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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健康促進觀點看過敏病人之家庭照護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常務理事  高碧霞

一、健康促進的意義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健康的定義是：「生理、心理及社會適應三個

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種狀況，而不僅僅是指沒有生病或者體質健壯。」WHO於

1976提出健康城市概念，1978年於阿瑪阿塔宣言(Declaration of Alma-

Ata)中更明確指出：「全民健康是世界各國共同的目標，且應於西元2000年

前達到全民均健(Health for All)」。之後於1984年在Ottawa召開第一屆

國際健康促進會議，並制訂渥太華憲章(Ottawa Charter)，將健康促進定

義為：「使人們能夠強化其掌控並增進自身健康的過程(Health promotion 

is the process of enabling people to increase control over and 

improve their health.)」。該憲章強調健康促進之策略可分為：「建立健

康的公共政策」、「創造支持健康的環境」、「強化社區行動」、「發展個

人健康技能」及「調整衛生服務取向」等5大行動綱領。1998年WHO再次於

Ottawa提出宣言，將健康的概念從個人、社區、城市提升到國家的範疇，強

調世界各國都應致力於建立「健康家園」、「健康學校」、「健康社區」、

「健康城市」，以達成「健康國家」之層次。

除WHO倡言健康促進之外，各國衛生機構及學者專家，也紛紛提出健

康促進的定義及概念。護理理論學家Dorothea Elizabeth Orem(1914 – 

June 22, 2007)也提出自我健康照顧與健康促進之關係，Orem指出健康促進

是一種目標，而自我照顧是達成此一目標的過程，健康促進為了促進發揮

人類的潛能，朝向最佳的功能狀況，此健康促進目標可經由自我照顧而達

成。Shirley Cloutier Laffrey已於1985指出：健康促進是指人們為獲得

更高層次的健康目的所採取的任何行為。Nola Pender於1987年指出：健康

促進行為(health-promoting behavior)是一種自我實現導向(actualizing 

tendency)的行為模式，指引個人維持或增進健康、實現自我和幸福滿足的

肯定態度。前衛生署副署長王秀紅(2000)指出，健康促進非以疾病或特殊健

康問題為導向，而是積極拓展健康之潛能，使個人功能發揮至最佳狀態。

二、健康促進與氣喘照護之關連
Healthy People 2020已在發展中，其第一、二次的諮詢委員會議已分

別於2008年元月底、5月分召開，近期內將進行第三次會議。目前我們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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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的Healthy People 2010之二大目標乃在於(1)增進健康生活年歲與品質

(Increase quality and years of life)、(2)消除健康不平等(Eliminate 

health disparities)，並以下述之10項主要健康指標(Leading Health 

Indicators；LHI)，為國民健康之努力重點：

◎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 

◎過重及肥胖(Overweight and Obesity) 

◎煙草使用(Tobacco Use)

◎物質濫用(Substance Abuse) 

◎負責任的性行為(Responsible Sexual Behavior) 

◎心理衛生(Mental Health) 

◎傷害及暴力(Injury and Violence) 

◎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 

◎防疫(Immunization) 

◎健康照護管道(Access to Health Care) 

過敏氣喘病人的照護重點，也與身體活動、過重及肥胖、煙草使用、

環境品質、防疫及可運用之健康照護管道有密切關係。作者呼應WHO及各學

者的健康促進論點，將健康促進應用於氣喘或過敏病人的照護過程，可透

過衛生教育(health education)、預防(prevention)及健康保護(health 

protection)，從日常生活的環境、健康行為等來檢視不健康或造成過敏

性健康問題與氣喘之成因，再藉由發展個人健康技能，創造支持健康環境

等方向來強化。這些的作法，正呼應了2008年全球氣喘創意組織(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GINA)之氣喘診療指引所倡提「以氣喘控制為導向

之氣喘治療」，強調針對氣喘的處置、教育病患、建立良好醫病關係；找出

過敏原和其他危險因子並減少曝露；以氣喘控制為基礎建立氣喘評估、治療

與監測三者循環的新氣喘處置之治療計畫；建立急性發作的處置計畫；特殊

情況下的氣喘治療。

個人提出以家庭為中心照護(family-centered care)之氣喘照護，

乃藉由預防性保健服務(preventive health service)、保護健康(health 

protection)、健康生活之促進(health promotion)來達成氣喘病患健康的

促進與維護。醫護人員與氣喘個案及家人藉由伙伴關係(partnership)的建

立，深入了解個案現存與潛在的健康需求與問題；運用個人及家庭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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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提供家庭為中心式的護理，依個別性需求給予護理措施或轉介，以正確

