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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從 1995 年開始發行氣喘診療指引，在衛生主管機關以及各醫學會的努力推廣之

下，氣喘照護醫師幾乎人手一本指引，然而氣喘的治療成效仍不如預期。以 2000 年及

2006 年亞太地區氣喘控制的實況（AIRIAP）的研究調查顯示，台灣氣喘患者的急診、

住院和不預期回診比例仍高。 

全球氣喘創議組織（GINA,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整合全世界重要氣喘治

療專家的意見，經常修訂氣喘診療指引的內容。從 2006 年開始新版的診療指引將氣喘

治療由以往以嚴重度為依據轉變為以氣喘控制為主軸的觀念，並將治療步驟整理得更

為簡單，如此將有助於遵行和推廣，希望能降低全球氣喘的罹病率以及致死率。本協

會也將依據最新版的 GINA 診療指引更新內容，以供各界參考。 

我們相信這樣的修改必定會衝擊許多氣喘診療醫師既有的治療模式。因此，台灣氣喘

諮詢協會著手編寫適合台灣本土的診療指引、濃縮了新版診療指引的精華、將文字簡

化使之容易閱讀、並製作成容易查詢、翻閱的手冊，希望能替繁忙的基層氣喘治療醫

護人員做一本實用的氣喘治療工作書。 

 

台灣氣喘諮詢協會 理事長 郭壽雄教授 

 

 

 

2010 年 9 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2 

 

 

 

全球包括台灣，氣喘病是一個最常見的慢性疾病，全球估計有三億人罹患此病而且其
罹病率日益增多，尤其以兒童居多，確是值得大家關注。 
氣喘是呼吸道慢性發炎，會導致氣道過度反應，在患者接觸到誘發因子時，會引起反
覆發作的喘鳴、呼吸困難、胸悶以及咳嗽，尤其是在清晨。 
氣喘的症狀有可能時好時壞，但是呼吸道的發炎反應卻是慢性持續存在的。因此，對
於大部分的氣喘患者，需要每天規律使用「控制型藥物」，預防症狀的出現、改善肺功
能。而「緩解型藥物」僅是在症狀突然發生時偶爾使用。目前的藥物已經能夠讓大多
數的氣喘病人獲得良好的控制。當氣喘控制良好時，病人就能夠達到以下的目標： 
1. 白天、夜晚都沒有症狀 
2. 幾乎不需要使用緩解型藥物 
3. 不影響平日活動 
4. 肺功能正常（或接近正常） 
5. 沒有嚴重發作或急性惡化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運動選手雖然身為氣喘患者，卻能獲得奧林匹克獎牌的原因。 
 

 

 

 

 

 

 

 

 

如何判斷他是氣喘患者？ 

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就應考慮罹患氣喘: 
1.喘鳴 – 呼吸時有咻咻聲 
2.曾有下列病史：1)咳嗽，夜晚時特別嚴重，2)反覆喘鳴，3)反覆呼吸困難， 

4)反覆胸悶 
3.症狀多在夜間發生或惡化，導致患者睡眠中斷 
4.症狀發生或惡化跟季節交替有關 
5.有氣喘病和過敏體質的家族史 
6.若遇到下列情況，症狀就會出現或特別惡化，此症狀可用氣喘治療藥物（如支氣管

擴張劑）而緩解： 
1)有毛的動物（貓、狗等）、 
2)塵蟎、蟑螂、黴菌（主要是交替黴菌屬 Alternaria）、花粉、菸、二手菸 
3)氣膠化學物質（aerosol chemicals） 
4)藥物 – 如：阿司匹靈、乙型交感神經阻斷劑（Beta blocker） 
5)氣溫變化、運動、強烈的情緒變化 
6)呼吸道感染（尤其是病毒感染） 

 
      

氣喘氣喘氣喘氣喘    

氣喘的臨床診斷氣喘的臨床診斷氣喘的臨床診斷氣喘的臨床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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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他是氣喘病童？ 

