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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序

　　氣喘病是國人常見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學齡兒童盛行率達

12-14%，但成人氣喘盛行率並不清楚，估計為 2-4%，合理推論

應該是被低估的。成人氣喘診療雖有健保署的氣喘醫療給付改善

方案支持，但仍有相當多問題存在，包括推動戒菸，確立診斷，

加強治療遵從性，以及引入新生物製劑的醫療經濟考量等。氣喘

跟很多慢性病一樣，需要病人對於疾病充分的認知，以及良好遵

從醫師所擬定的治療計劃，但不同於糖尿病的每日血糖監測，高

血壓的每日血壓測量，氣喘的每日監測，環境過敏原控制以及藥

物使用相對複雜，這些都需要氣喘病人的完整認知，主動參與，

及充分配合。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為提供醫師與民眾對於阻塞性呼

吸道疾病的正確診療認知，發行一系列的衛教專刊。本專刊委由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許超群主任統籌，以簡潔易懂的編寫方式，

提供讀者 ( 主要是氣喘病人與照護者 ) 對於氣喘病診療的必要訊

息，以求得以完全控制氣喘，以達「棄喘」。感謝阻塞性呼吸道

疾病委員會召委，彰化基督教醫院中華院區林慶雄副院長對於本

專刊由發想到發行過程的推動與努力，終能出版。

謹此誌謝。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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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喘衛教學會推薦序

　　氣喘是可以控制良好的疾病，透過正確診斷及治療，並在急

性發作時期給予適當的措施，可以讓患者得到良好症狀控制及減

少發作風險。然而正確與有效的氣喘控制知識與方法，不管是藥

物或是非藥物處置，也因為研究的發現及病患的需求一直在更新

及進步。    在台灣，近年來也由於醫療同業們的努力推動及政府

的重視，使得氣喘衛教及治療獲得重視及推廣，氣喘的死亡率及

住院率逐年下降。

　　在此之際，欣見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學會余忠仁理事長，集

合了全台各醫院氣喘治療菁英們，願意將氣喘治療之經驗結合最

新之指引，寫成非常實用的成人氣喘控制衛教手冊，實病患之福

也是醫療同仁之幸，相信這本手冊可帶給病人對於氣喘控制有更

多的認識與實用的指引。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　榮譽理事長

徐世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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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序

　　近年來電腦及網路資訊非常發達，許多的醫護人員及民眾皆

可透過 3 C 產品搜尋到包括關於醫療方面的各樣資訊，然而卻不

知其內容是否為正確的及最新的，也較無統整性，會造對疾病的

誤解，導致觀念錯誤或不必要的擔憂。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集結了全台的眾位專家，推出一

系列的氣喘衛教手冊，內容不僅包含了疾病的學理、重點的提示，

最重要的也是網路查詢不到的各個專家的精闢剖析，其中的內容

貼近新進一輩的醫護同仁，也適合病友們閱讀，本系列衛教手冊

展現下列特色 :

　　1. 明確掌握基本架構，奠定扎實的基礎觀念。

　　2. 多種圖表解析，正確的觀念引導。

　　3. 平舖直述的語言貼近讀者容易上手。

　　4. 統整民眾常見問題，加以深入剖析，提供醫護人員處置上

　　　參考，也給民眾有清楚的觀念釐清。

　　此手冊主要針對氣喘有詳盡的解析，提供疾病及藥物的相關

治療處置，相信這本手冊能成為您的工具書，給予病人清楚基礎

觀念進而達成氣喘之良好控制。感謝主筆暨執行編輯高雄醫學大

學許超群主任，及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阻塞性呼吸道疾病

委員會所有委員之傾囊相授並給予以眾多的協助。

阻塞性呼吸道疾病委員會召集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醫師林慶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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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氣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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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氣喘簡介

