚

至有的高達一萬隻以上的塵蟎，遠高於誘

發過敏氣喘所需要的每公克灰塵一百至

一千隻以上塵蟎的濃度。而台灣地區居家

室內總蟎數分布以地毯最多，其次為棉

被、床墊、枕頭、地板、及沙發。因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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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氣喘衛教學會除了免費提供完整資訊教導過敏氣喘病人及其家屬如何避免

台灣地區重要室內外過敏原以及如何將室內空氣污染物降到最低以維持室內

空氣清新外。

我們並將根據實證醫學的研究結論，配合環保局與中央氣象局每天對

天氣溫度濕度與空氣污染指數的預測報導，提供給所有民眾〈尤其是過敏氣

喘病人家屬以及關心過敏氣喘病的民眾〉室外天氣溫度濕度環境變化與空氣

污染指標對過敏氣喘疾病的可能影響進行逐日分析與提醒。我們將針對高達

約三成的台灣地區過敏人口〈台北市國小一年級學童氣喘比例統計比例已超

過20%；而大台北地區與台北市國小一年級學童鼻子過敏比例則約占50%〉

容易造成不同程度臨床過敏症狀發作的三種天氣變化指標，加以統整。並由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的過敏氣喘專科醫師逐日審視分析後，發布於媒體與學會

網站，當日誘發過敏氣喘的大氣溫度濕度與空氣污染指數的變化是否已達誘

發過敏氣喘病人不同程度臨床發作的臨界指標〈簡稱過敏指數〉。〈附件一

至四〉提醒過敏氣喘病人每天事先作好過敏氣喘發作預防措施，以降低或防

止病人過敏氣喘疾病的急性臨床惡化，進而減少病人因此所造成的身體病痛

與傷害以及因而無法上學與工作的整個國家社會與家庭的加成損失。

【附件】

附件一：室內外溫差

溫 差
指數

氣象局公佈溫
差–平均室溫

過敏指數說明 溫馨建議

良好 2℃-3℃ 對一般人皆無明顯影響
天天養成運動習慣，天天注
意過敏指數，過敏遠離你！

普通 4℃-6℃
對過敏族群健康無立即影響，
但請注意保暖

出門前，請先多穿一件外
套，進到室內後，也別急著
脫掉哦！

不良 7℃以上
容易誘發氣喘、過敏性鼻炎等
症狀

進出室內、室外之前，衣物
都別急著脫掉，拿杯溫開
水，讓熱氣濕潤鼻子一下，
比較不會馬上打噴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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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乙醯膽鹼受體阻斷劑吸入型治療的機轉

附註：溫差指數定義：以室內、室外溫差為標的。

台灣室溫：

夏日室溫：平均28度 冬日室溫：平均20度 春日/秋日室溫：平均24度

附件二：相對濕度指數

溼度指數 氣象局公佈相對溼度 過敏指數說明 溫馨建議

良好 40%-50% 塵蟎無法生存
天天養成運動習慣，天天注意過敏指
數，過敏遠離你！

普通 51%-60%
請注意塵蟎存
活可能

盡可能多多除溼。居家環境避免絨毛
玩具，趁好天氣的時候曬曬寢具囉！

不良 70%以上
適合塵蟎存活
之潮濕環境

睡覺前一小時，先進行房間除溼，降
低溼度，讓塵蹣較不易存活。衣物這
時不易晾乾，也請烘乾，同時隨身攜
帶個人過敏藥品，以備不時之需。

附件三：室外空氣污染指數

空氣污染
指數

環保署公佈懸浮微粒
〈單位：µg/m³〉

過敏指數說明 溫馨建議

良好 良好 0 - 50 對一般民眾身體健康無影響
天天養成運動習慣，
天天注意過敏指數，
過敏遠離你！

普通 普通 51 - 100 對過敏族群健康無立即影響
天天養成運動習慣，
天天注意過敏指數，
過敏遠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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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不良

