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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氣喘是一種慢性呼吸道發炎疾病，許多研究指出呼出一氧化氮（exhaled Nitric 
Oxide, eNO）和呼吸道發炎之間有良好的相關，所以本研究以eNO檢查作為呼吸道
發炎的指標，並合併問卷探討空氣污染對於氣喘或呼吸道疾病的影響。我們以台
北市石牌國小及台北縣淡水國小，三年級學童共256人（男：133人，女：123人）
為研究對象，研究時間從民國87年10月至88年6月，進行空氣污染和eNO的長期追
蹤研究。第一部份我們先分析學童有過敏或呼吸道疾病對eNO的影響，第二部份合
併空氣污染資料及呼吸道疾病等，對學童eNO作分析，以便瞭解空氣污染與呼吸道
發炎之間的關係，第三部份將學童分為有無過敏或呼吸道疾病兩組，看空氣污染
對於這兩組學童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

全部學童中曾被診斷為氣喘10.2%，呼吸時有喘鳴聲19.1%，曾被診斷為過敏
性鼻炎24.6%，曾被診斷為異位性皮膚炎5.4%。追蹤分析性結果：在家庭因素中和
學童eNO有顯著相關的因子為：父親教育程度較高、母親有過敏性鼻炎、兄弟姊妹
有過敏性鼻炎等會增加學童eNO；學童本身因素和eNO有顯著相關的為：曾被診斷
為氣喘、曾經被診斷為過敏性鼻炎、呼吸時有喘鳴聲、曾經被診斷為異位性皮膚
炎、一年內有反覆性乾咳、上呼吸道感染等會增加學童eNO；空氣品質資料和eNO
有顯著相關的為：臭氧濃度、室外溫度、懸浮微粒等會減少學童eNO，環境中一氧
化氮濃度會增加學童eNO，另外eNO在87年10月~88年3月份持續上升，88年3月~4
月略微下降；將學童分成有無過敏或呼吸道疾病學童兩組之後，發現空氣污染對
於兩組學童的影響程度差別不大，但是上呼吸道感染、二氧化硫及懸浮微粒等，
會對沒有過敏學童的eNO有影響，而有過敏的學童似乎對室外溫度較為敏感。

本研究發現，和學童eNO有關的因子為過敏、呼吸道疾病和空氣污染，而空氣
污染中對於eNO影響最大的是室外最低溫度，另外我們還發現學童eNO有時序上的
變化。本研究認為臭氧濃度、室外溫度、環境中一氧化氮、上呼吸道感染及過敏
性鼻炎對於eNO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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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thma is a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of the airway. Recentl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exhaled nitric oxide (eNO) was correlated with airway inflammation. We 
used eNO measurement and questionnaire to clarify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ion on asthma 
and airway disease in schoolchildren. Our study subjects were third grade students from 
石牌國小 in Taipei and 淡水國小 in Tamshui. We recruited 256 students (male: 133, 
female: 123) from the two schools. Study was performed between October 1998 and 
Apr 1999. The effect of children’s atopy or airway disease on eNO, and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ants and children’s eNO were analyzed. Finally, We compared the effect of air 
pollutants on children with or without atopic airway disease.

In the study subjects, 10.2% children had physician-diagnosed asthma, 19.1% 
children had wheezing, 24.6% children had physician-diagnosed allergic rhinitis, and 
5.4% children had physician-diagnosed dermatitis. Family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eNO: 
children’s father with higher education, mother with allergic rhinitis, and sibling with 
allergic rhinitis would increase children’s eNO level. Children’s factors affecting eNO 
included: physician-diagnosed asthma, wheeze, allergic rhinitis, dermatitis, cough in the 
past year, and upper airway infection (at the time of examination) would increase 
children’s eNO level. Air pollution: Ozone concentration,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particulate matter would decrease eNO level, but ambient nitric oxide concentration 
would increase eNO level. We also found that eNO level wa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from October 1998 to Mar 1999. And it was decreased from Mar 1999 to Apr 1999. 
URI, sulfur dioxide, and particulate matter had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nonatopic 
students. We also found that atopic student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ambient 
temperature.

We concluded that atopy, airway disease and air pollution were correlated with 
eNO.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air pollution that influenced children’s eNO was 
ambient temperature. We also found that eNO had a time-dependent trend. In 
conclusion, ozone concentration, ambient temperature, ambient nitric oxide, URI, and 
allergic rhinitis were important on eNO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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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研究動機

氣喘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個影響兒童及成人健康的重大問題，現
今在許多國家之中氣喘的盛行率都不斷的提高 1，反映在住院率的提
高，醫療院所看病的次數增加，以及服用藥物治療控制病情的次數增
加等等 2。在某些國家之中，氣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更不斷提昇 3，每年
都造成龐大的社會負擔以及醫療成本支出，因此氣喘實在是一個在公
共衛生上的重要課題。在西方國家之中氣喘的盛行率保守估計成人約
有 5%，兒童約有 10%1，全球大約有 1億 3千萬人患有氣喘的毛病，而這
個數字目前還在不斷的增加 3。雖然氣喘的研究已經有相當的深度，但
是影響氣喘發作的環境因素仍然尚未完全釐清。在空氣污染的相關研
究當中，常把氣喘病童當成社區當中對空氣品質較為敏感的指標族
群。然而，兒童氣喘的病因非常複雜，通常與過敏體質的程度有明顯
的關係。因此，過敏體質如何產生、室內過敏原如何影響過敏體質的
嚴重程度、室內和戶外的空氣污染如何影響氣喘的症狀，需要有更進
一步的研究，以求得劑量反應關係，有助於空氣品質之管理。從各地
過敏體質的盛行率看來，以橫斷式研究難以比較兩地之間的氣喘病
情；因此，以時間序列法調查，比較容易校正個體之間的差異，觀察
外在環境的影響，可能是往後應該採取的方向。另一方面，以往氣喘
的調查常仰賴症狀問卷，或尖峰呼氣流速之記錄，這些方法固然有其
直接價值，但是需要受測者的配合，而且敏感度有限。因此，我們應
該不斷嘗試，以採取更新的方法來評估氣喘病情。

2.研究目的

在台灣，氣喘是目前影響兒童肺部健康最重要的疾病， 1974年台
大謝貴雄教授對台灣地區中小學兒童，調查氣喘的盛行率約為 1.3%，
到了 1985年上升為 5.07%4，台北榮民總醫院小兒科於 1987年，於台北
市石牌國小及明德國中對 8345位學生做問卷調查，發現男生的氣喘罹
患率為 5.3%，女生為 3.3%。 1997年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研究中發現氣
喘的盛行率已經高達 8%5，1997年陽明大學與台北榮民總醫院在石牌地
區三所國小所做的調查發現氣喘的盛行率男生已經升高為10.8%，女生
是 8.9%，較十年前明顯的增高許多。由於氣喘會干擾學童之生活與學
習，將來也會影響成人的肺功能，近年來氣喘病的盛行率在台灣持續
增加，因此瞭解學童肺部健康情形，以及空氣污染對健康影響之程度
就是目前公衛界亟需要進行的課題。

由於氣喘是一種長期、複雜的支氣管慢性發炎。患者的呼吸道在
受到外來的刺激之後，會釋放許多發炎的介質，改變呼吸道血管的通
透性，造成周邊組織發炎水腫，同時吸引大量的嗜伊紅性白血球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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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炎部位，嗜伊紅性白血球的聚集會使得呼吸道上皮細胞脫落，一
連串的發炎反應會造成黏液線體的大量分泌，妨礙呼吸道纖毛細胞之
清除功能，之後因為發炎反映訊息不斷累積，進而活化迷走神經反射
以及感覺神經放大發炎的訊號，最後呼吸道平滑肌收縮而使呼吸道敏
感性增加。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可以被人類呼吸道上皮細胞與巨噬
細胞等所合成，其來源可能是呼吸道上皮細胞的一氧化氮合成酵素
(NO synthase)，NO在細胞訊息的傳遞與對抗外來病菌中扮演很重要的
角色，近來已有多篇氣喘的研究中發現NO可以用來評估氣喘病人呼吸
道發炎的情形 6 7 8 9 1 0 1 1。研究報告指出氣喘患者口中所呼出的NO較正
常人來得高許多 1 2，在老鼠和人類的體外實驗裡都發現肺部的上皮細胞
在暴露到細胞激素 (cytokine)之後會製造許多的NO，而和上皮細胞NO
合成酵素的基因表現也有很強的關係 1 3，這種經由細胞激素所引發的
NO增多的情形，可以被口服或吸入類固醇藥物所降低；另外上皮細胞
受到細菌或病毒感染也可能會增加NO的形成，根據上述資料，呼吸道
的慢性發炎、細菌感染、氣喘等會造成口中呼出NO的增加 1 4。如果空
氣污染會導致呼吸道發炎反應的惡化，應該可以在呼氣的NO濃度上反
應出來。

要判斷出病患是否有氣喘必須倚賴過去的病史或是作支氣管誘發
檢查，可是對於兒童來說，支氣管誘發試驗需要連續六次的肺功能檢
查，而且有潛在的誘發氣喘發作的危險性，因此，既耗費時間經費，
而且非常不便。因此我們需要一種快速、簡便以及非侵入性的檢查方
法來進行學童的篩檢，因此我們想藉著檢測口中呼出NO濃度的高低來
判斷學童的呼吸道健康情形。目前為止空氣污染相關研究文獻中，並
無NO之相關報告，我們採用的世界首創的方法，今年度的重點將是這
個方法的有效性評估。

3.研究限制

本研究乃以時間序列方法，追蹤石牌國小及淡水國小之三年級學
生共二百五十六人，以每個月一次問卷及呼氣NO檢查，配合環保署監
測站資料，希望能發展出以呼氣NO檢查作為空氣品質對兒童呼吸道發
炎反應影響之先驅研究。本研究之限制如下：

1. 因為是對國小兒童檢查，所以問卷必須由家長填寫，難以獲得完全
配合。在完全依賴問卷的項目，例如症狀、醫師診斷、服藥、飲食
頻率等，無法確定問卷正確性。

2. 呼氣NO檢查僅能在早自習時間進行，無法比較一天當中早上、下
午檢查時間是否會影響檢查結果。

3. 因為必須在兩個學校進行檢查，為方便安排檢查，並配合受檢學校
之意願，檢查頻率為每個月一次，或許無法探測出空氣污染的影響。

4. 囿於家長配合度，無法以皮膚試驗、鼻腔灌洗、或支氣管誘發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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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確定呼氣NO與其他侵入性檢查的配合程度。

4.文獻探討

第一節 氣喘的定義

在流行病學的研究中，到目前為止氣喘還沒有一個廣為大家所認
定的標準，儘管學界對於氣喘的致病機轉、可疑的氣喘遺傳基因以及
一些臨床表徵有所瞭解，但是要真正定義出氣喘的含意卻仍然是眾說
紛 紜 。 美 國 國 家 心 肺 血 液 研 究 所 （ National Heart Lung Blood 
Institute--NHLBI）於 1995年對氣喘下了一個較為詳細的定義 1 5：
「氣喘是一種呼吸道慢性發炎的疾病，很多的細胞在這種疾病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尤其包括有嗜酸性白血球（ eosinophils）、肥胖細胞（mast 
cells）、淋巴球（ lymphocytes）等的聚集，許多的細胞激素（ cytokine）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容易敏感的個體中，這種發炎的反應會引發
廣泛而多變的呼吸道阻塞的症狀，包括有喘鳴聲（ Wheeze）、咳嗽
（ cough）、呼吸困難（ dyspnea）、胸部會有緊縮感（ chest tightness）
等等，而這些症狀在利用支氣管擴張劑或類固醇藥物治療以後會獲得
相當程度的緩解，發炎反應同時也會增加呼吸道對於外來刺激物的敏
感程度」。