　　　　在台灣話叫做「蝦龜喘」，

形容病人急性發作時，氣管裡發出

咻咻喘鳴的聲音，而且因為呼吸困

難、吐氣費力，整個人背部彎曲好

像龜一般。這些症狀可能一段時間

後自行緩解，或是經由現在非常有

效的藥物快速解除症狀。不過惱人

的是一旦感冒、劇烈運動、天氣變

化或是暴露於過敏原時又再度復發。嚴重發作時會造成嚴重氣流阻

塞，導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台灣成人氣喘的盛行率以 2000~2007 年健保資料庫統計約為 2.9%，

另外一篇以問卷為主，針對大於 18 歲的 2,076 位成人調查的盛行率

為 4.1%。一般而言，兒童氣喘若能照顧得宜，待其長大後多能獲得

明顯改善。相反地，成人氣喘的症狀會持續存在，使得病人及其家

庭社會承受極大的負擔。

典型氣喘症狀包括喘鳴、呼吸困難、咳嗽、胸悶，最大的特點就是

這些症狀存在很大的變異性。例如白天還好但在夜間或清晨則出現

惡化，症狀也會因各種誘發因子導致急性惡化，最後如果因反覆惡

化將使氣道產生不可逆的嚴重破壞，併發肺功能急速下降，陷入失

能的悲慘狀況。

氣喘致病機轉的多樣化，也是造成氣喘不易達到良好控制的原因

之一，目前醫學界積極的把氣喘依可辨識的人口統計學、臨床資

料、病理生理特性等，分出各種不同的「氣喘表現型」，在各種

不同的氣喘表現型之間會有不同的治療建議，所以氣喘正逐漸走

向「個人化醫療」的時代。

氣喘



8

氣喘棄喘 ‧ 放釋自由

目前較為常見的氣喘表現型有

過敏性氣喘 :

通常自孩童時期開始發作，病人常伴隨濕疹、過敏性

鼻炎、過敏性腸胃炎、食物或藥物過敏等病史，此種

病人對吸入型類固醇反應良好。

非過敏性氣喘 :

某些成人氣喘並未伴隨過敏症，此種病人對吸入型類

固醇通常反應較差。

晚發型氣喘 :

某些成人 ( 尤其女性 ) 在成年後才經歷第一次氣喘發

作，通常需要較高劑量的吸入型類固醇，也是目前氣

喘研究熱門議題。

氣喘伴隨固定氣流限制 :

長期患有氣喘的病人會發展出固定氣流限制，此現象

與呼吸道嚴重破壞有關。

氣喘伴隨肥胖 :

肥胖婦女罹患氣喘機率是正常體重婦女兩倍，而且體

重減輕會讓氣喘症狀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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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我得到氣喘 ?

2. 確認有呼氣氣流受阻 :

1. 具多樣性呼吸道症狀的病史 :

如喘鳴、呼吸困難、胸悶及咳嗽，而且症狀會隨時間及暴露於

各種誘發因子出現程度不一的變化。

可由下列檢查加以證實：

肺功能測試：病人的第一秒呼氣量會降低。

支氣管擴張劑可逆性檢測：病人接受短效型支氣管擴張劑

後第一秒呼氣量增加 >12% 且 >200ml。

尖峰呼氣流量 : 每日尖峰呼氣流量變異度 >10%。

抗發炎藥物治療測試 : 經四週抗發炎藥物治療後，第一秒

呼氣量增加 > 12% 且 >200ml。

運 動 激 發 測 試 : 運 動 後 第 一 秒 呼 氣 量 降 低 >10% 且

>200ml。

支氣管激發測試 : 吸入一定量的支氣管刺激劑後第一秒呼

氣量減少 >20%。

由於氣喘患者的症狀變異度很大，加上可能有其它因素干

擾肺功能的測試，氣喘診斷需要耐心的與醫師配合，多次

詳細反覆測試才能獲得正確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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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甚麼叫做氣喘
良好控制?

 氣喘良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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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甚麼叫做氣喘
良好控制?

