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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位 性 皮 膚 炎 衛 教 手 冊

全台皮膚科醫師關心您

一同邀請您認識與面對異位性皮膚炎

有效改善您的病況及生活品質

編印發行 / 版權所有，若欲轉載，請註明出處



您知道嗎？經最新調查顯示，異位性皮膚炎已經成為國人求診於皮膚科醫師的第一大病症，且近幾十年來，隨著文明進步與工業化程度

的提高，罹患異位性皮膚炎的比率正逐年升高，但仍有多數病患及其家人因為對此疾病的不了解，或沒有足夠的醫療及衛教常識，往往

無法獲得妥善的照護而有效控制病情。

異位性皮膚炎是一種慢性，反覆發作的過敏性發炎疾病，致病機轉複雜，多發生於嬰幼兒，症狀為極度乾癢難耐，常常突然發作，特別

是在晚上更為嚴重，所以往往在無法控制搔抓的狀況下，較難控制病情，甚至常因為搔抓而進入一個惡性循環使病情加重，長期下來不

但會干擾病患的睡眠、情緒、課業或工作，更對病患與家人的生活品質均有非常大的影響。

但也千萬不要因此而過度緊張或使心裡產生過多的壓力及焦慮感，因為如果患者及其家人都能對異位性皮膚炎有深一層的認識，且長時

間耐心的配合醫師治療，勤快的使用輔助醫療類保濕劑產品，同時做好良好的居家照護，相信一定能夠獲得相當理想的治療成果，更還

給病患及其家人良好的日常生活品質。

前 言 

皮膚科醫學會理事長   楊志勛醫師

全台皮膚科醫師關心您，一同邀請您認識與面 對異位性皮膚炎，有效改善您的病況及生活品質

皮膚科醫學會提醒：



臺大醫院皮膚部主治醫師

朱家瑜  醫師

認識異位性皮膚炎

專業觀點篇

異位性皮膚炎是一種慢性反覆性的皮膚疾病，通常好發在嬰兒期或兒童期，患者常常同時伴有個人

或家族性的過敏性鼻炎、氣喘或異位性皮膚炎等病史。

異位性皮膚炎的起因
目前認為異位性皮膚炎的致病機轉包括：基因突變或表現太低、免疫功能失調、周遭環境的影響、

生化代謝上的異常與皮膚障壁功能的缺陷等等因素。近幾年醫學研究發現，異位性皮膚炎最重要的

致病基因是絲聚蛋白 (filaggrin) 的突變，導致角質層功能缺損，皮膚的保濕度在出生時就下降，進

而導致嬰兒皮膚乾燥與皮膚炎，之後再由於免疫失調與過敏原致敏化，導致長期反覆發生。

異位性皮膚炎的臨床症狀
異位性皮膚炎的臨床症狀通常在嬰幼兒時期開始出現，大約有80%的病患是在5歲前發病，也有將

近80%的異位性皮膚炎病患會在後來出現過敏性鼻炎或氣喘。

異位性皮膚炎最主要的特徵就是極度的癢，常有病患癢到晚上根本沒什麼睡，甚至有許多人抓到血

流滿地，對白天上課或上班的影響非常大。

由於這樣長期嚴重搔癢抓癢的結果就是遍體鱗傷，最後就會出現皮膚炎 (濕疹) 的症狀。初期會皮

膚發紅、脫屑，嚴重時會流湯、流水甚至起水疱 (圖一)；隨著病情繼續進展，皮疹會越來越粗厚、

病灶也會比較不紅，逐漸出現苔蘚化 (圖二)、癢疹 (圖三) 的外觀，這就是所謂慢性皮膚炎。

異位性皮膚炎的皮疹在嬰幼兒時期好發於臉上、頭皮與四肢伸側等伸展部位，這時期的皮疹通常比

較屬於急性期的濕疹，臉上的病灶往往呈鮮紅色或橘紅色，伴有明顯的滲出液與輕微的丘疹及脫

屑；四肢與頭皮的病灶則呈粉紅色。到了兒童期以後，病灶主要分布在脖子、四肢屈側等部位 (圖

四)，皮膚會變得較粗厚、出現苔蘚化等特徵，上面往往還有一層厚厚的皮屑。如果病情控制的不

盡理想，則病灶有可能會蔓延全身，包括頭皮、身上、手掌、腳掌、陰部都可受侵犯。

異位性皮膚炎的病患也會出現一些次要特徵，例如由於長期鼻塞導致眼窩周圍慢性鬱血，因而出現

黑眼圈；對於一些食物出現過敏不耐的症狀；出現白色的皮膚劃紋症現象等等。此外慢性的皮膚發

炎也會造成皮膚色素沉著、毛孔變得明顯、掌紋變多、毛孔角化；皮膚障壁功能失調則會使皮膚乾

燥、出現魚鱗癬樣的皮膚變化、對許多環境中的刺激物質不耐、易受環境物質的刺激。

異位性皮膚炎的診斷
目前全世界通用的診斷標準包括：皮膚搔癢、典型的皮疹型態

與分布、慢性反覆性的皮膚炎、個人或家族有過敏性鼻炎、氣

喘或異位性皮膚炎等病史 (所謂異位性體質)；以上至少出現三

項，再加上至少三項其他次要特徵。

圖一、急性發作時抓痕累累、皮膚

發紅，甚至會流湯流水

圖三、癢疹 (Prurigo) 型的異位性皮膚炎

圖二、慢性期皮膚會越來越粗厚、

病灶也比較不紅，逐漸出現苔蘚化

圖四、手彎與膝蓋彎曲側是兒童期以後的好發位置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李志宏 醫師專業觀點篇

