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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與過敏的預防策略
郭昶宏 醫師

洪志興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兒科部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氣喘與過敏的盛行率顯著增

個月內餵食水解配方奶，可降低有過敏家族史的孩童

加，已然成為新的公共衛生課題。氣喘與過敏深深影

在二至三歲之前發生異位性皮膚炎的機率，但對於喘

響到孩童的生活品質，嚴重的氣喘和全身過敏反應甚

鳴則沒有預防效果。 German Infant Nutritional Inter-

至有可能會致命。因此，如何降低氣喘與過敏的致病

vention Study 比較乳蛋白部份水解配方奶、乳蛋白完全

率及致死率，成為重要的課題。目前已經有一些預防

水解配方奶、酪蛋白完全水解配方奶與一般牛奶配

策略經過大規模的臨床研究而有初步結論，但有些仍

方，發現與一般牛奶配方比較起來，酪蛋白完全水解

具爭議。預防策略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部分：避免食物

配方可以顯著降低異位性皮膚炎、食物過敏以及過敏

過敏原及避免空氣過敏原 (1) 。

性蕁麻疹的發生率。乳蛋白部份水解配方對於異位性
皮膚炎則有部分保護效果，但是乳蛋白完全水解配方

避免食物過敏原

影響並不顯著。整體來說，水解配方奶對於有過敏家

Kull 與 Schoetzau 等學者發現餵食全母奶在幼兒時

族史的孩童可以減少在二至三歲之前過敏症狀的產

期的早期可以預防喘鳴和異位性皮膚炎。 Gruskay 在長

生，可用為全母奶餵食的補充或是替代品。大部分的

達十五年對高危險群孩童的追蹤研究顯示，餵食全母

研究顯示豆奶對於過敏高危險群的孩童並沒有保護效

奶的孩童比起餵食豆奶或牛奶的孩童有較少的過敏症

果。

狀。對氣喘以及對氣喘症狀的預防，餵食全母奶似乎

有相當多的研究探討母親在懷孕期避免高過敏原

沒有長期的保護效果。 Gadlevich 與 Mimouni(2)所做的

食物(例如牛奶、蛋與花生)的攝取對胎兒日後發生過敏

系統性的回顧，認為餵食全母奶的確在過敏的形成過

的預防效果。 Falth 所做的臨床隨機試驗顯示：在懷孕

程中有保護效果，其效果可能來自：避免接觸到牛奶

的晚期，避免對牛奶與雞蛋的攝取，對於有過敏家族

蛋白過敏原，母奶其中的特殊成分，免疫調節，或是

史的孩童並不具有保護效力。 Zeiger 的臨床隨機試驗

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對於無法以全母奶餵食的孩

發現：母親在懷孕期與哺乳期避免攝取高過敏食物，

童，水解配方(酪蛋白水解配方或乳蛋白水解配方)則成

結合完全水解配方奶，及避免在嬰兒六個月前給予固

為避免接觸到牛奶蛋白過敏原的一個替代方式。

體食物，可以降低二歲之前對食物過敏與異位性皮膚

Chandra(3)比較了四組分別以全母奶、水解配方奶、牛

炎的發生率，但是追蹤到幼兒時期之後則沒有長期的

奶和豆奶的孩童日後發生過敏症狀(包括氣喘、異位性

好處。如果母親決定在懷孕期採取避免高過敏原食物

皮膚炎與食物過敏)的情況，發現餵食全母奶對於過敏

的飲食，要特別注意胎兒體重增加的情形。 Cochrane

症狀的產生，在五歲之前有顯著的成效，而水解配方

(4) 的文獻回顧認為：懷孕期間限制飲食並沒有辦法有

奶則有部分的成效。臨床隨機試驗也證實在出生後幾

效預防過敏的產生，而且對母體及胎兒的營養狀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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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不良的影響。至於在哺乳期間母親避免高過敏原

有差異。追蹤到二歲時可以發現介入組的孩童夜咳明

食物， Chandra 所做的臨床隨機試驗發現可以降低高

顯比對照組來的少，其他方面差異性則不大。

危險群的孩童在十八個月以前發生異位性皮膚炎的機

The Isle of Wight prevention study(5)結合了避免

率。 Hattevig 與 Sigurs 做的臨床隨機試驗則認為：哺乳

食物過敏原與避免空氣過敏原的預防策略。對高過敏

期前三個月母親避免高過敏原食物有助於降低幼兒時

危險群的孩童，從出生到一歲之前，介入組採用全母

期早期發生異位性皮膚炎的機率，但長期並沒有特別

乳餵食或者是完全水解配方，同時母親在哺乳期避免

的益處。在哺乳期限制母親對高過敏原食物的攝取，

攝取高過敏原食物。環境控制則採用床罩與抗塵

對母體及孩童的營養並沒有報告顯示有負面的影響。

物。研究發現，介入組對過敏原(包括塵

因此，母親在哺乳期限制對高過敏原食物的攝取可能

低了，而且可以持續到八歲。介入組的孩童在一歲

是有益處的。

時，氣喘與異位性皮膚炎的盛行率都有顯著下降，而

藥

)的敏感性降

在二歲與四歲時異位性皮膚炎及八歲時氣喘的盛行率

避免空氣過敏原

都有顯著下降。這個研究支持：在嬰兒時期嚴格避免

塵 是常見的空氣過敏原。目前已經有相當多的研
究發現接觸塵

與氣喘的相關性。有三個大型的前瞻性

研究探討在懷孕期、出生時以及幼兒時期避免塵 暴露

食物過敏原及空氣過敏原，對高過敏危險群的孩童來
說，有助於減少嬰兒期異位性皮膚炎及兒童期氣喘的
產生。

與孩童氣喘及過敏症狀的關係。 Study of Prevention of

綜合以上所述，避免食物過敏原與空氣過敏原在

Allergy in Children in Europe 把介入組分為三組(過敏

幼兒時期似乎都有一定的成效，然而長期的效應則沒

高危險群的新生兒、學齡前期兒童及學齡期兒童)，用

有那麼顯著。將兩者結合使用對過敏高危險群的孩童

簡單的方法避免對塵

的暴露(使用床罩以及環境衛生

教育)，結果發現：在新生兒一歲時，介入組對塵

應是一個有益處的預防策略。

的

敏感性比對照組要來的低，但到了二歲就沒有明顯差

R ef e re n c es :

異，而且兩者在過敏症狀上也沒有明顯差異。在學齡

1. Arshad SH. Primary prevention of asthma and allergy.

前期兒童及學齡期兒童，一年後的追蹤顯示：介入組

J Allergy Clin Immunol 116：3-14, 2005

對塵 的敏感性比對照組要來的低，但兩者在過敏症狀

2. Gdalevich M, Mimouni D, Mimouni M. Breast-feed-

上並沒有明顯差異。這個結果顯示減少塵 暴露可以預

ing and the risk of bronchial asthma in childhood: a

防過敏高危險群的孩童對塵 的敏感性，但是卻無法有

systematic review with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效減少過敏的臨床症狀。 Manchester Asthma and Al-

studies. J Pediatr 139：261-6, 2001

lergy Study 在懷孕期與嬰兒期採取全面的環境控制，

3. Chandra RK, Hamed A.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atopic

包括在從第二孕期之後在父母床與小孩床舖上不透水

disorders in high risk infants fed whey hydrolysate, soy,

床罩，臥房採用木質地板，使用空氣濾淨機和抗塵 藥

and conventional cow milk formulas. Ann Allergy

物。在一歲的時候追蹤這些孩童，發現介入組與對照

67：129-32, 1991

的敏感性、輕微喘鳴、咳嗽或者是異位性皮

4. Kramer MS, Kakuma R. Maternal dietary antigen

膚炎的發生率都沒有顯著差異。然而，介入組發生嚴

avoidance during pregnancy and/or lactation for pre-

重喘鳴的機率則比對照組少很多。 Prevention and In-

venting or treating atopic disease in the child, Cochrane

cidence of Asthma and Mite Allergy 的研究則在出生前

Database Syst Rev 19：1-20, 2006

組在對塵

與出生第一年在介入組的父母床與小孩床舖上床罩。

5. Hide DW, Matthews S, Tariq S, Arshad SH. Allergen

研究顯示：雖然塵 過敏原在介入組的濃度較低，可是

avoidance in infancy and allergy at 4 years of age.

