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認識兒童氣喘 
國泰綜合醫院 兒科 護理部編印  著作權人：國泰綜合醫院 

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不得轉載、翻印或轉售 

 

 

認識氣喘 

氣喘是全球重要的慢性疾病之一，會造成呼吸道

慢性發炎，對環境中各種不同刺激所產生的過度敏感

反應，一旦受到誘因刺激，就會引起呼吸道平滑肌收

縮、黏膜腫脹、發炎細胞浸潤及發炎物質堆積，形成

氣管吐氣受限。依嚴重的程度可呈現呼吸困難、喘鳴

音、胸悶、咳嗽等症狀。 

引起氣喘的因素包括：遺傳基因、暴露某些危險

因子（如：病毒感染）或環境中的過敏原（如：塵蟎、

寵物、花粉、蟑螂）、吸菸或二手菸、肥胖、壓力、

藥物及空氣汙染等。 

 

 

 



 2 

氣喘診斷 

兒童氣喘診斷主要在於臨床醫師詳細的病史詢

問，了解呼吸道症狀的特徵是否符合氣喘表現。六歲

以上及成人，可作肺功能檢測或藉由尖峰吐氣流量計

的紀錄結果，進一步評估氣道吐氣受限的情形，作為

診斷依據。 

五歲以下孩童氣喘診斷，主要依賴臨床判斷其症

狀是否符合氣喘的相關特徵、排除其他疾病、並觀察

經治療後之改善情形。 

 

症狀 六歲以上及成人氣喘特徵 

咳嗽及胸悶 

喘鳴 

呼吸困難 

至少兩種以上的呼吸道症狀。 

症狀及嚴重度隨時間而不同，在病毒感

染期間出現或惡化。 

症狀常在晚上或清晨時特別嚴重。 

症狀常因各種因素被誘發，如運動、笑、

過敏原暴露、冷空氣、聞到特殊氣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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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 五歲以下孩童氣喘特徵 

咳嗽 反覆或持續乾咳，在晚上特別嚴重，或

合併喘鳴及呼吸困難。 

無呼吸道感染期間仍因運動、笑、哭、

煙味等狀況，引發咳嗽。 

喘鳴 睡眠中或因活動、笑、哭、暴露於菸味、

空氣汙染時，引發反覆喘鳴。 

呼吸急促、

呼吸困難 

運動、笑或哭時會引起呼吸困難。 

活動量下降 相對於同年齡孩子較少跑跳玩耍、笑，

活動後容易疲累。 

過敏體質 其他過敏症狀，如：異位性皮膚炎或過

敏性鼻炎、食物過敏等。 

一等親家人有氣喘病史。 

停藥後惡化 給予 2 至 3 個月吸入型類固醇治療後，

氣喘症狀獲得改善，停藥後又惡化。 

 
 



 4 

過敏原的預防 

氣喘要達到良好控制，須維持控制用藥，定期回

診，避免過敏原的接觸及誘發因素，並適度規律運動，

能有效改善氣道發炎、氣喘發作。 

過敏原 預防方法 

環 

境 

●潮濕環境 

●黴菌：浴

室及廚房

牆壁、物

品、浴巾、

壁癌 

●室內保持通風換氣。 

●使用除濕機，維持屋內濕度在 50%

以下。 

●漏水修繕，清除壁癌、黴菌斑汙染

之物品。 

●毛巾、浴巾不可放在床上。 

●潮濕毛巾避免掛在臥室。 

塵 

蹣 

● 彈 簧 床

墊、乳膠

墊、塌塌

米 

●枕頭、 

棉被、 

羽毛被、 

羊毛被 

●常打掃清除灰塵、皮屑。 

●過敏孩童在室內時，勿使用吸塵器

清掃房間。 

●使用吸塵器後的空間，需等 2 小時

後才可入內。 

●枕頭及棉被儘量採用合成纖維製

品。 

●寢具使用防蹣床罩、枕套、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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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原 預防方法 

