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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淺談小兒皮膚濕疹與併發症  台大Q比與您共度中秋

 異位性皮膚炎—您不可不知的用藥須知  認識流感與流感疫苗 

濕疹的簡單定義就是「非其他疾病所造成」
的表皮與真皮發炎。諸如皮膚感染症、自體免疫
性疾病、或營養失調等等因素所導致的皮膚發炎
不能診斷為濕疹，事實上，由疾病所造成的皮膚
發炎之型態與皮膚病理變化與一般濕疹有很大的
差異。同樣是「皮膚發炎」，在一般民眾或其他
科醫師的眼裏，看起來可能都是「紅色的、脫皮
的疹子」，但是在皮膚科醫師的眼中，濕疹與非
濕疹在病灶的型態、分佈範圍、色澤、與演化的
差異性，都是相當不同的。

濕疹的原因可以簡單的分為過敏性與刺激
性，但是民眾比較容易直覺性的想到「一定是過
敏的、要抽血檢查找出病因」，但事實上卻不盡
然如此。首先，我們要瞭解「濕疹」是由於「過
敏性」或「刺激性」的病因，經過一連串反應途
徑，最後造成表皮與真皮發炎。如果反應途徑中
需要活化許多免疫細胞，即定義為過敏的反應；
如果不需要免疫細胞參與，則歸類於刺激性反
應。例如蕁麻疹，大家多半馬上聯想到過敏反
應，其實有些蕁麻疹是由非過敏因子所引發，其
中最知名的就是由「顯影劑」所引起的刺激性反
應。所以同樣的疾病可能由不同的反應途徑所造
成，「過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如何判斷「濕疹」是否為過敏或刺激性原因
所造成？一般民眾或家長很難簡單的分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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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很容易執著於自行猜測的病因。在臨床上，
皮膚科醫師會先辨認出是否是「濕疹」，然後會
根據「濕疹」的形狀、色澤、分佈位置、與演變
過程，判斷病因可能是體質性（內因性）或是環
境因素（外因性)所致。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小朋友身上的濕疹分
佈位置只侷限在四肢，再加上發病前正好去公園
玩耍，那麼，醫師將會推論可能是因為環境因素
（公園）所致。因為四肢為暴露在外的部位，所
以「外來的接觸因子」會是推論病因的首位。至
於家長最愛詢問的「食物過敏｣則不列入考慮，因
為食物雖然是外在物品，但是經由食入途徑所引
發的過敏皮疹，很少只發作於四肢。當然，醫師
也可能推論錯誤，或是家長忘記小孩曾經接觸過
甚麼東西，譬如「最近都睡在草蓆上」，那麼
「草蓆」也可能是元兇之一。

通常醫師推論濕疹的病因可能是環境因素
（外因性）之後，家長會希望醫師能給予協助，
試圖找出可能的致病因子。因此，我們常常看見
醫師針對可能原因一一進行詢問：有沒有去公
園？玩made in China的玩具？摸蠟筆？玩黏土？
擦什麼乳液？搬新家？大掃除？......然後，只見
家長一直搖頭，說：「醫師問的，通通沒有」、
「如果找不到病因，該怎麼辦？」。家長們比較
擔憂「不知道病因，該怎麼治療?」，其實，臨床

