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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應用於兒童氣喘的成效報告
蘇有村1，陳施如2，劉惠君2，史蕙婷2
義大醫院/義守大學 兒童醫學部1， 義大醫院/義守大學兒童醫學部氣喘衛教室3
近二十年來我國氣喘盛行率及發生率分別成長了十倍之多，其中兒童
氣喘盛行率達6-17%，佔全國所有氣喘病人數38%。民國93年氣喘即花費健
保醫療費用26億。國外的氣喘盛行率及相關醫療負擔亦快速成長。國內中
央健康保險局為加強對氣喘病患的照護，依疾病管理原則及以支付誘因設
計，自民國90年11月全面推廣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自本試辦
計畫實施後，平均急診次數及住院次數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平均
急診次數自90 年的0.144 次，至93 年已下降為0.113 次，同期住院次數亦自
0.069 次下降為0.046 次，已呈現初步成效。
健保資料統計包括不同年齡的氣喘患者，茲提出本院兒童氣喘治療團
隊於94至96年間，應用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治療兒童氣喘的初步成效報
告與大家分享(部分結果發表於中華民國兒童胸腔醫學會雜誌 V5, No4, p1-8)：
本研究以探討氣喘病童嚴重度改變情形(改善、惡化、維持不變)為主要
重點，來評估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劃在臨床上之成效。本報告乃以
單一區域教學醫院兒童胸腔專科門診之氣喘病童為研究對象，觀察（1）台
灣氣喘病童之嚴重度分布，及病童收案一年後（2）改善方案之各階段回診
率，（3）病童氣喘嚴重度的改變；來評估此方案於兒童氣喘之實施成效。

結果
兩年研究期間，收案病童共700位，年齡為0-17歲，病童基本資料，如
表一。
比較每位病童在第一次及最後一次接受階段照護評值時的氣喘嚴重
度，探討氣喘病童完
成階段照護評值次數與氣喘嚴重度改變的相關性。本研究共480位經初
診照護評值後，有回診完成至第二、三、四及五階段(年度評估)的照護評值
(如表二)，顯示病童回診接受管理照護評值複診次數愈多，則氣喘病童嚴重
度改善的比率愈大，如圖一。
完成五階段(年度評估)的族群，有最多病童嚴重度得到改善(56.3％)，如
圖二。

討論
本研究收案病童氣喘嚴重度分佈為間歇性氣喘、輕度、中度、和重度
持續性氣喘分別占7.9%、50.9%、41.1%、和0.1%。其中持續性氣喘的比率高
達92.1%，可能與本院位處郊區，且為轉介醫院有關，顯示目前國內兒童氣
喘患者治療之急迫性(包括抗發炎藥物、急速緩解藥物及非藥物治療)，醫界
及政府需更為重視兒童氣喘問題，並提出對策以使氣喘病童得到更適切之照
顧。

方法
由三名兒童胸腔專科及過敏氣喘專科醫師，四位氣喘衛教師(台灣氣喘
衛教學會認證)，一名資訊工程師及一名醫事管理人員組成團隊。團隊依氣
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進行個案疾病管理:由醫師依GINA準則確立氣
喘診斷及嚴重度分級，並持續追蹤診治；氣喘衛教師負責氣喘衛教及個案
管理。病童於疾病管理照護一年期間，初診收案後每3個月可接受照護評值
一次，依時間順序接受共五階段疾病管理照護評值(初診收案一次為第一階
段，複診三次為第二、三、四階段，年度複診評值一次為第五階段)，每一
階段均由醫師診斷氣喘嚴重度，由氣喘衛教師負責疾病管理及衛教評值，並
依規定上健保局網站登錄資料。

病童收案後一年內只完成至第二、三、四及完成五階段(年度評值)照護
評值者之比率為27.3%、17.4%、13.7%、10.2%。回診率不高的原因為本院位
處郊區、交通不便、病童分布寬廣、病童需請假看診、需由家屬陪同、及已
改善為間歇性氣喘，認為不需回診持續照護等因素。
病童回診接受管理照護評值複診次數愈多，則氣喘病童嚴重度改善的
比率愈大，圖一散怖圖呈現嚴重度改善的狀況。所以應鼓勵病童及家屬配合
計畫之進行，按時程回診接受診療及衛教評值，使氣喘病童獲得最好的治療
成效。
而完成五階段(年度評估)的病童，收案時嚴重度(間歇性氣喘、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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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持續性氣喘)與氣喘病童改善比率的關係達顯著意義(如表四，p=.001)，
表示病童嚴重度愈高，改善者的比率可能愈高，中度持續性氣喘族群可達
71.8%，最為顯著。因此照護人員應鼓勵病童及家屬配合計畫之進行，按時
程回診接受完整診療及衛教評值，可以使氣喘病童獲得最好的治療成效。氣
喘為慢性疾病，可把研究時間拉長，預期將有更好的改善效果。
每一階段需完成健保規定之衛教評值項目眾多，且需上健保局網站登
錄相關資料，所以本院除醫師外，另有專責的氣喘衛教師，及資訊人員負責
資訊系統整合，否則無法順利運作。各個不同層級醫療提供者的人事及行政
成本不同，健保局應考量支付誘因以因應其經營成本之改變。而且為使成效
更好，應採取包括如照護執行人員(如醫師、衛教師)之專業資格要求、認證
及再教育等措施，以提升專業人員對於疾病之診斷、治療、衛教評值及疾病
管理施行的一致性更具共識，則成效將更加顯著。

氣喘嚴重度(收案時)
間歇性

33(7.7)

22(8.1)

55(7.9)

輕度持續性

219(51.3)

137(50.2)

356(50.9)

中度持續性

175(41)

113(41.4)

288(41.1)

重度持續性

0(0)

1(0.4)

1(0.1)

表二:階段照護評值完成率及氣喘嚴重度臨床分級的改變：n(%)
氣喘嚴重度

只完成至

臨床分級

第一階段

只完成至

只完成至

只完成至

完成至第

至少完成至
第二階段

480(68.6)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五階段

191(27.3)

122(17.4)

96(13.7)

71(10.2)

升級(惡化)

26(13.6)

17(13.9)

10(10.4)