滿足個案及其家庭對氣喘的照護需求及期望。

由健康促進的觀點，個人提出良好Prenatal care對過敏氣喘初級預防

的重要。懷孕期間的照護處置目標：幫助準媽媽維持正常肺功能、控制氣喘

症狀、維持正常活力、預防氣喘惡化，其策略包括：(1)盡力避免接觸氣喘

誘發因子，塵螨、寵物的皮屑(如貓毛、狗毛)及環境刺激物(如抽菸、空氣

污染)、過敏性食物等；(2)盡快與過敏氣喘專科醫師討論，以正確地掌握治

療氣喘的最佳方式與應使用何種藥物達成症狀控制及減少胎兒的傷害。一旦

新生兒誕生後，避免嬰幼兒食物過敏之最佳方法，乃是延緩接觸可能引起過

敏的食物。母親應儘可能哺餵母乳六至十二個月或更久、沒有哺育母乳的嬰

幼兒可以餵食水解蛋白嬰兒奶粉。添加副食品之時機與內容，建議如下：嬰

幼兒延遲至六個月以上再添加副食品；六至十二個月大時可餵食蔬菜、米、

肉類和水果；一歲之後可以餵食牛奶、小麥、玉米、柑橘及豆類；兩歲後可

以食用雞蛋；三歲時可以食用海鮮、花生。

若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確立診斷罹患氣喘，很重要的是鼓勵氣喘兒童

及家屬要學習與氣喘共同生活(Living with asthma)，其策略包括：了解孩

子潛在的過敏原，並適度防範，運用環境控制、避免暴露於過敏原、戰勝過

敏、「棄」喘成功；遵從氣喘自我處置之治療計畫，並定期地門診追蹤；正

確地學習氣喘藥物概念及使用氣喘吸入型藥物；維持健康飲食，健康五蔬

果；少吃加工或精製的食物，儘可能避免高油、高熱量、高糖類食物；運動

前適度的暖身活動或藥物控制、慎選適合的運動項目、進行規律的適度運

動、增加肺活量與免疫力；善用自然療法；舒壓、放鬆心情。

根據教育部健康體適能(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之心肺耐

力(Cardio-respiratory Endurance)運動處方建議如下：(1)運動方式：有

氧運動是有益於心肺適能的提升，凡是有節奏、全身性、長時間、且強度不

太高的運動理想的有氧運動，像走路、慢跑、有氧舞蹈、跳繩、上下台階、

游泳、騎腳踏車等運動都有助於心肺適能的提升；(2)運動頻率：每週至少

要從事三到五天有氧運動；(3)運動強度：運動時的強度以最大心跳率的60-

80%較佳，以運動時有點喘但還可以說話的感覺為運動強度的依據；(4)運動

持續時間：在適當運動強度下，每次運動20-50分鐘即可以改善心肺適能；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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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漸進原則：開始運動時，應依自己的健康和體能狀況從事適當運動，而

後逐漸增加運動時間和強度；但應避免一次運動量太大，或運動負荷增加太

多。

認識異位性皮膚炎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徐世達理事長

異位性皮膚炎為異位性體質在皮膚上的一種表現。其致病機轉主要為

有遺傳感受性體質的過敏性病人於出生後不久受到環境的因子作用，造成病

人皮膚之過敏性炎症反應。異位性皮膚炎多於出生後兩個月開始出現，而異

位性皮膚炎較常見於五歲內的孩童，目前發生率在台灣地區嬰幼兒的盛行率

至少有百分之十以上。

異位性皮膚炎的診斷

主要為臨床診斷須要符合三項以上的下面所列的主要與次要的臨床表

徵：

主要臨床表徵

1.皮膚搔癢。

2.皮膚炎症的典型形態與分布隨年齡不同而有所不同。

 a.成年人的關節屈側皮膚苔蘚化。

 b.嬰幼兒與孩童的臉部與身體伸側的皮膚侵犯。

3.慢性或慢性覆發性皮膚炎。

4.有異位性體質的個人或家族史(包括過敏性氣喘、過敏性鼻炎、和異

位性皮膚炎)。

次要的臨床表徵

1.皮膚乾燥

2.牛皮癬/手掌紋路過密/皮膚角質化突起s

3.陽性立即型皮膚試驗反應

4.血清中免疫球蛋白E上揚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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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發作年齡較早

6.容易發生皮膚感染(尤其是金黃色葡萄球菌和單純性皰疹)/ 損害細

胞性免疫

7.容易發生非特異性手部或足部皮膚炎

8.乳頭濕疹

9.口角炎

10.反覆性結膜炎

11.Dennie-Morgan眼臉下皺紋

12.錐狀角膜

13.前方莢膜下白內瞕

14.眼匡變黑

15.臉部蒼白/臉部紅疹

16.白色糠疹

17.流汗時癢感

18.對羊毛與脂質溶媒不耐受性

19.濾泡周圍的突出

20.食物過敏

21.受環境/情緒因素影響的病程

22.白色的皮膚畫紋現象/延遲性皮膚蒼白現象

若有食物過敏現象者，可進行雙盲安慰劑控制的食物激發試驗以證實

之。

所有的異位性遺傳體質所造成的過敏性發炎反應皆有一種十分特殊的

慢性化現象。即當異位性皮膚炎或其他部位的過敏性炎症反應逐漸進行到慢

性化時，其原本因特異性過敏原所引起的過敏性發炎反應，會逐漸轉變為不

再須要特異性過敏原，即可因受到各種不同的內源性或外源性因素之刺激，

就可自行使其自身的過敏性炎症反應持續惡性循環下去。此現象可由臨床上

見到，雖然病人已避免了會造成其本身嚴重過敏的特異性過敏原(如塵蟎)，

但病人因未避免掉其它非特異性的刺激物，或接受適當的抗過敏性炎症治

療，其本身的過敏症狀仍會持續存在甚至繼續惡化。

異位性皮膚炎的處理原則：

1.找出病人過敏的致敏原(包括食物及塵蟎等)，並加以適當地避免或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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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尤其是對塵蟎過敏的防治務必做到)。