台大Q比與您共度中秋
台大醫院企劃管理室　陳芊如管理師

淺談小兒皮膚濕疹與併發症

認識流感與流感疫苗
流感雖然是秋冬常見的病毒感染，但是今年

即使在炎熱的7,8月期間，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布

的新流感重症死亡案例也不曾停歇，馬上就是10

月，一年一度的免費流感疫苗也已開始注射，身

為感染科醫師，特針對一般民眾常見的疑惑概述

如下：

流感與新流感一樣嗎

流行感冒病毒分為Ａ、Ｂ、Ｃ三型，其中Ａ

型與Ｂ型病毒容易發生變異，所以無論是兒童與

成人都可能會得到感染。其症狀比一般的感冒嚴

重，在心肺功能不全的病人與老人，特別容易發

生併發症。

一般所稱的流感是指季節性流感，新流感

則是指從去年（2009年）由墨西哥開始流行的

H1N1A型流感病毒所引起的疾病。在新流感的第

一波大規模流行以後，新流感也將成為季節性流

感之一種。

流感與新流感的症狀大致是相同的，所引

起的臨床症狀包括急性發燒（耳溫≧38℃）、咳

嗽、喉嚨痛、頭痛及肌肉酸痛，發燒的情況可能

持續2至3天，兒童病患或嚴重發病者則更久，民

眾只要出現流感症狀，應儘速採取個人防護措施

並視需要就醫。

今年10月1日起，開始對65 歲以上老人、安

養養護機構對象、罕見疾病及重大傷病患者、滿

6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醫事及衛生等單

位之防疫相關人員、禽畜養殖等相關行業工作人

員、動物園工作人員及動物防疫人員、國小一至

四年級學童等民眾，施打季節性流感疫苗，今年

使用的疫苗包含H1N1、H3N2及B型等三種適用於

2010-2011年流行季之抗原成分。

流感疫苗安全嗎

去年注射新流感疫苗的副作用，造成民眾對

流感疫苗安全有疑慮，其實流感疫苗是一種相當

安全的非活性疫苗，含有 A 型與 B 型流感的抗原

成份，可以達到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保護效益。

因為接種疫苗所產生的抗體，隔一年以後就會明

顯下降，而且每年的流行病毒株都可能不一樣，

所以必須每年接種一次不同抗原成份的疫苗。

新流感病毒有可能繼續突變，對於沒打過疫

苗也沒得到感染的人，殺傷力將十分巨大；對於

已經打過疫苗的人，就像是過去流感病毒小突變

一樣，體質正常的人將很少會出現重症。所以，

關鍵在於有沒有打過疫苗。

一般而言，除了對於雞蛋有立即型過敏反應 

(anaphylaxia) 與患有急性發燒病症者，不適合接

種疫苗外。另外，六個月以下的小孩，因為免疫

效果較差，也不建議使用；而高危險的孕婦，則

在必要的情形下可以接種疫苗。 

副作用

• 注射部位出現腫脹、發紅與硬塊：這是接種各

種疫苗最常發生的副作用。對於這一類的副作

用，並沒有實際有效的治療方法。給予止痛藥

可能有一點幫助，但是大多不能完全解除疼痛

症狀。

• 局部疼痛：有時候因為疼痛太厲害，使得小孩

子不敢移動肢體，有的家屬會因而懷疑是否傷

害到神經。現在為了避免這一類的副作用，我

們都規定肌肉注射一定要在大腿外側或上臂的

三角肌。在這些部位注射疫苗，是不可能傷害

到支配肢體運動的神經。

• 發燒：一般只要給退燒藥即可，但一般而言，

流感疫苗引起發燒的發生率極低。在退燒藥

的選擇上，現在知道阿斯匹靈與類似的水楊

酸製劑(salicylate) 在小孩子可能引起雷氏症候

群 (Reye’s syndrome) ，所以應該選用其他種類

的退燒藥。有些幼兒可能因為發燒而引起熱痙

攣 (febrile 

convulsion) 

，這種病

症與個人

的體質有

關，一般

都是良性

的。

認識流感與流感疫苗
台大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　李秉穎 

9月20日傍晚，本院兒醫大樓大廳掛起了一張大型
海報，上面寫著「台大Q比與您共度中秋」，來醫院就
醫的民眾看到這大型海報，很開心的拍起照來，這裡突
然成為兒醫大樓的景點之一。對於「Q比是什麼呢?」這
疑問也一直存在心中，直到9月21日上午10點，終於見到
他的廬山真面目。