10(14.1)

63(13.1)

降級(改善)

42(22)

46(37.7)

52(54.2)

40(56.3)

180(37.5)

級數不變

123(64.4)

59(48.4)

34(35.4)

21(29.6)

237(49.4)

總個案

(初診收案)

病童數

220(31.4)

700(100)

結論
本報告為單一教學醫療機構、兒童胸腔專科醫師及專責之認證氣喘衛
教師運用疾病管理模式，照護氣喘病童在臨床成效上的研究。顯示全民健康
保險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試辦計畫之照護模式，可改善多數兒童氣喘疾病
嚴重度。病童回診接受管理照護評值複診次數愈多，則氣喘病童嚴重度改善
的比率愈大。完成年度評估的族群 (間歇性氣喘、輕度和中度持續性氣喘)有
最多的病童獲得改善，尤其是中度持續性氣喘病童最為顯著。建議使用此氣
喘疾病管理模式時，應鼓勵病童及家屬配合計畫之進行，按時程回診接受診
療及衛教評值，使氣喘病童獲得最好的治療成效。

表三: 完成五階段(年度評估)的不同年齡層病童其嚴重度改變情形：n(%)
個案數

嚴重度不變個案數

惡化個案數

改善個案數

0-1

9(100)

4(44.4)

2(22.2)

3(33.3)

2-6

44(100)

14(31.8)

7(15.9)

23(52.3)

7-12

15(100)

2(13.3)

1(3.7)

12(80)

13-17

3(100)

1(33.3)

0(0)

年齡(歲)

2(66.7)

表四: 完成五階段(年度評估)的不同氣喘嚴重度病童其嚴重度改變情形:
表一:病童基本資料 (氣喘嚴重度診斷以GINA Guideline為基準):
男生

女生

n(%)

n(%)

427(100)

273(100)

700(100)

平均

5.8±3.6

5.6±3.1

5.7±3.4

0-1

56(13.1)

31(11.3)

87(12.4)

2-6

239(56.0)

163(59.7)

402(57.4)

7-12

113(26.5)

69(25.3)

182(26)

13-17

19(4.4)

10(3.7)

29(4.2)

總計

全部病童
N(%)

年齡(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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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氣喘嚴重度分級

個案數

嚴重度不變個案數

惡化個案數

改善個案數

間歇性氣喘

1(100)

0(0)

1(100)

0(0)

輕度持續性

31(100)

10(32.3)

9(29)

12(38.7)

中度持續性

39(100)

11(28.2)

0(0)

28(71.8)

重度持續性

0(1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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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過敏兒冬季保養
義大醫院兒童醫學部 氣喘衛教師劉惠君
又到了季節交替的時間，近來在門診有因氣喘發病就醫的兒童人數逐
漸增加。氣喘好發於秋冬交替之際，冬季是發作高峰期。原因歸咎於氣喘是
氣管的慢性發炎，溫度、濕度變化、過敏原暴露，都可能使發炎反應加
劇，進而導致咳嗽、胸悶，甚至出現喘鳴聲。有些患者夏天沒症狀，
卻 總 在 溫 差 大 的 秋 冬 季 而 發 病 。 故 氣喘易發作的三大時節：溫差大、季
節交替及冬季。

氣喘發作常見於冬天有三大主因：
1.溫度的急劇變化，易引起氣管活化反應，加重臨床症狀。
圖一:完成評值次數與氣喘嚴重度變化之相關性

2.冬天是上呼吸道病毒活動力且致病力最強的時候，其中的致病原為黴
漿菌(Mycoplasma pneumoniae)與相關的病毒，包括：呼吸道融合瘤病毒、流
感病毒、副流感病毒以及鼻病毒，都是造成上呼吸道感染的主因。感染時造
成呼吸道敏感度增高，呼吸道黏液增加及氣道收縮，導致氣喘發作。
3.環境過敏原引起。對台灣的過敏氣喘兒童來說，90％以上的過敏原是
塵蹣，它易於冬天死亡，其屍屑滿佈於室內房間中，當氣喘病童吸入時易造
成氣管刺激以致氣喘發作。
總括以上三種原因，使氣喘兒童於冬天到來時因病情控制不易，而導
致氣喘發作次數增加。故氣喘在冬季保養中佔了重要的地位。

圖二:完成年度評值之病童嚴重度改善情形： n=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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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氣喘以外，過敏性鼻炎及異位性皮膚炎在冬季保養中也是不容忽
視的疾病。台灣空氣污染嚴重，再加上海島型的潮濕氣候，罹患過敏性鼻炎
的人隨處可見，尤其當氣溫驟變與粉塵環境下更容易誘發，其主要特徵為
陣發性突然發作的鼻塞、鼻癢、打噴嚏、流鼻涕；冬天天氣乾燥，更是異
位性皮膚炎好發的季節，由於皮膚平衡能力較弱、保水性差，油脂分泌不
足，每當季節交替時，乾燥、紅斑、極度搔癢的皮膚往往造成極大的困擾。
所以除了平常鼻部的保護、肌膚的保養外，冬天更要特別注意鼻子保暖及
皮膚的滋潤與保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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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冬天如何避免氣喘、過敏性鼻炎及異位性皮膚炎的發作？歸納其
注意事項如下：

1.居住環境勿太潮濕及溫差大。
溫差大的環境或溼度過高也會引起上呼吸道的不適；流汗或寒冷乾燥
的氣候會讓部分異位性皮膚炎病童覺得特別癢，因此應儘量讓病童處於常溫
的環境中，避免冷熱變化太大。室內最好有恆定的溫度及濕度，可利用空氣
清淨機或除濕機來作調整。室溫可設定在25℃左右，濕度約50－60%的相對
濕度，並改善室內通風條件，保持室內衛生。
2.上呼吸道的保暖相當重要。
早上氣溫低，起床時如果沒有做好保暖措施，馬上就會引起打噴嚏、
流鼻水甚至咳嗽的症狀。建議起床時應先帶上口罩五分鐘，讓呼吸道慢慢適
應溫差並穿著保暖衣服再出門。而且冬天地面粉塵物較多，出門時一定要戴
口罩。
3.避免接觸激發物。