異位性皮膚炎的治療

癢感是困擾病人相當重要的症狀，它會造成小朋友晚上睡不好，白天念書會想睡影

響功課，照顧的大人也會影響睡眠品質，影響工作效率。異位性皮膚炎的癢感和皮

膚發炎造成組織胺及其他免疫及神經介質的釋出有關。目前降低癢感主要以口服抗

組織胺為主，但因為異位性皮膚炎的癢感不只和組織胺有關，因此單純使用抗組織

胺的止癢效果有限，還是要以降低不正常免疫發炎反應(如使用類固醇)較為有效。

除了保濕劑的使用很重要以外，外用類固醇的使用仍

是臨床上對異位性皮膚炎的第一線的有效用藥。長期

使用強效外用類固醇雖然有一些副作用，包括皮膚變

薄、毛囊炎、黴菌感染等，但在醫師的指示下考慮藥

物效果與副作用的平衡，對異位性皮膚炎的症狀的確

實有極大幫助而較少副作用。相信遵從醫囑，正確使

用藥物改善症狀及發炎後，再輔以平時保濕劑的正確

使用及避免誘發因子的產生，必能顯著降低異位性皮

膚炎發作或惡化的機會。

表皮障

壁缺損

癢

發炎

搔抓

免疫調節劑

保濕劑 止癢/抗組織胺

異位性皮膚炎經常反覆發作，目前並沒有藥物可以完全痊癒。治療方針應針對它的

致病機轉、避免誘發因子及減輕癢感來下手。

它的致病機轉包括兩個部份，第一是免疫發炎的異常；第二是表皮障壁的缺損。

- 在免疫異常的部份：免疫調節藥物可調節免疫功能異常活化，包括有類固醇(包括 

 口服及外用軟膏兩部份)，外用免疫調節劑(如醫立妥、普特皮軟膏)，以及各式各 

 樣的口服免疫調節劑。

- 在表皮障壁缺損的部份：可使用皮膚保濕劑(如凡士林，尿素、乳液等)來重建表皮 

 障壁，一方面可以降低過敏原的進入皮膚，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皮膚的進一步發 

 炎。皮膚的保濕劑在降低異位性皮膚炎惡化時是最重要的一環，特別在小小孩或 

 老年人在冬天時經常會皮膚乾燥，容易惡化皮膚炎，要注意用溫和的洗澡用品， 

 洗澡不要洗太熱，洗完後一定要趕快全身抹上一層乳液。乳液的選擇要以不引起 

 過敏為原則，不含香精或防腐劑，並有大型專業研究結果佐證。針對冬天乾燥程 

 度或夏天出油程度來選擇較滋潤或較水性的保濕劑。當一般保濕劑仍無法改善癢 

 感及紅腫症狀時，就需要考慮藥物治療。

避免誘發因子的暴露是減少疾病發作的不二法門。一般症狀輕微者平常使用保濕劑

保養、避免刺激性化學物質接觸皮膚、調整作息、規則運動、調適壓力、避免過敏

原接觸、維持個人衛生避免皮膚感染，就可有效避免異位性皮膚炎的發作。我們的

研究顯示，抽菸及二手菸的接觸也和異位性皮膚炎的發生相關，因此，減少抽菸及

接觸二手菸也很重要。



