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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Dr Frances Hall  - 免疫學博士
我對醫生、護士和牙醫過敏，而且我的過敏症是可以致
命的！
準確點來說，我其實是對乳膠過敏，我不是真正的對醫
護人員過敏，只是從事這些職業的人大都會穿着這些乳
膠手套為病人檢驗或做手術而已。
我希望香港的市民和醫護人員會對乳膠過敏更加關注，
好讓不含乳膠手套可以更加容易得到。可惜，現在的情
況並非如此。
據估計，大約有6%的人口是對乳膠過敏的，雖然不是
所有都會出現症狀。最容易會患上乳膠過敏的人士為經
常接觸乳膠的人，例如須要經常穿戴乳膠手套的醫護人
員。如果該醫護人員患有食物過敏就更加高危。

甚麼是乳膠？
乳膠來自一種熱帶樹的樹
液。這些樹液會被加工並
製作成日常使用的物件。
有彈性的乳膠產品例如手
套、汽球會更比一些堅硬
的產品例如車呔，更容易
導致過敏，因為硬乳膠含
有比較少的蛋白。現在更
多日常用品會使用乳膠好
讓 手 感 好 些 ， 或 更 易 握
住，例如一些把手，遙控
器的按鍵。我自己會在使
用這些物件前穿戴即棄手
套。

乳膠過敏的症狀
乳膠過敏的症狀主要有兩種:
有些人會對用來製作乳膠產品的化學品過敏。這種第四
類反應通常發生在接觸乳膠後的6-48小時內並不會對生
命做成威脅。症狀包括在接觸到乳膠的範圍出痕癢、泛
紅的疹子。
大部分的乳膠過敏者包括我在內會對乳膠含有的天然蛋
白質產生急性反應。這種反應(第一類反應)是可以致命
的。出現的病症可以根據嚴重程度和與致敏原接觸方法(
直接接觸或空氣傳播)而不同。嚴重痕癢、蕁痲疹可能會
演變性打噴嚏、喘氣、頭暈目眩和暈倒。

乳膠過敏患者的主要危機是甚麼？
當乳膠接觸到黏膜表
面 ( 口 腔 、 鼻 腔 、 陰
部)是比接觸皮膚表面
更易被吸收所以亦更
加危險。所以看牙醫
或接受手術是最危險
的，因為醫護人員大
多會穿戴乳膠手套。
很多乳膠手套上有一
層粉末令到致敏原的
傳播變得更加容易。

診斷
我們可以根據病歷和血液測試/皮膚點刺測試去診斷此
病。第四類反應可以皮膚貼布測試。

管理
迴避致敏原是最好的方法！不去接觸便不會有過敏反
應，我們亦不需治療。自從13年前我被診斷有乳膠過
敏，我極力迴避乳膠，亦沒有遇到過敏反應。

我最大的擔憂是在緊急情況下被送到急症室，被一班穿
戴乳膠手套的醫護人員接觸而我又未能跟他們溝通。為
了預防這事情的發生，我穿戴一個寫上我患有乳膠過敏
的手鐲。可是即使醫
護 人 員 知 道 我 有 乳
膠 過 敏 ， 他 們 不 一
定有非乳膠類的手套
可用。因為沒有適當
的裝備而耽誤搶救時
間，可以致命的。
所 以 我 開 始 了 一 個
運動: 請求每一間醫
院、診所、牙醫都存
放一盒非乳膠手套。
我亦要求醫院管理局
檢 閱 他 們 處 理 乳 膠
過敏病人的方針和程
序，去確保他們可以
安全地在沒有延誤的
情況下得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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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膠過敏知多D！

日期:	 2014年5月3日	星期六

時間:		 2pm-5pm

集合地點:	 中山紀念公園,	孫中山像前	(香港西營盤海傍，處於東邊街北)	

前往方法:	

1.	乘電車往西營盤，在東邊街下車，照地圖步行2分鐘。	
地圖:	https://goo.gl/maps/woVLv

2.	乘地鐵，在上環站下車，D出口，照地圖步行12分鐘。	
地圖:	https://goo.gl/maps/Yq6Qs

費用:	 全免

食物:	 自備	

在綠草如茵的公園和大家野餐、玩玩遊戲、談談天真的是一件
賞心樂事的活動！和我們一起渡過這個開心的一天吧！
我們會各自攜帶適合自己的食物，所以是完全過敏安全的！是
一個和朋友吃喝玩樂，認識新的大小朋友的好機會！

