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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食物過敏是以IgE作介導的。但是有數種過敏不是由IgE引起，其中一樣便是
食物蛋白引發腸道炎症候群 Food Protein-Induced Enterocolitis Syndrome (FPIES)
。醫學界對這種過敏症的認識仍然很低，雖然不會發生如過敏性休克的致命反應，
但仍然會帶給病人及照顧很多困擾。

什麼是食物蛋白引發腸道炎症候
群(FPIES)？

它是一種在腸胃系統發生的過
敏反應。最普遍的致敏原是牛
奶和豆類，但其實任何食物包
括一些低致敏的食物例如米，
都可以介發FPIES。通常FPIES
會在0－1歲時便開始。

因人而異，會引起FPIES的致敏

原的數量有所不同，一些嬰兒只是嘴唇觸碰到致
敏原也會發生反應。

和其他食物過敏不同，FPIES的反應通常是延遲
的，會在進食後的2小時才開始。

FPIES的反應特徵是嘔吐和肚瀉。有20%的患者的
反應嚴重到休克並要送到急症室。有75%有急性
的反應，剩下的25%會有慢性反應，在進食該致
敏原後的1周才有反應。

目前為止，沒有療法可以徹底根治。嚴格地避開
致敏原是最好的療法。

食物蛋白引發腸道炎症候群

FPIES的症狀
FPIES的症狀包括嚴重嘔吐和肚瀉，所以很容易
和食物中毒混淆。孩子會看來很病、脫水、看來
像有過敏性休克或急性感染一般。

持續的肚瀉會導致排泄物帶血。補充水份可以使
情況改善，但要完全改善要2-3日時間。

但是，一些病人只有輕度至
中度病徵，雖然仍然有嘔吐
腹瀉的症狀，但因為病症不
嚴重，病人可能不停繼續接
觸致敏原，這樣會引起長期
病，腸胃刺激性的增加，體
重過輕的問題。

出現FPIES的時期
FPIES通常出現在嬰兒進食配方奶粉
6個月大之前就出現。

60－90%的小孩在3歲前會痊癒，但
也有病人長大成人後仍然有F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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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Identity:	病人Patient 照顧者	Caregiver				
																				其他	Other_____________

 Please select if you want to receive our information in English (if available).
請選擇如您想收到英文資訊(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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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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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	to	and	to	request	correction	of	your	personal	data.

申請人簽署	Applicant	Signature 日期	Date

非IgE介導過敏與食物不耐
雖然FPIES不是由IgE介導的，但它仍然是免疫系
統的失調而發生，所以也是過敏的一種。

另一方面，食物不耐和免疫系統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不是過敏的一種，引起食物不耐的原因可以
有很多，有些人可能壓力大，可能腸胃缺少一些
消化某種食物的酵素等，但因為不是和免疫系統
有關，所以不屬於過敏。

除了FPIES之外，也有其它非IgE介導的過敏。

本會訊的所有資料只供參考，如有疑問，請諮詢註冊醫生再作相應選擇為宜。

FPIES的應對方法
發生急性並嚴重的FPIES
反應，即不停嘔吐，嚴
重帶血的肚瀉，昏睡，
低血壓，臉色蒼白，要
立刻送院，靜脈注射和
類固醇會被使用。

過敏性休克時使用的腎
上腺素自動注射器是在
應對FPIES是沒有用的。

發生急性但輕微的FPIES反應，即輕度嘔吐，沒
有昏睡或低血壓，

現在的診所、急症室對
診斷和治療FPIES的經驗
不多，如果你之前已經
被確診有FPIES，你應該
帶備寫有FPIES症狀和急
性反應的應對措施的醫
生信前往診所。你亦應該給學校或托兒所這封醫
生信。

食物蛋白引發腸道炎症候群
診斷FPIES
和普通的食物過敏不同，FPIES的病人對用來
測量IgE的皮膚點刺或血液過敏測試會呈陰性
反應。所以一個詳細的病歷和臨床診斷是診斷
FPIES的關鍵。醫生會根據病發時有沒有發燒，
食物中毒，感染，代謝病或腸胃失調等來確定是
不是FPIES。要找到致敏原，要至少病發多個一
次才能找到。

因為普通的過敏測試不能夠檢測到FPIES，所以
要確實FPIES的致敏原，食物激發測試（即在

醫護監控下進食致敏原）是唯一的測試。因為
FPIES要數個
小 時 後 才 病
發，所以監察
時間很長，對
患者和照顧者
的 壓 力 都 很
大。所以希望
科研界可以盡
快研究出一個
較好的FPIES測試方法

入會申請表格 Membership Application (請以正階填寫 Please write in BLOCK LETTER)



香港過敏協會今年亦被國際食物過敏聯盟邀請去
出席9月舉行的會議。國際食物過敏聯盟是一個
世界各地的過敏病人組織所組成的聯盟，每年的
會議可以讓我們互相分享各會對推動過敏病人權
益的知識。
因為是一個國際組織，我們認為製作一個過敏病
人旅遊指引可以對要到異國旅遊的過敏病人有很
大幫助。
所以各國包括香港過敏協會製作了一個給遊客的
單張，說明過敏病人來港是要注意的事項。
現時有7個國家參與這個計劃，包括美國，英
國、澳洲、意大利、墨西哥、紐西蘭和香港。