呼吸道病毒感染已被證實會誘發病童的急性氣喘發作，在呼吸道病毒
感染流行期間，病童應避免到公共場所(尤其是電影院、百貨公司等密閉場
所)且應當戴口罩及經常洗手，而病童的家屬也須培養勤洗手及戴口罩的習
慣，以預防被傳染感冒而引發氣喘發作。
7.做好皮膚保濕。
冬季氣候乾燥，會使異位性皮膚炎的皮膚更加乾燥、龜裂而產生更嚴
重的搔癢感，所以冬季須注意空氣中濕度。沐浴時應使用溫水沐浴，並在沐
浴後幾分鐘內，趁角質層含水量高時，擦上保濕乳液凡士林或過敏皮膚專用
護膚膏，以鎖住水份，做好保濕的工作。
8.選擇棉質布料的衣物。
冬天的衣著避免穿用羊毛、尼龍及易摩擦皮膚的衣物，宜用全棉製
品，以寬鬆為原則。前一季收納的衣物取出時要先洗淨後再穿用。衣物洗潔
劑的選用以天然清潔劑較好，衣物洗滌時，要用清水徹底清除清潔劑的殘
留。
9.建議注射流行性感冒疫苗。

如花粉、灰塵，以及避免吸入刺激性氣體，如：芳香劑、汽油或油
漆。

10.保持心情平靜，避免生氣、憤怒、焦慮、緊張而引發氣喘。
11.外出或出國旅遊時，尤其是前往寒帶國家，請攜帶緊急藥物以備發
作時使用。

4.注意均衡飲食。
飲食上避免易過敏或太冰涼食品，例如：牛奶、蛋、海鮮、醃、燻、
罐頭等加工食物、西瓜、香瓜、橘子、葡萄柚、水梨、芒果、榴槤；飲食宜
清淡、忌辛熱煎炸的食品，勿隨意進補並多水分的攝取。
5.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
運動可改善體質並增加氣管的穩定度。運動之前要有10～15分鐘的熱
身，運動後要做緩和動作，調節呼吸。尤其是在冬天時特別重要，以免造成
在運動過程中與冷空氣的正面衝突，而引起氣喘及過敏性鼻炎發作。

12.定期門診追蹤，並依照醫師指示服藥及了解藥物的用法。
對於冬季過敏兒童包括氣喘、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等的疾病的
保養，首先必須對病童及其家屬進行衛教，使他們能夠瞭解過敏疾病的本
質，並儘量教導其注意溫差及溼度、改善居家環境、減少甚而能夠避免與過
敏原(包括食物)和刺激物質的接觸。再適當地教導緊急發作的藥物使用或預
防性疫苗的施打，以期能度過一個平平安安的冬天。

6.避免到通風不良的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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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衛教經驗－小學大觀園

掉的！」－－（敗犬女王偶像劇），我即刻意識到錯誤訊息，當機立斷的澄

義大醫院兒童醫學部
陳施如氣喘衛教師

清－運動前暖身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項，在一片的團討聲中加強了氣喘症狀及

目前在兒童醫學部，面對的主要是過敏性疾病族群，氣喘衛教是其中

經常會在臨床衛教的過程上遇到理論面與執行面衝突的情況，絨毛布

一部分，對象多為家長，內容針對疾病成因、症狀、緊急情況處理、藥物使

娃娃、養貓狗的問題都要進行一一解說溝通；「幫娃娃洗澡曬太陽讓它做做

用方法、肺功能監測、環境控制、日常生活注意事項等，但是，在一個偶然

日光浴、待在他該待的玻璃櫥櫃中讓大家都看得到」、「小貓小狗如果要養

機會下對一群學齡期低年級的小朋友做衛教，讓我有不同於以往的衛教經

就要給牠自由活動的戶外空間（養屋外），這樣才是愛牠的方式，大家都不

驗。

希望被關在屋子裏呀！」各種方法都用上了。

生活中應預防的部分，也由此可以看出媒體對教化的影響力之大。

本身小孩就讀小一，每個星期一早上第一堂上課前需要晨光媽媽協助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也機會教育到「口罩」的選擇，例如：打掃當中的

繪本導讀並協助她們適應「自主管理」的生活（就是維持秩序），在偶然的

一片塵土飛楊，小臉蛋上掛著的是一個布棉質口罩，因為勞動而汗涔涔，衛

機會下接了一天的臨時工，正愁如何選擇繪本與導讀，兒子的臨機一動告訴

教他們活性碳口罩的正確使用方法；也常見帶著口罩卻口沫橫飛儘管外科口

我：「媽媽，妳可以像在醫院跟小朋友說那些咳嗽要注意的事情來跟我們

罩早已溼透不知更換等等，讓我心理也暗自盤算著這部分該把它納入在日後

說，我們班最近有小朋友都在咳嗽！」。於是，與老師討論後決定拿出這些

的門診衛教中注意事項一併提，暫時叫它做－－選擇口罩的藝術。

看家本領來衛教這些小大人！
所謂晨光導讀在這一日之計的早上30分鐘熱絡到不行，真是開了眼
在準備的過程中才發現依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來說，這群7-8歲的小

界！不過，也在幾題問題搶答和分送禮物分送愛中看得到今天的成果，其

孩處在運思前期階段, 思考仍限於具體的經驗，尚無法處理推理或假設形式

中，有成就感也不乏有收穫，讓我領悟到「因材施教」所激發出來的不同火

的抽象概念。在以往職場上都是針對照顧者進行衛教,今天對象為學齡期兒

花，（我說的「材」指的是年齡），對於平常在臨床對父母、阿公阿媽的衛

童，我必須以符合他們的心智年齡及語言將訊息傳遞到他們的腦海中，不禁

教又是另一種不同的嘗試，也是一種很難得的經驗，我很感謝這群小大人給

後悔當初接下這個工作。

我這樣的機會，當然也希望短短的幾十分鐘能在他們的小腦袋裏留下一些痕
跡，在日後需要的時候幫上他們一個忙！

於是訂立我的目標為讓他們認識「氣喘」，讓這群小孩依現實生活中
發生的情形去了解氣喘會遠比單張說書的方式來的有效果，也藉由這樣的管
道將訊息傳遞給家長，讓家長可以意識到這個疾病的存在。

