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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

● 簡單介紹"自然醫學"
● 甚麼是"過敏"?
● 過敏原進入身體的途徑

● 過敏性鼻炎的西醫與自然醫學診治

● 異位性皮膚炎的西醫與自然醫學診治

● 如何維持健康平衡的免疫系統來預防過敏

性疾病



何謂自然醫學?
● 西方人的傳統醫學; 好比中國人的中醫一樣

● 兩次的世界大戰與化學製藥的進步使其逐漸

沒落

● 人類壽命的延長, 慢性病的增加, 對生活品質

與養生的重視, 使其在近三十年再度受到肯定

與重視

● 在歐洲的普遍及接受程度要比北美洲來得高



自然醫學和西醫有何差異?
● 在疾病的病理與診斷上基本上是一樣的
● 主要在醫學理念和治療方法有所不同
● 自然醫學除了治療疾病 (Disease-Care) 之外, 

也注重養生與健康的維護 (Health-Care)
● 自然醫學倡導要對自己健康負責的意識
● 西醫的另一個名稱是對抗醫學 ,英文稱為

“Allopathic Medicine”
● 自然醫學注重全體醫學或是整體醫學理念,英

文稱為“Holistic Medicine”或"Integrative Medicine”



自然醫學的理念
1. 首先不可傷害病患或加重其病情(First Do No Harm)
● 所有醫生的第一手則
● 有時候代表不開藥或是不做侵入性的治療

2. 相信自身/自然界的治癒潛能(The Healing Power of Nature)

● 80%以上的西藥都是由天然藥物化學加工後製成
● 西藥有效, 難道天然的藥物就沒效用?
● 西藥往往比天然藥物多副作用的原因: 1.非自然進

化形成  2. 單一作用的純物質



自然醫學的理念 (cont’d)
3. 確認病源做根本的治療(Identify and Treat the Cause)
● 避免長期抑制性的治療
● 需標本同治

4. 做整體性的治療; 治療"人"(Treat the Whole Person)
● 人體器官息息相關, 不可單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 詳查細問是必須
● 排除治療的障礙, 如飲食, 習慣, 壓力, 環境等



自然醫學的理念 (cont’d)
5. 醫者良師也 (Doctor as Teacher)
● “Doctor” 的拉丁文原意是“老師”
● 醫生需要讓患者了解本身的病因, 病情, 與治療

● 您知道自己在服用什麼藥與為什麼嗎?
6. 預防是最好的治療 (Preventive Medicine)
● 飲食, 運動, 生活習慣, 情緒健康才是根本 (養生)



自然醫學的理念 (cont’d)
7. 提倡身心的健康與平衡 (Wellness Promotion)
● 與傳統的"養生"理念相近

● 沒有病是否等於健康?
● 身體, 情緒, 與心靈都是整體健康的一部分



自然醫學如何治療病患?
1. 從基本做起: 飲食,運動, 習慣, 與環境的改善

2. 現代營養醫學(Nutritional Medicine): 維他命, 
    天然食品提取物等

3. 現代草藥醫學(Herbal Medicine): 生草藥以及不

    同方法提取的草藥萃取劑型

4. 順勢療法/同類療法(Homeopathic Medicine): 
    一種傳達電磁訊息的藥物



元氣網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99/4065441



自然醫學如何治療病患? (cont’d)

5. 物理醫學(Physical Medicine): 整脊治療, 水療法, 
    超音波治療, 雷射治療, 遠紅外線等

6. 注射性治療: 皮下, 肌肉, 靜脈, 穴道, 臭氧等

7. 特殊性的檢驗: 重金屬檢驗, 骨質流失率檢驗,
    荷爾蒙代謝檢驗, 食物反應檢驗等



回歸正題: 過敏



何謂"過敏" (Allergy)?

● “An allergy is a chronic condition involving 
an abnormal reaction to an ordinarily 
harmless substance called an allergen” - 
American Academy of Allergy, Asthma & 
Immunology

● 過敏是一種對通常無害的物質(過敏原)產生
變態反應的慢性疾病.



何謂"過敏" (Allergy)?