不良 101 - 199
對過敏族群會有輕微症狀惡
化的現象，如臭氧濃度在此
範圍，眼鼻會略有刺激感

出門前，記得戴上口
罩，減少戶外活動
哦！

非常不良 200 - 299

對過敏族群會有明顯惡化的
現象，降低其運動能力；一
般大眾則視身體狀況，可能
產生各種不同的症狀

出門前，記得戴上口
罩及護目鏡，並且減
少戶外活動哦！

有害 300 - 500

患有呼吸系統疾病的人病徵
會明顯轉壞，而一般人普遍
也會感到不適，包括眼睛不
適、氣喘、咳嗽、痰多、喉
嚨痛等等

出門前，一定要戴上
口罩及護目鏡，盡量
待在室內，也請隨身
攜帶個人過敏藥品，
以備不時之需。

附件四：室外空氣污染指數〈環保署預報〉

空氣污染指標為依據監測資料將當日空氣中懸浮微粒〈PM10〉〈粒徑

10微米以下之細微粒〉、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

〈CO〉及臭氧〈O3〉濃度等數值，以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分別換算出

不同污染物之副指標值，再以當日各副指標之最大值為該測站當日之空氣污

染指標值〈PSI〉。

環保署室外空氣污染物濃度與污染副指標值對照表

污染物 PM10 SO2 CO O3 NO2

統計方式
2 4 小 時 
平均值

2 4 小 時 
平均值

2 4 小 時 內 
最大8小時平
均值

2 4 小 時 內 
最大小時值

2 4 小 時 內 
最大小時值

單位 µg/m3 ppb ppm ppb ppb

PSI值

50 50 30 4.5 60 -

100 150 140 9 120 -

200 350 300 15 200 600

300 420 600 20 400 1200

400 500 800 40 500 1600

500 600 1000 50 600 2000

PSI值與健康影響〈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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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指標 
〈PSI〉

0～50 51～100 101～199 200～299 >=300

對健康的影響
良好 普通 不良 非常不良 有害

Good Moderate Unhealthful Very Unhealthful Hazardous

狀態色塊
(綠色) (黃色) (紅色) (紫色) (咖啡色)

人體健康影響

對 一 般 民
眾 身 體 健
康 無 影
響。

對敏感族群
健康無立即
影響。

對敏感族群會
有輕微症狀惡
化的現象，如
臭氧濃度在此
範圍，眼鼻會
略有刺激感。

對敏感族群會
有明顯惡化的
現象，降低其
運動能力；一
般大眾則視身
體狀況，可能
產生各種不同
的症狀。

對敏感族群
除了 不適症
狀顯著惡化
並造成某些
疾病提早開
始；減低正
常人的運動
能力。

過敏性鼻炎治療準則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徐世達 理事長

【認識遺傳性過敏病】

近年來醫學界已經瞭解遺傳性過敏體質基本上乃是一種與多重基因遺

傳有關的慢性過敏性發炎反應，此炎症反應會因受到各種環境誘發因素的

激發造成臨床上的過敏發作，而其發作的部位則與其所遺傳到的各別器官

異常有密切的關係。當此炎症反應發生於支氣管時我們稱之為氣喘病，發

生於鼻腔、眼結膜時稱之為過敏性鼻結膜炎，發生於胃腸時稱之為過敏性

胃腸炎，而當其發生於皮膚時我們稱之為異位性皮膚炎。

【認識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鼻炎的臨床定義為有遺傳性過敏

體質病人的鼻黏膜在接觸到其所遺傳到會產

生致敏化的過敏原後，由免疫球蛋白E〈Ig 

E〉媒介產生的發炎反應所引起的一系列鼻

部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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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呼吸系統可大分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兩部分，兩者以喉頭為

