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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食物過敏是全球盛行率增加的疾病，約有

2-10%，兒童約佔8%(1)。一般而言，雞蛋、牛

奶、小麥、黃豆過敏絕大部分可以在學齡前攝取

而不再發生過敏症狀（outgrow），而花生、堅
果、帶殼海鮮過敏則比較會持續至成人。食物過

敏原檢查是臨床診斷食物過敏的檢查項目之一，

卻常因檢查結果陽性而停止攝取該項食物。因此

我們就食物過敏的診斷方法與近年來更精確的成

分解析的診斷學(component-resolved diagnostics, 
CRD)做介紹。

 食物過敏盛行率與症狀
食物中會引起過敏反應的成分通常是蛋白

質，其中會與IgE抗體結合而引起過敏反應的特
定蛋白質稱為過敏原（allergen）。進食後因為
嬰幼兒腸胃道的屏障功能尚未成熟，大分子蛋白

質容易透過腸壁到體內而引起食物過敏。在日

本有食物過敏的嬰兒約5-10%，幼兒約5%，學齡
期以後約1.5-3%(2)。台灣食物過敏盛行率逐年增

加，大約為6.95%，有5%的病人曾經歷過呼吸困
難、休克等嚴重症狀(3)。大部份食物過敏的症狀

是在吃到過敏食物的數分鐘到2小時內產生，主
要症狀有下列幾種：

1. 急性蕁麻疹：是食物過敏最常見的症狀，病
人常在吃到過敏食物後長出紅色且劇癢的膨

疹。有時還會合併嘴唇腫、眼睛腫等血管性

水腫(angioedema)的現象。有些比較嚴重的人
還會合併胃腸道、呼吸道等全身症狀。

食物過敏原檢查的臨床運用

2. 腸胃道症狀：從輕微的腹痛到嘔吐、腹部絞
痛、腹瀉都有可能。 

3. 呼吸道症狀：在吃了過敏食物後，因呼吸道黏
膜腫脹或攣縮，而出現咳嗽、喘鳴、呼吸困

難等氣喘發作症狀，在嬰幼兒及兒童身上特

別常見。

4. 全身性過敏反應與過敏性休克：有極少數的食
物過敏病人會對某些食物產生嚴重的全身性

過敏反應（anaphylaxis），這是同時產生兩個
以上器官的過敏反應（如急性蕁麻疹加上呼

吸道症狀），甚至出現意識改變、血壓下降

等過敏性休克。如果沒有及時治療，甚至可

能危及性命。在世界各國花生過敏是引起這

種全身性過敏反應的第一號元兇。

5. 異位性皮膚炎：異位性皮膚炎病人皮膚的癢疹
也可能被一些食物過敏原誘發出來，導致病

情更加惡化或難以控制。這種起因於食物過

敏的症狀出現的比較慢，常在吃到過敏食物

幾天後到一週內才出現症狀，比較不容易察

覺。

食物過敏的診斷

要診斷食物過敏，問診是最重要的，吃了

什麼、多少的量、何時、出現何種症狀都要詳細

詢問。輔助診斷有特異IgE抗體（specific IgE）
或皮膚測試(skin prick test or prick-prick test)等
檢查。最後為了確定診斷的食物經口負荷試驗

（oral food challenge, OFC）是黃金準則（gold 
standard）。食物經口負荷試驗是用含有過敏原
的食物以不等量方式讓病人食用，以檢測有無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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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被誘發，必須在有急救設備下實施。因為實施

經口負荷試驗時有可能會誘發嚴重過敏症狀，

相對的血液過敏原特異IgE抗體檢測是安全的檢
查，可以減少部分病人實施食物經口負荷試驗。

食物過敏原特異IgE抗體檢查與成分解析的
診斷學

目前台灣食物過敏的診斷以血液檢驗過敏

原特異IgE抗體為主，常常是檢驗結果陽性就
讓病人避免食用，造成過度的治療。如牛奶與

雞蛋，很多嬰幼兒到了5-6歲後就能食用而無症
狀，雖然有些病人可能是終生性的。一般血液過

敏原特異IgE抗體檢查是致敏性（sensitization）
的指標，所檢測的是食物中的粗過敏原（crude 
allergen），臨床上特異性低。食物粗過敏原所
包含的各個過敏原經過解析研究，純化的天然