異位性皮膚炎是一種反覆發作的過敏性皮膚病，主要以慢性皮膚炎與發癢來表現，由於皮膚長

期處於慢性發炎狀態，容易呈現乾燥、脫屑、粗糙、色素沉澱、皮紋明顯以及苔癬化的變化。

如果因為搔抓而造成急性皮膚炎或細菌感染時，皮膚則可能會出現傷口並有滲出液造成流湯流

水的狀況，相當令人困擾。

由於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常會因為搔抓造成皮膚障壁功能受損，而產生皮膚乾燥及敏感問題，

所以在疾病治療及維持期間，如果可以注意減少皮膚傷害與增強保溼保養，對於臨床治療會有

正面幫忙效果。於是近年來的臨床治療準則，已經將適當的選擇以及使用護膚品列為重要的輔

助處理。

當異位性皮膚炎處於急性發炎或感染狀態時，這時候並不建議自行使用化妝品來處理，醫師會

選擇具有抗菌功能的清潔產品來輔助治療，並搭配口服及外用藥物來控制皮膚狀況。近年

來，市場上有不少手工皂宣稱可以給異位性皮膚炎患者使用，甚至在廣宣中提到能治療皮膚

病。但由於這類產品中含有偏鹼性的皂性成份，並非所有消費者都能適用，而且過度使用皮膚

反而容易變乾。此外化妝品不能宣稱醫療效能，手工皂也是一樣，這點消費者也是需要特別注

意的。

無論是清潔或是保濕護膚品，都是為了輔助臨床治療效果以及減低復發機會所使用，並非用來

取代原本該使用的藥物治療，所以不要本末倒置以免延誤治療時機。近年來隨著異位性皮膚炎

相關生理研究越來越多，也發現有些成份具有皮膚理療功效，像是乳油木果油、月見草油及葵

花油；擬角質細胞間油脂成份，像是神經醯胺及必需脂肪酸；以及天然保濕因子成分，像是胺

基酸、乳酸鹽及尿素，而且這些成分在市面上的相關產品中也常可見到。這幾年來，清潔及保

濕護膚品在治療異位性皮膚炎的輔助角色越來越受到重視，但要選擇適當的產品、適時的搭配

以及適度的使用，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相輔相成之效。

當異位性皮膚炎狀況比較穩定時，這時候又要如何選擇清潔及保濕品呢?

以下用條列的方式跟大家說明 :

臺大醫院雲林分院皮膚部主任

邱品齊  醫師專業觀點篇

如何挑選及使用輔助醫療產品

- 無色素、無香料

- 組成成分單純

- 保濕性及滋潤度佳(乳液及乳霜為主)

- 儘量不添加植萃及精油成分

- 溫和度高(弱酸性到中性、無酒精配方)

- 乳化劑及基質配方儘量單純

- 安全性高的防腐劑配方

- 加強止癢、修復、舒緩以及抗發炎的作用

清潔產品建議挑選原則

保濕產品建議挑選原則

- 無色素、無香料

- 組成成分單純

- 儘量不添加植萃及精油成分

- 溫和度高(無皂鹼、溫和清潔成份配方)

- 保濕性高(乳狀劑型含油脂配方)

