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敏感測試
常見問題集
1. 食物敏感測試有甚麼優點?


測試使用具高靈敏度的系統，可反映體内微小的免疫反應



全面的測試項目範圍



延遲敏感測試只需數滴血便可



採用認證實驗室提供的精湛檢測技術，達到最高準確度



測試報告附加一份交替飲食建議、以及食物來源及家族小冊子

2. 食物敏感測試能提供精確和可靠的測試結果嗎?
美國化驗所：測試運用全自動機械化的系統（免疫球蛋白吸附法及酶放大化學發光免疫法），能準確地為
您找出身體免疫系統對不同食物所產生的抗體數量，並給予可靠的品質保証。所有的測試在美國政府認可
之實驗室進行，而每位客戶的樣本均進行兩次重複測試，以達致可靠和準確的結果。實驗室是得到 CLIA

（美國臨床實驗室改進修正案）認可的一間獨立臨床實驗室，並獲 COLA (美國辦公室檢定委員會) 認可。
此外，實驗室更得到華盛頓州許可可在全球進行測試服務。

德國化驗所：化驗所榮獲 ISO 9001 及 EN ISO 13485 雙重認證，是最科學化的質量管理保證。科研人員定
期監察化驗的表現，核實無論由不同化驗人員操作，或測試之間的結果差異，均達至極度吻合，展現極高
的「可重覆性」，準確度高。化驗所同時是歐洲頂尖的致敏原試劑的生產商，專業的科研團隊，令生產質
量別具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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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怎樣保證在血點採樣咭於運送期間不會變壞?
在送出樣本前，血點採樣咭會在室溫下風乾至少 3 小時，乾透的血液能避免細菌侵襲。我們的血點採樣咭
使用獨有的採集技術，經實驗證實可保持血液質量穩定至少三星期。
經過反覆的質量測試，證實在血點採樣咭的血液樣本與液體狀的血液樣本得出的結果沒有差異。因此血點
採樣咭效用相等於液體狀的血液樣本。

4. 市面上部份測試只測量 IgE 抗體總值？


當我們接觸到致敏原時，身體就會出現 IgE 抗體，而測量 IgE 的總量有助於進行由 IgE 引起之過敏
疾病的臨床診斷。過高的數值可指出您的免疫系統正在減弱。



可是當醫護人員希望以飲食或戒口指導病人改善病情，Total IgE 未必能夠有效指出致敏原的類別，
容易令醫護人員或病人在希望避開致敏原時感到無從入手。

關於預約步驟

1. 如果我希望接受食物敏感測試，該怎樣做呢?
您可以:


預約時間親臨我們辦事處，或到我們合作的化驗所完成血液採樣的程序；



購買測試配套，在家中按照指示完成採集血液樣本程序，然後把所須資料及樣本交回我們；

我們可以:


到訪您的家庭醫生，或提供我們服務的醫務所作測試

我們的辦公時間： 上午 10 至晚上 7 時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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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我想在醫務所進行測試，應該怎樣做？
在港澳地區有超過 450 名醫生提供我們的測試服務，除了提供延遲性反應（IgG）的測試，我們亦有提供
即時反應（IgE）的測試。當中包括兒科專科、皮膚科等。醫生一方面有豐富醫學知識及臨床經驗，我們
亦為醫護人員提供全面的營養資源和相關培訓，幫助病人在戒除致敏源的同時維持營養均衡。歡迎您向我
們查詢，同時亦歡迎您向我們提供您的家庭醫生的資料。我們可與您的醫生聯絡，洽談是否可以於其醫務
所進行測試。

3. 完成食物敏感測試需要多少血液呢?
實際血量需視乎測試組合，測試延遲性食物敏感只需少量血液便足夠；若需要檢測即時性食物過敏，則需
要較多血液。我們可安排您到就近的化驗所抽取血液樣本。若有任何疑問，歡迎隨時與我們的職員聯絡。

測試注意事項

1. 採集血液樣本前需要戒口或空肚嗎?
戒口是不需要的。由於這項測試是測量血液內的抗體數量，測試前曾經進食過的食物會列入測試範圍。

2. 食物敏感測試適合任何年齡的人士嗎?
成年人及小孩均可接受這項測試。一般來說，小童的免疫系統在 20 星期大之後才會自己產生抗體 1；因
此，我們建議小童在９個月大或以上，而又開始進食固體食物至少三個月後才可接受測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1965 Nov 30; 122(6): 1173–1188.