對於形成過敏體質或者是氣喘與對照組比較起來並沒

Allergy 51：89-9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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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與氣喘
賴秀澤 醫師

洪志興 醫師

頭份為恭紀念醫院 小兒科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兒科部

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工業化已開發的國家，氣

(ventilatory function)。根據英國第一次全國健康和

喘，過敏性鼻炎，濕疹，食物過敏呈現明顯上升趨

營養檢查之調查(UK NHANES 1)指出食物維生素

勢。造成嚴重社經，公衛負擔 1

。雖然過敏病大多都有

C 提升成人 FEV1 。第三次全國健康和營養檢查之

基因背景，可是單單基因背景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

調查(UK NHANES III)指出 4-16 歲小孩之血清維

社經愈進步過敏病反而愈多？ 生活西化，改變飲食行

生素 C 濃度與氣喘罹病率成反比 4 。

為，環境變遷改變環境基因交互作用機調，都可能提

二、維生素 E : 脂溶性維生素 E 兼有抗氧化和非抗氧化

高基因感受度(genetic susceptibility)而造成過敏病之增

的免疫調控功能，對細胞承受氧化性傷害幫助很

加。本篇將討論飲食習慣是否與過敏病有關？

大。一個 11-19 歲組的研究指出，食物維生素 E 攝
取 量 與 肺 功 能 (FEV 1 ， FEV 25- 75 ， FEV 1/FV C

抗氧化劑與脂質假說

r atio)成 正 比 。 美 國 護 理 健 康 研 究 (US Nurses '

從前認為氣喘與吸煙，空氣污染程度有關。自
1994 年開始，有不一樣的想法，認為和污染“量”關係

Health Study)指出，經過十年的追蹤統計，發現氣
喘病之罹病率與食物維生素 E 攝取量成反比 5 。

比較小和民眾感受度(population susceptibility)的關係比

三、維生素 A: 維生素 A 包含維生素 A 1 (retinal ，視黃

較大。研究報告指出：即使增加空氣污染量，過敏原

醇)以及超過 600 種的類胡蘿蔔素(carotenoids)，其

的吸入量並沒有隨著增加。即使花粉量沒有增加，花

中 s-carotene, s-cryptoxanthin, lutein-zeaxanthin,

粉熱病例仍持續上升。蕃茄以及綠色蔬菜含高量抗氧

lycopene 具有很強的抗氧化功能，對於呼吸道上皮

化劑可以有效降低呼吸道細胞的氧化傷害並減少氣喘

細胞發育很重要。根據第三次英國全國健康和營

病發生 2 。 1997 年 Black 與 Sharpe 指出增加攝取脂肪

養檢查(UK NHANES III)在 4-17 歲兒童組經過兩

性食物的飲食習慣是過敏病上升的前兆。歐美工業化

年 的 時 間 之 追 蹤 調 查 指 出 α 和 β 胡 蘿 蔔 素 (α -

國家為了控制心血管疾病，鼓勵少吃飽和性脂肪，多

carotene, s-carotene)之血清濃度與氣喘罹病率成反

吃魚油(鮪魚青魚青花魚鱒魚鮭魚)和魚油製品(魚肝

比 4 ，與肺部換氣功能成正比。

油 )。 這 些 食 物 富 含 Om ega- 3 的 不 飽 和 脂 肪 酸 ( n- 3

四、稀 有 元 素 硒 ( S e l e n i u m , S e ) ： 硒 與 榖 胱 甘

PUFAs)例 如 二 十 碳 五 烯 酸 (EP A)二 十 二 碳 六 烯 酸

(glutathione)以及過氧化

(DHA)，會降低 COX-2 和 Lipoxygenase 的活性，進而減

切 關 係 ， 可 保 護 細 胞 不 受 氧 化 性 傷 害 (o xidativ e

少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s)及白三烯素(leukotrienes)產

damage)，是一重要的抗化劑。根據英國第三次全

生，使 Th-2 反應度降低，終將減少過敏病罹病率 3 。

國健康和營養檢查(UK NHANES III)在 4-16 歲兒
童組之追蹤調查指出，硒的血清濃度與氣喘罹病

抗氧化劑之探討

率，呼吸道症狀成反比，與肺部換氣功能

一、維 生 素 C ： 水 溶 性 維 生 素 C 可 清 除 氧 化 自 由 基

4

(peroxidase)的合成有密

(pulmonary ventilatory function)成正比 4 。

(oxygen free radicals)和抑制巨噬細胞(macrophage)

五、水果(Fruit): 研究指出新鮮水果與果汁的消耗量和

釋放過氧化物(superoxide anions)提升細胞抗氧化

成人肺功能(FEV1)成正比。同樣的研究對象，經

力。研究指出食物維生素 C 有益於肺部換氣功能

七年追蹤調查，呈現與上述結論相同結果。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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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肺功能改善情形是可恢復的。一旦水果消耗量

因子(核因子 kB 和活化蛋白 1)與 IL-4 基因的啟動區

減少，肺功能改善情形便不明顯。另外一個研究

(promoter region)的結合，繼而抑制 IL-4 mRNA 基因

蘋果的報告指出，蘋果與肺功能(FEV1)有直接關

表現 7 ，使 Th-2 反應降低，達到控制氣喘病的目的。

係。它是不可恢復的結果，即使消耗量減少，肺
功能改善情形仍不會因而變少。常吃蘋果的人比

脂質之觀察分析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

少吃蘋果的人，氣喘罹病率低達 30% 。這可能與

長鏈不飽和脂肪酸(PUFAs)不但益於炎症介質管控

蘋果富含某些類黃酮(flavonoids)例如 anthocyanins

與 Th 細 胞 分 化 ， 同 時 也 是 表 皮 組 織 完 整 性 結 構

and phloridzin 有關 5 。

(epidermal integrity)的必需品。食物中添加此劑可強化
△ 6- 去飽和

抗 氧 化 劑 介 入 性 研 究 (i nter vent ion stud y)
綜 觀 上 述 流 行 病 學 的 研 究 (epidemiological
studies)，抗氧化劑確實有益於氣喘及過敏病的防治。

(△ 6-desaturase)活性，緩解異位性皮膚

炎(atopic dermatitis)8 。△ 6- 去飽和

是亞麻油酸轉變

成γ - 次亞麻油酸或α - 次亞麻油酸轉變成 stearidonic
acid(EPA 的前驅物)的必需酵素 8 。

但是介入性研究，卻呈現失望的結果。這包括維生素
C ，維生素 E ，胡籮蔔素，硒，以及富含抗氧化劑的水

脂質之介入性研究；
綜觀上述，異位性體質可能和吃過多 n-6 長鏈不飽

果。

和脂肪酸或吃過少 n-3 長鏈不飽和脂肪酸食物有關，因

抗氧化劑，氣喘以及過敏疾病：可能的機轉
人類呼吸道的組織細胞很容易遭受氧化傷害

為它會導致炎症介質異常釋放， Th 細胞異常分化。研
究△ 6- 去飽和

活性指出，氣喘病童應多吃富含 n-3 長

(oxidative damage)。因此，生來就具有酵素性與非酵素

鏈不飽和脂肪酸的油魚(oily fish)，異位性皮膚炎病童

性抗氧化防衛機制。氧化劑或氧化壓力(oxidant stress)

則應多吃亞麻油酸與γ - 次亞麻油酸。 1930 年以來，

會刺激釋放炎性化學介質(proinflammatory mediators)

許多不同組的亞麻油酸食物之介入性研究，顯示矛盾

例如細胞激素(cytokines)，趨化細胞激素(chemokines)