臨床上常見的過敏症狀為何?
● 皮膚症狀: 紅, 癢, 起疹子, 紅腫, 乾燥, 脫屑, 等等.

● 眼鼻症狀: 眼紅, 癢腫, 黑眼圈, 流刺激性眼淚, 打噴涕、流

鼻水、鼻癢、鼻塞等等

● 呼吸症狀: 氣喘, 呼吸急促, 喘鳴聲, 胸悶, 慢性咳嗽, 夜間咳

嗽, 清晨咳嗽多痰, 等等

● 消化症狀: 腹瀉, 腹痛, 腸痛, 噁心, 嘔吐

● 其他: 頭痛, 頭昏, 關節痛, 等等



過敏性疾病常見嗎?
● 加拿大統計局2017年的資料顯示, 12歲以上人口中

27.3%(大約八百四十萬人)有被臨床檢測出有過敏疾病



為何會有過敏性疾病?
● 先天因素

○ 遺傳: 如果父母有過敏體質, 則子女有過敏的
機率是1/4 - 2/3 

○ 天生體質: 原因不明
● 外在因素

○ 空氣汙染, 二手煙, 重金屬等
● 後天人為因素

○ 飲食不均衡, 過度操勞, 長期壓力等身心因素
導致過敏體質的產生



引發過敏反應的途徑

過敏原引起身體免疫過度反應的途徑可以分為:

● 接觸途徑 (接觸性皮炎等)
● 吸入途徑 (花粉症, 哮喘等)
● 食入途經 (食物過敏等)
● 注射途徑 (藥物過敏, 蚊蟲叮咬)
● 物理刺激 (冷水,熱水, 冷空氣, 皮膚局部壓力)
 



常見的接觸性過敏原

清潔劑, 殺蟲劑, 化妝

品, 藥品, 膠布, 
紡織品, 金屬飾品, 
染料, 花粉, 
昆蟲皮毛等.

 



常見的吸入性過敏原

塵璊、蟑螂、黴菌、動

物毛皮(狗毛、貓毛), 
花粉, 空氣汙染,
二手煙等

 



常見的食入性過敏原

牛奶、蛋、有殼海鮮(蝦、蟹)、花生、藥物, 
麵粉, 牛羊肉、芒果、草莓、西紅柿、菇類、

大蒜、堅果類、食品添加物等

 



常見的注射性過敏原

由藥物注射(抗生素

等)或蚊蟲叮咬所引

起

 



常見物理刺激性過敏

由冷水,熱水, 冷空氣, 
抓痕, 運動等所引起

的皮膚或呼吸道反應

 



過敏性疾病是如何診治的?

今天講座只簡單探討

1. 過敏性鼻炎 (Hay Fever)

2. 異位性皮膚炎/濕疹 
(Atopic Dermatitis/Eczema)



過敏性鼻炎 (Hay Fever)



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經常鼻癢(揉鼻子)、打噴嚏、流清鼻水、鼻塞、

鼻涕倒流(清喉嚨的咳嗽),經常眼睛癢(揉眼

睛)、眼睛紅、流眼淚, 頭痛等

● 全年性(過敏原可能為塵蟎、貓狗毛及黴菌等)
● 季節性(過敏原可能為花粉)



過敏性鼻炎的診斷

根據自己的病史, 患者一般在就醫之前已經知道自

己對空氣中有些物質過敏

檢測: 一般透過皮膚點刺試驗

 來檢測過敏原; 



過敏性鼻炎的一般治療

1. 避免/降低過敏原: 洗鼻, 戴口罩, 少外出等. (不容易)
2. 口服抗組織胺, 抗組織胺眼藥水
3. 類固醇鼻噴劑: 長期控制效果好
4. 鼻黏膜血管收縮劑: 可暫時緩解鼻塞。長期使用會反

彈, 鼻塞會更嚴重
5.  減敏療法: 皮下免疫治療(Subcutaneous 

Immunotherapy)或減敏針(allergy shot)
a. 前3-6個月, 每星期一次. 之後每2-4星期一次. 一

般持續治療3-5年. 難持續.