●布沙發、

布椅墊、

布抱枕 

●毛毯、絨

毛或布偶

填充玩具 

●窗簾、 

布飾品 

●避免在床墊或布沙發上彈跳。 

●避免丟枕頭、用力甩棉被。 

●盡量每週，先以溫度 55°C 以上的

熱水洗滌床單、被單及枕套或以烘

乾機溫度 55°C 以上烘熱 15 分鐘

再清洗並曬乾；若是不耐熱的產品

則冷凍 24 小時可殺死蹣蟲但無法

移除它。 

●盡量避免使用布沙發、抱枕或經常

換洗布套。 

●盡量移除地毯、絨毛製品或填充玩

具。 

●避免使用厚重窗簾布，以直立式百

葉窗或塑膠遮板代替。 

●避免放置錦旗類飾物及其他易堆

積灰塵的物品。 

寵 

物 

●狗與貓皮

毛 

●盡量不飼養寵物。 

●避免寵物進入室內，尤其是孩童的

臥室。 

●至少每月清潔寵物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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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原 預防方法 

菸 

草 

●二手菸 ●家長及接觸者努力戒菸。 

●不可在屋內抽菸。 

●接觸孩子前須洗手及換洗衣物。 

空 

氣 

品 

質 

●戶外空氣

品質 

 

●每天關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空氣

品質監測網公告之 AQI 及 PM2.5空

氣品質指數。 

https://airtw.epa.gov.tw/CHT/Default

.aspx 

●空氣品質不良時減少外出，關上門

窗，使用空氣清淨機、戴口罩。 

●室內空氣

品質 

●保持屋內通風，使用空氣清淨機。 

●避免接觸或吸入刺激性氣味，如：

香氛、刺鼻清潔劑、殺蟲劑、髮膠、

汽油、油漆、新裝潢、新家具等氣

味。 

飲

食 

●過敏食物 ●宜避免食用經醫師評估為過敏之

食物。 

●食物特性 ●避免進食冰冷之食物或飲料。 

●減少甜食、油炸、加工食品。 

https://airtw.epa.gov.tw/CHT/Default.aspx
https://airtw.epa.gov.tw/CH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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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氣喘的治療 
GINA（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氣喘臨床照

護指引，將氣喘兒童區分為 12 歲以上，6-12 歲，及

5 歲以下三個年齡層，並擬定兒童氣喘階梯式治療之

建議方針，臨床醫師會依據病童的氣喘症狀嚴重度給

予不同之處置策略。 

 

兒童氣喘治療目標與成人類似，包括：症狀控制

良好，並能維持正常活動程度，減少急性氣喘惡化、

肺功能影響及藥物副作用等。要達成治療目標需要病

童、照顧者及專業醫療人員共同努力，不斷循環評估、

調整與檢視治療反應，才能達到最理想的治療成效。 

目前兒童氣喘治療藥物分為三大類： 

控制藥物：用於平日的氣管抗發炎控制和預防氣喘

發作及肺功能的影響。 

緩解藥物：症狀惡化或急性發作時，迅速改善氣管

收縮及急性發炎狀況。 

嚴重氣喘之附加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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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吸入型藥物之用藥指導 
氣喘吸入型藥物有定量噴霧（MDI）、乾粉吸入

（DPI）等劑型，需正確使用才能達到理想藥效及減

少副作用。學齡前孩童使用定量噴霧時須配合吸藥輔

助器。 

兒童氣喘吸藥輔助器依年齡選擇： 

<4 歲 ●選擇定量噴霧劑（MDI）連

接 面 罩 式 吸 藥 輔 助 器

（spacer with face mask）。 

 

●氣霧式噴霧劑（nebulizer）

連結面罩。 

 

4-6 歲 ●定量噴霧劑（MDI）接面罩

式吸藥輔助器（spacer with 

face mask）連接口管/面罩。 

 

●氣霧式噴霧劑連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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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歲 ●定量噴霧劑（MDI）接吸藥

輔助艙（spacer）連接口管

/面罩。 

 

 

●乾粉吸入劑（DPI）。 

 

 

●氣霧式噴霧劑連接口管。 

 

嚴重氣喘發作時，建議使用： 

●定量噴霧劑接面罩式吸藥輔助艙，

或 

 

●氣霧式噴霧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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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氣喘藥物吸藥方法及技巧說明： 

藥物 外觀 影片連結 

泛得林 

定量噴霧劑 

Ventolin 

  

使肺泰 

優氟吸入劑 

Seretide Evohaler 

 

 

帝舒滿 

定量噴霧劑 

Duasma 

  

吸必擴 

氣化噴霧劑 

Symbicort Rapih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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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外觀 影片連結 