的結果。因此更多的研究是必要的。因為月見草油

，二十酸代謝產物(eicosanoid metabolites)，和活化兩

(Evening primrose oil ， 72% 亞麻油酸， 9% γ - 次亞麻

個炎症管控機制的基因表現(inflammatory regulator

油酸)9 與紫蘇油(perilla oil)10 的介入性研究呈現相反的

gene expression): 核因子 kB(nuclear factor kB)，轉錄

結果。

因子，活化蛋白 -1(activator protein 1 ， AP-1)，啟動發

結論

炎反應 6 。
為什麼流行病學的統計與介入性研究出現不同結

流行病學研究顯示，膳食抗氧化劑或脂質和過敏

果？推測原因如下；

病的關係是正面，而介入性研究卻呈現失望的結果。

1. 介入性研究的研究時間不夠長，不能下定論。氣喘

過 敏 病 防 治 需 從 嬰 幼 兒 做 起 ， 關 於 膳 食 假 說 (d ietary

及過敏病的發病原因是多方面且複雜性的，不是單

hypotheses)的論點，轉向注重孕婦和嬰幼兒之食物補

一因素可以解釋病的全部。

充。然而，膳食抗氧化劑或脂質之免疫調控機制可能

2. 抗氧化劑的添補必須從嬰幼兒(fetal and 0-5 years)做

是 複 雜 且 不 可 預 期 的 。 欲 從 膳 食 修 飾 (dietary

起，甚至從懷孕開始，就應該減少胎兒氧化壓力

modification)或膳食營養補充(dietary supplementation)

(fetal oxidant stress)。因為抗氧化劑對幼兒肺部發育

來控制氣喘與過敏病的構想，與現實面仍有一段距

很重要，肺發育尚未完全之前添補抗氧化劑才有

離。雖然如此，這仍是一個合理可行的思考方向，值

用。肺發育完成之後再添補那就沒效。維生素 E ，

得繼續研究。

硒，類黃酮和水果都是兼含抗氧化及非抗氧化功
能。根據研究顯示，非抗氧化防衛機制在於強化 Th1 細胞素釋放，抑制 Th-2 細胞素釋放，以及阻止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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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師不可不知的事∼再談異位性皮膚炎∼
邱溥容 醫師

洪志興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兒科部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的統計，台灣地區

主要由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每十名兒童，就有一名患有異位性皮膚炎，其盛行率

所造成。一般而言，如果病灶的外觀出現明顯的潮

亦逐年增加。據估計，六個月以下孩童盛行率，自

濕樣同時伴有金黃色的結痂，或是皮膚表面出現許

1993 年的 1% 上升至 2004 年的 6.7％。

多淺淺的小膿

時，通常就表示皮膚炎的病灶上出

異位性皮膚炎的最主要症狀就是皮膚奇癢無比，

現了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現象。由異位性皮膚炎

特別是在晚上更加嚴重，長期下來會干擾病人的睡

病患皮膚上分離出來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大約有 45-

眠、情緒、課業或工作上的表現，對病患與家人的生

60% 是會製造外毒素(exotoxins)以作為超級抗原的

活品質均有非常大的影響。而它的另一特徵是皮膚表

菌株。外毒素會直接活化 T 細胞而不需經過複雜的

面上的變化，由“癢→抓→疹”一再的惡性循環而形成

抗原處理過程；當 T 細胞和其他的免疫細胞反應，

「苔癬化」。過度的搔抓也會使得皮膚產生傷口，容易

就 會 造 成 許 多 原 發 炎 細 胞 激 素(pr o infl ammatory

受到細菌或病毒的感染引起發炎，反而讓病情更加嚴
重。

cytokines)的釋放，進而產生皮膚的急性發炎。
既然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感染在異位性皮膚炎的

既然異位性皮膚炎是這麼常見且難纏的慢性發炎
性疾病，臨床醫師若對此疾病沒有正確且合時的知識

致病機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們可以使用以下
的方法來控制它的感染：

時，在治療病人時難免會面臨到一些難題。以下將提

沐浴及溫和的清潔劑可降低金黃色葡萄球菌的

供一些常見的問題及解答，希望對實際執行業務的臨

共生(colonization)。某些抗菌清潔劑也可能有相同

床醫師能有所助益！

的效果，但這些產品可能太過刺激而使得大部份的
異位性皮膚病患無法忍受。據研究，局部塗敷的免

Q1：對反覆皮膚感染的異位性皮膚炎病人
要怎麼辦？

疫調節製劑(如類固醇或 calcineurin inhibitor)也可以
降低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共生。

正常的皮膚屏障為對抗細菌侵襲的第一道防線。

短期使用系統性的抗生素及在輕微且呈膿痂樣

醫學研究發現，異位性皮膚炎患者的皮膚保水功能要

(impetiginized)濕疹上局部塗敷抗生素藥膏，但不建

比一般人來得差也比較乾燥；因而導致表皮的障壁功

議延長抗生素的使用，因可能導致抗藥性菌株的共

能變差，容易受到外來物質的影響而加重原本的皮膚

生。在文獻中常用來治療異位性皮膚炎金黃色葡萄

炎。照護異位性皮膚炎的基本功夫就是：保濕

球菌感染的藥膏主要是 fusidic acid (Fucidin) 藥膏

(hydration)、使用潤滑劑(emollients)、避免刺激物及已

與 mupirocin (Bactroban) 藥膏。雖然國外研究發現

知的過敏原。但是當這道防線因搔抓而失守時，伺機

“鼻腔”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最主要的貯藏處，每日兩

性的感染就會發生，進而造成反覆發作且難以控制的

次於鼻內塗敷 mupirocin 藥膏， 5-7 天後即可根除金

發炎反應。

黃色葡萄球菌並改善濕疹；但目前 mupirocin 藥膏

(1) 細菌感染：

受限於台灣目前健保給付的關係，只能使用在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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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MRSA(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的病人身上。
(2)病毒感染：

Malassezia species 而得到特異性血清 IgE 的新分析方法
(m227)，但國內尚未引進。

因為異位性皮膚炎可能被單純

疹病毒(HSV)

在多個研究中發現，抗黴菌藥物對於部份的異位

重覆感染，被誤認為膿痂疹(imppetigo)而治療的案

性皮膚炎病人是有效的；Ketoconazole 或 itraconazole

例也可能發生。所以在反覆發作且難以控制的異位

都會抑制 IL-4 和 IL-5 產生及麥角脂醇(ergosterol)的合

性皮膚炎身上，臨床醫師必須要去留意每個具有紅

成，導致非特異性的抗發炎作用而且降低 Malassezia

斑性底部的鑿孔樣(punch-out)病灶，即使未曾出現

species-specific IgE 及 total IgE 。因此，對於異位性皮

水泡也有可能是感染了單純

膚炎病人而言，抗黴菌藥物的抗發炎效果與殺黴菌功

疹病毒。由已破的水

泡所取得的檢體其檢出陽性率很低，最理想的方式

用一樣重要。

應該是由未破的水泡內取得檢體去作病毒的聚合
連鎖反應(PCR)、 Tczank preps 或病毒培養。病人
通常對口服抗病毒藥物(acyclovir 或 valcyclovir)的反

Q 3 ： 抗 組 織 胺(anti-histamines)在 處 理 異
位性皮膚炎的角色為何？

應良好，但若發生嚴重且具有潛在生命危險的散在

搔癢(pruritus)對於異位性皮膚炎而言是最常見也

性感染(eczema herpeticum 、 Kaposi's varicelliform

最難以忍受的症狀，甚至只要降低部份的搔癢即可達

eruption)時，病人就需要住院且接受系統性的抗病

到病人生活品質的明顯改善。因為一些像 neuropep-

毒治療。臨床醫師常在急性單純

疹病毒感染時就

tides 及 cytokines 的發炎介質可能是引起搔癢的重要因

停止原有對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事實上，一旦開

子，可藉由 steroid 或 calcineurin inhibitor 而降低許多

始了適當的抗病毒治療，就應該持續使用以局部塗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的產生，進而達到快速緩解

敷的免疫調節製劑，直到皮膚的屏障修復為止。

異位性皮膚炎的搔癢；而某些 opioid receptor antagonist 也被證實對異位性皮膚炎的搔癢有效，故對於抗組

Q2：黴 菌 ( 如 馬 拉 色 氏 菌 M a l a s s e z i a
species)在 異 位 性 皮 膚 炎 的 形 成 上 所
扮演的角色為何？

