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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試者須知與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這是一個為改善兒童氣喘症狀所作的研究，目的是要探討實施十二週

的太極拳運動，對貴子弟的氣喘症狀改善程度，所有的實驗過程您不需要

負擔任何的費用，只需要貴子弟能配合太極拳練習及相關測驗。 

為了保護受試者的健康與權力，研究者有責任將研究過程說明清楚，

並隨時回答受試者所提出的問題，在研究期間有體育教師和氣喘的專門醫

師參與，請受試者安心加入本研究計畫。研究者將全程陪同，並親自教授

太極拳的課程，受試者若臨時改變意願不想繼續參加實驗，可以隨時退出

實驗而不受任何限制，但請事先通知研究者。 

在實驗期間請配合江醫師的門診治療及填寫日誌紀錄表，並確實參與

太極拳運動的課程。我們將於實驗前及實驗後為受試者作肺功能檢測並配

合問卷來填寫，以瞭解是否改善氣喘的症狀。 

一、練習時間：93.3.15∼93.6.15（每個星期三次，每次50分鐘） 

二、練習地點：學校韻律教室 

三、練習內容：陳式太極拳三十二式 

所有練習的實驗組受試者，每天皆按照運動程式：熱身運動、主要活

動及緩和運動三個步驟來進行，操作時的強度設定在其最高心跳（220-年

齡）的65-75％（以10歲兒童來說，每分鐘心跳率為136∼158下），以撓

動脈測試方式，並輔以遙測心跳感應器來監控強度，活動方式採間歇式的

身體活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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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並絕對保密以保障受試者的隱

私權。 

   如果您同意貴子弟參與本研究計畫，並且願意遵守上述所列之事項，請

在同意書上簽名並填寫聯絡資料。謝謝您的合作！ 

----------------------------------------------------------------------------------------- 

我瞭解以上述研究相關事項。請選擇打 v 

          □同意子弟參與上述研究活動 

1. 僅同意測試 不願參加太極拳活動 

2. 不同意參加 

受 試 者：                   家長簽名：                       

聯絡電話：                    手   機：                       

聯絡住址：                                                    

日    期：       年       月        日 

 因為有您的參與，讓本研究能夠順利進行，在此由衷感謝！ 

研 究 者：陳俊杰 

指導教授：方進隆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休閒學院教授兼院長） 

指導醫生：江伯倫醫師（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學院小兒部主任、中華民國

免疫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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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受試者基本資料及健康狀況調查表 

   本調查表主要目的在瞭解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及健康狀況，以協助研究進

行前，評估受試者是否適合從事本項研究，所以請您詳實填寫下列問題：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男  □女  年 齡：     歲 

初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 高：       體 重：        

聯絡電話：                     手 機：                      

第一次發作時間：          歲時  目前發作頻率：              

最近一次發作時間：              是否常備有氣喘藥：          

  

第二部分健康狀況調查表 

    請確實回答過去三年內，醫生是否有告訴過您有下列疾病狀況（請於

「是」、「否」或「不確定」的□中打 V）： 

                                         是     否   不確定 

1. 是否曾患有心臟是否血管的疾病 ----- □     □     □ 

2. 是否曾患有糖尿病 ----------------------- □     □     □ 

3. 是否曾患有高血壓 ----------------------- □     □     □ 

4. 是否曾患過肺炎 -------------------------- □     □     □ 

5. 是否對藥物過敏 -------------------------- □     □     □ 

6. 是否有皮膚過敏的情形 ----------------- □     □     □ 

7. 是否曾對食物過敏------------------------ □     □     □ 

8. 是否曾患過支氣管炎 -------------------- □     □     □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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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童過敏性疾病問卷調查表 

小朋友基本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 年級   班別: _____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日 
性別: ______              身高: _____ 公分      體重: _________公斤 
 

(一) 個人資料 [請由家長填寫] 

☺填表人與小朋友的關係 ?                                                            

父親 母親 祖父母 親戚 老師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 

☺請問父母親中，所受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只選一個) ?                                    