2.剪短指甲或睡前戴綿質手套。

3.以嬰兒肥皂洗澡後趁皮膚上的水份尚未乾時，馬上於皮膚乾燥易癢

或發炎處抹以潤膚霜，而非乳液或油質。若病人屬全身型異位性皮

膚炎合併嚴重搔癢，則可給予紗布濕敷或穿著Tubifast(雙層)濕

敷。

4.避免於高溫潮濕的環境下運動或工作。

5.穿著質輕可透氣的服飾，避免粗糙或毛料的衣褲。

6.依照醫師指示適當使用口服抗組織胺及局部塗抹類固醇製劑或非類

固醇製劑，如易立妥(pimecrolimus)及普特皮(tacrolimus)藥膏。

7.必要時尚須使用抗生素(以對抗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抗病毒劑(以

對抗單純性胞疹病毒感染)、抗黴菌劑(以對抗念珠菌或黴菌感染)或

是口服類固醇製劑。

8.對於病況極嚴重的極少數頑固性病人，目前有人嘗試投與免疫抑制

或調節製劑(如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環孢子素、胸腺素、干擾素、

或第二型介白質等) 。

決定異位性皮膚炎病人預後的危險因子：

1.孩童期即呈現嚴重皮膚炎。

2.有異位性皮膚炎的家族史。

3.合併有氣喘病和/或過敏性鼻炎。

4.女生。

5.異位性皮膚炎發作於一歲以前。

若一異位性皮膚炎的病人具備有上述所有的危險因子，且未接受過敏

科醫師的適當處置，則約有大於80%的病人其異位性皮膚炎的症狀會持續存

在。反之，若一異位性皮膚炎的病人沒有具備上述的危險因子，且已接受過

敏科醫師的適當處置，則只有少數的病人會持續存在有皮膚炎的症狀。由

於目前已知對於因異位性遺傳體質而造成的各種過敏性疾病(包括過敏性氣

喘、過敏性鼻炎、和異位性皮膚炎)的病人，若能早期加以診斷，教導其正

確地避免會誘發或加重其過敏性炎症反應的過敏原或刺激物，並給予其適當

抗過敏性發炎治療，則病人將有機會恢復到接近正常的器官功能，過著與正

常人相同的日常生活。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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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以下氣喘病兒的診斷治療原則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徐世達理事長

近年來醫學界對於遺傳性過敏病的發生原因與治療方式已有革命性的

重大發現及改進。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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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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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雷陣

雨)、進出冷氣房其室內外溫差大於攝氏7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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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病人

的慢性過敏性發炎反應經過過敏免疫學專科醫師的適當處置獲得改善後，病

人即可不再受其影響，也就是說，過敏病人穩定以後，即使參加奧運會馬拉

松賽跑或是食用冰淇淋都不會再誘發過敏發作。

過敏病兒處置的新觀念

對於過敏病兒包括氣喘、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等的處置，除了

適當地抗發炎藥物治療或預防性投與和加上必要時的支氣管擴張劑，抗組織

胺或全身性抗生素投與(以治療其繼發性細菌感染)外，對病兒及其家屬進行

衛教使他們瞭解過敏病的發炎本質，並儘量教導其改善其居家環境，避免或

減少過敏原(包括食物)和刺激物質的接觸，為現在最為合理的治療方法。

兒童氣喘病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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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臨床嚴重度的氣喘病，最受人重視。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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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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罹病率與死亡率於全球大多數的地區亦有逐年

增加的傾向。而台大醫院小兒科故謝貴雄教授曾報告他所主導調查的大台北

地區學童氣喘病罹病率發現已由民國六十三年的百分之一點三，增加至民國

八十三年的百分之十點七九，顯示亦有明顯的增加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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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七年與九十一年)其比例

更是快速增加到高達百分之十六與百分十九。氣喘病的死亡率在民國九十一

年以前一直都位居於台灣地區每年十大死亡原因之一，到了民國九十一年才

退出，降成第十一大死亡原因。目前每年約有一千兩百位氣喘病人因氣喘發

作而死亡。

◎氣喘的臨床診斷

氣喘病人常有下列症狀：間歇性的呼吸困難、喘鳴、胸悶、以及咳

嗽，尤其是在夜晚或凌晨時發作。

氣喘的臨床特徵為： 

(1) 症狀可自然緩解。

(2) 可由支氣管擴張劑和抗發炎藥物的治療來緩解。

(3) 會隨著季節而變換的症狀。

(4) 有氣喘病和異位性體質的家族史。

這些特徵皆有助於診斷。

此外，有下列情況時，也需考慮為氣喘：

1. 曾有喘鳴或反覆出現喘鳴。

2. 曾有明顯之夜間咳嗽。

3. 曾經在運動後，出現咳嗽或喘鳴。

4. 當吸入污染空氣或菸煙會有咳嗽、胸悶或喘鳴。

5. 一有感冒即感胸悶。且此感冒常常需10天以上才會好。

6. 每當接觸塵蟎、蟑螂、有毛動物（如貓、狗）或花粉即感胸悶或喘

鳴。

7. 服用阿斯匹林或乙型交感神經阻斷劑即感胸悶或喘鳴。

8. 服用或吸入支氣管擴張劑，胸悶或喘鳴會迅速改善。 

過敏狀況的評估

皮膚針刺試驗或血清特異免疫球蛋白E的檢查都可查出可能引起過敏的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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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可作為過敏性氣喘的診斷參考。