一、症狀特徵 

1.喘鳴頻率頻繁 ，一個月超過一次 

2.運動時會引發咳嗽或喘鳴 

3.無呼吸道感染卻會夜咳 

4.喘鳴發作與季節變化無關 

5.若遇到下列情況，症狀就會出現或特別惡化： 

1).有毛的動物（貓、狗等）、塵蟎、蟑螂、黴菌（主要是交替黴菌屬 Alternaria）、

花粉、菸、二手菸 

2).化學物質、 

3).藥物 – 如阿司匹靈、乙型交感神經阻斷劑（Beta blocker） 

4).氣溫變化、運動、強烈的情緒變化 

5).呼吸道感染（尤其是病毒感染，有感冒症狀就會超過 10 天） 

 

病童一有感冒症狀就會超過 10 天，或會有胸部不適（胸痛、胸悶），症狀可用抗氣喘

藥物而緩解 

 

 

如何評估三歲以下的喘鳴幼兒？ 

可根據氣喘預測指數（API）： 

1. 在三歲前，一年內曾有 4次（含）以上的喘鳴 

2. 有下列，一個主要危險因子或二個次要危險因子 

A.主要危險因子：a) 父母親有氣喘， b) 醫師診斷有異位性皮膚炎， c)對至少一

種空氣中過敏原過敏。 

B.次要危險因子：a) 沒有感冒時出現喘鳴， b)血液中嗜伊紅白血球超過 4％，有

對食物過敏。 

當三歲前此預測指數（API）陰性時，95％以上的兒童在 6-13 歲時不會出現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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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挑戰性的氣喘診斷 

1. 所謂咳嗽變異型氣喘：以慢性咳嗽為表徵的氣喘病人，需特別注重肺功能變異性

及氣道過度反應兩項檢測。 

2. 運動引發的支氣管緊縮： 運動是常見的氣喘誘發因子，尤其是兒童。建議以八分

鐘的運動測驗來確認診斷。 

3. 五歲以下的幼童：幼童喘鳴並不全是氣喘所導致。確認診斷必須倚賴許多臨床佐

證，且需要在幼童成長期間，長期的反覆檢試。 

4. 老年氣喘患者：老年人對症狀的感受較不敏銳，雖有喘也認為正常，所以對於這

群患者，診斷以及治療是非常複雜的，與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的鑑別常需要

試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或類固醇來看其效果。 

5. 職業型的氣喘患者：在就職前是否有同樣的症狀、以及詳細記載症狀與職場間的

關係。例如是否因遠離職場症狀即有改善；而回到工作崗位症狀就再出現或惡化。 

 

 

 

 

 

1.肺功能檢查 
肺功能測量可作為確診五歲以上氣喘病人之依據，由於測量時，FVC、FEV1 和
PEF 都需要病人充分配合，所以要好好教導病人如何做，下列兩種方法較為普
及： 

 
1）肺量計（Spirometry）： 

氣喘病人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後 15-20 分鐘，其 FEV1 增加 12％以上、且
增幅達 200ml 以上，氣喘病人不一定每次檢測都會呈現陽性反應，必要時
可反覆測試以提高精確度。 

2）尖峰呼氣流量（PEF）變異度： 
      可與病人自己過去最佳測量值相比較，PEF 之每日變異度，若大於 20％即

可能為氣喘病。在吸入支氣管擴張劑後，PEF 增加 60 L/min 或增加達到吸
藥前測值的 20％以上，表示可能為氣喘。 

 
2.其它測量方法： 

1）若病人有氣喘的症狀，但肺功能檢測卻顯示正常，可以做支氣管激發試驗，
就是測量其氣道對於吸入 methacholine、組織胺、mannitol 或運動的反應。 

2）過敏原檢測，包括皮膚針刺試驗或血清特異性免疫球蛋白 E (IgE)。 
至於皮膚試驗或血中特異性免疫蛋白 E，則有助於發覺引起氣喘症狀的危險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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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醫界以嚴重度分類氣喘病人，如輕度間歇型、輕度持續型、中度持續型和重度持