第二節 氣喘的相關危險因子探討

根據先前多項針對氣喘危險性因子探討的研究中，整理出氣喘的
危險因子主要分為兩大方面：

分 類 決 定 因 子
內因性的因素 基因

家族中有過敏病史（特別是媽媽有過敏病史）
異位性體質
種族

環境因子 一些確定的職業暴露（刺激性化學物質如二異氰酸）
空氣中的過敏原（如花粉）
懷孕前後持續暴露在室內過敏原
病毒感染
在懷孕前後吸煙
生活型態的改變（如西方式的生活型態交通所造成的空
氣污染）
某些飲食、哺乳、一歲時某些特定的感染
某些家庭中的特徵（如炒菜油煙、地毯）
社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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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孩童氣喘的因素

在大多數的研究中都說明異位性體質對孩童氣喘是最重要的因素
1 6 1 7 1 8 19，然而氣喘是一種複雜的疾病，並非光靠基因就可以完全解釋。

異位性體質
異位性體質是目前唯一被證實和氣喘有相關的強力因子，在許多

氣喘病人中都擁有異位性體質，而異位性體質的人中發生氣喘的機率
也較一般人來得高，異位性體質的判定是以皮膚測試或血液中 IgE的濃
度來得知，如果皮膚測試為陽性，則表示此人平時血中 IgE的濃度就較
一般人來的高。

在兒童和成人一樣，氣喘盛行率和支氣管過度敏感反應和血中 IgE
濃度及皮膚測試的反應有很強的關係 2 0 2 1 2 2，幾乎沒有氣喘和支氣管過
度敏感病人的血中 IgE濃度很低。然而不同敏感度的異位性體質在氣喘
的發展與支氣管過度敏感之間的相關性並沒有被證實。

Peat 等人以居住在澳洲不同氣候地區的三群兒童中，調查異位性
體質、氣喘和支氣管過度敏感反應之間的關連性，研究中測定每一個
地區兒童所暴露到的室塵蠻、霉的濃度，結果發現和過敏、支氣管過
度敏感反應、氣喘最有相關的是當地最普遍的過敏原，這個研究指出
暴露到的過敏原濃度會決定族群中會不會發生敏感反應 2 3。至於這個調
控 IgE濃度 和轉 變 個人 體質 使其 傾向 氣喘 的基 因 有多 大以 及作 用機
制，目前仍然不清楚 2 4 2 5，而且尚有許多因素和異位性體質及支氣管過
度敏感反應無關但是會決定氣喘的表現與否，而這些因素正是我們必
須加以去探討的 2 6。

早產
在一些研究中指出早產或低出生體重的嬰兒不論在孩童時期或青

少年時期其肺功能會較差，同時有較多的呼吸道症狀如咳嗽和呼吸時
有喘鳴聲 2 7 2 8 2 9，而且低出生體重和早產的女嬰這種現象更是明顯，她
們會比足週生產的女嬰有較明顯的呼吸道症狀，被醫師診斷為氣喘的
比率也更多，特別是那些出生時必須靠人工方式來維持生命的嬰兒這
種現象會更明顯，這些嬰兒長大之後的肺功能也顯著的較其他的嬰兒
來得差 3 0。

然而早產或低出生體重和異位性體質之間並沒有很好的相關，因
此這些呼吸道的症狀或肺功能的減低，可能是因為早產的關係導致呼
吸道或肺部組織的發育不完全，或者是在出生時肺部所受到的損傷所
造成。

飲食
近幾年來由於社會的進步，因此生活與飲食都有很大的改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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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的盛行率因此也被聯想和飲食的改變有關係 3 1 3 2 3 3，在一些研究中發
現哺乳在嬰兒三歲前會減低濕疹、食物過敏、異位性體質、以及呼吸
時喘鳴聲的現象 3 4 3 5，哺乳也許可以保護嬰兒不受一些呼吸道的感染及
胃食道症狀的發生 3 6，然而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哺乳有長期性的保護作
用以及是否能減低學童時期的氣喘 3 7 3 8。

近年來發現脂肪對於心臟有不好的影響，同時飽和脂肪酸與不飽
和脂肪酸之間的平衡傾向於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形成，在澳洲所做的
研究顯示多食用魚油會減低氣喘的盛行率 3 9，在美國的研究指出食用較
多的魚類會增加第一秒最大呼氣量的值 4 0，學童食用較多的魚類會使得
他們攝取較多的 omega-3的脂肪酸，而較多的 omega-3脂肪酸可以減低
他們支氣管過度敏感反應的發生。然而近來在對花粉過敏的患者所做
的研究顯示食用較多的魚油會增加血液中嗜中性白血球的濃度，但並
不會減低症狀的嚴重程度或減少支氣管過度敏感反應。最後，氣喘的
嚴重程度（並非氣喘的發生與否）和所食入的鹽有關係，但是這種相
關性只在男性中發現，在女性並沒有看到這樣的結果 4 1。

空氣污染
許多人認為空氣污染和近年來氣喘的增加有關係，特別是在抽煙

方 面 的研 究 更是 廣 泛 ， 一份 由 美國 環 境 保 護署 （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所提出的報告說明暴露在二手煙之下可能會有以下
的危險 4 2：
1. 在嬰兒及學童會增加下呼吸道的感染，像是支氣管炎或肺炎。
2. 會減少肺功能，而且有劑量的相關。
3. 會增加氣喘孩童疾病的嚴重程度及發作頻率。

暴露在二手煙之下也有可能會使原本沒有氣喘的孩童變成有氣
喘。另外，在美國土孫城（Tucson）對孩童呼吸道的研究中發現懷孕
中母親的吸煙或暴露到二手煙會造成孩童呼吸時有喘鳴聲的情形增加
4 3。

並沒有證據顯示高濃度的二氧化硫或懸浮微粒會造成氣喘或過敏
症狀，在東德及波蘭，二氧化硫和懸浮微粒的濃度都很高，但是其氣
喘、支氣管過度敏感反應、異位性體質等的盛行率卻明顯低於空氣比
較乾淨的西德與瑞典 4 4 4 5 4 6，然而這些空氣污染物的濃度和支氣管炎以
及上呼吸道的感染有明顯的相關 4 4 4 7。在東西德統一之後，東德的過敏
性鼻炎盛行率已經倍增，趨近於西德的盛行率，但是氣喘盛行率則維
持不變。由此可見，過敏體質與西方化的生活形態有關，但決定氣喘
與否，顯然除了過敏體質之外尚有其他因素。對於氣喘的調查，若不
能同時掌握過敏體質和環境因素，顯然無法確認環境因素的影響。

目前並不詳細瞭解交通工具所產生的空氣污染對健康所產生的危
害，但是在西德慕尼黑（Munich）所做的研究發現孩童會因為高流量
交通所帶來的廢氣，而有增加他們呼吸道非特異性的感染及肺功能的
降低 4 8。這樣的結果和暴露在二手煙之下對孩童所造成的影響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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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shizaki等人也發現在西洋杉的花粉和交通工具所排放的廢氣與過
敏性鼻炎之間有很強的相關 4 9，但是其他的研究學者並沒有發現交通污
染和乾草熱或氣喘的盛行率有相關 4 8 5 0。

至於臭氧對肺功能及呼吸道症狀方面的影響，目前有研究報告指
出暴露在一定濃度的臭氧會造成呼吸道的症狀的出現，像是咳嗽、呼
吸時胸部有緊繃感、深呼吸時胸部會疼痛等等 5 1 5 2，肺功能的改變和症
狀出現的頻率是有再現性的，說明了臭氧對呼吸道的確會造成影響 53

5 4，但是也有其他的研究者發現有些人也是可以快速的適應臭氧的濃度
而不會造成以上的現象 5 5 5 5 5 6。目前已經被證實在暴露過臭氧之後，會
增加支氣管對 histamine及methacholine的過度敏感反應，但是這樣子的
現象是否能持續的表現，目前並不清楚 5 6。目前對於長時間暴露在臭氧
之下會不會造成氣喘和過敏性疾病的相關證據還不充足，而且現有的
流行病學資料也常常互相矛盾，因此目前對於臭氧和呼吸道疾病或異
位性體質之間還不清楚 5 7 5 8。

其他因子
在西德與東德，不同的生活型態可以造成 2-3倍皮膚測試結果的差

別，Strachan首先發現家庭中兄弟姊妹的個數和乾草熱（Hay fever）之
間有明顯的相關 5 9，這樣的相關性在哥哥姊姊之間又比在弟弟妹妹之間
來得明顯，這說明了在小時候的某些感染可能會減少日後發展為過敏
性疾病的可能，這樣的假說也可以應用到東德與西德的環境，在東德
大多數的小孩在出生之後會送到公立的托兒所去接受照顧，反而在西
德只有少部份的小孩子在出生之後會把孩子送到托兒所，因此西德的
小孩在幼年時期可能會減少一些對於過敏性疾病有保護作用的感染，
這也許是造成西德的小孩在過敏性疾病比東德小孩來得高的原因之一
45。其他像是西方化的生活型態，家庭兄弟姊妹數較少，在幼年時期
特定的感染、社經地位等等對於發展為過敏性疾病的影響可能比暴露
於高濃度二氧化硫或懸浮微粒來得大。

保護因子
暴露於在室內的過敏原，特別是室塵蠻或貓的毛髮被發現和孩童

時期氣喘的發生及嚴重程度有關，因此避免或減少接觸到過敏原似乎
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有研究報告指出在醫院內接受治療 6 0、居住在高緯
度 6 1或者是使用保護性床墊 6 2，可以減少氣喘患者症狀的出現以及支氣
管過度敏感反應的發生，然而是不是只要避免掉室內的過敏原，就可
以防止小孩被致敏（ sensitization）或減少發展為氣喘，目前仍然不是
很清楚。

第四節 氣喘的診斷

在缺乏一個簡單的檢查方法之下，氣喘診斷往往必須依賴病患過
去的病史、臨床的表徵以及支氣管誘發試驗。所謂的支氣管誘發試驗
乃是以組織胺或methacholine為刺激物，並且在不同的刺激物濃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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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測量受測者一秒鐘用力呼氣容積（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 FEV1），以檢查對刺激物的反應程度，以鑑定支氣管的過度
敏感反應（Bronchial Hyper-Responsiveness）。另外的方法是測量尖峰
呼氣的流速（ peak expiratory flow rate，PEFR）在早上和晚上之間的差
異 6 3。尖峰呼氣流速（PFR）監測進行至少一到二星期以確立多變化的
呼吸道阻塞情形 6 4。其他用來輔助流行病學研究的方法包括：藉著血清
IgE濃度的測定或過敏原皮膚試驗反應（ allergen skin prick test）來證
明異位性體質（Atopy） 6 5，以及近來開始採用的口中呼出一氧化氮濃
度來判定呼吸道或支氣管發炎的方法。