 氣喘良好控制

已矯正且避免氣喘惡化的危險因子4

日常活動不受限制3

不需要使用緩解型藥物2

無日間及夜間症狀1

　　　　是無法完全根治的，所以我們的終極目標是達到氣喘的良

好控制。在台灣參加的一項國際性氣喘控制研究中，發現台灣氣喘

病人容易高估自己的氣喘控制程度，跟醫師評估出來的結果有不小

差距，同時對於吸入或是口服類固醇有非常根深蒂固的排斥觀念，

所以衛生福利部積極推展氣喘品質提昇計畫，醫療界也有多個醫學

學會推動氣喘良好控制的正確衛教觀念。

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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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甚麼是氣喘的良好控制呢 ?
我們必需要從二個面向加以評估:

1. 氣喘症狀控制面向
以下四個問題的答案皆為否時，才認定為氣
喘症狀控制良好。  

在過去四週內您是否曾經 :  

● 每週是否出現超過二次的日間氣喘症狀 ? 

          是         否

● 是否因為氣喘而在夜間醒來 ?

          是         否

● 因為症狀而需超過每週二次的緩解型藥物 ?

          是         否

● 是否因為氣喘而使得活動受到限制 ?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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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良氣喘預後的危險因子面向
在開始治療及經控制性藥物治療三 ~ 六個月後必須定
期進行風險評估，因為即使上述的氣喘症狀都沒有出
現，只要存在一個以上的下列危險因子，急性惡化風
險便會提昇，也不算是氣喘控制良好。

危險因子簡述如下 :

 (1) 可矯正的急性惡化危險因子

藥物使用不當或劑量不足

重大社經或心理問題

過敏原的持續接觸

共病症，如鼻竇炎、肥胖等

 (2) 其它突發危險因子

因為氣喘惡化插管或入住加護病房

過去十二個月曾發生一次或以上的嚴重急性惡化

 (3) 肺功能惡化的危險因子

缺乏吸入型類固醇

抽菸、有毒物質或職業暴露

痰液過度分泌

 (4) 發生藥物副作用的危險因子

全身性 : 長期使用口服類固醇，高劑量的吸入型類固醇

局部性 : 高劑量的吸入型類固醇或吸入器使用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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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診醫師都會問：「這個月控制的情形如何

啊？」，此時家屬或個案本人能回憶出多少正確的訊息呢？

唯有透過居家監測計畫中的氣喘控制測驗 ( 表一、圖一 )、

尖峰吐氣流量監測 ( 圖二 ) 等記錄，才能讓醫師快速得知您

是否有日、夜間症狀、活動是否受限制、甚至是否曾使用

過緩解藥物等相關訊息，以正確判斷是否需要變更治療計

畫。因此在積極治療期間，每日的作業是不可少的，當各

項監測都顯示氣喘控制十分穩定時，請勿因此就忽略這些

監測，以免病情產生變化時來不及處理而威脅到生命安全。

　　完整全面的照護計畫，若僅靠藥物控制是無法達到

預期的成果，首先要讓氣喘病人接受診斷，充分了解氣

喘的致病原因與治療控制計畫，才能提升配合之忠誠

度。

　　良好的照護計畫必須包括：藥物治療計畫、移除及

避免環境誘發因子、居家監測日誌 ( 圖三 ) 三大方面相

互配合。從研究顯示氣喘疾病管理，應屬長期連續性之

照護，而教導病患能確實執行好自我照顧，則是氣喘疾

病管理中之重要議題，一個有效的疾病管理模式，應有

設計完整及各式類型的氣喘照護整合計劃，以符合病患

之需求，才能達到提昇病患自我照顧能力、減少氣喘發

作症狀進而提昇病患之生活品質。

每次

圖三、良好的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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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控制測驗 (ACT) 
了解氣喘分數 掌握氣喘控制

以下的測驗可幫助有氣喘的人 (12 歲或 12 歲以上 ) 評

估氣喘的控制程度。請在每個題目，選擇出適當的分

數，總共有五個問題。請務必測驗後的結果與您的醫

師或護理人員討論。

第一題、在過去 4 週中，您的氣喘會讓您無法完成一般的

工作、課業或家事嗎 ?