界。鼻腔屬於上呼吸道，為人類氣道的一個重要的出入口及守門者。它可藉

由加溫、加溼、及過濾吸入空氣中的有害或可致敏的過敏原顆粒，而達到保

護周邊氣道細微結構的作用。但也就是因為此作用，使得鼻子成為遺傳性過

敏性體質最容易受到傷害，累積過敏性發炎反應，並且造成過敏性臨床症狀

表現的器官組織。

根據1994年台大小兒科謝貴雄教授調查大台北地區的十萬名國小學

童其中約有33%的小學生患有過敏性鼻炎。近年來於國小學生患有過敏性

鼻炎的盛行率的流行病學統計，不管在大台北地區〈2002年〉或是台北市

〈2007年〉，國小學童過敏性鼻炎罹病率皆已經增加到約50%。

在台灣，引起兒童過敏病常見的吸入性過敏原有塵蟎、蟑螂、狗皮

屑、貓皮屑和黴菌等。至於食物性過敏原則很少引起單純性過敏性鼻炎。在

這些過敏原中尤其是以家塵中的塵蟎為最重要。

【過敏性鼻炎的臨床症狀】

過敏性鼻炎的臨床症狀主要為流鼻涕、鼻塞、鼻子癢、打噴涕，這些

症狀可自行或經治療後消失。有些病人尚會造成說話有鼻音，眼睛、喉頭、

耳道癢，甚至頭暈、頭脹感。病人往往因此而注意力不能集中，影響到其工

作或功課上的表現。病人在理學檢查時往往可見有下眼瞼處呈黑色，且具

有橫紋〈Dennie-Morgan's lines〉；朝天鼻、以手掌往上搓鼻子，鼻樑上有橫

摺；以嘴巴呼吸；鼻黏膜腫脹呈白色黏液或水樣，若有繼發性細菌感染時，

可呈現紅色併有黃或綠色膿液。其常見的合併症為反覆性鼻竇炎、腺樣體肥

大、歐氏管功能不良、反覆性中耳炎、嗅覺失靈、睡眠障礙、及因長期以嘴

巴呼吸所引起的各種併發症。

【過敏性鼻炎的新分類】

以前過敏性鼻炎的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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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時與花

粉有關的季節性過敏性鼻炎，其臨床症狀確是經年存在的。反之，對塵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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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的經年性過敏性鼻炎有時卻會呈現無症狀時期。

最新的過敏性鼻炎分類法則是結合過敏性鼻炎的症狀及對生活品質

的影響來根據病程，將過敏性鼻炎分為”間歇型”〈以花粉過敏為代表〉

和”持續型”〈以塵蟎過敏為代表〉兩類。再根據過敏性鼻炎病情的嚴重

度，即症狀及對生活品質的影響，進一步將過敏性鼻炎又分為”輕度”

〈表示無令人困擾的症狀〉和”中/重度” 。根據這種最新的分類方法，我

們可將過敏性鼻炎分為 ”輕度間歇型”、”中/重度間歇型”、”輕度持續

型”和 ” 中/重度持續型”等四類。

【過敏性鼻炎的新分類】

間歇型 持續型

症狀發生天數 症狀發生天數

<4天/週 >4天/週

或病程<4週 和病程>4週

輕度 中/重度〈有下列一項或多項〉

睡眠正常 不能正常睡眠

日常活動,運動和休閒娛樂正常 日常活動,運動和休閒娛樂受影響

工作和學習正常 不能正常工作或學習

無令人困擾的症狀 有令人困擾的症狀

目前在台灣地區的過敏性鼻炎病人大多對塵蟎過敏，且當他們尋求過

敏免疫學專科醫師的治療時，皆已經產生令人困擾的症狀，所以根據過敏

性鼻炎治療的ARIA準則，其疾病嚴重度的分類都屬於中/重度持續型過敏性

鼻炎。

【過敏性鼻炎的診斷】

1 . 一個典型的過敏病史〈包括家族

史〉、過敏性鼻炎臨床症狀、與過敏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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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相符的理學檢查。