或重組的過敏原（purified natural or recombinant 
allergens）也被發現。這當中具有臨床實用性
的主要過敏原(allergen component)（表1），
由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和國際免疫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Immunological Societies）統一命名並整理於資料
庫中(http://www.allergen.org)。由學名中“屬＂
（genus）的前3個文字和“種＂（sp ec ies）
的第1個文字，以及登錄順序來命名。如花生
(Arachis hypogaea)最初登錄的主要過敏原就命
名為Ara h 1，雞蛋的Gal d 1 (ovomucoid)和Gal d 
2 (ovalbumin)。主要過敏原是指50%以上病人特
異IgE抗體陽性的過敏原，臨床上在識別交叉反
應（cross reaction）和提高診斷率具有實用性，
這種利用主要過敏原的診斷就稱為成分解析的

診斷學。以小麥為例，以ImmunoCAP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Uppsala, Sweden)方法檢驗的過
敏原特異IgE抗體敏感度（sensitivity），若使用
粗過敏原的小麥（wheat）是48%，麩質(gluten)
是56%，若以主要過敏原ω-5 gliadin (Tri a 19)來
檢驗，敏感度可上升到78%(4)。

特異IgE抗體會與過敏原蛋白質中的特定氨
基酸排列互相結合。不同食物中的蛋白質若是

構造或氨基酸排列相似度大於50%-70%(5)，特異

IgE抗體也會結合， 稱之為交叉過敏原性(cross-

allergenicity)，因此而誘發的過敏症狀稱為交叉
反應。然而特異IgE抗體陽性並不一定會有症
狀，只表示在過去2-6個月的接觸過敏史或具有
致敏性，因此必須合併過去病史與臨床症狀來做

診斷。 

植物性過敏原

植物由來的過敏原有泛過敏原（ p a n -
allergen）和儲藏蛋白質（storage protein）。花
生、黃豆、樹果（tree nuts）、種子類中發芽時
營養需要的儲藏蛋白質是植物重要的過敏原。

貯藏蛋白質依溶解性質來分類和命名，稱為白

蛋白（albumin [水溶性]），球蛋白(globulin [鹽
溶性])，谷醇溶蛋白 (prolamin [ 60-70 %酒精
溶性])，麥蛋白(glutenin [稀酸、稀鹼溶性])。
儲藏蛋白質又依離心分析時的沈降係數（反映

分子量）分類為2S albumin，7s globulin，11s 
globulin。例如花生的主要過敏原Ara h 2屬於儲
藏蛋白質的2S albumin，Ara h 8則屬於泛過敏
原。 

泛過敏原是因為植物中有比較多相似的

蛋白質而稱之，其中與食物有交叉反應的代表

性過敏原是病原相關蛋白質-10 ( pathogenesis-
related protein-10, PR-10)或細胞骨骼蛋白質
（prophyllin）。病原相關蛋白質-10是植物在受

表1 臨床實用的食物過敏主要過敏原（＊是台灣目前可

以檢驗的主要過敏原）

Crude allergen Allergen component

Egg white
ovomucoid (Gal d 1)＊

ovoalbumin (Gla d 2)＊

Cow's milk
Casein (Bos d 8)＊ 
β-lactoglobulin (Bos d 5)＊ 
α-lactoalbumin (Bos d 4)＊

Wheat ω-5gliadin (Tri a 19)

Peanut
Ara h 2＊

Ara h 8 (Bet v 1 homologue)

Soybean
Gly m 8
Gly m 4 (Bet v 1 hom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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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壓力時產生的生體防禦機能蛋白質。細胞骨骼

蛋白質是細胞骨骼的形成蛋白質，廣泛分佈在植

物中。白樺(birch)花粉的主要過敏原Bet v 1屬於
病原相關蛋白質-10，會與病原相關蛋白質-10有
類似構造的水果（蘋果、奇異果、草莓等）產

生交叉反應而引起花粉-食物過敏症候群(pollen-
food allergy syndrome, PFAS)。然而病原相關蛋
白質-10和細胞骨骼蛋白質容易因加熱而降低過
敏性，所以花粉-食物過敏症候群的症狀在攝取
未加熱的水果與生蔬菜（芹菜、紅蘿蔔等）時產