續型等四類。由於氣喘的嚴重度有可能因病人在接受治療後而改變，因此，以病人現

階段氣喘控制的好壞來區分病人，較有意義。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氣喘控制之狀況氣喘控制之狀況氣喘控制之狀況氣喘控制之狀況    

指標 控制良好控制良好控制良好控制良好 

(下列項目需全數達到） 

部份控制部份控制部份控制部份控制 

（任一週中有任

何一項出現） 

控制不佳控制不佳控制不佳控制不佳    

日間症狀 沒有 

(每週兩次或兩次以下） 

每週超過兩次 

日常活動的限制 沒有 有 

夜間症狀或醒來 沒有 有 

需要用緩解型藥物 沒有 

(每週兩次或兩次以下） 

每週超過兩次 

肺功能 

尖峰呼氣流量(PEF)或

第一秒呼氣量(FEV1) 

正常 ＜80％預測值或

個人最佳值 

在任何一週中出現

左列三項（含）以上 

急性惡化 沒有 每年一次或以上 在任何一週中出現

一次或以上 

 

氣喘控制測驗（Asthma Control Test, ACT）為目前台灣氣喘諮詢協會所推薦，也是

GINA 在新改版中，所認同的氣喘控制評估測驗之一。 

 

病人上網（http://www.TaiwanAsthma.com.tw）填寫氣喘控制測驗，目前成人(ACT)、
兒童版本(C-Act)都已經上線。兒童版本的題目需由兒童以及家長協助一同填寫，可參

考第 14,15 頁。 

以氣喘控制狀況以氣喘控制狀況以氣喘控制狀況以氣喘控制狀況來區分病人來區分病人來區分病人來區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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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照護的目標是要達到且維持臨床控制，為此，以下四點是非常重要且相互影響的： 

第一要點：建立醫病間的夥伴關係 

在醫護人員協助下，病人要能做到： 

1. 避開誘發因子 

2. 確實服藥且會正確使用 

3. 會分辨「控制型藥物」以及「緩解型藥物」 

4. 會監測氣喘（使用峰量計或氣喘控制測驗） 

5. 會辨識急性惡化的症狀，且會在急性惡化時，自己採取適當的處置 

6. 必要時會適時詢問專業醫護人員的意見 

如果病人尚未成年，醫病間的夥伴關係則需包括兒童的家人或照護者，同樣要協助兒

童達到上述的項目。 

 

 

 

 

 

 

 

 

 

 

 

 

 

 

氣喘照護四大要點氣喘照護四大要點氣喘照護四大要點氣喘照護四大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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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病人自我處置計畫以便維持氣喘的良好控制 

一、您每天要規則使用的藥物是： 

    1）                                              

    2）                                              

    3）                                              

    運動前可使用                                     

二、增加治療藥物（升階治療）的時機您在過去一週的症狀： 

    1）白天出現氣喘症狀 2 次以上                     是，否 

    2）會因為氣喘症狀而使行動（運動）受限           是，否 

    3）會因為氣喘症狀而在夜間醒來                   是，否 

    4）會額外使用擴張劑 2 次以上                     是，否 

    5）峰量計值低於           公升/分               是，否 

    如果上述問題回答「是」有 3題或 3 題以上，則表示氣喘控制不佳，             
需要升階治療。 

三、升階治療之用藥： 

    1）                                               

    2）                                                

    3）                                                

    維持此治療               天 

四、當有氣喘發作或急性惡化時要採取的步驟： 

    1）                                                

    2）                                                

    3）                                                

    4）                                                

五、有下列情況需要到醫院急診： 

    1）                                                

    2）                                                

    3）                                                

    4）                                                

 

醫師：                 氣喘衛教師：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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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點：確認以及減少曝露於誘發因子 

雖然避免氣喘誘發因子可以改善氣喘的控制成效，但是完全杜絕誘發因子幾乎是不可

能的，因此，讓病人了解到以藥物控制氣喘是非常重要的。 

 