未曾入學 小學 初中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 

☺請問同住在一起的家人中有多少人有抽煙的習慣 ?                                         

沒有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或以上 

☺現在家人每天在家時的抽煙總數 ?                                                    

沒有抽煙 10支以下(半包以下) 11-20支(半包至一包) 21-40支(一至兩包)         
41-60支(兩至三包) 61支以上(三包以上) 

☺小朋友的母親在懷孕時的每天抽煙總數 ?                                             

沒有抽煙   10支以下(半包以下)   11-20支(半包至一包)   21-40支(一至
兩包)         41-60支(兩至三包)   61支以上(三包以上) 

☺府上現在每天有燒香拜拜嗎?     有 沒有 

☺您住家鄰近的空氣污染程度你認為?   沒有污染 輕度 重度 嚴重 

☺您家中是否有養寵物?      沒有 有 (請說明寵物種類: ___) 

☺您的這位孩子有沒有經常運動?    很少 偶而 經常 

☺您的這位孩子從小到大，有沒有曾經被醫師診斷患有下列疾病? 

  A型肝炎        沒有 有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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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結核         沒有 有 不知道 
 流行性感冒        沒有 有 不知道 
 寄生蟲感染        沒有 有 不知道 
 胃幽門桿菌感染       沒有 有 不知道 
 急性細支氣管炎       沒有 有 不知道 
 

(二) 過敏性疾病篩檢表 [請由家長填寫] 

一、 氣喘 

☺小朋友在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氣喘病』?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_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忘記了請填「X」) 

☺小朋友曾經有過呼吸困難伴有咻咻聲 (喘鳴聲) 嗎?      沒有 有 

   請問從小到大, 小朋友喘過幾次呢 ? ______ 次 

☺小朋友在過去 12個月內有過呼吸困難伴有咻咻聲嗎?  沒有 有 

☺在過去 12個月內，請選出在那些月份, 您的小朋友有上述問題? (可複選) 

沒發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如果小朋友有過呼吸困難伴有咻咻聲，請問在過去 12個月內總共發生多少次? 

沒發生 1-3次 4-12次 13次或以上 

☺在過去 12個月內，小朋友在睡覺時, 平均每週有幾次是因為呼吸困難伴有咻咻聲而

醒過來? 
沒有   有, 平均每週不到一次   有, 平均每週一次或超過一次 

☺在過去 12個月內，小朋友在睡覺時, 平均每週有幾次是因為夜間咳嗽而醒過來? 

沒有           有, 每個月不到 2次           有, 每個月大於 2次, 但不
到 4次    

有, 平均每週一次或超過一次        時常在咳, 數不清 

☺在過去 12個月內，小朋友沒有發燒時，白天咳嗽的頻率? 

沒有      有, 每週 2次，或不到 2次   有, 每週大於 2次, 但不到 1天 1次 
有, 每天都有咳嗽        時常在咳, 數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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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 12個月內, 小朋友是否曾經因為呼吸困難伴有咻咻聲而嚴重到連說話都不能

連著說呢? 
沒有 有 

☺在過去 12個月內, 小朋友會在運動時或運動後, 出現咻咻的呼吸聲嗎?  沒有 有 

☺在過去 12個月內, 小朋友會在運動時或運動後, 出現咳嗽的現象嗎?  

沒有 有  ( 輕微 嚴重 ) 

☺小朋友是否曾經因為呼吸困難伴有咻咻聲而就醫呢?   沒有 有，次數 ____ 次 

☺在過去 12個月內, 您的這位孩子曾經在沒有發燒, 感冒的情況下, 而在晚上會厲害

乾咳嗎?   沒有 有 

☺請問小朋友是否曾經檢驗過過敏原？   沒有 有  

   若有，請問對於什麼過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爸媽記得過敏的嚴重程度或者價數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小朋友是否有在規則使用尖峰流速器？   沒有 有 

 

二、 過敏性鼻炎 (以下所有的問題, 都是指您的孩子在沒有感冒發燒的狀況下) 

☺小朋友在沒有感冒發燒時, 常會打噴嚏, 流鼻水或鼻塞? 沒有 有 

☺小朋友剛上床或睡到半夜時, 常會因為流鼻水或鼻塞而醒過來? 沒有 有 

☺在過去 12個月內, 請選出在那些月份，小朋友有上述問題? (可複選) 

 沒發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在過去 12個月內, 上述鼻子的毛病會影響小朋友的日常活動到什麼程度?   