第五節 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NO)的分子量是 30.01，熔點為 -161℃，沸點
為 -152℃，是一種無色無臭的氣體，對人類的呼吸系統有刺激作用，在
高濃度的環境之下則會有會產生急性肺水腫 (Pulmonary edema)和變性
血紅素血症 (methemoglobinemia)的發生 6 6 6 7 6 8。近來有些報告指出在有
氧 的 環 境 和 生 理 相 同 的 pH 值 之 下 ， 會 使 沙 門 氏 桿 菌 屬 (Sa lmon ella  
species)造成突變 6 9 7 0，也有研究報告指出，給老鼠吸入50ppm的一氧化
氮，會造成老鼠學習與記憶力衰退的情形，原因可能是一氧化氮損傷
了腦部的神經傳導作用所致 7 1。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出 NO在非特異性對抗外來病菌中扮演很
重要的角色，同時和巨嗜細胞、T型淋巴球之間的訊息傳導也有關係 7 2，
另外在人體免疫機制中，NO對於CD4+  T型淋巴球幫助細胞（Th cell）
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與慢性長期發炎疾病更是相當的有關連。NO本身
也是一種支氣管的擴張劑，有研究指出吸入高濃度的NO，可以幫助氣
喘病人暫時緩解支氣管收縮的情形 7 3。

在大氣中的一氧化氮會迅速與氧氣結合而變成二氧化氮 (Nitrogen 
Dioxide,  NO2)。在大氣中一氧化氮的來源主要為燃料的燃燒、交通工
具及工廠所排放等等，基本上只要有高溫的地方就會有一氧化氮的形
成 ;而內生性的一氧化氮來源是一氧化氮合成 所合成。

第六節 內生性一氧化氮的合成

在 1987年時，Palmer等人發現了由內皮細胞所引起的平滑肌舒緩因

子 (endothelium-derived relaxing factor EDRF)就是一氧化氮 (NO.) 7 4，這
個發現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隨後又有研究發現內生性的一氧化氮合
成需要L-arginine 7 5 7 6，而且在多種脊椎動物中被大家發現，一氧化氮
在體內所扮演的角色也具有非常多樣性，如：平滑肌的舒緩因子、血
小板的抑制劑、參與中樞和自主神經的神經傳導作用、腫瘤細胞的分
解、殺菌作用和刺激某些賀爾蒙的分泌。



8

一氧化氮是由一氧化氮合成 (Nitric Oxide synthase)將L-arginine
催 化 成 citrulline 所 得 到 的 產 物 ， 在 催 化 的 過 程 中 需 要 有 NADPH 、
Biopterin、O2、THIOL、FAD和FMN的參與，而催化的過程可以被L-NG

monomethyl arginine (L-NMMA)及L-NG  arginine methyl ester (L-NAME)
所抑制，其反應式如下圖一 7 7：

一氧化氮合成 的種類可以照鈣離子 (Ca2 +)的需要而區分為兩大
類 (1) 需 要 鈣 離 子 的 (Ca2 +  dependent) ： 又 可 稱 為 constitutive form 
(cNOS)，(2)不需要鈣離子的 (Ca2 + independent)：又可稱為 inducible form 
(iNOS)，這樣的分法主要是依據酵素在調節過程中是否需要 calmodulin 
7 8 79 。 研 究 中 指 出 cNOS 可 被 一 些 mediator 所 刺 激 而 產 生 ， 如 ：
bradykinin、acetylcholine、 calcium ionophore、histamine、 leukotrienes
和 plate activating factor (PAF) 7 4 7 8 8 0 8 1，而 iNOS的messenger RNA 則
可被 interferon γ、endotoxin、TNFα、TNFβ、IL-1及其它一些的 cytokines
刺激而製造 8 2 8 3 8 4。至於NOS在呼吸道的分佈如下圖二 8 5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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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一氧化氮和氣喘及呼吸道發炎的關係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可被呼吸道內的許多細胞所合成，
而內生性（Endogenous）的NO在調理呼吸道機能以及抵禦外來的疾病
上有重要的角色 8 7 8 8 8 9。內生性的 NO來自於一氧化氮合成 （ NO 
synthase,  NOS）所轉化的 amino acid L-arginine。NOS有三種不同的表
現型： 1.平時在內皮細胞就持續性表現： cNOS（ type III），具有調控
支氣管內血流速度的作用 9 0； 2.由神經所引發： nNOS （ type I），可
作為適度的支氣管擴張劑；3.由許多發炎前的前驅細胞間激素所引發：
iNOS（ type II），表現在上皮細胞及巨噬細胞上，會合成大量的NO9 1；
而這三種不同表現型在人類的呼吸道都可以被偵測出來 8 5 1 2 9 2 9 3。
Gustafesson首先發現動物和人類所呼出的氣體中的NO可以被偵測出來
9 4，而隨後便被許多的研究加以證實並應用 6 7 8 9 1 0 1 1，之後又有研究指
出一些呼吸道發炎疾病（如氣喘 7 8 9 5和支氣管炎 9 6）的病人，他們所呼
出的一氧化氮的濃度明顯的比一般正常人來得高，於是就有人提出以
呼出NO來當作一個非侵入性監測呼吸道發炎的方法。 在NO的測量方
面，目前一般的研究都是利用化學光 (chemiluminescence)反應偵測機來
偵測，其所依據的原理就是利用口中呼出的NO會和機器所產生的臭氧
起光化學反應而放出微弱光芒，藉著偵測光芒的強弱便可以知道NO的
濃度，其精確值可以達到 ppb以下 1 1。

第八節 影響呼出一氧化氮濃度的因子

影響正常人呼出一氧化氮的因子
有研究指出憋氣會造成 eNO的上升 9，同時如果使用鼻夾的話，可

能會造成一氧化氮從上呼吸道擴散到鼻咽部。而使得所測得的 eNO變
高。研究指出正常人在上呼吸道受到感染時也會使得 eNO變高 9 7，這可
能是因為呼吸道在受到病毒或細菌感染之後而造成 iNOS大量的表現所
致。另外，正常人在口服L-arginine之後也會使得 eNO增加，這可能是
因為增加了可供NOS反應的物質，而使得NO被大量的製造 9 8。關於運
動和 eNO之間的相關是很複雜的，因為就單純的運動而言，會造成 eNO
的下降，可是因運動而引起的激烈換氣動作反而會造成 eNO的上升。在
靜止的狀態下過度換氣 (Hyperventilation)會造成 eNO的上升，上升幅度
比運動引起來得略小，雖然目前關於運動和過度換氣而造成 eNO上升的
情形還不是很清楚，但是一般相信和上呼吸道的某些機轉有關係 9。

對一些長期抽煙的人所做的研究中發現他們的 eNO較那些不抽煙
的人來得低的許多 9 9，而且研究中還發現抽越多煙的人，他們的 eNO越
低 1 00，可能的原因為香菸在燃燒的時候會產生相當高濃度的NO，而高
濃度的NO會造成NOS的活性減低，進而抑制體內NO的產生 1 01 1 0 2，吸
煙者內生性NO產生量的降低，可能會造成他們呼吸道纖毛活動能力與
清除能力的降低，進而引起潛在性呼吸道感染的危險性 1 03。

疾病對於 eNO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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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喘
先前的一些研究中已經報告在氣喘病人呼出的 NO有較一般人來

得多的情形，7 8 9 5 10 4 1 05但是這種呼吸出的NO值和氣喘病的嚴重程度以
及呼吸道的過度反應並沒有相關，而且病人如果服用類固醇之類的藥
物來治療疾病時，所呼出的NO值也和正常人無異 8。但在一些支氣管的
生理切片及免疫染色都顯示出氣喘病人在其表皮細胞上有較正常人更
多的 iNOS1 2，可能的解釋為引起發炎的 cytokines在氣喘病人的下呼吸
道會大量的聚集，聚集的結果會造成 iNOS的大量表現，這種因為發炎
cytokines引起 iNOS表現的現象，便是可能造成氣喘病人 eNO上升的主
要原因。

有研究指出氣喘病人在吸入過敏原刺激之後，剛開始 eNO並不會有
明顯的改變，到了反應晚期之後，發現氣喘病人的 eNO有上升的情形
1 0 6，這樣的情形可能是因為 iNOS的表現需要發炎 cytokines聚集，但是
到底NO的產生是不是發炎 cytokines的聚集的一種表徵，目前仍然不太
清楚。但是經由 histamine所引起的氣管收縮，並不會使得 eNO上升 1 0 5，
但是如果因為氣喘而引起的氣管阻塞，其 eNO會上升，而且上升的情形
可以在服用類固醇藥物之後獲得降低 1 0 7。綜合以上的研究可以發現
eNO在氣喘病上可以適當的反映出呼吸道發炎的情形，而且可以當作是
一個監測呼吸道發炎現象的指標。

支氣管擴張
有研究發現支氣管擴張的病人的 eNO較正常人來得高，和氣喘一

樣，患者在服用類固醇藥物之後 eNO會下降，從這個研究中知道 eNO可
能可以用來當作下呼吸道發炎的指標 9 6。

血管疾病
病人罹患全身性血管硬化而導致的肺部高血壓會使得他們的 eNO

相對較正常人以及其他肺部疾病患者低，這可能是因為在這些有肺部
高血壓的患者他們的 cNOS比較少的關係 1 08，由於內生性的 eNO的減少
會使得肺部的血管持續保持在收縮的狀態，進一步造成肺部血管平滑
肌的增生。

鼻部方面的疾病
在正常人的鼻子可以偵測到比口中呼出更高濃度的NO1 09 1 10 1 11，

而且在鼻竇部份的NO濃度更高 1 12，因此鼻內的NO可能因為呼吸的動作
而影響測量口中呼出的一氧化氮值，而鼻內高濃度的NO可能是來自於
居住在鼻內的細菌，特別是在那些身上有對盤尼西林 (penicillin)免疫的
葡萄球菌的病人中，經常發現他們的鼻內有非常高濃度的NO1 09。鼻內
的細菌可能會刺激鼻內 iNOS的大量表現，而且這些細菌本身可能也可
以合成NO1 4，然而對正常人施以抗菌藥物，結果發現鼻部的NO濃度似
乎不會受到影響 1 10。

近來有研究指出在罹患過敏性鼻炎，以及長期有鼻炎的毛病的
人，他們鼻內的NO濃度有較正常人來的更高的現象，這可能反映了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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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內 因 為 過 敏 而 引 起 的 發 炎 現 象 ， 有 報 告 指 出 有 Kartagener’s 
syndrome(一種先天性疾病，會造成氣管擴張、鼻竇炎和內臟反位 )的病
人，其鼻內的NO會非常低 1 10。