第二題、在過去 4 週中，您多常發生呼吸急促的情形。

第三題、在過去 4 週中，您多常因氣喘症狀 ( 喘嗚、咳嗽、

呼吸急促、胸悶或胸痛 ) 而讓您半夜醒來或提早醒來？

第四題、在過去 4 週中，您多常使用急救型藥物或噴霧型

藥物？

第五題、在過去 4 週中，您自認為氣喘控制的程度如何？

1
總是如此

2
經常如此

3
有時如此

4
很少如此

5
不曾如此

1
總是如此

2
經常如此

3
有時如此

4
很少如此

5
不曾如此

1
總是如此

2
經常如此

3
有時如此

4
很少如此

5
不曾如此

1
總是如此

2
經常如此

3
有時如此

4
很少如此

5
不曾如此

1
總是如此

2
經常如此

3
有時如此

4
很少如此

5
不曾如此

表一、氣喘控制測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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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分數：25 分 ~ 恭喜您！

在過去四週中，您的氣喘已經全面受到控制。

您已經沒有任何症狀，也沒有因氣喘造成任何限制。

但如果情況有所改變，請與您的醫師或護理人員聯絡。

分數：20 至 24 分 ~ 接近目標

在過去四週中，您的氣喘已經控制良好。

但仍未達到全面控制。您的醫師或護理人員

或許可以幫助您達到全面控制。

分數：低於 20 分 ~ 未達目標

在過去四週中，您的氣喘可能並未受到控制。

您可以請您的醫師或護理人員提供一些氣喘

控制計畫，來改善您的氣喘控制情形。

圖一、氣喘控制測驗分數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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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代表意義

當吹出值在個人最佳值 100%-80% 內表示呼吸

道穩定，應繼續使用控制型藥物或考慮減藥。

當吹出值在個人最佳值 80%-60% 之間表示呼吸

道不穩定，氣喘可能發作，控制型藥物須加量。

當吹出值在個人最佳值 60% 以下表示氣喘正處

急性發作，若有緩解藥物應該趕快使用，最多

連續三吸，並迅速就診，以免意外發生。

除了少數突發狀況外，大部分慢性氣喘病人，在症狀發

生前的 1-2 天，肺功能就可能出現異常，可以用尖峰吐

氣流量監測計偵測出來，一隻售價約數百元，購買一支

來做日常監測之用，就可以像以血壓計監測血壓一般。

圖二、尖峰吐氣流量監測計

游標

咬嘴

游標綠燈區

游標黃燈區

游標紅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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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為何需達到
氣喘良好控制?

??
?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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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良好控制包括無日間及夜間症狀、不需要使用緩解型藥

物、日常活動不受限制，同時已矯正且避免氣喘惡化的危險因子。

因此達到良好控制的氣喘病人，有著和正常人相同的生活品質，肺

功能不會日漸惡化，也較不會有因急性惡化而導致住院或死亡的風

險。

歐洲一跨國的大型氣喘控制現況調查顯示：46% 的氣喘病人有日間

症狀、30% 有夜間症狀、25% 曾因氣喘發作緊急就醫、10% 曾因氣

喘至急診室求診、7% 曾因氣喘住院。

所以要達到氣喘良好控制，除自身需多瞭解氣喘疾病外，亦需配合

醫囑規律用藥。

不過其中一部分病人會因為共病症，持續的有害暴露及心理社會因

子，縱使經過規律治療，仍然無法達成上述的良好控制目標，此時

就必須轉介至胸腔科的氣喘治療專家進一步處置。

氣喘

要達到氣喘良好控制，除自身需
多瞭解氣喘疾病外，亦需配合醫
囑規律用藥。
不過其中一部分病人會因為共病
症，持續的有害暴露及心理社會
因子，縱使經過規律治療，仍然
無法達成上述的良好控制目標，
此時就必須轉介至胸腔科的氣喘
治療專家進一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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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哪一類氣喘病人
無法達成良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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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未按醫師指示持續用藥
之氣喘病人