2.共通的遺傳性過敏病檢查〈包括嗜酸性白血球與IgE的總量、特異性

IgE抗體、或過敏性皮膚試驗〉以找出病人的過敏體質或其致敏原。

3.鼻黏膜嗜酸性白血球抹片。

4.鼻腔激發試驗。

【過敏性鼻炎的治療】

面對已產生遺傳性過敏病〈包括過敏性鼻炎〉的病人，找出病人所遺

傳到會過敏的過敏原將其避免掉，以防止發炎反應繼續累積，乃是我們目前

所知最有效的抗過敏發炎治療。至於已經累積在病人身體內的過敏性發炎反

應，則須由過敏免疫學專科醫師適當使用抗過敏發炎藥物，使其體內過敏

性發炎反應大幅降低，病人才有機會不再受到遺傳性過敏病的困擾。所以

找出病人過敏的過敏原〈包括塵蟎、蟑螂、貓狗有毛�寵物、黴菌、及花粉

等〉，並加以適當地避免之是最重要的處置。

目前用來治療過敏性鼻炎的藥物包括抗組織胺〈口服或局部鼻腔噴霧

使用〉、血管收縮劑〈口服或局部鼻腔噴霧使用〉、咽達永樂〈局部鼻腔

噴霧使用〉、抗膽鹼劑〈局部鼻腔噴霧使用如Ipratropium〉、白三烯調節

劑〈口服使用〉、與類固醇製劑〈必要時的口服類固醇或局部鼻腔噴霧使

用〉。〈表一〉鼻腔局部使用的噴霧式類固醇製劑是台灣地區持續型過敏性

鼻炎病童的最有效治療選擇。

目前在台灣地區的過敏性鼻炎病人大多對塵蟎過敏，都屬於中/重度

持續型過敏性鼻炎，根據過敏性鼻炎ARIA治療準則對於中/重度持續型過敏

性鼻炎病人治療的首選藥物為噴霧式鼻內類固醇製劑，尤其是新一代的類

固醇製劑包括Fluticasone〈第三代，即Flixotide〉和Mometasone〈第四代，即

Nasonex〉。噴霧式鼻內類固醇製劑對中/重度持續型過敏性鼻炎病人的維持

治療，須於病情穩定後再持續治療一個月以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1年

的宣佈適當使用此新一代的類固醇即使對孩童最細微的生長發育也不會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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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影響，因為新一代的噴霧式鼻內類固醇製劑的局部抗發炎作用增加，

系統清除率加速，經肝臟的第一次通過代謝率近乎完全，且生體獲得率大

幅降低，使得適當使用的病人，很少產生不當使用類固醇所造成的任何全

身性或局部性的副作用。對於極少數已正確地改善了環境避免過敏原及刺

激物〈尤其是塵蟎過敏的防治〉，並接受了適當的藥物治療，而仍有持續

嚴重症狀的病人，減敏療法可提供其另一種治療的選擇。當在某些特殊狀

況下，具有資格的過敏免疫專科醫師欲執行此一免疫減敏注射療法時，除

須隨身備有完整的急救設備外，尚須觀察注射完的過敏病童至少二、三十

分鐘的時間。

【同一氣道同一種疾病-過敏性鼻炎與氣喘】

鼻腔與支氣管都屬於呼吸系統的一部份，但是由於解剖學位置、週邊

結構、與生理功能的不同，這些相互接連的呼吸道黏膜組織亦有相當程度

的不同之處，例如位於上呼吸道的鼻腔的外圍受到堅硬的頭骨限制，當其

黏膜產生的過敏性發炎反應造成局部黏膜腫脹時，只能向鼻腔內凸出，因

此而造成鼻道阻塞現象。鼻腔的生理功能須要對吸入的空氣加溫、加溼、

並加以過濾，所以不但具有鼻毛，且富含豐富的靜脈血管網，但是不具有

平滑肌組織。反之，位於下呼吸道的支氣管的外圍為柔軟的肺部組織，且

因其須要維持適當張力，以調節空氣的進出量，故具備有完善的平滑肌組

織。

根據流行病學的研究，78%的氣喘病人有鼻部症狀，而38%的過敏性鼻

炎病人曾發生氣喘。有關過敏性鼻炎與氣喘病相關性的致病機轉，主要為

在鼻腔及支氣管形成的一種連續性的過敏性的呼吸道炎症反應〈所謂的同

一氣道同一種疾病〉，其它尚包括；1〉神經〈鼻腔–支氣管〉反射；2〉鼻

涕倒流；3〉過敏性發炎細胞及其介質由鼻腔被釋放到全身血液循環，再到

肺部去；4〉鼻塞引起鼻腔對吸入空氣的加溫、加溼、和過濾功能的減少；

和5〉鼻塞引起的嘴巴呼吸會使得肺部吸入過

敏原的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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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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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也應該注意是否有過敏性鼻炎〈病史及理學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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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來

