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吸道疾病

多事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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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初起，天氣一變，呼吸道又易生事端。

自古有言：「一葉知秋」，有呼吸道問題的

人，憑氣管反應便可知四季更迭，十足

人體偵測機。有胸肺及呼吸系統專科醫

生指出，每逢轉季，特別是秋冬交界

的寒冷天氣，都會令呼吸道問題顯著

增多，其中哮喘、流感、肺炎等都是

可起嚴重併發症的疾病，若不及時醫

治及控制好病情，隨時可送命，所以

不管是長期病患者還是初起病徵的

人士，都要加緊戒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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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肺及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潘醒

華表示：「香港哮喘患病率，兒童

大約是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成

年人則約百分之十。哮喘病人普遍

都有鼻敏感，惟不一定有病徵。特

別一提的是，即使平日沒有哮喘或

鼻敏感病徵的人士，在天氣寒冷或

空氣污染指數高之時，都有機會出

現病徵。在香港，很多人都有不同

程度的鼻敏感，然而當事人往往以

為是間歇性的小問題而不加理會，

冷不防它有機會引起氣管敏感、喉

嚨發炎、鼻竇炎、中耳炎等多種併

發症。至於哮喘，每一百名病人

中，有百分之五屬於嚴重，若不醫

治及改變不良生活習慣例如吸煙、

酗酒，一旦病發起來隨時致命。」

喘 是 很 常 見 的 呼 吸 道 疾

病，是一種過敏性支氣管

疾病而引致的長期發炎。根據統

計，於過去五年，本港有超過六萬

九千宗因為哮喘而入院個案。香港

的哮喘病患率雖然相對於英國及紐

西蘭等地為少，但是於東南亞地區

卻屬高發病率的地方，僅次於泰

國。 

哮喘與鼻敏感．．．

哮

絕大多數哮喘病人
都有鼻敏感。



25November 200824 November 2008

雖然至今仍未有能完全根治哮喘的藥物，但患者

只要按時服用醫生處方的藥物並加以適當的護理，大

都能把病情有效控制，過着一如常人的生活。不少父

母對於子女服用哮喘藥都存有誤解，認為藥物有礙子

女成長，潘醒華醫生解釋：「其實現時所處方的哮

喘藥物，只要使用分量恰當，是不會對身體造成影響

的，所以病人應定期使用藥物及與家庭醫生密切聯

繫，以有效控制哮喘及減低病發率。此外，如果疾病

控制得好，患者可如常人般做運動，無需因為擔心病

發而放棄跑步、游泳等戶外活動。」

你知話

病情受控可照常運動

氣管發炎阻礙呼吸 

哮喘並非傳染病，但是有數據

顯示，這個疾病與遺傳和環境因素

息息相關。當人呼吸之時，空氣會

經過支氣管進出肺部。過敏的支氣

管是導致哮喘病發的罪魁禍首，

環境只是誘發的因素（例如天

氣或溫度轉變），因為哮喘病

人的支氣管都是比較敏感的，

一些對常人沒有多大影響的輕

微刺激，都足以引起支氣管

的劇烈反應。

哮喘患者的支氣管在病

發時會因發炎加劇而變得腫

脹、狹窄，積有痰液及分泌物，

令空氣不能順暢地進出，因而引致

呼吸困難。空氣流過狹窄的氣管腔

時，會產生喘鳴聲音，但如果氣道

嚴重收窄及通過的氣體量過少，可

能會連喘鳴也沒有。若氧分不能足

夠供應身體各部位，患者可能會因

腦部缺氧而死亡，因此千萬不能忽

視其嚴重性。

香港每年平均有七十至九十人

死於哮喘病發，其中有二、三十人

是死於精壯之年（十五至四十四

歲）。哮喘發作致命的常見原因是

病人不知道自己患有哮喘而延誤診

治、繼續刺激氣管而加劇病情、用

藥不當等。

延誤診治隨時致命

此外，哮喘亦可能令患者及其

家人的生活帶來困擾。哮喘病患者

普遍會持續咳嗽（尤其是於晚間或

運動後出現）、氣喘、呼吸困難、

喘鳴（呼吸時發出的「牽牽」

聲）、胸口有壓迫感。值得留意的

是，不一定要有齊以上的病徵才算

是患上哮喘，有些輕微的患者未必

有氣喘，但咳嗽可能是他們唯一的

病徵。對於同時患有鼻敏感的哮喘

病人，治療哮喘時必須一併治療鼻

敏感，這才有助控制哮喘病情。

「流感」是流行性感冒的簡

稱，屬於感冒的一種，是主要影響

呼吸道的疾病。感冒是由病毒引

致，引起感冒的病毒至少有一百種

以上，而流感便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而且傳染性甚高的呼吸道感染。

短時間內受感染

由於流感病毒容易發生變異、

衍生新品種，並可使人在短時間內

受到感染，建議從入秋開始就要多

加提防。潘醒華醫生表示：「就全

球來說，流感可由多種類型的流感

病毒引起，而本港最常見的，主要

分為兩種甲型病毒（如甲型H3N2

和H1N1）和一種乙型病毒。H和N

是病毒所含蛋白質的簡稱，用以把

病毒分類。」

流感．．．

VITAL話題

TOPIC
呼吸道疾病若受控，患者可照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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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流行性感冒主要是經空氣