在這次衛教的場點移到校園，與臨床上有很大的不同，需求也不一
樣，對象年齡的差距就須以符合認知層面作調整，在臨床上的個案大部分都
已被診斷，所需求的內容在氣喘的成因、緊急發作處理方法與藥物如何使

剛開始詢問在坐的有沒有人知道自己有沒有「氣喘？」有人義無反顧
的舉手，有人畏畏縮縮舉一半還東張西望，我運用了國民健康局指導製作的
一部影片中小段落做起頭，在播放的同時就陸續有聲音：「我媽媽說不可以
吃冰的，會咳嗽！」「ㄜˊ!好多灰塵!我會一直打噴嚏！」「我爸爸都在廁
所抽煙，好臭!我聞到會一直咳嗽！」「我跑一跑也會很喘就開始咳嗽！」
各式各樣的狀況都有,不過！最讓我震驚的是一位長相粗壯坐後排小男生用

用、肺功能監測、避開過敏原，屬於三段五級的診斷、治療、預防合併症；
在校園學童的部份則以何謂氣喘？有哪些症狀？如何與感冒做區別為主!透
過這樣的宣導提高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成效，使大家對「氣喘」有更清楚的
了解，並且只要掌握三原則－「三到」：肺功能監測到、藥物治療到、環境
控制到，面對氣喘即能游刃有餘。

盡肺活量及極度嘶吼的聲音說：「盧卡斯他的女朋友就是氣喘還跑去游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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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藥物誘發型氣喘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徐世達理事長
馬偕小兒過敏免疫科 雷偉德醫師

病例報告
一位67歲的男性發生突發性的胸悶與呼吸窘迫。此病患本身為一位有
中度持續性氣喘的病患，平常接受吸入型類固醇與長效性支氣管擴張劑的
治療(Symbicort)並且在門診規則的追蹤治療。據病人所述，在最近的一個月
常常覺得呼吸困難，胸悶，以及運動後有呼吸急促的情形；也因此到某醫
院心臟專科門診求診。心臟超音波及其他的檢查顯示此病人有心臟瓣膜疾
病與中度的二尖瓣逆流，以及冠狀動脈疾患。在10月20日的下午，嚴重的
胸悶不適，以及呼吸困難的情況再度加重，此病患在使用了數次的吸入藥
物(Symbicort)之後仍無法緩解，因此來到門診。病人的理學檢查發現病人看
起來有呼吸困難，以及用力呼吸，呼吸急促的情形；呼吸次數每分鐘約35
下，可觀察到胸骨上切跡的凹陷和肋骨間隙的凹陷，吸氣胸鎖乳突肌變得明
顯；聽診上則有廣泛的喘鳴聲。我們在門診給予了數次劑量的symbicort以及
combivent，以及立即給予口服的類固醇及支氣管擴張劑之後，病患的症狀逐
漸緩解。病人的過去病史有高血壓，非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高血脂症，
以及中度持續型氣喘使用(Symbicort)做長期保養。病人過去並無藥物過敏病
史。病人的初步診斷為原因不明的氣喘急性惡化。

藥物誘發型氣喘
在文獻上記載會誘發氣喘發作的藥物有抗高血壓藥物(如 Reserpine、
Guanethidine、Phentolamine、Methyldopa、ACE inhibitors、α-adrenoceptor antagonists)、Intraocular or oral preparations of ß-blockers、抗精神藥物(如Chlorpromazine)、Oral contraceptives、NSAIDs以及Persantin。
以下將以Persantin引發氣喘討論為主並且簡單再就ACE inhibitors、 Intraocular or oral preparations of ß-blockers、 NSAIDs進行個別討論。

Persanti引發氣喘
在成人，心血管疾病常與支氣管性氣喘並存。在臨床上常常以核子醫
學心肌灌流檢查來測定心肌缺氧的程度；一般來說，這樣的檢查是病人運動
中測定，在病人身體有疾患無法負荷運動的狀況下，注射冠狀動脈擴張劑是
施行此檢查的另一個做法。有氣喘的病人往往需要這種替代檢查方案。這樣
的檢查稱為休息心肌灌流檢查，所使用的藥物為Persantin。
Persantin的學名為dipyridamole，是一種嘌玲核苷酸，會阻斷細胞外線甘
酸的回收。其化學式與作用機轉如下：
圖一：

圖二：

由於病人平時都有規則的使用氣喘控制藥物，最近也沒有急性的上呼
吸道感染，對於誘發氣喘的環境因素也很注意，在臨床上應不至於發生如此
嚴重的氣喘急性發作；因此在門診又詳細的詢問了病患的病史。結果發現，
這位病人在心臟科醫師的建議之下，在10月20日當天早上安排做了核子醫
學心肌灌流檢查；由於此病人有氣喘，無法負荷檢查中所需的運動，故以注
射藥物代替之(注射Persantin)，檢查的結果在心肌的前壁和後壁的中間，遠端
都可以看到灌流的缺損，也就是心肌缺氧的情形；然而，就在檢查做完的數
小時後，發生了上述嚴重的氣喘急性發作。
也因此這位病人最後的診斷為藥物(Persantin)所引發的急性支氣管痙
攣。

圖二右半部：Dipyridamole 本身為一種PDE inhibitor(PDE-5)，可以藉由增加
cGMP的濃度，來達到血管擴張的效果。(PDE inhibitor的種類有很多，作用各
不同，如theophylline就是一種non-selective 的PDE inhibitor，對於支氣管痙攣，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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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有治療效果；而如目前尚餘臨床試驗中的PDE-4B inhibitor則可藉由增加
cAMP的濃度，達成抗發炎的效果，可用於治療氣喘或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
人)。
圖三：

