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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過敏性鼻炎是最常見的過敏性疾病，根據長庚兒童過敏氣喘中心針對
台北市 ISSAC 流行病學調查，約四成三國中小學童患有過敏性鼻炎的
症狀。然而仍有許多人不知自己有過敏性鼻炎，許多家長也誤認小孩
常打噴嚏及流鼻水是感冒而反覆就醫，雖然這些症狀並不會危及生命
，但造成生活，睡眠或學業極大的影響，卻是不能不重視。如此擾人
的症狀，也時時聽聞家長尋求各式各樣的妙方用來治療或所謂的改善
過敏體質，無形中也造成龐大的醫療花費及社會成本。

®

由鼻子(上呼吸道)至氣管(下呼吸道)彼此交互影響的研究自 1990 年開始
被大量研究，而由流行病學調查也可發現到將近八成的氣喘病人合併有
過敏性鼻炎，而有過敏性鼻炎的病人也約有三至四成會有氣喘。我們
調查也發現同時有過敏性鼻炎及氣喘的學童也高達七成六。過敏性鼻
炎的影響如此深遠，更需以更科學的態度去面對與處理，以減少其對
生活品質，甚至醫療花費的影響。1999 年底，眾多專家參考發表的科
學研究文獻於「過敏性鼻炎及其對氣喘的影響」(Allergic Rhinitis and
its Impact on Asthma, ARIA）的工作會議製作此一指引，簡單明瞭
讓醫師於執業時有所遵從。長庚兒童過敏氣喘中心也於 2002 年翻譯成
中文，印製手冊廣泛發送各專業醫師。
時隔多年，又有許多有關此議題的醫學文獻發表，也讓大家對過敏性
鼻炎及對氣喘的相互影響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前多是專家意見，現在
更需根據實證醫學的基礎做出建議。2007 年時發表英文版的簡易指引
手冊，這次長庚兒童過敏氣喘中心以最短的時間將其翻譯成中文版，在
2008 年開春之時，獻上最精緻又詳實的「過敏性鼻炎及其對氣喘的影響
」簡易指引手冊，讓在台灣醫師能獲得過敏性鼻炎照護的最新訊息，
也讓民眾得到最佳照護。

長庚醫院兒童內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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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A 更新
1999 年，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過敏性鼻炎及其對氣喘的影響 (Allergic Rhinitis and
its Impact on Asthma, ARIA) 之工作會議中，審閱參酌 1999 年 12 月前的文獻紀錄，
進一步發表實證醫學文件。此份 ARIA 文件的建立，是遵照世界衛生組織及 Shekelle
的規範，針對過敏性鼻炎提出一個新的分類方式，主要依據症狀與對生活品質影響的嚴
重度，將過敏性鼻炎分為間歇性與持續性兩類。另一個重要觀點則是將與過敏性鼻炎並
存的疾病一起列入考慮，特別是氣喘。
此份 ARIA 文件是提供專科醫師，一般開業醫師以及其他醫護相關人員所使用的最新指
導手冊，其目的在於：
• 提供最新過敏性鼻炎的知識
• 強調過敏性鼻炎對於氣喘的影響
• 以實證醫學的方法診斷
• 以實證醫學的方法治療
• 提出階梯性的疾病處理原則
2004 年開始，ARIA 進一步更新內容。其中許多章節，都是由審閱 Shekelle 的實證醫學
模式以及有同儕審查的科學文獻中有關於過敏的預防，非傳統或另類醫學，藥物治療，
抗免疫球蛋白E(anti-IgE)治療，特異性過敏原的減敏治療，鼻炎與氣喘的關連，及鼻炎
的機制等方面的文章所獲得。目的是提供一份全球通用的文件，強調上呼吸道與下呼吸
道在診斷，流行病學，共同危險因子，處置與預防上的相關性。

®

對於過敏性鼻炎，有很多不同的治療方法可以考慮。在藥物治療方面，對於中-重度的患
者，類固醇鼻噴劑是首選藥物。H1型抗組織胺對於所有的病人，也是一個重要的治療藥
物。而對於同時患有過敏性鼻炎與氣喘的患者，白三烯素受體拮抗劑 (leukotriene receptor
antagonists, LTRAs) 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舌下減敏治療(sublingual specific immunotherapy, SIT) 也是一個安全且有效的治療方法。
過敏性鼻炎主要會出現鼻子的症狀，當鼻腔的黏膜接觸過敏原後，會產生以 IgE 為媒介
的發炎反應。1929 年時，過敏性鼻炎的定義如下：「鼻子的過敏反應包括三個主要症
狀，分別是打噴嚏，鼻塞以及流鼻水」。
過敏性鼻炎是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患者是不分年齡，也不分國家、種族的。超過 5
億人為此病所苦，造成嚴重的疾病與不適。過敏性鼻炎病人同時患有氣喘的盛行率隨著
鼻炎的持續性與嚴重度而增加。除了影響睡眠，日常活動與工作之外，在合併有氣喘的
病人身上，更會增加氣喘的嚴重度，進一步對於經濟層面的影響是非常嚴重的。
過敏性鼻炎通常容易診斷，但在某些患者卻沒有那麼簡單。甚至有很多患者並不覺得過
敏性鼻炎的這些症狀是一種疾病，所以沒有被診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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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1.