內生性的NO似乎對於呼吸道內纖毛的擺動很重要 1 03，因為在缺乏
內生性NO的狀態下，呼吸道內的纖毛擺動有減緩的現象。

治療的方式對於 eNO的影響
氣喘以及有呼吸道擴張的病人如果吸入類固醇之後，他們的 eNO

有降低的現象，而這說明了類固醇可能會降低 eNO的濃度 8 9 6。另外有
研究指出口服類固醇 30mg 3天之後，正常人的 eNO並沒有改變，但是氣
喘 病 人 的 eNO 則 會 下 降 1 1 3 ， 這 說 明 了 正 常 人 的 eNO 可 能 是 來 自 於
cNOS，而 cNOS比較不會受到類固醇的影響，反之氣喘病人的 eNO可能
主要來自於 iNOS，而 iNOS的表現會受到類固醇的抑制，而造成氣喘病
人 eNO的下降，在另一項研究中給氣喘病人服用類固醇三週之後，發現
他們的 eNO已經下降至和正常人無異。

相反的，如果給氣喘病人吸入支氣管擴張劑 (beta 2 agonist)，結果
發現他們的 eNO並沒有下降，這可能是因為支氣管擴張劑並沒有抑制呼
吸道發炎的效果，所以如果僅服用支氣管擴張劑，其 eNO並不會下降
1 14。

口服 L-arginine的相似物拮抗劑如 L-NMMA或 L-NAME，發現 eNO
會下降，這可能是因為L-NMMA或L-NAME會抑制NOS的活性，進而造
成 eNO的下降，有研究發現不論是正常人或有氣喘的人，吸入一次
L-NMMA或L-NAME (利用噴霧器 )，都可以使他們的 eNO濃度下降 1 1 3，
而且並不會影響他們的FEV1，即使在那些呼吸道非常敏感的氣喘病人
裡，L-NMMA或 L-NAME也不會引起呼吸道的反應，這表示也許NO對
於基本呼吸道的功能影響並不大。雖然口服L-NMMA或L-NAME會造成
血壓的上升，但是利用噴霧的方式則不會造成心跳或者血壓的改變，
表示將L-NMMA或L-NAME霧化之後再吸入，應該只會侷限作用在呼吸
道，而不會影響到全身 1 15。

綜合以上的研究，整理出會影響口中所呼出NO的因素包括：

Increase NO Decrease NO
Breath holding Cigarette smoking
Exercise/hyperventilation Pulmonary hypertension
L-arginine Kartagener’s syndrome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Glucocorticoids
Asthma NOS inhibitors
Allergen challenge (late response)
Bronchiectasis
Cystic fibrosis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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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孩童氣喘與一氧化氮的相關

目前已經有一些研究被發表出來 1 16 1 17。研究指出，有氣喘毛病的
兒童呼出一氧化氮值 (eNO)的確較正常的兒童來得高，而且有異位性體
質 (Atopy)的氣喘兒童，比雖然不是異位性體質，但有氣喘的兒童的 eNO
來的更高，研究中認為有氣喘小朋友 eNO會比較高，同時有異位性體質
小朋友的 eNO也比沒有異位性體質的小朋友來得高 1 18。

至於 eNO和個體本身因素的相關，有研究指出，學童的 eNO和他們
的身高、體重、年齡、性別等等無關，而這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在
身體非呼吸道內 (如肌肉、脂肪等 )所產生的NO會迅速的與血中的含鐵
血紅素結合，因此不會影響呼出的一氧化氮，研究中還發現學童的 eNO
和呼吸道的阻塞有關，當兒童呼吸道阻塞的現象有改善的話，他們的
eNO濃度也會下降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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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

  學童的基本資料            家族過敏史及家庭環境
（身高、體重、肺功能等）      （家族過敏、教育程度等）

學童呼出一氧化氮值

學童過敏及呼吸道疾病   交互作用      空氣污染資料
（氣喘、過敏性鼻炎           （臭氧、溫度、懸浮微粒、
  、上呼吸道感染等）           二氧化硫等）

本研究為以台北市北投區石牌國小及淡水鎮淡水國小兩所學校，
石牌國小附近有環保署士林空氣品質監測站，淡水國小屋頂有淡水空
氣品質監測站。研究的對象為石牌國小三年級 17個班級中抽取四班，
分別為三年 8班、三年 10班、三年 14班、三年 17班，而淡水國小三年級
一共 8個班級，抽取四個班級，分別為三年 1班、三年 2班三年 3班和三
年 4班，兩個學校一共 8個班級，學童合計為 281人，扣除家長不願意參
加的孩童，一共 256名三年級學童為對象，追蹤時間為民國87年 10月、
11月、 12月、 88年 1月、 3月、 4月，一共六個月。

研究中所採用的工具如下：
1.基礎問卷：（共四頁）

本問卷是為了瞭解學童一般的生活環境以及症狀，在民國 87年 10
月初由學童帶回家中交由家長確實填寫，並於三天後交回給班級
任導師，共一次。問卷之內容包括：

1. 基本及家庭資料：學童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家中兄弟姊
妹數目、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家中人口是否抽煙及頻率、家族中
氣喘及過敏性疾病的各項資料及上幼稚園的時間。

2. 學童本身症狀方面：過去一年內呼吸時是否有哮喘聲音、是否
曾經被醫師診斷為氣喘、一年內是否有反覆性的乾咳、一年內是
否因為乾咳而半夜醒來、因為氣喘去看醫生及請假的天數、是否
曾被醫師診斷為過敏性鼻炎、是否被醫師診斷為異位性皮膚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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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有肺炎、是否曾有中耳炎、是否曾有鼻竇炎等等，以及症
狀發作頻率。

3. 家中環境評估部份：家中是否會聞到油煙味、家中牆壁是否會
發霉、家中油漆是否常剝落、是否飼養寵物及種類、是否拜香、
平常上學方式以及交通時間。

4. 飲食評量問卷：評估各項日常生活可能會食用的食物種類，如
魚、蝦、貝等海鮮類，肝、腎、腦等內臟類，雞、鴨、豬、牛等
家禽類，還有蔬菜類以及其他如零食、飲料、咖啡、可樂、速食
等等。再以食用頻率分成 9個階級，分別是 1.幾乎從不吃  2.一個
月 1-3次  3.一星期一次  4.一星期 2-4次  5.一星期 5-6次  6.一天一
次  7.一天 2-3次  8.一天 4-6次  9.一天超過 6次。

2.每個月一次追蹤問卷：（共二頁）
本問卷是為了瞭解兒童在過去一個月之間各項症狀的發作頻率以
及飲食頻量問卷，由學童帶回家中交由家長填寫，三天後交回給
級任導師，分別在民國 87年 11月、 12月及 88年 1月、 3月、 4月，每
月填寫一次，共 5次。本問卷的內容包括：
1. 基本資料：學童姓名、班級、座號等
2. 追蹤資料：有無呼吸困難及次數、半夜咳醒次數、因氣喘就醫
次數、服用治療氣喘藥物的頻率及藥名、因氣喘而請假天數、家
中有人抽煙的頻率、家中聞到廚房油煙的頻率等。

3. 飲食頻量問卷：本項資料方式同基礎問卷飲食頻量表。

3.肺部肺功能測試：
為了瞭解學童肺功能的狀態，所以在 87年 10月份時到學校以肺功
能機，為學童做基礎的肺功能檢查，包括肺活量測試及第一秒鐘
最大呼氣量等，共一次。

4.每個月一次呼出一氧化氮檢查：
由於口中吐出氣體所含有的一氧化氮濃度，可以作為評估氣喘的
指標，因此在 87年 10月、 11月、 12月及 88年 1月、 3月、 4月，共六
次，到學校內利用早上自習的時間，以一氧化氮分析儀，測量學
童所呼出之一氧化氮的濃度，並依此評估學童目前呼吸道健康狀
態。詳細流程如下：

一氧化氮檢查方法

石牌國小：受測班級為 3年 8班、 3年 10班、 3年 14班、 3年 17班。
淡水國小：受測班級為 3年 1班、 3年 2班、 3年 3班、 3年 4班。

檢查時間原則上以一個班級兩天，地點在學校保健室，一個月的前兩
個星期在石牌國小檢查，後兩個星期在淡水國小檢查。檢查流程：

1.每天早上 6： 50分把一氧化氮分析儀開機，暖機約 35分鐘後啟動一氧
化氮分析儀所有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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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隨機受測不受座號、男女影響。
3.學童以口含住紙吹管以 15cm H2O的壓力緩緩吹氣約 15-20秒。
4.學童口中呼出一氧化氮的資料以一秒鐘更新 16次的頻率送至手提電

腦繪成圖形，以便觀察記錄。

研究變項定義
問卷部份：

1.氣喘：學童曾經被醫院、診所或西醫師診斷為氣喘。
2.過敏性鼻炎：學童曾經被醫院、診所或西醫師診斷為過敏性鼻炎。
3.過去一年呼吸時有喘鳴聲：以父母親的記憶學童在過去一年內呼吸時

曾經伴隨有喘鳴聲 (Wheeze)。
4.曾經在呼吸時有喘鳴聲：以父母親的記憶學童在過去一年內呼吸時曾

經伴隨有喘鳴聲 (Wheeze)。
5.異位性皮膚炎：學童曾經被醫院、診所或西醫師診斷為異位性皮膚炎。
6.一年內有呼吸困難：以父母親的記憶，回憶過去一年內學童有無因為

呼吸困難或持續性的乾咳，而半夜咳醒或因為呼吸困難而醒來。

呼出一氧化氮檢查部份：
1.上呼吸道感染：操作員以檢查現場詢問方式，問學童一星期之內有無

感冒、嚴重流鼻水或劇烈咳嗽（有痰）。

資料處理及統計分析

資料處理：將學童口中所呼出一氧化氮值記錄並輸入dbase中文版方便
分析。

描述性統計分析方面：以SAS 6.12版進行次數（ frequency）統計，以
及相關係數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並且以S-Plus軟體作為
繪圖工具。

分析性統計分析方面： (α=0.05)

單變項分析：針對各相關變項主要使用General Linear Model、  t  test、
ANOVA variance test等。

多變項及重複性資料分析方面：主要使用SAS 6.12版的Mixed Model處
理並且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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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描述性結果

研究時間與對象

本研究為追蹤調查，研究時間從民國87年 10月至 88年 4月結束，學
童受測月份為 87年 10月、 11月、 12月， 88年 1月、 3月、 4月，共六次，
對象為台北市石牌國小 3年 8班、三年 10班、三年 14班、三年 17班與台
北縣淡水國小三年 1班、3年 2班、三年 3班、三年 4班的學童，八個班級
總人數為 281人，同意參與研究調查的人數為 256人，參與率為 91.1%。
（表 1）

問卷回收率與各項檢查完成率

基礎問卷回收率為 99.2%，五次追蹤問卷平均回收率為 94.6%，六
次口中呼出一氧化氮檢查平均完成率為95.6%，肺功能檢查平均完成率
為 95.9%，握力檢查完成率為 87.1%。（表 2、表 3、表 4）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兩個學校學童的平均年齡為 9歲，石牌國小學童年紀比淡水國小學
童年紀略大 (p=0.008)，身高方面，石牌國小的身高平均為 133公分，淡
水國小為 130公分，石牌國小不論男生或女生都較淡水國小來得高
(p<0.001)。而體重方面，石牌國小的體重平均為30公斤，淡水國小為
30公斤，兩個學校之間體重沒有差別。