圖四：

另外，在1999年的Mayo Clin Proc.期刊也發現：臨床上以快速針劑給予
adenosine治療心室上頻脈的病人，若本來有氣喘，有些人會因此被誘發氣喘
發作。在同一篇研究裡，有94位COPD的病人，在核醫心肌灌流檢查前給予
針劑的adenosine來使血管擴張；全部的病人已肺功能測量都有輕度的氣道阻
塞。
其實，早在1990年刊登在Circulation期刊上的一篇Ranhosky and Rawson
所做的大型統計(Retrospective multicenter review，共3911位病人)，發現這
些接受核醫心肌灌流試驗的病患中，有6位病人(約佔0.15%)再給予針劑的
Dipyridamole後發生急性氣喘發作；其中更有多達770位病人(約佔19.7%)發生
了胸悶與呼吸困難的情形。Shaffer et al也報告過即使是先給予albuterol的預防
性治療；在其研究中的72位(約佔39%)原本有氣喘或慢性肺病的病人在接受
了針劑的Dipyridamole後有明顯的喘鳴增加的現象。而Thurnheer et al的研究也
發現：在接受Dipyridamole的注射後，20位嚴重COPD的病人中，有9位的FEV1
下降大於15%。

預防Adenosine誘發氣喘之藥物與方法
圖二左半部與圖三：Dipyridamole可以抑制adenosine在細胞外的回收，
使的adenosine的濃度升高，胞外的adenosine會與細胞上的adenosine type2A
receptor結合，再藉由Gs protein活化adenyl cyclase，使細胞內cAMP濃度上升，
活化protein kinase，使ATP dependent的鉀離子通道打開，血管平滑肌過極化，
造成肌肉的放鬆，達到血管擴張的效果。
圖四：至於adenosine與支氣管的關係；則是藉由刺激氣道的肥大細胞核
程與釋放某些調節物質，再因為這些調節物質對氣管平滑肌的作用，間接的
造成支氣管的收縮。

Adenosine誘發氣喘之相關研究
在2002年的Am J Respir Med.期刊中指出，早在1983年就有報告發現，不
管是過敏或非過敏性氣喘的病人，吸入的adenosine劑量越多，就越容易誘發
支氣管收縮；而adenosine對支氣管的作用就是藉由刺激肥大細胞來完成。該
篇研究並指出，造成氣道阻塞，氣管病人症狀的主因，就是肥大細胞所釋放
出來的Histamine，和cysteinyl leukotrie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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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欣流(montelukast,Singulair)
在2002年Thorax期刊中的一篇隨機雙盲交叉研究提到：使用口服
的欣流 10mg每天一次，再檢查前連續給予兩天；實驗對象為18位輕
度到中度持續型氣喘的病患，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並給予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MP: adenosine前身)當作誘發因子，給予的劑量從0.39到
400mg/ml不等，將可以產生FEV1 20%下降時所需的AMP劑量定義為PC20AMP
並紀錄之。結果發現事先給予Montelukast確實可以預防因為adenosine所引發
的支氣管收縮；且要誘發氣喘的adenosine劑量(PC20AMP)在實驗組確實比對
照組來的高(123.9mg/ml v.s. 52.6mg/ml)並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結論是：欣流
為選擇性的CysLT1(cysteinyl leukotrienes)接受器拮抗劑可以減少氣喘病人因AMP
所誘發的支氣管收縮；且又進一步又暗示了cysteinyl leukotrienes是由氣道的
mast cell所產生的。

吸入型類固醇
此外，在2002年的Asthma Allergy Clin Immunol (AACI)期刊中三篇連續雙盲
隨機交叉研究中，以輕度氣喘，之前未接受過類固醇治療的病人為對象；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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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給予吸入型AMP(間接引起支氣管收縮)與吸入型histamine(直接引起支氣管
收縮)，來評估早期事先給予吸入型類固醇(使用Fluticasone propionate: FP)，是
否可以減低氣道的反應，達成預防保護的效果。
在研究一中：12位病患分別接受安慰劑與FP 1000µg，以q12h給予7次吸
入；對於AMP的氣道反應與FEV1分別在吸入第三與第七次FP之後的兩小時做
測定。結果發現高劑量的的FP 1000µg確實可以顯著降低氣道對AMP的反應
(在第三與第七次吸入後，要產生氣道反應的 AMP劑量分別為2.7與2.5倍)(P ≤
.0001)。
研究二則試驗FP劑量的高低是否具保護效果。12位病患分別接受
100µg，250µg，1000µg的FP，以q12h的頻率給予三次吸入；並且在吸入第一
與第三次FP兩小時後測定氣道對AMP的反應。結果發現皆可減少氣道對AMP
的反應：三種劑量(100, 250, 1000)吸入一次後，要引發氣道反應的AMP劑量
分別為1.9，2.2，2.7倍(P值不具統計學意義)；吸入三次後，要引發氣道反應
的AMP劑量分別為2.4，2.2，3.2倍(P<0.0001)；另外，在吸入三次後，不管三
種中的何種劑量，都會讓FEV1有小幅度的上升(大於0.15L)。
在研究三中，分別給予8位受試者安慰劑與單一高劑量(1000µg)的FP，並
在給予histamine 2小時候測定氣道對histamine的反應。結果發現單一劑量的FP
1000µg吸入並無法降低因histamine造成的氣道反應；不過卻可以減少AMP造
成的氣道反應。至於類固醇快速，局部性抗發炎的效果在此種情況下的機轉
仍然有待研究。