過敏性鼻炎是一個重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主要因為下列特性：
(1) 很高的盛行率。
(2) 影響生活品質。
(3) 降低學習效率及工作生產力。
(4) 造成經濟負擔。
(5) 與氣喘有相關性。

2.

過敏性鼻炎常合併有鼻竇炎或其他合併症，如結膜炎。

3.

過敏性鼻炎應該與其他已知的危險因子一樣，視為氣喘病的危險因子之一。

4.

過敏性鼻炎的最新分類：
(1) 間歇性過敏性鼻炎。
(2) 持續性過敏性鼻炎。

5.

過敏性鼻炎依據症狀與對生活品質影響的嚴重度，可區分為「輕度」或是「中-重度」。

6.

依據過敏性鼻炎的分類及嚴重度，擬定一個階梯式的處理原則。

7.

治療過敏性鼻炎應同時考慮：
(1) 儘可能避免接觸過敏原。
(2) 藥物治療。
(3) 減敏療法。
(4) 病人衛教。

8.

持續性過敏性鼻炎的病人應該根據病史、胸部檢查來評估是否合併氣喘，甚至在情
況許可之下，評估支氣管擴張劑使用前後的呼吸道阻塞情形。

9.

氣喘病人也應該藉由病史及身體檢查評估是否有過敏性鼻炎。

®

10. 對於與過敏性鼻炎同時合併的上呼吸道或下呼吸道疾病，應該要有一套完整的治療
策略以兼顧效果與安全性。

ARIA 過敏性鼻炎的分類
對於過敏性鼻炎的治療，必須有適當的診斷與分類。過敏性鼻炎的症狀包括流鼻水、鼻
塞、鼻癢以及打噴嚏，這些症狀有時可能自行緩解或是在治療之後緩解。

間歇性
症狀
• 每週少於4 天
• 或少於4 週

持續性
症狀
• 每週大於4 天
• 且大於4 週

輕度
(符合以下所有項目)
• 正常的睡眠
• 不影響日常活動、運動、休閒
• 不影響工作與上學
• 沒有擾人的症狀

中-重度
(符合以下一項或多項)
• 不正常的睡眠
• 影響日常活動、運動、休閒
• 影響工作與上學
• 有擾人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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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性鼻炎治療效果所根據的證據強度
ARIA 2007
治療的種類

季節性鼻炎
成人
兒童
A
A
A
A
A
A
A
D

口服H1 型抗組織胺
H1 型抗組織胺鼻噴劑
類固醇鼻噴劑
Cromone 鼻噴劑
白三烯素受體拮抗劑
皮下特異性減敏治療
舌下/鼻內特異性減敏治療
避免過敏原

A
A
A
A(>12 歲)
A
A
A
D

常年性鼻炎
成人
兒童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B
B*

持續性鼻炎
A
A**
A**
A**
A**
A**

*對一般大眾沒有效果
**根據季節性鼻炎及常年性鼻炎的研究所做的推測

A：證據力最強

實證醫學為根據的處置建議

®

單獨看治療效果的證據強度來決定適當的治療是不夠的。新的GRADE 分類另外考慮到
下圖中的因素，並且提供重要的新資訊以幫助治療決定。這本ARIA 手冊是根據2007 年
ARIA 工作會議的記錄。而在2007 年6 月20 日的小組專家會議中，做出了48 個根據
GRADE 方法的臨床建議，在最後的審閱之後，這些建議也會在之後發表。

以實證醫學為根據的處置建議

針對治療效果的臨床建議

衛生經濟學
安全性（包括上巿後監督）
患者看法
做出對此種治療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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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性鼻炎診斷治療的決策流程圖
確認是否有氣喘，特別是
中-重度和/或持續性鼻炎

過敏性鼻炎之診斷

輕度

持續性症狀

中-重度

不一定照以下順序選藥
• 口服H1 型抗組織胺
• H1 型抗組織胺鼻噴劑
• 和∕或去充血劑
• 白三烯素受體拮抗劑*

輕度

中-重度

不一定照以下順序選藥
• 口服H1 型抗組織胺
• H1 型抗組織胺鼻噴劑
• 和∕或去充血劑
• 類固醇鼻噴劑
• 白三烯素受體拮抗劑*
• (或cromone)

照以下順序選藥
• 類固醇鼻噴劑
• H1 型抗組織胺或白三烯素受體拮抗劑*
2~4 週後重新評估

症狀改善
若為持續性鼻炎，
2~4 週後重新評估

症狀未改善

降階且持續治
療一個月

症狀未改善：升階治療
症狀改善：持續現階治
療一個月

重新評估診斷、處
置順從性。考慮感
染或其他原因。

流鼻水
• 加ipratropium

增加類固醇
鼻噴劑劑量

癢/打噴嚏

®

間歇性症狀

• 加H1 型抗組織胺

鼻塞
• 加去充血劑
或短期口服
類固醇

治療失敗

轉介外科治療

*特別是用在合併有氣喘的病人

須要避免過敏原及刺激物
如果合併結膜炎，加上
• 口服Ｈ1 型抗組織胺 • Ｈ1 型抗組織點眼劑 • cromone 點眼劑 • (或使用生理食鹽水)