織胺(anti-histamines)的角色目前仍然有所疑問。
但臨床上我們可以如此使用：在睡前使用第一代
的抗組織胺可引起安睡效果而減少因搔癢而使睡眠品

異位性皮膚炎的病人可能由於其先天性及獲得性

質下降的情況；第二代的抗組織胺對於治療異位性皮

免疫的缺損，造成皮膚易於遭受細菌、病毒及黴菌的

膚炎的搔癢效果不佳，除非病人同時也有慢性蕁

感染。根據 Malassezia species-specific IgE 結果的研究

鼻炎。因為潛在的致敏性，除非萬不得已，應該避開

發 現 ， 歐 洲 成 年 病 人 的 致 敏 率 為 30~68% 。 而 對

使用局部性抗組織胺藥物。

疹或

Malassezia species-specific IgE 也被報告和內因型的異
位性皮膚炎相關。美國皮膚科醫師最近的研究也發
現：這群異位性皮膚炎分布於頭、頸及上部軀幹的成

Q4：當異位性皮膚炎的病人在多種皮膚穿

年病人，其異位性皮膚貼布試驗(atopy patch test =

刺 試 驗 或 im mun oCA P a ssa y 的 結 果

APT)最常和 Malassezia sympodialis 發生反應。所以，

呈現食物過敏的陽性反應？

共生於皮膚的 Malassezia species 對於異位性皮膚炎的

異位性皮膚炎病人通常有相當高的 IgE ，甚至超過
10,000 IU/ml 以上。但要特別注意的是，不管是在活體

致病機轉可能有所貢獻。
對 Malassezia species 是否致敏可藉由 ImmunoCAP
assay 測量對抗 Malassezia sympodialis extract 的 specific-

上使用皮膚穿刺試驗或體外分析 specific-IgE ，都不能
完全同等於臨床上的疾病。

IgE 數值；或藉由陽性皮膚試驗(skin prick test 或 atopy

整體來說，針對食物過敏原而作的皮膚穿刺試驗

patch test)來診斷。目前國外已有一種可以針對多種

有著相當高的陰性預測率，而陽性預測率也只有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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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50%(根據在 National Jewish 所作的 controlled food

效。所以當傳統治療失敗時，先別急著開立副作用可

challenge)；但如果病人有多項陽性的試驗結果應該進

能更強的藥物，了解病人的醫囑順從性或許能有新發

行更進一步的食物激發試驗以證實的確存在食物過

現。這些包括：病人是否已經避免掉刺激物及以知的

敏。

過敏原、保持皮膚的濕潤、太專注於癢的感覺而經常
使用 immunoCAP assay 來決定是否為食物過敏最

近也被廣泛的使用。它對於追蹤臨床上和食物過敏原

不自覺地抓搔、是否遵照醫囑而使用傳統型治療藥
物。

相關的自然過程、決定何時須作食物激發試驗或將除

住院對於傳統治療發生抗性的異位性皮膚炎也許

去的食物再重新引進飲食中是有幫助的。但要注意的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通常，移除掉環境中的過敏原及

是這個分析方式是有限制的：因為它的或然率曲線最

壓力、結合強力的教育與加強治療順從性，通常會有

低值是小於 0.35 而非 0 ，而相當少數的病人在低濃度的

臨床上大幅的改善。除此之外，如病人需要額外的治

食物特異性 IgE 下就可以誘發食物過敏反應。

療時，也可短期使用 cyclosporin A 。其他考慮的治療

因為上述的檢查僅能對數種食物進行測試，患者

方式包括：照光治療、 mycophenolate mofetil 、 aza-

自身的生活經驗才是更為可靠的憑據，如果每次吃了

thioprine 及 IVIG 。然而，這些治療方式應由專家開立

就會發癢，就盡量避免該食物，其他的飲食倒不必刻

並且審慎考慮其益處和副作用。

意限制。

Q 7 ： 特 殊 的 免 疫 療 法 與 omalizumab 在 治
Q 5 ： 選 擇 局 部 使 用 的 calcineurin inhibitor

療異位性皮膚炎的角色為何？

還 是 類 固 醇 ？ 而 局 部 使 用 的

到 底 特 異 的 過 敏 原 去 過 敏 化 (s pecific immuno-

calcinurin inhibitor 會導致癌症嗎？

therapy = SIT)能不能對有異位性皮膚炎提供臨床上的

以局部性非類固醇藥物來治療異位性皮膚炎已經

幫助呢？一項雙盲且良好控制的臨床試驗說明：當孩
過敏及異位性皮膚炎時，在 8 個月的治療之

是個受歡迎的方式，因為局部使用這些藥物不會造成

童有塵

皮膚萎縮。而這些藥物最受到注目的即是 calcineurin

後， SIT 組和對照組並無明顯差別。然而，再繼續治療

inhibitors(包括 tacrolimus 及 pimecrolimus)，它們特別

6 個月後， SIT 組有大幅度的改善；故推測延長的 SIT

被用在治療影響臉部、腋下或腹股溝處等易於皮膚萎

可能對異位性皮膚炎有幫助，但是因病人數目太少而

縮的區域。一個為期一年的研究發現，單獨使用局部

不能有強而有力的結論。另一項臨床試驗對 89 名患有

性 calcineurin inhibitor 似乎會在異位性皮膚炎病人身

塵

上反轉類固醇引發的萎縮性變化；另一個研究則發現

個劑量的組別發現：SCORD score 的降低呈現劑量依

對類固醇不敏感或有抗性的異位性皮膚炎病人可因此

賴的模式；而 SIT 一年之後，此分數在高劑量的族群比

而得到好處；臨床觀察 calcineurin inhibitor 的使用也

低劑量的族群更有明顯的降低；且 SIT 的劑量愈高，局

可以抑制超級抗原(superantigen)所誘發的免疫增殖反

部使用類固醇的頻率也愈明顯降低。顯示 SIT 對於塵

應；以上的結果使得它在臨床的使用也更加重要。

過敏及異位性皮膚炎的患者是有幫助的。

過敏及異位性皮膚炎的成人施行 SIT ，在施行過 3

雖然有許多疑慮，但對於長期連續性使用

而關於 omalizumab 在治療異位性皮膚炎的角色目

tacrolimus 及 pimecrolimus 可能導致癌症，美國食品藥

前則有待釐清。最近的病例報告中描述了 3 名年齡分別

物管理局發出黑盒子警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癌症和

為 10~12 歲的頑固性異位性皮膚炎患者，而他們的 IgE

局部使用 calcineurin inhibitor 具有關聯性。

分別為 1990~6120 IU/ml 。因為 anti-IgE antibody 只能
用在高 IgE 的病人身上且價格昂貴，目前並不能廣泛地

Q6：當傳統治療失敗時？

被使用；而這些實驗數據需要一有良好控制的研究才

大部分異位性皮膚炎的患者對於傳統治療相當有

能被定義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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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對於異位性皮膚炎這種慢性且多樣面

117：1419-22, 2006

貌的疾病，沒有最好的藥，只有最正確的用藥。跟多

3. R e i t a m o S . T a c r o l i m u s : a n e w t o p i c a l

數的慢性疾病一樣，醫病間互相的溝通了解，才是成

immunomodulatory therapy for atopic dermatitis. J Al-

功治療的最佳法則。

lergy Clin Immunol 107：445-8, 2001
4. Werfel T, Breuer K, Rueff F, Przybilla B, Wor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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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性鼻炎治療新趨勢
(New Treatment Paradigms for Allergic Rhinitis)
黃文雄 醫師

張海山 醫師

卓奇勳 醫師

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小兒科

近年來對於治療過敏性鼻炎，是強調速效、降低
及治療發病(comorbidities)、安全、方便及改善生活品

分泌物，減低症狀。
至 於 近 年 來 的 a n t i- l e u k o t r i e n e (L T ) ， 如 新 柳
(montelukast-Singulair)，除用於預防氣喘外，尚可用於

質。
目前治療的方向包括環境的控制、藥物療法、及
減敏療法，對於治療附帶的發病(Comorbities)也開始強
調。

過敏性鼻炎，它可抑制 leukotriene(LT)之分泌，並減
低受 LT 影響的發炎細胞(inflammatory cells)。
減敏療法(如打過敏針等)可以降低氣喘的發生，並