3. 懷孕期間，我可否進行食物敏感測試嗎?
食物敏感可以是遺傳的。如果懷孕婦女一直攝取致敏食物的話，便會刺激身體的免疫系統作出反應，產生
大量的 IgE 抗體或 IgG 抗體。這些抗體可經由母體傳送到嬰兒體內，增加嬰兒患食物敏感的機會。因此懷
孕婦女應及早進行測試，預防寶寶患上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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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測試前，我需要進食不同的食物?
任何 IgG 抗體測試能反映您過往 3 個月的飲食，而 IgE 抗體測試只能追溯至抽血前 48 小時的反應。此測
試就是為了找出那些在您的飲食習慣中引起您不適的食物，因此我們一般都建議客人保持原本的飲食。只
有這樣，測試結果才能更清楚的揭示，哪些食物在您體內引起敏感反應。
但是，有些客人亦會考慮在測試前先進食一些他們平時較少接觸到的食物。若您選擇這樣做，我們建議您

在測試前進食這類型食物至少一星期，這樣可提高偵察致敏食物的機會。但是，如果您已知道一些會產生
嚴重過敏反應的食物，我們建議您不要再次犯險進食。因進食這些食物可能會引起劇烈的過敏反應。如果
您對測試有任何問題，可請教您的醫生。

5. 如果我正在服用中藥和西藥，可否接受這個測試?
一般情況下，進行測試前不宜服用任何類固醇藥物（如可體松），因為類固醇藥物會抑制免疫系統，從而

降低體內抗體數量，導致報告未能反映身體的真實情況。我們建議在停止服用類固醇藥物後 3 星期再進行
這個測試。類固醇藥膏則不會影響測試結果。

6. 我需要醫生的處方才可以做這個測試嗎?
一般情況下，任何人可無須醫生的處方而訂購他們所需的測試作健康信息用途，而非診斷之用。

7. 假若我的小孩只吃過測試清單裡一部分的食物，依然可以進行測試嗎？
如前述，任何 IgG 抗體測試能反映您過往 3 個月的飲食，而 IgE 抗體測試只能追溯至抽血前 48 小時的反
應。假若小孩從未吃過測試清單內的食物，在測試時，有可能出現「假陰性」的結果，這是因為身體從未
接觸該種食物，身體未有任何對抗該種食物的抗體出現，以致測試的儀器無法偵測。
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家長會待小孩稍為長大，吃過多種食物才為他們安排測試。但同時，部分家長會基於
小孩的症狀，希望從測試中，在吃過的食物中揪出致敏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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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測試報告

1. 報告將會提供甚麼資料呢?
食物敏感測試報告以棒形圖型式顯示。經過 ELISA 技術或酶放大化學發光免疫法的分析，將不同項目的反
應會分為 0 到 VI ，共 7 個級別。

關於 IgG 和 IgA 抗體
– 因應嚴重程度，戒除引致高反應的食物
– 以交替飲食方式，適度進食低度反應的食物
反應呈 O 級：可隨意進食這一類食物
反應呈 I 至 II 級：首 3 個月您應該每 7 天交替進食這一類食物，之後每 4 天交替進食
反應呈 III 級：建議暫停攝取 3 個月，之後每 4 天交替進食
反應呈 IV 至 VI 級：您應該避免這類食物 6 至 9 個月，然後視乎健康狀況將食物再次引入日常飲食裡面。
根據當時的身體狀況，可慢慢嘗試食回這類食物

關於 IgE 抗體:
任何呈陽性反應的食物都建議永遠停止食用。
報告會附上交替飲食指引，報告摘要隨身卡（顯示三級或以上反應的食物），補充資料及飲食小冊子，讓
您可更好利用測試結果。