考慮特異性減敏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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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炎藥物專用詞彙
名稱及通稱

口服 H1 型抗組織胺

局部 H1 型抗組織胺
(鼻用及眼用)

類固醇鼻噴劑

口服/肌肉注射類醇

局部 cromones
(鼻用及眼用)

口服去充血劑

去充血鼻噴劑

抗膽鹼鼻噴劑

白三烯素拮抗劑

Azelastine
Levocabastine
Olopatadine

Beclomethasone
dipropionate
Budesonide
Ciclesonide
Flunisolide
Fluticasone
propionate
Fluticasone furoate
Mometasone furoate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Dexamethasone
Hydrocortisone
Methylpredisolone
Prednisolone
Prednisone
Triamcinolone

Cromoglycate
Nedocromil
Naaga

Ephedrine
Phenylephrine
Phenylpropanolamine
Pseudoephedrine
口服 H1 抗組織胺及
去充血劑混合劑型

Oxymethazoline
其他

Ipratropium

Montelukast
Pranlukast
Zafirlukast

作用機轉

• 新一代藥物一天使用一次
即可
• 不會發生藥物減效現象
(tachyphylaxis)

• 阻隔 H1 受體
• Azelastine 有些許抗
過敏活性

• 有效減低鼻腔發炎
• 降低鼻腔敏感性

• 有效減低鼻腔發炎
• 降低鼻腔敏感性

• 作用機轉所知有限

• 擬交感神經興奮劑
• 緩解鼻腔充血的症
狀

• 擬交感神經興奮劑
• 緩解鼻腔充血的症狀

• 抗膽鹼劑主是減少流
鼻水

• 阻斷白三烯素受體

副作用

• 無心臟毒性
• Acrivastine 具有鎮靜作用
• Mequitazine 具有抗膽鹼
作用
• 口服 Azelastine 有鎮靜作
用且有苦味

• 些許的局部副作用
• Azelastine 有苦味

• 些許的局部副作用
• 全身性副作用很少
• 只有使用 Beclomethasone dipropionate 可能與生長有關
• 在幼兒應當考慮合併
鼻噴劑及吸入性藥物

• 常見全身性副作用，
尤其是肌肉注射藥物
• 藥物沈積於注射處引
起局部組織萎縮

• 輕微局部副作用

• 高血壓
• 心悸
• 坐立難安
• 激動
• 顫抖
• 失眠
• 頭痛
• 黏膜乾燥
• 尿液滯留
• 青光眼或甲狀腺毒
症加劇

• 副作用與口服去充血
劑相同，但較輕微
• 藥物性鼻炎是一種反
彈現象，會發生在使
用過久之後(超過10
天)

• 輕微局部副作用
• 幾乎沒有全身性抗膽
鹼作用

• 耐受性好

• 對於鼻子和眼睛症狀
快速有效(30 分鐘以
內)

• 針對過敏性鼻炎是最
有效的藥物治療方式
• 對鼻充血有效
• 影響嗅覺
• 12 小時後可見效果
，但最大效果在數天
之後

• 如果可能的話，應用
類固醇鼻噴劑取代口
服或肌肉注射類藥物
• 然而對於中-重症狀
可能需要短期使用口
服類固醇

• 眼內 chromones 非
常有效
• 鼻內 chromones 效
果稍差而且作用持
續較短暫
• 大致上安全性極佳

• 對於有心臟病的患
者應該小心使用口
服去充血劑
• 口服 H1 抗組織胺
及去充血劑的混合
劑型可能比各自單
獨使用有效，只是
其副作用也會合併
出現

• 作用比口服去充血劑
更快且更有效
• 治療期須小於 10 天
以避免藥物性鼻炎

• 不論是過敏性及非過
敏性患者的流鼻水
均有效

• 對於過敏性鼻炎及
氣喘皆有效
• 對於鼻炎所有症狀
與眼睛症狀皆有效

第一代
• 常見鎮靜作用
• 及/或抗膽鹼作用
建議

• 效用/安全性比值及藥物動
力學
• 針對鼻子及眼睛的症狀快
速有效(1 小時以內)
• 針對鼻充血具適度的作用
* 大部分的國家已不販售具
心臟毒性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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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
Acrivastin
Azelastine
Cetirizine
Desloratadine
Ebastine
Fexofenadine
Levocetirizine
Loratadine
Mequitazine
Mizolastine
Rupaladine
第一代
Chlorpheniramine
Clemastine
Dimethindene
Hydroxyzine
Ketotifen
Oxatomine
其他
心臟毒性*
Astemizole
Terfenadine

®

商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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