當與病人談到減少接觸誘發因子時，要注意雖然運動常引發氣喘症狀，但絕不能建議

病人不要運動，可建議在運動前先使用短效（運動前 20 分鐘吸入）或長效（在運動

前 2小時吸入）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 

 

當病人是屬於中度至重度氣喘者、或是大於三歲的重度氣喘兒童，建議每年注射流感

疫苗。目前這些流感疫苗在 3 歲以上兒童及成人是相當安全 

 

 

表三、避免常見過敏原之策略 

一、 如能避開下述各項，可顯著改善氣喘的控制： 

1. 吸菸及二手菸：病童之父母不得吸菸 

2. 藥物、食物添加物：對已知會引起症狀者必須避免 

3. 職場過敏原 

二、 應儘量避免下述各項，但其臨床效益較不顯著： 

1. 室內塵蟎：用熱水洗床單、地毯，然後用烘乾機熱烘或日曬，臥室不鋪地毯，

枕頭或毯子用氣密式套子套住。 

2. 有毛動物：使用空氣清淨機，有毛寵物最好養在屋外，至少不能進入臥室內，

且需要時常清洗。 

3. 蟑螂：居家時時保持清潔，當氣喘患者不在室內時才可噴殺蟲劑。 

4. 室外花粉和黴菌：當外面花粉或黴菌多時或沙塵暴來臨時，宜關閉門窗，且

減少外出。 

5. 室內黴菌：避免潮濕，經常保持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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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點：評估、治療以及監控氣喘 

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藉由以下圖一所示循環性的三項重點以達到且維持臨床控制。 

 

一、 評估氣喘控制的情況 

以表一（見第五頁）評估病人目前氣喘控制的情況，以調整他們治療的用藥種類

及劑量。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氣喘診療的三大循環要點氣喘診療的三大循環要點氣喘診療的三大循環要點氣喘診療的三大循環要點    

 

 

 

 

 

 

二、 積極治療以達到氣喘控制 

請參考下圖二決定病人應該使用的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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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歲（含）以上的兒童，白三烯受體拮抗劑之效果不如低劑量類固醇。所以當吸入

低劑量類固醇仍然控制不佳時，採用吸入中劑量類固醇優於加上白三烯受體拮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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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測並維持氣喘控制 

定期且持續的追蹤，才能協助病人維持氣喘控制。即使病情已穩定，仍需定期的

評估是否有惡化或急性發作的情形，必要時需調整治療步驟。 

1.考慮升階的時機 

當氣喘控制不佳則升階治療，直到氣喘控制。大部分的病人在一個月內可獲得

改善。應在每次回診時檢視病人是否知道如何正確使用藥物、是否遵循醫囑、

以及是否有接觸誘發因子。 

當氣喘只有達到部份控制時，則增加藥物劑量或增加藥物種類，但需考量安全

性以及病人對於控制的滿意度。 

2.考慮降階的時機 

  當氣喘控制能維持至少三個月以上，則可降階治療，找到能維持氣喘控制的最

低治療劑量。當使用中、高劑量吸入類固醇時，達到控制良好時，每三個月可

對於控制型藥物的提醒： 

目前吸入式類固醇是最有效的「控制型藥物」。因為它能直接作用在呼吸道，較少引起

全身性的副作用。應指導患者正確的使用方法，並建議使用輔助艙，尤其是兒童，更

需要確定他有合適的輔助工具協助吸藥。在每次患者回診時，都要看病人操作一下，

以確定他會正確操作使用。表四所列是各種類固醇的相當劑量。 
 
對五歲以下幼兒較適當的吸藥器具： 
3 歲（含）以下：壓力式定量噴霧器（pMDI）接上有面罩的輔助艙 
4-5 歲：壓力式定量噴霧器（pMDI）接上有接嘴的輔助艙 
 