本院於9月21日上午10點及11點半，分別在兒醫大
廳及13樓遊戲室舉辦Q比與民眾拍照活動，相片採現場
取件方式，拍完照10分鐘即可向工作同仁領取。參加的
大朋友和小朋友對活動感到相當surprised，活動現場帶
來許多歡樂，也讓民眾感到溫馨。且Q比討喜的外型，讓小朋友忍不住想要多待在他身邊久一點，摸摸
他、抱抱他，甚至是親親他。而現場取件的效率也讓民眾稱讚不已，病房家屬拿到照片時，這樣說：
「哇~這麼快就可以拿到照片阿，真是有效率！」

Q比是本院兒醫大樓的吉祥物，外型是株發芽中的種子，希望

來院的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及快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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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醫師採取的做法是：先確立診斷是「濕疹」，
然後立即給予正確的藥方治療「濕疹」（皮膚
發炎），至於能想得到的「可疑原因」就盡量避
免。這樣做的理由，就如同「失火」一般，當下
以滅火為第一要務，找出「失火」原因的好處在
於預防下一次火災的發生，對於滅火本身是沒有
什麼立即性的幫助。大部分的「偶發性」外因性
急性濕疹都是由「偶然的、暫時的」因素造成，
不會常常持續地出現在生活中，所以積極治療濕
疹才是首要，不必因為找不到原因而惶惶不安。

至於是「過敏」或「非過敏」，是一個難以
釐清的問題，而且通常對治療比較沒有幫助。舉
例來說，如果手部濕疹是蠟筆引起，那麼是因為
染料？還是蠟筆的其他成分引起？如果是染料，
那麼通常是經由過敏的反應誘發濕疹，如果不
是，就得看它的組成物質，有可能引起過敏抑或
是刺激的反應。所以，分辨是過敏的反應或是刺
激的反應並沒有想像中的重要，不要再接觸蠟筆
才是最重要的事。

體質性（內因性）濕疹的診斷則更為複雜，
臨床上醫師通常先思考環境因素（外因性）的可
能性，如果覺得外在原因的可能性很低，就會朝
著體質性（內因性）濕疹的方向去找線索，並且
將它歸類為「異位性皮膚炎」、「脂漏性皮膚

炎」、「錢幣狀濕疹」、「汗｣疹」等等。這些具
「專有名詞的濕疹」都有強烈特色而且慢性地反
覆發作，最重要的是「沒有具體的病因」，所以
總是在「誘發因子出現」的時候才發作。

同樣地，體質性(內因性)濕疹是否為「過敏
性」濕疹並沒有治療上的重要性，病人應該注重
的是避免「誘發因子」與積極治療，不需要執著
於找出過敏原。因為這一類的病症常常不是食物
過敏所誘發，而是夏天的汗水、游泳池的氯、冬
天的乾冷、粗糙衣服的刺激、不當清潔劑或乳液
等等造成病症的惡化，家長們應該仔細觀察哪些
環境因子對自己的小孩有害。

舉例來說，有些小朋友在夏天「異位性皮
膚炎」就會惡化，但是冬天就好了，但是有些小
朋友卻完全相反。所以「夏天」、「冬天」不是
病因，是誘發因子，而且因人而異。同樣地，有
些小孩喝牛奶會誘發「異位性皮膚炎」惡化，但
是有些小孩卻不會，所以，家長不應該驟然禁止
「異位性皮膚炎」小孩喝牛奶，而是應該讓小孩
先試喝牛奶，觀察其反應再下結論。

總而言之，希望本篇短文能夠讓家長們對
「濕疹」與「過敏」有更深入的瞭解，不過度強
調病因，而以「治療第一優先」的態度，才能使
濕疹快速痊癒，並得以紓解焦慮的思緒。

Q1：		我已經開始接受治療了，為什麼還是抓癢

抓個不停？

A1：  針對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治療目標有(1)