目前我們在過敏氣喘門診較常使用於過敏病人以便找出病人的過敏體

質或其過敏原的方法如下：血液中嗜酸性白血球與免疫球蛋白E的總量、血

清中特異性免疫球蛋白E抗體、或過敏性皮膚試驗。

1.血液中嗜伊紅性白血球總數及免疫球蛋白E濃度的增高，可幫助過敏

病的診斷。

2.確定環境中那種過敏原是造成過敏氣喘病兒過敏病發作的主要原

因，也就是找出氣喘病兒的過敏原。有二種方法：

a.皮膚過敏原試驗：檢查方法是將特異性過敏原（如塵螨）試劑少量

置於單支或八支腳的過敏原投與器將過敏原投與器在過敏病兒的前臂腹側用

力壓迫皮膚，讓過敏原（如塵螨）試劑滲入皮膚表層，或是將過敏原（如塵

螨）試劑直接用注射針筒注射入過敏病兒皮內，而後於15-20分後觀察過敏

原（如塵螨）試劑作用的皮膚區域，有過敏者會有皮膚紅腫反應。

b.抽血作特異性過敏原的抗體檢查：只需要抽3-5毫升血液，即可檢查

過敏病兒血液中是否存在有6-35種特異性過敏原的免疫球蛋白E抗體。

如何診斷小於五歲的氣喘孩童

在五歲以下兒童診斷氣喘有其困難性。因為在這個年齡群陣發性的咳

嗽喘鳴並不全都是氣喘病，尤其是小於三歲的孩童。在這段時期的喘鳴經常

跟病毒性呼吸道感染有關，例如呼吸道融合病毒感染可能在兩歲以下孩童引

起喘鳴，而其他病毒則會在學齡前孩童引起喘鳴。

小於五歲的孩童喘鳴可分為三類：

1.暫時性早發型喘鳴。三歲前發生，與早產及父母抽煙有關。

2.持續性早發型喘鳴。三歲前發生，因為急性呼吸道感染反覆發生喘

鳴。沒有異位性體質及家族史。症狀可能持續到十二歲。呼吸道融合病毒感

染可能在兩歲以下孩童引起喘鳴，而其他病毒則會在二到五歲孩童引起喘

鳴。此時期有一部份病兒為異位性氣喘的表現。

3.晚發型喘鳴/氣喘。症狀可能持續到成人。病童有異位性體質，常常

是濕疹或呼吸道有氣喘的病理變化。

下列情形須要高度懷疑有氣喘的存在：頻繁喘鳴發作多於一個月一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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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運動後即誘發咳嗽或喘鳴，無病毒感染時夜咳，喘鳴無季節性差異，症

狀持續到大於三歲。我們可以根據以下的臨床指標來預測病兒在孩童晚期產

生氣喘病的機率會大增：在三歲以前產生咳嗽喘鳴的兒童若合併有一個主要

危險因子（如父母親有氣喘或病兒有異位性皮膚炎或吸入型過敏原陽性的病

史），或兩個以上次要危險因子（如嗜酸性白血球過多大於等於4%，無感冒

時會咳嗽喘鳴，過敏性鼻炎或食物型過敏原陽性的病史）。

 要在小於五歲以下的孩童診斷氣喘病，必須排除其他引起喘鳴的原

因，如下列疾病：

1.慢性鼻竇炎

2.胃食道逆流

3.反覆發生的病毒性下呼吸道感染

4.囊狀纖維化

5.支氣管肺部發育不良

6.肺結核

7.先天性胸廓內呼吸道狹窄

8.異物吸入

9.原發性纖毛運動不良症候群

10.免疫不全症

11.先天性心臟病

兒童氣喘的診斷與監測

五歲以下的小朋友的氣喘診斷，主要靠臨床判斷，症狀評估，及理學

檢查。 對此年齡群作確認診斷的一項有用工具，是以速效型支氣管擴張劑

及吸入型類固醇所做的治療試驗（Trial）。治療期間的顯著進步和停藥之

後的症狀惡化可支持氣喘的診斷。對較大兒童及成人進行的檢查，例如：氣

道反應性測量及呼吸道發炎標記等檢查因為操作較困難，且需要複雜儀器之

使用，使得它們比較不適於五歲以下氣喘病兒作例行性評估。此外，肺功能

的檢查雖然通常是氣喘的主要診斷及監測工具，但是在較小兒童的這個年齡

層通常是不太準確的。雖然有些四到五歲的兒童可以教導其使用尖峰呼氣流

速計，但家長需嚴格監督以獲得較準確的結果。

兒童氣喘之階梯式治療原則

醫療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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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的氣喘病人需要建立長期的藥物治療計劃，這套氣喘病的藥物治

療計畫需要包括二部分：

1.一套階梯式的藥物治療方案(升階與降階)。 

2.一套依據病人的氣喘嚴重度和病人對藥物治療後氣喘病情控制程度

而制定的分階治療計劃。(圖一)

圖一 氣喘控制為導向之兒童氣喘治療步驟

 

評估氣喘控制程度

氣喘治療的目的是希望大多數的病人能達到並維持臨床症狀的控制。

藉由評估目前氣喘控制程度選擇最適合的治療藥物，再藉由定期評估與監視

來升階或降階治療方式，希望能以最低階的治療、最低劑量的藥物，來達到

最大的控制效果與最大的安全性。

氣喘良好控制的定義是：沒有白天症狀(每星期二次或以下)，每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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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沒有受限(包括運動時)，沒有夜間的症狀或因氣喘而睡眠中段，沒有需

要急救藥物的使用(每星期二次或以下)，正常或幾乎正常的肺功能(五歲以

下的氣喘病兒不適用)，及沒有氣喘的急性發作。

當以上任一項不符合或是每年一次或以上的氣喘急性惡化時，即屬於

部分控制；當有三項以上的結果屬於部份控制，或在任一星期內有一次或以

上氣喘急性發作那一星期即屬於控制不佳。(表一)

表一 氣喘控制程度

特徵
控制良好(每一項皆符

合)
部分控制(任一星期中
發生下列任一項)

控制不佳

日間症狀 無(每星期二次或以下) 每星期大於二次

任一星期中發生左列
部分控制欄中五項的

任三項

活動受限程度 無 有

夜間症狀/睡眠中斷 無 有

急救藥物使用 無(每星期二次或以下) 每星期大於二次

肺功能(五歲以下的
氣喘病兒不適用) 
(PEF or FEV1) 

