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車送我入院……」 Kevin
說。
那一夜他被送入院時，急症室
在鬧市汽車廢氣多，哮喘
患者最好戴口罩。
▲

年前二十餘歲的 Kevin
，
是一名藥劑師，平日生

十
氧氣量不足，即時為他急救並送入

醫生發現他臉呈藍色，明顯是身體

鼻敏感，時好時壞，發作時辛苦
深切治療部密切監察，之後再由呼

另一名哮喘患者郭先生是救

生員，沒有濕疹、鼻敏感，生活

健康，經常游泳。但這兩年非常

困擾，經常咳嗽，白天咳

嗽較嚴重，於是約見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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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健康正常，沒有大病，只是有

一點而已。

系統科專科醫生了解。

醫生先詢問他上班模

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跟進，追查病
因；經詳細了解病史及病發過程

式，郭先生說自己每天九

沒想到，當年一次突然氣管

後，為他進行一連串測試，最終發

至四上班，星期六、日放

收窄的經歷，幾乎要了他的命！
「當天我和平常一樣上班，
現他有嚴重過敏症，對多種物質過

之後再追查，發現郭先生

中午和同事一起外出到酒樓午

「在朋友家過夜時，我睡在

這兩年的工作地點，由沙

假。放假時，沒有咳嗽。

天，由於夜深了，大家就席地而

地氈上，吸入塵蟎，因而引發過

灘轉為泳池，原來他對泳

敏，特別是塵蟎。

睡，沒想到睡到半夜感覺有點呼

敏徵症，氣管腫脹收窄，誘發哮

適當地用藥，可以減少哮喘發作的機會。

專科林頌眉醫生說，哮喘

養和醫院呼吸系統科

喘。

池的氯氣過敏，引發哮

吸困難，我以為鼻敏感又發作，

說。
Kevin

喘，幾乎喪命。」

吸愈來愈差，像唞不過氣來，驚

通，可惜仍然沒有幫助，而且呼

於是起身打開窗戶好讓空氣流

膳，下班後到朋友家中飯敍、聊

設計：張均賢
撰文：陳旭英

▲

動朋友醒來，致電九九九召救
林頌眉醫生說，很多哮
喘病人誤以為自己氣管敏
感，忽略了病情。

哮喘控制好

其實哮喘絕對是可以控制的
疾病，及早發現病情，作出相應
措施，患者的生活和普通
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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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哮喘是嚴
重疾病，哮喘可以引致死亡，但
原來很多患者並不知道自己有哮喘。
以下兩名患者，便是在一次急性發作、幾
乎一命嗚呼情況下被送入院，才知道患上
哮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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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間追巴士後感氣

會咳醒；有些只覺氣喘，

沒有氣喘，很多時黎明前

脹、發炎、分泌增加、收窄、咳

物引致身體出現過敏反應產生 IgE
抗體，出現咳嗽，氣管黏膜腫

髮、鵝毛等。患者通常遇上誘發

，便
體作出反應，故抽血檢驗 IgE
能知道是否對某物質過敏。當找

這類病人接觸致敏原引致身

同之處，哮喘是會有特定

哮喘和氣管敏感有不

是香港的常見疾病，成人患者暫

到元兇後，要避免接觸。

「哮喘患者病發時，氣管黏

因為不是外來物質誘發，故難以

內源性哮喘相對較難控制，

人。」林醫生說。

不少專業運動員，都是哮喘病

預防工夫，生活和平常人一樣。

膜腫脹。兩者病情都可以逆轉，

體會有免疫連鎖過敏反

林醫生說，外源性哮喘由致

誘發，後者則由體內誘發。

及內源性哮喘，前者由外來物質

哮喘分兩大類：外源性哮喘

外源性與內源性

體沒有產生抗體。

只受某些物質刺激引致咳嗽，身

機會患上哮喘。而氣管敏感則是

氣或感冒時，特別多咳嗽，便有

只要好好控制，適當用藥及做好

而恆常的病發模式，及身

二年中文大學醫學院
者 ， 二 ○○
進行調查研究，訪問了四千六百
名兒童，發現每一百名兒童有七
至八人患哮喘。

哮喘和氣管敏感有別
「大多數病人不知道自己患
上哮喘，不少哮喘患者誤以為自
己只是氣管敏感，直至有一天出
現嚴重病徵送入醫院時，經追查
下才知道患病。」林醫生說。
大多數人以為哮喘發作時，
喉嚨會發出「

敏原引發，可以找到元兇，常見
致敏原包括塵蟎、花粉、草、霉

」聲，到底哮
he he
林頌眉醫生說：「不同患者

菌、牛奶、花生、海鮮、貓狗毛

喘有甚麼徵狀？

抗
應，產生免疫球蛋白 IgE
體，引發徵狀，例如轉天

時未有統計數字；至於兒童患

▲塵蟎是其中一種引發哮喘的致敏原。

有不同徵狀，有些病人只有咳，

2/9/2017 20: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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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有些晚上上牀就寢聽