- 安全性高的防腐劑配方



呼吸道過敏常以氣喘與慢性過敏性鼻炎表現，患者常出現夜咳，陣發性喘促或慢性鼻塞流鼻水等。

應避免環境冷熱或濕度過度的劇變。環境的粉塵、塵蟎、貓狗毛皮屑常造成異位性皮膚炎呼吸道以

及皮膚的發炎反應，故應避免養寵物，應減少環境落塵與儘可能遠離絨毛玩具，若懷疑塵蟎過敏，

也可選用防塵蟎套在枕頭或棉被床墊上。如懷疑有外來過敏原，不論是食物或環境過敏所導致，可

尋求醫師協助檢查。

近年來益生菌大行其道，也出現一些頗具說服力的文獻。然而益生菌株種類繁多，對特定患者而

言，並無法知道對某些株有效，某些株沒效。且益生菌並不便宜，療效卻無法確定，應以輔助療法

視之，我們仍強調前述之生活照顧應重於益生菌之選擇。

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部副主任

許修誠  醫師專業觀點篇

日常居家照護建議
異位性皮膚炎是種慢性發炎疾病，患者因角質層結構異常，涵水能力不足，經皮水分散失大增

因而皮膚出現紅、乾、癢的症狀。皮膚也因障蔽功能受損而易於受微生物反覆感染。長期搔抓

更惡化患者的症狀。常影響患者學習、工作以及成長。

充足保濕實在是日常照顧的第一步。保濕乳液能夠同時達到保護角質層、避免機械摩擦與防止

水分散失的功能。有些患者在洗完澡後擦上厚厚的一層乳液，下次再擦乳液就是隔天晚上洗完

澡之後，而且是又厚厚地擦一層。我們建議與其保濕乳液一次厚厚地擦上，不如較薄但較為頻

繁的塗擦，除了較能維持清潔，避免藏汙納垢之外，所擦拭的乳液更能因隨時地補充，使角質

層細胞一直都有乳液保護著。乳液的選擇上應避免過度芳香的產品，因為香料與香精往往也是

刺激皮膚的來源。皮膚清潔，宜適度但不過度。有時患者或照顧者操之過急，過度清潔脫油或

使用沐浴巾用力擦拭，反而產生反效果。有父母怕孩子洗澡著涼，就用較熱的水給小寶寶洗澡

，結果洗完紅通通，皮膚反而更容易乾癢。患者平時應穿著棉質通風吸汗的衣服，盡可能避免

動物或化學纖維成分的布料。

異位性皮膚炎患者因皮膚角質層障蔽受損，身體的細

胞結構蛋白質長期不正常暴露，加上外來微生物演化

上出現與人類相似的抗原，造成身體辨識自身與外來

抗原出現紊亂。因此，患者除有皮膚症狀之外，也常

出現腸胃道與呼吸道的症狀。此即為大家熟知的”過

敏三部曲”。一個完整的照顧，除皮膚之外，也應包

含呼吸道與腸胃道。

腸胃道過敏反應常是此三部曲的第一部。小朋友常以吸收不良、腹脹甚至成長遲滯表現。雖然

有水解蛋白配方奶可供選用，過敏兒最理想的食物仍是母奶。至於動物性蛋白質或魚類攝取傳

統認為盡可能晚點添加，然而近年來有人認為其實不需過度向後延。



迷思解惑篇
長庚紀念醫院兒童皮膚科主任

施一新 醫師迷思解惑篇

異位性皮膚炎老是治不好
我該嘗試其他的治療方法嗎?

彰化基督教醫院主治醫師

邱足滿  醫師

異位性皮膚炎，需要使用到
類固醇藥膏，我該擔心嗎?