正常
小於預測值或個人最

佳值的80%

急性發作 無 每年一次或以上
任一星期中發生一次

或以上

通常治療一個月後會有明顯療效，一旦疾病達到良好的控制而且持續

三個月以上時，可以考慮降階的治療方式，此時吸入式類固醇可減少劑量

25-50％。如果病人對治療反應不理想，或需要升階到第三階以上者(如圖

一)，最好轉給專科醫師診治。

氣喘治療新導向—以控制為導向的氣喘診療指引
亞東醫院 郭壽雄

由於氣喘病的致病機轉已經確定是支氣管的慢性發炎反應，導致支氣

管的過度反應性（過敏性），所以氣喘病的治療原則一直遵循治本與治標並

重。治本的抗發炎藥物（控制藥）可以使支氣管的過度反應性（過敏性）降

低，減少氣喘發作的頻率及發作的嚴重性，至於治標的支氣管擴張劑（緩解

葯）則可以減輕發作時的症狀，二者並行，相互配合，才能使氣喘病達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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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新知

全控制或良好控制，氣喘病人的呼吸才得以暢通，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

多年來的氣喘診療指引都有設立明確的氣喘治療目標：極少氣喘發

作、很少需要使用緩解藥物、日常活動不受限制、沒有急性惡化而急診、肺

功能不會逐漸退化等，然而很多病人雖然治療仍然無法達到此目標，推究其

原因主要可能是醫師治療不夠積極，也可能是病人欠缺積極的配合。因此，

醫病雙方的密切配合是達到控制氣喘病的關鍵所在。新版的氣喘診療指引強

調氣喘的治療是根據氣喘控制的程度而訂，氣喘用藥以達到控制良好為目

標。因此是一個以氣喘控制為導向的治療方針，醫師和病人都要瞭解氣喘控

制是否良好。然後再加強溝通、配合，以提昇控制的層級。原則上，以最少

的藥物種類和藥量達到最高的控制。

在新版的診療指引中列出三個氣喘控制狀況如下表：

氣喘控制之狀況
指標 控制良好

（下列項目須全數達到）

部分控制
（任一週中有任何一項出現）

控制不佳

日間症狀 沒有
（每週兩次或兩次以下）

每週兩次以上 在任何一週
中出現三項
或三項以上日常活動的

限制
沒有 有

夜間症狀或
醒來

沒有 有

需要用緩解
性藥物

沒有
（每週兩次或兩次以下）

每週兩次以上

肺功能（尖峰

流速或第一秒
呼氣量）

正常 < 80％預測值或個人最佳值

惡化 沒有 每年一次或兩次 在任何一週
中出現一次
或以上

醫師和病人都可依據每個月的氣喘控制測驗瞭解氣喘控制的好壞。控

制不佳應積極升級，最重要的是要瞭解為何氣喘控制不佳，或者為何氣喘會

發作，在醫師方面依據圖一調整治療用藥，增加控制藥物劑量或是增加控制

藥物種類以達到控制良好的目標，並且依據圖二在整個診療過程中，不斷地

評估病情、調整治療和監測以確保病人一直處於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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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 

 

< 圖二 > 

評估氣喘控制的情況 

監測並維持氣喘控制 積極治療以達到氣喘

控制 

目前在台灣推行的氣喘控制測驗分成人版（12歲以上）和兒童版

（4-11歲），前者有五個題目由病人自己填寫，每題1-5分，滿分25分是完

全控制，20-24分控制良好，19分或19分以下控制不佳。兒童版有七個題

目，其中四個題目由病童自己回答，每題0-3分，三個題目由監護人回答，

每題0-5分，27分滿分是完全控制。19分或19分以下是控制不佳。在實際診

療中，病人最好每個月要記錄一次分數，醫師或氣喘衛教師要不斷與病人溝

通評分之實際狀況，並討論評分是否正確？期間若有發作，病人採取之措施

是否適當？儘量使此評分表真正反應實際情況，經由不斷的討論也讓病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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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學會如何面對氣喘發作（或惡化）和正確的自我處置。真正落實以控制為

導向的氣喘診療。

小時候喘不是喘？談嬰幼兒喘鳴的處理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秘書長  馬偕紀念醫院小兒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  黃立心

年紀小的嬰幼兒，特別是3歲以下的族群，常常可以在門診求診時被醫

師聽到有喘鳴（wheezing）的發生，這對臨床醫師來說是很大的挑戰。這樣

的喘鳴就表示此嬰幼兒有氣喘嗎？當然不是，喘鳴代表的是理學檢查發現的

症狀。事實上，會產生喘鳴有許多的原因，需要仔細的鑑別診斷。根據文獻

顯示，六歲以前的幼兒，約有50％左右曾經經歷至少一次以上的喘鳴發作，

而這50％的幼兒，有20％只有在2歲之前有症狀；另外15％則是持續有喘鳴

的症狀；15％是到6歲左右才開始有喘鳴的情形。這數據告訴我們，會造成

氣喘的原因非常複雜，綜合了基因遺傳、微生物學、環境與年齡相關的因

素，所以診斷上要非常小心。

哪些情形會比較懷疑病人有氣喘呢？包括頻繁的喘鳴發作、或是病人

的咳嗽或喘鳴與活動量有關、在沒有感冒時有夜咳、症狀發作的頻率無季節

特性、喘鳴的症狀持續至3歲以上。這些症狀都是會讓我們高度懷疑病人可

能有氣喘。若符合以上症狀，我們就應該遵照診療指引的建議，給予診斷性

的治療，包括吸入型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與吸入型抗發炎藥物，看治療之

後的反應。若經過治療後症狀有明顯的改善，則診斷為氣喘的可能性大增。

此種方法特別在此類病人適用，因為這年齡層病人氣喘的診斷相當困難。關

於大家會擔心的副作用相關議題，在長期使用吸入性類固醇方面，依照目前

診療指引所述，並不會影響長期的身高發育，也不會增加骨質疏鬆或骨折的

危險。越小的幼兒藥物代謝越快，所以不需要隨年齡調整吸入型藥物的劑

量。

有了以上的概念，對於早期藥物治療到底能否改善氣喘的照護，有以

下3個大型的雙盲隨機對照試驗，可以幫我們回答這些問題。這三個試驗剛

好都在2006年發表，分別是美國、英國及丹麥所做的大型試驗。第一個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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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的PEAK研究（Study 1:Prevention of Early Asthma in Kids (PEAK) 

clinical trial；Long-Term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n Preschool 