請到此下載: http://www.foodallergy.org/
a b o u t / f a a a l l i a n c e /
travel-plan

下一步，聯盟決定各國
搜集關於自己國家的航
空公司的過敏安排，我
們香港過敏協會亦已經
收集了香港的航空公司
的資料，會載於我們的
FB和下期的會訊。敬請
留意！

2016國際食物過敏聯盟會議

食譜分享

餅皮材料：

無麥麩麵粉	 40克	
糖膠		 18克	
生油			 15克	
鹼水			 1/10	茶匙	

紫薯餡料：

熟紫色番薯	 150克
糖		 10克
澄麵粉	 一茶匙
椰奶		 15克(一湯匙)
油		 5克(一茶匙)

迷你紫薯月餅
紫薯餡做法
1.	 先將紫薯切片蒸約15-20分鐘至熟,	 取出淨

肉150g,	壓成蓉。
2.	 澄麵粉一茶匙+椰奶	15克(一湯匙)	拌勻
3.	 襯紫薯熱	 ，加入糖弄溶，，(若紫薯已放

涼，不則要放入小鍋中,	用慢火煮至糖溶解
後,	再加椰汁和油拌勻)

4.	 攪拌均勻之後,	 將餡料分為相等份量(50g
模貝秤35克，	 65g模貝量45克重，搓圓,	
用保鮮袋包好放入雪櫃備用。

餅皮做法
1.	 麵粉篩好,	放在桌上,	中央開粉窩	
2.	 放入糖漿,	生油,	鹼水在中央	
3.	 由內圈拉粉入,	搓成軟滑粉糰,	放置半小時以上，

令麵粉、糖、油更加吸收
4.	 分成相等重量小粒	,	用50克重模貝秤15克，可做

月餅5個，若，	65克模則18克重做月餅4個。

月餅做法
1.	 餅模洒些少筋粉，
2.	 餅皮搓圓、按扁，包入餡料，將皮料慢慢

向上推至收口(注意皮要均勻)。
3.	 放入餅模,用力按平,然後拍出，放在已鋪上

牛油紙的焗盆上。
4.	 先將焗爐燒熱		(約200°C)
5.	 餅面濆水,放入焗爐焗5分鐘，拿出來掃上

糖水，再放焗爐180°C約8-10分鐘至金黃

無蛋

無奶

無果仁

無魚

無麩質(gl
ute

n)

1.	 焗好的月餅最好回油3至4天才享
用。

2.	 餡料可改用蓮蓉/豆沙約

小貼士：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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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1日 
濕疹護理與濕包教學工作坊

2016年8月23日
濕疹分享小組

2016年9月11日 
月餅過敏安全烹飪班



未來活動
上網報名：www.allergyhk.org  電話報名: 56879433
電郵報名: contact@allergyhk.org whatsapp報名: 56879433

濕疹護理與
濕包教學工作坊

導師:	 吳碧儀小姐
	 	 仁濟醫院兒童過敏診所護士長

	l 如何正確地塗抹潤膚乳？

	l 如何進行針對嚴重濕疹的濕包治療？

	l 類固醇的正確理解應是甚麼？

地點:   九龍佐敦吳松街191-197 號
 突破中心13樓1302室 
日期: 2017年1月9日
時間: 7pm
前往方法: 佐敦地鐵站C2出口直行寶靈街在吳松街轉左
地圖: https://goo.gl/maps/ohgtBAz66352

費用全免!

本會的濕疹病人/家長分享小組快
將舉行！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讓各會員
聚首一堂，分享大家對濕疹的看
法、經驗和資訊等等。籍此，大
家可以增加對過敏的認識，同時
亦可與其他會員聯誼。

地點:	 	九龍佐敦吳松街191-197	號突破中心
13樓1302室	

前往方法:	 	佐敦地鐵站C2出口直行寶靈街轉左入
吳松街

地圖:	 https://goo.gl/maps/ohgtBAz66352
日期:	 2016年11月10日
時間:	 晚上7時
費用:	 全免

11月濕疹病人/家長

分享小組

主講嘉賓:	黃懿行醫生
	 瑪麗醫院耳鼻喉科醫生

日期:	2016年12月19日
時間:	晚上7時
地點: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5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樓201室
語言:	廣東話
費用:	全免

講座內容:	
•	甚麼是鼻敏感和它的流行性
•	鼻敏感的特徵和診斷
•	如何分別傷風和鼻敏感？
•	鼻敏感的治療方法:包括避開致敏原、藥物治
療和手術治療

•	延遲治療鼻敏感的後遺症

鼻敏感的治療和管理
健康講座
每天都打噴嚏，每天都 “傷風感冒 ”?	

可能患上鼻敏感！

贊助機構

 地點:   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
  A座3樓12室 (中國銀行的右邊)
 地圖: http://goo.gl/maps/B7kWi
 日期: 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
 時間: 中午12:30時
 費用: 會員:$50 非會員:$140 

 一名大人可以免費帶一名18歲以下小孩

蘿蔔糕,黑糖年糕
過敏安全烹飪班

送禮自用
蛋、奶、果仁、
魚、麩質(glut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