同時治療過敏性鼻炎與氣喘病的藥物，包括類固醇、咽達永樂、抗膽鹼激導

性劑、茶鹼、和白三烯調節劑等。至於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的使用，只對

氣喘病有效；而有血管收縮作用的甲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則只對過敏性鼻炎有

效。

表一 ARIA過敏性鼻炎治療準則

藥物治療對減緩鼻炎症狀的效果

藥物名稱 噴嚏 鼻漏 鼻塞 鼻癢 眼部症狀

H1-抗組織胺 

口服 ++ ++ + +++ ++

鼻內 ++ ++ ++ ++ 0

眼內 0 0 0 0 +++

類固醇 鼻內 +++ +++ +++ ++ ++

咽達永樂
鼻內 + + + + 0

眼內 0 0 0 0 ++

去鼻充血劑
鼻內 0 0 ++++ 0 0

口服 0 0 + 0 0

抗瞻鹼劑 0 ++ 0 0 0

抗白三烯調節劑 0 + ++ 0 ++

蟑螂過敏
蘇秦明1，林佩昭2，巴秀霞3。

1.上醫囝囡診所，2.高雄醫學大學護理研究所，3.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臺灣常見的蟑螂有那些？】

全世界的蟑螂大約有四千種，而台灣的蟑螂也有六十多種。大多數的

蟑螂生長在熱帶地區，台灣處於亞熱帶，一年四季其實都有蟑螂危害，只

是夏季最明顯。在台灣居家環境中常見的蟑螂種類有：美國蟑螂〈Peri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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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a americana〉、德國蟑螂〈Blatella germanica〉、亞洲蟑螂〈Blatella orien-

talis〉、澳洲蟑螂〈Periplaneta australasiae〉、棕紋蟑螂〈Supella supulledi-

um〉。在餐廳等公共營業場所，以德國蟑螂較為普遍；而住家則以美國蟑

螂較多。

【那些蟑螂比較易引起過敏症狀？】

蔡肇基從100名對德國及美國蟑螂均會過敏的氣喘病患中發現，病患體

內美國蟑螂過敏兔疫球蛋白IgE的平均濃度，比德國蟑螂高出五倍以上。推

論美國蟑螂比德國蟑螂的致敏性更強，更容易誘發氣喘，氣喘患者應多加

防範。

【蟑螂那些成份會導致過敏？】

蟑螂的殼屑、唾液、排泄物、分泌物、脫落的表皮內的蛋白質都含有

高度致敏性的過敏原。由於蟑螂居住在陰暗的地方，死後不易被發現；時

間一久，會分解成細小的粒子；這些微粒會飄浮在空氣中。如果吸入呼吸

道時，便造成過敏性發炎反應。

【蟑螂的主要過敏原是什麼？】

漂浮在空氣中的蟑螂過敏原是僅次於塵蟎的第二位過敏原。蟑螂的過

敏原有許多種。目前已有三種美國蟑螂過敏原〈Per a3、Per a1與Per a7〉與

六種德國蟑螂過敏原〈Bla g1、Bla g2、Bla g4、Bla g5、Bla g6與Bla gBd90k〉被

分離，並且確定基因序列。不同種類的蟑螂之間，因為會含有結構組成相

似的過敏原成分，而易產生交叉過敏〈cross-reaction〉。

【蟑螂最適合在什麼環境下生長？】

蟑螂喜歡溫暖潮濕的環境。由於台灣地

處亞熱帶，雨量又豐沛，溫暖潮濕的氣候最

適合蟑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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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蟑螂吃什麼？】