以肺功能指標來看，石牌國小男生的第一秒最大呼氣量 (FEV1)平
均為 1.70±0.25 (公升 /秒 )，女生為 1.53±0.31 (公升 /秒 )，淡水國小男生為
1.69±0.33 (公升 /秒 )，女生為 1.50±0.30 (公升 /秒 )，兩校沒有差別。石牌
國小男生的肺活量 (FVC)平均為 1.95±0.28 (公升 )，女生為 1.74±0.29 (公
升 )，淡水國小男生為 1.86±0.34 (公升 )，女生為 1.66±0.28 (公升 )，兩校
男女之間有差別，同時石牌國小的肺活量（FVC）比淡水國小來的高
(p<0.001)。（表 5）

研究對象過敏性疾病及呼吸道症狀

以氣喘盛行率來看，石牌國小氣喘盛行率男生為13.8%，女生為
8.8%，淡水國小男生氣喘盛行率為 5.9%，女生為 12.1%，以 t -test來分析，
得知石牌國小男生較淡水國小男生有更多的氣喘患者 (p=0.002)。



17

疑似氣喘方面（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過去呼吸時曾有喘鳴聲，
且扣除氣喘），石牌國小男生的盛行率為16.9%，女生為 10.5%，淡水
國小男生為 4.4%，女生為 4.5%，以 t-test分析結果發現石牌國小疑似氣
喘的盛行率較淡水國小來的高 (p<0.005)。

在過敏性鼻炎方面，石牌國小男生的盛行率為33.8%，女生為
26.3%，淡水國小男生的盛行率為 20.6%，女生為 18.2%，以 t -test分析結
果得知，石牌國小不論是男生或女生，其過敏性鼻炎的盛行率都較淡
水國小來的高 (p<0.005)。

在異位性皮膚炎方面，石牌國小男生盛行率為13.8%，女生為
5.3%，淡水國小男生盛行率為 0%，女生為 3.0%，分析結果發現石牌國
小男生異位性皮膚炎的盛行率較淡水國小來的高 (p=0.0001)，兩校女生
之間則是沒有差別。（表 5）

兩校學童兄弟姊妹數及家長教育程度比較

在兄弟姊妹數方面，石牌國小的學童平均有0.6位兄弟姊妹，而淡
水國小則平均有 0.84位。在父母親教育方面，石牌國小父母親教育程度
在小學以下有 12位、國中 36位、高中職 87位、專科 50位、大學或研究
所以上 51位。淡水國小父母親教育程度在國小以下有33位、國中 93位、
高中職 93位、專科 34位、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8位，以卡方檢定得知兩校
之間父母親的教育程度有差別，石牌國小父母教育程度比淡水國小來
得高 (p=0.001)。（表 8、表 10）

兩校學童家族過敏性疾病盛行率比較

在氣喘盛行率方面：石牌國小父親有氣喘的盛行率是1.7%，淡水
國小則為 0.8%，兩校之間父親有氣喘的盛行率沒有差別 (p=0.53)。石牌
國小母親有氣喘的盛行率是 4.2%，淡水國小則為 2.4%，兩校之間母親
有氣喘的盛行率沒有差別 (p=0.42)。石牌國小學童兄弟姊妹之間氣喘的
盛行率是 12.7%，淡水國小則為 4.8%，兩校學童的兄弟姊妹氣喘盛行率
達到統計上差異 (p=0.03)。

在過敏性鼻炎盛行率方面：石牌國小父親有過敏性鼻炎的盛行率
是 13.8%，淡水國小則為 10.2%，兩校之間父親有過敏性鼻炎的盛行率
沒有差別 (p=0.40)。石牌國小母親有過敏性鼻炎的盛行率是19.8%，淡
水國小則為 5.5%，兩校之間母親有過敏性鼻炎的盛行率達到統計上顯
著意義 (p=0.001)。石牌國小學童兄弟姊妹之間過敏性鼻炎的盛行率是
25.9%，淡水國小則為 22.0%，兩校學童的兄弟姊妹過敏性鼻炎盛行率
沒有差別 (p=0.26)。（表 11）

呼出一氧化氮檢查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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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次呼出一氧化氮 (eNO)檢查方面，結果發現各校平均 eNO值會
隨著月份的不同而逐漸上升，而且不論有無包含上呼吸道感染，兩校
男生與女生之間的 eNO平均值都沒有差別。在包含上呼吸道感染的情況
之下，87年 11月、88年 3月及 4月，石牌國小男生的 eNO平均值比淡水國
小來得高，87年 11月，石牌國小女生的 eNO平均值比淡水國小女生來得
高，而在 87年 12月，淡水國小女生的 eNO平均值比石牌國小女生來得
高。在把上呼吸道感染的學童去除之後，結果發現兩校 eNO之間沒有差
別。（表 6）

六次一氧化氮檢查之間的相關性

在沒有去除學童上呼吸道感染以及各種呼吸道症狀的情形之下，
結果我們發現六次一氧化氮檢查彼此之間的相關性在 0.44~0.68之間。
（表 7）

各項呼吸道因子之間相關性

學童各項呼吸道因子，包括六次檢查時的上呼吸道感染、氣喘、
過敏性鼻炎、異位性皮膚炎、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曾經有過敏性
鼻炎等等，結果發現在上呼吸道感染方面：各次的上呼吸道感染之間
的相關性約在 0.13~0.34之間。

而學童各項呼吸道因子之間的相關約在 -0.02~0.61之間，其中被醫
師診斷為氣喘和過去呼吸時有喘鳴聲之間的關係高達 0.61，氣喘和一年
內呼吸時有喘鳴聲之間的相關性為0.49，氣喘和曾被醫師診斷為過敏性
鼻炎之間的相關性為 0.23，氣喘和異位性皮膚炎之間的相關性為0.27。

被醫師診斷為過敏性鼻炎和過去呼吸時有喘鳴聲之間的相關性為
0.25，過敏性鼻炎和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之間的相關性為0.14，過敏
性鼻炎和異位性皮膚炎的相關性為 0.19。

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和過去呼吸時有喘鳴聲之間的相關性為
0.50，過去呼吸時有喘鳴聲和異位性皮膚炎之間的相關性為 0.22。（表
9）

第二節 分析性結果

分析性方面將以下列各項因子和六次學童口中呼出一氧化氮值做
相關性檢定，檢定的方法採用重複性測量分析，主要以Mixed Model進
行分析。在進行分析之前，首先必須對呼出一氧化氮值的資料作常態
性檢定 ，因為 如果一氧化 氮值不 為常態分佈 ，則資 料無法以 Mixed 
Model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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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出一氧化氮值常態性檢定

將呼出一氧化氮值做常態性檢定結果得到：總共觀察樣本數為
1474個、平均值 57.59、標準差 49.35、偏度 2.14、峰度 5.69，顯示原始
的資料右偏且有高峰，由莖葉圖可以知道資料有很多的極端值，再由
常態機率圖得知資料成一曲線分佈，因此判定呼出一氧化氮資料不呈
常態分佈。

為了解決呼出一氧化氮資料不呈常態分佈的問題，因此我們將原
始的呼出一氧化氮值資料取「對數」後成為一筆新的資料，之後再對
此筆新的資料作常態性檢定，結果發現此筆新資料的總觀察數為 1474
個、平均值 3.76、標準差 0.75、偏度 0.19、峰度 -0.40，顯示新的資料略
向右偏，資料向中央集中，再由常態機率圖得知資料成一直線，因此
判定將原始呼出一氧化氮值取「對數」後之資料呈常態分佈。所以往
後的分析提到呼出一氧化氮值都是取對數之後的呼出一氧化氮值。

單變項分析
以各項可能的因子和已經取對數的呼出一氧化氮值作分析，所以

單變項的呼出一氧化氮值公式應該為：
ln(eNO)=  a + (β0+ β1X1)+ ε

式子中的 ln(eNO)為取對數之後的呼出一氧化氮值，a代表常態分佈且平
均值為零的變異數σa

2，β0代表截距項 (intercept)，β1代表該變項的貢獻
參數，X1代表分析的變項，ε代表所有不能預測的值。所以如果知道某
項欲分析的因子，而想要計算該項因子會造成多少呼出一氧化氮值的

改變，則只要代入 e(β0+ β1X1)-eβ0，即可知道，其中 e為自然對數。以
下為研究對象各項分類資料：

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資料分析以學童的過敏性疾病史及呼吸道症狀因子和呼出一氧化
氮作分析，研究的變項有：

1. 所就讀的學校（石牌或淡水）
2. 學童的性別（男或女）
3. 學童的年齡（月）
4. 學童的身高（公分）
5. 學童的體重（公斤）
6. 學童的肺活量（公升）
7. 學童第一秒最大呼氣量（公升 /秒）
8. 學童的單手握力值（公斤 /平方公分）

結 果 發 現 學 童 所 就 讀 的 學 校 不 會 影 響 他 們 呼 出 之 一 氧 化 氮 值
(p=0.761)；學童的性別不會影響呼出之一氧化氮值 (p=0.398)；學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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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不會影響呼出之一氧化氮值 (p=0.721)；學童的身高不會影響呼出
之 一 氧 化 氮 值 (p=0.222) ； 學 童 的 體 重 不 會 影 響 呼 出 之 一 氧 化 氮 值
(p=0.852)；學童的肺活量不會影響呼出之一氧化氮值 (p=0.944)；學童
第一秒最大呼氣量不會影響呼出之一氧化氮值 (p=0.504)；學童的單手
握力值不會影響呼出之一氧化氮值 (p=0.1436)。（表 12）

二 .研究對象家長教育程度

資料分析以學童家長的教育程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作分析，研究的
變項有：

1. 父親的教育程度（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
2. 母親的教育程度（國小、國中、高中職、專科、大學）
3. 父親教育程度分類（國中以下、高中以上）
4. 母親教育程度分類（國中以下、高中以上）

結果發現父親的教育程度高低，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沒有統
計上的關係 (p=0.136)；母親的教育程度高低，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
度沒有統計上的關係 (p=0.384)。

在進行分類之後，父親的教育程度分類，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
度有達到統計上的差異 (p=0.049)同時根據β=0.158值，可知道如果父親
的教育程度高中以上，則學童口中呼出的一氧化氮值較高；以母親的
教育程分類，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沒有統計上的關係 (p=0.095)。
（表 13）

三 .研究對象家族過敏性疾病盛行率和呼出一氧化氮值之相關

資料分析以學童的過敏性疾病史及呼吸道症狀因子和呼出一氧化
氮作分析，研究的變項有：

1. 父親氣喘（有或無）
2. 母親氣喘（有或無）
3. 學童的兄弟姊妹氣喘（有或無）
4. 父親過敏性鼻炎（有或無）
5. 母親過敏性鼻炎（有或無）
6. 學童的兄弟姊妹過敏性鼻炎（有或無）