安全過敏野餐日

報名及詳情	www.allergyhk.org
contact@allergyhk.org	5687	9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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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敏協會成立於2008年，由家長，患過敏人士及醫護
專業人員所組成，是一個非弁利慈善團體。我們關心患有
濕疹，食物過敏，及其他過敏症人士，在醫療，教育和日

常起居上的需要。

我們是一個根據《稅務條例》第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IR 91/10057)

BB濕疹
護理工作坊
ll想知道如何可以正確和有效地護理濕疹？
ll如何正確地為BB塗抹潤膚乳？
ll如何為BB進行針對嚴重濕疹的濕包？
ll類固醇的正確理解應是甚麼？

www.allergyhk.orgl
5687l9433

contact@allergyhk.org

名額有限l請先聯絡本會報名

導師:l吳碧儀小姐
l 仁濟醫院兒童過敏診所資深護士
日期:l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
地點:ll鑽石山五芳街20-22A宏發工業

大廈9樓C-D室l
(鑽石山地鐵站A2出口)

地圖:lhttps://goo.gl/maps/WygJ8
工作坊時間:l l 11AMl-l12PM
分享小組時間:l 12PMl-l1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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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敏協會成立於2008年，
由家長，患過敏人士及醫護專業
人員所組成，是一個根據稅務條
例第88條而成立的非弁利慈善
團體。我們關心患有濕疹，食物
過敏，及其他過敏症人士，在醫
療，教育和日常起居上的需要。

We are a tax exempted charity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IR 91/10057)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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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全免!

食譜分享

材料:
•	1	 杯	 白豆
•	1	2/3	杯	 水
•	1		 湯匙		蜜糖
•	2	 茶匙		油
•	1		 茶匙			雲尼拿油
•	1/2		 茶匙		鹽
•	1	1/2		茶匙		麥片

做法:
1.	 將以上材料用攪拌機拌好，放置一會讓它質地

變厚。
2.	將拌料在煎鍋煎至金黃。

無蛋無奶班戟
適用於對牛奶，雞蛋過敏人士 
Suitable for people allergic to  Egg，Milkmilk

焗糕餅食譜 — 的代替品？ 適用於對雞蛋過敏人士 
Suitable for people allergic to  Egg

可以當作一隻雞蛋(黏合劑)的代替品
•	1/2	 隻	 香蕉(壓爛)
•	1/2	 杯	 	蘋果茸(或其它水果茸)(請注意水

果會影響食譜的味道)
•	3	1/2	 湯匙	 	魚膠混合物(將一杯滾水和2茶匙

的無味魚膠粉拌好)
•	將1湯匙的亞麻籽粉和3湯匙的暖水拌好，待1分鐘

才使用。

可以當作一隻雞蛋(酵母)的代替品
•	將1	1/2湯匙的植物油和1	

1/2湯匙的水和1茶匙的發酵
粉(baking	powder)混合。

請注意發酵粉(baking	powder)
和梳打粉(baking	soda)是不一
樣的，不可以互相取代。

通常雞蛋在焗糕餅食譜的作用為黏合劑(讓材料黏合一起)或酵素(讓糕點發高)。知道你的食譜為何要使用雞蛋
可以幫助你決定怎樣找尋代替品。
可是如果一份製成品(一份約為36曲奇或1條麵包或1個蛋糕)需要3個或以上的雞蛋，使用雞蛋代替品通常都不
會成功，因為做出來的質感會非常差，所以建議你使用其它食譜。

歡迎報名！



姓名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電郵	E-mail:

患過敏者姓名(若與上面不同)	Name	of	person	with	allergy	(if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___________

患哪類過敏(可多選) Types	of	Allergies:

濕疹	Eczema 蕁麻疹	Urticaria

哮喘	Asthma 過敏性鼻炎	Rhinitis

藥物	Drug 眼過敏	Conjunctivitis

乳膠	Latex 食物	Food

其他	Other

入會申請表格 Membership Application
會員年費	Annual	Membership:	

HK$100X	_____年	year	=	HK$

捐款Donation(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may	be	tax	deductible):	HK$

總共	Total:	HK$

付款方法	Payment	Method:

直接傳入	Direct	Deposit

HSBC	戶口	Account	808-715288-001

支票抬頭寫	“香港過敏協會有限公司”

Chequ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Allergy	Association	Limited”

請把存款收據或支票郵寄或傳真至本會，以便記錄。
Please	post	or	fax	deposit	slip	or	cheque	to	us	for	record.	