02 使用吸入器之技巧不正確
之氣喘病人

03 氣喘診斷錯誤之病人

04 持續吸菸之氣喘病人

05 合併有慢性或過敏性
鼻炎之氣喘病人

06 嚴重氣喘病人

無法達成氣喘良好控制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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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未按醫師指示持續用藥之氣喘病人

　　這是氣喘病人無法達成良好控制的最重要原因。病人不願

配合醫師指示按時用藥主要有兩個因素：對疾病認知錯誤及過

度懼怕藥物的副作用。

　　氣喘為一慢性疾病，如同糖尿病和高血壓一樣，需

要長期的治療才能獲得良好的控制。尤其氣喘病人必須瞭

解，沒有症狀不代表可以立刻停藥。目前氣喘皆採取「階

層模式」治療，患者依據醫師開立的藥物規律使用一段時

間後，應每隔二至三個月回診評估，若患者之氣喘得到良

好的控制，醫師便會逐步減少其控制型藥物的劑量，以最

低的藥物劑量來有效控制氣喘。

疾
病
認
知

配合醫師指示持續用藥

良好氣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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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喘的控制型藥物當中最重要且最有效的就是吸入

型類固醇，它能減少呼吸道發炎反應，使呼吸道之穩定性

增加。

吸入型類固醇作用於局部，極小的劑量就能得到控制氣喘

的效果，因此僅有少數病患會產生局部副作用如喉嚨沙

啞、口腔黴菌感染等，不至於產生大家認知的月亮臉、水

牛肩等全身性副作用。

然而有不少氣喘病人因擔憂類固醇有副作用而自行停藥，

此時容易因感冒、天氣變化或暴露於過敏原引起氣喘急性

發作，需使用大劑量全身性類固醇才能控制病情，短短數

日內所需的類固醇劑量將比一般吸入型類固醇每月用量

高出數倍，反而得不償失。

　　綜合以上，氣喘患者需瞭解氣喘為一需長期以藥

物控制的慢性病，應當定期回診，在專業醫師的評估

下調整藥物，切勿自行調整劑量甚至停藥，才能達到

氣喘的良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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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04

使用吸入器之技巧不正確
之氣喘病人

氣喘診斷錯誤之病人

持續吸菸之氣喘病人

　　現今的氣喘控制型藥物多為吸入劑型，然而市面上的吸入

器繁多，不同的吸入器有不同的使用技巧及適用病人，若未正

確使用吸入器，氣喘藥物功效將大打折扣，自然無法達成氣喘

之良好控制。

　　和氣喘表現極為類似的疾病很多，如心臟衰竭、聲帶功能

異常、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氣管擴張症、過度換氣症候群、睡

眠呼吸中止症等。若您並非罹患氣喘，氣喘治療自然無法有效

緩解您的症狀，宜找胸腔專科醫師做進一步確認。

　　由於吸菸會造成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病變，導致喘、

咳、痰、咻、悶等與氣喘類似的症狀，加上吸菸造成的氧化壓

力會使吸入型類固醇的效果下降，吸菸者的氣喘較為嚴重也更

難控制，故所有仍在吸菸的氣喘病人均應積極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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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

合併有慢性或過敏性鼻炎
之氣喘病人

嚴重氣喘病人

　　一半以上的氣喘病人合併有過敏性或非過敏性鼻炎，這些

合併鼻炎的氣喘患者有較難控制的氣喘症狀，同時亦容易有氣

喘相關的非預期就醫及住院情況。因此氣喘病人應同時積極治

療鼻炎，以達氣喘的良好控制。

　　嚴重氣喘意指為避免氣喘「未受控制」，需要透過第四階

或第五階治療來控制的氣喘。根據統計，約有 15-20% 的氣喘病

人屬於嚴重氣喘，這類氣喘病人會經歷頻繁或持續性的氣喘症

狀、肺功能持續喪失、生活品質明顯受影響，且易有焦慮和憂

鬱等惱人的共病症，需予以系統性的評估和調查，並使用較為

特殊的附加藥物或口服類固醇來控制其氣喘。當氣喘病人需使

用第五階治療時，建議轉介給具有氣喘處置專業的醫療團隊進

行診治。

　　嚴重氣喘病人的症狀難以控制且有極高的急性惡化風險，

加上可能有更多的藥物副作用，應於系統性的調查後，依病人

之疾病特性來選擇治療方式。

　　嚴重氣喘病人應對氣喘有深入瞭解、嚴格遵從醫囑、按時

服藥、定期回診，此外，亦建議規律以尖峰呼氣流量來監測其

氣喘控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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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嚴重氣喘病人對治療的反應極差，可能必須接受不完