結果發現父親氣喘，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
相關 (p=0.656)；母親氣喘，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沒有達到統計上
的相關 (p=0.210)；兄弟姊妹氣喘，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沒有達到
統計上的相關 (p=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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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有無過敏性鼻炎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
相關 (p=0.101)；母親過敏性鼻炎，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有統計上
的差異 (p=0.002)，同時根據β=0.359，得知如果學童的母親有過敏性鼻
炎，則學童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比較高；兄弟姊妹過敏性鼻炎，和
學 童 呼 出 一 氧 化 氮 濃 度 有 統 計 上 的 差 異 (p=0.0308) ， 同 時 根 據
β=0.194，得知如果學童的兄弟姊妹有過敏性鼻炎，則學童所呼出的一
氧化氮值會較高。（表 14）

研究對象過敏性疾病及呼吸道症狀

資料分析以學童的過敏性疾病史及呼吸道症狀因子和呼出一氧化
氮作分析，研究的變項有：

1. 曾被醫師診斷為氣喘（有或無）
2. 曾被醫師診斷為過敏性鼻炎（有或無）
3. 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有或無）
4. 過去呼吸時有喘鳴聲（有或無）
5. 曾被醫師診斷為異位性皮膚炎（有或無）
6. 一年內有反覆性乾咳（有或無）
7. 檢查一星期內有上呼吸道感染（有或無）
8. 檢查月份（民國 87年 10月、 11月、 12月、 88年 1月、 3月、 4月）

結果發現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值有相關的因子為：曾被醫師診斷
為氣喘 (p=0.0023)，同時根據 β=0.387，得知學童如果有氣喘，則他們
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較沒有氣喘的學童來得高；曾被醫師診斷為過
敏性鼻炎 (p=0.0001) ，同時根據 β=0.397，得知學童如果有過敏性鼻
炎，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較沒有過敏性鼻炎的學童來得高；
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 (p=0.006) ，同時根據 β=0.448，得知學童如果
在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比較高；過
去呼吸時有喘鳴聲 (p=0.0003) ，同時根據β=0.358，得知學童如果過去
呼吸時有喘鳴聲，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比較高；曾被醫師診
斷為異位性皮膚炎 (p=0.0012) ，同時根據β=0.539，得知學童如果有異
位性皮膚炎，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較沒有異位性皮膚炎的學
童來得高；一年內有反覆性乾咳 (p=0.0314) ，同時根據β=0.320，得知
學童如果一年內有反覆性乾咳，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比較
高；檢查一星期內有上呼吸道感染 (p=0.0001) ，同時根據 β=0.199，得
知學童如果在檢查一星期內有上呼吸道感染，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
氮值會比較高；如果將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和過去呼吸時有喘鳴聲
合併為一個新變項，稱之為呼吸時有喘鳴聲，則呼吸時有喘鳴聲和一
氧化氮之間有顯著的相關 (p=0.0016) ，同時根據β=0.311，得知學童如
果呼吸時有喘鳴聲，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比較高。

另外，我們也發現學童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也會隨著月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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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改 變 (p=0.0001) ， 如 果 以 88 年 6 月 份 為 基 準 點 的 話 ， 則 87 年 10 的
β=-0.643，11月的β=-0.456， 12月的β=-0.291，88年 1月的β=-0.068，88
年 3月的β=0.073這表示隨著時間的增加，從87年 10月份到 88年 3月份為
止，學童口中呼出一氧化氮值不斷的增加，而到了88年 4月份則又開始
往下降。（表 15）

研究對象所在地的空氣污染

資料分析以學童所處當地的空氣污染資料和呼出一氧化氮值作分
析，由於空氣污染資料只有 4個月份，因此以這 4個月份的呼出一氧化
氮值和空氣污染資料作分析，分析的方向有兩部份，第一部份為檢查
一天前的空氣污染資料，第二部份為檢查兩天前的空氣污染資料，研
究的變項有：

1. 二氧化硫 24小時平均濃度（ ppb）
2. 一氧化碳 24小時平均濃度（ ppb）
3. 二氧化氮 24小時平均濃度（ ppb）

4. 懸浮微粒 24小時平均濃度（µg/m3）
5. 24小時中臭氧最高濃度（ ppb）

6. 24小時中最低室外溫度（ oC）

第一部份（檢查一天前的空氣污染資料）
結果發現大氣中二氧化硫 24小時平均濃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

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p=0.2277)；一氧化碳 24小時平均濃度和呼出一
氧化氮之間，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p=0.1253)；二氧化氮 24小時平均
濃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p=0.4617)；懸浮微
粒 24 小 時 平 均 濃 度 和 呼 出 一 氧 化 氮 之 間 有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意 義
(p=0.0366)，且根據 β=0.001，得知大氣中懸浮微粒的濃度如果變高的
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也會變高，懸浮顆粒增加 1µg/m3，則學童
呼出一氧化氮濃度平均會增加 0.034個 ppb；24小時中最低室外溫度和呼
出 一 氧 化 氮 之 間 有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意 義 (p=0.0001) ， 且 根 據
β=-0.035，得知室外最低溫度如果變高的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

變低，室外最低溫度每增加 1 oC，則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平均會減
少 2.591個 ppb；24小時中最高臭氧濃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有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意義， (p=0.0001)，且根據β=-0.015，得知大氣中臭氧的濃度
如果變高的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變低，大氣中臭氧濃度每增
加 1個 ppb，則學童呼出一氧化氮值平均會減少1.115個 ppb。（表 16）

第二部份（檢查兩天前的空氣污染資料）
結果發現大氣中二氧化硫 24小時平均濃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

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p=0.085)；一氧化碳 24小時平均濃度和呼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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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氮之間，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p=0.3563)；二氧化氮 24小時平均
濃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沒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p=1.0000)；懸浮微
粒 24小時平均濃度（µg/m3）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意義 (p=0.0007)，且根據β=-0.003，得知大氣中懸浮微粒的濃度如果變
高的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變低，懸浮顆粒每增加 1µg/m3，則
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平均會減少0.133個 ppb；24小時中最低室外溫度
和 呼 出 一 氧 化 氮 之 間 有 達 到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意 義 (p=0.0001)，且 根 據
β=-0.049，得知室外溫度如果變高的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變

低，室外最低溫度每增加 1oC，則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平均會減少
4.829個 ppb；24小時中最高臭氧濃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有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意義， (p=0.0001)，且根據β=-0.019，得知大氣中臭氧的濃度如
果變高的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變低，大氣中臭氧濃度每增加 1
個 ppb，則學童呼出一氧化氮值平均會減少1.61個 ppb。（表 17）



24

第四章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正值發育期、年齡平均為 9歲的國小 3年級學
童，探討他們呼出的一氧化氮值和其過敏性疾病以及所居住環境當地
空氣污染之間的關係。因為採用的是世代研究法，所以得到的資料為
重複性資料，在我們的研究中，重複性資料比橫斷性資料更可以看出
某項因子對於學童呼出一氧化氮的影響，更可以看出時序性的變化以
及長期的影響。

描述性結果方面

本研究中各項檢查完成率與及問卷回收率皆良好，除了單手握力
檢查因為握力器的不足，完成率在87%以外，其餘肺功能檢查及各次呼
出一氧化氮的完成率都在 90%以上，問卷的回收率也都在 90%以上，所
以資料的追蹤可以保持一定的完整性。在學童的基本資料中，我們發
現石牌國小的學童平均身高要比淡水國小學童來得高，相差達到3公分
（ p=0.0001），而且他們的平均年齡並沒有很大的差別（約 18天），但
是兩個學校的所在地卻很鄰近，應該不會受地理位置及人文方面的干
擾，所以身高上的差異可能和他們的飲食習慣的不同及營養狀況有關
係，另外我們並沒有在兩校學童的體重上面看到有差異。在學童的肺
功能指標中，我們發現兩個學校的第一秒最大呼氣量並沒有太大的差
別，可是石牌國小學童的肺活量平均較淡水國小學童約高出 0.1公升
（ p<0.001），根據之前的研究，我們知道肺活量的差異主要受到年齡
和身高的影響，年齡越大、身高越高，肺活量越大，既然兩個學校之
間學童年齡差不多，所以兩個學校之間肺活量的差別可能主要是來自
於學童身高上面的差別。

在兩校學童氣喘及過敏性疾病的盛行率中，我們發現石牌國小男
生有氣喘的比率較淡水國小男生來得高（石牌： 13.8%，淡水： 5.9% 
p=0.002）；疑似氣喘方面（呼吸時有喘鳴聲），不論男生或女生，石
牌國小的盛行率都比淡水國小來得高（石牌男生：16.9%，淡水男生：
4.4% p=0.0001；石牌女生： 10.5%，淡水女生： 4.5% p=0.0048）；過
敏性鼻炎方面，不論男生或女生，石牌國小的盛行率都比淡水國小來
得高（石牌男生：33.8%，淡水男生：20.6% p=0.0001；石牌女生：26.3%，
淡水女生： 18.2% p=0048）；之前有研究報導指出家中兄弟姊妹較多
的小朋友，比較不容易有氣喘的症狀，在我們的研究中石牌國小學童
平均有 0.6個兄弟姊妹，而淡水國小的學童則平均有 0.84個，似乎也可
以驗證這個說法。由於石牌國小是處於都市區內，淡水國小是處於非
都市區內，本研究所得到盛行率上的差別和國外的相關研究相符合。
石牌國小家長的教育程度普遍比淡水國小來的高，教育程度上的差異
可能反映了某種程度社經地位，而這個現象可能和學童氣喘及過敏性
疾病盛行率的差異有關係。以兩校家族氣喘及過敏性疾病盛行率來
看，我們發現兩個學校的家長們除了在過敏性鼻炎上，石牌國小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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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比淡水國小的母親盛行率來得高，其餘的盛行率都差不多，在學童
兄弟姊妹方面，石牌國小氣喘盛行率明顯淡水國小來得高，但是在過
敏性鼻炎方面則沒有看到差異。

為了避免各項因子之間彼此有強烈的相關，造成資料分析上的誤
導，所以必須先從瞭解各項呼吸道因子之間的關係開始，結果發現在
六次上呼吸道感染之間的相關性並沒有很強，也就是說並沒有學童是
經常處在感冒之下的，同時以上呼吸道感染和氣喘及過敏性疾病相比
較，得知氣喘及其他的過敏性疾病病並不會造成學童上呼吸道特別容
易 感 染 ； 氣 喘 和 疑 似 氣 喘 （ 呼 吸 時 有 喘 鳴 聲 ） 之 間 有 很 強 的 相 關
（ 0.61~0.49），所以在分析上必須考慮意氣喘和疑似氣喘彼此之間對
呼出一氧化氮的貢獻程度。

在呼出一氧化氮方面，六次檢查之間的相關程度在 0.44~0.68之
間，也就是說即使在眾多因子干擾之下，每個人平均每次呼出的一氧
化氮值都能維持 50%的相關程度，這暗示我們，學童所呼出的一氧化氮
受個體本身的因素很大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因此應該不失為
一個呼吸道發炎的指標。

我們也發現，兩個學校的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會隨著月份的上升而
改變，即使把有上呼吸道感染的學童去除之後，還是可以看到呼出一
氧化氮值上升的現象，因此暗示我們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可能有時序
上的變化。