申請人及會員資料只提供本會使用,根據<個人資料(私人)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申請表上所填報個人資料.	Information	
collected	is	for	the	Association	use	only.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	have	a	right	to	request	ac-
cess	to	and	to	request	corr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	Signature 日期	Date

可否談談您的背景？

我現在是一名皮膚科專科醫生，但本身為內科醫生，因為要
成為皮膚科醫生，要首先成為一個內科醫生才可以再受訓成
為皮膚科醫生。內科涉獵的範圍很廣泛，基本上須要吃藥的
病都和內科有關，由血壓高、糖尿病這類長期病至急病入院
都和內科有關。我之前主要在香港大學瑪麗教學醫院接受訓
練，受訓期間，我曾經到一間英國兒童醫院接受兒童皮膚科
訓練，這間兒童醫院頗為有名，歐洲不同的病人都會到該醫
院看病，所以我亦有機會接觸到一些特別的皮膚病案例和其
治療方法。這段時期便培養了我對兒童皮膚病，特別是小兒
濕疹的興趣。

作爲一個皮膚科醫生，您的病人最常遇到的過敏問題是甚
麼？

我想皮膚科醫生遇到的過敏病人很多都患有濕疹，但濕疹不
是一個單一的病，它其實是很多種病的表現，最常見的病因
就是小兒濕疹或稱異位性皮膚炎，但亦有其它原因可以觸發
濕疹，例如成人會較常遇到的接觸性皮膚炎。年紀較大的病
人可能會因為皮膚乾燥而出現濕疹。蕁痲疹亦是其中一樣較
常見的皮膚過敏問題。

濕疹病人通常會對甚麼物質過敏？有沒有方法可以迴避它們
呢？

如果病人患上的是異位性皮膚炎引發的濕疹，他都是傾向有
過敏的體質，而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一個單一或主要的致敏
原。很多人都很理想地認為只要找到他的致敏原並迴避它便
可以解決問題，可是實際上即使病人在這方面花很多心力，
得出來的結果並不成正比。例如很多病人都認為他的致敏原
是食物有關並介掉很多食物，可是他們的濕疹並不是控制得
特別好。因為異位性皮膚炎患者通常都對廣泛的環境物質，
包括食物、塵蟎等過敏，所以很難全部避開。不過比較常見
的致敏原會包括塵蟎、牛奶、蛋等。成人的話，可能會對某
些金屬，如首飾，某些護膚品過敏。

很多濕疹病人或家長覺得處理濕疹是一件令人心力交瘁的事
情。您有沒有甚麼建議給他們呢？

很多人認為濕疹是治不好的，會反覆發作。但我認為很多病
都是治不好的，例如糖尿病、血壓高等，所以病人就要在生
活上作出調節，讓這病盡少影響你的生活，及減低此病對你
的長期健康影響。不過有一些濕疹是可以治好的，例如，成
人如對某單一物質過敏，而又能夠找到及避開它，濕疹是可
以被治好的。不過如果是異位性皮膚炎便會容易反覆發作，
但只要處理得好，約有7成的兒童病人長大後不會再發作。
當然在發作期間，家長要有心理準備，須要用一段時間特別
照顧孩子的過敏皮膚，包括在潤膚方面，避開致敏原和適當
使用藥膏控制病情。最重要是去積極面對。

您認為政府可以在治療過敏皮膚方面做些甚麼呢？

首先，在公眾教育和資訊流通方面，政府和民間組織如香港
過敏協會都可以出一分力，讓病人可以經這些渠道得到準確
的資訊。第二，因為過敏會在多年間不斷發作，在照顧和跟
進這些病的時候，都需要不同單位，如不同部門的醫生、社
工等共同支援。例如小兒濕疹病人現在多會給兒科醫生，普
通科醫生和皮膚科醫生看病，而這三者之間的溝通橋樑其實
可以做得更加好，雖然兒科醫生都會醫治病人，但其實皮膚
科醫生可以提供更多援助，而另外當皮膚科醫生需要為病人
做一些過敏測試，他們又需要另外將病人轉介回醫院，有點
費時失事，所以如果可以讓各方緊密合作，病人會更加快和
有效地得到他們需要的治療。