至於環境的控制，包含避免接觸過敏原及生理食
盬水清洗鼻腔，如此可以避免 1)主要由 IgE 引發的過

可減低對過敏長期使用藥物之勞累。
最 新 四 種 過 敏 療 法 有 1. SLI T(Sublingul ar

、動物毛、及蟑螂

immunothearpy)、 2. Anti-IgE therapy, 3. New topi-

等過敏原。 2)非 IgE 引發的過敏原，如香煙、福馬林、

cal antihistamines, 及 4. New inhaled corticosteroid ，

香水、強烈味道、及報紙的墨汁。

今分別敘述於下：

敏原，如花粉、黴菌、灰塵、塵

至於藥物療法是應用抗組織胺、解充血劑
(decongestant)、類固醇、 cromolyn 鼻噴劑、反副交感
神 經 鼻 噴 劑 、 及 新 柳 (l euk otrienene rec eptor
antagonists)。

1. SLIT (Sublingular immunothearpy)舌下減敏療法
是用特別配方的特殊過敏原，製成易溶解的藥
片、或液體，可放在舌根下面，
約經二分鐘即可溶化掉，這種特殊過敏原不會

Cromolyn 鼻噴劑是相當安全之藥物，主要是預防

經口腔黏膜直接吸收，也不會進入血液中，至今它

新生的居間者(mediator)釋出過敏細胞顆粒的化學物資

的機制到底如何，無人知蹺，它的假說是，這種特

(prevent release of prechemical and newly formed

殊過敏原藉淋巴液吸收而流入淋巴結內，樹狀突細

mediators to prevent degranulation).

胞(dendritic cells)碰到抗原後，會變得活性化，進入
類淋巴器官(如皮膚、呼吸道、胃腸系統等)調整 T-

抗組織胺中：

lymphocytes 對過敏的耐受力(tolerance)，因而減輕

第 一 代 抗 組 織 胺 會 引 起 鎮 靜 作 用 的 有
chloropheniramine 及 diphenhydramine 等；

過敏的症狀。
舌下減敏療法是在過敏季節來臨之前就給藥，

第二代抗組織胺較不易引起鎮靜作用的

直到過敏季節結束即可停藥，若是全年無休的塵

desloratadine (Clarinex, denosine)、 fexofenadine

過敏的話，只有全年使用藥物了。目標這種舌下減

(Allergra, Aventis)、及 loratadine ，以及較微鎮靜作用

敏療法在歐洲是相當廣泛流行的，在美國尚未完全

的 cetirizine (Zyrtec, Pfizer)。

被接受。

其他藥物 ipratropium bromide 具有低脂肪溶度，
可抑制副交感神經對黏膜下(submucosa)之傳遞而減輕

聯合國衛生組織(WHO)在公元 1998 年接受 SLIT
加上局部鼻腔減敏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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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針外的代替法，因為成本較低且方便；但

Dr. Corren 發現在青少年及大人(12-74 歲)

缺點是胃腸的副作用、以及長期服用，病人的持續

307 病人中，用 Astelin 與口服抗組織胺 Cetrizine

性及配合度相對不高。

比較時，對改善過敏鼻炎症狀的分數，分別是 29.

Clavel 在研究對草過敏病人中，一組只有過敏性

3% 及 23% ，而前者在 60 分鐘就開始完全改善症

鼻炎，一組併有氣喘，總共有 136 個病人中，他發現

狀，而後者需要 240 分鐘才能完成使命，在統計

SLIT 療法可降低過敏藥物的使用，雖然研究報告指

學上是有意義的(p<0.04)。

出 blocking antibody IgG4 顯然增加，但與臨床症狀

(2) Olopatadine nasal spray 是第二代抗組織胺，它是
不具鎮靜作用，非類固醇的藥劑，它可調解

不相關聯。

monocyte 反應，減低 cytokines ， TFNa α及 IL-1

2. Anti-IgE therapy 抗 IgE 療法
是用抗 I gE 人 類 單 細 胞 基 因 重 組 的 抗 體 (a r ecombinant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 to Ig E)

β之分沁，剌激末梢血液中的 monocytes ，幫助
減少過敏引發的發炎反應。

的皮下注射劑，它是壓制 Eosinophile 及 basophile

Dr. Patel 觀察在他的 17-65 歲患有季節性過

細胞表面對高 IgE 親合力感受體(high-affinity IgE

敏性鼻炎病人中，組織胺鼻噴劑以 0.6% 濃度優於

receptor)與 IgE 結合(如附圖)，因而減低發炎的活動

0.2% 及 0.4% 之濃度，它給予最好症狀控制，並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對氣喘、過敏性鼻炎及

且持續最長。

花生過敏具有療效；一般每月皮下注射二次，價格
相當昂貴，每月費用約美金一百元之譜；不幸地，
當治療停止後， I gE 在一年內又恢復到治療前的水

4. New topical nasal corticosteroid (Ciclesonide)新類固
醇鼻噴劑
很有效地完全地控制過敏症狀，呼吸氣道上的
e s t e r as e 會 使 此 藥 劑 在 局 部 變 成 活 性 化 的 代 謝 物

準，因此症狀春風吹又生。
在德國 Kuehr 醫師對小孩及大人季節性過敏性

d es isbutyr l-c ic les onide(des -C I C)，此代謝物比

鼻炎病人，施與 SLIT 及 Anti-IgE 合併治療，發現二

ciclesonide 大 100 倍能力，來與葡糖類固醇感受器

者有互輔互成的效果，此效果遠比 SLIT 單項治療好

(glucocorticoid receptor)結合，此代謝物(des-CIC)99%

得多。

是與蛋白質結合後(protein bound)在肝臟由 liv er

研究報告指出，在 SLIT grass + omalizumab

oxid as e 代 謝 掉 ， 因 此 在 血 液 濃 度 很 低 ， 副 作 用 較

(Anit-IgE antibody)及 SLIT birch + omalzumab 二

少。這種快速作用又方便的類固醇鼻噴劑，會改善

組 治 療 中 ， 症 狀 的 減 輕 達 4 8% ， 優 於 只 用 單 項 療

病人持續性使用及合作。

法。
3. New topical antihistamines 新抗組織胺鼻噴劑，市場
上 有 二 種 抗 組 織 胺 ， (1) Azel as tine(As telin,
MedPoint)，(2) Olopatadine nasal spray(Patanase,
Alcon)；
其中
(1) Azelastine：具有抗 H1 效果(H1-antagonist effect),
隱定肥大細胞(stabilizes mast cells), 降低 IL-4 and
CD23 , ICAM-1 及嗜伊紅血球(eosinophilic cells),
管制鈣質釋出及充實期(down-regulates calcium

12

release and influx)，同時也降低 leukotrienes 及

(錄自：Fireman Philip: Atlas of Allergies and Clinical

血小板促進因素(platelet-activating factors).

Immunology:P376,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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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f er en ce :

bines with IgE molecules and blocks the IgE bind-

1. Rusk J: New treatment paradigms emerge for allergic

ing to mast cell via the IgE (FceR1) receptor on the

rhinitis: http:idinchildren.com/200601/frameset.asp.?

mast cell membranes
3. Fromer L: Expanding the Treatment Paradigm for

article=rhinitis.asp
2. Fireman Philip: Atlas of Allergies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Omalizumab (anti-IgE antobody) com-

Allergic Rhinitis. Pri-Med West, Anaheim, California.
April 2006.