Children at High Risk for Asthma），共有285個2-3歲的病人參加試驗，

這些病人都屬於可能罹患氣喘的高危險族群，隨機分為兩組，一組給予低

劑量吸入型類固醇(fluticasone 88ug bid)， 一組給安慰劑，一共治療兩

年，停藥後再追蹤一年。結果發現在試驗完成之後，不論是治療組或是對照

組在沒有症狀的天數比例、急性發作的次數與肺功能方面都沒有統計學上的

差異；但在治療的兩年期間治療組明顯的比較沒有氣喘症狀、急性發作的次

數也比較少，也比較少需要使用增加的控制藥物。這個試驗告訴我們在學齡

前的氣喘高危險族群幼兒，使用低劑量的吸入型類固醇雖然無法改變疾病的

自然病程，卻可以有效的控制症狀，可以降低疾病對日常生活的影響。

第二個試驗是來自於英國的IFWIN研究 (Study 2: Seconday 

prevention of asthma (IFWIN) clinical trial Use of Inhaled 

Fluticasone propionate in Wheezy Infants)，這個研究把治療年齡拉到

更早開始，只要病人曾經有一次大於一個月的喘鳴，或是兩次的醫師確診的

喘鳴就進入研究，平均年齡為1歲7個月，一樣分為治療組(低劑量吸入型類

固醇)與對照組，採雙盲隨機對照的方式，追蹤到病人5歲。共有173人完成

追蹤,結果發現不論是之後產生喘鳴的機會、診斷為氣喘的比率與肺功能在

兩組比較都沒有顯著的統計差異，所以發現吸入型類固醇的治療，還是建議

用在有造成困擾症狀的病人身上較適合。

第三個試驗是來自於丹麥的PAC研究(Study 3:Prevention of  

Asthma in Childhood(PAC)clinical trial Intermittent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in Infants with Episodic Wheezing)，滿一個月大以上

的嬰兒只要有超過3天的喘鳴發作就隨機分為兩組治療，一組給予兩星期的

吸入型類固醇，另一組則是對照組，採雙盲隨機對照的方式。共有294人完

成追蹤，結果發現不論是之後沒有症狀的天數比，產生持續喘鳴的比率，兩

組比較都沒有顯著的統計差異。所以發現漸歇使用吸入型類固醇並無預防後

續氣喘發生的效果，還是建議用在有因症狀造成困擾的病人身上。

綜合以上三個大型的臨床研究，發現對於有症狀困擾的喘鳴，還是應

該要積極治療。對於年齡很小的喘鳴病人，以下的危險因子評估方式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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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臨床醫護人員做更正確的判斷，闗於氣喘預測指引(asthma predictive 

index)，三歲以前的反覆喘鳴病人，若合併有一個主要危險因子及2個次要

危險因子，則之後被診斷為氣喘的機率高出10倍以上。主要危險因子包含父

母親有氣喘、合併異位性皮膚炎、有吸入性過敏原的致敏；次要危險因子有

血液中的嗜酸性白血球比例增加、在沒有感冒時發生喘鳴、有食物的過敏原

致敏。以上的危險因子評估方式可以幫助我們預測後續產生氣喘的機率與給

予合適的治療方式。

綜上所述，嬰幼兒的喘鳴不表示就有氣喘，但反覆的喘鳴又加上有合

併以上提及的危險因子，強烈建議可以給予控制藥物的治療，看看治療後

的反應。如果連續治療4-6週後還沒有改善，其他的鑑別診斷還是要好好考

慮。

與狼共舞30年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秘書長柯逸郎

    每想起當年生活在，沒有明天的日子。而今雖然年老，加上行動不便與

肌肉疼痛的苦勞。而今之心境，已經完全脫離一切無望。

    

我的氣喘病，雖然讓我歷經辛酸的歷程，仍然無法奪走我人生的樂

趣。多年來我遊走於氣喘病與我當醫師，以及藥物使用不當的後果。多年來

能顧及醫學與娛樂專業之精進，達到推廣氣喘衛教，與音響經驗職志。

         

倖免於難 

我於1978年開始要命的氣喘發作，第二年勉強的渡過，第三年正感到

非常無助的，已經無法工作。經過長庚醫院廖運範醫師的介紹，讓當年留學

歸國學人的王世叡主任，下手撿回了我可貴的性命。雖然勉於一死，留下來

的一堆重擔，包括需要轉業，並精進到猶如往昔「獨樹一幟」的專業度，重

振家業。

因緣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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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剛剛脫離拐杖，我即刻進行新的人生規劃。由外科醫師，改行