Adenosine誘發氣喘之藥物處置方法
Aminophylline
Adenosine誘發氣喘之藥物處置方法為給予aminophylline的針劑。
aminophylline為非選擇性的PDE inhibitors，會透過特殊的細胞表面接受器，與
細胞外的adenosine有競爭性的拮抗作用。
在1990年的Circulation期刊上的一篇研究，就針對這點做了一個大規模
的研究；對象為3911位成人，在注射Persantin之後，真正發生氣喘急性發作
的病人只有6位(約佔0.15%)，並且在給予針劑aminophylline後，症狀皆獲得緩
解。但是在1999年的Eur J Ned Med.期刊中另一篇研究，則以嚴重COPD病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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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來監測Persantin的安全性與管狀動脈血管手術前的風險評估；共
有20位病人，13位男性，7位女性，平均年齡為57+/- 2y/o；以肺功能來監測
注射Persantin之前，4分鐘，12分鐘，16分鐘，30分鐘後病人的功能。有9位
病人因為無法耐受的呼吸困難需要針劑的aminophylline。有9位病人有>15%
FEV1的下降。因此，研究的結論為：即使所有dipyridamole所引發的副作用可
以用aminophyllne予以緩解；dipyridamole在嚴重COPD的病人是無法耐受且會引
發顯著支氣管收縮的。
在另外一篇更大規模，73806位病人的multicenter Dipyridamole的安全性研
究中(J Nucl Cardiol. 1995)，回溯性的收集了來自85位研究者的報告，共來自於
59所醫院與19個國家。使用的dipyridamole劑量在64740位病人為0.56mg/kg；
在6551位病人為0.74mg/kg；在2515位病人為0.84mg/kg。並且來統計長發生
的副作用。結果如下：
7位死於心臟病發作。
13位發生非致死性的心肌梗塞。
6位發生非致死性的心室頻脈。
9位有暫時性的腦部缺氧發作。
1位發生中風。
9位有嚴重的支氣管痙攣。(比例上為萬分之1.22；有1位需要插管，8位
近乎插管)。
結論：嚴重的副作用的比例其實相當低 (45/73806: 約萬分之6)；且與正
常以運動方式進行的核醫心肌灌流檢查的風險性相差不大。
綜合以上所述，因為有阻塞性氣道疾病的病人在施行核醫心肌管瘤檢
查時有支氣管痙攣的風險，所以幾乎所有的心臟專科醫師都會在施行檢查時
準備針劑的aminophylline。而平時沒有做這樣檢查的臨床醫師可能就不知道
在接受過Dipyridamole或是adenosine後支氣管痙攣的風險性。而事實上，許多
氣喘病患在將來年長時，可能會需要做心臟功能的檢查。所有氣喘照護者與
病人本身都應該了解這樣的風險性。而在檢查前應該知道的包括：
考慮其他種類的冠狀動脈擴張劑，如dobutamine。
在檢查前給予預防性的治療，如leukotriene inhibitors (singulair)或吸入型類
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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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給予吸入性β-agonist並沒有足夠的預防效果；且其是否可以扭轉
這樣機轉之下造成的支氣管收縮仍未知。
Aminophylline應作為Dipyridamole或是adenosine誘發支氣管痙攣的首選治
療藥物。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幾種常見與氣喘誘發有關的藥物：

ACE inhibitors與咳嗽和氣喘的關聯性
所有的ACEI都已知會有引發咳嗽的副作用。而是否會引發氣喘機會升
高，與使用在氣喘，COPD病人的安全性也有一些相關的研究。目前已知
ACEI增加咳嗽反射的機轉可能與抑制kininase II的活性，進一步的造成kinins，
substance P與prostaglandins的累積有關。而臨床醫師應該要知道乾咳是其最常
見的副作用，可以在剛開始使用此藥物，或是停藥數月後發生。一旦發生，
停藥是最適當的治療，咳嗽通常在停藥後數天內緩解。

β-blocker誘發氣喘之相關研究
為大家所熟知的，不具其數的隨機臨床研究已知β-blockers可以顯著降
低心肌梗塞，慢性心臟衰竭病人的死亡率。然而，這樣的救命藥物在COPD
與氣喘的病人卻是要禁止使用的。目前的研究都顯示，在COPD或即使是只
有輕微氣喘的病人，同時伴隨有心臟的問題，β-blocker對降低心臟病死亡
率的好處，仍不及其造成支氣管痙攣發作的風險。因此，β-blockers的禁忌
症為嚴重COPD的病人，和即使已規則使用β-agonist治療中的中重度氣喘病
人。如果真的非得要使用，也應該以低劑量開始，審慎評估好處與壞處的平
衡性，且使用具心臟選擇性的β-blocker。
此外，我們比較容易忽略的，是β-blockers的局部用藥—用作開放性
青光眼第一線治療的眼滴劑：Timolol，為一種不具選擇性的β-blockers(β1
& β2)。曾有研究報告(Pulmonary effects of topical timolol. Arch Intern Med. 1980
Jun;140(6):843-4)指出，在之前無症狀的氣喘病人，在使用Timolol之後，發
生急性支氣管痙攣；在事件發生且緩解的四週後，此病人再度以2滴的0.5%
Timolol作挑戰測試；結果在用藥後第一個小時有25% FEV1的下降，在給予四
滴後，FEV1的下降更達到47%之多。因此最後研究建議氣喘病人應避免局
部β-blockers的使用。在1990年的另一篇期刊(A case of fatal asthma induced by
timolol eye-drop Nihon Kyobu Shikkan Gakkai Zasshi. 1990 Jan;28(1):156-9)指出，有
位74歲的氣喘病患，使用Timolol治療急性青光眼，結果數小時候因為急性
氣喘發作死亡；解剖發現肺部符合氣喘重積的病理特徵。在1984年的研究
(Betaxolol and timolol. A comparison of efficacy and side effects Arch Ophthalmol. 1984
Jan;102(1):42-5)則提供氣喘病人有青光眼治療上的選擇，研究中比較Betaxolol
與timolol使用26個禮拜，隨機，雙盲試驗在46位有開放性青光眼的病人；結
果發現治療效果相同，但Betaxolol因為是選擇性的β1-blocker，所以造成的副
作用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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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in誘發呼吸道疾病(AERD)
有高達28%的成年氣喘病人，使用阿斯匹林和其他非類固醇抗炎劑會引
起氣喘惡化，但氣喘的兒童較少有這種情形。服用阿斯匹林激發試驗來確定
阿斯匹林引起的氣喘是危險的方法，應改用較安全的lysine-aspirin吸入激發測
試。
這種病的過程和它的臨床症狀相當特殊，多數病人在30〜40歲之間才
首次出現症狀。典型的病患會先呈現有間歇性大量鼻涕的嚴重血管運動型鼻
炎(vasomotor rhinitis)的特徵，幾個月後，才會出現慢性鼻腔充血。理學檢查
常發現合併有鼻息肉。接著會出現氣喘及對阿斯匹林的不耐受性。這種氣喘
通常會拖延許久，對阿斯匹林不耐受性的表現是：在服下阿斯匹林一個小時
內，急性氣喘發作，常同時有流鼻涕，結膜炎和頭頸部潮紅等症狀。這些類
似過敏的反應是非常危險的，而且有時只要單一劑量的阿斯匹林或其他類似
的抗環狀氧化酵素(anti-cycloxygenase)等藥物，都會引起劇烈的支氣管痙攣、
休克、意識喪失和呼吸停止。
Aspirin誘發呼吸道疾病的致病機轉乃是因Aspirin與其他的NSAIDs會抑制
COX-1，引發特殊非過敏性的反應，造成與急性鼻炎或氣喘發作相同的結
果。在一個以meta-analysis分析 15個在1990年後的研究群，使用口服aspirin挑
戰試驗的方式，來研究aspirin在氣喘病人引發的hypersensitivity報告中顯示：
盛行率約為21%，在其中五個族群為兒童的研究，盛行率則為5%。而Aspirin
或NSAIDs的hypersensitivity在學齡前兒童則是令人難以至信的少。這樣的反應
通常在用藥的30到60分鐘後發生，可能與廣泛性eosinophils的浸潤與mast cell
的分解有關；同時與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在上皮細胞的合成有關，與Th2
淋巴球的啟動增加也有相關。