適喘樂舒沛噴 

吸入劑 

Spiriva Respimat 

  

吸必擴都保 

定量粉狀吸入劑 

Symbicort 

Turbuhaler   

 
氣喘監控方法 

氣喘孩童給予藥物控制後，須定期返診評估治療

狀況，依據平日症狀、氣喘發作頻率等，判斷是否達

到完全控制、部分控制或未獲控制，以作為增階或降

階的治療參考。 

氣喘居家監控方法包括：尖峰呼氣流速計（Peak 

expiratory flow meter, PEFR）及氣喘控制測驗問卷

（Asthma Control Test, ACT）作為了解自己目前氣喘

控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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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呼氣流速計（PEFR） 

尖峰呼氣流速計 操作影片連結 

 

 

尖峰呼氣流速計使用步驟 

1.每日早晚使用吸入性類固醇藥物之前，站著測量。 

2.每次吹氣前先將指標歸零，重覆做三次，每次間隔

30 秒。 

3.深吸飽氣，尖峰呼氣流速計持水平方式置入口中，

將舌頭壓住，以嘴唇圍繞密合，再一股作氣用力且

快速的將氣吹出。 

4.若每次吹氣正確，則三次的數值應該很接近，取三次

中最高一次的數值，記錄在記錄表上並繪製成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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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呼氣流速計注意事項 

個人最佳值的判斷：氣喘必須已接受二至三週以

上的積極控制藥物治療，包括：口服或吸入類固醇

等治療。症狀完全改善，每日早晚尖峰呼氣流速變

化極少，且繪出的曲線趨於平坦不再繼續上升時，

有達 3 次的最高值。 

個人最佳值測得後，依數值可定出紅、黃、綠燈三

個區 

急性發作時可先測量，使用吸入性短效支氣管擴

張劑後，20 分鐘再測量一次，以瞭解改善狀況。 

每次回門診追蹤時提供給醫師，以了解您在前一

段時間內病情起伏的情況，藉此調整藥物的種類

及劑量。 

PEFR 

80~100% 
您的狀況良

好 

 

PEFR 
60~80% 
您應該小
心，最好於
一日內就醫 

PEFR 
< 60% 

您應該立即
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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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呼氣流速值預估參考值（年齡計算方法：5 歲

半至 6 歲半算 6 歲，6 歲半至 7 歲半算 7 歲，依此

類推）： 

●成人之預估值計算公式（台北榮總胸腔部） 

-男：3.89×身高（公分）－2.95×年齡（足歲）＋43.59

（L/min） 

-女：4.10×身高（公分）－1.61×年齡（足歲）－173.55

（L/min） 

●6~12 歲兒童之預估公式（馬偕醫院小過敏免疫科） 

-男：9.35×年齡＋2.03×身高＋0.81×體重－130.5

（L/min） 

-女：7.37×年齡＋1.68×身高＋1.28×體重－98.87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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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兒童氣喘行動計畫 CGH Asthma Action Plan 