美的氣喘控制程度，以避免無效的過度治療，反而帶來高成本

和潛在副作用，目前台灣已有使用抗免疫球蛋白 E 此種生物製

劑來治療嚴重氣喘的豐富臨床經驗，並且有許多其他還未上市

的生物製劑正在進行臨床試驗，此皆為嚴重氣喘病人帶來一線

曙光。
第五章

如何達成氣喘
良好控制?



成人氣喘完全控制手冊

第五章

如何達成氣喘
良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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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良好控制可透過數種方法達
成，其中應考量不同的醫療照護
系統、藥物的可得性，以及文化
和個人偏好。以下的幾個重點可
幫助您達成氣喘良好控制的目
標：

1. 醫病關係的經營
有效的氣喘處置需要氣喘病人（或其家屬）和醫療照
護提供者之間的關係經營。

氣喘病人在氣喘處置中應扮演重要的角色，提出自己
的期待和疑慮，並參與治療的決策過程。多認識氣喘
相關知識並與醫師有良好互動將有助於您達成氣喘良
好控制。

2. 以氣喘症狀控制為基礎的處置
以氣喘症狀控制為基礎的處置是治療氣喘的主要概
念，目前是用：
1. 評估氣喘控制狀態 2. 調整治療方針 3. 觀察治療反
應 ( 圖三 ) 之三步驟循環模式來進行。

以氣喘治療而言，現今的良好症狀控制可降低未來急
性惡化的風險。病患可以根據自己的症狀來評估是否
已達良好控制，如果症狀控制不佳，或伴隨急性惡化
之危險因子，應該跟您的醫師討論治療是否需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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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氣喘藥物及使用時機
治療氣喘的藥物分為控制型及緩解型藥物，您應充分
了解這些藥物的正確使用時機。氣喘治療的藥物主要
分為以下三類：

控制型藥物 ( 治本 )：
此類藥物可治療呼吸道發炎、控制症狀，並降低未來發生

急性惡化風險，規律的使用此類藥物才能達到良好控制。

以吸入型類固醇為基礎的藥物都是控制型藥物，長效支氣

管擴張劑也是控制型藥物，但需配合吸入型類固醇使用，

不可單獨使用。

緩解型藥物（救急、治標）：
此類藥物可立即達到支氣管擴張效果，多於氣喘急性惡化

時使用，亦可於運動之前使用，以預防運動誘發性支氣管

收縮。此類藥物皆為短效吸入型支氣管擴張劑。

嚴重氣喘病人的附加治療：
當病人已規律使用多種控制型藥物，並針對危險因子進行

處置後，氣喘症狀仍然控制不佳或經常出現急性惡化，則

應考慮使用此類藥物治療，包括口服類固醇、抗免疫球蛋

白 E（抗 IgE）(omalizumab 此為台灣第一個上市治療嚴重

氣喘的生物製劑並已有多年的臨床使用經驗 ) 及抗乙醯膽

鹼藥物 (tiotropium)。

吸入型類固醇為目前控制氣喘最有效的藥物，以吸入
型類固醇為基礎的氣喘治療可有效控制症狀、改善肺
功能，同時降低急性惡化以及死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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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氣喘階層治療及藥物使用
氣喘的治療可分為五個階層，應依照氣喘症狀控制情
況及發作的風險來決定治療的階層 ( 圖四 )，所需治療
階層愈高代表氣喘嚴重度愈高。以下介紹：