您測驗了嗎？關於氣喘控制測驗(Asthma Control TestTM)
邱溥容 醫師

洪志興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兒科部
自 1993 年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共

定使用吸入型類固醇的病人只有 13.6% ，卻有 56.3% 的

同 邀 集 各 國 氣 喘 專 家 成 立 全 球 氣 喘 創 制 組 織 (Glo bal

病人使用短效型的支氣管擴張劑以緩解其氣喘發作。

Initiative for Asthma ，簡稱 GINA)，於 1995 年編寫全

因此， 15.3% 的病人因而至急診求診或住院；其中又有

球第一本的氣喘診治指引(GINA guideline)，到 2006 年

36.5% 的兒童及 26.5% 的大人因此請假。而即使有嚴重

大幅改寫的全球氣喘診治指引以來，國際間多年來共

持續的氣喘發作，高達 34.3% 的病人也認為他們的疾病

同合作的目的都是在對付這個盛行率與時俱增、造成

已獲得良好的控制。病患如此錯估自己的病情，那專

大量醫療花費及經濟負擔、並威脅國民健康的隱形殺

業的醫師呢？根據 Doerschug 等學者在 1999 年 Am J

手 ~“氣喘”。

Respir Crit Care Med 發表的文章認為，即使是專業的

過去氣喘的分級為「輕度間歇型」、「輕度持續

醫師們也會低估病人的病情，但會隨訓練的增加也一

型」、「中度持續型」、以及「重度持續型」，醫師必

併提升對疾病嚴重度的正確判斷(住院醫師為 36% 、第

須依照日間及夜間症狀、發作頻率、肺功能測試

一線診療醫師為 56% 、次專訓練醫師為 55% 和氣喘專科

(FEV1)或尖峰吐氣流速(PEF)的最佳值及變異度將氣喘

醫師的 63%)。

發作分為以上四級，再根據各分級給予適當的處方建

就像高血壓和糖尿病一樣，氣喘也是一種慢性

議。 2006 年版的全球氣喘診療指引的手稿則一改過去

病，也有如血壓計或血糖機等的儀器可以讓病患了解

複雜的分級方式，強調「治療至目標」的概念，將「已

自己的肺功能，就是以肺量計(spirometry)測量第一秒

受控制 controlled」作為治療目標，而「部份控制 partly

用力呼氣量(FEV1)或尖峰呼氣流速計(peak flow meter)

controlled」跟「未受控制 uncontrolled」的患者皆需接

測量尖峰呼氣流速(peak expiratory flow)。根據 2005 年

受持續性之治療。

於 Respirology 發表的亞太地區氣喘控制現況調查顯示

根據 Rabe KF 等學者在 2004 年 Journal Allergy

（AIRIAP），只有 7.7% 的氣喘病人擁有尖峰呼氣流速

Clinical Immunology 發表的文章發現：與臺灣鄰近的日

計，也只有 17.9% 的並人會每天記錄自己的症狀。而台

本，即使有嚴重持續的氣喘症狀，也只有 9% 的病人使

灣約有 4 成的患者聽過「尖峰呼氣流速計」，但是只有

用抗發炎藥物，遠低於西歐的 26% 。再根據 Lai CK 等

2 成 的 患 者 擁 有 ， 而 每 天 確 實 監 測 的 預 估 只 有 1 成左

學者於 2003 年同一期刊對於亞太國家的研究顯示：固

右。對於忙碌的現代人來說，不論是到醫院接受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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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肺量計(spirometry)測量或是使用需要耐心、持續記

制測驗有著只需四週做一次、可以節省許多時間、避

錄、甚至隨身攜帶的尖峰呼氣流速計做自我測量都相

免因操作不確實而得到錯誤的數值、可作為與醫師溝

當麻煩，於是造成病患實際執行每天監測病情的困

通的共同語言、而且方便患者解讀自身氣喘控制等以

難，同時也使得開立藥物的醫師無法憑藉正確的記錄

上的優點，確實是一項方便且準確度高的工具，但並

以開立合宜的藥物，使得雙方都低估了病情嚴重程

不是要病人捨棄不用尖峰呼氣流速計，如果能夠的

度，輕忽了氣喘威脅，一旦急性發作就有致命危險。

話，還是應該定期測量並記錄尖峰呼氣流速值。

因非專業，病人無法直接告訴醫師其氣喘的嚴重

目前除了美國外，加拿大和澳洲也開始鼓勵病人

程度；憑病人的描述，醫師也無法確切得知過去數週

使用氣喘控制測驗以了解其對氣喘的控制。而即將於

內氣喘控制的情況；肺量計或尖峰呼氣流速計的使用

九月發布的全球氣喘指引，也將宣布將氣喘控制測驗

又相當費時費力，且確實執行的病人並不多。那到底

(ACT TM)列為氣喘監測的工具之一。未來，臺灣也將制

有沒有氣喘病人與醫師間能充份溝通、沒有隔閡的平

訂出適用於十二歲以下患者的版本，幫助孩童及家長

台呢？為了提升台灣氣喘治療水準及給予病人更有效

了解病童的氣喘控制情形。

的監測工具，日前醫界引進美國胸腔科醫學會依據

身為醫師，您不可不知這一重要的訊息。想測驗

Robert A 等學者在 2004 年 J Allergy Clin Immunol 刊登

嗎 ？ 您 可 自 行 到 台 灣 氣 喘 諮 詢 委 員 會 http://www.

的文章而發展出的「氣喘控制測驗（Asthma Control

taiwanasthma.com.tw 下載氣喘控制測驗 ACTTM 。一定

Test TM ，簡稱 ACT）」。透過這項簡單的測驗，十二歲

要親自試一試哦!

以上病患每月只要花一分鐘的時間回答五個問題，就
能了解氣喘病情是否控制。「氣喘控制測驗」共有 5 個

R e f er e n c e

題目，包括：過去四週因氣喘無法完成一般工作、課

1. Rabe KF, Adachi M, Lai CK, Soriano JB, Vermeire PA,

業或家事的總時數比；發生呼吸急促的頻率；氣喘症

Weiss KB, Weiss ST. Worldwide severity and control

狀使病人於夜間甦醒或較平日早甦醒的頻率；使用急

of asthma in children and adults: the global asthma

救或噴霧型藥物的頻率；對氣喘控制的自我評估。每

insights and reality surveys. J Allergy Clin Immunol

題依輕重程度有 1~5 分等五個選項，病人回答完這五

114：40-47, 2004

題問題後，只要將各題得分加總起來就可以得知自己

2. Lai CK, de Guia TS,Kim YY,et al. Asthma control

的 氣 喘 控 制 狀 況 ： 滿 分 25 分 者 代 表 氣 喘 受 到 完 全 控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sthma Insights and Re-

制， 20~24 分代表控制良好、 19 分以下代表控制欠佳

ality in Asia-Pacific Study. J Allergy Clin Immunol.

或未受控制，大大簡化了氣喘的病情分級。

111：263-8, 2003

或許有人會問，這五個題目就能完全代表氣喘的

3. Doerschug KC, Peterson MW, Dayton CS, Kline JN.

控制情況嗎？為了要發展出這五題題目，試驗設計者

Asthma guidelines: an assessment of physician under-

從 22 項 氣 喘 控 制 評 估 測 驗 中 ， 反 覆 的 讓 氣 喘 患 者 測

standing and practice.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試、並將其結果與肺功能檢測的數據對照，而篩選出

159：1735-1741, 1999

最能精準反應出氣喘控制結果的題目以及選項。所以

4. Zainudin BM, Lai CK, Sriano JB, Jia-Horng W, De

這五項問題不僅符合目前氣喘治療指引的評估目標，

Guia TS. Asthma control in adults in Asia-Pacific.

且符合氣喘病所造成的多面向問題，且能確實挑選出

Respirology 10：579-586, 2005

控制不良的患者，決不是隨意組合的結果。因此，無

5. Nathan RA, Sorkness CA, Kosinski M, et al. Develop-

論病患的氣喘嚴重分級為何或是使用哪一型氣喘治療

ment of the asthma control test: A survey for assess-

藥物，此五題測驗都具有代表性，可快速了解病人的

ing asthma control. J Allergy Clin Immunol 113：

氣喘控制狀態以做為醫師治療時的參考。雖然氣喘控

59-65,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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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學術論文得獎文章摘要
RANTES and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1 as Sensitive Markers of Disease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Juvenile Rheumatoid Arthritis

anti-RANTES or anti-MCP-1 antibody.