遠離外在的刺激，如空氣污染、溫差過

大、花粉等，避免症狀惡化；(2)保持皮膚

濕潤，維持正常功能；(3)緩解皮膚痛、癢

等不適症狀，解決因抓癢導致皮膚受傷、

結痂、繼續抓癢的惡性循環；(4)避免傷口

二次感染。這個疾病的治療需要極大的耐

心，配合專業醫師所擬訂的治療計畫一步

一步慢慢來才能控制病情，達到治療的目

標。1-2

Q2：		使用外用的類固醇藥膏來治療異位性皮膚

炎，會不會出現像口服類固醇藥物一樣的

副作用？

A2：  長期使用外用類固醇最常發生的副作用為

皮膚萎縮、萎縮紋、皮膚顏色變淺及青春

痘等，多可在停藥後恢復。至於口服類固

醇類藥品常發生的月亮臉、水牛肩等副作

用，因外用類固醇藥膏吸收有限，主要作

用在皮膚局部，若非全身廣泛性使用，發

生上述副作用的機率是很低的。1

Q3：	應該如何正確的使用藥膏呢？

A3：  外用藥膏的使用一般為遵照醫師的指示，

一天使用1～3次，薄薄一層塗抹於病灶。

藥物的用量不足常常導致治療失敗，足夠

的藥量以臉部為例，若以每天使用3次來估

計，每週用量約需5～10g（軟膏及乳膏），

或100～120 mL（乳液或凝膠）。特別需

要提醒的是，使用藥膏前後要徹底清洗雙

手，以免藥品殘留於不需治療的手指部

位。2

Q4：		除了藥物治療外，日常生活有沒有什麼需

要注意的事項呢？

A4：  (1) 若有因食用某些特定食物造成異位性皮

膚炎的症狀惡化，則建議發作期盡量避

免服用這些食物，但急性症狀解除後，

可以再慢慢嘗試。
 (2) 塵｣及貓狗的毛屑等容易引起過敏的過敏

原也建議要盡量避免接觸。
 (3) 因為異位性皮膚炎病人的皮膚通常很乾

燥脆弱，所以建議洗澡時以淋浴替代盆
浴，水溫也不宜過高（大約與體溫相等
或略高一點點），過高的水溫會使洗澡
後的皮膚變得更加乾燥。盡量避免使用
含有香精或其他刺激物的清潔劑，以免
引起皮膚過敏，使病情惡化。

 (4) 沐浴後可於皮膚仍處於濕潤時塗抹保濕
劑(emollient)，一天可補充2~3次，使皮
膚保持濕潤，緩解皮膚因乾燥導致的搔
癢。合併外用藥膏使用時，請先塗抹藥
膏，再使用保濕產品。

 (5) 告 訴 病 人 不 可 以 抓 癢 常 常 是 不 切 實 際
的，因此在感覺皮膚很癢的時候，建議
可以冷敷減緩不適，一次5~20分鐘，一
天4~6次不等。

 (6) 若皮膚已經抓破、有滲出物的傷口，盡
量保持乾燥，可適量塗抹抗生素藥膏以
避免傷口感染。

 (7) 保持環境乾燥涼爽，因為流汗容易使皮
膚癢的症狀惡化，盡量穿著避免緊身、
悶熱的服裝，可選擇天然材質、透氣性
佳的衣物，以保持皮膚表面乾爽舒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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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位性皮膚炎—
您不可不知的用藥須知

台大醫院藥劑部藥師　楊秀琍

　　為響應愛地球無紙

化的世界環保潮流，本

院『兒醫通訊』將逐步

電子化，並併入台大醫

院健康電子報共同發

行,讓讀者除了原有的

小兒相關衛教訊息外，

可以同步取得更豐富、

更完整的台大醫院各類

訊息及衛教資訊，自本

期起，『兒醫通訊』內

容亦同時刊載在台大

醫院健康電子報,網址

為：http://epaper.