當內科醫師，形同脫胎換骨。當學徒找對老師相當重要，我的運氣一部分來

自於前面提到的兩位高手，將我的性命保住。而延續與開展我的生涯，竟然

與我的興趣有非常重大的關係。一位發燒(Audiophile)好友，蔡克信醫師，

當時在馬偕醫院擔任內科主任(剛認識不久，就出來開業，是位相當有藝術

修養，也有創意的性情中人)。他以消化器專業醫師的立場，勸我經由消化

道內視鏡的領域，入門先鞏固基礎。並介紹當時在醫院的幾位高手，當我學

習與轉診的背景。

燦爛的1982

我於1981年底，申請「日本醫師會獎學金」，於1982年三月京都櫻花

之含苞待放，至五月落花流水期間。在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承蒙川井啟市教

授，與手下幾位世界級的內視鏡專家指導，學習一流的泛內視鏡的技術，因

為這裡是開發內視鏡相當重要的重鎮。有道是「擒賊擒王」，用在學習任何

一項專業，最好是找到天下第一水平的人物或場所。選擇川井教授最重要的

理由，與家父早年曾經在京都求學，我在京都出生，一見如故。又有父執

的家可住(東山三條)，交通便利生活功能優良，可謂天時，地利，人和具

備。1982年我也開始在台灣最好的一本「音樂與音響」投稿。加上我個人

的關係，日本幾家盛名的公司如Accuphase Lab.Ltd， YAHAMA，Marantz/

Philips，Dynavector，Supex，以及幾位達人如光悅的Sugano先生，IKEDA

的池田先生得接觸並受教，就像是Audio的留學一般。1982年到日本猶如專

為我的醫學，以及音響的專業學術之留學而做的準備。我的大腦如同被開

了天窗一般的，見識世間最尖端的開發型人物。1983年CD問世之前，我已

經在日本學到了「數位產生器的基本知識」，CD改變了Edison100年發明

Analogue錄音技術，音樂再生的方法，可以說式音響史革命性的突破。1983

年Dr.Waren發表「幽門螺旋桿菌」與消化性潰瘍，以及根除療法。我也事先

聽到一點相關的訊息，這是改變100年來，人類對於消化器潰瘍的病因學，

最重大的突破。一切遭遇的確超乎我出國前，所期待的成果。同時也接觸到

超音波第一代的儀器，於是我回國之後，手上不但有胃鏡，也擁有超音波。

讓我的醫療業務，有某種程度的先機。至於進入氣喘的照護行業，就因為當

過長時間的病人，有幸接觸到王教授的醫治與指導，於「氣喘之友協會」的

教育活動，認識多位台灣最好的氣喘病學者。終於在1999年擔任理事長，到

榮總過敏免疫風濕科，學習至今。雖然老人學習能力，不足以應付目前最先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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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功課，而對於氣喘病相關的過敏免疫風濕病學，在此讓我有機會從頭開

始進修。

 Partly Control

以1982年當時，我的氣喘病情之嚴重度，比起現時所照顧的病友們

相比較，更加危險，因為當時氣喘病的醫藥尚未進步到這樣好的地步。

在寒冷的日本天氣裡，我幾乎是天天的發作。還好處理得當，可以免強

的壓制下來，我時常慶幸我是醫生。以當時的醫藥水準，想要完全脫離

偶而需要口服類固醇，感到非常的不容易。當我每日雖然吸入Becotide 

MDI(Controller)—不夠量，與Berotec MDI(Reliever)—太常用，並服用茶

鹼-一樣不夠量。因此控制得並不能非常的理想。對於吸入型類固醇的治療

價值，世界性的診療共識，確立1986年，在1982年的我與大家一樣的媒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我當時對口服類固醇的依賴，真的感到相當困擾。一直到

1997年吸入乾粉製劑的出現，也見到了「氣喘診療指引」，對於新的類固醇

的使用經驗，也完全的確立。如今使用ICS+LABA二合一的新製劑，用來治療

氣喘病，已經顯得非常的容易。現在的氣喘病人，真的是相當的有福氣，只

要早一點治療，在身體的健康方面，要比以前好得多。

 氣喘與心肺的摧殘又骨折白內障

活到的公元1989年底又生一次大病。是我今生最辛苦與危險的一回住

院(在台北榮總住院一個多月)，差點被水淹死。將我多年不復大發作的氣喘

病，在一次不明原因的肺炎的助威之下，發揮得淋漓盡致。過久的肺水腫，

讓我的右心室肥大，產生鬱血性心臟病的後果，出院一年半說話沒聲音。加

上大量類固醇的洗禮，雙眼的白內障加深。又原來就不太好的髖關節也更加

的嚴重，新的腰椎骨疏鬆也難免得發生。讓我先接受右眼白內障的刀，又陸

續開了兩的人工髖關節。此中又於一次不小心由電扶梯摔下，引起腰椎壓迫

性骨折。於2003年SARS期間，隔離在家玩音響，提重造成HIVD(椎間板滑出

症)，痛到無法走路，當然又開一次刀。我時常在笑自己，好像我過去當外

科醫生時，割過太多人，老天爺也讓我嚐嚐被開刀的滋味。不過，我對於外

科手術的理解，遠遠超過我對自己心肺組織的認知。因此對該來的疼痛，有

先見之明，得以盡量的避免術後之苦。 

達成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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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像對於一次次的大災難之後，必然啟動我人生另一次的成果，漸