蟑螂的生命力強大，什麼都能食。人類的食物，書本、壁紙、皮鞋的

內層、動物的毛髮，甚至是昆蟲或動物的屍體、血液、動物糞便、甚至人們

隨口吐出的痰等都是蟑螂的食物來源。

【蟑螂可以活多久？】

以體型最小的德國蟑螂為例，從卵到成蟲需時45～90天，而成蟲可以

活92至145天。母蟑螂每十天產卵一次，每次可產30多個卵。

【蟑螂都藏在什麼地方？】

大部分的蟑螂性喜溫暖潮濕，具有群聚性、夜行性及趨觸性。牠們夜

出覓食，日間則藏匿於各處之縫隙中，以免受干擾或其他天敵之侵害；但在

受到驚擾或在棲身場所之族群密度過高時，白天亦可發現。然而亦有少數種

類是白天活動者。蟑螂具有趨觸性，故當其棲息時，多隱身於牆、櫥櫃、抽

屜、傢俱之空隙裂縫內。晚上則出沒於黑暗潮溼之處，成群爬出覓食，夜間

活動時突然受到光照射會急速逃向黑暗的蔽護所在。德國蟑螂常藉由傢俱、

盛物紙箱、飲料箱或旅行皮箱攜入新環境而孳生。

【那些地方蟑螂過敏原的量最多？】

家中很多地方都有蟑螂過敏原，但最適合蟑螂躲藏與生活是有縫隙與

食物殘渣殘留的地方；所此廚房的蟑螂過敏原濃度最高。

【如何發現蟑螂出沒的地方？】

在蟑螂攝食的過程中，除了經常嘔出部份消化之食物外、會有邊食邊

排便之習性；而且蟑螂有臭腺，能分泌臭液，所以發現有些櫥櫃或角落總是

散發蟑螂獨特的臭味，表示這是蟑螂出現過沒的地方。

【如何遠離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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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免疫球蛋白E抗體阻斷劑在氣喘患者之應用

杜絕蟑螂的食物來源：避免殘留食物，徹底清除所有食物殘渣。食

後煱碗瓢盤要馬上清洗，不可堆積在洗碗槽內。碗筷洗淨後要順便清理廚

房和餐廳，瓦斯爐下、流理檯、流理檯旁與瓦斯爐旁的牆壁、洗碗槽、櫥

櫃、廚房與餐廳地板等都要清理與擦拭。當天的垃圾要當天倒或垃圾桶要

加蓋。所有放在室內的食物一定要加蓋，杜絕蟑螂的食物來源。

去除蟑螂藏身的地方：蟑螂喜歡躲在縫隙中，所以要將家中牆壁、地

板、排水管及流理檯與牆壁之間的縫隙以矽膠乾燥劑填補。漏水的水龍頭

一定要修好，家中不要儲存紙箱、報紙或空瓶，因為這些都是蟑螂最喜歡

出沒的地方。睡覺前，將廚房、浴室裡所有的排水孔以塞子或蓋子封閉，

以防蟑螂沿著排水管進入。

驅蟑藥物：包括噴灑殺蟲乳劑、粉劑、餌劑誘殺、捕蟑盒或蟑螂屋

等。蟑螂屋要每星期更新。不管是噴劑或藥劑，要用在廚房、冰箱下或櫥

櫃等蟑螂經常出沒的地方。

杜絕蟑螂並不表示立即去除蟑螂的過敏原；因為有效去除房子內的蟑

螂後，房子內仍可檢測出蟑螂的過敏原長達六個月。雖然六個月內仍可檢

出蟑螂過敏原，但過敏原濃度該降低至程度，對才過敏症狀有幫助，仍有

待研究確認。

氣喘衛教經驗分享
三軍總醫院藥劑部 王婷瑩藥師

「在某一個寒冷冬日的下午診時段，從門口走入一位看似焦慮的男

士，是隔壁診間胸腔內科主治醫師轉介過來

的病人：李先生，54歲，經診斷為氣喘積重

狀態併急性發作。主治醫師特別交待要確認

病人是否真的會使用吸入劑，於是我請病人

坐下來，仔細和病人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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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因為一個參與研究計畫執行的機會，讓我開始對氣喘病人進行衛教。