生，若經過加熱處理過的果汁或罐頭並不會誘發

症狀。若是食用加熱過蔬果而誘發症狀就不是花

粉-食物過敏症候群，而是要考慮一般食物過敏
的可能性。水果過敏原有以下特性：1. 非常不安
定，在24小時間以內急速劣化，1-3天以內完全
失去活性。2. 在調理或罐頭製造過程中的加熱使
得鹼性化或失去活性。3. 若急速冷凍比較會保存
其過敏原性(5)。 

通常花粉-食物過敏症候群是在花粉致敏後
才發生，因此懷疑的過敏食物常常是到最近為止

食用後並無症狀，而是在花粉季節才出現症狀，

因此要確認對花粉的致敏性與以往過敏性鼻炎病

史。診斷引起過敏的食物，相較於血中特異IgE
抗體的檢查，使用水果或生蔬菜的皮膚測試陽性

率會比較高。

花生的主要過敏原Ara h 2屬於儲藏蛋白質
2S albumin，耐熱與耐消化所以容易引起嚴重
的全身過敏反應。診斷嚴重的花生全身性過敏

反應也因主要過敏原Ara h 2檢查而提高特異度
(specificity)。Ara h 2也是台灣兒童花生過敏的主
要過敏原，與臨床症狀有相關性(6)。

在種子類也含有和白樺花粉相同蛋白質的

病原相關蛋白質-10與細胞骨骼蛋白質，也會因
為交差反應而誘發口腔過敏症狀，有時也可能引

起嚴重的全身性過敏反應。種子類過敏病人的主

要過敏原的病原相關蛋白質-10是與白樺花粉交
叉反應的指標。在花粉-食物過敏症候群病人身
上，花生過敏的儲藏蛋白質主要過敏原Ara h 2特
異IgE抗體是陰性，但與白樺花粉主要過敏原Bet 
v 1同源（Bet v 1 homologue），屬於病原相關蛋
白質-10的花生主要過敏原Ara h 8特異IgE抗體是

陽性。因此可以用Ara h 2和Ara h 8分辨真的花
生過敏(genuine IgE-mediated allergy)或是和白樺
花粉的交叉反應(Bet v 1 homologue-induced cross 
reaction)。 

兒童黃豆過敏與主要過敏原的儲藏蛋白質

Gly m 8有關。至於成人的豆漿過敏則是和屬於
病原相關蛋白質-10的Gly m 4為主要過敏原，和
花粉-食物過敏症候群有關。也有報告指出白樺
或榛木（Alnus japonica）花粉過敏病人因豆漿攝
取引起的花粉-食物過敏症候群，大豆特異IgE抗
體是陰性，但95%病人的主要過敏原Gly m 4特異
IgE抗體是陽性(7)。至於味噌、醬油在發酵過程中

分解了過敏原，所以黃豆或小麥過敏病人食用也

極少會引起過敏反應。

乳膠過敏病人的30-50%對水果會產生過敏
反應，引起眼瞼、嘴唇腫脹、蕁麻疹、腹痛、

氣喘發作等症狀，稱為乳膠-水果症候群（latex-
fruit syndrome, LFS）(8)。反之對水果過敏的病人

引起乳膠過敏的可能性低。起因於乳膠過敏原與

水果過敏原的交叉反應，危險性高的食品有酪

梨、栗子、香蕉、奇異果等。與水果過敏原產生

交叉反應的乳膠主要過敏原是Hev b 6.02。

動物性過敏原

動物性過敏原有原肌凝蛋白（tropomyosin）
和小白蛋白（par valbumin），與交叉反應有
關。原肌球蛋白是廣泛分布在甲殼類、軟體類、

貝類等無脊椎動物的肌肉蛋白質，氨基酸排列的

相似性很高(82-100%)，是甲殼類或軟體類的主
要過敏原(9)。如蝦子和螃蟹同屬甲殼類十足目，

生物學分類上近緣的二者原肌球蛋白，氨基酸排

列相同性高達90%以上。此外，原肌球蛋白也是
烏賊或章魚等軟體動物的主要過敏原，與斑節

蝦的相同性約63%，相較的低。蝦子過敏病人的
問卷調查， 約60%病人也對螃蟹產生過敏症狀，
相對合併烏賊或章魚過敏只有20%(10)。報告指出

台北市ISAAC（the international study of asthma 
and allergies in childhood）問卷調查陽性的1500
名7-8歲兒童，食物過敏致敏性排行依序是螃蟹
（88.08%），蛋白(24.23%)，牛奶(22.45%)，蝦
子(21.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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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小白蛋白是魚肉構成蛋白質，不同魚種