第 1 階：
不須控制型藥物，視需要使用的緩解型藥物

優先採用的治療選擇：視需要使用的緩解型藥物。短效支

氣管擴張劑用於快速緩解氣喘症狀時非常有效。

不過，如果症狀出現頻繁，經常使用緩解型藥物或是出現

任何急性惡化危險因子，則代表需要升階治療，規律使用

控制型藥物治療。

第 2 階：
低劑量控制型藥物加上視需要使用的緩解型藥物

優先採用的治療選擇：規律使用低劑量吸入型類固醇加上

視需要使用的短效支氣管擴張劑。

以低劑量吸入型類固醇治療可減緩氣喘症狀、提升肺功能、

改善生活品質，以及降低急性惡化和氣喘相關住院或死亡

的風險。

第 3 階：
一或兩種控制型藥物加上視需要使用的緩解型藥物

優先採用的治療選擇：同時使用低劑量吸入型類固醇及長

效支氣管擴張劑作為維持治療，再加上視需要使用的短效

支氣管擴張劑為此階層治療的首選。單獨使用中高劑量之

吸入型類固醇亦為第三階治療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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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階：
兩種以上控制型藥物加上視需要使用的緩解型藥
物

優先採用的治療選擇：同時使用中高劑量吸入型類固醇及

長效支氣管擴張劑做為維持治療，再加上視需要使用的短

效支氣管擴張劑。

第 5 階：第四階藥物加上附加治療

優先採用的治療選擇：病人在吸入器使用得當且對第 4 階

治療醫囑性良好的條件下，症狀仍然持續或發生急性惡化

時，應轉介給有嚴重氣喘處置專業的專科醫師。

可考慮作為第 5 階的治療包括：

抗免疫球蛋白 E（抗 IgE）治療 (omalizumab)

痰液引導式治療

支氣管熱整型術 (bronchial thermoplasty)

抗乙醯膽鹼藥物 (tiotropium) 或

加上低劑量口服型類固醇等方式治療。

圖三、氣喘治療循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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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藥物治療策略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亦在狀況符合時，考慮透過非藥
物治療策略來協助改善症狀及降低未來的風險。建議
您依照自己的居住情況調整，或與您的醫師共同討論。
下列為經常使用之非藥物治療策略，提供您參考 :

戒菸及避免接觸二手菸

適當體能活動

避免職業刺激物質暴露

避免使用可能導致氣喘惡化的藥物

避開室內過敏原及汙染物

正確的呼吸技巧

健康飲食

減重

流感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接種

避免壓力保持愉快心情

過敏原免疫治療

避開戶外過敏原及空氣汙染物

避開過度刺激或過敏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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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我管理暨吸入型藥物技巧訓練
面對氣喘這類慢性疾病時，醫護人員提供您的衛教和
吸入型藥物技巧對於達成氣喘良好控制將十分重要。
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包括 :

學會有效使用吸入器之技巧。

在您與醫師雙方同意的治療策略下，您應確實規
則用藥，定期回診並遵行醫師之其他建議。

了解氣喘相關疾病資訊。

教導自我管理認知與訓練，您應學會辨識氣喘惡
化時之症狀並正確因應，亦可在家使用尖峰流速
器以自行監測氣喘控制情況。

以上四點，由您和醫療人員共同討論及執行，相信必
然可以達成氣喘良好控制的理想目標。

１

２

３

４

圖四、氣喘階層分類及藥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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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何時可以達成
良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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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接受規律的治療 6-12 個月之後，您
應可達到良好控制的目標。
如果仍未達成，應與您的醫師討論是否仍有一
些未能控制病情的原因，互相配合、訂定策略、
共同努力，相信必能達到良好控制的理想目標。

您應定期回診接受規律評估。對於大多數的控制型藥物而言，

一般在開始治療後數天內就會出現改善效果，但是您應繼續使

用藥物，在經過 3-4 個月後，完整效益才會顯現。

若病情嚴重且治療效果不佳，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達成良

好控制。

在理想狀況下，您應於開始治療後 1-3 個月內回診，您回診時，

醫師或氣喘衛教師會評估您的氣喘控制狀況、用藥規律性以及

吸 入器使用技巧是否正確，之後則須規律回診。出現急性惡化

時，應於 1 週內盡快回診 。

 1. 應該多常評估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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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是一種隨時會變化的疾病，可能需要臨床醫師和您定期調