針對五歲(含)以下的幼童，如果只有在病毒感染時才會出現輕微氣喘症狀，此種情況只

需使用吸入速效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數天即可，但有下列二種情況之一時，即應考

慮規則給予吸入低劑量類固醇，若仍無法控制氣喘，則再增加吸入式類固醇的劑量。： 
1）此病毒引發氣喘之症狀輕微，但頻率高於每 6-8 週一次， 
2）頻率雖少於每 6-8 週一次，但每次症狀較嚴重。 
 

對於緩解型藥物（即支氣管擴張劑）的提醒： 

請注意病人是否每天規律在使用，或過度依賴此藥，這是氣喘控制不佳的警訊！ 
 
其他提醒： 
(1) 對於未曾治療過的氣喘患者，應從第二階（即只要吸入低劑量類固醇）開始治療；

症狀嚴重者，則可從第三階開始治療。當病人接受第四階的治療仍然無法達到控制

良好時，建議轉介至氣喘專科。 
(2) 當第四階的治療仍然無法達到理想的控制時，可認定此類病人為難以控制的氣喘

(difficult-to-treat asthma)。對這類病人之治療目標為儘量以最低之藥量達到使其症

狀不影響日常生活，儘量減少藥物的副作用，減少急性惡化之次數。最好將這類患
者轉介給氣喘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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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類固醇劑量減半，若減到只有低劑量吸入類固醇時（每天二次），可改為每日

一次。若是使用合併藥物治療（ICS+LABA）時，降階也是先將類固醇劑量減半，

在達到類固醇最低劑量時，才停掉長效吸入式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切記，

不可單獨使用長效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 

 

 

表四、 吸入性類固醇的劑量
#
 

藥品種類 低劑量(µg) 中劑量(µg) 高劑量(µg)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成人 兒童 

Beclomethasone 200-500 100-200 > 500-1000 > 200-400 > 1000-2000 > 400 

Budesonide 200-400 100-200 > 400-800 > 200-400 > 800-1600 > 400 

Fluticasone 100-250 100-200 > 250-500 > 200-500 > 500-1000 >500 

Mometasone 100-200 100-200 >400-800 > 200-500 > 800-1200 >500 

Triamcinolone 400-800 400-800 >1000-2000 >800-1200 >2000 >1200 

＊長期使用最高劑量會增加全身性副作用的危險機率 

＊CFC 和 HFA 製劑之相對劑量，請參考各藥之仿單  

 

 

 

第四要點：處理急性惡化 

氣喘急性惡化是指進行性的加重呼吸困難、咳嗽、喘鳴、胸悶等症狀。嚴重的急性惡

化可能致命，必須謹慎處理，切勿低估。 

以下患者需要立刻尋求醫療協助 
1. 符合「表五」重度之患者（請見 P.14） 
2. 使用支氣管擴張劑無明顯效果，連續三小時情況未見改善 
3. 給予口服類固醇 2～6小時後仍無改善 
4. 明顯持續惡化 

 

氣喘急性惡化時，該採取之治療： 
1. 支氣管擴張劑 ： 輕度及中度惡化者第一小時內每隔 20 分鐘重覆吸入速效乙二

型交感神經興奮劑 2-4 噴，第一小時過後，所需劑量視情況而定。輕度惡化者可
每 3-4 小時吸入 2-4 噴，中度惡化者可能須每隔 1-2 小時使用 6-10 噴。 

2. 口服類固醇 ： 對於中度、重度惡化之病人，儘早給予：每日劑量為每公斤體重
0.5 至 1 毫克，以降低發炎反應以及加速復原。 

3. 氧氣 : 可用鼻管、面罩方式給氧，目標是維持血氧飽和度，兒童在 95%，成人
在 90％以上。 

4. 合併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副交感神經拮抗劑（anticholinergic）：可以降低
住院的機率以及改善肺功能。 