Asthma Education Newsletter 2009 December No.17

21

醫療新知

醫療新知│影響氣喘治療相關的心理因素與心理介入處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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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

義大醫院
楊士毅心理師
王若涵心理師

早在1958年，Long等人在孩子不知情的情況下，把家中的過敏原粉塵帶
到治療室中，但兒童在治療室中無人出現呼吸困難。這或許暗示在過敏原真
實存在下，可以在有其他條件合併下以達到氣喘發作的閾限(引自Sarafino，
2002)。有大約1/3兒童於氣喘住院後，很快的減輕了症狀，但回家後，症狀
又重新出現。在氣喘的生理機轉尚未明朗前，19世紀末氣喘曾被視為身心
症。在大部份的案例中，發作原因大部份是生理因素，但有時也可能主要是
由心理因素所影響。影響氣喘發生、惡化與不適當控制的心理因素包含：
生活條件上的壓力、家庭壓力、發病後的情感因素、壓力對氣喘生理反應
的影響、壓力對行為反應的影響、對氣喘或生活的控制感、社會支持度的
感受（Wright、Rodriguez & Cohen，1998；Barton、Clark、Sulaiman & Abramson，
2003）。 Sarafino(2002)於健康心理學一書中表示，氣喘發作係由三個因素聯
合而導致的，分別是過敏、呼吸道感染及心理社會壓力。由此顯示，心理因
素從氣喘病理中，撤退不少，但仍為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壓力對氣喘生理因素的影響
壓力下影響腎上腺髓質分泌正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影響呼吸道中迷
走神經活動的調性，影響呼吸道平滑肌、發炎機制，促進支氣管收縮。曾有
研究注意到氣喘兒童在經驗壓力下，出現迷走神經的高活動。但這個機制的
影響路徑仍在探討中。另一個較被Wright等人(2006)認為的病理歷程是，壓
力透過神經與賀爾蒙機制，抑制了免疫功能，影響免疫功能細胞的產生，使
身體暴露於病毒感染發炎的風險變高，增加氣喘發作。這也可能暗示在治療
上宜多注意個案在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上的平衡，可先從焦慮、憂鬱感
受、身體僵硬、緊繃等壓力性身體反應來覺察，提醒個案監控身心狀態，並
可試圖連結壓力、身體反應、氣喘發作之間的關係。

氣喘發病後的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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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氣喘或生活的控制感
因為生理因素的條件，氣喘限縮了個人的活動型態與範圍、交友方
式、穩定上學受教育的生活作息。而個人因應壓力的方式可能對氣喘嚴重程
度與就醫情況會有所影響。Barton、Clarke、Sulaiman & Abramson(2003)認為個
案的因應行為方式和策略可能會影響就醫型態，比起氣喘本身，更能預測患
者焦慮、憂鬱症狀與對治療遵從性。在Barton等人的文獻回顧中發現，因應
風格對管理氣喘的自我效能、症狀知覺、對自我的知覺存在著關係。因應風
格中分為情緒焦點與問題焦點等兩種取向，對於醫囑遵從性低的氣喘個案，
常用情緒焦點取向中的否認方式來因應，無法接受自己有氣喘的問題，沒辦
法把這個問題併入自我概念中，因此更易採取逃避策略，這個風格不只應對
於氣喘而已，呈現的層面廣範於生活中，有這傾向的個案更常過度使用緊
急醫療多於使用預防性的醫療方式，也更容易出現危險的大發作。另外，
Chiou和Hsieh(2008)比較氣喘兒童與癲癇兒童在自我概念與親職壓力的差異，
其中發現，比起癲癇兒童，氣喘兒童有較低的自我價值。氣喘影響的範圍與
深重，會影響到兒童勝任感與自我概念的高低。因此幫助改善因應策略會是
重要的，使個案平衡於情緒焦點與問題焦點之間是可以有所幫忙的。例如，
Eisner與Havermans發現照顧者參加自助團體後，學得了有用的因應技巧，更
能有效管理兒童氣喘問題，從中也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引自Barton等人，
2003)。

社會支持度

氣喘發作速度快而且發作時較多時候處於部份失控狀態，因此氣喘者
常經歷焦慮與憂鬱心情，不管是潛在的或明顯的情緒症狀，有些文獻發現，
若氣喘合併情感性疾病症狀，則合作治療氣喘的過程會較為艱辛，醫療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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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較低，在後續的療效上則影響較大。在治療處遇上，可能不僅於處理氣喘
症狀，可能在問診或衛教時可多討論氣喘發作時的無助反應，同理到個案的
感受，有機會則多深入討論對氣喘的擔憂，以連結醫病關係；另外針對焦慮
反應的個案，可以多討論分析氣喘發作時的想法，提醒於平日練習發作時可
以因應的方法，以及透過回憶過去適當的因應方式，減少災難化預期的發
生，降低過度擔憂的機會。由於憂鬱、焦慮症病人也有交感神經減損免疫機
制的作用，因此氣喘患者更須了解，若將情緒因素維持住，不過分焦慮、憂
鬱，則處理氣喘的問題才會較為單純，較有機會拿回身體的控制權，故這也
表示持續對個案情感的關心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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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be、Vamos & Fergusson(1997)在一項80位中/重度氣喘年輕人所參與的
研究中發現，有80%的個案有著不適足的社會支持度，他們報告在急性發作