沒發生或不會影響 輕微 中度 嚴重 

☺在過去 12個月內, 小朋友子除了上述的鼻子毛病外, 是否同時也會眼睛癢或流眼淚?

      沒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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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過敏性鼻炎』?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 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不知道請填「X」) 

☺小朋友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過敏性結膜炎』?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 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不知道請填「X」) 

三、 異位性皮膚炎 

☺小朋友的皮膚有沒有曾經長過會癢的疹子, 並好好壞壞持續達 6個月以上?  

      沒有 有 

☺在過去 12個月內, 小朋友有過上述會癢的疹子嗎?          沒有 有 

☺不論任何時間, 上述的疹子曾長在下列任何一個部位嗎? (可複選) 

 手肘彎曲處 膝蓋後面彎曲處 腳踝附近 屁股周圍 脖子周圍 
 耳朵 眼睛四週 以上皆無 

☺上述的疹子是幾歲時開始有的? 

 小於 2歲    2-4歲    5歲或超過 5歲 

☺上述的疹子在過去 12個月內曾經完全褪掉過嗎?    沒有 有 

☺在過去 12個月內, 小朋友常因為上述的皮膚問題而影響睡眠或睡不著?   

沒發生或沒有影響 平均每週不到一次 平均每週一次或超過一次 

☺小朋友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異位性皮膚炎』?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 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不知道請填「X」) 

☺小朋友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濕疹』?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 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不知道請填「X」) 

☺小朋友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蕁麻疹』?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 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不知道請填「X」) 
 若有, 對何種藥物或食物過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朋友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鼻竇炎』?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 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不知道請填「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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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發作次數？_____ 次 (不知道請填「X」) 

☺小朋友過去有沒有經醫師診斷患有『中耳炎』?                沒有 有 

 若有, 初次診斷的年齡為: __ __ 歲 (不足 1歲請填「<1」, 不知道請填「X」) 
    過去一年發作次數？_____ 次 (不知道請填「X」) 
 

四、 家人的過敏性疾病 

☺小朋友的父母, 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中, 是否有以下疾病? (可複選) 

  父親   沒有 氣喘病 過敏性鼻炎 異位性皮膚炎 不知道 
  母親   沒有 氣喘病 過敏性鼻炎 異位性皮膚炎 不知道 
  祖父   沒有 氣喘病 過敏性鼻炎 異位性皮膚炎 不知道 
  祖母   沒有 氣喘病 過敏性鼻炎 異位性皮膚炎 不知道 
  外祖父  沒有 氣喘病 過敏性鼻炎 異位性皮膚炎 不知道 
  外祖母  沒有 氣喘病 過敏性鼻炎 異位性皮膚炎 不知道 

☺小朋友有多少兄弟姐妹 (同父同母才算) ? 

  兄弟   沒有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道 
  姐妹   沒有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道 

☺您小朋友同父同母的兄弟中, 是否有以下疾病? 

  氣喘病 沒有兄弟或沒有發生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道 
  過敏性鼻炎 沒有兄弟或沒有發生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道 
  異位性皮膚炎 沒有兄弟或沒有發生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

道 

☺小朋友同父同母的姐妹中, 是否有以下疾病? 

  氣喘病 沒有兄弟或沒有發生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道 
  過敏性鼻炎 沒有兄弟或沒有發生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道 
  異位性皮膚炎 沒有兄弟或沒有發生 有一人 有二人 有三人或以上 
不知道 

 

五、 小朋友的藥物使用情況 

☺請問小朋友有沒有使用過治療氣喘的類固醇噴劑或保養噴劑？     沒有 有 

   若有，請問現在還有在使用嗎？                                 沒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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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請問連續使用多久了？ ____年 ___月          

   請問記得藥品名稱嗎？ (中文名或英文名皆可)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小朋友有沒有使用過治療氣喘的氣管擴張劑 (指噴劑)？         沒有 有 

   若有，請問約多久就得用一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氣管擴張噴劑名稱是 ______________ 
   請問運動前後得使用氣管擴張噴劑嗎？                           是   否 

☺請問小朋友現在有沒有使用治療氣喘的藥物？                                         

1. 因為這兩天小朋友去看醫師，有在吃口服氣管擴張劑？           沒有 有 
   2. 長期規則吃口服氣管擴張劑？ 沒有 有 (氣管擴張劑名稱是_____________ ) 
   3. 口服類固醇？(指這兩三天)      沒有 有 