自然醫學治療過敏性疾病的大方向

1. 找出過敏原

2. 避免/降低與過敏原的接觸

3. 適當的症狀控制/抑制 (讓患者舒適)
4. 避免/減少類固醇藥物的使用

5. 調節免疫系統/平衡免疫系統 (降低過敏反應)



過敏性鼻炎的自然醫學治療

1. 避免/降低過敏原: 洗鼻, 戴口罩, 少外出等. (不容易)
2. 症狀緩解: Vit C, 低聚原花青素(OPC), 荨麻 (Nettles), 

順勢療法藥(homeopathy), 草本藥物等
3. 減敏療法: 舌下免疫治療(Sublingual Immunotherapy)

a. 口服, 可自己給藥, 無須注射, 副作用低. 一般持續

治療3-5年
4. 臭氧治療: 每星期治療2次, 一個療程為20次. 效果可

以維持至少好幾年. 每次需要抽血與注射, 適合過敏季
節較長(>3個月)的成年人.



過敏性鼻炎的自然醫學治療 (cont’d)

5. 預防過敏疾病的復發: 飲食, 運動, 睡眠, 減壓為長期
治療的核心



異位性皮膚炎 (Atopic Dermatitis)



異位性皮膚炎的症狀

搔癢、乾燥、脫屑、發紅、手腳出現紅疹等症狀, 
好發於手,腳,臉. 小孩的紅疹可遍部全身.

● 又叫過敏性皮膚炎, 一般人常稱之為濕疹

● 原因不明，但一般相信與遺傳學、免疫功能異

常、環境因子等有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BA%E5%82%B3%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7%B3%BB%E7%B5%B1


異位性皮膚炎的診斷

沒有特別的化驗診斷. 
醫生主要根據患者病

史, 症狀, 家族過敏史, 
以及排除其他原因來

做診斷



異位性皮膚炎的一般西醫治療

1. 口服抗組織胺: 主要是控制搔癢

2. 口服抗生素或類固醇: 皮膚感染或嚴重發炎時用

3. 外用類固醇類藥膏: 消炎, 止癢; 最常用的治療

4. 外用抑制免疫藥膏: 皮下免疫治療

5. 紫外線照射: 窄波UVB, 一周照二至三次, 每次約5
分鐘; 可減少類固醇藥等的使用

6. 生物制劑: IL-4受體拮抗劑; 非常貴(>$30,000/yr)
7. 其他: 保濕, 控制情緒/壓力, 避免過敏原等



自然醫學治療過敏性疾病的大方向

1. 找出過敏原

2. 避免/降低與過敏原的接觸(食物)
3. 適當的症狀控制/抑制 (讓患者舒適)
4. 避免/減少類固醇藥物的使用

5. 調節免疫系統/平衡免疫系統 (降低過敏反應)



異位性皮膚炎的自然醫學治療

1. & 2. 找出並避免過敏原

a. 大部分的患者都有食物過敏原
■ 西醫不一定同意此觀點

b. 過敏原的種類/數目會隨著病程逐漸增加
■ 病程短的人, 過敏原較少 (知道吃甚麼會過敏)
■ 病程長的人, 過敏原越多 (吃甚麼都過敏)

c. 改善皮膚炎最重要的第一步, 但也不容易



異位性皮膚炎的自然醫學治療(cont’d)
1. & 2. 找出並避免過敏原

d. 找出過敏原的方法:
■ 先避免後挑戰 (Elimination & Challenge)

--一般需要至少4個星期的"低敏飲食"
■ 檢驗食物抗體

--皮膚點刺試驗不合適: IgE主要檢測急性過敏

--抽血檢測血清內 IgG4: 反映延遲性食物過敏

--結果仍然需經過"先避免後挑戰"步驟才算證實



異位性皮膚炎的自然醫學治療(cont’d)

3. & 4. 症狀控制與減少類固醇的使用

a. 症狀緩解: Vit C, 魚油, 槲皮素(Quercetin), 荨麻 
(Nettles), 草本藥物等

b. 短期上, 西藥在症狀控制上較為直接有效. 適當用
抗過敏藥與類固醇是沒問題的

c. 長期上, 必須找出並避免過敏原才能降低皮膚惡化
的頻率/嚴重性 (frequency & severity of flare-ups)
與類固醇的使用.



