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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脫敏治療 
傳統治療過敏病的藥物通常只可以短暫舒緩過敏症狀，
但卻不能根治過敏症，而脫敏治療則是現有療法中最接
近根治過敏症的方法。脫敏治療是透過改變免疫系統對
致敏原的反應，並逐漸增加劑量，令患者身體產生耐受
能力，不再因接觸致敏原而出現不良反應。雖然脫敏治
療並不是一種快速療法，接受療程數個月後，患者的過
敏症狀才會開始減少，但是，脫敏治療的效力持久，醫
學研究指出，接受三年的療程，療效可以持續七年或以
上，在治療期間和療程之後，均可以大為減少傳統過敏
藥物 (包括類固醇) 的使用。

脫敏治療對部分過敏性疾病尤其有效

脫敏治療最常用於治療因花粉、塵
蟎或動物過敏而引起的鼻敏感 (包
括花粉症)丶哮喘丶眼結膜炎和食物
過敏等病症。而越來越多臨床硏究
顯示脫敏治療亦可用於塵蟎引發的
蕁痲疹 (風疹) 和濕疹。歐洲過敏及

免疫學院 (EAACI) 在脫敏免疫治療指引中已經清楚指出
其主要的臨床研究實證，更包括了在兒童丶成人和長者
身上使用的安全證據和長遠成本效益。脫敏治療亦常用
於治療昆蟲過敏，針對螞蟻、蜜蜂和黃蜂毒液的脫敏治
療目前已普遍使用。

皮下注射 vs 舌下口服

皮下注射脫敏治療已經採用了一百多年，許多研究已證
明它是有效的。但近年舌下免疫治療亦開始普及，過敏
患者只要把舌下脫敏藥含於口腔內，一會兒後吞服便

可，相比傳統的注射方法更加方 
便。硏究指出皮下脫敏治療比較
舌下口服的方式有較快和較強的
療效，但新一代舌下口服脫敏的
療效已經與皮下注射更加接近，
亦得到比較多病人的接受，尤其
是兒童。

皮下注射免疫療法：

皮下注射起始的劑量非常輕，然
後逐漸增加，直至達到維持劑
量，這個劑量可能會因應患者的
身體反應而有所不同。一旦達到
維持劑量，注射的次數可開始減少，通常是每四至六星
期一次，接受注射後應接受觀察約一小時，當日十二小
時內亦應避免進行劇烈運動。注射後，患者在注射位置
有可能出現局部腫脹或疼痛。其餘更嚴重的過敏反應並
不常見，但如果患者在上次注射後
出現任何異常反應、懷孕或服用了
其他藥物，也必須告知醫生。

舌下免疫治療：

舌下治療的優勢是無需打針注射，
首次治療後便可在家中服藥，出現
嚴重反應的風險亦較低。舌下脫敏藥需每天服用，服用
後數分鐘內不可飲食。舌下免疫治療的副作用較輕，通
常出現於服藥初期，常見的副作用包括口腔內痕癢、輕
微紅腫或發炎等，但症狀可以預先服用其他抗敏藥物（
如抗組織胺）來控制，大部分症狀在開始療程一至兩星
期內便會消失。 
                                                                審閱：陳偉明醫生   

香港過敏協會祝大家：



談起濕疹，不少人都想起皮膚護理及戒口。兩者
分別「抑制」皮膚發炎或「避免」致敏食物。此
兩種醫療方式雖然重要，但畢竟是「防守」式治
療，用於已經病發的病人。除此之外究竟有沒有
更進取的濕疹防治方式呢？

所謂防患未然，要防治濕疹，先要了解濕疹的病
理。近年醫學界提出「由外而內」及「由內而
外」兩種病理理論。

「由外而內」理論是指致敏食
物、麈蟎或金黃色葡萄球菌等
外物接觸並入侵因先天或遺傳
因素而缺損的表皮，在表皮下
及淋巴系統中引起慢性過敏炎
症，最終導致濕疹。

「由內而外」理論則強調濕疹患者自
身免疫機能因種種因素出現紊亂及過
敏傾向，從而「向外」於表皮引發慢
性皮膚炎症。

皮膚護理及戒口不失為處理「由外而
內」病因的好方法。但要控制「由內
而外」的病因，則必須從根本由調
理自身免疫系統，特別是腸臟健康著
手。

最近醫學界發現益生菌(probiotic)在
改善免疫系統、腸臟健康甚至預防

小兒濕疹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根據Zuccotti 及
Cuello-Garcia兩份於2015同年發表，涵蓋數千個
案的薈萃分析研究報告指出，嬰兒在接受口服益
生菌之後，在其後數年間的濕疹病發率相對於服
用安慰劑的嬰兒可減少兩成。

而母親於第三懷孕期或授母乳
期間服用益生菌，亦可顯著地
減少幼兒濕疹病發率。Zhang
於2016年亦發表了一份接近三
千個案的薈萃分析研究報告，
發現若孕婦於產前及初生嬰兒