中的飛沫傳播，但亦可由直接接觸

病者噴沫，透過呼吸道而傳染。本

港全年都有流感病例，季節性高峰

期多在一月至三月發生，亦有時在

七月及八月發生。幼童、老年人及

慢性病（包括心臟病、慢性呼吸道

疾病）患者等的抵抗力較弱，

容易因流感而引起併發症例

如支氣管炎、肺炎、腦

膜炎，嚴重的更可導致

死亡。

流感症狀遍全身

流感病毒主要經空氣傳

染，潛伏期為一至三天，其後

患者會出現的症狀包括發高燒（可

高達攝氏四十度）、頭痛、乾咳、

鼻塞、流鼻水、打噴嚏、喉嚨痛、

全身肌肉痠軟等徵狀，因為傷風和

感冒的徵狀（詳見右頁下角附表）

非常相似，很多人會把兩者混淆。

但感冒病毒一旦入侵人體便會減弱

身體的抵抗力，增加有害細菌感染

而引起嚴重併發症的危機。

潘醫生補充道，病毒的可怕之

處是可以入侵身體任何器官，舉例

說如入侵眼睛可引起紅眼症；入侵

鼻膜可引起流鼻水、鼻塞、咳嗽；

入侵腸胃可引起嘔吐、腹瀉等。由

於感冒是由病毒引起，所以服用抗

生素是起不到療效的，除非出現細

菌感染的併發症，否則無需服用抗

生素。大部分沒有出現併發症的流

感病患者，可於一至兩周內自動復

原，因此只要在發病期間注意家居

護理和症狀治療便可。

流感疫苗對預防流感所引致的

併發症及死亡有一定的功效，尤其

對幼童、長者及慢性病患者等抵抗

力較弱的人士有幫助。

每年注射疫苗

不過，流感疫苗亦不能提供百

分之百的保障，潘醫生強調：「流

感疫苗只可以抵抗特定的流感病毒

（如甲型H3N2和H1N1），並不能

全面防止所有感冒病毒的入侵，所

以即使注射了流感疫苗亦不代表不

會患感冒。流感疫苗的效力只維持

一年，並會隨時間減低，

加上病毒基因經常轉

變，所以需要每年

注射，而注射後兩

至四星期身體才

會產生抗體，所

以每年的九月開

始便可到診所注

射，作好防禦準

備。」

入十一月份，天氣應該轉

涼。可是，近年在全球暖

化影響下，天氣極為反常，時冷時

熱，令人無所適從。加上現時是流

感肆虐的季節，容易因一時大意而

患病。所以，為了健康着想，最重

要還是保持強健的體魄，減低患病

的機會。

患上傷風感冒對一般人來說，

是平常之事。然而，若經常患感

冒，即代表身體的抵抗力及免疫力

疲弱，病毒才會有機可乘，位元堂

中醫顧問羅天佑醫師指出：「感冒

屬上呼吸道疾病，即耳、鼻、喉位

置發病，徵狀主要是打噴嚏、咽喉

疼痛、發燒等，只要定期服藥及有

充足的休息，很快便會痊癒。可

是，曾經有病人一年內患上多達

六、七次感冒，就與人的抵抗力差

有關了。」

感冒是小事，但若然患上流感

便要小心了。一般來說，不少人會

把感冒及流感混為一談，認為兩者

皆是同一種疾病，沒有甚麼大不

了，因而置之不理。「流感與感冒

並不相同，流感屬病毒感染，往往

從感染到發病只需要極短的時間。

患者通常會出現全身肌肉痠痛、發

高燒等病徵。如果不及早治療的

話，還有可能引致其他併發症，如

肺炎。」羅醫師補充說，容易患上

流感及出現併發症的高危人士包括

長者、小孩及長期病患者等。

中藥補身 增免疫力

流感病毒入侵，除了以上人士

外，最容易受感染的便是體質較差

的人。病毒侵入體內，會與身體的