異位性皮膚炎的自然醫學治療(cont’d)
5. 調節免疫系統/平衡免疫系統

a. 從基本做起: 常運動, 良好睡眠, 減壓, 健康飲食
b. 仍然需要找出並避免過敏原. 否則, 免疫系統會更失

衡, 過敏原的種類會增加, 等等.
c. NAET治療: 一種非藥物, 非侵入性的治療. 依賴生物

電磁頻率來調節免疫反應. 
d. Low Dose Allergen Immunotherapy (LDA/LDI): 需

要皮內注射.
e. 舌下免疫治療(Sublingual Immunotherapy): 實驗階段



九大導致急性過敏反應的食物過敏原

1. 蛋**
2. 奶**
3. 魚
4. 蝦、蟹貝殼類

5. 核果（杏仁、胡桃、核桃）

6. 花生

7. 小麥**
8. 黃豆

9. 芝麻 

● 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可以同時有急性與延遲性食物過敏
● 頭三號最常見的延遲性過敏原**



急性食物過敏反應的症狀

症狀: 數秒鐘至數十分鐘內即發生的症狀，從輕微
         皮膚紅癢,到以下一種或多種症狀:
1.蕁麻疹/風疹

2.嘴巴、臉部、舌頭紅腫

3.咳嗽、嘔吐、腹瀉

4.昏眩

5.嚴重者可能失去知覺、呼吸困難致死。



乳糖不耐症 (Lactose Intolerance)
1. 不是過敏; 不同於對奶製品過敏 
2. 原因: 消化道的乳糖酶不足, 所以小腸無法分解與

吸收乳糖. 大腸內的細菌透過發酵來分解乳糖,進
而產生氣體. 沒有被消化的乳糖導致大腸內的滲

透壓變高，因此就可能出現腹瀉、水便的症狀

3. 症狀: 奶製品導致腹痛,腹脹,腹瀉,或嘔吐.
4. 非歐裔成人比較容易會有的問題

5. 治療: 避免奶製品, 或吃奶製品時一起服用乳糖酶



我之前從來沒有過敏, 
為何會突然對食物或花粉產生過敏?

● 人體免疫系統是個活躍多變的系統, 並不是一成

不變的

● 因此, 人的體質也可以逐漸改變....
● 原因: 遺傳, 飲食, 睡眠, 壓力, 運動, 情緒, 環境(重

金屬, 農藥, 空氣汙染)等



如何預防過敏性疾病的發生?
● 飲食:多吃新鮮蔬菜和水果, 少酒, 避免生食, 避免

冷飲, 少吃油炸燒烤食品, 避免精緻食品, 避免含

人工添加食品, 炒菜煮湯時多用生薑

● 睡眠:每天足夠睡眠(6-9小時), 高質量睡眠

● 壓力/情緒管理:工作/休息平衡, 避免過度勞累

● 運動: 養成運動的習慣(重點是"習慣", 而不是運動

的強度或時間多長), 每天5-30分鐘就足夠



保健品有助過敏性疾病的預防嗎?
● 適當的補充保健品有助於維持腎上腺功能, 免疫

機制的健康與平衡

● 重點: 健康的飲食, 睡眠, 運動, 減壓才是根本

那些保健品有助預防
或緩解過敏性疾病?

(僅供參考)



維他命 C  Vitamin C

1. 最富盛名的維他命. 對膠原的製造, 修復傷口, 抗
氧化, 輔助腎上腺功能, 免疫平衡等都非常重要

2. 一般市面劑型: 250-1000mg; 一般成人保健劑量

1,000mg/天. 
3. 副作用: 安全性高; 胃不舒服, 軟便



● 研究簡述: 40位過敏性鼻炎患者,平均病程10
年.1/2每天服用1gm VitC,1/2服用糖片,為期1年半

● 結果: VitC組,17/20(85%)有明顯改善. 糖片

組,3/20(15%)有明顯改善.



● 研究簡述: 69位過敏性患者,40位有呼吸道過

敏,19位有皮膚過敏.治療方法是靜脈注射Vit C 
(最高7.5公克). 急性患者平均在3個星期內接受7
次治療, 慢性患者平均在12星期內接受26次治療







● 過敏症狀:93.5%的搔癢有改善, 96.2%的鼻炎有

改善, 100%的不舒服感(坐立不安)有改善.