在將近四年的時間裡，從身為一個只熟悉氣喘藥物治療的藥師，經不斷學習

到現在成為一個全方位的衛教師，無論是經驗的充實還是衛教溝通的技巧，

都有很大的進步，在此將個人的經驗略述一、二，和各位氣喘衛教師分享。

由於我所接觸的病人多是成年人，對於剛被診斷為氣喘的病人來說，

會有些難以接受。在這些病人的觀念裡，被診斷為氣喘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甚至有人會認為沒藥醫了而心煩意亂，對於這樣的病人，要先安撫他們的情

緒，然後他們才能好好把我說的話聽進去。直接灌輸病人對氣喘應有的正確

觀念，說明氣喘的致病機轉及氣喘發作的原因是有效的第一步，其中特別要

強調只要氣喘好好控制，幾乎可以過和正常人一樣的生活，且不像高血壓或

糖尿病需要長期吃藥，多數人在初步了解氣喘後，通常都會平靜下來，也會

願意配合氣喘的治療。

第二步是向病人說明環境控制的重要性，利用事先已準備好的圖片搭

配口頭講解的方式來了解病人環境中有哪些誘發氣喘的事物，並給予排除誘

發因子或預防氣喘被誘發的建議。在成年氣喘病人中，除塵蟎外其他常見的

氣喘誘發物包括吸菸、二手菸、冷空氣、灰塵、刺鼻的氣味…等，對於冷空

氣、灰塵等的避免或預防吸入算是比較容勿做到的，要教導病人避開二手菸

就有些難度，往往因為病人工作環境或家中有人吸菸的關係，在二手菸防治

的部分需要多花費心力，尤其是工作環境中的二手菸，常讓人有躲都躲不開

的感嘆。至於塵蟎、吸菸等，就有說的比做得容易的感覺了，是否能成功勸

導吸菸病人戒菸，有賴於病人的意願，我曾遇過一句話說不抽就不抽的伯

伯，但也遇過寧可少活幾年也要隨時來一根的大哥，若遇到很牛的吸菸病

人，絕不是個人微薄力量可以說服的，往往需要團隊的力量，醫師、護士、

衛教師、家人之外，最好是有成功戒菸的熱心病人提供自身的經驗談，靠病

友間的鼓勵才能達到戒菸的目標。在塵蟎的控制方面，簡單易做的防治方法

大多數的人都可以配合，若說到買一些單價較高的防蟎產品，則成年人的意

願不會太高，在此也可以看到一種有趣且常被提到的現象，就是如果關係到

小孩子，再高的價格父母也會考慮購買，但若只是事關自己，則願意購買的

價格相對就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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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用藥配合度的問題，或許大多數的衛教師較不會注意到這個問