您有沒有其它說話想和我們的讀者分享呢？

過敏是一個普遍的病，如果你知道自己已患有此病而去管理
它固然是好的，但如果你在毫無證據下認為自己患有過敏而
胡亂改變自己生活，例如避開某種食物或活動，其實是不須
要的。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疑問，應該向醫生查詢，而且過敏
症的變化可以很大並反覆，所以需要定時和醫護人員溝通和
跟進才可以整體控制病情及監測病人的生活質素。

協會顧問醫生介紹

今期我們很榮幸地訪問了皮膚科專科醫生楊志強醫生，經常接觸濕疹病人的他對過敏此
病有甚麼看法呢？

楊志強醫生
香港大學醫學博士	MD	(HK)
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MBBS	(HK)	1996
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院士MRCP	(UK)	1999
英國愛丁堡皇家內科醫學院榮授院士	FRCP	
香港內科醫學院院士	FHKCP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院士(內科)FHKAM

Latex Free Gloves Please! by Dr Frances Hall - PhD in Immunology

I am allergic to doctors, nurses and dentists and my 
allergy is potentially life threatening! 
To be more precise, I have Latex Allergy and 
therefore I am not actually allergic to the individual 
medical professionals, just the latex gloves that 
they routinely wear when examining someone or 
carrying out a medical procedure. 

What is Latex?
Latex comes from the sap of the tropical rubber 
tree Hevea Brasiliensis. Stretchy latex products such 
as rubber gloves, balloons  and underwear elastic 
are more likely to cause reactions than hard ones 
such as tyres, shoe soles and sink plugs, as these 
contain less protein. 

Symptoms of Latex Allergy?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Latex Allergy related to 
natural rubber latex:
The Type IV reaction is a delayed reaction to the 
chemicals used to process the latex into a usable 
item, which occurs 6 – 48 hours after exposure and 
is not life threatening . Symptoms are a red, itchy, 
scaly rash, often localised to the area of use, i.e. 
wrists and forearms with glove use.
I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dividuals have a 
more immediate reaction to the natural proteins 
found in natural rubber latex. This Type 1 allergic 
reaction is potentially life threatening. Symptoms 
are variable and vary depending on the severity 
and route of exposure. Severe itching, urticaria and 
hives at the site of contact may progress to sneezing, 
wheezing, dizziness and or light headedness and 
collapse.

What are the main dangers for sufferers?
Latex is more dangerous when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a mucosal surface (mouth, nose, genitalia) 
than intact skin because more latex is absorbed. 

This means that trips to the dentist or gynaecologist 
or undergoing surgery are potentially the most 
hazardous, as latex gloves are routinely used.  

Management 
Avoidance, avoidance and more avoidance! No 
contact, means no symptoms and no need for 
treatment.

Raising Awareness of Latex Allergy
My greatest fear is being taken into hospital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unable to communicate and 
being subjected to a large dose of latex by medical 
professionals wearing latex gloves. To prevent 
this, I wear a Medicalert bracelet which clearly 
states that I am allergic to latex. However, even if 
clinicians notice this bracelet they may not have 
immediate access to latex free gloves or latex free 
medical equipment. A delay in getting the right 
equipment to treat me safely could potentially be 
life threatening. 

I want to start my campaign by asking EVERY 
hospital, doctor 
and dental surgery 
to obtain a box of 
LATEX FREE GLOVES 
for every clinician. 
I also ask the 
Hong Kong health 
authority to review 
their policy and 
procedures for 
dealing with individuals who have Latex Allergy,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be treated safely and without 
delay by medical and dental professionals.

協會最近動向

14	MAR	
濕疹的中醫治療及預防
免費Q&A健康講座

10	FEB	
濕疹與外用類固醇治療
免費Q&A健康講座

21	JAN
救恩學校	-幼稚園部
腎上腺素注射器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