 若病人已經在使用高劑量的吸入式乙二型交感神經興奮劑，就不建議再加上茶鹼製
劑。此外也不建議使用鎮靜劑、化痰藥(有可能會使咳嗽更厲害)，也不需給予大量水
分（嬰幼兒除外）等。至於抗生素只有在肺炎或細菌性鼻竇炎者才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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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急性惡化病人適合留在診所處理呢？ 
若是尖峰呼氣流量降低不超過 20%、夜間醒來、或只是速效支氣管擴劑使用量增加
的輕度惡化者，若患者有能力自我處理，則可以在家根據原先醫師指導的自我處置
計畫處理，也可在診所處理。若初步治療已見成效，則不需轉至急診部，但仍需由
診所醫師決定是否需要使用口服（注射）類固醇。此時必須加強病患教育並重新審
視原先的維持治療計畫是否適當。大多數嚴重氣喘惡化的病患應到有急性照護能力
的院所就醫。中度的患者可以考慮留院處理。 

 

 

急救後，後續該怎麼做呢？ 
 1.以觀察症狀，最好加上尖峰呼氣流量(PEF)監控氣喘對藥物的反應情形， 

2.嘗試了解急性惡化的原因，以後儘量避免再接觸此危險因子 
3.檢視病人對此次急性惡化初期的自我處置是否得當 
4.檢視病人目前的治療階段是否合宜 

 

 

若遇到屬於下列狀況的病人，應勸導他在急性惡化時，儘早到可提供緊急照護的醫院： 

 1.曾有因急性發作而有瀕死或插管者 

 2.過去一年曾因惡化掛急診或住院者 

 3.正在使用、或剛停用口服類固醇者 

 4.最近沒有使用吸入式類固醇之患者 

 5.過度依賴短效支氣管擴張劑者，尤其是一個月的用量超過一支以上者  

 6.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社會性問題者，包括正在使用鎮定劑者 

 7.對現有治療計畫之遵從性不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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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氣喘急性惡化之嚴重度  （無需符合全部敘述之項目） 

 輕度 中度 重度 瀕臨呼吸衰竭 

喘息程度 走路會喘 

可以躺下 

說話會喘 

嬰兒-哭聲短弱， 

餵食困難 

會選擇坐著 

休息時會喘 

嬰兒 - 停止進食 

弓身前傾 

 

說話長度 整個句子 片語 單字  

意識狀態 可能略顯焦

躁 

通常焦躁 通常焦躁 昏睡或意識不

清 

呼吸速率 變快 變快 通常 >30 次/分  

正常兒童在清醒之呼吸速率： 

＜ 2 個月  ＜60/分 
2-12 個月  ＜50/分 
   1-5 歲  ＜40/分 

   6-8 歲  ＜30/分 

使用呼吸輔助肌，胸
骨上方凹陷 

通常沒有 通常有 通常有 胸腹反常運動 

喘鳴聲 中度，通常在
呼氣末期 

大聲 通常大聲 聽不到 

心跳(次/分) <100 100-120 >120 心跳變慢 

兒童之正常心跳速率 

嬰兒(2-12 個月)  ＜160/分 
學齡前(1-2 歲)  ＜120/分 

  學齡(2-8 歲)  ＜110/分 

奇異脈 無 
<10mmHg 

可能出現 
10-25mmHg 

經常出現 
>25mmHg(成人) 
20-40mmHg(小孩) 

消失表示呼吸
肌疲勞 

給予支氣管擴張劑
治療後的 PEF(預估
值或最佳值的百分
率) 

>80% 大約 60-80% <60%(成人<100 公
升/分)或支氣管擴
張劑療效維持不到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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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懷孕懷孕懷孕婦女之氣喘時嚴重度會產生變化，因此需要更密切的觀察以及藥物的調整。務必

讓懷孕中的氣喘婦女了解氣喘治療的安全性，以及孕婦氣喘控制不佳會對胎兒造成危

險。 

 