免疫系統打仗，如果是體弱的人，

抵抗力不足以對抗病毒，病毒便會

自動複製數量，把人擊倒。

於中醫角度上，有不少中藥能

幫助加強體內抵抗力，當中最有效

的是冬蟲草及靈芝類，其次的是黨

參、北芪等。羅醫師解釋：「以上

的中藥部分藥性平和，適合任何人

士服用。此外，當歸對免疫力亦有

一定的幫助，但只適合寒底人士，

熱底者不宜多吃。」如果出現初期

流感病徵，羅醫師亦建議大家可嘗

試服用感冒茶（熱底者適宜）或葛

根湯（寒底者適宜），它們都有

防流感的功效。當然，如果病情嚴

重，便要即時求醫，馬上接受治

療。

一直以來，春秋兩季都會出現

流感的高峰期，但近年這情況卻有

好轉的迹象。據羅醫師解釋，自零

三年沙士過後，香港人對健康及衛

生的意識提高了，注射流感針的人

中醫固本 防患流感
亦愈來愈多，因此近兩年流感患者

的數字也沒有明顯的增長。

加強意識 防患流感

不過，大家並不能因而有所放

鬆，應小心注意飲食及生活上的習

慣。首先，要預防流感，最重要當

然是良好的體魄及免疫力，給自己

充足的休息及睡眠，加上定期進行

適當的運動，增強臟腑功能及血液

流通，加強新陳代謝的運作。還

有，由於流感是傳染性高的疾病，

因此應避免流連在人多擠迫的地

方，以免互相傳染。

此外，飲食上也應避免進食

過凍的食物或飲料，因凍食會傷

陽氣，令身體有機會變得虛弱。羅

醫師亦建議應多吃水果及葉綠素的

蔬菜，如芥蘭、菜心等，當中所含

的維他命及營養對身體的抵抗力有

所幫助。

VITAL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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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胸肺及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潘醒華 

1. 多飲開水、進食有營養和容易消化的食物。

2. 保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3.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4. 注意個人衞生例如打噴嚏或處理噴沬後，應

 以梘液徹底清洗雙手；咳嗽時要用紙巾掩蓋

 口鼻，並將痰涎或鼻涕用紙巾包好棄於垃圾

 箱內；不要隨地吐痰。

5. 減少煙酒

6. 恒常運動

7. 如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應戴上口罩

醒你提

呼吸道
防感染貼士

發高燒是流感的病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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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卵蛋白、雞蛋白或新黴素等過敏的人。