漸的感覺習慣。於2002-2004年，我與王世叡教授和黃蓮奇副院長(SARA英

雄)，策劃多年的「台灣氣喘衛教學會」終於成立。徐世達醫師當選第一任

理事長，為氣喘衛教之路打開了康莊大道。而我的Audio生涯，也成立了

「台灣再生音樂愛好協會」，名字太長今年又改為「臺灣音響愛樂協會」，

與氣喘之友協會一樣，專為推廣教育而設立的。代表我國的愛樂者的一個人

民團體。

不好聽的故事

用我的眼光看來，說我的故事，猶如「老太婆的纏腳布，又臭又

長」，一點也不吸引人。當我答應徐理事長，來寫一篇玩意兒，交代一下我

與音響生活的話題。因為我自從我的1982年開始了我的專欄寫作至今，從未

間斷，確實需要有用不完的創意。就像我的醫療生涯一般，到底要說些什麼

來讓讀者感到「寓教於樂」?我只好想到一個點，就得由那一個地方，挖掘

到無盡的話題。不過我有個大缺點，就是無法掌控任何話題的重心。因此，

我無法有效的整理出來，並集中成為幾個教條，來當做教材。不過我最重要

的一點小秘訣，當老師時就是「以身作則」，言教不如身教。若說教人如何

「正精進」的最佳方式，那就是找到世間的最高手，來當老師(擒賊擒王)。

就是當一個人，成為第一高手級的人物，其修為到達天人合一之境界。雖然

有許多高人，尚未真正有信心的知道，而迷失在當中而無法「了悟真機」。

於是心境無法大開方便之門，讓人產生「如沐春風」之樂。因為當霸主的時

候，心中無時不燃燒其上進之火焰，搖晃之中無以定位。我的一生，最怕當

霸主，因此我時常因為沒有壓力，而自由自在。

一事無成之大成

我的人生其實是個一事無成的，雖然想當個好醫生，也想當個Audio宗

師。但因為無時不刻的小進步，而且愈來愈年長到，無力經營整理我的學問

的境界。猶如一大堆雜物難以整理的現況，想到年輕時，因為知道的太少，

還想寫東西來設法樹立一些指標。到老來見識多些，對於許多事又感到沒什

麼了不起。因此水到渠成的功夫，就是世間最有效果也是最可靠的。當一聲

我想是這樣，當音響玩家，也是這樣。說到音響的，我確實不是太專家，一

定要我談些音響的話。我請問大家：「有幾個人可以坐下來，並專心的聽

音樂兩小時以上?」那個人我就收他當學生，必可以學成「武林高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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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的學問不在於精純，而在於啟發。假如當我學生學醫術，也許會是相當

能出頭的人物(我看過幾個好例子)，雖然我的學問不足以整理出來當標題

教才，但非常的人性與實用。我時常在我的專欄裡提到，Audio之道最重要

的。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更遠。植基於科學的Audio藝術，才

是真功夫」。學習之道無窮，術德兼修的老師最重要。學醫的倫理教育，

最重要的還是人格的培養。出神入化的平凡，那是最高的境界。我的Audio

並非以財力為後盾的方式，雖然也需要花些在刀口之上。要學習懂得花錢在

Audio的行動之上，就如同花錢在氣喘病的防治之上。最重要的還是須要先

具備美學的基礎，這需要時間與好榜樣的浸潤。「知識」的獲得式解決一切

難題之方，學習就是最關鍵的重心。要學習進君主遠小人的理由，猶如我談

音響之「心正音也正」。音正就是好聲，讓人聽音樂聽出興趣來基礎。我其

實看到許多心不正的玩家，終其一生的炫耀，還是得不到最中肯的音效。這

是千真萬確的，還是屢見不鮮。大家假如看到我已經隱隱約約的，出現老人

痴呆症的毛病時，是我開始收手的時機。

說點兒Audio

我的Audio，就是一般人說的玩音響也好，或是研究音樂再生的技藝也

行。有幾項非常重要的看法。我以幾句話先說這是我的Audio Philosophy，

追求的要點我已經說過。目標是「讀好書，交好友，聽好音樂」，就這樣簡

單。

音響器材方面

我的重點是 :1.玩直熱式三級管單端擴大機。2.玩黑膠唱片，但也玩

數位如CD/SACD，也玩藍光高畫質與高密度音質系統。3.使用最高效率的喇

叭系統，也不反對現代最高的技藝之作。音響器材的高下品味，有句最重要

的指標，就是「State Of The Art」的名詞，那是一種超越工業技術而進入

藝術的境界。我直接翻譯成「藝境」兩個字，追求音響器材的終點。Audio 

是一種藝術，需要精緻與嚴肅的精神，來經營學習與精進。因此，對於自己

的音響器材，我當成是無價之寶的，假如弄到他人手上，或因為無法駕馭而

成為一堆垃圾。Audio之道無窮，只怕有心人。

古人說道:「學問之道無窮，總以有恆為主。」。又，子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來鼓勵人要不違天理，而不停的追隨真理。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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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不斷的進行著Up Date的事。音響器材也就在我個人的意志

下，不偏離科學，而隨求藝術的境界。機器不能跟我行，而之是在我腦海之

中。隨時隨地都有見解與創意。因此，音響器材對我而言，是我再帶著它前

進，而非受制於器材的能耐。有大部分的人會受到期才的牽制，來影響在聲

音質的高下。我會解決器材本身的再生音樂品質的障礙，並進行一連串有效

的措施。

會務報導
秘書  吳盈曄

一、2008台灣氣喘衛教學會衛教種子教師相關事宜通知
97年度種子教師氣喘衛教種子教師衛教實務見習已於97年六月底完滿

結束，感謝各種子教師的參與。種子教師應盡義務與福利為每年(1~12月)協
助辦理氣喘衛教學會舉辦之氣喘教育及活動20小時，即可於第二年免費參加
氣喘教育研討課程。現請各種子教師協助辦理氣喘教育及活動之時間請詳見
學會網站，名額有限，請各種子教師盡快與學會聯繫能配合的時間，謝謝。

二、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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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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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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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hma-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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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2.銀行名稱：彰化銀行  中山北路分行  
匯款帳號：5081-0178-7120-00

稿件徵募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會刊徵募稿件，凡與過敏氣喘相關醫護知識或衛教

經驗分享相關稿件，皆歡迎踴躍投稿。稿費每十字六元，來稿可以電子郵件
方式寄至學會信箱(asthma.edu@msa.hinet.net)或郵寄至104台北市天祥路
16巷15號6樓之9號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收

會務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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