A Six-Year Longitudinal Study

levels of these CC chemokines represent more highly

Tsung-Chieh Yao, Ming-Ling Kuo, Lai-Chu See, LiangShiou Ou, Wen-I Lee, Chin-Kan Chan, and Jing-Long
Hua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longitudinally investigate serum and
synovial fluid (SF) levels of RANTES and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1 (MCP-1) as well as in vitro
migration of mononuclear cells toward SF in patients with
juvenile rheumatoid arthritis (JRA).

Conclusion: RANTES is a key molecu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ll onset groups of JRA, whereas MCP1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systemic-onset JRA. Serum
sensitive markers of disease activity than are conventional
markers of inflammation.

Increased Levels of Serum-Specific Immunoglobulin E to Staphylococcal Enterotoxi n A and B in Pat ients w ith Alle rgic
Rhinitis and Bronchial Asthma
Jyh-Hong Lee, Yu-Tsan Lin, Yao-Hsu Yang, Li-Chieh
Wang, Bor-Luen Chiang
Key Words： Staphylococcal enterotoxin A and B. Allergic rhinitis. Bronchial asthma. Logistic

Methods: Serum and SF levels of RANTE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is

M CP -1 were d et erm ined b y enzym e-l 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Chemotax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modified Boyden chamber method.
Results: Serum RANTES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ll onset types of JRA, with the highest levels
present in systemic-onset JRA Serum MCP-1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onset JRA
and were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systemic features.
Although serum levels of RANTES and MCP-1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RANTES and MCP-1 levels during disease remission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JRA patients than in controls. A relationship was found
between serum RANTES levels during remission and the
duration of clinical remission, with low levels being
associated with prolonged clinical remission and high
levels with shorter clinical remission. Serum RANTES
levels correlated with C-reactive protein concentrations,
hemoglobin values, white blood cell (WBC) counts, and
platelet counts, whereas serum MCP-1 levels correlated
with WBC counts and serum ferritin levels. Levels of
RANTES and MCP-1 in SF were elevated as compared
with levels in serum. SF chemotactic activity for mononuclear leukocytes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by either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aphylococcal enterotoxins and atopic dermatitis (AD) is well
characterized. We aim to evalu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nsitization to staphylococcal enterotoxin A (SEA) and/
or B (SEB)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llergic airway disease.
Methods: Two hundred and seventy-four patients
were grouped into allergic rhinitis (AR) and/or bronchial
asthma (BA) only, AD only and AR/BA+AD. The AR/BA
only group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AR only, AR and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AR+AHR) and BA. The
allergen-specific and total immunoglobulin E (IgE)
antibodies were determined by the CAP system. The
associations of sensitization to SEA/SEB with allergic
airway disease were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overall rate of sensitization to SEA/
SEB were 25.7%, whereas the rate of the AD only group
(45.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R/BA
only group (24.5%, X2=8.1). After sensitization to SEA/
SEB, the geometric mean total IgE levels were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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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ly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AR+AHR and BA, but

the immunoregulatory properties of IVIG may rely on

not in those with AR only. BA patients had higher geo-

several mechanisms, some of which may be independent

metric mean values of SEA- and SEB-specific IgE than

of CD14. Our data also showed that cross-linking cell

AR only and AR+AHR patients. Logistic regression re-

membrane-bound IVIG with anti-human kappa- and

vealed that AR/BA only was more associated with sen-

lambda-chain antibodies resulted in cytokine secretion

sitization to SEA/SEB (odds ratio 6.57) than AD only and

levels similar to those elicited by LPS. In addition, in-

AR/BA+AD (odds ratio 2.44 and 1.72).

tracellular DNA staining results did not support the

Conclusions: Atopic status after sensitization to

involvement of apoptosis in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SEA/SEB was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BA than with

of IVIG. This data may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 airway allergy, implying that SEA/SEB may play

immunoregulatory effects exerted by IVIG on the produc-

a role in exacerbating airway allergy and increasing the

tion of inflammatory-response mediators.

risk of allergic airway disease.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staphylococcal enterotoxins play a promine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llergic airway disease as well as AD.

Inhibitory effect of pooled human immunoglobulin on cytokine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Kuan-Hsun Wu, Wen-Mein Wu, Meng-Yao Lu, BorLuen Chiang

Effects of leukotriene receptor antagonists
on monoctye chemotaxis, p38 and cytoplasmic calcium
Chih-Hsing Hung, Chi-Yuan Li, Yi-Ming Hua, ChunJung Chen, Kuender D. Yang and Yuh-Jyh Jong
Montel uk as t and zafirl uk ast, two c ys teinyl
leukotriene receptor antagonists (LTRAs), have been
shown to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on the clinical symp-

Human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s (IVIG) are

toms of asthma. LTRAs can inhibit eosinophil recruitment;

widely used as immunomodulators because of their ability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role in monocyte

to modify the course of various immune-mediated

migration.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montelukast and

diseases. We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zafirlukast could suppress chemokine-induced chemot-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IVIG on in vitro human periph-

axis of monocytes and signaling. Chemotaxis of mono-

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PBMC) cytokine production.

cytes from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Preincubation of PBMCs with IVIG inhibited lipopolysac-

cord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CBMCs), and THP-1 cells

charide (LPS) and phorbol 12-myristate 13-acetate (PMA)/

was evaluated using a 24-well transwell microchamber.

ionomycin stimulated cytokine secretion. Pre-incubation

[Ca2+]i was measured with the fluorescence calcium

of PBMCs with IVIG induced a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f

indicator fura-2/AM photometry system. P38 MAPK ex-

LPS-stimulated (IL-6) secretion (p=0.045); the effect on

pression was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secretion was not

showed that montelukast (1-100 uM) and zafirlukast (100

significant (p=0.234). Pre-incubation of PBMCs with IVIG

uM) significa ntly down-regul ated monoc yte

inhibited IL-6 secretion (p=0.033) stimulated with anti-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MCP-1)- induced chemotaxis

CD14-blocking antibody induced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THP-1 cells and human primary monocytes from PBMCs

(p=0.042) in LPS-stimulated TNF-α secretion in com-

and CBMCs (p<0.05, each comparison). Montelukast

parison with a non-significant reduction (p=0.256) noted

also abolished MCP-1-induced [Ca2+]i and pp38 MAPK

with IVIG pre-treatment. In contrast, pre-incubation of

expression in THP-1 cell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PBMCs with anti-CD14 antibody did not induce a signifi-

These data demonstrate that montelukast is effective in

cant reduction in LPS-stimulated IL-6 secretion (p=0.

down-regulating human monocyte chemotaxis induced

166) in comparison with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p=0.001)

by MCP-1-induced [Ca2+]I and p38 MARK expression.

induced with IVIG paretreatment. Our data suggest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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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antibodies Against Human Epithelial
Cells and Endothelial Cells After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Associated Coronavirus Infection
Yao-Hsu Yang, Yu-Hui Huang, Ya-Hui Chuang, ChungMin Peng, Li-Chieh Wang, Yu-Tsan Lin, and Bor-Luen
Chiang

B.M. Reidz and J.Y. Wang
Summ ary
Background: Previously, we have found that dust
mite allergens can directly activate alveolarmacrophages
(AMs), induce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enhance Thelper type 2 cytokine production.A molecule of innate
immunity in the lung, surfactant protein D (SP-D), is able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is
caused by infection with the SARS-associated coronavirus

to bind miteallergens and alleviates allergen-induced
airway inflammation.