2.  發燒、慢性進行性疾病。

3.  六個月以下的嬰兒。

4.  懷孕三個月以內的婦女。

你知話

不宜注射
流感疫苗的人士

流感疫苗是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建議針對當年流行的甲、乙型流行

性感冒，每年更新製造。疫苗可預

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建議北半球地區

就二零零八/零九年度流感季節所

採用的疫苗包括了類甲型/布里斯

本/59/2007（H1N1）病毒、類甲

型/布里斯本/10/2007（H3N2）病

毒；以及類乙型/佛羅里達/4/2006

病毒。

香港的污染指數持續高企，直

接引發不同類型的肺部疾病，如肺

炎或肺氣腫都是常見的問題。

顧名思義，肺炎是指肺部發

炎，通常由微生物引起，包括細

菌、病毒、真菌等。而肺炎又與流

感有密切的關係，流感本身致死的

機會率不高，大部分患者多死於併

發症，特別是肺炎，元兇主要是肺

炎鏈球菌。

肺部感染 十分普遍

肺炎鏈球菌本身是一種非常普

遍的惡菌，也是流感病毒的繼發性

入侵者，可導致如腦膜炎、肺炎及

敗血症等入侵性肺炎鏈球菌疾病兩

歲以下的嬰幼兒是感染肺炎鏈球菌

的高危群，尤其是天生免疫力差或

有潛在性疾病的兒童，一旦感染，

便很容易造成聽覺障礙、腦部受損

等後遺症，甚至死亡。

此外，肺氣腫也是亞洲常見的

肺疾病之一，屬於慢性阻塞性肺病

的一種。

據仁安醫院微創中心胸肺外科

部門主管顧問醫生及微創中心總監

嚴秉泉醫生表示，不少肺氣腫患者

均是四十歲以上的吸煙或曾經吸煙

人士，由於吸煙會把肺泡壁和細支

氣管破壞，肺氣泡換氣功能較差，

患者容易感到呼氣困難，肺部亦會

有脹滿的感覺，以及有不帶痰的乾

咳。

因此，若發現自己連續數星期

不斷咳嗽，應盡快進行肺功能測

試，以確診斷。

當然，最有效的治療是患者應

及早戒煙，避免再引起氣管收縮，

繼而令病情加劇惡化。

1. 保持家居潔淨 
 ‧避免塵埃積聚及塵蟎繁殖，經常
  保持家居清潔。 

 ‧避免鋪地氈，不要使用絨梳化、
  羽毛枕、羽絨被等。 

 ‧避免栽種開花的植物，也不要飼
  養貓、狗、雀鳥。 

 ‧避免使用布窗簾，可改用百葉
  簾。

2. 避免混濁環境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切勿在室內吸煙。 

 ‧避免到人煙稠密的地方例如戲
  院、酒樓，更不要前往塵土飛揚
  的地方如地盤等。

3. 留心天氣變化 
 ‧冬天外出或在寒流襲港時，應加
  穿衣物禦寒，但避免穿着羽絨、
  毛衣。

 ‧避免氣溫突變，例如由炎熱的戶
  外走進冷氣強勁的室內。

4. 有病及早治療 
 ‧患呼吸道感染如傷風、感冒時應
  及早治理和依照醫生指示服藥。 

5. 良好作息習慣
 ‧保持輕鬆愉快心境。 

 ‧充足睡眠，避免過分疲勞。 

 ‧適量運動（患者可參與其體力能
  應付的運動）。

 ‧注意營養均衡，除了避免食用
  確定曾導致敏感性反應的食物
  外，無需戒口。 

 ‧多喝溫水以保持氣管濕潤。

多啲知
預防哮喘
發病方法

VITAL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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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聽人說敏感症（例如鼻敏感）是終身性的，

很難斷尾，究竟是否如此呢？潘醒華醫生表示，如果

敏感症對患者帶來很大困擾的話，可考慮接受脫敏治

療，方法是先以皮膚測試或抽血方法，找出致敏原，

從而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接觸，例如對動物毛髮敏感的

不要飼養寵物，對花粉敏感的遠離公園或會開花的植

物。然後接受醫生因應致敏原而設的脫敏治療，以往

是注射針藥，每年打一針，維持三年。新一代的則改

為從脷底吸收藥物，每日滴一次，同樣維持三年。就

觀察所得，脷底滴劑的成效不俗，患者使用半年後，

鼻敏感引致的鼻塞問題已大大減少。

你知話 脫敏治療

氣管敏感的人士不宜使用地氈及布窗簾。

嚴秉泉醫生

肺炎、肺氣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