之間的氨基酸排列雖然相似性很高，但會因飼育

環境或成熟度、背側、腹側等肌肉質量不同而使

得魚肉中小白蛋白含量差異高達40倍，也因此影
響症狀的誘發(12)。牛肉、雞肉的肌原纖維蛋白質

(肌凝蛋白[myosin]、肌動蛋白[actin])和人類肌
肉相似性高，而且主要過敏原是肌肉中的血清白

蛋白（serum albumin），容易因加熱而變性，
所以不容易成為過敏原。

主要引起雞蛋過敏的是蛋白（egg white）。
蛋白的主要過敏原有卵清蛋白（ovalbumin，Gal 
d 2）和卵類黏蛋白（ovomucoid，Gal d1）。卵
清蛋白是蛋白中含量54%的蛋白質，具有在75-
78°C會凝固的性質，因此會因加熱變性而失去
過敏原性。而蛋白中含量11%的卵類黏蛋白，是
最重要的雞蛋主要過敏原，對加熱與消化安定，

因此加熱後仍具有過敏原性。研究證實高比例的

雞蛋過敏兒是卵類黏蛋白特異IgE抗體陽性，而
若是卵類黏蛋白特異IgE抗體陰性或濃度越低表
示越有可能可以食用煮熟的蛋(cooked or boiled 
egg)。而且卵類黏蛋白特異IgE抗體與持續性雞
蛋過敏有關，被視為雞蛋過敏的預後因子(12)。至

於蛋黃（egg yolk）的過敏原性是低的。此外雞
肉的過敏原與雞蛋白沒有交叉反應，魚蛋與雞蛋

的蛋白質也相異，因此無需避免食用。有文獻報

告火雞、鴨、鵝、鵪鶉蛋等家禽類的蛋白與雞蛋

白有交叉抗原性。另外要注意的是溫泉蛋、美乃

滋、卡士達奶油（custard cream）等加熱不足的
蛋製品也可能誘發過敏症狀。

研究顯示台北市7-8歲學童蛋白致敏性是
24.23%(11)。另有報告指出患有過敏疾病的台灣

2-4歲兒童的蛋白致敏性是53.5%，卵清蛋白致敏
性是48.3%，卵類黏蛋白致敏性是37.2%(13)。

牛奶是引起小兒食物過敏及全身性過敏反

應的主要原因食物之一。牛奶蛋白質分為佔全

體80%的酪蛋白（casein, Bos d 8）和佔20%的
乳清蛋白（whey）。酪蛋白又分為α  s1-，α 
s2-，β-，κ-酪蛋白。乳清蛋白包括α-乳白
蛋白（α-lactalbumin, Bos d 4），β-乳球蛋白
（β-lactoglobulin, Bos d 5），血清白蛋白，免
疫球蛋白。其中主要過敏原是酪蛋白，α s1-酪

蛋白(α s1-casein, Bos d 9)和β-酪蛋白(β-casein, 
Bos d 11 )，這些也可存在於母奶中，除了β-乳
球蛋白以外。因為酪蛋白對加熱處理具有耐受

性，而β-乳球蛋白加熱處理後不安定。所以酪
蛋白過敏病人對加熱處理後的牛奶也無法攝取，

為了要降低酪蛋白過敏原性需要加水分解化，因

此牛奶蛋白過敏病兒的治療需要食用完全水解蛋

白奶粉而非部分水解蛋白奶粉(14)。若是酪蛋白特

異IgE抗體值比較低，則加熱過的加工乳製品攝
取可能性就比較高，因此可以衛教家屬餵食病兒

麵包或烤餅乾等充分加熱過的乳製品以誘導經口

免疫耐受性（oral tolerance）。此外，酪蛋白特
異IgE抗體高值可能與持續性牛奶過敏有關，研
究指出能夠攝取加熱處理過後加工乳製品的牛奶

過敏病兒與無法攝取的病兒相比較，長大後比較

不會再有過敏症狀(15)。

台北市一醫學中心報告患有過敏疾病的190
名牛奶致敏性病人（0-18歲兒童150名與大於18
歲成人40名），α-乳白蛋白致敏性60%，β-乳
球蛋白致敏性46.84%，酪蛋白致敏性40.53%(16)。 