發生火災時，我們會用什麼東西滅火呢? 抹布? 沙子? 水? 應該是滅火

器最能在第一時間熄滅火苗吧！異位性皮膚炎發作時，猶如火苗點燃

，因為癢而搔抓更助長火勢，使皮膚炎日益加劇，抓出湯汁或抓成慢

性濕疹猶如洗衣板，都是因為在第一時間處理不當所致。類固醇藥膏

就好像滅火器，火苗滋長之初便讓它熄滅，自然沒有後續急慢性濕疹

較難處理的情況。就算衍生出急慢性濕疹這種火勢蔓延的態勢，趕緊

使用適當的類固醇藥膏仍能發揮滅火器的效果，阻止進一步火災發

生。若因為「類固醇恐懼症」，不敢也不願意使用類固醇藥膏，一味

用保濕乳液或具清涼感的外用製劑來幫助，皮膚炎應該也是有機會消

退，猶如火若缺少了氧氣、可燃物、燃點，它也會自行熄滅。但若造

成皮膚炎的原因並未消失，這些保養性的作法恐怕會拖延病情，致使皮膚炎加重! 類固醇藥膏造成

皮膚的副作用一般約需連續塗抹兩週以上；全身大面積塗抹導致吸收造成副作用一般約需每週使用

50公克以上的藥膏，所以，不必對類固醇藥膏過度擔憂。

使用任何藥物都該擔心，無論是吃得或擦的，適度擔心是必要的。類固醇藥膏若不當使用會有各種

副作用，因此，如何正確使用類固醇藥膏需要學習。異位性皮膚炎需要長時間的照護，所以關於平

日如何對待皮膚、發病時使用何種類固醇藥膏、何時使用非類固醇藥膏、何時搭配口服藥都需要和

醫師細心配合，才能在第一時間給自己的皮膚適當的照護。

異位性皮膚炎是一極為慢性的疾病，多年反覆的發作、搔抓、感染，嚴重時體無完 膚，對病童與

家長而言都是嚴酷的煎熬和考驗。

時至二十一世紀，異位性皮膚炎至今尚無神仙妙藥可以藥到病除。家長們在四處求醫不見速效之後

，或擔心長期使用到類固醇會傷身，難免會聽從親朋好友的意見，嘗試正統治療之外的其他治療方

式。有的用母乳製成肥皂洗澡，有的服用益生菌企圖改變過敏體質，有的多次抽血鉅細靡遺檢驗數

百種過敏原，有的使用不明藥物內服、外用⋯⋯等等不一而足。這些舉動輕則耗財或浪費寶貴健保

資源，重則反而導致病情惡化或傷身，正本清源之道還是要回歸異位性皮膚炎治療原則：保濕及恢

復表皮屏障功能、止癢並控制皮膚發炎與感染。假以時日，皮膚漸漸改善。

有些自我照顧的基本動作與衛生習慣是要經年累月的養

成，異位性皮膚炎這猛獸才能慢慢地被馴服；沒有速成

簡易的方法，道聽途說或是網路傳聞不可輕信。 

慢性異位性皮膚炎病患



迷思解惑篇
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

楊靜宜 醫師

很癢的地方就塗成粉紅色

有一點癢的地方就塗成黃色

有點痛痛的地方就塗成綠色

在選擇輔助醫療的清潔及保濕產品時
看到有機、天然、溫和就對嗎?

在市面上標榜「有機製造」或是含有「天然成分」的保養品，理論上在產品製造過程當中，內容成

分必須是由有機植物萃取，不能添加人工香料及色素，其所含防腐劑也必須來自天然。乍看之下似

乎相當安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產品可能包含多種複雜的植物萃取物，就算是相同的有機

精油成分，也會隨著不同的產地和製造工廠而影響其品質。由於目前各國的有機認證仍然沒有統一

的標準，即使產品成分確實有機而天然，但是包含越多種的萃取成分，還是會增加皮膚過敏以及皮

膚對光敏感性的威脅。因此，並不能將坊間所謂的「有機」和「天然」，與絕對安全以及適合異位

性皮膚炎的膚質，畫上等號。例如，部分的純手工天然肥皂確實是使用天然油脂製造，雖然比起一

般肥皂來得溫和，仍然是偏鹼性，對於角質受損的異位性皮膚炎肌膚而言還是一種負擔。另外常見

容易引起過敏的添加物，包括羊毛脂、殺菌劑、香精等的產品也應該盡量避免使用。無皂鹼的清潔

用品，還是比較適合這樣的患者。 

因此在選擇保濕及清潔的保養品時，除了注意產品標

示的添加物之外，也不能因為迷信有機和天然，而

當作使用的唯一考量。選擇成分單純、無色素及

香料、低防腐劑或無防腐劑的產品，再配合醫

師的建議，才能有效改善異位性皮膚炎帶來

的不適與困擾。

記得拿給爸爸、媽媽和醫生看

讓他們知道你哪裡會癢癢

與皮皮和佳佳  一起發現癢癢

         把會發癢的地方拿色筆塗上正確的顏色

著色遊戲
癢癢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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