很多哮喘病人都因運
動而引起哮喘發作。

嗽等反應。

一名男童哮喘發
作時被送入院。

聲，就是
到自己呼吸 he he
很嚴重的哮喘了！」

▲

▲

MEDICAL & HEALTH

窄，皮層腫脹，裏面有很多痰塞

服藥，又沒有短效救命紓緩氣管

全的，副作用不多。

聚。噴劑藥劑量輕微，吸藥是安

▲

住氣管，故藥物中有兩個成分紓

「哮喘藥分兩類，一是噴
劑，一是口服藥。有短效紓緩氣

緩病情，第一是長效或短效舒張

▲

避免發作。雖然病因未明，但相

管藥，亦有長效的，兩者都可以

氣管，改善氣促；第二成分是小

圖表中顯示病人在吸入
刺激物後的肺流量。

試前或面對重大壓力時發作，或
是噴劑或口服。噴劑由不同輔助

量類固醇減輕腫脹及減少痰液積

噴劑在身邊，一發作時氣管收

兒童哮喘病人，有七至八成

長時間沒有發作而掉以輕心，一

所以她提醒病人不要因為很

二十小時，每日噴一至兩次便可

紓緩作用，藥效可維持十二至

舒張氣管噴劑有預防發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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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與壓力有關，不少病人就是考

當壓力來臨時，病情控制差。

器幫助藥物送入氣管。如平日不

這類患者的病情通常來得較

能找出致敏原的外源性哮喘

窄，數分鐘內趕不及去醫院就可

急，大多是四十歲左右病發。

病人，佔總數哮喘患者六至七

以死亡……」林說。

在五或六歲前已病發，到了青春

定要隨身攜帶一支短效舒張氣管

如患者沒有好好控制病情，

期，哮喘消失，但到了中年時又

「哮喘病人病發時，氣管收

預防發作。

每天用藥 預防發作

成，內源性哮喘患者則佔三成。

病人吸入不同劑量的甘
露醇然後吹氣，檢視氣管
收窄情況。

懷疑患哮喘病人如肺功
能測試正常，會進行甘露
醇激發測試再確認。

藥，病發時一噴，三分鐘見效。

再出現，四十及六十歲是兩個高
峰復發的年齡層。
哮喘有遺傳因素，林醫生指
出父母有哮喘病，兒女遺傳機會
高：「父母其中一人有哮喘，其
子女患哮喘機會比一般人高二點
五倍；二人都有，子女患病率比
一般人高五倍。 」,

隨身攜帶救命藥
醫生診症時亦會詢問患者是
否有濕疹或鼻敏感，因為三者均
由致敏原誘發。
當病徵出現，就需要用藥紓
緩。林醫生說，現時控制哮喘藥
物效果良好，如患者能夠適時用

▲

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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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基本上不會發生哮喘病人死
亡個案。

泳池水含氯氣，是其中一
種可引發哮喘的致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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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病發時氣管收窄，需要送入醫
院搶救，醫生就無可避免地用重
劑量類固醇，控制發炎和氣管收
窄的情況。
適當用藥是治療及預防哮喘
病發重要措施，哮喘患者平日亦
要注意天氣變化及環境改變。林
醫生說，當空氣中的微塵粒子過
多，氣管受到刺激會收窄。建議
哮喘病人在天氣翳焗、潮濕、空
氣差的日子避免外出，減少在汽

油漆會刺激氣管，引發
哮喘。

各種不同的哮喘藥物及
▲
輔助器，供病人選擇。

▲這兩款哮喘噴劑及輔
助器，方便病人將藥物
更有效吸入肺部。

女性哮喘患者，很多
時附近有人吸煙，吸入香
煙便不停咳、不停氣
喘。」林醫生說。當發現
自己對這些物質過敏，便
應避免接觸。

車廢氣多的鬧市逗留；如要外
出，應戴口罩。
另外亦要避免受過濾性病毒
或 細 菌 感 染 。 「 八 、九 成 患 者 患
感冒時就哮喘病發，因為一患上
呼吸道感染時，氣管特別容易收
窄，一發炎有細菌就容易腫脹，
呼吸就不暢順起來。」

控制好 生活輕鬆
林醫生常提醒病人，不應在

如受化學物品刺激而發作的，很多時是天
拿水，當鄰居裝修，傳來天拿水氣
味及塵土飛揚，患者哮喘便發
作。

懷疑患哮喘病
人，會先進行
肺功能測試。

病情嚴重時才求醫，應學懂判斷

病人可進行抽血檢
驗，找出致敏原。

職業性哮喘？

何時要求診，何時要保持用藥。

「患者應在家中進行自我評

估，吹氣檢查量度最高呼氣流速

率，了解自己肺部氣流量，如氣

流 量 下 跌 了 百 分 之 二 十 、三 十 百
分比就要求醫。

當患者求診時，醫生先了解

病徵、發作模式，家族病史，有

沒有誘發的致敏原等，才作初步
診斷。

若醫生懷疑是哮喘病，會因

應病情進行驗血找出致敏原，以

及進行肺功能測試，了解肺功能

是否不達標準。若吸入了擴張氣

管藥物之後，如氣管打開，氣流

量回升，即病人吸藥後有效，確
診患上了哮喘。

進行肺功能測試時結果
Kevin
正常，當進行激發測試時，才發

現有氣管收窄情況，隨即進行致

敏原測試，發現他對多種物質過
敏，最嚴重是塵蟎。

他知道自己病情後，每日都
用藥，直至今天。

另一位患者郭先生因患上職

業性哮喘，最後決定放棄泳池救

生員工作，轉為拯溺教練，工作

地點回到沙灘。此後哮喘不再發

作。雖然如此，但郭先生仍然會

隨身攜帶急救的氣管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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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 HEALTH

有一種稱為「職業性哮喘」，
是由工作相關的因素引發。林頌眉醫生
說，患者因職業關係，常常接觸棉花、木
材、化學原料、油漆、石棉等，有機會誘發
哮喘。

「有些人從來沒有過敏徵狀，但一嗅到上
述物質便感氣促；亦有一些人從來沒有咳或氣
促或氣管發出『he he』聲，只是接觸到上述物
質後感到胸口被壓住或氣管收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