ntuh.gov.tw/health/

index.html，歡迎讀者

上網訂閱。

幼兒流感疫苗注射
民國99年10月1日(星期五)起至疫苗用完為止

免費疫苗適用條件：

(1)出生滿6個月以上至國小註冊就學前之幼兒
(2)中華民國國籍者

(其父母均為外國人，且父母均無加入健保及無居
留證之幼兒需自費接種)

敬請備妥： 
(1)兒童健康手冊
(2) 健保IC卡(僅核對之用，不刷卡)「小兒部」各診

流程：掛號 (現場、網路、醫師約診或電話) ｣
時間：同一般門診掛號、看病時間(上、下午皆可)

費用(元)：

年　齡 掛號費 診察費 注射費 疫苗費 合計

6個月～6歲 100 220 35 免費 375

※ 不論小兒部普通門診或健兒門診均須負擔以上費
用。若符合預防保健條件者，可順便請醫師加打
『流感疫苗』 (原則上一次以不注射超過兩種以上
預防針)，不需再另外掛號，但需加收注射費。

※�注射疫苗後務必留院觀察�30�分鐘�若有不適反應請即刻
告知護理人員

幼兒流感疫苗注射就診流程
現場、網路或電話掛小兒部門診�

成人流感疫苗暨肺炎鏈球菌疫苗注射
民國99年10月1日（星期五）起至疫苗用罄

免費疫苗條件具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如為
外籍人士需持有居留證者。

1.流感疫苗：

(1) 年滿65歲以上（民國34年12月31日前
(含)出生者）

(2)罕見疫病患者
(3)重大傷病者
(4) 禽畜養殖等相關行業人員、動物園工

作人員及動物防疫人員
． 近期內會接種過H1N1新型流感疫苗或

季節性流感疫苗者，需與此次疫苗接
種時間間隔4週以上

2.肺炎鏈球菌疫苗：

． 年滿75歲以上（民國24年12月31日前
出生者）且5年內未曾接種過疫苗

．敬請備妥(1)身分證、(2)健保卡
． 現場掛號→「家醫科」第6診（上、下午）（星期六上午請掛家醫科任何一普通門診）
． 「家醫科」、「內科」、「腫瘤科」門診病人，可同時請醫師開『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

苗』注射，但須加收注射費。
． 非「家醫科」、「內科」、「腫瘤科」及「老年醫學科」門診病人，注射『流感疫苗』及『肺炎鏈

球菌疫苗』，須另掛「家醫科」第6診。

民國99年成人流感疫苗暨肺炎鏈球菌疫苗相關收費標準 

項目(流感疫苗) 掛號費 診察費 注射費 疫苗費 合計

65歲以上(有健保者)

100元

免費

35元
免費

135元
罕見疾病患者1

65歲以上(無健保者) 100元 235元

禽畜養殖業者、重大傷病患者2 222元 357元

自費注射(限家醫、內科、腫瘤科) 222元 300元 657元

項目(肺炎鏈球菌疫苗) 掛號費 診察費 注射費 疫苗費 合計

75歲以上(有健保者)(當天同時接
種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

100元

免費

35元 免費

135元

75歲以上(當天僅接種肺炎鏈球菌
疫苗)

222元 357元

75歲以上(無健保者)(當天同時接
種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

100元 235元

1��罕見疾病患者需攜帶證件:身分證、健保IC卡，若於健保IC卡中無註記者，需出
示以下證明文件之一:�一、罕見疾病基金會或肌肉萎縮症病友協會出具之證明。
二、罕見疾病之診斷證明書。

2��重大傷病者需攜帶證件:身分證、健保IC卡或重大傷病證明紙卡。

下午12點30分於兒醫二樓32診抽號碼牌
1點開始受理報到

測量身高、體重、體溫

依報到順序看診

二樓流動櫃檯批價

至二樓36診預防注射室施打疫苗

健兒門診

是

否

至候診區量身高、體重、體溫

就診後至一樓聯合櫃檯結帳

一樓藥局領取疫苗

兒醫三樓門診治療中心施打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