(SARS-CoV) and characterized by severe pulmonary

Objectives: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investigat-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In this study, the development

i ng t he a c t i v at i o n p at h w ay o f m i te a l l e r ge n

of autoantibodies against human epithelial cells and

(Dermatophagoidespteronyassinus, Der p)-induced nitric

endothelial cells in patients with SARS at different time

oxide (NO) production by AMs, and the role ofSP-D in

periods (the first week: phase I,1 month after the disease

the modulation of activated AMs by mite allergens.

onset: phase II/phase III) were investigated. Antibodies

M e t h o ds : P or c ine S P -D was purified fro m

in sera of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against: (1) A549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s of Lan-Yu mini-pigs,

human pulmonary epithelial cell-line, (2) human um-

byaffinity chromatography on maltose-sepharose. NO

bilical venous endothelial cells (HUVEC), (3) primary

production, inducible expression of lipopolysaccharides

human pulmonary endothelial cells (HPEC) were de-

(LPS)-related binding and responding surface receptors

tected by cell-based ELISA and indirect immunofluores-

complex, CD14 and toll-likereceptor 4 (TLR4), as well

cence staining.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serum levels

as inducible NO synthase (iNOs) and nuclear factor-kB

of IgG anti-A549 cells antibodies, IgG anti-HUVEC

activation werestudied in two AMs cell lines, MH-S

antibodies, and IgM anti-HPEC antibodies were signifi-

(BALB/c strain),and AMJ2-C11 (C57BL/6 strain), and

cantly higher in SARS patients at phase II/phase III than

oneperitoneal macrophage cell line (RAW264.7), after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Sera from SARS patients at

stimulation with LPS, or Der p.

phase II/phase III could mediate complement dependent

Results: LPS and Der p elicited different responses

cytotoxicity against some A549 cells and HPEC. It is

of NO production in the different cell lines, andthe

concluded that some autoantibodies against human

response might depend up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cell

epithelial cells and endothelial cells would be developed

surface CD14/TLR4 complex in differentgenetic back-

after SARS-CoV infection and this phenomenon may

grounds of macrophage cell lines. Pretreatment of mac-

indicate post-infectious cellular injury and also induce

rophages with SP-D could inhibitNO production from Der

SARS-induced immunopathology.

p or LPS-stimulated alveolar macrophages.

Key Words:

SARS; autoantibodies; epithelial cell;
endothelial cell; cytotoxicity.

Conclusion: Mite allergen-induced alveolar macrophage activation is mediated by CD14/TLR4receptors
and can be inhibited by SP-D; it further supports the con-

Mite allergen induces nitric oxide production in alveolar macrophage cell lines via
CD14/toll-like receptor 4, and is inhibited
by surfactant protein D

cept that SP-D may be animportant modulator of allergen-induce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Key words: CD14, mite allergen, nitric oxide, surfactant

C.F. Liu, Y.L. Chen, W.T. Changw, C.C. Shiehz, C.K. Yuz,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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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IgE 抗體 (上)
林怡青 醫師
台大醫院 小 兒 部
經過將近 20 年的發展，人類的單株抗 IgE 抗體已經

使得其下的高親合力(FceR1)接受器聚集而活化了作用

在大約 20 個 phase II 及 phase III 的臨床試驗中被證實

細胞。然而，治療性的抗 IgE 抗體則是經過一連串的篩

可以安全且有效的使用在過敏性氣喘，持續性及季節

選，而具備了以下幾種在結合上的特殊性:(1)它們以高

性的過敏性鼻炎，以及對花生的過敏反應。

度的親合力與人類的 IgE 結合，且不與血液或細胞間液

Omalizumab 這個產品已在美國，歐盟，澳洲，加拿大

的其他蛋白質結合;(2)它們可以與 B 淋巴球細胞膜上的

以及其他數個國家被認證可使用在在大於 12 歲，患有

IgE 相結合;(3)它們不能與已用高親合力(FceR1)接受器

中度到重度過敏性氣喘的病人身上。抗 IgE 抗體是一個

而接上肥大細胞或嗜中性球的 IgE 相結合；(4)它們不

新一代的安定肥大細胞的藥物。雖然台灣目前尚未引

能與位在 B 淋巴球，顆粒球，單核球，血小板或其他許

進這個藥物，但是對於這個藥物仍應有更深的認識。

多細胞的低親合力(FceR2 ， CD23)接受器相結合。在

IgE 是氣喘病理生理學上很重要的一個物質。 IgE

藥理作用上，抗 IgE 抗體常常被認為是一種中和 IgE 的

會 經 由 它 的 高 親 合 力 (Fc eR1)及 低 親 合 力 (Fc eR2 ，

抗體，但是這個描述其實太簡化了抗 IgE 抗體的作用，

C D23)接受器而與其作用細胞相接。肥大細胞(Mas t

因為除此之外它還具有多個藥理及免疫調節上的作

cell)及嗜鹼性球(Basophils)是我們最熟知的 IgE 作用細

用。的確，抗 IgE 抗體可以抑制 IgE 與高親合力(FceR1)

胞，但實際上會表現 IgE 接受器的細胞很多，其中還包

接受器相結合，因為抗 IgE 抗體與水溶性的 IgE 的結合

括在氣道上的構成細胞，例如上皮細胞及平滑肌細

系數(Ka)大約是 1.5 × 1010 M -1 ，與高親合力(FceR1)

胞。過敏原引發的肥大細胞及嗜中性球的活化會造成

接受器和水溶性的 IgE 的結合系數相似 1 × 10 10 M -1 ，

執行因子的釋出，例如組織氨(Histamin)，(Chymase)

但是因為抗 IgE 抗體可以與 IgE 形成多聚體，所以它們

及(Tryptase)，另外還會新形成一些因子，例如落花生

兩者間的親合力實際上是比較高的。因此，只要抗 IgE

酸代謝產物(arachidonic acid metabolites)及細胞激素。

抗體在體內維持在比 IgE 高的濃度，就能有效地與高親

這些物質會促成許多發炎反應，包括使血管通透性增

合力(FceR1)接受器競爭 IgE 。另外，如前所述，抗 IgE

加及對發炎細胞的驅化作用。其他經由 IgE 所促成的作

抗體也可以與 B 淋巴球細胞膜上的 IgE 相結合而抑制 IgE

用而與氣喘有相關者包括一些經由棘狀細胞上的 IgE 所

的持續製造。抗 IgE 抗體與 IgE 所形成的免疫複合體被

促成的抗原呈現，以及呼吸道平滑肌細胞鈣離子的動

發現並不會很快地被清除，反而可以累積起比 IgE 更高

員。所以 I gE 的生理作用是多樣且影響深遠的，而對

的濃度。免疫複合體一般被認為是有傷害性的，但是

I gE 的抑制也被預期可能抑制多個過敏機轉及發炎反

抗 IgE 抗體與 IgE 所形成的免疫複合體因為體積小，水

應。

溶性以及不與補體結合等特性，所以並不會造成發
在討論抗 IgE 抗體的藥理機轉前，我們應該先瞭解

炎， serum sickness ，或是其他和免疫複合體相關的不

這群抗體在結合上的特殊性。一個普通的抗 IgE 抗體可

良反應。相反的抗 IgE 抗體與 IgE 所形成的免疫複合體

以與以高親合力(FceR1)接受器而接上肥大細胞或嗜中

被認為是有益的，因為這個免疫複合體雖然不能再與

性球的 IgE 相結合。這樣的結合使得 IgE 相互連結，也

高親合力(FceR1)接受器結合，卻能與過敏原結合，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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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成為一個競爭型的抑制者，減少過敏原與已與高

院院長張子文教授最先研究發明的，目前張教授在中

親合力(FceR1)接受器結合的 IgE 結合。而且這個 Aller-

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也仍然致力於利用抗體工程技術

gen-IgE-anti-IgE 的的複合體只能與 IgG Fc 接受器結合，

來開發新藥。其中一項研究計畫就是要發展人源化、

而非 IgE Fc 結合，這樣的結合或許會使過敏原引發傾

高親和力，及對人體膜 IgE 分子內 CεmX 具結合特異性

向非 IgE 相關的免疫反應。此外，抗 IgE 抗體還有一個

的抗體，以用來控制表現 IgE 的 B 淋巴細胞。

很重要的作用即是使肥大細胞，嗜中性球，或是棘狀
細胞上的高親合力(FceR1)接受器減少(down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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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給予可以減少血中 IgE 的濃度。當高親合力(FceR1)
接受器的濃度小於一定的生理濃度時，就必須有更高
濃度的過敏原才能肥大細胞活化，換句話說就是使得
肥大細胞變得不敏感化。
抗 IgE 抗體因此成為治療嚴重過敏反應的一個新選
擇。不過要注意的是，它並不能用來治療過敏性休
克，而且因為 IgE 會持續地產生，所以多次持續地給予
是必須的。
抗 IgE 抗體如已在美國等國核准上市用於嚴重哮喘
的 omalizumab(商名 Xolair)是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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