服用益生菌，可幫助降低幼兒過敏症
約兩成。

致於益生菌品種方面，常見的有
乳酸桿菌(Lactobacilli)及雙歧桿菌
(Fusobacterium)兩大類。據前述
Zuccotti的研究顯示，益生菌菌株組
合（並非單一品種）效果最顯著。此
外，除非患者有免疫系統疾病，一般而言，若依
照建議服用，益生菌無甚副作用。 

某些研究更加進益生元(prebiotic)，益生元是益
生菌的養分，主要成份是寡
糖分子如GOS或FOS。根據
Gruber在2015年的研究項目，
益生元能暫時阻止早期濕疹病
徵。事實上，坊間不少嬰兒配
方都已添加益生元。

必須指出，國際醫學組織仍
未對益生菌的預防功效採取一致的立場。儘管如
此，世界過敏組織 (WAO) 於2015年開始建議孕
婦、授乳母親及直系親屬有過敏史的嬰兒服用益
生菌以減少濕疹病發。

致於已經患上濕疹的嬰兒，近日的醫學研究仍然
未有足夠數據證明益生菌有治療濕疹的效用。因
此，預防仍然勝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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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君宇醫生  仁濟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副顧問醫生
 香港過敏協會顧問

益生菌

小兒濕疹與
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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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亦有布詠雪女士和黃興生先生捐出的拍賣品作慈善競
投。何玉珠女士手作了一些果醬作慈善義賣。

我們衷心感謝各熱烈競投拍賣、捐款及購買餐券的朋友，
特別鳴謝以下人士對晚宴的支持：

Excellent Award Sponsor: Fruit Design and Build Ltd
Diamond Sponsor: A. Menarini HK Ltd
Silver Sponsor: Ksena Healthcare Ltd
Silver Sponsor: Nestle HK Ltd
Voxmania
Mr. Wong Tsz Wo
Mr. Tang Pok
Ms. Cheng Wan Sin Dora 
Volunteer Cameraman: Mr. Dick Lo
Volunteer Cameraman: Mr. Steven Kwong

姓名	Name:

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電郵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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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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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小組聖誕聚會
2017年12月9日

風癩(蕁麻疹)講座
2018年1月12日

路德會救主學校過敏講座
2018年1月9日

食物及藥物過敏講座
2018年2月1日

鮮魚行學校眼過敏講座
2018年2月6日

蘿蔔糕過敏安全烹飪班
2018年2月10日

全民關注過敏症籌款晚宴2018

2017年11月22日晚上的全民關注籌款晚宴圓滿結束，感謝
一眾善長人翁慷慨解囊，為協會酬得經費，繼續支援過敏
人士。

當晚我們邀請到劉宇隆教授和李乃玲女士為何我們致詞；
無音樂伴奏組合Voxmania為我們獻唱；王同學、鄧同學
和鄭同學為晚宴作長笛演奏。我們亦舉行了一個過敏知識
問答遊戲，多謝Menarini, 香港及澳門澳洲商會及Ksena提
供獎品。



未來活動
網上報名：www.allergyhk.org
電話/WhatsApp報名：5687 9433

贊助機構 贊助機構

主講嘉賓：鄔揚源醫生
免疫及過敏病科專科醫生

• 常見的過敏測試種類
• 各種過敏測試的比較
• 所有過敏患者都應進行測試？
• 過敏患者應如何選擇合適自己的過敏測

試？
• 過敏測試是否必然準確？
• 發現過發原後可如何處理？

過敏測試與治療
免費Q&A
健康講座

• 過敏基本知識
• 過敏性休克的應對措施
• 如何製造一個安全過敏學校環境
• 如何應對過敏欺凌
• 如何正確對待患過敏的同學
• Q&A
對象：學生、家長或老師

工作坊內容

請邀請你的學校！

主講嘉賓：
陳勁芝小姐 - 高級營養師

日期：2018年3月16日(五)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灣仔駱克道3號
　　　小童群益會607室

• 濕疹的成因
• 哪些食物是常見的濕疹致敏原？
• 如何知道自己的濕疹過敏原？
• 如何透過飲食習慣改善濕疹？
• 是否終身也不能再進食過敏的食物？
• 孕婦有否飲食上的注意？

濕疹與營養
免費Q&A健康講座

Dyson機器已認證為 
「適合哮喘及過敏人士
使用TM」，屆時將會有
Dyson代表講解當中的
科技。

日期：2018年6月14日(四)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香港灣仔駱克道3號
　　　小童群益會607室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Hong Kong) Limited

日期：2018年4月21日(六)
時間：下午2時正
地點：油麻地上海街394號地下 
　　　(地鐵油麻地站A1出口)

濕疹護理與濕包教學 
工作坊及分享小組

導師：吳碧儀小姐
仁濟醫院兒童過敏診所資深護師

費用全免!

• 學習正確的塗抹潤膚乳方法
• 學習針對嚴重濕疹的進行濕包治療
• 認識有關類固醇的小常識
• 分享大家對濕疹的經驗和資訊

全港學校巡迴
過敏教育活動

不要欺凌
救命針
用法

安全過敏學習環境

我們會到全港學校教授過敏知
識，如你想我們到你子女的學校
開辦工作坊，歡迎聯絡我們！

讓子女的學校員工更
加了解過敏病！

消除同學對
過敏病的誤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