整治療方式。

某些病人對一開始的治療可能無法產生良好的治療反應。

當吸入器使用技巧和醫囑性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且可矯治的

危險因子已獲得解決，若氣喘症狀仍然控制不佳時就應該將治

療升階，加上其他控制型藥物以達症狀良好控制。同時應於 2-3 

個月內對療效反應進行評估。

您的氣喘達到良好控制且已維持 3 個月以上，且肺功能回復正

常後，通常可在不對氣喘控制造成負面影響下，可以將治療藥

物種類或劑量調降下來。

降階的方式會隨病人而異，其中取決因素為病人當前的治療、

危險因子以及偏好。在氣喘降階治療中， 如果治療降階幅度過

大或速度過快，即使症狀仍維持穩定，但急性惡化的風險可能

會增加。

另外，如果完全停用吸入型類固醇將會帶來急性惡化風險增加

及控制不佳的現象，這都需與您的醫師溝通後執行。 

一般而言，接受規律的治療 6-12 個月之後，您應可達到良好控

制的目標。

如果仍未達成，應與您的醫師討論是否仍有一些未能控制病情

的原因，互相配合、訂定策略、共同努力，相信必能達到良好

控制的理想目標。

2. 氣喘治療升階

3. 氣喘治療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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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哪些醫療院所可以
幫忙您達成氣喘
良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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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參與「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的醫師及
衛教師，均需定期取得氣喘進修學分，因此這
些醫療院所通常能提供專業又周全的氣喘照護。

氣喘為一常見的慢性疾病，在台灣，各級醫院及基層診所中包

含家庭醫學科、一般內科、胸腔內科、免疫風濕科、耳鼻喉科，

均有診治成人氣喘的服務。

但哪些醫療院所才能提供您全方位的專業氣喘照護呢？

為促使氣喘病患能獲得更全面的照護，衛福部健保署自民國 90

年 11 月起，推動「氣喘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期待能透過醫療

團隊，給予氣喘病人完整且正確的衛教資訊，加強病患自我照

護的能力，減少急症及併發症的發生。此方案推行至今，不僅

有效提升氣喘患者自我照護能力及改善其生活品質，亦使整體

醫療費用明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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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參與給付改善方案的醫師及衛教師，均需定期取得氣喘進

修學分，因此這些醫療院所通常能提供專業又周全的氣喘照護。

需特別提醒的是：對於嚴重氣喘，當第四階治療仍無法有效控

制氣喘時，也就是需要使用包含許多氣喘特殊藥物的第五階治

療時，依國際氣喘診治指引的建議，應由具有氣喘處置專業的

醫療團隊進行診治。

氣喘相關資訊參考網站：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http://www.tspccm.org.tw/

台灣氣喘學會：http://www.taasthma.org.tw/

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學會：http://www.air.org.tw/air/

台灣氣喘諮詢協會：http://www.taiwanasthma.com.tw/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http://www.asthma-edu.org.tw/asthma/

台灣胸腔疾病協會 http://tcdaweb.com/j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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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認識您所使用的
氣喘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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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型 
吸入型類固醇

注意事項：使用吸入型類固醇藥物後應漱口

保衛康智喘樂吸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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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型 
吸入型類固醇 / 長效型氣管擴張劑

使肺泰乾粉吸入劑

使肺泰優氟吸入劑  肺舒坦定量吸入劑

注意事項：使用吸入型類固醇藥物後應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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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型 
吸入型類固醇 / 長效型氣管擴張劑

注意事項：使用吸入型類固醇藥物後應漱口

Flutiform 50/5mcg per 
actuation
Pressurised. Inhalation, 
Suspension

口服控制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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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類固醇

附加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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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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