題，因本身的專業在藥學，做衛教的同時，也會注重病人是否有用藥相關的

問題，包括病人本身的用藥配合度。在氣喘病人的用藥上，最常被問到的就

是類固醇的問題，很多民眾會「聞類固醇色變」，同樣也會影響到病人用藥

的意願。對此，在說明氣喘用藥談到類固醇時，一定會提到吸入性類固醇副

作用低且效果好，以減少病人對類固醇的疑慮，提高其配合醫師指示用藥意

願。此外，吸入劑型正確使用的重要性是大家都知道的，建議衛教師們在教

導病人使用吸入劑時，最好請病人當場再做一次，並練習到完全正確為止，

唯有每個步驟確實做好，才能確保藥物達到最大療效。

以文頭所描述的李先生為例，他從事玻璃工作，工作環境中有切割玻

璃產生的細塵，工作休息時也會和同事來一根菸放鬆，對於自己疾病則以消

極的態度來面對，自認一年因氣喘發作住了三次院，應已時日無多，不太配

合按時用藥。經過一番分析，告訴李先生除了氣喘外他並無其他慢性疾病，

若能夠配合醫師指示好好接受治療，氣喘症狀是可以好好控制的。除了提醒

要按時用藥外，也建議李先生不要抽菸也不要吸二手菸，工作時要帶防塵口

罩，天冷出外一定要做好保暖。經過長達半年多持續的衛教及治療，李先生

的氣喘發作次數由原先一個禮拜好幾次，到完全沒有發作，一年後再追蹤，

李先生不但戒煙，沒有因氣喘住院，同時藥量也降到只有吸入性類固醇合併

需要時使用支氣管擴張器。看到李先生因氣喘獲得控制，精神變佳，還有心

情說笑話的轉變，不禁讓人深深覺得氣喘衛教的重要性，不只是對小兒重

要，對成年人也一樣重要。

個人認為，氣喘衛教是一件可以幫助人，有意義的工作，雖然門診的

氣喘衛教因計畫結束而中止，但我仍有機會在病房對氣喘發作而住院的病人

進行簡單的衛教，雖然只是用藥訪視時精要地提醒，希望病人能因此受惠的

心願是不變的。我相信，病人病情變好是每一個衛教師的期望，祝福每一個

衛教師同伴，都能在衛教工作中看到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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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秘書  吳盈曄

【活動預告】

2009世界氣喘日系列活動開跑囉~為加速會員報到作業流程，請務必於

2009年5月2日(六)攜帶您的【個人健保卡】或【馬偕職員證】前往完

成報到唷！

2009年世界氣喘日過敏性鼻炎最新治療與相關合併症研討會

時間：2009年5月2日(星期六)pm:13:00-17:30

地點：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綜研大樓二樓大禮堂

注意：請攜帶【個人健保卡】或【馬偕職員證】前往完成報到！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時間：2009年5月2日(星期六)pm:17:30-18:00

地點：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綜研大樓二樓大禮堂

注意：需參加會員大會才能完成簽退(承認學分)及領取餐盒！

 

2009年世界氣喘日系列活動

時間：2009年5月3日(星期日)pm:17:30-18:00

地點：自來水博物館(公館捷運站四號出口)

注意：請呼朋引伴一起來參加系列園遊會唷~

【會費繳納】

親愛的會員，承蒙您的熱情扶持、參與和奉獻，學會才得以日漸茁

壯，並且穩定持續的發展。本會會務推動有賴您的會費支持，自即日起開

始繳交98年度常年會費每人新台幣1200元整，懇請會員盡速繳交，以維護

您各項會員權益。謝謝。

劃撥帳戶：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帳號：19832628

【會員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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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們您好，學會網站已更新，為免學會最新消息及各種衛教

資訊、學會刊物及資料遺漏，請播冗上網更新您的電子信箱及各項個人資

料。謝謝您的配合與支持。

會員個人管理：【會員專區】→【會員個人管理】。即可做資料的變

更、更改密碼、學分查詢(課程報名狀況)、取消報名、查詢繳費紀錄、查詢

會議紀錄、下載會員專屬資料。

密碼變更：登入學會網站後，進入【會員專區】→【密碼變更】，即

可立即變更您的密碼。若您不慎忘記您的密碼，請善用【忘記密碼】來查

詢，於帳號處輸入您的身分證字號及電子信箱。並於您的信箱中收取網站寄

發的新密碼。

報名查詢：登入學會網站後，進入【學分查詢】，如已報名成功則會

顯示該課程名稱及學分尚未承認字樣。如未報名成功則不顯示該課程名稱。

課程報名：如已報名成功，會出現上面這個視窗唷！

【課程資訊】

不定時新增最新課程及資訊，詳細課程資訊請上學會網站查詢。學會

網址：www.asthma-edu.org.tw

請務必於課程開課前完成上網課程報名動作，則無法完成課程學分登

錄。如課後一個月仍無完成課程報名，恕無法補登學分。請多加留意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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