手術手術手術手術、、、、上麻藥上麻藥上麻藥上麻藥對於氣喘病人有較高的風險會產生肺部併發症，尤其是氣喘較嚴重的病

人。所以在氣喘病人手術前幾天，就要評估氣喘的嚴重程度合不合適進行手術。尖峰

呼氣流量若低於最佳值的 80%，可給予 3 天短程的口服類固醇，改善肺功能。 

 

鼻炎鼻炎鼻炎鼻炎、、、、鼻竇炎鼻竇炎鼻竇炎鼻竇炎、、、、鼻息肉鼻息肉鼻息肉鼻息肉通常與氣喘並存，而治療鼻炎的確可改善氣喘症狀。不管是急

性或慢性鼻竇炎都會讓氣喘症狀惡化，必須給予有效的治療。而鼻息肉又與氣喘、鼻

炎有關，這種患者通常對於局部型的類固醇反應佳。 

 

職業性氣喘職業性氣喘職業性氣喘職業性氣喘的病人的治療用藥與一般氣喘病人相同，由於在職場避免過敏原並不容

易，建議轉介這類患者至氣喘專科或職業病專科就診。 

 

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經常會引發喘鳴以及氣喘症狀。治療方式與氣喘惡化時之處置方式相同。 

 

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發生在氣喘患者的機率為一般人的三倍，建議讓有胃食道逆流患者服用可

改善胃食道逆流的藥物，但綜合分析顯示這種治療並不一定能改善氣喘的症狀。 

 

阿斯匹靈或非類固醇抗炎劑阿斯匹靈或非類固醇抗炎劑阿斯匹靈或非類固醇抗炎劑阿斯匹靈或非類固醇抗炎劑所引發的氣喘在成人比兒童更常見。由於老年人常服用阿

斯匹靈預防心血管疾病，而止痛退燒藥也常用於感冒及關節炎病人，這兩類藥是很普

遍使用的藥，氣喘病人服用此類藥物應特別謹慎。若確認為藥物引發的氣喘，則杜絕

病人服用此類藥物為標準處置方式。 

 

全身型過敏反應全身型過敏反應全身型過敏反應全身型過敏反應(Anaphylaxis)(Anaphylaxis)(Anaphylaxis)(Anaphylaxis)可能會威脅生命，發生時會出現類似嚴重氣喘發作的症

狀，同時也可能使嚴重氣喘複雜化。必須迅速處理並給予氧氣、肌肉注射腎上腺素、

靜脈注射抗組織胺、靜脈注射類固醇和靜脈輸液。 

 

 

 

 

 

 

 

 

 

 

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特殊情況下的氣喘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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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氣喘控制測驗氣喘控制測驗氣喘控制測驗氣喘控制測驗 ( ( ( (Childhood Childhood Childhood Childhood CCCC----ActActActAct))))    