姓名:_______ 病歷號碼:________ PEFR 最佳值:_______ 日期:_______ 

綠燈: 良好! 維持控制藥物劑量 

PEFR>80%: _________ 

需全部符合 

□呼吸狀況良好 

□沒有咳嗽、喘鳴 

□無夜咳 

□運動玩耍都沒症狀 

藥物名稱 每次劑量 每天次數 

□ DUASMA 帝舒滿 

□ SERETIDE125 使肺泰 

□ SERETIDE250 使肺泰 

□ SYMBICORT 吸必擴 

□ TIOTROPIUM 舒沛噴 

□ 1 劑 

□ 2 劑 

□ 1 次 

□ 2 次 

□ MONTELUCAST4mg 欣流 

□ MONTELUCAST5mg 欣流 

□ MINTELUCAST10mg 欣流 

□ 1 顆 □ 1 次 

□ 2 次 

□ Xolair 喜瑞樂   

黃燈: 要小心! 增加吸入型控制藥物劑量，使用短效支氣管擴張劑，視狀況可每

20 分鐘一次，若三次以上或 24 小時內無效盡快回診 

PERF 60-80%:______ 

□有感冒症狀 

□接觸過敏原 

□咳嗽、輕度喘鳴、胸悶 

□有夜間咳嗽 

□增加吸入型控制藥物劑量至 □ __劑 □ __次 

□VENTOLIN 泛得林 

□BEROTEC 備勞喘 

□ __劑 每 20 分鐘

一次 

□TERBUTALINE 必坦寧 □ __mL 

□KIDSOLONE 必爾生 □ __mL  

□PREDNISOLONE 康速龍 □ __顆  

紅燈: 危險! 立即使用短效支氣管擴張劑，每 20 分鐘一次，並盡快至急診 

PERF<60%:_________ 

□氣喘快速惡化 

□用藥無效 

□呼吸困難或急促、鼻翼煽

動 

□嘴唇周圍發紫 

□上鎖或肋間凹陷 

□說話或餵食困難 

□VENTOLIN 泛得林 

□BEROTEC 備勞喘 

□ __劑 每 20 分鐘

一次 

□TERBUTALINE 必坦寧 

□COMBIVENT 冠喘衛 

□ __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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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控制測驗問卷（Asthma Control Test, ACT） 

氣喘控制測驗（ACTTM）兒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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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控制測驗（ACTTM）成人版： 

 

急性氣喘惡化處理 

氣喘惡化的定義：相較於平時狀態，氣喘症狀和

肺功能發生急性或亞急性惡化。 

主要原因：減藥或停藥期間、吸藥方法錯誤、上

呼吸道感染或接觸到過敏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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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生急性氣喘惡化時，須立即給予數劑短效型氣

管擴張劑類藥物（若使用定量噴霧劑建議接上吸藥

輔助器給藥）。 

密切觀察並評估孩童呼吸困難的程度，若出現任何

嚴重惡化的病徵或輕中度發作經初步治療仍無效

應立即轉送急診治療。 

急性氣喘後或出院後應給予標準劑量的控制型藥

物治療或增加藥物劑量，以減少惡化的風險，並安

排在 2-7 天內及早返診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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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急性發作處置 

※ 附頁 (民眾可自行列印使用) 

紀錄單張 QR Code 

●每日尖峰呼氣流速 

紀錄表 

 

●國泰兒童氣喘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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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https://ginasthma.org/ 

台灣氣喘衛教學會：http://www.asthma-

edu.org.tw/member1.aspx 

台灣氣喘諮詢協會：

http://www.taiwanasthma.com.tw/ 

台灣兒童氣喘診療指引： 

http://www.air.org.tw/photo/%e5%8f%b0%e7%81%a

3%e5%85%92%e7%ab%a5%e5%9a%b4%e9%87%8

d%e6%b0%a3%e5%96%98%e8%a8%ba%e7%99%8

2%e6%8c%87%e5%bc%95FN.pdf 

 

此資料僅供參考，關於病情實際狀況，請與醫師討論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 

國泰綜合醫院      (02)27082121 小兒科病房轉 5511-3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02)26482121 小兒科病房轉 2651 

新竹國泰綜合醫院  (03)5278999  小兒科病房轉 8081 

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國泰綜合醫院關心您！ 

AD100.522.2022.05 初訂 

2023.01 審閱 

https://ginasthma.org/
http://www.asthma-edu.org.tw/member1.aspx
http://www.asthma-edu.org.tw/member1.aspx
http://www.taiwanasthma.com.tw/
http://www.air.org.tw/photo/%e5%8f%b0%e7%81%a3%e5%85%92%e7%ab%a5%e5%9a%b4%e9%87%8d%e6%b0%a3%e5%96%98%e8%a8%ba%e7%99%82%e6%8c%87%e5%bc%95FN.pdf
http://www.air.org.tw/photo/%e5%8f%b0%e7%81%a3%e5%85%92%e7%ab%a5%e5%9a%b4%e9%87%8d%e6%b0%a3%e5%96%98%e8%a8%ba%e7%99%82%e6%8c%87%e5%bc%95FN.pdf
http://www.air.org.tw/photo/%e5%8f%b0%e7%81%a3%e5%85%92%e7%ab%a5%e5%9a%b4%e9%87%8d%e6%b0%a3%e5%96%98%e8%a8%ba%e7%99%82%e6%8c%87%e5%bc%95FN.pdf
http://www.air.org.tw/photo/%e5%8f%b0%e7%81%a3%e5%85%92%e7%ab%a5%e5%9a%b4%e9%87%8d%e6%b0%a3%e5%96%98%e8%a8%ba%e7%99%82%e6%8c%87%e5%bc%95F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