分析性結果部份

以學童的各項基本資料和他們六次呼出的一氧化氮值作分析可得
知，學童所就讀的學校和性別並不會干擾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
這表示在日後利用呼出一氧化氮作為篩檢工具，男生和女生之間的差
異性可以被減到最低，另外在我們的研究中也發現學童的年齡、身高
和體重等因素並不會影響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這表示說呼出一
氧化氮這項工具不會像肺功能檢查一樣，容易受到個體之間一些先天
上的限制，同時學童的肺活量、第一秒最大呼氣量、單手的握力值也
都不會影響呼出一氧化氮，這表示肺部中的一氧化氮濃度並不會受到
肺活量以及肺部肌肉強度的影響。單手的握力值代表的是學童肌肉發
展的強度，而學童肌肉發展的強度可能和他們肺部肌肉發展有關係，
既然第一秒最大呼氣量和呼出一氧化氮值之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所
以單手握力值也如同預料的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沒有關係。因此綜合
以上得知學童所呼出的一氧化氮，並不會受到性別、年齡、身高、體
重、肺活量、第一秒最大呼氣量、肌肉發展的情形等等生理上的限制。

因為家長的教育程度可以代表一定程度的社經地位，家庭中的生
活習慣也常受到教育程度的影響，之前有研究也指出家長的教育程度
（或社經地位）可能和學童氣喘及過敏性疾病有關係，因此針對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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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教育程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作重複性分析，結果發現學童的
父親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高中職、專科、大學或研究所），會比家
長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小學、國中）有更高的呼出一氧化氮值，大
約多出 6.5個 ppb；如果細分家長的教育程度為五個類別（國小、國中、
高中職、專科、大學或研究所），雖然我們並沒有發現整體上對呼出
一氧化氮的影響，但是如果以大學或研究所這組當作基準點，則我們
可以發現父親的教育程度如果是國小，則他們的小孩所呼出的一氧化
氮濃度會低 16.5個 ppb，所以這暗示我們家長的教育程度（或說社經地
位）似乎會影響學童的呼出一氧化氮。

家族氣喘和過敏疾病史和學童是否氣喘及過敏性疾病有很大關
係，因此我們針對此項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做分析，結果發現父母親
是否有氣喘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之間並沒有相關，學童的兄弟姊妹是
否氣喘和他們呼出一氧化氮之間也沒有看到相關，不過母親有過敏性
鼻炎則會造成學童呼出一氧化氮的升高，平均升高約 17.3個 ppb，而但
是父親有無過敏性鼻炎則不會影響，由此看來似乎母親對於學童體質
的影響會更大，至於學童兄弟姊妹有過敏性鼻炎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
之間有達到統計上的相關，這可能說明了家族中普遍具有異位性體質
或過敏性疾病的現象。

根據之前的文獻，和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最有關係的，主要是學童
本身的呼吸道狀況，因此我們分析了學童過去及現在的各種呼吸道因
子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的關係；由於氣喘是一種慢期呼吸道發炎的疾
病，而我們的假說是以呼出一氧化氮值當作呼吸道發炎的指標，因此
如果有氣喘的學童，理論上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比較高，結果在我們
的研究中發現學童如果有氣喘，則所呼出的一氧化氮濃度會較沒有氣
喘的學童高約 19.2個 ppb，並且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所以我們的
結果可以證實我們的假說是可行的。過敏性鼻炎代表的是鼻子內的發
炎情形及某種程度的過敏性體質，我們的研究發現過敏性鼻炎會造成
學童呼出一氧化氮的提高，提高約 18.6個 ppb，並且達到統計上顯著的
差異；如果學童呼吸的時候有喘鳴聲，不論是在過去或最近一年內，
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均較沒有喘鳴聲的學童來得高，約高 14.6個
ppb；異位性皮膚炎代表的是異位性體質，學童如果曾被醫師診斷為異
位性皮膚炎，則他們所呼出的一氧化氮值較正常的學童高，約高 23.2
個 ppb，也就是說學童有異位性體質，則所呼出一氧化氮會變得比較
高。另外學童在一年內有反覆性乾咳，則所呼出一氧化氮值也會比較
高，這可能反映了學童的呼吸道經常處在發炎的狀態，而發炎的狀態
會造成所呼出一氧化氮升高。

我 們 也 發 現 在 月 份 的 改 變 會 造 成 學 童 呼 出 一 氧 化 氮 的 改 變
（ p=0.0001），濃度的改變從 87年的 10月份到 88年的 3月份不斷遞增，
而 88年的 4月份有下降的現象，這可能暗示我們學童所呼出的一氧化氮
濃度，除了受到學童個體本身呼吸道的影響，還可能會受到季節的影
響，而季節變化代表自然界溫度、濕度等等的改變，包含在其中的因
子非常的複雜，所以還要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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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童本身呼吸道因子及季節性的影響之外，空氣污染一直被
認為和氣喘或其他肺部疾病有關係，所以我們以石牌和淡水國小附近
的環保署大氣監測站的空氣污染資料，和學童所呼出一氧化氮之間作
重複性分析，根據之前的研究得知會影響氣喘或呼吸道的空氣污染濃
度為前一天或前兩天的空氣品質，因此我們分為兩個部份來分析，結
果根據分析的資料可以得知兩天前的空氣品質，對於學童呼出一氧化
氮濃度有較大的影響（比較 -2 Res Log Likelihood值；細分空氣污染物
的資料，我們發現懸浮微粒 24小時平均濃度（µg/m3）和呼出一氧化氮
之間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p=0.0007)，而且大氣中懸浮微粒的濃度
如果變高的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變低，大氣中平均的懸浮顆
粒每增加 1µg/m3，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平均會減少 0.133個 ppb； 24
小時中最低室外溫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p=0.0001)，室外最低溫度每增加 1oC，則學童呼出一氧化氮濃度平均
會減少 4.829個 ppb，也就是說室外溫度越低，則對學童的呼吸道可能有
不良的影響，而溫度越高的話，則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雖然
臭氧被認為是刺激呼吸道的因子之一，但是在之前的研究並沒有提到
暴露在大氣中臭氧濃度，會造成氣喘或肺部疾病的發生或盛行率提
高，在我們的研究中， 24小時中最高臭氧濃度和呼出一氧化氮之間有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意義， (p=0.0001)，大氣中臭氧的濃度如果變高的
話，學童呼出的一氧化氮值會變低；綜合空氣污染的資料，大氣中溫
度改變仍然是主要造成學童呼吸道改變的主因。

對空污防制之重要成效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討論以一氧化氮檢查應用到流行病學調查之
可行性。由於呼吸道發炎是空氣污染的最主要影響，因此如果能以客
觀的方式來評估呼吸道發炎狀況，對於空氣污染物的健康效應而言，
是比症狀和肺功能檢查更為客觀、敏感、而且不需要受測者太多配合
的方法。一氧化氮檢查在臨床上追蹤氣喘病人雖然已經累積不少經
驗，但是能否偵測到空氣污染的影響，則尚未有任何文獻報告。本研
究開發此種發法，而且有初步成果。我們發現個體之間一氧化氮值有
顯著的差異、與其過敏體質和氣喘症狀有明顯的相關；我們也發現一
氧化氮值有明顯的季節性差異，與氣喘的好發季節相符。我們也發現
一氧化氮值受到懸浮微粒和臭氧濃度之影響。我們認為在方法學上仍
有開發的餘地，在進一步的評估之後，有可能成為測定空氣污染健康
危害的有力工具。對於日後健康風險評估乃至於空氣品質的制定，都
有正面而直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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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1.各學校學童同意參加人數比例
石牌國小

男生 女生 總計
三年八班人數 16/17 16/17 32/34
三年十班人數 15/16 13/16 28/32
三年十四班人數 16/17 15/17 31/34
三年十七班人數 18/19 13/15 31/34

小計 65/69 57/65 122/134

淡水國小
男生 女生 總計

三年一班人數 16/18 17/18 33/36
三年二班人數 18/19 15/18 33/37
三年三班人數 17/18 18/18 35/38
三年四班人數 17/20 16/18 33/38

小計 68/75 66/72 134/147
兩校合計 133/144 123/137 256/281

表2.基礎問卷及追蹤問卷完成率
問卷類別 回收份數 發出份數 回收比率 (%)
基礎問卷 254 256 99.2

第一次追蹤問卷 246 256 96.1
第二次追蹤問卷 250 256 97.7
第三次追蹤問卷 249 256 97.3
第四次追蹤問卷 226 256 88.3
第五次追蹤問卷 240 256 93.8

合計 1465 1536 95.4

表3.呼出一氧化氮檢查完成率
呼出一氧化氮檢查 完成檢查 應到人數 檢查比率 (%)

87年10月 241 256 94.1
87年11月 249 256 97.3
87年12月 253 256 98.8
88年 1月 250 256 97.7
88年 3月 239 256 93.4
88年 4月 236 256 92.2
合計 1468 1536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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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肺功能檢查及握力檢查完成率
其它項檢查 完成檢查 應到人數 檢查比率 (%)

第一次肺功能檢查 252 256 98.4
第二次肺功能檢查 239 256 93.4
單手握力檢查 223 256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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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石牌國小和淡水國小學童基本資料分佈表
石牌國小 淡水國小

Variable Male(a)

(n=65)
Female(b)

(n=57)
Male(c)

(n=68)
Female(d)

(n=66)

P-value*
(a) vs.(c)

P-value*
(b) vs.(d)

Age (year) 9.12±0.30 9.10±0.29 9.05±0.36 9.06±0.34 0.0079 0.0693
Height (cm) 133.31±5.15 133.15±5.82 130.25±5.98 130.75±6.71 0.0001 0.0001
Weight (kg) 31.27±5.96 29.70±5.99 31.04±7.65 29.25±7.42 0.6724 0.4087

Body Mass Index (kg/m2) 17.52±2.77 16.64±2.45 18.11±3.36 16.91±2.97 0.0176 0.2197

Asthma 9 (13.8%) 5 (8.8%) 4 (5.9%) 8 (12.1%) 0.0020 0.1469
Suspect asthma 11 (16.9%) 6 (10.5%) 3 (4.4%) 3 (4.5%) 0.0001 0.0048
Rhinitis 22 (33.8%) 15 (26.3%) 14 (20.6%) 12 (18.2%) 0.0001 0.0048
Dermatitis 9 (13.8%) 3 (5.3%) 0 (0.0%) 2 (3.0%) 0.0001 0.1333
FEV1 (Liter/sec) 1.70±0.25 1.53±0.31 1.69±0.33 1.50±0.30 0.4729 0.2374
FVC (Liter) 1.95±0.28 1.74±0.29 1.86±0.34 1.66±0.28 0.0006 0.0005

*Use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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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石牌國小和淡水國小學童六次一氧化氮檢查比較表
石牌國小 淡水國小

變項 Male(a)

(n=65)
Female(b)

(n=57)
Male(c)

(n=68)
Female(d)

(n=66)

P-value*
(a) vs.(c)

P-value*
(b) vs.(d)

P-value*
(a) vs.(b)

P-value*
(c) vs.(d)