● 非過敏症狀:93.5%的疲勞有改善, 92.5%的睡眠有

改善, 95.5%的憂鬱有改善,91.7%的注意力有改善.



 維他命 C 總結

● 便宜, 服用簡單, 無需處方, 副作用非常少/小

● 對於免疫系統的平衡, 抗衰老, 骨質等等都好處 -- 

保健的應用相當廣泛





 維他命 D  Vitamin D
1. 脂溶性維他命. 可從食物攝取或透過紫外線刺激體

內製造. 有助鈣質的吸收與細胞生長,平衡免疫系

統, 降發炎等作用. 臨床的研究範圍包括癌症,自體

免疫, 心臟病等等的預防/治療.
2. 市面常見劑型: 1,000iu/顆. 最大建議預防劑量: 6

個月以下嬰兒為1,000iu/天; 9歲以上為4,000iu/天.
3. 副作用: 基本相當安全;長期過量服用才會造成高

血鈣症(食慾不振, 消瘦, 頭痛, 多尿, 心律不整等)



● 研究簡述: 隨機把35位過敏性鼻炎患者(病程>2
年)分成2組,治療組17人每天服用4,000iu Vit D3. 
對照組18人則服用安慰劑. 兩組都同時使用類固

醇噴鼻劑. 治療兩星期後評估.



結果

● 加服Vit D3的患者比單用類固醇噴鼻劑的患者, 
白天的過敏症狀可以減輕50%



研究簡述: 隨機把92位嚴重異位性皮膚炎小孩(5-16
歲)分成2組. 治療組47人每天服用1,600iu Vit D3. 對
照組45人則服用安慰劑. 兩組都有外塗類固醇

(1%hydrocortisone), 每天2次. 治療3個月後評估.







 維他命 D 總結

● 便宜, 服用簡單, 無需處方, 副作用非常少/小

● 對於免疫系統的平衡, 骨質, 預防癌症, 預防心血

管疾病等等都好處 -- 保健的應用也相當廣泛

● 大多數人都缺乏Vit D



 槲皮素  Quercetin
1. 具有抗氧化、抗發炎、抗病毒, 抗過敏, 抗組織胺等

特性

2. 市面常見劑型: 250-500mg/顆. 一般保健劑量: 每
天250-1000mg.

3. 副作用: 基本少見

4. 不少實驗室與動物的基礎研究, 但實際人體過敏研

究較少



Quercetin



 低聚原花青素 OPC
1. OPC(Oligomeric Proanthocyanidin)具有抗氧化，

抗菌、抗病毒、抗炎、抗過敏、血管舒張, 抑制血小

板等特性

2. 常見來源: 葡萄籽, 松樹皮(Pycnogenol)
3. 市面常見劑量: 50-100mg. 一般保健劑量: 每天

50-200mg.
4. 副作用: 基本少見



● 研究簡述: 隨機把39位過敏性鼻炎患者(18-65歲)
分成2組. 19位治療組的患者在過敏季節前5-8星
期開始每天服用50mg Pycnogenol兩次. 20位對

照組則服用安慰劑. 治療98天後比較評估.



結果

● Pycnogenol降低35%眼睛症狀,20.5%鼻子症狀.
● 在花粉症季節到來前7-8星期開始服用的效果

(比5-6星期)來得好



總結
● 人體免疫系統是個活躍多變的系統, 並不是一成

不變的. 因此, 人的體質也可以逐漸改變.
● 過敏原因: 遺傳, 飲食, 睡眠, 壓力, 運動, 情緒, 

環境(重金屬, 農藥, 空氣汙染)等
● 預防與治療重點: 健康飲食, 高質量睡眠, 良好的

壓力/情緒管理, 避免過度勞, 良好運動習慣

● 過敏症狀嚴重或難以自我控制的人, 應儘早諮詢

醫師. 避免只是長期用藥物控制症狀 --要治本!



提問時間

講座資料在4/22後可到郭醫師網頁
下載: www.DrMartinKw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