牛奶蛋白過敏（cow's milk protein allergy, 
CMPA）在小於一歲嬰兒的盛行率約1.8%-7.5%，
絕大部分同時對酪蛋白和乳清蛋白過敏(17)。牛奶

蛋白過敏在新生兒引起的消化道症狀不是IgE引
起的免疫反應，所以血液檢查牛奶主要過敏原特

異IgE抗體在診斷上實用性低。牛奶過敏原激發
測驗(allergen-specific lymphocyte stimulation test, 
ALST)則是有用的診斷檢查之一，這是一種將淋
巴球分離出來後以牛奶主要過敏原的酪蛋白，

α-乳白蛋白，β-乳球蛋白去刺激以後看淋巴球
增殖（proliferation）的檢查。

特殊型食物過敏

食物依存性運動誘發過敏反應（ f o o d -
dependent exercise-induced anaphylaxis, FDEIA）
是比較稀少的疾病。發病機轉藉由IgE引起免
疫反應，屬於食物過敏的特殊型，原因食物以

甲殼類、小麥居多。症狀以皮膚症狀最多幾乎

100%，呼吸道症狀70%，休克約佔50%(18)。好發

年齡是中學、高中生到青年(10-20歲)。絕大部
分發生在飲食後2小時內的運動場合，運動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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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跑步等中高強度的運動居多， 飲食後的洗
澡或是飲酒、運動後的食物攝取也會發生。此外

阿斯匹靈等非類固醇抗發炎藥是症狀誘發因子

之一。測小麥主要過敏原ω-5 gliadin特異抗體顯
著改善診斷率，約80%病人的ω-5 gliadin特異IgE
抗體陽性，皮膚測試約90%病人陽性 (19)。對於

ω-5 gliadin特異IgE抗體與皮膚測試同時陰性的
病人，確定診斷需要做運動誘發試驗。

案例分享

最後舉個實例：第一次吃麥片粥引起蕁麻疹

的7個月嬰兒。詳細問診需要包括麥片粥是使用
熱水還是奶粉？麥片中除了小麥以外含有雞蛋或

牛奶嗎？是全母奶嗎？還是也吃配方奶？有吃過

麵食嗎？吃了多少的量？症狀出現時間是在餵食

多久以後等。問診後得知麥片粥裡含有雞蛋，牛

奶和小麥，而且都是第一次攝取所以原因不明。

檢驗這些特異IgE抗體：蛋白是5價（class 5），
卵類黏蛋白是class 5，小麥class 2，牛奶class 2。
因雞蛋的主要過敏原卵類黏蛋白特異IgE抗體值
很高，所以高度懷疑是雞蛋過敏，然而仍無法確

定小麥或牛奶有無過敏，所以實施食物經口負荷

試驗：結果牛奶是陰性，小麥是陽性，因此最後

診斷是雞蛋與小麥過敏。 
但柳田等報告有關多種食物除去兒童

的身高指出：平均年齡5.4歲的多項食物除去
（elimination）兒童34名，除去項目是6.5項，對
照組是經由過敏專科醫師診斷的食物過敏兒119
名除去項目是4.0項，初診時身高個別是-0.65SD
和-0.21SD (p=0.04)。實施食物經口負荷試驗後除
去項目分別是3.1項與3.0項，顯示一般臨床診斷
的過度除去會影響身高(20)。同樣有研究報告小於

3歲，除去牛奶的食物過敏兒身高與非食物過敏
兒相比是比較低的。

結  語
食物過敏原檢查陽性是代表致敏性，而且

只有粗過敏原的特異IgE抗體檢查結果常常不足
以確定診斷。利用主要過敏原的成分解析的診斷

學方法除了可以提高診斷率以外，還可以分辨真

的過敏，合併過敏或是交叉反應，並減少只是因

過敏原檢查結果陽性而做過度的食物限制，讓病

兒不會因此而影響成長。另外食物過敏原的IgG
抗體檢查是不必要的，因為正常人也會有陽性反

應。今後可能有更多的主要過敏原檢查可以提高

診斷精確度，也期待因此減少實施伴隨危險性的

經口負荷試驗就可以診斷食物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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