2. 如何理解報告內容？誰會為我講解敏感測試的報告?
我們的營養師將先電郵測試報告給客人。客人可到我們的辦事處或在電話中聽取營養師講解報告結果及提
供專業營養意見。報告副本和其他資料會在講解報告時交給客人，或經平郵寄出。如對報告內容有任何疑
問，歡迎您致電(852) 2763 1488 與我們的健康顧問查詢。

3. 我發現對牛奶和蛋有陽性的 IgG 反應，若戒掉這些食物，我會營養不良嗎?
您可依照交替飲食計劃的建議而暫時戒除您的致敏食物。例如您對牛奶敏感，營養專家建議豆奶、米奶或
杏仁奶等可用作代替；營養素如鈣質和蛋白質都可在其他的食物來源中得到。請謹記，沒有任何一種營養
素是只出現於單一的特定食物內。只要均衡飲食，大多營養素都可從日常食物中攝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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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需要進行跟進測試嗎?
經過 6-9 個月的交替飲食計劃後，您可考慮進行跟進測試。跟進測試將助您評估是否仍然對致敏的食物有
過度反應，並能找出在過去多月的飲食變化中有否對新的食物產生敏感反應。

5. 完成測試後，要多久才有徵狀上的改善?
在大多的情況下，若您的健康問題是基於食物或吸入物質等過敏或敏感引起，在戒口後的數個星期內您應
感受到症狀的改善。
但若您的問題依然存在，這些健康狀況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始終，飲食的改變和控制只是改善食物敏感
的其中一種方法，卻不一定是所有其他健康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

6. 測試 IgE 抗體，就間接反映身體的 IgG 抗體反應嗎？
不可以。IgE 抗體與 IgG 抗體在身體發生反應的方式及反應均大有不同。就算對部分人士而言，IgE 或 IgG
抗體所帶來的症狀相似，但兩者並不一定相關。而根據我們多年的經驗，測試者對同樣食物的 IgE 及 IgG
反應大多不一樣，若您在選擇測試時遇到困難，應根據自己的過敏病或敏感症狀的歷史，詢問醫療專業人
員的意見。而我們的測試服務可同時檢測血液中的 IgE 及 IgG 抗體反應，可供不同人士因應飲食或健康的
需求而了解食物對身體的影響。

7. 部分網上文章指出，進行 IgG 測試或會致命？
部份人士誤將 IgG 的結果（延遲性反應）與 IgE 的結果（即時性反應）劃上等號，並因不了解測果結果的
情況下誤食致敏食物，而結論進行 IgG 測試或會致命。目前世界上有主要幾種過敏或敏感的測試。當中有
關血液測試危險性不高，除非測試者有血液凝固障礙或過往在採集血液樣本有不愉快經驗，或其他已知有
關採集血液樣本的風險。而皮膚點刺測試在 1990-2001 年間，在美國曾錄有零星死亡個案 [1]。而在 2017
年 8 月，在美國則發生了首宗有關食物挑戰測試(oral food challenge)的死亡個案[2]。而截至現時，暫時
未有任何有關 IgG 測試的死亡個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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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gG 抗體只反映進食過的食物？吃得愈多愈敏感？
身體對某一種食物本來並不會引起反應，但如果常常吃，身體無法處理太多某種食物，或會超出其負擔，

免疫系統就會逐漸針對這種食物產生 IgG 抗體。所以理論上需要進食過的食物才會有結果。事實上，任何
類型的血液測試（IgE/IgG 血液測試）都需要測試者身體曾經接觸致敏源才可進行。IgG 抗體測試常見的
致敏源（例如蛋、奶、小麥）都是飲食上最常接觸的食材，令人有錯覺吃得愈多，IgG 抗體愈高，結果只
反映進食過的食物。不過，亞洲人常吃白米、豬肉等食物，但對這些食物有陽性反應的人並不常見，可見
曾經進食或常常進食的食物並不是 IgG 抗體偏高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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