適用於 4-11 歲兒童 

請氣喘兒童回答前四題、父母回答後三題，將每個題目回答的分數相加，計算出氣喘

控制測驗的總分。20 或 20 分以上表示氣喘控制良好，19 分或 19 分以下，表示氣喘未

受控制 

-------------------------------------------- 

1.今天你氣喘的狀況怎樣？ 

   �非常不好  �不好  �好  �非常好 

2.當你跑步、運動或玩耍時，你的氣喘會造成多大的問

題？ 

   �那是個大問題，我無法做我想做的 

  �那是個問題，我並不喜歡 

  �是有點問題，但還好 

  �並不會造成問題 

3.你會因為你的氣喘而咳嗽嗎？ 

   �會，一直如此 

  �會，大部分時候 

  �會，有些時候 

  �不會，從來不會 

4.你會因為氣喘而在夜間醒來嗎？ 

   �會，一直如此 

  �會，大部分時候 

  �會，有些時候 

  �不會，從來不會 

5.在過去 4星期，有幾天您的小孩在白天出現了氣喘症狀？ 

   � 每天都有  � 19-24 天 � 11-18 天  � 4-10 天  � 1-3 天  � 完全沒有 

6.在過去 4星期，有幾天您的小孩在白天因氣喘而發出喘鳴聲？ 

   � 每天都有  � 19-24 天 � 11-18 天  � 4-10 天  � 1-3 天  � 完全沒有 

7.在過去 4星期，有幾天您的小孩在夜間因氣喘（夜咳）而醒來？ 

   � 每天都有  � 19-24 天 � 11-18 天  � 4-10 天  � 1-3 天  � 完全沒有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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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氣喘控制測驗成人氣喘控制測驗成人氣喘控制測驗成人氣喘控制測驗(Adult (Adult (Adult (Adult Asthma Control TestAsthma Control TestAsthma Control TestAsthma Control Test
TMTMTMTM    ,ACT,ACT,ACT,ACT))))    

適用於 12 歲以上的患者 

請患者將下列每個題目回答的分數相加，計算出氣喘控制測驗的總分。 

25 分表示氣喘全面控制； 

20-24 分表示氣喘控制良好； 

19 分或 20 分以下表示氣喘未受控制 

---------------------------------------------------- 

1. 在過去 4週中，您的氣喘多常讓您無法完成一般的工作、課業或家事？ 

   � 總是如此  � 經常如此 � 有時如此  � 很少如此    � 不曾如此 

2. 在過去 4週中，您多常發生呼吸急促的情形？ 

   � 一天超過一次  � 一天 1次   � 一週 3至 6 次    � 一週 1 或 2次  

� 完全沒發生過 

3. 在過去 4週中，您多常因為氣喘症狀（喘鳴、咳嗽、呼吸急促、胸悶或胸痛）         

而讓您半夜醒來或提早醒來？ 

� 一週 4次或 4次以上      � 一週 2至 3 次      � 一週 1次    

� 1 次或 2次     � 完全沒發生過 

4. 在過去 4週中，您多常使用急救型或噴霧式藥物（如 Albutetol(舒坦寧)、

Ventolin(泛得林)、Berotec(備勞喘)或 bncanyl(撲可喘)等氣喘藥物）？ 

� 一天 3次或 3次以上   � 一天 1或 2次   � 一週 2或 3 次    

� 一週 1次或更少  � 完全沒有使用過 

5. 在過去 4週中，您自認為氣喘控制程度如何？ 

    � 完全沒有受到控制    � 控制不好   � 稍微受到控制      � 控制良好     

� 完全受到控制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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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喘諮詢委員會(Taiwan Asthma Council) – 組織介紹                        

創立於 2007 年 

願景：使每位氣喘患者都能呼吸順腸、生活健康快樂。 

使命：結合各界的資源與人力，改善氣喘的治療成效並提升氣喘患者的生活品質。 

目標：提升醫療專業人員對氣喘病的照護水準及治療品質。加強氣喘患者及其醫護者對於氣喘

病之認知，改善其生活品質。為統籌全國氣喘病教育、諮詢及資訊交流之機構。 

 

 

第一屆成員 所屬單位 

郭壽雄 主席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王志堯 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王志祿委員  高雄柏仁醫院；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王家弘 委員 台北榮民總醫院；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江伯倫 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  

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  

呂克桓 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周正成 委員 周正成小兒科診所；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徐世達 委員 
馬偕紀念醫院；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許正園 委員 台中榮民總醫院；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郭漢彬 委員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黃璟隆 委員 林口長庚兒童醫院；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楊崑德 委員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台灣兒童過敏、氣喘及免疫學會；中華民國免疫學會  

賴瑞生 委員 高雄榮民總醫院；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 

（依筆畫順序排列） 

 

2009 年 2 月改組為台灣氣喘諮詢協會(Taiwan Asthma Council)  

理 事 長  郭壽雄 常務理事 黃璟隆 常務理事  王志堯 

理  事   江伯倫 理 事  呂克桓 理 事  徐世達 

理  事   許正園 理 事  郭漢彬 理 事  楊崑德 

常務監事 王家弘      監 事  王志祿 監 事  彭殿王 

更多台灣氣喘諮詢協會相關資料，請上網：www.TaiwanAsthm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