☺請問小朋友有沒有使用過治療過敏性鼻炎的類固醇噴劑或保養噴劑？ 沒有 有 

   若有，請問現在還有在使用嗎？                                 沒有 有 

   若有，請問連續使用多久了？ ____年 ___月          

   請問記得藥品名稱嗎？ (中文名或英文名皆可)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小朋友現在有沒有使用治療過敏性鼻炎的藥物？                                       

1. 因為這兩天小朋友去看醫師，有在吃藥？           沒有 有 
   2. 長期規則吃口服抗組織胺？     沒有 有 (抗組織胺名稱是_____________ ) 
   3. 口服類固醇？(指指這兩三天)    沒有 有 

☺請問小朋友有沒有使用過治療異位性皮膚炎的藥膏？             沒有 有 

   若有，請問現在還有在使用嗎？                                 沒有 有 

   若有，請問連續使用多久了？ ____年 ___月          

   請問記得藥膏名稱嗎？ (中文名或英文名皆可) ____________________ 

 

 

終於完成問卷了 ! 非常感謝您的辛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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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一>      過敏兒童評估表 
親愛的爸爸媽媽: 此份表格為症狀評估表, 請爸媽依小朋友目前的情況填表(若現在有
感冒則填未感冒之前的狀況),萬分感謝爸爸媽媽！ 
小朋友姓名：         
日期     

天氣 
1=晴天 
2=下雨 
3=陰天 

   

氣喘情形 

0=一夜安眠 
1=安睡, 但有間斷咳嗽 
2=醒來數次，使用吸入型
擴張劑 

3=喘鳴厲害, 睡眠困難 

   

早晨情形 

0=無症狀 
1=乾咳 
2=咳痰，且有喘鳴聲 
3=呼吸困難須使用吸入型
擴張劑 

   

白天氣喘

情形 

0=無症狀 
1=乾咳 
2=咳嗽有痰 
3=運動偶有喘鳴聲 
4=持續氣喘須使用吸入型
擴張劑 

5=非常痛苦，須吃藥或就
醫 

   

最近是否

發燒 
0=否 
1=是 

   

最近是否

感冒 
0=否 
1=是 

   

早晨最大呼氣流速值 
(吹三次取最高一次記錄) 

   

睡前最大呼氣流速值 
(吹三次取最高一次記錄) 

   

 尖峰呼氣流速: 有測量的小朋友才需要記錄 
 若是測量的前 4小時內有使用吸入型擴張劑時，須加畫星號特別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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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之二>       自我評估表 
小朋友姓名：              
  日期    
流眼淚    

眼睛癢    眼

睛 
眼睛紅腫 

0=正常 

1=偶爾 

2=時常 

3=持續，一直都有

   

打噴嚏 

0=正常 

1=少於5次 

2=5~15次 

3=超過15次 

   

流鼻水    

流黃濃鼻涕    

鼻子癢    

鼻

子 

鼻塞 

0=正常 

1=偶爾 

2=時常 

3=持續，一直都有   

咳嗽    

咳痰    

喘鳴    

支

氣

管 
胸悶或呼吸困難 

0=正常 

1=偶爾 

2=時常 

3=持續，一直都有   

抗組織胺 (有畫 O, 無畫 X)  

吸入型擴張劑 (有畫 O, 無畫 X)  

吸入型保養藥 (有畫 O, 無畫 X)  

口服類固醇 (Prednisolone)  

使

用

藥

物 
有無其他藥物:  

 

 

 

 

 

 

口腔或舌癢    

噁心、嘔吐、腹痛    

腹瀉    

呼吸困難    

鼻炎    

蕁麻疹 (皮膚紅疹)    

副

作

用 

其他（請說明） 

請在有症狀的

格子內打 O表
示 

   

* 使用藥物請詳細註明每日的使用量，如有使用其他藥物，請註明藥名及用量 
 


	<附錄一> 受試者須知與家長同意書
	<附錄二> 受試者基本資料及健康狀況調查表
	<附錄三> 學童過敏性疾病問卷調查表
	<附錄四之一> 過敏兒童評估表
	<附錄四之二> 自我評估表