Asthma Education Newsletter 2009 December No.17

23

醫療新知│影響氣喘治療相關的心理因素與心理介入處遇方向

醫療新知

時，缺乏可以幫忙的人或平日幫忙的人不在場，或與支持者在過去一年中曾
有高度的衝突。社會支持的程度與氣喘控制雙雙成為壓力與因應互動模式的
關鍵過程，如果有朋友或家人可以談氣喘發作可以有效影響對氣喘嚴重度與
個人風險的知覺。

家庭壓力
氣喘仰賴家庭足夠與穩定的照顧。家庭衝突會影響兒童氣喘治療是否
受到重視，降低氣喘管理的層次，導致低度兒科順從度與因氣喘所引起的死
亡。家庭衝突會直接或間接的增加兒童的心理壓力，限縮對壓力的因應能
力。
如同其他慢性疾病一樣，氣喘也為家庭生活帶來新的壓力源。Carson和
Schauer(1992)發現氣喘兒的母親對待兒女會比一般母親更為過度保護、過度
放任或拒絕，而且對小孩的評估是更為有壓力的，而且不只有與兒童關係上
的壓力，跟配偶之間也比無氣喘兒童之母親有更大的壓力。結論出有氣喘兒
童的家庭中會扭曲家中的婚姻關係。壓力起始不只於氣喘發病後，早在嬰兒
期，如果出現重覆氣喘聲，照顧者的壓力也就開始變大。再者，家中有氣喘
者，影響到家庭中的許多決策，其中包含：計畫那些外出活動、家中佈置、
清潔週期、是否可養寵物，這些決策多少限縮生活面向，相對減弱生活樂趣
與加強關係上的緊張。在特殊季節、特殊環境、特殊情緒行為狀態下，高頻
率發生氣喘發作，也會干擾家人原有的生活作息，有時需從工作場所趕回家
或趕到學校帶小孩就醫，影響工作表現，有時選擇職業也會受到干擾。
針對家庭衝突與家庭內成員壓力可以透過家族治療，協調成員間的生
佸壓力，有效連結關於兒童氣喘的醫療，畢竟家庭對氣喘患者會促進或過濾
壓力經驗。

性。他們解釋有些父母可能並不清楚藥物對他們兒童的潛在效益，間接影響
家長對預防性治療需要上的認定，而低估了實際上的”需要”。而且Conn等
人認為醫療人員多了解父母對的醫療信念及其醫療信念對順從度的影響也許
有助於改善醫療順從度的諮詢。而且對醫藥副作用做簡單教育可以減緩焦
慮。他們也發現使用兩種以上預防性的氣喘藥物的家長，更會感覺到有使用
上的需要，而且為小孩的醫療上的擔心則較少。另外，在一年內曾使用另類
醫療來治療氣喘的父母對藥物的擔心項得分高於必要項得分。綜合以上，如
何使氣喘個案與接受治療有效決策者(通常是照顧者)在有效資訊下多正面看
待預防性藥物治療，有較多因應方法以減少對藥物的擔心、不安，可能是需
要多努力的方向。

心理介入處遇方向
Lamon(1985)提出放鬆訓練可以減少焦慮程度。Lehrer(1998)也表示放鬆
技巧對自主神經平衡有正面的效益，放鬆技巧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經衝動，
減緩心跳，呼吸更調節，內心更放鬆。Castes等人(1999)發現合併放鬆技
巧、引導式想像、自尊技巧，減少對主要過敏原IgE的反應，而且細胞表面
的標記有正面的改變，類似沒有氣喘的兒童(引自Chiang、Ma、Huang、Tseng
& Hsueh，2009)。Chiang等人(2009)合併肌肉放鬆技巧與呼吸練習介入中重度
氣喘兒童，結果發現焦慮強度明顯降低，身體症狀略為改善。Hockemeyer與
Smyth(2002)以自我導向手冊式壓力管理介入氣喘，其中使用放鬆技巧、認知
行為治療和書寫方式表達情緒，發現治療組肺功能有顯著的改善，但對壓力
知覺無顯著差異。目前，心理介入對生理與心理反應的影響到底何者多，主
要作用在生理還是心理層面，仍不清楚，但可說的是心理介入對氣喘患者勢
必是有益的。

另外，父母對孩子氣喘治療的觀點也很重要，針對預防性治療(包括
類固醇吸入劑、肥大細胞穩定劑等)的順從性，Conn、Halterman、Lynch &
Cabana(2007)於探討父母的醫療信念對氣喘管理的影響一文中表示，有72%
的父母感覺到兒童氣喘藥物是必要的(認為藥物在維護他們兒童健康上是必
要的)，30%對藥物有較多的擔心(擔心對藥物依賴和副作用)。其中77%的父
母在必要項的得分高於擔心項的得分，只有17%擔心項的得分高於必要項的
得分。研究中發現必要項目減去擔心項目的差異得分越高(表示對藥物支持
度高於對藥物的擔憂)在醫療順從性也越高，而且可以獨立的預測醫療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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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9年度常年會費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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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度個人會員常年會費每人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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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度團體會員常年會費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已開始繳交囉，懇請貴
團體會員盡速繳交，為回饋團體會員長期來的支持與鼓勵，學會即日起提
供150*70像素大小之廣告圖檔放置在學會網站首頁廣告區(http://www.asthmaedu.org.tw/asthma/index.aspx)給各團體會員，望各團體會員多加利用，謝謝。
匯款後請將150*70像素之廣告圖檔寄至學會信箱asthma.edu@msa.hinet.net
匯款資料：
1.劃撥帳戶：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帳號：19832628
2.銀行名稱：彰化銀行 中山北路分行
匯款帳號：5081-0178-7120-00

或

【請注意】為維護學會正常運作及會員之權益，如已達兩年未繳年費
之會員，則無法為您登錄學分及享有會員權利！(相關會員權益請詳見學會
章程)
章程第二章-會員
第九條：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未繳納會費
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
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審查
通過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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