ENOavg1 (ppb) (contain URI) 37.75±31.22 37.98±26.89 42.56±42.30 38.39±41.15 0.1347 0.8886 0.9074 0.6157
ENOavg2 (ppb) (contain URI) 48.18±32.08 53.93±43.21 39.33±26.91 41.51±36.14 0.0007 0.0004 0.4134 0.1644
ENOavg3 (ppb) (contain URI) 51.22±38.89 44.55±45.10 54.21±49.50 64.83±55.82 0.4051 0.0001 0.5298 0.2333
ENOavg4 (ppb) (contain URI) 68.97±53.13 64.84±43.15 68.38±51.46 61.84±45.33 0.8913 0.4122 0.9798 0.5126
ENOavg5 (ppb) (contain URI) 81.80±57.27 75.51±51.62 64.42±48.07 73.28±54.72 0.005 0.6157 0.8284 0.3058
ENOavg6 (ppb) (contain URI) 91.64±78.54 72.47±58.63 58.44±34.89 67.75±53.94 0.005 0.3191 0.1760 0.2411

ENOavg1 (ppb) (without URI) 37.35±34.58 39.78±29.80 44.86±54.16 33.39±27.48 0.4386 0.3481 0.7381 0.2212
ENOavg2 (ppb) (without URI) 45.55±32.70 45.91±42.62 33.90±28.90 39.46±43.54 0.1047 0.5159 0.9672 0.5123
ENOavg3 (ppb) (without URI) 44.57±36.68 41.93±64.58 53.63±59.66 55.84±48.03 0.4783 0.3858 0.8610 0.8728
ENOavg4 (ppb) (without URI) 41.47±35.01 43.28±37.32 57.98±54.36 59.96±52.51 0.2029 0.1857 0.8687 0.8902
ENOavg5 (ppb) (without URI) 61.24±46.05 66.80±51.10 54.97±41.90 67.98±59.29 0.5651 0.9259 0.6412 0.2699
ENOavg6 (ppb) (without URI) 80.02±91.80 76.53±73.72 54.18±31.76 60.82±42.72 0.1566 0.3650 0.8810 0.4358

*Use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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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六次一氧化氮檢查值彼此之間的相關
Variables ENO1 ENO2 ENO3 ENO4 ENO5 ENO6

ENO1 ------ 0.577 0.551 0.643 0.545 0.445
ENO2 0.577 ------ 0.664 0.591 0.647 0.509
ENO3 0.551 0.664 ------ 0.562 0.580 0.464
ENO4 0.643 0.591 0.562 ------ 0.689 0.594
ENO5 0.545 0.647 0.580 0.689 ------ 0.684
ENO6 0.445 0.509 0.464 0.594 0.684 ------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re shown

    

      表8.學校別家長教育程度分佈表
石牌國小 淡水國小

教育程度 父親(a)

n (%)
母親(b)

n (%)
父親(c)

n (%)
母親(d)

n (%)
小學（含以下） 5 (4) 7 (6) 16 (12) 17 (13)
國中 19 (16) 17 (14) 46 (35) 47 (36)
高中、職 39 (33) 48 (41) 41 (31) 52 (40)
專科 27 (23) 23 (19) 22 (17) 12 (9)
大學或研究所 28 (24) 23 (19) 6 (5) 2 (2)
合計 118 118 131 130
*Chi-Square p-valu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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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各項呼吸道因子之間的相關
Variables URI1 URI2 URI3 URI4 URI5 URI6 Asthma Rhinitis Wheeze 

one year
Past 

wheeze
Dermatitis

URI1 ------ 0.34 0.26 0.19 0.14 0.26 0.08 0.11 0.07 -0.02 -0.05
URI2 0.34 ------ 0.33 0.29 0.26 0.13 0.12 0.19 0.12 0.10 0.01
URI3 0.26 0.33 ------ 0.31 0.14 0.21 0.10 0.13 0.16 0.09 0.06
URI4 0.19 0.29 0.31 ------ 0.15 0.38 0.05 0.19 -0.02 0.12 0.11
URI5 0.14 0.26 0.14 0.15 ------ 0.19 -0.04 0.09 0.05 0.16 0.00
URI6 0.26 0.13 0.21 0.38 0.19 ------ 0.10 0.18 -0.02 0.06 0.02

Asthma 0.08 0.12 0.10 0.05 -0.04 0.10 ------ 0.23 0.49 0.61 0.27
Rhinitis 0.11 0.19 0.13 0.19 0.09 0.18 0.23 ------ 0.14 0.25 0.19

Wheeze one 
year 0.07 0.12 0.16 -0.02 0.05 -0.02 0.49 0.14 ------ 0.50 0.00

Past wheeze -0.02 0.10 0.09 0.12 0.16 0.06 0.61 0.25 0.50 ------ 0.22
Dermatitis -0.05 0.01 0.06 0.11 0.00 0.02 0.27 0.19 0.00 0.22 ------

*Pearso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re shown
URI:上呼吸道感染
Asthma:氣喘
Rhinitis:過敏性鼻炎
Wheeze one year:一年內呼吸時有喘鳴聲
Past Wheeze:過去呼吸時有喘鳴聲
Dermatitis:異位性皮膚炎



41

表10.學校別學童兄弟姊妹數
變項 石牌國小 淡水國小
哥哥 36 58
姊姊 51 63
弟弟 37 63
妹妹 29 35
平均兄弟姊妹數 0.60 0.84

表11.兩個學校之間家族過敏性疾病盛行率比較

變項
石牌國小

N=116
n (%)

淡水國小
N=125
n (%) 

p-value*

父親氣喘 2 (1.7) 1 (0.8) 0.53
母親氣喘 5 (4.2) 3 (2.4) 0.42
兄弟姊妹氣喘 15 (12.7) 6 (4.8) 0.03
家族氣喘 22 (19.0) 10 (8.0) 0.01
父親過敏性鼻炎 16 (13.8) 13 (10.2) 0.40
母親過敏性鼻炎 23 (19.8) 7 (5.5) 0.001
兄弟姊妹過敏性鼻炎 30 (25.9) 28 (22.0) 0.26
家族過敏性鼻炎 69 (59.4) 48 (38.4) 0.015

*Use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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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學童基本資料單變項重複性測量分析
變項 -2 log L 

a
A.I.C. 

b Intercept β PV
 c

p-value 
d

學校(以淡水國小為基準) 2489.018 -1246.51 3.731 0.023 0.7610
性別(以女生為基準) 2488.403 -1246.20 3.775 -0.064 0.3980
年齡 2435.322 -1219.66 3.337 0.003 0.7212
身高 928.6582 -466.329 2.170 0.009 0.2218
體重 930.3881 -467.194 3.504 -0.001 0.8519
肺活量 924.4640 -464.232 3.482 -0.009 0.9438
第一秒最大呼氣量 915.8666 -459.933 3.632 -0.101 0.5038
單手握力 2208.997 -1106.50 3.813 -0.004 0.1436

a. -2 Res Log Likelihood
b.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c. Use formula to predict value 
d. 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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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學童家長教育程度單變項重複性測量分析
變項 -2 log L 

a
A.I.C. 

b Intercept β PV
 c

p-value 
d

父親教育程度
1（小學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2（國中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3（高中職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4（專科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5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2484.498 -1244.25 3.869 ------
-0.421
-0.172
-0.092
-0.081
0.000

0.1363
0.0146
0.1746
0.4526
0.5419
------

------ ------ ------ ------ ------ ------ ------
母親教育程度
1（小學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2（國中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3（高中職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4（專科Vs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5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2482.750 -1243.38 3.844 ------
-0.110
-0.211
-0.035
-0.134
0.000

0.3837
0.5322
0.1403
0.7964
0.3939
------

------ ------ ------ ------ ------ ------ ------
父親教育程度分類 2480.687 -1242.34 3.799 -0.157 0.0493
母親教育程度分類 2477.511 -1240.76 3.792 -0.133 0.0950

a. -2 Res Log Likelihood
b.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c. Use formula to predict value        d. F-test 



45

表14.學童家中過敏性疾病單變項重複性測量分析
變項 -2 log L 

a
A.I.C. 

b Intercept β PV
 c

p-value 
d

父親氣喘 2454.417 -1229.21 3.741 0.148 0.656
母親氣喘 2454.042 -1229.02 3.734 0.257 0.210
兄弟姊妹氣喘 2454.286 -1229.14 3.727 0.203 0.146
父親過敏性鼻炎 2472.570 -1238.28 3.721 0.187 0.101
母親過敏性鼻炎 2465.765 -1234.88 3.701 0.357 0.002
兄弟姊妹過敏性鼻炎 2458.801 -1231.40 3.701 0.191 0.031

a. -2 Res Log Likelihood
b.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c. Use formula to predict value 
d. 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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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呼吸道症狀單變項重複性測量分析
變項 -2 log L 

a
A.I.C. 

b Intercept β PV
 c

p-value 
d

Month
1 (Oct Apr)
2 (Nov Apr)
3 (Dec Apr)
4 (Jan Apr)
5 (Mar Apr)
6 (Apr)

2169.241 -1086.62 3.976 ------
-0.643
-0.456
-0.291
-0.068
0.073
0.000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1210
0.1026
------

------ ------ ------ ------ ------ ------ -------
URI 2461.752 -1232.88 3.655 0.199 0.0001
Rhinitis 2467.848 -1235.92 3.643 0.397 0.0001
Airway symptoms 2472.527 -1238.26 3.623 0.316 0.0001
Past wheeze 2476.011 -1240.01 3.682 0.358 0.0003
Dermatitis 2477.231 -1240.62 3.713 0.539 0.0012
Suspect asthma 2478.811 -1241.41 3.687 0.311 0.0016
Asthma 2478.942 -1241.47 3.704 0.387 0.0023
Wheeze one year 2480.134 -1242.07 3.717 0.448 0.0060
Cough one year 2483.182 -1243.59 3.720 0.320 0.0314

a. -2 Res Log Likelihood
b.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c. Use formula to predict value    d. 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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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空氣污染物單變項重複性測量分析Time Lag One Day
變項 -2 log L 

a
A.I.C. 

b Intercept β PV
 c

p-value 
d

Month
1 (Oct Jan)
2 (Nov Jan)
3 (Dec Jan)
4 (Jan)

1575.350 -789.675 3.908 ------
-0.575
-0.388
-0.223
0.000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

------ ------ ------ ------ ------ ------ ------
O3 1575.030 -789.515 4.316 -0.016 0.0001
Ambient Temperature 1597.326 -800.663 4.322 -0.035 0.0001
CO 1627.564 -815.782 3.566 0.128 0.1253
SO2 1632.138 -818.069 3.671 -0.016 0.2277
PM10 1634.441 -819.220 3.540 0.002 0.0276
NO2 1636.042 -820.021 3.609 0.002 0.4719

a. -2 Res Log Likelihood
b.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c. Use formula to predict value 
d. 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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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空氣污染物單變項重複性測量分析Time Lag Two Day
變項 -2 log L 

a
A.I.C. 

b Intercept β PV
 c

p-value 
d

O3 1563.627 -783.814 4.449 -0.049 0.0001
Ambient Temperature 1566.102 -785.051 4.615 -0.020 0.0001
CO 1628.174 -816.087 3.682 -0.003 0.0010
SO2 1629.355 -816.677 3.682 -0.067 0.3563
PM10 1630.857 -817.429 3.797 -0.020 0.0850
NO2 1637.039 -820.519 3.644 -0.001 0.8997

a. -2 Res Log Likelihood
b.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c. Use formula to predict value 
d. 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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